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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流行文化與流行歌詞

(二)三十年來香港文化與競行歌詞的演變概祝

縱橫談

1 詞風上的演變
(1) 從無根到立足

廖銘輝
1842年滿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的南京條約，決定了香港白後走上
殖民主義色彩的路途。殖民地是侵略者的戰利品，一切都要聽憑主

(→)本地文化與流行歌詞的關係

人的安排。香港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

1949 年大陸變色，大量難民湧到香港，他們只當香港是踏腳
文化，就是指人類慣有的生活模式。它會因時代、地域、歷

石，從沒想過在這裡長住;偏偏大陸的政治活動一浪接一淚，迫不

史、民族性等差異而有所不同。香港開埠已歷百餘載，但真正建立

得已之下，他們唯有在此定居下來，然而他們所倍掛的，仍是大

屬於“香港人"的文化，還只是近數十年的事。舊日歷史遺留的問

陸。即便是六十年代的新生代，對香港也沒有歸屬感。

題，令香港被視為無根的土地:加上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香港自然

直至 1967 年發生暴動，不少團體自動在電台和報章上發表聲

成為東西方不同文化的交流點。香港的本土文化，就在強大的外來

明，譴責左派暴徒的惡行，並對政府採取的行動表示支持。 (1 】一時

文化壓力下建立起來。

之間，香港人明白到自我團結的重要，憲議上不再討厭香港，也開

流行歌曲是流行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亦能反映出時代變化。

始感覺應該保持香港特有的制度和文化，這樣大家才有好日子過。

所謂“流行是指一段時期內，大部分人熱衷於某種生活模式;時

儘管如此，香港畢竟是中西文化匯寶貴的地方，時刻受著外來文

間一久，人們又轉而追求新一種生活模式。這種潮來潮去、乘時盛

化的衝擊。六十年代，來自英國的“披頭四文化"、“占士邦文化"

衰的表現，正是通俗文化發展的特點。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流行

盛極一時，在沒法認同傳統、思想趨向真空之際，新生代轉而傾慕

歌詞或多或少沾有商業味道，而香港流行歌曲之所以發展蓬勃，亦

西方前衛的反叛、浪漫、頹廢、個人主義、度建制、嬉皮士文化，

有賴於“經濟掛帥故此，仔細研究本地的流行歌詞，就像把弄

企圖從中尋找自己的方向。七十年代初，台灣寶島文化入侵，瓊瑤

著鏡子，不難照出香港獨特文化的真面目。

小說、甄珍電影，濫情文草書館罩著整個香港，賽時間，台灣文化幾

例如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經濟起飛，

“大香港文化"一時成為

主流，許冠傑的通俗淺白的粵語歌曲大行其道;八九年六四前後，
香港洋溢著一片愛國氣氛，遂於當時湧現7 一批支持學運的歌曲。

乎成為香港文化。令人擔憂的是，香港在那時還未能確立觸於自己

的文化。

七十年代中，一些在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地留學的畢

由此可見，本地文化與流行歌詞的關係相當密切，歌詞反映的

業生，逐漸回港工作。他們發現香港社會很多方面都不太對勁，例

是六百萬香港人多年來的眾生相。本文以近三十年來粵語流行歌詞

如政治制度仍很封閉，貪污情況仍很嚴重，於是敢言批評，希望政

的演變作藍本，逐一細析香港這一時代的歌詞，並兼論三位具代表

府作出改善;終於在七四年，成立了廉政公署，社會秩序開始穩

性的填詞人，探索他們的詞風在潮流漲退之下，如何產生變化。

定。與此同時，香港各行業發展一日千里，經濟起飛，在世界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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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聲名日隆，到了這時，香港可以說擁有自己的地位，在國際上立

(2) 從睡覺到徬種

足了!
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香港歷史發展基本上是同步的。

香港社會自 1975 年以後已漸趨穩定，像六七年那種暴亂已不復

粵語流行曲是廣東民間小調的變奏，一直都只被當成一種通俗

見，市民生活環境也漸入佳境，這確實是可喜的! 1976年毛澤東逝

玩藝，沒有受到重視。由於承襲中國傳統民間歌謠，戰後粵語流行

世，大陸的政治鬥爭又進入另一個混亂的時刻;直至 1979年，四人

曲地方色彩濃厚，歌詞雅潔工整，文采飛揚，較流行的包括輕鬆惹

幫倒台，鄧小平掌政，中國實施開放政饋，一切都標誌著美好。香

笑的〈哥仔靚) (許艷紅)、〈口花花卜〈醉鬥醉〉、〈明星歌) (鄭

港人對大陸的畏懼心理慢慢改變，也察覺到“香港前途"是港人必

君綿)

須解決的歷史難題。

;傷春悲秋如〈一水隔天涯) (苗金鳳)、(孤雁哀鳴表

現倫理關係如〈家和萬事輿以物擬人的〈榴槌飄香) (林鳳)

