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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香港流行音樂，或稱粵語歌的影響力，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達到頂峰。

然而，在一九九零年代後期，伴隨著九七回歸、金融危機、內地加入 WTO

組織等歷史事件的推進，香港音樂產業出現了唱片銷量銳減，明星魅力減退，

造星機制更新遲滯等不良現狀，導致人們認為，香港流行樂風光不再，「粵

語歌已死」。本文將以 1992 年至今在中國內地的香港流行樂作為研究對象，

採用文本解讀、受眾分析、參與式觀察等研究方法，將香港流行樂置於中國

內地的官方意識形態、流行文化產業、大眾媒介以及新媒體等多重分析語境

之中，指出香港流行樂在參與「大中國」身份建構、傳播都市現代性、發出

異質「噪音」等方面，呈現出妥協與衝突、同一與分裂、壓制與抵抗的複雜

面貌。 

為了展開這一面貌的複雜性，文章主體將通過對四位重要的香港流行樂

人物——劉德華、王菲、陳奕迅、黃耀明——他們的歌曲、表演、歌迷活動

等進行論述。在官方媒介為主流傳播途徑的一九九零年代，香港歌手的商業

利益，首先需要參與「大中華」的同一性身份建構才可實現。劉德華在九七

回歸慶典中唱響「中國人」，以及對粵語填詞的民歌演繹，無一不彰顯高度

成熟的香港偶像工業，如何靈活運用「在地化」策略來贏得內地市場。而王

菲及相關的創意團體，則體現了都市現代性語言的優勢：全球化的人力資源、

多變的音樂風格、拼貼的後現代影像，書寫出何為「都市」、「摩登」、

「個性」等概念。 

踏入新千年，互聯網的普及動搖了官方話語的壟斷地位，市場經濟的發

展為人們聆聽、消費、評價香港流行樂帶來了更多可能，歌迷文化也隨之逐

漸興盛。在這一時期，陳奕迅憑藉大量的非情歌和精湛的現場演出，在贏得

商業成功的同時，卻跟「大國崛起」的音樂審美態度保持了距離。這一疏離

的自我意識在新媒體時代得以散播——「黃耀明們」在跨地域、跨媒介、主

流與獨立風格之間發出異質噪音，這種既不是「大路情歌」，也並非個人主

義的成功歌頌，展現出香港流行樂非商業性的另類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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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由單一的商業成功與否，來評判香港流行樂的興衰是遠遠不

夠的，而香港流行樂的混雜多元性也需要放置於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才具

備意義。經過論證，香港流行樂既是都市現代文化的引領者，也是「中國人」

身份建構的中堅力量之一。但當商業神話消失之際，香港流行樂中質疑、反

思、批判的另類一面得以凸顯，這一趨勢不僅為內地獨立音樂創造新的聯結，

也為香港重構本土身份提供了歷史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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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or Cantonese songs, has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1980s. However, since late 1990s, along with the emergence of a 

series of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to China in 1997, the 

breakout of financial crisis, and China’s accession to WTO, Hong Kong’s music 

industry encountered many adverse situations, such as the sharp drop in record 

sales, and the stagnation of star creation mechanism. As a consequence, many 

people believed that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had “died”.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in Chinese mainland 

since 1992 wit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ext interpretation, audience analysi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by placing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in the contexts of 

China’s official ideology, popular culture industry, mass media and new media. It 

points out that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has demonstrated complex features 

involving compromise and conflict, unity and split, repression and resistance, 

while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ntity of “Great China”, the 

propagation of urban moderni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heterogeneous “noises”. 

 To reveal the complexity of these featur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ongs, 

performances and fans activities of four major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figures—— Andy Lau, Faye Wong, Eason Chan and Anthony Wong. During 

1990s, when the official media was the mainstream propagation channel, Hong 

Kong singers could only realize their commercial interests by first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ntity of “Great China”. In Hong Kong’s handover 

ceremony, Andy Lau performed the song “Chinese People” and sang folk songs 

with Cantonese lyrics. These performances clearly show how the highly-mature 

Hong Kong idol industry flexibly used the localization strategy to win the 

mainland market. Faye Wong and her creative group demonstrate the advantages 

of the modern urban language: the globalized human resources, the diversified 

musical styles and the collaged post-modern images; they interprets what the 

concepts of “urbanity”, “modernity” and “personality” are. 

Since the new millennium, the popularity of Internet greatly shocks the 

dominance of official discours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b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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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mendous opportunities for the public to appreciate, consume and evaluate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Meanwhile, the fans culture has been gradually flourishing. 

During this period, Eason Chan, relying on a large number of non-love songs and 

superb live performances, obtains great business success, but keeps a distance 

away from the aesthetic attitude of “Great China”. Such self-consciousness is 

spread in the new media era when singers like “Anthony Wong” produce 

heterogeneous “noises” with cross-regional, cross-media, mainstream and 

independent styles. These styles are neither “mainland songs” nor individualism;  

they reveal the non-commercial facet of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This study argues that it is inadequate to ju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if only focusing on its commercial success. The hybridity of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should be discussed in specif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is not only a leader 

of the modern urban culture, but also a main force of constructing “Chinese 

identity”. When the commercial myth disappears, the alternative side of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characterized by questioning,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becomes prominent. This kind of trend not only creates new connections for the 

independent music in mainland, but also provides a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Hong Kong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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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自 1978 年改革開放政策落實以來，中國內地逐漸走出了以階級鬥爭為

綱的歷史，外來「資姓」文化滲透到人們的生活當中；不僅如此，1992 年

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則進一步取消了合法問題的疑慮。Beyond

在北京的演出專場是一種奇特的嘗試（1988 年），而「跨過彩虹」拼盤演

唱顯然驗證了內地觀眾對香港歌手，尤其是「四大天王」之一的劉德華的狂

熱之情（1993 年）。如果說台灣國語歌曲被斥責為「靡靡之音」，那麼香

港流行樂的感受則更為立體，它展開的是令人嚮往的摩登都市全景圖。作為

重要的文化中介，香港積極投身於官方政府主導下的國家論述，其成熟完整

的文化工業體系也為新興的內地流行音樂所參照。可以說，1990 年代的香

港流行音樂為內地觀眾提供了視聽的雙重想像。 

1997 年，香港唱片飽受盜版之苦，銷量出現大幅滑落；2000 年前後，

孫燕姿、周杰倫、蔡依林等國語歌手更是迅速佔領了音樂市場。可以說，文

化創意重鎮移師台灣，粵語歌曲則被迫移至邊緣，而內地的媒體環境在大量

資金的投入下，成功地將音樂綜藝（節目）化，觀眾不再無條件模仿香港明

星的腔調以及外形，人們競相追捧的潮流是韓國的嘻哈、速食舞曲以及時尚

的歐美流行音樂。「粵語流行曲已死」的論斷，更多指向商業流行度盡失、

標杆人物隕落等無奈現實，也意味著門類之間相互依存的香港文化工業，在

整體上已經陷入了低潮。黃霑先生悲觀地認定，香港粵語流行歌在 1997 年

已經終結。  

以上所言，不過是相當粗略地勾勒出香港流行樂二十餘年的內地發展軌

跡，事實上香港的故事並不好說，原因大致有二：雖然對大國中心論或反思

香港身份建構的後設立場相當明確，但不可避免抱持了太多文化殖民、政治

壓制的憂慮；其二，側重流行樂內部結構的剖析雖有助於建立學術規範，但

遺憾的是，國內始終未能建立完整的音樂工業體系，以至於我們必須先著眼

於流行樂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偶像天王劉德華的〈忘情水〉紅遍全國，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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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國人〉再下一城；王菲的影響力不僅僅依靠天籟嗓音和清冷的個性，

還有她進可攻（香港）退可守（北京）的背景優勢；陳奕迅早在 2003 年勇

奪台灣金曲獎的最佳國語男演唱人大獎，在內地的認知度卻要等到電影《愛

情來電轉接》的片尾曲；黃耀明早年以「達明一派」組合形式亮相，但對政

治、性別的思考卻一直貫穿於他的文藝實踐……不得不說，1992 年的政策

的確開闢了一個相當誘人的龐大市場，但並不代表官方政治話語的消失或斷

裂，這個「社會主義面孔」依然有效；效率優先的「資本主義軀體」，也讓

內地的流行樂長期處於無序混亂的狀態。相對而言，香港流行樂既是商業成

熟的、靈活變更的先行者，更是善於在「夾縫中」（in-betweeness）保留態

度和思考的靈活度。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邊界框定 

本文研究的對象是 1992 年以來在中國內地的香港流行音樂，主要以歌

手劉德華、王菲、陳奕迅及黃耀明為獨立章節展開研究。當然，本文不可能

也無意做到包羅萬象（inclusive）或是巨細無遺（exhaustive）， 除了個人

有限的學識之外，部分原因主要在於內地的音樂工業從未完成整體性的搭建，

而城鄉經濟、南北文化差距太大，也就意味著資料與現象只能是具體的、零

散的、並不全面的。舉例來說，1990 年代的國內研究、評論，新聞報導，

甚至歐美學者撰寫的中國流行音樂田野研究等，很難發現「香港流行音樂」

這一獨立對象，更常見的情形是與台灣流行樂混在一起，作為內地的他者，

統稱為「港台」（Kong-Tai）1，而聚焦香港流行文化的文獻，其立場預設

更多著眼於本地湧現的後殖民批評，無暇顧及征戰內地市場的具體情形。考

慮到以上因素，如果要對市場經濟體制初期的香港流行音樂進行剖析，筆者

需要從官方政策的更迭、大眾媒介的發展，到音樂行業的異同，以及觀眾的

聆聽感受、消費感受等範疇，為讀者描繪較為完整的中國社會語境，進而從

現代性、都市化進程的問題角度，聚焦香港歌手、音樂人在一線城市（尤其

                                                
1 Barmé Geremie,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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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各類活動進行文本細讀。 

類似的問題是，香港流行音樂的曲目、歌手、製作團隊等，同樣需要仔

細的遴選，因此筆者需要坦承，這一選擇無疑帶有相當的局限性。儘管如此，

本文仍要給出必要的理由。正如上文提到的，1990 年代早中期的關鍵問題

是意識形態與市場經濟的關係。內地的都市化進程在 1990 年代駛入快車道，

「先富帶動後富」的政策傾斜意味著省會城市、沿海地區的經濟指標、城區

建設、媒介擴張、文娛消費會獲得優先發展的機遇，香港流行樂登陸大城市

的音像店、電台、電視台，仍需要經過廣播出版部門的審批，歌詞、演出涉

及政治、社會民生、色情等可能被禁；巨星梅艷芳因為支持「六四」，導致

最後一場演唱會被迫取消，1995 年因在廣州個唱中演唱了〈壞女孩〉遭遇

官方封殺，2002 年才再次獲得在上海演唱的機會；時至 2007 年，黃偉文填

詞、陳奕迅演唱的〈低等動物〉也無緣各大 KTV 門店；被迫修改歌詞更為

常見，詞人兼學者周耀輝便曾坦言〈黃種人〉歌詞多次修改的經歷2。歸結

一句，香港流行樂需要符合內地官方的意識形態要求。 

1990 年代早中期，電視媒介也經歷了快速發展，衛星電視幾乎覆蓋了

全國大部分城市縣城，香港流行樂開始出現在內地電視熒屏中：1993 年中

央電視台，四大天王第一次在內地同台演出；央視的另一王牌節目，春節聯

歡晚會，也是一個「點石成金」的演出機會。在政府部門的監控和商業市場

的拓展的雙重考慮下，香港的業界人士需要適應官方語言，並不斷做出調整。

某種程度上，活躍在 1990 年代內地媒體中的香港歌手，其重要標籤之一與

家國論述密切相關：1980 年代有張明敏、汪明荃，1990 年代的劉德華，以

及新千年之後的容祖兒等。其中，偶像明星劉德華在春晚共表演五次：1992

年與毛阿敏、張雨生合唱〈心中永駐芳華〉，1995 年獨唱〈忘情水〉，

1998 年再次與內地歌手毛寧、台灣情歌王子張信哲合唱高楓創作的歌曲

〈大中國〉，2005 年獨唱〈恭喜發財〉，2015 年包攬填詞的〈回家的路〉。

他的身影同樣出現在香港回歸慶典，奧運會火炬傳遞等「家國時刻」當中，

                                                
2  Yiu Fai Chow and Jeroen de Kloet, Sonic Multiplicities: Hong Kong Pop and the Global 

Circulation of Sound and Image (Bristol, UK; Chicago: Interllect, 2013), p.33. 



