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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曲歌詞對
古典詩詞意象的再創作

以“月亮意象”為例

文│陳奇川

摘要：流行歌曲以其歌聲優美、旋律

動人而廣為傳唱，其中不少歌詞講究

詩的意境，而這離不開詞人對古典詩

詞審美意象的借鑒與創造。本文試圖

以月亮意象為例進行分析，將流行歌

曲歌詞與古典詩詞中的月亮意象進行

對比研究，重點論述月亮意象的情感

內涵與表現形式。

在古典詩詞中，月亮意象頗為

常見，它承載了深厚的情感內涵，也

積累了豐富的表現形式。自古以來，

無論是離鄉遊子、閨中思婦，還是王

侯將相、山中隱士，都喜歡將個人的

喜怒哀樂訴之於月。從視覺上看，月

亮靜美柔和，而月光清幽皎潔，這種

美感暗合文人墨客追求清靜、淡泊的

心境，也體現了中國文化追求寧靜、

和諧的特質。因此，文人喜歡以月入

詩，在詩詞中，月亮意象已然成為一

個美學符號，到了流行歌曲歌詞，更

是成為一道美麗風景。它的內涵傳承

了古典詩詞，既可以是鄉情的載體，

也可以是愛情的見證，還可以是哲思

的寄託。

一、鄉情的載體

在古典詩詞中，月亮超越時空，

眾人敬仰，因而多以思鄉、思親的意

象出現。楊義先生說過，“明月是中

國古典詩詞中用的最多的意象之一，

這種文學史現象的出現，是與李白對

明月意象的靈性魅力的開發，有着深

刻的關係。”[1]正如楊義先生說的，

李白詩中的明月意象最為奇妙，他借

此進行幻想創造，從而達到天地對

讀、自然與人情互釋、內心與外界溝

通。其中最令人耳熟能詳的詩莫過於

《靜夜思》，“牀前明月光，疑是地

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這無疑是典型的思鄉之作，它影響了

不少流行歌曲的歌詞創作。此外還有

不少詩人也是以月入詩。可以想像，

詩人漂泊在外，面對高空明月，思鄉

之情油然而生。譬如“共看今夜月，

獨作異鄉人”（張溢《寄友人》）；“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杜甫《月

夜憶舍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

此時”（張九齡《望月懷遠》）。由此

可見，望月思鄉已然成為遊子們的共同

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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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流行歌曲也沿襲了月亮意