進入八十年代，香港人生活富足，知識水平普遍提高，對政府

情歌如〈愛情似蜜糖) (周聰、梁靜)、〈情花開) (陳齊頌)、〈花

的監管也要求多了。 1981 年，政府在地方上設立區議會，市民的意

開等郎來) (梅芬)等。 [2】

見開始受到尊重。八四年中英草簽聯合聲明，使香港前途問題露出

粵語歌在五、六十年代仍沿襲粵曲模式，縱使梁醒波與鄭君綿

一線曙光。當時，香港的一切正是欣欣向榮，每個人對未來都充滿

該諧演繹不少中詞西曲;新馬仔、鄧寄塵以(飛哥跌落坑渠〉嘲諷

美麗憧憬。八九年北京民運事件發生後，香港百萬人上街示威，民

人生百態，但其唱法始終離不開舊日粵曲路子，恰似初期大陸難民

族情懷一下子湧現出來。有人說，在這期悶，香港人做了三個星期
中圈人。但到了六月四日清晨，救國的熱忱被炮火槍聲鎮壓了，香

的思鄉情切!
六十年代開始，粵語歌舊式的唱法再不能討好土生土長的新生

港人的美夢粉碎了，以前的保證不能安定他們的心，他們變得很徬

代。六四年披頭四訪港，正式掀起歐風美雨，西洋文化膺捲香港。

徨。移民之風大吹。香港人此刻需要的，就是自保! 1992年彭定康

樂與怒及鄉土民歌大行其道，粵語歌為求生存，只有附在電影中作

到港贖職，大力推行“還政於民卻惹來中方猛烈的抨擊，中英爭

陪襯。陳寶珠、蕭芳芳當時得令，所演電影齣齣滿座，片中所唱的

呦愣始加劇，對後過渡期的香港的確首害而無一利。香港人就在這

歌，就自然街知巷聞。例如練實珠的〈郁親手就聽打) (電影{千面

個無奈擔憂的境況下，迎接一九九七!

女煞星}插曲)與(女殺手〉等，都是耳熟能詳的流行歌曲。這時

期的歌曲大多是西曲中詞，充滿濃厚的崇洋味道。

粵語流行曲也反映著香港這時期的變化。第二代(7 4 -79) 填
詞人覺醒到粵語歌應該有自己的路向，創作力求擺脫第一代詞人

進入七十年代，寶島歌曲在香港風靡一時，姚蘇蓉、青山、尤

“花間派"綺麗鄙俗之風，努力開闢一片清新脫俗的土地，結果換來

雅、鄧麗君聲名大噪，經典金曲如〈今天不回家〉、〈往事的舊

了騙人的成績。這時期的填詞人如黃售、盧國泊，一下筆就彷彿有

夢〉、〈負心的人〉、(月兒像檸檬卜〈淚的小花〉、(淚的小雨)

驚天地泣鬼神的力量，題材內容亦由單謂的、鴛鴦蝴蝶式的情歌類

等。國語歌的確對粵語歌造成很大的衝擊，如果其潮流持續長久，

型破框而出，變得多姿多采，如命運((狂潮卜(決戰前夕卜(天

很有可能會抹殺了香港本位文化的發展!幸好到了七四年，許冠傑

蠶變卜(曾經相識過))、名利爭逐((無敵是最寂寞卜〈網中

的〈半斤八兩〉、(鬼馬雙星〉在歌壇男豎一幟，扭轉了粵語歌的頹

人)、(戲劇人生卜(大亨))、感情((用愛將心倫〉、(啼笑姻

勢，使現代感性中文歌在無根鄙夷的年代裡冒出頭來，並漸漸站穩

緣卜〈找不著藉口卜〈親情))和勵志奮鬥((抉擇卜(奮鬥卜

住腳。具有本地色彩的香港流行歌，終於奇蹟般地創造出來了!

〈東方之珠)) ......等等，可謂百花齊放，使粵語歌更具文藝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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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電視電台是當時極為有力的傳播媒介，對於帶動粵語歌潮流，

發展臻至高峰。八十年代雖然稍為放緩，但整體社會已算富足，電

功不可沒。哪哪上口的優秀歌詞俯拾即是，例如:

視機、錄像機已是生活必需品，市民的消費力比以前增強了，這是

叫人欣喜的現象;但是，物質主義也同時入侵香港。
“人生幾許失意，何必偏偏遠中我?"一一圳、李飛刀〉

“是苦也是甜美，人生的喜惡怎麼分?"一一{狂潮}
“唯望至'J 一朝，鑫破金光燦爛名利綱，猶傢鳥飛廣闊天，
網開街出不再返。"一一{網中人}

三十年來，香港社會自貧窮走向富裕，而粵語流行曲在形式上

和製作上，也是由平凡走到華麗，從自由化變成商業化。
六十年代的粵語歌，往往是西曲中詞，每首的時間不長，歌詞

常不合音律，水草參差，粗製濫造。七四年後，粵語歌的製作較前
認真了，能注重旋律、編曲和歌詞的配合，以許冠傑的作品為例，

八十年代是講求包裝的時代，填詞人的創作受著商業因素的支

不論快歌、慢歌都圍繞在三分鍾的長度。但到了八十年代，娛樂消

配，自由度大滅，而題材種類亦變得獨治一味一一情歌。曾有社會

費方式林林總總，粵語歌經過五六年的發展，亦已達到頂餘，並將

人士批評八十年代的流行歌詞過於澄情，遂呼籲填詞人多寫勵志

要回落，在這兩種現象影響下，香港唱片市場吹起7 一片淡風。 [4]