 

 4 

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盛讚〈愛你一萬年〉——一首淡化西藏問題的情歌，胡錦

濤也要求他多唱〈中國人〉，可以說，在為「一個中國」話語發聲，同時又

能達到開闢內地市場的目的，劉德華無疑是最成功的。解讀他演唱的「中國

人」的歌詞表述、媒介包裝，對我們理解香港流行樂如何與政府政策協調或

配合，卻不失香港及海外市場，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香港流行樂與都市語言相輔相成，它的摩登氣質主要源於這座無鄉土負

擔、繁忙貿易和淡化政治的氛圍。流行樂的發達也離不開本土電視劇、電影、

通俗小說、漫畫、廣告的自由創作，一名歌手可能是電台 DJ 出身，也極有

可能從影視、廣告演員轉投音樂行業，身份與作品的多元化，更能全面彰顯

出文化工業不同環節的互通有無，以及在跨媒介中打開更為豐富的都市景觀。

與都市有關的大眾文化表述，這正是內地流行文化亦步亦趨模仿、學習的關

鍵步驟，為的是擺脫「土氣」的批評。在這一文化語境中，現代與前現代，

都市與鄉土成為二元對立的概念，從一九九零年代中後期開始的十年間，如

何將歌曲浸染上都市的魅惑，已逐漸取代了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再一次地，

香港流行樂當仁不讓地承擔起都市文化「中介」的啟蒙角色。 

傳播流行樂的大眾媒介變遷，同樣是本文章節安排的重要依據之一。

2000 年前後互聯網開始普及，以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等參與全球事務進程

的加速，與上一個十年圍繞電視、盒帶與 CD、VCD 的消費方式大有不同，

音樂播放機愈加便捷，音樂的種類也相當豐富，香港歌手不僅亮相各大電視

台的綜藝節目，也常見於大型現場演出當中。但挑戰也隨之而來，粵語流行

曲的競爭優勢迅速被以國語、普通話為主的「華語系」音樂所替代，特別是

以文化政治經濟學，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3爲特點的韓國流行樂（K-POP）

席捲亞洲，「港樂已死」的論調甚囂塵上，甚至在香港本地，年輕人對粵語

歌和新晉歌手也缺乏瞭解的興致。 

需要承認的是，首先，無論從音樂工業本身，還是從整個流行文化角度

                                                
3 Kang Inkyu,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dols: South Korea’s neoliberal restructuring and its 

impact on the entertainment labour force,” JungBong Choi and Roald Maliangkay eds., K-pop – The 

Internatioanl Rise of the Korean Music Indust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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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考察，已有的研究成果已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但也正是因為暴露了以

上，曾經常常討論的癥結，香港流行樂的其他向度譬如表演，並未得到學界

的重視。隨著時間推移，2005 年左右，內地音樂選秀節目出現井噴的同時，

現場表演逐漸成為檢驗音樂工業成熟度的重要量度之一。更為關鍵的是，表

演本身、與場景互動呈現出的，很有可能包含了「不安元素」。在亢奮的

「中國崛起」式嘉年華狂歡中，陳奕迅卻緩緩傾訴〈好久不見〉；同樣，堅

持另類情感抒發出現在綜藝節目《中國好歌曲》中，音樂人林二汶創作了

〈只怕不夠時間看你白頭〉4……香港歌手對曲式風格的準確拿捏，不僅在

音樂語言方面，同時在深度捲入國家資本主義的氛圍中，也保持著相當的自

省與疏離。考慮到香港歌手的現場表演，這一環節暫未得到充分討論，卻與

音樂內部與社會文化兩者之間都保持了連貫性，因此，針對這一時期表演最

為頻繁，且歌曲眾多的歌手陳奕迅作為個案解讀，十分必要且迫切。爲了更

好地理解香港流行樂的受衆情況，問卷調研、個人訪談和參與式觀察等方法

必不可少，雖然受訪對象大部分出生於上世紀八、九零年代，亦即是內地各

大城市的青少年——尤其在選秀、韓流如此洶涌的當下——他們如何聆聽、

理解、消費香港流行文化，本身便涉及到價值觀的表徵，以及不是異域的

「異域想像」。黃耀明作爲最後的章節，筆者特別蒐集整理出「達明一派」

內地歌迷的感想，從中觀察黃耀明及其培養的新人憑借自主創作，重新接續

文藝與社會的聯結，延續音樂的社會抗爭意義的獨特性和重要性。 

其次，香港流行音樂研究與香港人身份認同緊密相關，但已有的研究更

重視本土語境，對離散，或者是流離在本土之外的文化境遇少有關注，事實

上，再度脈絡化（recontexulize）同樣有助於我們理解香港身份認同。除了

少數學者如周耀輝，以荷蘭籍華裔歌手朱蘭亭（Diana Zhu，後更名爲王詩

安）5作爲個案，研究其如何躋身介入華納（台灣）唱片公司，並以全球化

                                                
4 《中國好歌曲》是一檔以原創為主的音樂類綜藝節目，播出平台為中央電視台第三套綜

藝頻道。＜只怕不夠時間看你白頭＞為 12 小時內限時創作歌曲，主要抒發了“子欲孝”而父

母年邁的無奈之情。周華健評價林二汶處理都會中的“情”有獨到之處。詳見《中國好歌曲

第二季》，播出時間為 2015 年 2 月 20 日。筆者注。 
5  Yiu Fai Chow and Jeroen de Kloet, Sonic Multiplicities: Hong Kong Pop and the Global 

Circulation of Sound and Image, p.140. 更爲詳盡的研究，以年輕的荷蘭籍華裔中國人的日常

生活及文化實踐作爲研究對象，其中也包括了如何利用香港動作電影中小巧的身體（small 

bodies），來質疑白人的男性氣質，請參見 Yiu Fai Chow, The Banana [Re]Public: A Stud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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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言身份作爲推廣策略的研究，除此之外，筆者能夠獲得的文獻資料均以立

足本土經驗爲主，如从后殖民、全球化等角度尋找身份危機的癥結所在。周

蕾提出的第三空間，處於宗主國英國和血盟（bonding）聯繫的中國文化夾

縫之間，甚至成爲「中國未來都市生活的範例」6，但是，香港大衆文化的

衰落與特區政府一味追求亞洲的国际化都市定位，強調中環價值以及脫離本

土創意的政策有關 7。事實上，與香港電影類似，流行樂的跨國性

（transnatinalization）同樣爲審視本土提供機會。 

再次，本文涉及的個案研究，其活躍時間或有重疊，相對地，自然也會

有不同程度的空白。例如，女歌手陳慧琳、莫文蔚、容祖兒、梁詠琪同爲央

視春晚以及同一首歌等大型戶外錄播節目的常客；男歌手古巨基以演員的身

份家喻戶曉；前浮世繪樂隊成員之一，梁翹柏，不僅負責王菲等明星的大型

演唱會，同時也是內地許多電視台王牌綜藝節目的音樂總監。可以說，在台

前幕後、跨界表演或技術指導等領域，都不乏一直活躍的香港流行樂人士。

但考慮到內地各省市、地區受衆情形的極不均勻，廣東的聽衆或許對香港流

行樂如數家珍，北京的大學生歌迷熟悉陳奕迅歌曲中的金句，卻不知道古巨

基的歌手身份，而大西北的人們或許還停留在對「Beyond」、李克勤的

「紅日」當中。因此，本文選擇的研究對象必須具備足夠的業界經驗，廣泛

而持久的知名度、影響力，且這影響力不僅來源於單一的情歌，而是涵蓋了

無論是官方意識形態、還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實踐。鑑於此，文章既

有對歌曲文本的詳細解讀，也有大量針對社會政治、社會、文化背景的剖析。

例如演員出身的劉德華，對歌曲與演唱的分析比重不多，而聚焦與一九九零

年代的內地官方語言，展示該年代早期迎合政治話語的重要性，這重要性甚

至超過了流行樂本身；同理，最後一章的黃耀明，因鮮明的政治態度而阻礙

了知名度，作者便將重點移至更爲活躍的部分——黃耀明最初不僅是「達明

一派」的主唱，更是不遺餘力參與、推廣、支持年輕音樂人的社會活動家。

                                                
Trans/National Popular Culture Consumption among Young Chinese Living in the Netherlands 

(Hong Kong: Ocean Printing, 2011)，或 Yiu Fai Chow, “Martial Arts Films and Dutch-Chinese 

Masculinities: Small Is Better,” China Information XXII 2(2008): p.331-359. 
6 周蕾，米家路、羅貴祥等譯：《寫在家國以外：當代文化研究的干涉策略》（香港：牛

津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102。 
7 Yiu Wai Chu, “Brand Hong Kong: Asia’s World City as Method? ,” Visual Anthropology 24:1-2 

(2010):p.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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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中間的兩章，也就是王菲與陳奕迅的部分，由於他們以音樂性取勝，筆