象的思鄉情懷。如張伯宏的《床前明

月光》：“捲簾窗外月光，無法傳達

思量，只能低頭思故鄉，故鄉在遠

方，有着我和你的心願不能忘。”歌

詞以李白的詩句為題，並借用其詩句

入詞，傳達一種思鄉情懷。邢天溯的

《月光》：“哦，月光灑在每個人心

上，讓回家的路有方向。哦，離開太

久的故鄉，和老去的爹娘。哦，迎着

月色散落的光芒，把古老的歌謠輕輕

唱。哦，無論走到任何的地方，都別

忘了故鄉。”歌詞以月光起興，句句

押韻，抒發了月夜思歸的情懷。許嵩

的《廬州月》反映的是“鄉愁”的主

題，“廬州月光，灑在心上，月下的

你，不復當年模樣。太多的傷，難訴

衷腸。歎一句當時只道是尋常。廬州

月光，梨花雨涼。如今的你又在誰的

身旁，家鄉月光，深深烙在我心上，

卻流不出當年淚光。”歌詞細膩，立

意高遠，在思鄉中，流露出月光猶

在，物是人非的感傷情懷。

思鄉與思親的情感往往相伴相

隨，回到故鄉，其實也意味着對團圓

的期盼。正如蘇軾在《水調歌頭》

所寫的，“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

娟。”而這種盼團圓的情感訴求，有

時也會上升為一種家國情懷。就如王

昌齡在《出塞》中所寫的，“秦時明

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詩人

勾勒出一幅明月照映邊疆的圖景，通

過征人心理，喚起了人們對和平的嚮

往。石祥的《十五的月亮》，反映的

也是一種軍民同心、保家衛國的情

懷，“十五的月亮，照在家鄉，照在

邊關。寧靜的夜晚，你也思念，我

也思念。我守在嬰兒的搖籃邊，你

巡邏在祖國的邊防線。我在家鄉耕耘

着農田，你在邊疆站崗值班。啊！

豐收果裡有你的甘甜，也有我的甘

甜。軍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

半。”歌詞以月亮起興，從女人的

視角寫出女人為家、男人為國的忠孝

情懷。尤小剛的《月亮之歌》：“當

我守在祖國邊防的時候，常對著月亮

靜靜地瞧。她像你的笑臉，不管心裡

有多煩惱，只要月光照在我身上，心

兒像白雲飄啊飄。”歌詞以邊疆戰士

的視角，回憶兒時的望月情懷，表達

了對親人的思念之情。彭邦禎的《月

之故鄉》：“低頭看水裡，抬頭看天

上。看月亮思故鄉，一個在水裡，一

個在天上。”歌詞抒發了海外遊子對

祖國家鄉的熱愛之情。據說彭邦禎當

時經過紐約長島一個湖邊，看到月亮

高懸，湖光蕩漾，想到故土難回，有

家難歸，不禁悲從中來，一氣呵成寫

了此詞。

由此可見，月亮意象滿足了人們

思念故鄉、懷念親人的心理訴求，甚

至也能喚起人們的家國情懷。無論是

在古典詩詞，還是流行歌曲歌詞，這

種心理體驗，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二、愛情的見證

月亮圓缺變化，月光皎潔靜美，

與女性的陰柔氣質頗為相似。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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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詩詞中，月亮有時會被作為讚

美女性的意象。譬如“斜貼綠雲新月

上，彎環正是愁眉樣”（晏幾道《蝶

戀花》），詞中寫了美人午睡初醒，

髮如綠雲，眉如新月。“新月如佳

人，出海初弄色”（蘇軾《宿望湖樓

再和呂察推詩》），詩中將海上新月

比作多情美人，意境清新雅致。流行

歌曲也有相似之處，譬如佚明的《花

好月圓夜》：“月兒高高掛，彎彎的

像你的眉，想念你的心只許前進不許

退”。歌詞以月喻眉，通過“花好月

圓”表達對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祝福。

方文山的《滿月》：“愛沒有雜質的

無邪，你的笑像月色倒映在河”。歌詞

將笑容比喻為月色，寫出愛的純真之

美。

在流行歌曲歌詞中，月亮也常

常成為襯托美人的意象。如郝雷的

《月半彎》“月半彎好浪漫，月光

下的你顯得特別的好看，月半彎我喜

歡，有情有義有你，還有天。”歌詞

採用復沓的手法，由月及人，抒發對

情人的傾慕之情。十一郎的《月亮惹

的禍》：“我承認都是月亮惹的禍，

那樣的夜色太美你太溫柔，才會在剎

那之間，只想和你一起到白頭。”歌

詞正話反說，責備“月亮”，其實不

過是對愛的另類表達。方文山的《髮

如雪》“邀明月，讓回憶皎潔，愛在

月光下完美。”歌詞借李白邀月的瀟

灑之態，抒發對純美之愛的追求。這

些歌詞都是以月夜襯托美人，渲染出

一種美的意境，流露出內心對愛的追

求。

月亮的圓缺也往往暗示着夫妻

的聚散，因此，月亮也常常以“懷

人”的意象出現。“明月何皎皎，照

我羅幃床”（《古詩十九首·明月何

皎皎》），“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

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曹

植《七哀詩》，“恨君卻似江樓月，

暫滿還虧，暫滿還虧，待得團圓是幾

時”（呂本中《採桑子》）。在古

代，由於丈夫讀書遠遊或者征戰等原

因，女人多是獨守深閨，因而月亮就

成為了思婦孤獨、落寞的象徵。詩人

借明月來傳達相思之情，這在流行歌

曲歌詞中也很常見。譬如嚴藝丹的

《問月》：“問明月，陰晴圓缺。你

是否也聽見不絕的思念？盼月圓的滋

味有誰能瞭解，蟲泣鳴，聲聲催人

倦。”歌詞的形式像宋詞，流露出了

對美滿愛情的等待，婉轉而又纏綿。

方文山的《菊花台》，“你的淚光，

柔弱中帶傷。慘白的月彎彎，勾住過

往。夜太漫長，凝 結成了霜。”歌

詞化用了李白詩句“疑似地上霜”的

意境，通過淒冷的月亮營造出為愛所

傷後的寂寥心境。瓊瑤的《月滿西

樓》，“這正是月圓時候，明月照滿

西樓，惜月且殷勤相守，莫讓月兒溜

走。”其中，“明月照滿西樓”來

自“月滿西樓”，歌詞結尾“但願花

長好，月長圓人長久”則出自蘇軾

的“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詞

作不再是表現幽怨的相思情，而是變

成了對美好愛情的祝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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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奇的《濤聲依舊》：“月落