歌，平衡情歌聾斷的不健康局面。八六年後重輿樂隊熱潮，發掘了

唱片公司竟意思求變，遂以華麗的包裝，龐大的宣傳，將鷹下歌

年輕的第四代填詞人，歌詞內容也注入了新的元素;八九年學運時

手以全新的形象推出市面. [5】給消費者耳目一新之感;歌曲曲短變

期產生一批支持學運、愛國愛家的歌曲，例如唐書臻的〈為自由〉、

長，平均時間由三分鐘增長至四分鐘或以上，並加入先進的混音效

達明一派的〈十個救火的少年可惜，樂隊潮流不到兩年即消

果，讓購買者覺得物超所值。唱片公司深明“流行歌是商業產品"

退，六四鎮壓叫港人絨默無言，新創作始終不易為人接受。進入九

的道理，遂以企業管理方式處理每首歌曲;為 7 保持高銷售量，他

十年代，商業化依然主宰著粵語歌的存亡，情歌依舊是主導，無屋

們罷點百家，獨尊情歌，因為情歌永遷都能討得大眾的歡心。 [6] 事

頭歌竟也可風行全港，粵語流行歌彷彿走入了死胡同。難怪資深樂

實上，唱片銷量激增，已表示他們的方針獲得了顯著的成效。【7】這

評人黃志華也表示:

“香港本地創作還是不敵外來的改編歌曲，這

就促使了唱片公司繼續流水作業式的生產歌曲。填詞人要在左支右

是暫時難以解闋的死結。......寫詞的氣魄，會一代不如一代，應了

倒下力求創新，實在不易。黃志華表示，流行歌詞是“自我"也是

杜甫的一句‘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 "叫他對流行曲日走下

“眾我"的創作，生產過程常會遭到作曲人、唱片監製、主唱歌手的

坡的搶憂，與香港人面對九七一樣，充滿無奈和徬徨。

輪番“強姦"

0

[8]八十年代後期關起的填詞人林夕也說過:

“填詞人

創作的主動權實際是掌握於唱片監製的手中﹒.....填詞好像是為市場

2. 觀念上的演變

服務。"叫可見華麗背後，流行歌詞原來已成為一種非隨意式的言

詞了。
(1) 從貧窮到富裕
(2) 從保守到開放

五六十年代，香港還是小小的轉口港;但到了今天，香港已成

為舉足輕重的金融商業中心，國民生產總值倍槽，發展速度驚人。

生活質素在變，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念也在變。六七年暴動前，

七十年代開始，香港已擺脫貧窮，步向小康。市民生活改善，經濟

香港社會仍很傳統保守，除少數富貴人家外，一般市民都可歸入勞

274

275

動階層。暴亂平息、後，香港人對現實環境有了不同的看法:繁榮可
能很短暫，倒不如把握機會蠢情享受。 [10】

重利輕義，在傳統社會是為人不屑的，就算心有此念，也未必
會宣諸於口;但正如前段所言，七十年代的香港人酷愛炫線，金錢

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經濟起飛，享譽全球。大量非法移民慕名

至上常掛口邊，像(發錢寒〉一頹的歌曲，自然應運而生。其影響

湧入這片黃金地，足證香港是成功的;但這也助長了香港人高傲的

力直至今天。九五年陳百祥的(我至明〉便是吹捧香港人至尊無上

氣燄。他們自認是天之驕子，不可一世，他們愛炫耀，又強調“祖

的好例子。

錢"的重要，追求物慾生活，穿名牌，坐豪華房車，總之，他們要
全世界知道香港人是最厲害的。一時之間，

“大香港文化"植根在

若論近年流行歌詞真正“大晦"之作，相信一定要提及化託於

八十年代的女歌手梅艷芳。梅艷芳完全是在八十年代以金錢包裝出
來的超級巨星，正如前文指出，那時香港流行樂壇的特色是:歌手

每個人的意識形態中，影響至今。

香港人的價值觀念，在六七年後開始變得模稜兩可;到了八十

..非人化歌曲“商業化"。梅艷芳形象百變新奇，配合著八十年代

年代中期，社會趨於穩定，許多內部問題卻又叢生:青少年問題日

消費主義者貪新忘舊的心理;歌曲內容愈趨開放，更證明香港人的

益嚴重，道德倫理界限日漸模糊，唯利是圖已成風氣......。有人認

道德價值觀，正在急劇轉變。就以她幾首風靡一時的歌曲為例:

為這是跟隨西方的後塵，西方社會色情泛濫，離婚率上升，家庭瀕

臨崩潰，香港也緊隨其後。價值觀念的開放，對社會造成更大的衝

(壞女孩)

(1985)

“他將身體緊緊貼我，這從眉心闖蛤輕輕

親我。耳邊的呼吸燙熱我的一切，令人

擊。
從內容題材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粵語歌詞也具有上述的特

忘記理智放 T 在何? ......沒有辦法做乖

點。五六十年代，歌詞大抵圍繞著小市民的牢牢騷騷，或男女悶的

乖，華先睛~我這晚變得太壞!