者則按部就班地去討論歌曲、MV、以及現場演出片段等。 

而本篇論文的主要貢獻，是立足於具體的社會語境，觀察香港流行音樂

如何與內地官方平台、新興商業環境交涉、協調；以香港人的身份在交流中

產生的審美差異，以及在文化政治層面的不滿、對峙等，這一系列過程既關

乎線性歷史，也更緊扣意識形態、文化產業、性別、青年文化等批評領域，

本文認爲，香港流行樂的商業特色，既有現代性質的引領作用，在中港關係

日益緊張時也能凸顯一以貫之的批判態度。其次，本文的研究方法儘量結合

文化研究與流行音樂理論兩者，並不局限於音樂「聆聽」的屬性，同時加入

必要的視聽研究理論：一方面，盡力為讀者展開香港流行音樂的製作、意義

等內容，讓「他者」的香港流行樂的價值不僅僅停留在「大路情歌」或單一

「粵語歌」的認知層面；另一方面，筆者堅持音樂創作與社會、政治、文化

密不可分的預設前提，在將香港流行樂深刻嵌入內地市場經濟的文化脈絡時，

時刻不忘流動的中港雙方現實圖景，展現更多的協調與衝突、同一與分裂、

抵抗與壓制的複雜面向。 

 

第二節  研究方法論與分析策略 

一、現代性的問題意識 

關於現代性的討論，是當代學界最重要的課題之一。一方面，作爲一個

內涵豐富繁雜的概念，要給現代性一個簡單明確的定義，並非易事。另一方

面，現代性稱得上最能激發論述熱情的核心概念之一——既源於不斷學科化、

體制化的基本要求，也反映出當代人在巨量信息的沖刷下，對如何確認個體

的迫切需求。一般而言，現代性可以分爲四種不同概念：歷史分期的概念、

社會學概念、文化或美學概念、價值概念。8 

                                                
8 對於四種概念如何劃分，學術界衆說紛紜，莫衷一是。例如周憲、許鈞等在「現代性研

究譯叢」的總序中認爲四種概念是歷史分期的概念、社會學概念、文化或美學概念，心理

學概念，見伊格爾頓：《後現代主義的幻象》（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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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分期層面上，從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卡林內斯庫

（Matei Calinescu）、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的考證可知，

「現代」一詞淵遠流長，指的是一種一去不復返的時間觀念，而現代性意味

着成爲「現代」，包括把歷史看作是一種斷裂或者終結，以及對歷史進行分

期和定位。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華勒斯

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所知世界終結論」，是歷史的斷裂和現代性

的終結這一方面的代表理論。詹明遜（Fredric Jameson）提出在文化上與西

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資本主義、自由資本主義和晚期資本主義三個階段相

對應的是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 

在社會學層面上，現代性與「現代化」關聯緊密，指的是對傳統社會的

根本變革。馬克思（Marx）認爲現代文明是由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生產力

所建構的，他用「異化」概念來揭示資本主義生產對人類及社會的巨大影響。

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認爲西方進入後工業社會是歷史發展的界線，

是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分界。齊美爾（Georg Simmel）劃分「自然經濟社會」

和「貨幣經濟社會」、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提出「機械連帶」和「有

機連帶」、馬克斯·韋伯（Max Webber）區分「傳統主義」和「理性主義」，

都是對現代性的社會學解讀。其意指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現代化過

程中，形成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興起、資本主義政治的確立和合法化、現

代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傳統社會的瓦解、資本主義社會的分化與分工、宗教

的祛魅、消費文化的興起等等。 

在文化或美學概念層面上，現代性與「現代主義」息息相關，通常以審

美現代性來界定。與審美現代性相對的是啓蒙現代性，前者是對後者的反思

和批判。審美現代性「厭惡中產階級的價值標準，並通過極其多樣的手段來

表達這種厭惡，從反叛、無政府、天啓主義直到自我流放。因此較之它的那

些積極抱負（它們往往各不相同），更能表明文化現代性的是它對資產階級

現代性的公開拒斥，以及它激烈的否定激情。」 9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認爲，「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偶然，就是藝術的一半，另

                                                
9 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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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是永恆和不變」10。他更為看重的是藝術的過渡、短暫、偶然。在康德

（Immanuel Kant）看來，美就是一種非功利的帶有個體性的感性領域，人

們對美的欣賞的愉快是「唯一無利害關係的和自由的愉快」11。因此審美領

域既不同於純粹理性的認知領域，也不同於實踐理性的道德領域，他以美的

愉悅與生理的快適作爲審美領域與日常生活領域的區別，以審美與純粹理性

與實踐理性作爲文化價值領域之間的區別，並以此構成了他對審美自律性的

觀念，賦予了現代美學學科出現的合法性。韋伯則側重從社會學的角度探討

審美自律性，建立了審美與道德、科學相區別，與日常生活、宗教活動相區

別的研究範式。哈貝馬斯不單從自律性維度來理解審美現代性，而且也從時

間維度來理解現代性問題。他認爲，「審美現代性的特徵在於這種態度，即

在變化了的時間意識中尋找一個共同的焦點。這種時間意識通過前衛和先鋒

派的隱喻表達自身。」 12他提出現代人一反法國古典主義模仿古代的模式，

「與一種明顯是無時間的、絕對的美的規範相反，他們發展了一種相對的或

者在時間控制下的美的標準，因而把法國啟蒙運動表述為一種時代的新的開

端。」13 

在價值觀念的層面，現代性指涉現代社會最抽象、最深刻的層面。俞吾

金認爲，現代性體現在自由、平等、正義、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和征服自然

等主導價值上，與之相對的傳統價值則是身份、血緣、服從、家族至上、封

建觀念和神權崇拜等。而主導後現代社會價值體系的是差異性、偶然性、不

確定性、碎裂性、身體/慾望和無中心主義。14從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黑格爾（Georg Hegel）等對傳統理性主義排

斥開始，到韋伯、齊美爾和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對工具理性主

義的批判，再到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利奧

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反中心、反權力、反敘事、反理性、反主體等，

                                                
10 波德萊爾：《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426。 
11 康德：《判斷力批判（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46。 
12  Jürgen Habermas and Seyla Ben-Habib, 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69. 
13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0), p.8. 
14 俞吾金：《現代性現象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對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

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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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以來的思想家從不同角度對現代性進行利質疑和批判，一方面形成

和啓發了諸多的理論資源，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對徹底否定現代性的擔憂和反

對。 

隨着「後學」的深入發展，不斷有學者開始質疑現代性是否僅存有一種

形態。詹明信（Fredric Jamson）提出的單一現代性（singular modernity），

是一個需要分期的、只有現代性的不同情形才得以敘述的範疇，而不是一個

概念15。但更多的學者致力於尋找現代性的其他可能，如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反對技術決定論，認爲通過民主變革的技術能實現不一樣的現代

性（alternative modernity）；艾森斯塔特（S.N. Eisenstadt）拒絕將現代性等

同於西方化，提倡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歷史觀，也就是遵

循「不斷建構與重構多樣性文化樣式」16的文化綱領。提出類似觀點的還有

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他認爲忽略文化的差異可能導致種族中心

主義。也就是說，多元、另類、複數形態的現代性方案的提出，主要是爲了

反對西方現代性代表的唯一正確性，並爲其他不同的發展路徑提供合理解釋

的空間。 

需要注意的是，歷史學家德里克（Arif Dirlik）卻提醒人們不能過分樂

觀。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多元論的美好許諾下，隱藏着忽視資本主義、殖民

歷史的風險，在共性（commonality）脈絡下無法處理現實中的巨大差異17。

他指出全球現代性（global modernity）無法迴避根植於殖民主義的事實，更

何況在資本主義和國族的雙重影響下，經濟、政治、文化權力的分配不可能

均等18。人類學家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通過確認集體性的想象實踐，

肯定生產者的能動性19來消解西方現代性。 

                                                
15 Fredric Jameson, A Singular Modernity: Essay on the Ontology of the Present (London: Verso, 
2002), p.94-95. 
16 Shmuel N.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2), p.2. 
17 Arif Dirlik, Global Modernity: Modernity in an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Boulder, CO: 

Paradigm Press, 2006). 
18 Arif Dirlik, “Asian Moderni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Modernity,” in Yiu Wai Chu and 

Eva Kit- Wah Man eds., Contemporary Asian Modernities: Transnationality, Interculturality, and 

Hybridity (New York: Perter Lang, 2000), pp.27-54. 
19 阿爾君·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著，劉冉譯：《消散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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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流行文化的現代性論述主要圍繞殖民歷史展開。英國殖民政府帶來

先進的西方官僚管理制度和科學技術，負責管理的本土精英卻反對發展民主

政治。此外，以廣東文化爲主的傳統與經驗逐步讓位與西式企業文化。可以

說，在香港，中西、現代傳統之間不斷的協商與衝突構成了日常現實20。也

有論者認爲香港現代性的產生，在於重新對地域進行時空層面的錯置21，抽

離（disembody）現實以滿足鄰近不同地區的慾望投射。 

本文理解的現代性，既包含代表商業利益和技術更新的工具理性，也從

美學層面肯定平實現代性，以及最重要的是現代性的自反特質。更進一步，

本文提到的現代性，與香港流行樂所在的內地市場息息相關，一方面要考慮

到內地市場體制下，對現代性的渴望在不同時期各有側重；另一方面也要顧

及香港流行樂以何種現代特質，怎樣去附和或質疑這些不同的期待。香港音

樂行業，因特定歷史、地理、政治、文化等因素造就22而成爲兩岸三地、東

南亞一帶的行業引領者。1960 年前後，來自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唱片

公司在香港設立分部，同時也有中國人開辦的唱片公司，在版權制度保障下，

香港流行樂市場發展神速，1980 年代巨星輩出，1990 年代唱片零售額最高

達到 2.315 億美元（數據來源：IFBI）。但是，香港唱片行業的建立和發展，

不是對西方現代性的復刻，它體現出的文化混雜性緣於無負擔的日常實踐，

更重要的是，香港流行樂的現代性，它不代表某種本質的傳統元素，而是同

質化與異質化交錯進展、跨地區和多樣流動產生的張力、生產與消費之間的

斷裂，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本文將依次突出香港流行樂在內

地發展時，體現出的商業理性、技術理性、審美性與自反性這四種特徵，是

如何完成佔據內地市場、在工業體系與演出實踐中豎立行業標杆、質疑標準

化審美和同一化身份論述等任務的。 

                                                
度》（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 年），頁 55。 
20 Elaine Yee-lin Ho, “Woman on the Edges of Hong Kong Modernity: The Films of Ann Hui,” in 
Esther C.M. Yau ed., At Full Speed: Hong Kong cinema in a borderless wor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pp.177. 
21 Yue Audrey, “In The Mood for Love: intersections of Hong Kong Modernity,” in C. Berry ed., 

Chinese Film in Focus: 25 New Takes (London: BFI Publishing, 2003), pp.132. 
22 Kraidy Marwan, Hybridity,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 (Philade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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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文獻回顧 