烏啼總是千年的風霜，濤聲依舊不

見當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樣

重複昨天的故事，這一張舊船票，能

否登上你的客船。”歌詞是以張繼的    

《楓橋夜泊》為藍本進行再創作的。

詞中的“月落”跨越古今，迎來寒

夜，也迎來了憂愁。陳小奇借此道

出了他們這一代人處於傳統文化與現

代文化夾縫中的困境。不過，月亮意

象在此不過是曇花一現，真正把月亮

作為主角進行對話的則有梅豔芳演唱

的《床前明月光》：“是你吧，高高

掛穹蒼千年啦，看盡了人世離與散，

多少功名似塵埃。是我傻，總是在寂

寞夜裡望，你時圓時缺時迷惘，彷佛

告訴我生命本無常。”歌詞直納李白

的詩句入題，將月亮視作永恆的見證

者，道出了人世間的無常。陳佳明的

《城裡的月光》：“城裡的月光把夢

照亮，請溫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間聚

散，能不能多點快樂片段。城裡的月

光把夢照亮，請守護它身旁，若有一

天能重逢，讓幸福撒滿整個夜晚。”

歌詞用通感的手法，將月亮作為溫情

的傾訴對象或寄託對象，充滿了對快

樂幸福的希冀。

流行歌詞中也不乏大膽之作，它

們有時會對詩歌或歌詞進行解構，抒

發個人對現世人情的思考。譬如，林

若寧的《床前無月光》：“拈花把酒

有時，(蓮芰香清雲物俱鮮)，推銷一

堆曲詞，(明月相思要解構我知)。春

由此可見，流行歌曲歌詞中的

月亮意象也傳承了古典詩詞的懷人內

涵，月亮既可以是女性美的象徵，也

可以是相思情的寄託。眾所周知，明

月本是無情之物，然而，“明月有光

人有情“（李治《明月夜留別》），

詩人的移情使得月亮煥發了永久的生

命力。自此以後，它也就成了愛情字

典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詞。

三、哲思的寄託

在古典詩詞中，詩人有時也會

與月對話，以此寄托個人的哲思。月

亮不再是純粹的客觀物象，而是成為

一種宇宙永恆的象徵。“今人不見古

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李白《把

酒問月》）。“江畔何人初見月，江

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

月年年只相似”（張若虛《春江花月

夜》）。“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

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

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

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

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蘇軾《前赤壁賦》）。在這些詩詞

歌賦中，月亮成了亙古永恆的象徵，

它突破了現實時空的束縛，高懸夜

空，冷眼旁觀，似乎能夠洞曉世間一

切秘密。它見證了時代的變遷，也見

證了人類的更替，讓人敬而遠之，讓

人心存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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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一刻有時，(誰是蘇軾誰是蘇軾)，

請回家去作詩。示愛就無謂作狀文學

化，你想愛就以說話去表達，還常用

作狀明喻法。你不要扮作李白，吟詩

千百首來掩飾怕醜。”歌詞用否定命

題解構了“明月相思”之說，反對矯

情作詩，虛偽示愛的方式，而主張敢

愛敢說，真誠坦白。而林夕的《當時

的月亮》：“當時的月亮，曾經代表

誰的心，結果都是一樣。看，當時的

月亮，一夜之間化作今天的陽光。”

這首歌詞回應了孫儀的《月亮代表我

的心》，“你問我愛你有多深，我愛

你有幾分？我的情不移，我的愛不

變，月亮代表我的心。”它解構了以

月示愛的浪漫情懷，以一種無所謂的

姿態，指出月下談情的麻木、冷漠。

這些歌詞以反叛的口吻，批判故作風

雅的愛情觀，還原現實人性，探求內

心本真。

由此可見，通過月亮意象寄託哲

思，詞人除了將月亮置於上帝角色並

對之傾訴外，還融入了個人對現代生

活的思考。這樣寫可以增強歌詞的思

想深度，不過在追求商業化的社會似

乎並不多見。

總之，流行歌曲歌詞中的月亮意

象，在情感內涵上與古典詩詞是一脈

相承的，可以寄託思鄉之情、相思之

情或者人生哲思。由於流行歌曲歌詞

的抒情化功能，月亮意象主要是出現

在表達愛情主題的歌曲中，它是抒情

主人公傾訴愛慕之情，或是宣洩孤獨

失意，或是寄託美好祝願的對象。“

窺一斑而知全豹”，通過對月亮意象

的剖析，不難發現，流行歌曲歌詞離

不開詞人對古典詩詞審美意象的借鑒

與創造。因此，只有在繼承中創新，

歌詞才能有生命力，才能如同天上

的明月，超越時空，永遠地被傳唱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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