..

(節錄)

卿卿我我。例如鄭君綿主唱的〈扮靚仔〉

〈妖女)

(1986)

“妖女又腰側望 BADBOY...... 妖女終於收J11l

“扮靚仔，摩囉街舊鞋唔係曳，美國製，領吠摩登花式真

BAD BOY • COME ON BAD BOY

美麗。扮靚仔，西裝竇泥唔係實味當曳，人人話但名貴......起

.我並未

放你在眼內(節錄〉

勢充硬闊少靚仔，大養老面，皆因為女仔錢學j 竣亦要駛，由人
話我石有事米，任你話有問題，為情最有問題。..

(調寄 1

Love

〈烈燄紅唇)

(1987)

You Baby' 胡文森詞 )[11】

“紅唇烈燄，接待撫慰;柔情慾望，迷

失得徹底。鏡內人紅唇烈燄'剩下乾
滴美麗。將擁抱雙手放低!

..

(節錄)

歌詞以通俗的道地方言表達出升斗市民的心聲，題材普通，未

有較高的聲術成就。七四年以後，鬼馬歌成為一股熱潮，許冠傑的
作品就是表表者，處處顯露著大香港文化。例如(發錢寒

〈淑女)

(1988)

“淑女豈會貪新鮮，淑女尋夢都要胺'淑女
形象只應該冷量也......我係淑女，唔好 4車
我。.. (節錄)

“成日要錢多，乾水位，都禍，借錢最折墮......有包都會令

你心花怒放?錢!擋得多會使你顛顛喪喪?錢!有喧但會令你
打跛雙腳都有相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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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斤八兩. j直碎，甘多都要啄。出電左半斤力，想話據香足八雨，

以上的歌詞都是以情慾片斷為題，街道派猛烈抨擊填詞人不自
律，傳播不良意識

家陣惡揖食，邊有半斤八兩咐理想!

[12] 但我認為唱片公司更應受責!填詞人的創作

"

((半斤八兩))

受到多方面的學肘(前文已闡釋過) ，能力實在有限;如果不是唱片
“為兩餐包都肯 4闕，前世，撞正輸晒心單，滯，無言t. 求望

公司認定這些歌曲具有高度的商業價值，又怎肯推出市面?我甚至
懷疑，有些可能是唱片公司要求填詞人刻意去寫的呢?無論如何，

發達一味拿捏丁，鬼馬雙星綽頭動! ......求望發達一味會拯

這些歌曲的確反映出一個實況:持下的青年人處理兩性關係十分隨

丁，鬼鳥雙星，怕現形!

"

((鬼馬雙星))

便，男女授受不親的觀念，鮮能復見了。開放的程度至此，委實叫
就內容而言，兩首歌都是以小市民生活為題。喜歡許冠傑的朋

人擔憂!

友大都覺得，他站在平民大眾的陣線，為打工仔吐心聲。小美認為

(三)個別詞人的歌曲分析

這兩首歌奠定了許冠傑成為“打工仔階層"的英雄。至於技巧上運

1. 歌神的神話一許冠傑

識形態。

用道地的廣東話(幾乎有音無字) .小美則說這是切合當時的社會意

反之，吳宏指出許冠傑在推出唱片之先，己作了長遠的市場調
黃志華在{粵語流行曲四十年}一書中，有一段很精闋的引言

查，清楚暸解哪類型的歌曲是當時香港人最想聽的，然後才重拳出

“粵語流行曲在近十多年來得以興盛，許冠傑的確

擊，結果大獲全勝，表面上廣受歡迎，內裡卻獨漫著一片濃厚的商

是位神話式的功臣，沒有人會否認他的〈鬼馬雙星)、(雙星情

業色彩。誠然，用語淺自通俗的確易入民心，但與五六十年代的

歌) .曾經是粵語歌問鼎本地樂壇寶座的有力前鋒。而且，他的歌

(賭仔自嘆卜〈擔番口大雪茄〉等歌曲互相比較，分別並不大。而

來介紹許冠傑:

曲，從 1974年起，直至八十年代初期，不斷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浪

〈鬼馬雙星〉提到人要發達，竟要靠“溫丁" (騙人) .太出格7 。
有關後期的〈摩登保總〉、(最佳拍檔〉、〈跟你做個Friend) 、

潮，也怪不得盧國沾於 1980年在{歌星與歌) (一份早已停刊的雜誌)
創刊號上寫道:

‘如果將來有人要為粵語流行曲寫歷史，請記得把

(最緊要好玩卜〈日本娃娃〉、〈潮流輿夾 Band) .小美認為每首歌

都透視著許冠傑敏銳的社會知覺。例如:

許冠傑寫上英雄榜首。'''[叫

許冠傑是歌手，也有填詞。對於他的作品，自八零年開始，一
直有著很大的爭論。有人讀他有社會知覺

[14] 也有人評他趨炎附

勢。[lS】究竟誰的說法較合理?現在讓我們從他兩大類型的作品(鬼

窩峰的沉迷東洋文化;其餘幾首則開創當年熱門的口頭禪，

先說鬼馬歌。他早期作品多不勝數，如(鬼馬雙星卜(半斤八

“ Friend

過打Band" 、“最緊要好玩"等等都曾經從你我口中諒過。
吳宏則認為，許冠傑的歌曲相當單詞。“早期歌曲尚有新鮮的

馬歇及慢歌)中，仔細研究一下。

兩卜〈賣身契卜〈天才與白痴卜(發錢寒)等。經典之作當然首

(摩登保總〉說出現代人

對任何事都缺乏安全感的心態日本娃娃〉諷刺當時的青年人一

感覺，但近期作品只能重蹈過往的方式。他的歌集有一定的rorm瓜，
但同時亦顯示許冠傑才華的極限。"叫我不能說許冠傑才華有限，
但如果運用“流行歌商業化"這個母題來看，他那些恃興的作品，

推〈半斤八兩〉和〈鬼馬雙星〉

完全是順應時勢而“製造"出來。(日本娃娃〉受人注目，未必是
“我她呢，班打工仔，一生 -1吐為錢幣做奴隸，咽種辛苦折
墮講出嚇鬼，咪話有包所謂......半斤八兩，做到隻積，甘可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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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它夠諷刺，反而是它有市場價值(在東洋熱潮下，銷量可能增

加)

0

(潮流輿夾Band) 也是他眼見樂隊潮流再興，乘勢“扭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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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如此看來，許冠傑的鬼馬歌真的屬於大眾，因為他根本沒有加

“鐵塔凌雲'望不見歡欣人面，富士聳峙，聽不見遊人歡

入自己風格，嚴格來說，他的鬼馬歌不能說是“創作"。但是，小美

笑。自由神像，在遠方迷路，山長水遠，未入其懷抱。檀島灘

對他推崇備至，讀揚道:

岸，點點鱗光，豈能及漁燈在彼邦!

“一個真正有靈魂、有內涵的偶像人物，

......"

((鐵塔凌囊))

自有其精神氣度，絕對有其獨特性 (u凶queness) .即是只此一家，絕
無分店。在樂讀來說，阿Sam在音樂方面的獨特性就是音樂口味及內
容十分接近群眾。" U71 與吳宏的批評一比，會否是很大的諷刺呢?

前者以名利爭逐為主，勸人凡事莫強求，榮華富貴如煙..最
重要是安守本份。後者充滿本土情慎，強調世界各地雖好，但始終

再說慢歌。與鬼馬歌比較，許冠傑的價歌可謂迴然不同。艷麗

不及香港，可以說是大香港文化的產物;但由於直是律優美，主題健

的詞藻，精雕的語句，交織成一篇篇令人難忘的作品。早期的如

康，修辭典雅，遂成為許冠傑作品中最不落俗套的上佳之遷。諷刺

(雙星情歌〉、(浪子心聲〉、〈鐵塔凌雲) .後期的如(同舟共濟〉、

的是，這首歌雖也許窟傑主唱，但填詞的原來是他大哥許冠文，難

〈說默是金〉。

怪風格有變。

後來到了八九年，政治事件令港人信心動擋，紛紛移民。許冠
“曳搖共對經舟瓢，互傳誓約慶春曉，兩心相邀影相照，

傑於是親自填了(同舟共濟) .企圖安定人心。歌詞不斷提及移民的

願化海鷗輕唱悅情調。會色陽下與妹相親，望諧白首永不分，美

各種苦況，強調香港是我們的家，盼人留港發展:

“香港是我心，

景醉人心相允，綠柳花開相對訂緣份。心兩牽，萬里阻隔相思

一顆不變心，實在極不顧，移民外國做二等公民"。愛港之心可見，

愛莫變;離別悽酸今朝似未見，明白對花憶卿面。淚殘夢了燭

但填詞功力則較(鐵塔凌雲〉差得多了!從商業角度來看，此歌很

影深，月明獨僻、冷鴛枕;辭擁孤:t悲不禁，夜半飲泣空帳獨懷

可能又是討港人歡喜之作哩!
綜觀而言，許冠傑是香港競爭激烈的商業社會中的一位成功

憾。.. ((雙星情歌))

者。他掌握港人的心理變化，製造出很多討人歡薯，引人共鳴的作
許冠傑雖然是首位大唱粵語歌的歌手，但早期慢歌的風格仍十

品。他創作的黃金時期(74 -79) 仍只是質量消費時期，天皇巨星

分傳統。“淚殘夢了燭影深，月明獨照冷鴛枕彷彿把聽眾帶回十

不必注重包裝， [18] 填詞人享有較大自由，他本可以獨創風格，可惜

八世紀的清代去，極具五六十年代鴛鴦蝴蝶派的味道，內容依然是

他揀了商業化路線，使作品未能獲得更大的藝術成就。

男女情情愛愛，卿卿我我，甚是老套。(甜蜜伴侶卜(春夢良
宵卜〈無情夜泠風〉、〈夜雨聲〉都是類似作品。

吳宏為他作了這樣的評價:

“事實上，許冠傑是割裂的‘矛盾

的。當我們用感情投入去唱或者聽﹒命裡無時莫強求，而又聯想起

‘難碎咐多都要啄'的時候，你的感受會怎樣?許冠傑的歌曲很多時

這時期比較特別的是〈浪子心聲〉和〈鐵塔凌雲〉

候就是互相衝突的。一方面叫你﹒掰開喲，﹒另方面叫你﹒縛晒

命這個是屬於傳播學( Comrnunication )的Double Bind概念，它的
“難分真典假，人面多險詐，幾許有共享榮華."畔水滴

結果是窒息個人的思想發展，而進一步是精神分裂。.. [叫是否會導

不分差。無知井裡挂，徒望海聲償，空得意，目光如麻，誰料

致精神分裂，我不清楚，但吳宏所講的矛盾，卻能從上述的例子得

金屋變敗瓦。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心公正，

到肯定。

白璧無瑕，名利息間似霧化!