流行樂是最爲常見的大衆文化形式之一，幾乎充滿了都市人的日常生活：

它參與形構人們的自我認同，塑造身體，整理繁多的社會關係23，可以說，

流行樂研究並不是一門顯學，美國學者，同時也是搖滾樂迷的格羅斯伯格

（Lawrence Grossberg），起初在學院講述搖滾樂也要面對不少阻力24。無論

是在內地25還是香港26，在體制內並沒有獲得應有的重視。即便如此，仍有

不少學者在社會學、傳播學、文學、文化研究等領域提出新穎且豐富的觀點。 

第一類是從歷史分期的角度對香港流行樂，進行全面完整的回顧與梳理。

黃霑先生（黃湛森）在博士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樂研

究（1949-1997）》中，認為香港歷經上海文人南下的「夜來香」時代

（1949-1959）、「港式時代曲」（1960-1973）兩個階段的醞釀，粵語流行

曲在本土電視劇的熱播、紅磡演唱會等大眾文化的相互作用下興盛起來，憑

藉「我係我」的自主性確立了本土意識。1990 年代末期，因為兩岸間交流

頻繁、「各有主張」，而唱片製作水準下降，過分注重包裝，與年輕人品味

脫節，加諸盜版猖獗等原因，香港流行樂在 1997 年遇到了最嚴重危機。劉

靖之在《香港音樂史論》（上）集中論述了「粵語流行曲」、「嚴肅音樂」、

「粵劇」三大領域，較爲全面地展示了香港音樂文化的發展。此外，作者對

不少音樂人進行了採訪，並認爲歐洲古典音樂作曲技法如和聲、對位、曲式、

配器法沒有得到足夠重視。類似的著作還有朱耀偉的《香港粵語流行曲簡史》

（Hong Kong Cantopop: A Concise History），它填補了九七之後粵語流行曲

發展的空白，旨在糾正粵語歌衹是大量生產標準化情歌的錯誤認知。黃志淙

在《流聲》中不僅談到了粵語流行曲，同時也梳理了不同歷史時期其他音樂

風格、青年文化、唱片行業的發展面貌。 

                                                
23 DeNora Tia, Music in Everyday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p.19. 
24 Lawrence Grossberg, “Is There a Fan in the House? The Affective Sensibility of Fandom,” in 

Lisa A. Lewis ed.,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50. 
25 內地音樂院校開設與流行音樂相關的課程，是 2000 年之後的事情。四川音樂學院、廣州

星海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及武漢音樂學院設有流行音樂演唱專業。筆者註。 
26 請參閱朱耀偉：《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 I 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香港：亮

光文化，2011 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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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是與詞作、創作人有關的文本分析。樂評人黃志華在《粵語流行

曲四十年》一書中，把 1969 年至 1989 年的填詞人分爲四代：以蘇翁、文采、

葉紹德、鄭錦昌、羅寶生等人爲代表的第一代填詞人，其作品以情歌或鬼馬

歌爲主，都是「剪紅刻翠式的」，「頂多只能說是花間派」；以鄭國江、黃

霑、盧國沾、黎彼得、許冠傑等人爲代表的第二代詞人，在《啼笑姻緣》和

《鬼馬雙星》之後帶來了歌詞文本在用詞語體文、題材百花齊放、氣概波瀾

壯闊和境界宏大等方面的質變；第三代向雪懷、林敏聰等、第四代填詞人如

林夕、黃偉文，則是在遣詞造句上「求險求怪」，在歌詞上注意呈現現代社

會的疏離感，氣慨上不及第二代詞人的宏大。學者朱耀偉一直研究香港粵語

流行歌曲。在《香港粵語流行歌曲研究（Ⅰ、Ⅱ）》及《後九七香港粵語流

行歌曲研究》中，他以編年史的方式把自 1970 年代以來的填詞人分門別類，

不僅詳細歸納並總結了林夕、黃偉文及周耀輝等著名詞人的詞作特徵，同時

亦對後九七詞人給予了一定的關注，並將短暫的樂隊潮流——始於 1984 年

的黑鳥和蟬，終止於 1990 年的「達明一派」解散——與意識形態、唱片工

業及其他文化現象聯繫起來，填補了香港樂隊研究的空白。 

香港音樂產業，或稱唱片工業的發展歷程，既能被視為一種歷史現象，

也能為文化研究者做橫向剖析。馮應謙主張香港音樂產業是生產者、文本、

中介媒體及生活文化四者間的互動過程，其中必然涉及政治化、商品化、現

代化、全球化等現象。馮應謙、馬傑偉等在《出賣 LMF：粗口音樂檔案》

一書中認為，「他們（地下樂隊）獨特的服飾、打扮、言語，可能有些灼眼

刺耳，但卻象徵著青年人的身分和想像：邪惡、抗衡、幻想、能量、迷戀、

纏繞、病態、樂與怒、愛與恨。這些情感既陌生又熟悉，既抗拒又誘人。進

入 Band Show，歌迷解開束縛自己的韁繩，心靈與樂弦和諧共振，心跳與敲

擊聲同步鼓舞，參與禮儀與膜拜，從少年過渡成年，尋找自我空間，或沉迷

逃避，或激發鬥志，對青年人來說，地下世界並不是漆黑一片，而是在冷漠、

壓逼與梳理的社會以外的色彩和生命。」而朱耀偉在《光輝歲月：香港流行

樂隊組合研究（1984-1990）》中認為，當流行音樂變成一種如法蘭克福學

派所言的「文化工業」的時候，它也自然變成一種在市場上交易的文化商品。

唱片工業會建立一種符號崇拜系統，使受衆迷惑於偶像明星的魅力，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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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假需要」（ false needs）而多作消費，從而剝削他們的剩餘價值

（surplus value）。唱片工業致力於以美輪美奐的包裝吸引消費者，唱片內

容反而因此變得不太重要，內容容易流於單一化。當全球化資本主義日漸成

熟之際，跨國、跨領域的集團進一步壟斷市場，唱片工業與其他商業機構的

關係更加上密不可分。香港興起的以歌曲配合廣告宣傳，就充分發揮了流行

曲、偶像明星制度與商品消費的共謀。在市場邏輯的情況下，唱片工業自然

不會將創作置於首位，因而會出現許多文化工業的弊病，如單一化、商品化、

大量複製等。黃志淙在他的博士論文《數碼複製時期對流行音樂文化的研究》

（The Working of Pop Music Culture in the Age of Digital Reproduction）中提出

了不同看法。他從「市場形態」、「組織策略」、「地域脈絡」這三個相互

施加影響的理論框架出發，分別對美國、英國、日本和香港的音樂市場進行

分析，認爲國際唱片「巨頭」仍將處於主導地位，數碼科技雖不能顛覆舊的

行業結構，但以用戶驅動爲主的科技創新與商業模式卻在全球不斷發展壯大，

豐富多元的音樂形態將填補音樂工業的種種弊端與不足。 

最後但最為關鍵的是，從地緣政治、性別研究、情感結構等角度探討香

港流行樂的論述。九七回歸引發的本土身份危機感，促使研究者在不同的大

眾媒介中尋找癥結及突破口。著名學者周蕾在〈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認

爲羅大佑創作的〈皇后大道東〉體現了香港人身份的「雙重不可能」：「不

可能屈服於中國民族主義/本土主義……正如它過去不可能屈服與英國殖民

主義」27；張美君則回顧了上世紀八零年代風行香港的愛國歌曲，無論是感

傷的家國、還是鄉情濃郁的中國想像，都在八九學運之後煙消雲散28。詞作

者及文化研究學者周耀輝，從自身經歷、創作過程、及歌迷回饋中，尋找質

疑和顛覆「大中華」論述的可能。格羅斯伯格提出了後現代語境中，電視節

目引發的漠不關心（in-difference）心態29。學者陳錦榮在此啓發下，填補了

粵語流行曲中，對性別及情感維度的研究空白。他從音樂文本形式及表現、

                                                
27 周蕾：《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94。 
28 張美君：〈回歸之旅：八十年代以來香港流行曲中的家國情〉，載陳清僑編：《情感的

實踐：香港流行歌詞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45-73。 
29 Lawrence Grossberg, ‘The In-difference of Television: Maps TV’s Affective Economy,’ Screen 

28 (spring, 1987): p.28-45. 



 

 15 

性別政治以及日常實踐三個維度出發，認爲粵語歌詞啓發了三種文化能動性：

短暫的愛情（transient romantic）、諧謔式自省（comical self-reflexive）以及

部分政治意識（quasi-political）30。在探討粵語歌情感力層面，他認爲香港

的文化意識，從最開始便是混雜與不斷調整的，總在表層流動，且這一狀態

在後九七仍然長期保持着調適與協商31。 

綜上，學者們對香港流行樂，尤其是粵語歌曲，進行了全面的史料整理、

文化工業分析，以及文化研究不同領域的橫向考察。在此借鑑基礎之上，本

文加入另一維度——中國內地的社會、政治、文化語境——對香港流行樂進

行解讀。作爲曾頗具影響力的香港流行音樂，對它的研究不應僅僅侷限在本

土，在跨地域的傳播中，香港流行樂必將面對一定程度的改變，甚至侵襲，

但也正因爲如此，它才更能體現出商業與藝術並存、迎合與批判的活力。 

三、文本調研與民族誌音樂視角 

文本，以及對社會語境的檢視，是本文首要選用的分析策略。首先，一

個全面的、綜合的、感性的閱聽步驟是必不可少的：劉德華、王菲、陳奕迅、

黃耀明這四人公開發行的唱片專輯、音樂錄影、廣告、演唱（音樂）會、參

演電影、各類採訪、宣傳期間的電視節目專訪、粉絲論壇等，均被列爲參考

資料。這一任務相當艱巨，筆者在搜索、整理歸類和購買過期刊物方面花去

不少精力，舉例說，陳奕迅的曲目庫約 500 首，「達明一派」時期的報導存

放在市立圖書館，王菲深受搖滾歌手竇唯的影響，那麼與之相關的北京搖滾

樂的歷史與論述也不能忽略……幸運的是，互聯網的搜索功能還是爲本文提

供了相當的便利。 

其次，在現代性問題意識框架下，香港流行文化、當代中國社會文化場

域、主流西方流行樂的各種論述成爲篩選、抽象和歸納第一類資料的重要理

論依據。爲了印證各章節觀點的可信度，本文採用了細讀作品的方式，運用

                                                
30 John Nguyet ERNI, “Gender and everday evasions: moving with Cantopop,”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8-1 (2007): p.86-108. 
31 John Nguyet ERNI, “Like a Culture: Notes on Pop Music and Popular Sensibility in Decolonized 

Hong Kong,” Hong Kong Cultural Studies Bulletin, 8/9 (Spring/Summer, 1998): p.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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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工具有批評理論、音樂學、視聽、表演理論等。至於如何在具體的社

會語境中有效地對流行歌手進行討論，本文部分章節的佈局主要受傳播學學

者馮應謙的研究啓發，他發表了數篇頗具前瞻性的明星研究論文，其中以香

港流行樂人物爲主32——如劉德華、王菲、鄭秀文等，馮展示了如何甄別及

確認個體明星的顯著特質，進而在這一（系列相關的）要點中有效地梳理出

文化工業、意識形態、多種媒介等不同角色的動態關係。這些研究很好地詮

釋了劉德華扮演的跨領域角色、王菲真假難辨的「酷」個性和鄭秀文「雌雄

同體」的性別表演。簡言之，在個案研究中，明星備受關注、或稱討論的特

點、現象等，和具體社會語境的連結必須是有機的、充滿張力的，是一個多

重因素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 

遺憾的是，在跨地域的全球性傳播與接收方面，針對香港流行音樂的學

術文獻並不多，尤其與香港電影研究的海量文獻相比，更是微不足道。但事

實上，或許誰都無法否認香港流行樂在中國內地的深遠影響。音樂學者余少

華在對邊緣的中國音樂進行歷史梳理時發現，即使在 2004 年 8 月遠赴內蒙

拍攝記錄片的旅途中，無論是「商場、食肆、往草原的麵包車上、火車站，

鋪天蓋地的是香港流行曲，國粵語均有」33。香港流行樂的魅力似乎沒有因

時間流逝而褪色，更讓人驚訝的是，它在遙遠北方的草原也受到了與都市鄉

鎮同樣的歡迎。 

在缺少相關論述的情形下，筆者將注意力轉向了亞洲流行文化的跨國研

究。考慮到韓流（Hallyu）近十年的影響力有增無減，如男團 EXO、Big 

Bang 相繼成功搶灘美國告示榜（Billboard），單曲「Gangnam Style」依然

稱霸 Youtube「播放次數最多的視頻」（截至 2016 年 12 月 24 日約 27 億

次），諸多卓越的成績促使學界開始認真對待其中的表表者，有不少研究值

得參照借鑒。 Shin Hyunjoon 藉助對韓國文化生產（cultures of production）

                                                
32 除了香港明星之外，馮應謙還考察過台灣創作型流行歌手周杰倫的「中國風」模式、內

地選秀冠軍李宇春粉絲的研究。詳見 Anthony Fung, “Western Style, Chinese Pop: Jay Chou’s 

Rap and Hip- Hop in China,” Asian Music 39-1 (2008):pp.69-90. Anthony Fung, “Deliberating 

fandom and new wave of Chinese pop: a case study of Chris Li,” Popular Music32-1 (2013): p.79-

89. 
33 余少華：〈中國音樂的邊緣：少數民族音樂〉，載彭麗君編：《邊城對話：香港·中

國·邊緣·邊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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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的調整，如拓寬造星渠道、去掉韓國甚至亞洲元素以迎合美國市場的標

準34，歌手Rain因此贏得了海外市場；反觀東方神起（TVXQ!）在日本大獲

成功，則歸因於 SM 娛樂集團重金投入海外市場，創造出與杰尼斯事務所

（Johnnys）組合所不同的，混雜的陽剛魅力（hybrid masculinity）35。這兩

個案例的共同點在於淡化國族身份，但顯然最近的趨勢卻反其道而行之，全

球觀衆似乎愈來愈明白「K」的豐富內涵：節奏強勁的電子樂夾雜者英文說

唱、炫目的舞蹈編排和漂亮時尚的外形。我們不得不承認，韓國流行樂在跨

國流動中，重新調整了全球想象與國族身份之間的內在張力36。正如阿伯杜

度萊（Appadurai）對全球文化流動現象的看法： 

這種全球文化流動現象有一個非常奇特的內部矛盾：它們爲自由流通製

造了不少障礙，卻神奇地擁有自我調教（strangely self-regulate）的能力，進

而順利實現跨地域流通的目的……動力與阻礙共存的現實構成了我們對全球

化時代文化流動走向的全新認知。37 

從文化混雜性、全球流動、政治經濟結構、國族身份認同等不同維度對

韓國流行樂歌手、組合的進行的個案研究，我們不難發現，以往常用的經濟

技術決定論無法解釋全球化浪潮中複雜的、多面向的跨地域文化流動現象，

特別是國族身份與文化認同之間時而角力、時而協作的關係。在諸多不確定

因素的干擾當中唯一能夠確信的，便是拒絕任何本質化的傾向。當本文最後

一個個案研究涉及到「身兼多職」的著名音樂人黃耀明時，不僅是要關注中

港關係自 2010 年以來逐漸緊張的社會事實，更關鍵的是需要避免任何，諸

如抵抗/服從、異質/同化、獨立/商業等二元對立的認知。因此，筆者將重點

考察跨地域人口與資源的相互流動中，新的抵抗與合作方式是如何成形並發

揮作用的。這樣看來，單一的文本分析不足以支撐整個研究，輔以參與式觀

                                                
34 Shin Hyunjoon,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And Who’ll stop the Rain?: the globalizing 
project of Korean pop (K-pop),”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0- 4 (2009): p.516. 
35 據稱 SM 娛樂爲東方神起進入日本市場投入了四分之三的年度預算，詳見 Ju Oak Kim, 

“Despite not being Johnny’s: The cultural impact of TVXQ in the Japanese music industry,” in 
JungBong Choi and Roald Maliangkay eds., K- pop – The International Rise of the Korean Music 

Industry, pp.66-80. 
36 Michael Fuhr, Globalization and Popular Music in South Korea: Sounding Out K- Pop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6), p.18. 
37  Appadurai Arjun, “How Histories Make Geographies: Circulation and Context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Transcultural Studies1-1 (2010):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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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調研與訪談等策略非常必要。 

在第四章談到陳奕迅的內地歌迷時，筆者制定了一份不含選項的問卷表

格，借助網站「問卷星」（www.sojump.com）發佈。考慮到在 2005 年-2015

年期間觀看演唱會的消費群體主要來自各大城市的中等收入（或以上）家庭，

筆者委託熟悉的朋友、同學（他們自然是陳奕迅的歌迷），在各自的微信群、

朋友圈、QQ 好友進行問卷鏈接的轉發。考慮到吉爾羅伊（Paul Gilroy）38與

霍爾（Stuart Hall）都強調過的位置（position）意識39，作爲香港流行樂的

親歷者，除劉德華的現場演出未能成行之外，王菲、陳奕迅（包含簡短的公

開交談）、黃耀明的（數場）演唱會筆者均成功親身參與。2015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間，筆者通過在廣東電視台任職的幾位朋友引薦，經過兩週時間的

不斷協調，終於獲得與著名監製梁榮駿交流的機會。此外，筆者曾先後於

2012 年 12 月、2013 年 5 月、2015 年 12 月數次前往北京，拜訪中國搖滾代

表音樂人崔健，並經摩登天空唱片公司負責人沈黎暉介紹，與受訪人張亞東

進行了約兩小時的深入交談。另外，筆者也曾接洽過唱片界高層（部門主管、

副總裁或以上）——如香港華納、索尼、寰亞音樂，內地太合麥田、索尼

BMG（中國區），台灣福茂等，徵詢他們的看法與建議。也就是說，本文

的訪談策略盡可能涵蓋了音樂生產、銷售和消費環節，以一手資料填補文獻

分析的不足。 

民族誌音樂方法是本文非常倚重的研究工具，它不僅僅是對閱聽各類文

案、音像製品、網絡視頻等已有材料作出補充，更重要的是筆者想探求一種

對自身經歷的批判性認知。筆者自幼時開始，大部分的時間在廣東地區生活、

學習。整個 1990 年代，與同齡人一樣沉迷於 TVB 電視節目（如「閃電傳真

機」、粵語配音的日本動漫、翻拍的武俠劇集）、粵語情歌當中。直到新千

年前後《還珠格格》熱播，台灣歌壇周杰倫、孫燕姿、SHE等新秀橫空出世，

生活的環境才被國語流行文化佔據。學者曼托·胡德（Mantle Hood）認爲民

                                                
38 Paul Gilroy, “It Ain’t Where You’re From, It’s Where You’re At…: The Dialectics of Diasporic 

Identification,” in Imre Szeman and Timothy Kaposy eds., Cultural Theory: An Anthology 

(Chichester; Malden, MA: Wiley- Blackwell, 2011), pp.492-503.  
39 Stuart Hall, “Culture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pp.22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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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誌音樂研究者，需要具備超越自身文化侷限的能力，學會以「雙重文化性」

（biculturality）的視覺看待問題。 幸運的是，筆者出生於湖南西北部的張

家界，母語是與北方方言同源的湘西方言，即便與家人移居廣東多年，仍保

留了不少當地風俗習慣，相信這樣的情形，會讓筆者儘可能地以中立和靈活

的態度處理中港流行文化的流變。例如，當被訪問者得知粵語並非我的母語

時，會儘可能地詳細闡釋對香港流行樂的看法；又如，台灣音樂製作人不會

因爲說國語而把我看作純粹的北方人——在對某些大熱的音樂節目中過度炫

技的橋段明確表示不滿時，他們會認爲熟悉粵語的我與他們擁有相似的都市

觀，因此有助於理解都市音樂的時髦、細膩與精緻感（區分於北方審美）。

總而言之，筆者在實地考察過程中，不僅要保持清醒的認知，更要意識到文

化投入與反饋的複雜性40，這是第一種混雜性民族誌音樂研究方法。 

其二，在筆者真正投身文化研究訓練之前，曾經參與過音樂選秀，後簽

約經紀公司成爲了藝人。與其它非專（職）業歌手一樣，我也是素人選秀浪

潮中的幸運兒。如果沒有這股風靡全國的「造神運動」，相信那些在電視節

目中大放異彩的流行樂迷，很有可能繼續在浴室獨自高歌、在酒吧以翻唱或

模仿謀生、在一切觀者寥寥的場合，作著歌手夢。2000 年以前，成爲職業

歌手需要長期的、規範的專業訓練，躋身音樂院校和歌舞團體、參加全國範

圍的歌唱比賽是爲數不多的必經之路。但選秀取消了這一「精英」特質，它

向所有心懷「音樂夢想」的普通人發出邀請，鼓吹並獎勵個體奮鬥成功的神

話。但最終，能夠在衆目睽睽的表演中存活下來的，大部分依然是技藝嫻熟

的專業人士。簡言之，音樂選秀顛覆了以往的選拔模式但保留了專業性，同

時在實踐中摸索本土與全球、普遍與個性、商業與藝術之間的平衡點，以此

迎合並更新人們的消費慾望。 

筆者的碩士身份在一衆見習歌者當中略顯特殊，通常這類參與者都會被

標籤爲「知性」歌手。雖然藝人生涯只有短短的兩三年時間，但組織粉絲團

體、灌錄單曲、媒體（雜誌報刊、電台與網絡）宣傳採訪、綜藝互動、商演、

                                                
40 Abu- Lughod Lila, “Writing Against Culture,” in Richard Fox ed.,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Santa Fe, New Mexico: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1),  

pp.469. 