"

((浪子心聲))

九三年他宣告退休，樂壇人士對他為“歌神表揚他在香港對
粵語歌發展的重要成就。我略嫌這稱號不足以表現他的特色，如果
改成“商業歌神相信貼切得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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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豪放鬼才一一黃嬉

“忘盡心中惰，連下愛與疫，任笑聲送走舊愁，讓美滴洗
清前事。四海家鄉是，何地我懶知，順意越寸心自如!任腳

香港粵語流行歌在七十年代後期迅速發展，與長篇電視劇不無

走，尺軀隨遇!

......"

((忘盡心中情>.

(錶乞兒}主題曲)

關係。七四、七五年間，電視成功奪取普及文化霸權，統一大眾文

化，電視劇主題曲亦統一了本地樂壇品味。七六至八零年巔峰期，

“萬水千山縱橫，主權風急兩翻，豪氣吞吐風雷，飲下霜

一首電視劇主題曲幾乎保證大碟的理想銷路。填詞人在這段時期，

杯雪益。獨闖高峰遠灘，人生幾多個繭，卻笑他i!I:人妄要將漢

也得到最大的創作自由。在當時芸芸填詞人中，黃梧的詞風是較為

胡路來限......" ((萬水千山縱橫>.

特別的。

題曲)

(天龍八部之虛竹傳奇}主

黃宿在 1968年開始填詞，但大部分名作都屬於他所寫的電視主

題曲。黃需在娛樂園打滾多年，很清楚流行音樂的本質，觀寫歌為
照顧歌星、服務老閩、取悅歌迷。叫他接受訪問時也表示過自己是

一個實創作的人，並非藝術家。 (21J 正因為他深明“流行歌是商業產
品"的道理，在創作時他力求在限制中閃出光芒。

他這些作品，詞藻美，意境鬧大，有千軍萬馬的氣勢，句式整

齊中有參差變化，甚有豪放派的風範。
黃罵聲有濃烈的家國情慎，所以他寫有關香港和祖國的詞也不

少，其中以八三年寫給羅文的〈中國夢〉最具代表性:

黃書哥說自己比較滿意的作晶是{家變}和{強人}的主題曲，

“其中的〈強人}有我自己的內心感情，此曲能超脫一般愛愛恨恨，
從愛與恨中昇馨。 "[22]

“......那一個夢澎濟歡樂?那一個夢傾湧苦楚?有幾回唐

漠風範'被同胞不受折磨?那天我中國展步，何時睡獅吼響驚
世歌......要中圈人人見歡樂，笑聲笑面長伴黃河!五千年無數

“是與非，如何分對錯?恨與哀，誰人解因果?敵友之間紛爭，

中國夢，內容始終一個!

......"

難為彼我;恨愛可有界線?同時分不清楚!看世悶，成敗轉眼
就過，弱者，強人都犧牲多，莫記此中得失，不讓1J.愛相纏，
只記共你當年，曾經相識遇。" ((曾經相識過>.

(強人}主題

曲)

黃梧的鬼馬歌詞也有一定成就，如六四事件後，他寫了〈慈祥
鵬> .歌詞是這樣:

“慈祥胞，過聖誕，問我要喲包膺玩? ......加拿

大買牛，風球或雨球，佢呵護我，只要我扮盲，不停讀，不再亂

彈;但我說俾個Passport我。"很明顯歌詞正在諷刺大陸的領導人，

歌詞捕提是非、恨哀、敵友、成敗、強弱等多種二元對立之間
的糾鐘渾沌，最後只懷念“當年相識過可為一絕。這類題材在當

鬼馬之餘，卻惹人深思，頗有樂府詩的味道。
綜觀而言，黃需才氣橫道，善於在有限的曲譜上填上妙絕好

時較少人寫，而他寫得好，甚為難得，此歌也正好是七十年代推翻

詞，有“鬼才"之譽;可能正因為他才思敏捷，短期內能“起貨

傳統舊有世界的反思。 (23J

唱片公司多找他寫詞，以致水準參差，行貨作品少不免帶點沙石。

黃嬉寫詞，善於駕叡題目，既能用語體文，也能用文言文，填
寫古裝電視劇歌曲，更常用文言文，足證他是這方面的高手。他為

黃志華也評論他“大部分作品都有凝滯、詞語翻來覆去的局限。"

幸好在佳作中，沒有這些缺陷。

電棍1l!J(蘇乞見}及《天龍八部之虛竹傳奇}的主題曲填寫的歌
詞，可說是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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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眉小目寫情歌一一林夕