 

 20 

廣告拍攝等環節本人均有所涉獵。如果說「學者粉」側重親身參與，那麼筆

者的角色可能還包括了流行樂演唱和表演（正如美國社會學者 Ashley Mears

的博士論文與她的模特經歷有關）。我們常聽到一種誇讚唱功的說法：現場

和聽 CD 一模一樣。這種評價或許適用於平緩、深情的慢歌，至於其他音樂

風格如搖滾、爵士、舞曲等，顯然在現場演出時，需要更多視覺和聲效設計

的渲染。以筆者的實踐爲例，錄音室演唱強調想象式的「自我沉浸」，但現

場表演則注重與觀衆的實時交流；前者可以不斷調適打磨、混音修改讓作品

更完美，後者「一 take過」，更需要良好的身體狀態。這是非常粗略的總結，

但爲本文分析王菲的歌唱技巧（特別是如何處理與麥克風的關係）、陳奕迅

的另類現場（在嗓音受損的情況下表演「浮誇」卻意外成爲經典）提供了

「非傳統」的視角。 

「業內人」的經歷也爲本文設計的問卷調研、各類訪談帶來了便利。由

於本文的個案研究涉及的歌手、音樂人、監製幾乎都是業界翹楚，假如沒有

唱片公司高層在其中穿針引線，單獨採訪幾乎無法實現。即便如此，主流音

樂界的商業價值導向和經紀人制度也造成了不少阻礙，這讓筆者退而求其次，

重新考慮其他現實的途徑。因此，80 後專業歌手（音樂人）、90 後忠實

「粉絲」成爲了訪問主體。例如第四章，當談到陳奕迅的粉絲羣體時，筆者

除了重點考察 90 後的音樂消費習慣之外，還關注到另一種專業的「追星」

現象：內地的年輕歌手如何汲取香港流行樂養分，又是怎樣在演唱新曲目時

實踐「偶像」的風格？筆者認爲，職業歌手的故事可以是一種補充——因爲

「粉絲」很有可能從事與「偶像」同樣的工作，他們的「追隨」方式也需要

得到重視。 

「業內人」的身份讓「尋獲」死忠粉絲的任務容易許多。筆者在 2011

至 2015 年間，分別觀看了黃耀明的音樂劇、個人演唱會、「達明一派」音

樂會和「文藝復興基金會」的拼盤演出。正是因爲獨立音樂圈朋友的引薦與

介紹，才得知哪些資深粉絲逢演出必參加，幾乎是「全球跟隨」；明哥的音

樂、政治實踐，如何影響了他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以上的反饋，促使筆

者開始思考粉絲的代際關係、跨地域實踐的可能——這種角度不一定合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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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規範，但在中港兩地「噪音」不斷的時代背景下，尋找新的文化「結合」

點（conjunture）更顯迫切。 

但是，學術研究要求的客觀、理性與批判態度，提醒筆者需要反覆甄別

「業內」觀點。不僅如此，還要從整體上把握論題，不因大量瑣碎的、甚至

無關的細節跑偏（雖然非常困難）。「觀察者」的角色是必然的，這個角色

在劉德華、王菲的個案研究中非常明確。只是在陳奕迅、黃耀明的研究設計

中，筆者更像是一名積極的參與者、實踐者，試圖在田野調研里開闢富有成

效的、充滿活力的論述空間。這個空間讓不同年齡、職業 、階層、價值觀

的人們暢所欲言、激發觀點，以此打破單向的、消極的交流模式。這也是筆

者在國語與粵語文化、日常與學術、表演與觀看、個體與他人的視聽體驗之

間，反覆體察、審視的價值所在。 

 

第三節  章節安排 

第一章包含了研究问题、方法论、文献回顾与章节安排等内容。需要指

出的是，理論與文獻引用主要出現在正文的個案研究中，爲了避免重複，在

此章節僅提及重要的研究和相關理論。 

第二章聚焦在 1992 年推行的市場經濟政策條件下，香港流行音樂中如

何通過形塑「中國人」國族身份的想像，以期獲得更多的內地市場份額。90

年代既是內地電視媒介技術「解放生產力」的發展階段，也是香港流行文化，

尤其是偶像產業輸出的巔峰時期，在九七香港回歸的轉捩點上，個人主義的

奮鬥模式，成為結合香港「獅子山下」精神、中國人形象的地區及全球重造，

以及內地經濟目標這三大面向的最佳話語取徑。本章將重點分析劉德華及其

演唱的「中國」歌曲和不同的演出背景，點明香港偶像產業鏈條既包括以商

業利益為導向的協商性，也不乏隱含質問「同一中國」話語的異質空間。 

第三章主要透過流行文化工業的角度，討論歌曲創作過程中的關鍵要素、

包括電影在內的視聽語言，凸顯出香港情歌中混雜的全球都市特質，而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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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特性正是內地音樂界所匱乏卻相當渴求的。整個章節以王菲（包含王

靖雯時期）演唱或創作的歌曲，拍攝的音樂電視及主演的電影文本展開具體

論述。由於王菲的經歷中本身已蘊含了相當豐富的北京及香港元素，坊間、

學界也提出了不少解讀方案，本文在借鑒已有的研究成果之外，也需要指出

新的研究維度——如借用電視音樂理論，指出音樂與圖像配合中隱含的現代

性隱喻，同時也指出《重慶森林》中，阿菲，影片中的愛情夢遊人，與王菲

演唱的〈夢中人〉之間有趣的互文性。簡言之，第三章更集中於探析香港流

行文化內部的結構語言，這種將都市感內化的「香港性」，其混雜的文化構

成雖然重要，但更關鍵的，值得借鑒的部分，卻恰好印刻在平庸的複製（翻

唱）層面。 

第四章側重展示陳奕迅的現場演出場面和不同身份歌迷的觀感想法。轉

向對聽眾群體的重視，是出於對兩方面的慎重考慮：一方面，內地經濟指標

的攀升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迅速消解了香港文化商品摩登都市化的中介角

色，導致這一時期的香港流行樂面臨著政治語言和商業自信的雙重困境——

「中國人」官方形象代言選擇性更廣，而地方電視台的商業運作則逐漸形成

了「自產自銷」的市場環境，以往香港的「風光」難以為繼；另一方面，新

媒體時代深刻改變了流行音樂從生產、傳播到消費、聆聽方式鏈條的各個環

節，以至於對音樂本身的審美理解變得更加寬容和多元，而具體社會語境的

流動性、互動性甚至矛盾與衝突等卻愈發顯得重要。陳奕迅在內地廣為接受

的時間相對延遲，部分說明了香港流行樂吸引力降低，但其巡迴演唱會不斷

深耕內地大部分城市，甚至包括消費力偏低和文化差異較大的西北地方，卻

恰巧體現了內地聽眾對政治宣傳和文化自信的厭倦之外，更加多元、內省的

個體訴求。 

第五章為結尾，帶出「餘韻」值得關注的後九七流行音樂現象。與「粵

語歌已死」的論調相左，黃耀明創辦的「人山人海」、「文藝復興基金會」，

不僅重視創意人才的培育，更聯手內地與台灣的音樂人，勇於在社會、性別

等議題層面提出異議。本文的結尾凸顯「抵抗」聲音的另一用意，也是為了

回應起始章節中，香港音樂工業為適應內地政治語言和新興市場環境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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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策略。換句話說，鼎盛時期的香港流行樂以商業化的大眾情歌著稱，這

一普遍認知遮蔽了同時存在的批判與反思的聲音。當潮流已然更迭，大路情

歌祛魅之餘，香港音樂人的另類發聲，不失為一種警醒式的社會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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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劉德華與「中國人身份」：文化民族主

義、大眾媒介與商業理性 

 

自 1992 年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之後，中國開啟了實質上以效

率優先的快速發展時期，金色代表的西方、物質、商業逐漸融入了原本紅色

的中國：毛澤東、意識形態以及文化精英世界。學者白傑明（Barmé Jeremie）

稱之為「灰色時期」，意即中共在延續「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壟斷權力的同時，也在頑強地執行經濟改革政策，雖然後者會導致個人主義、

財富累積，甚至不斷阻礙政黨統治的一系列不穩定的社會現象41。 

與此同時，隨著精英文化的退位，大眾文化在各種消費、娛樂途徑中蓬

勃發展起來，港台流行文化以成熟、豐富、多元的面貌全面俘獲內地觀眾的

關注與興致。其中，香港偶像工業達到全盛期，以「四大天王」為首的明星

影響力相當可觀，但是，他們在內地的商業活動還需要考慮到融入內地的政

治生態，「四大天王」第一次在內地同台演出便是與慈善義演有關。鑒於

「六四」之後政治制度改革的戛然而止，中共除了大力發展經濟之外，還需

要重新塑造地區與國際形象，香港流行文化的代表人物無疑是最佳中介

（compradores）之一。宏觀上，他們在關鍵歷史時刻的亮相，如香港回歸、

建黨和建國大型慶典等，既拓寬了家國論述的想像疆域，又帶動了商業價值

的推廣；微觀層面，由於與國內新興大眾文化的鮮明對照，香港的異質表達

也保留了微妙的質疑空間。在這一場官方意識形態實踐、中港文化碰撞、全

球化進程的背景下，香港所代表的都市摩登、個人主義精神，成功地融合了

地區觀念差異與市場經濟的要求。劉德華在內地的廣受歡迎正是說明了這一

點：他既保持了在亞洲地區的流行度，又成功地贏得了內地的政治正確性。 

1992 年的京、滬兩地可謂熱鬧非凡，海峽兩岸歌手的交流在這一點達

到了頂峰。從庾澄慶到滾石四巨星、從劉德華、張學友到林憶蓮，從黎明到

                                                
41 Barmé Geremie, In the Red: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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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智化、張雨生……幾乎每一位港台一線巨星都成了這兩座城市的客人，京

滬歌迷以其他地區歌迷所無法想像的優勢一飽眼福。 

……究竟是什麼，使這些年輕人熱衷與流行音樂並在其中流連忘返

呢？ 

以他（指台灣歌手趙傳）飽蘸血淚的奮鬥由卑微走上了今天的輝煌

殿堂。而反觀自己的生命歷程，在聆聽音樂的同時，我也感到了一種難

言的無奈，我想起了自己是如何從南國的那個小鎮一步步走入北京的，

我更想到了做為一名哲學研究生我將如何面對商業社會的今天。 

成功感！就是成功感。……42 

換句話說，香港社會形成的「獅子山下」精神無意中與市場經濟政策下

人們的期待幾乎重合。本章節將借助對香港回歸大匯演重要時刻，以及內地

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的文本細讀，從靈活的商業理性策略、民族主義、

大眾媒介的角度，探求 1990 年代內地官方如何挪用香港元素來達到全球性

地唱響「（大）中國人」的目標。 

 

第一節  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中的家國想像 

一、香港回歸慶典活動 

1997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兩天內，各種慶祝活動名目繁多，中英雙

方的交接過程也不遑多讓，環環緊扣的各種儀式與慶祝活動、電視台解說穿

插播放，無論是看似理性、客觀的儀式轉播，還是民間狂歡式的慶祝，都或

多或少遮蔽了香港人當下的疑慮、不滿，以及對「後九七」不乏批評的再度

想像。換句話說，香港回歸的各類儀式與慶典中呈現的，是作為各方欲望投

射的香港客體，唯獨缺失的是本地市民的主張。接下來，本小節將以 1997

年 6 月 30 日晚 8 時（香港時間），無線電視翡翠台與亞洲電視本港台同時

播放的綜藝晚會，以及 7 月 1 日上午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文藝匯演作為分析

對象，指出電視台晚會展現出香港流行文化成熟且混雜的面貌，而在中國官

                                                
42 藍迪：〈尋找耶利亞——當代歌潮〉，載郭棟、田豐主編：《從眩暈到迷狂——當代中

國十大狂潮》（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 年），頁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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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慶典節目中，香港元素屢屢被誤用或忽略，這不僅意味著家國話語試圖掌

控「後九七」意識形態的論述，也暗示了香港「本土」在文化重組過程中困

難重重的局面。 

整台「龍的光輝——香港回歸大匯演」中的歌曲勾勒出香港流行文化主

要特徵。首先，大量經典的粵語歌曲貫穿全場，反映出粵語流行曲與香港本

土身份自覺的緊密關係。譬如，仙杜拉（梁玉姬）原本以演唱英文流行曲為

主，在顧嘉煇力邀下學習演唱粵語歌〈啼笑因緣〉，這首歌當年在港家喻戶

曉，與許冠傑演唱的〈鬼馬雙星〉同時掀起了熱潮，一改粵語「粗鄙」的刻

板印象，成為開啟粵語歌時代的里程碑式作品。黃霑先生曾「風騷」形容粵

語流行曲的盛行： 

〈啼笑因緣〉的作曲者是顧嘉煇。他其實是此地的第二代樂人。他

的作品，一方面承襲了國語時代曲的風格，另一方面又在配器與和聲方

面，大量採用歐美流行曲的最新方法。這些風格比前賢更新的作品，抓

住了大量新聽眾。 

不過，〈啼笑姻緣〉其實依然心中有舊。這首掀起粵語歌熱潮的名

曲，作詞的葉紹德，正是粵劇編劇家。這首詞，依舊沿用「文白夾雜」

的一貫寫法，口語之中，仍有文言的語言習慣，還沒有拋開粵劇的味道。 

且看〈啼笑因緣〉的首句： 

「為怕哥你變咗心！」 

「為怕」顯然是文言。 

「哥」適合時代脫了節的用語，「哥哥妹妹」早已沒有人這樣在生

活中稱呼情人。 

…… 

連演繹者仙杜拉的唱法，也還是有粵曲運腔咬牙的影子。43 

其次，流行曲與電視（影）媒介的互文關係。香港電影巔峰時期，以功

夫片和警匪片兩大類型行銷世界，電影《黃飛鴻》系列共拍攝了五部，第二

部的主題曲〈男兒當自強〉也摘下第 29 屆台灣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

另一首榮膺第十一屆香港金像獎最佳電影歌曲獎的是〈似是故人來〉，為電

影《雙鐲》的主題曲。又正如被譽為「香港精神」的〈獅子山下〉，與記錄

市民日常的同名電視劇，一併構成「站在小市民（相對當時「大」殖民政府

                                                
43 黃霑：〈流行曲與香港文化〉，載冼玉儀編：《香港文化與社會》（香港：香港大學亞

洲研究中心，1995 年），頁 164-165。 



 

 27 

及利益集團）位置細訴苦樂參半與鄰裡守望相助的生活」44。但更進一步地，

憑藉黃霑先生在歌詞中凝練出的「生命意識」，則完全跳脫出具體情境，成

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哲理式喟歎： 

獅子山下 

詞：黃霑  曲：顧嘉煇 

人生中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 

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 

人生不免崎嶇，難以絕無掛慮 

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 

拋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隨 

無畏更無懼 

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 

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歌詞第一句便點破人生無常的定律，第二句詞人便借助「獅子山下」這

一著名地標，作為眾數「香港人」團結一心、無懼風浪的支撐地，黃霑先生

以辯證理卻充滿情懷的筆觸描繪出的香港精神，在羅文舒緩的歌聲中印證了

香港人面對艱辛時刻的淡定與樂觀。 

第三，粵語流行曲的填詞特色。翻唱版本（cover version）的意思是指

曲作非香港原創，它們大多出自歐美、日韓音樂人之手，編曲可能經過小幅

調整，但重新填上中文詞作，1970 年代，許冠傑將貓王艾維斯·普萊斯利

（Elvis Presley）的搖滾歌曲填上通俗易懂的粵語詞，再一次將處於邊緣位

置的粵語移入流行樂的主流當中。翻唱粵語歌流行的其他原因，學者朱耀偉

認為是當時音樂生產環節與高速發展的音樂行業存在著不少差距，此外，考

慮到對壓縮成本將利潤最大化，複製已經成功的大熱金曲成為業界的追求45，

這一現象在 1980 年代達至巔峰，影響力一直延續到 1990 年代中期。正如在

亞洲電視直播的跑馬地文藝慶典中，身穿波點束腰裙的徐小鳳演唱〈喜氣洋

洋〉——一首日本創作歌手五輪真弓的作品——由鄭國江重新填詞後成為徐

                                                
44 陳銘匡：〈從《獅子山下》到‘許冠傑金曲’到《始終有你—‘香港人的歌’與‘香港人’有什

麼關係？》〉，《文化研究@嶺南》，第七期（2007 年 9 月），頁 4。 
45 Yiu-wai Chu and Eve Leung, “Remapping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convers, localisation and 

the waning hybridity of Cantopop,” Popular Music 32-1 (2013):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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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作；〈Jungle Drums〉在電影《阿飛正傳》結束之際，伴隨梁朝偉飾

演的賭徒整理儀表時一同響起，拉丁美洲舞曲的神秘感與未知的人物身份

（梁）相當契合。梅艷芳魅惑、慵懶的女中音演繹〈是這樣的〉，也凸顯出

「東方麥當娜」的不俗美名。可以說，梅艷芳、張國榮等巨星的崛起，進一

步推動了香港音樂工業的發展與傳播。 

表 2.1 「龍的光輝——香港回歸大匯演」及「跑馬地萬眾同心大匯演」主要

演出節目列表 

歌名 表演者 原唱 出處與時間 備註 

漁舟唱晚 郭富城 

黎  明 

劉德華 

關正傑 專輯《常在我心間…愛你

不分早晚》（1983） 

 

東方之珠 群 星 羅大佑 專 輯 《 皇 后 大 道 東 》

（1991） 

另有粵語關正傑版

本（1986），甄妮

同名版本（1981） 

男兒當自

強 

林子祥 林子祥 電 影 《 黃 飛 鴻 》

（1991）、《黃飛鴻Ⅱ男

兒當自強》（1992） 

成龍演唱版本為該

電影片尾曲 

啼笑因緣 彭羚 仙杜拉 香港無線製作同名電視劇

（1974） 

 

獅子山下 羅文 羅文 香 港 同 名 電 視 紀 錄 片

（1979） 

 

紅日 李克勤 李克勤 出自同名專輯（1992） 改編自大事 Man 

Brothers band〈最重

要的事〉，作曲立

川俊之 

是這樣的 梅艷芳 梅艷芳 電 影 《 阿 飛 正 傳 》

（1990）主題曲 

改編自 Xavier Cugat 

& His Orchestra

《Jungle Drums》 

萬水千山

總是情 

汪明荃 汪明荃 同 名 電 視 劇 主 題 曲

（1982） 

 

喜氣洋洋 徐小鳳 徐小鳳 粵 語 專 輯 《 夜 風 中 》

（1979） 

改編自〈戀愛とも

だち〉，作曲五輪

真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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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燒圓明

園 

鄭少秋 鄭少秋 同名電影（1983）  

 

第四，家國情懷的重新想像。自 1949 年胡鵬拍攝了電影《黃飛鴻鞭風

滅燭》開始，以黃飛鴻這位著名的嶺南洪拳宗師為主角創作的影視作品即超

過了一百部，雖然大多劇情為虛構，但並不影響港產功夫片風靡全球。更何

況，黃飛鴻的形象塑造並非一成不變，其故事情節的走向同樣與時代變遷具

有相當微妙的關係。正如 1990 年代初期徐克執導的《黃飛鴻》系列，主角

塑造並非僅滿足於炫耀硬派的身手動作，同時也滲透了更多的思考戲份。文

化研究學者李小良認為，導演徐克將黃飛鴻具象化為一種待實現的、中國式

自強的可能與潛質。在反思西方入侵的中國現代史歷程中，質疑卻同時再造

了陽剛的民族英雄形象46。 

相應地，主題曲〈男兒當自強〉也強化了這一形象。曲作改編自〈將軍

令〉，據考最早沿用於 1955 年的電影《黃飛鴻花地搶炮》（已失傳）當中

47。進而「關德興」、「黃飛鴻」、「將軍令」，在人們認知中逐漸合為一

體（trinity）。林子祥演唱的版本48由黃霑先生重新填詞，將自強與男兒、

好漢之間劃上等號，加上林頓挫有力，鏗鏘震撼的演唱方式，「熱勝紅日光」

一句，其真聲最後達到 c3，也表明彼時港式功夫片的巔峰之境及相當的

「本土」文化自豪感。 

在這場回歸大匯演中，我們不難發現，「香港」是絕對的主體，中國內

地的參與者如舞蹈、雜技演員、運動員、習武人士等，大多作為歌手演唱時，

烘托氣氛、炫耀排場的陪襯性角色出現，即便是知名的海外華人出席，如鋼

琴家劉詩昆，也僅在王菲演唱時出現一些特寫鏡頭而已。換句話說，大匯演

體現出主辦方高度自覺、自信的身份認同表達，這身份認同的內容圍繞著二

                                                
46 Siu Leung Li, “Kung fu: Negotiating Nationalism and Modernity,” Cultural Studies15-3/4 (2010): 

p. 533. 
47 蒲鋒、劉嶔主編：《主善為師：黃飛鴻電影研究》（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12），

頁 21。 
48 〈男兒當自強〉收於 1991 年 1 月華納發行的林子祥粵語歌選集《小說歌集》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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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的香港流行文化展開，凸顯具有象徵意義的粵語影視歌舞作品及偶像