間太多情歌，要突圍而出，難度極高。而他年膏，顧意接受考驗，

況且，一首好的情歌可以發洩受傷的感情，又可以安慰天下失戀
林夕(原名梁偉文)是 1986年香港樂隊潮流下關起的新一代填

詞人之一。雖是後起之秀，但其作品絕對可以與各前輩互相媲美，
毫不遜色。他形容自己“小眉小目，處事銳利故時恐流於淺薄 "0 [叫

出道不久，便以憂鬱細膩詞風晃稱，他的愛情作晶成就突出。
早期，他專為樂隊Raidas填詞，優秀作品不勝枚舉，包括成名作

人，何樂不為?於是，現代人各樣感情都盡在他筆下表現出來。
例如濃情化不開〉說現代人對永恆的愛情沒有信心，“情
越濃，越會化不闕，看不清那未來為愛情受傷)明寫失戀者

心聲，

“為愛情受傷，無比動聽，讓眼淚滴出，難得盡興。"晴謂

現代人的感情受創不過是家常便飯種綿遊戲〉寫的是一夜惰，

〈吸煙的女人卜〈別人的歌卜(傳說卜(某月某日卜〈人海中我

“種綿遊戲過後，為何能捨得放手，是現實?或是愛不夠?"一夜歡

是誰〉等。那時候他嘗試不同類型的創作，其中較特別的有〈別人

愉換來的只是空虛失落，現代男女聽後，想必感受良多。
藝術技巧方面，林夕是新一代詞人中水準較高的一個。他認為

的歌〉和〈傳說

“歌譜音謂的限制，無非是考驗文字駕取能力他喜歡向自己挑
“人人隨意點唱，一樣那些歌，唱罷也惹來，公式的拍
掌，其實掌聲屬於那人鑫皆知的歌，演唱的歌手卻如永沒名

戰。而奪得九一年度港台十大中文金曲最佳歌詞獎的(似是故人來〉
便是其中佼佼者。歌詞是這樣的:

字。耳軍變的音階，屢次超跌，如同年月蹉跎'別人的歌，別人
風光，..，著我一生痛楚...... 0" ((別人的歌))

“同是過J3.周邊過夢，本應是一對，人在少年，夢中不覺，越後
要歸去，三餐一宿也共一雙，到底會是誰?但凡未得到，但凡

“俗世的愛但誰可永相戀，談情遊戲我早厭倦，若果這剎

是過去，總是最登對!台下你望，台主手足做你想做的戲，前事

那時空隨著我的書本扭轉，那痛快故事必定償素臟。小玉典珠

故人，忘憂的你，可曾記得起?歡喜傷悲，老病生死，就不土

釵'鉛吾吾求長埋，祝君把新歡，乘龍投豪門， a 要是變心有誰

傳奇 'tl 台上卿卿，或台下我看見，不是成跟你!俗塵渺渺'天

為我盡情~;小玉休相迫，檀郎無忘惰，三栽失釵風，瑤台求

意茫茫，將你共我分間，斷眉，字點點，風雨聲邊遠，似是故人

重逢，我叫天搶地誰遇問......" ((傳說))

來!
何日再在何地再聚 'it 今司是真暖。無份有緣，回憶不斷生命卻

前者描寫酒廊歌手鬱鬱不得志的心態，字字珠磯，屬於非情歌

苦鏈。一種相思，兩段苦戀，半生說沒完。在年日深瀾，望明

中的極晶。後者別開生面，用典借喻現代人的愛情，劍合釵緣、梁

月遠遠，想像你憂怨﹒留下你或留下看見在世間上終老，離別以

祝恨史、帝女花，都是古代的愛情悲劇，現代愛情離合匆匆，天長

前，未知相對，當日那磨好，執子之手，卻又分手，愛得有遙

地久彷彿成為傳說了。

無，十年後雙雙，萬年後對對，只恨看不至~

0

tt

林夕明白流行歌的商業特性，故從來沒有陷入以藝術抗衡商品
的口號里。他只想在藝術與商業的二元對立中，找出共融點。因此

這首歌嘗試融和文言及語體句式，達到典雅中不落俗套的境

Raidas拆夥後，他就大量填寫情歌，一來迎合社會潮流;二來想向自

界。陳炳良這樣評論過:

己挑戰。當{壹週干的訪問他有關創作經驗時，叫他表示，因為坊

愁，出自李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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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歌的歌詞，如‘一種相思，兩處閒

執子之手，卻又分手，是出自{詩經) ，但他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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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將高雅變成通俗上口。正如他所說，歌詞是用來感動人，並不

許冠傑雖是商業化下的一個典型，但他的歌曲卻能真實地反映

是用來講道理。"【划(似是故人來)的旋律常以四四五的形式出現，

著香港歷年來各樣潮流、文化的演變，這是很值得研究的。至於黃

陳炳良說這是很近似“中國傳統的三三七例如樂府詩，都是十三

嬉和林夕，前者以白話入詞，屢試新的寫法;後者苦心經營，建立

個字，不過句式有異。在這些限制中，填詞人能夠在俗之中有雅，

獨特的情歌路線;可以說，二人在商業濁流下，闖關了一道清溪，

是比較難做到的。偏偏林夕就做到了，難怪陳炳良也讀他達到“從

實在難能可貴。

正因為商業化的種樁，音樂創作受到很大的局限，歌詞要入流

容於法度之中實在不凡。
綜觀而言，林夕是一個“中間派"。他明白流行歌的商業定位，

成為正統文學，恐怕不易，前景也不樂觀。名音樂人顧家輝曾指

於是努力在極大的限制下，寫出好作品，使粵語流行歌不致流於鄙

出:

俗和公式化。技巧上，他善於掌握文字，古今皆用，雅俗共融;內

情逸致去細心欣賞古典樂曲，流行曲便自然會侵入。流行曲重視節

容上，以情為主，著眼細節，佳作多能打動人心，發人深省，甚具

奏，有些青年甚至不理旋律，只聽節奏便動起來，流行曲傳達感情

清新格誦，可謂現代婉約派的高手。

和感受比較直接，也比較淺自易懂，不用太花腦筋。" [311 流行歌詞

“社會越商業化，人們的生活越忙碌，人們再沒有往日那種閑

真的要由俗變雅，就必須經過淨化，要靠勇於突破文化企業的控

(四)總結

制，堅持音樂不是糖果，不會“誰聽了第一旬，就可預料下一句
叫這樣，也許粵語歌會有登上大雅之堂的一天。

從上述的闡釋，我們可以瞭解時代的變遷的確主宰著粵語流行
歌的發展，無論是內容、題材、形式等等，粵語流行歌都是與香港

的歷史發展同步而行。香港由漁鄉變成金融中心，由貧窮變成富
裕，而粵語歌亦由粵曲小調變成勁歌熱舞，由簡樸單調變成複雜事

駐軍，

覽。

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經濟開始蓬勃，同時亦註定了香港的粵語

l1l周永新(目睹香港四十年)(香港:明報出版社，

1990)

流行歌的命運一商業化。商業化最可怕之處是，商人掌握著文化

12] 周華山:

(電視已死)(香港:青文出版社， 1990) 頁72 。

的消費權，消費者根本沒有選擇，對於傳媒天天播放相類的流行

III 黃志華:

(粵語流行曲四十年) (香港:三聯書局，

歌，人們漸鱷麻木，這不是一個健康的現象。【的 74 -79年是粵語歌
發展的百花齊放期，題材最廣最多;但隨著華納、新力等國際唱片

集團進軍香港，消費主義迅速滋長，流行歌成為了商人賺錢的工
具， 84 年後，情歌獨霸樂壇，唱片公司扼殺 7 其他類型歌曲的出
現。蠣起於 86年的達明一派，雖曾創作許多男類且有深度的歌曲，

1990

，頁30

- 31 •

'第一版) ，頁

172 。
【.]罔註3 '頁 12 。

[']82 -

83年間，徐小臟的{徐小鳳全新歌集〉以華麗高貴為銷售點。 84年

後，譚詠鵬以小生形象大唱情歌;張國榮以優皮士形象風魔全城;梅艷
芳以百變形象吸引歌迷。

[6] 見{華僑日報}一則新聞報導 0994年8 月 28 日)。該報導引述一項由

叫但92年終於也拆夥了，實在可惜。卡拉OK大盛於九十年代，的確

“香港政策透廟"的調查，顯示過去十年中文金曲被愛情這類題材壟

加快了歌曲的流行程度，但也加速了它們的死亡。 [29] 唱片公司天天

斷。

都有新歌推出，人們總有點食新忘舊，普通一首流行歌的壽命，實
在不長。如果艷麗詞藻和鬼馬該譜是傳統粵語歌的兩大瘋疾， [30] 那

11]1985年金唱片9張，白金唱片的張; 1988年，金唱片 25 張，白金唱片的
張。"引自註3 '頁 104 一 105 。

麼，情歌就必定是八十至九十年代的陰魂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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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梁實耳卡拉 OK對流行曲的功過>.

[81 同(3) ，頁2-3 。

M 林夕從寫新詩到填詞〉﹒見梁秉鈞編(香港的流行文化}
(香港:三聯書局.

1993)

.頁 191

-

193 。

(文藝報卜第一期(香

港:香港文化藝術工作聯合會. 1995年5 月號) .頁兒。
[301 同註凹，頁59- 64 。

(31) 見香港{文匯報}第五版 (1984 年 11 月 18 日) .轉引自註 3 .頁

[101 同 (11 ，頁68 。
叫同 E旬，頁54 。

124 。
m 史文鴻香港流行曲文化的一些問題>.

I 叫見{星島日報}第十四版(1 986年3 月 3 日)。

(華僑日報) (1994年9

月 11 日) .此句引自二十世紀一位音樂學及思想家阿當諾 (T.

[13] 同 E 呵，頁的。

(14) 小美從歌詞看許冠傑的社會知覺>.

港:博益出版集團 '1989)' 頁 14

- 19

(小美純感性接觸)(香

W.

Adomo) 對流行曲的批判。

0

[15] 吳宏批評“許冠傑"卜〈理工學生報} (1980年9 月，第九卷
第三期) .轉引自註3 .頁67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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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7]同 E叫，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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