巨星，借助對集體記憶的回顧和整理，將重新書寫九七回歸時刻的政治、文

化意義。 

二、曲與詞：內地民歌與現代香港的奇異拼貼 

與香港本地電視台花費大手筆舉辦的全民文藝聯歡所迥異的是，涉及中、

英雙方主要領導人、政府高層官員出席並參與的活動場合時，各類演出卻顯

示出更多古典、嚴肅、精英的色彩。 

英方於 6 月 30 日下午及傍晚，在添馬艦露天場地舉行了告別儀式。參

與演出（奏）的團體有香港管弦樂團（簡稱「港樂」），香港中樂團，香港

兒童合唱團以及香港演藝學院的舞者，以及五個軍樂團等。第一部分的大型

演出名為〈香港精神〉，舞獅、群鼓拉開序幕，接著是身穿湖水藍服裝和揮

灑白色水袖的舞蹈演員，穿插在紅色帆船的道具之間。緊跟著出場的演出者，

手持或身穿的道具分別與教育、製造業、金融、以及法治等香港現代都市的

美譽符號有關。事實上，帆船——漁村——香港，這一線性發展象徵幾乎貫

穿了所有重大文藝活動當中，它暗示了英國統治的先進性以及更為重要的普

世價值滲透。簡言之，〈香港精神〉的音樂體現了優雅而節制的偏好。 

7 月 1 日上午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大會堂舉行的文藝會演，由兩部

分組成，一是譚盾創作的〈交響曲一九九七——天、地、人〉，二是眾星演

唱的〈回歸頌〉。與上文〈香港精神〉類似的是，中方舉辦的演出也凸顯了

「高雅」、「崇高」等特質。但也存在著幾點顯著不同：一是以中國民樂

（歌）為主；二是有國粵雙語；三是演出人員（可能）經過篩選。總體來看，

一方面，香港回歸意味著在社會政治、經濟層面完成主權移交，另一方面，

中國元素作為潛在的文化霸權，其融入效果卻是毀譽參半的。 

先談談〈回歸頌〉。這首歌的作曲僅開頭八句內容為原創（「七月的艷

陽」至「一國兩制」），除尾聲部分再次回應主題，其餘旋律大部分為民歌

和童謠。從「這是我家，是我的鄉」連續三句粵語唱詞，翻唱自顧嘉煇作曲、

鄭國江填詞的兒歌〈小時候〉，這首歌為 1977 年香港電台拍攝的同名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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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主題曲，以新市鎮沙田瀝源為主要拍攝點，描繪一對小兒女有趣豐富的童

年生活。這首代表集體記憶的歌曲在〈香江組曲〉中的穿插和改編（將原曲

副歌部分提前）仍算得上恰當，包括隨後〈東方之珠〉的熟悉旋律，對歌詞

的改動幅度不大，聽眾尚能接受。但〈十面埋伏〉的過渡句之後，被大量借

用、拼貼的中國民謠則顯得相當「奇異」，以下是原曲作的簡介，供大家參

考： 

〈虹彩妹妹〉（另作「紅彩妹妹」），內地學界普遍認為是一首河北民

歌（美籍俄裔作曲家齊爾品改編），分節歌曲式，調性為羽調式，歌詞大意

為描述虹（紅）彩妹妹的容貌，以及侵華戰爭摧毀家園的淒涼故事49； 

〈青春舞曲〉、〈達阪城的姑娘〉（又名「馬車夫之歌」、「馬車夫之

戀」），新疆維吾爾族民歌，1930 年代由王洛賓收集並改編。前者採用

「魚咬尾」曲式，第一、二、四句歌詞最後一字押韻，以「小鳥」喻青春之

短暫；後者強調地域之美與富饒，同時也虛構了一個「達阪城姑娘」的欲望

客體； 

〈讀書郎〉，兒歌，由宋揚（中共黨員）負責詞曲，創作於 1940 年代，

為五聲調式50。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擁有相當豐富的戰時文藝工作經驗； 

〈康定情歌〉，傳唱度甚廣的西南地區小調，又名〈溜溜調〉，曲中有

「溜溜」、「彎彎」等襯詞，多數認為由吳文季收集改編（約 1946 年），

1948 年上海大中華唱片公司灌錄了江定仙編曲、喻宜萱演唱的版本，〈康

定情歌〉因此而矚目。 

〈把根留住〉，台灣歌手童安格創作，收於 1990 年專輯《花瓣雨》，

曾獲第十三屆十大中文金曲之「優秀國語歌曲獎」，1993 年，童安格憑此

曲大熱，並於內地舉辦十場個人演唱會。 

                                                
49 王海清：〈論齊爾品《歌曲七首一譜中國詩詞》之中國風格表現，以《知足歌》、《紅

彩妹妹》、《金縷衣》為例〉（四川音樂學院音樂學碩士論文，2013 年），頁 7-11。 
50 張曄，孫佳怡：〈由兒歌《讀書郎》試論民歌譯配的困境與出路〉，《北方音樂》，

2010 年第 10 期，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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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難發現，大多數的民謠收集於 1940 年代戰時內地的邊遠地區，

采風的音樂人也具備豐富的、「為政治服務」的文藝動員工作。換句話說，

這些民謠帶有鮮明的「前現代」與政治教化色彩，且由於多年來的反覆傳唱，

歌曲的旋律與內容已深深鐫刻在內地聽眾的認知當中，是屬於內地的「集體

記憶」，即便歌曲主題表達的是男女之愛，人們的感受也是浸淫在深刻政治

語氣當中的。但這次並非首次演唱民歌，早在 1993 年 4 月 18 日，「四大天

王」已經出現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減災扶貧創明天義演》晚會中，分別演

唱了〈沙裡洪巴〉（郭富城）、〈康定情歌〉（張學友）、〈虹彩妹妹〉

（黎明）及〈掀起你的蓋頭來〉（劉德華），不同的是，這一次的演唱為重

新填詞版本，原曲和歌詞詳見如下： 

香江組曲 

作詞：趙洪娉/翁月華/黃霑/羅大佑/黃慶元/童安格 

作曲：吳敬文/趙洪娉/顧嘉煇/童安格/羅大佑 

編曲：鮑比達  聲樂指導：麥志成 

演唱：譚詠麟/林子祥/葉倩文/王菲/劉德華/黎明/張學友/郭富城/葉氏兒

童合唱團 

 

七月的艷陽照遍香港，回歸的驕傲永刻在我心上， 

每顆中國心充滿了喜悅，百年的歲月抬頭揮手別。 

從明天起前途無量，讓陽光普照四方， 

萬眾一條心，手牽手為香港，團結就是方向。 

七月的艷陽照遍香港，回歸的驕傲永刻在我心上， 

祖國的智慧，港人的堅毅，同心合力去實現一國兩制。 

 

這是我家，是我的鄉，是民族世界岸， 

是我的心，是我的窗，是東方的新路向。 

歡歡喜過日，開開心渴望，中西客，香港客，攜手合唱。 

 

小河彎彎向南流，流到香江，世界嚮往， 

東方之珠永發光茫，你的風采永遠燦爛不變。 

月兒彎彎的海港，夜色深深，燈火燎亮， 

東方之珠照亮著我，挺起胸膛，靠著雙肩向前往。   

讓海風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段故事彷佛都閃出你的光茫， 

讓海潮伴我來祝福你，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青春的臉。 

過渡樂段：十面埋伏 

心扣著心結伴一起闖，奔向幸福快樂情誼長， 

現在各方的佳客幸會一堂，哼出開心的好音響。    

心扣著心結伴一起闖，奔向幸福快樂情誼長， 

現在各方的佳客幸會一堂，哼出開心的好音響。 

小時候 

東方之珠 

虹彩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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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在我心中每日前程照亮， 

金光耀我康莊燦爛前途綿長， 

攜著你手高歌香江曲， 

金嗓為你繪出美麗迷人肖像， 

一曲待我傾出快樂，人人圖強。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讓我小曲抒出快樂，豪情難忘。 

 

大埔長洲樹向上，落力建小區新氣象， 

旋律自由唱，願我新腔響又強， 

東方之珠光千丈，名字更亮更光， 

比昨天光采更漂亮， 

亮亮光光，光光亮， 

名字更亮更光，比昨天光采更漂亮。 

 

銅鑼灣世界與中區對望，人人眾口稱讚輝煌， 

紫荊花旁，獅山腳下，是世間美食堂， 

會展新建中心，海鷗展翅向上， 

帶你做世間新偶像，願這一天歡聚，香港千秋百歲， 

永不會將快樂忘。 

紅黃藍世界，紫青黑與雪白，叢叢獻彩色天堂， 

燈飾光茫繽紛兩岸，是我的驚世劇場， 

願那大嶼佛光，給蒼生永照亮，世世望見新希望， 

願這一曲歌罷，香港千秋百歲永久變歡欣快樂場。 

 

地鐵火車貫天堂，重有高速接海壤， 

大鐵管通過海床，東西中區可到彼岸， 

來往匆匆匆忙，香港地鐘意匆忙， 

萬裡飛，飛到通地球， 

熱愛香江兩邊岸，絕色好似佳人， 

天天相看不會失望， 

遊遍千山千岸，香港始終我天堂。 

 

面對後世萬重浪，定要俗世流芳， 

找到原則，找對方向， 

胸襟百千丈，眼光萬裡長， 

為我中國未來做好漢， 

邁向新世紀，發奮自強， 

做個模範港，萬世留香。 

 

一年過了又一年，啊，一生只為這一天， 

讓血脈再相連，千秋不變永遠不分離， 

留住我們的根。 

（重複演唱本曲首六句，結束） 

青春舞曲  

讀書郎  

達坂城的姑娘  

康定情歌（溜溜調） 

男兒當自強  

把根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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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我們聽到，在原本屬於西南、新疆民歌的框架中，香港流行歌

手用粵語讚歎海底隧道的高速、大廈的鱗次櫛比、大埔長洲的新面貌，歷數

一系列國際現代化都市符號時，一種後現代的「精神分裂」感受油然而生。

我們也很難想像，擅長情歌的香港歌手，居然以進行曲的語氣唱出「從明天

起，前途無量」、「找到原則，找對方向」——這種表達更接近文革時期的

樣板戲。在〈香江組曲〉中，達阪城與銅鑼灣的距離，不僅橫亙著「前現代」

與「現代」的鴻溝，更充斥著社會語境的千差萬別——香港以商貿自由，政

治淡漠51著稱，如何與新疆富饒物產和好客民風聯繫起來？ 

可以說，試圖在內地民歌和現代香港之間找融合點，於〈香港組曲〉而

言，這種拼貼效果過於「分裂」，與其認定是社會歷史造成的文化差異，不

如說是文化霸權試圖收編而引發的反諷之感。 

除此之外，〈交響曲一九九七——天、地、人〉的演出同樣受到了質疑

與批評。民族音樂學者韋慈鵬（Witzleben）提到的一個細節值得玩味：香

港為回歸慶典舉辦了創作比賽，而本地作曲家羅永暉為優勝者之一。遺憾的

是，他們的作品演出僅安排在 7 月 1 日的下午，未能表演給民眾和政要觀賞，

宣傳的重點聚焦在譚盾創作的大型交響樂上52。雖不能否認譚盾的世界聲譽

更勝一籌，但我們也不能忽略譚也是 1980 年代少數內地公派赴美留學的精

英之一，也就是說，演出人員遴選需要考慮「政治正確性」。但譚的拼貼式

創作遭到詬病主要出在樂器與選曲方面。香港音樂學者余少華在解讀作品時

指出，一方面，中西樂器合併配置時，據稱已有 2400年歷史的曾侯乙編鐘53

未能發揮其功用，成為擺設和宣傳賣點；另一方面是對粵曲典故，特別是

                                                
51 Wai-Chung Ho, “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a review of socio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 1980s,” Popular Music 

19-3 (2000): p.342. 需要補充的是，在翻閱相關的本地論述文獻時，認為「作為殖民地的香

港是極少數與國族話語無關，本地文化卻異常發達」的這一論斷相當普遍。見 Eric Kit-Wai 

Ma, “Re-Advertising Hong Kong: Nostalgia Industry and Popular History,” Positions 9-1 (2001): 

p.154. 
52  Lawrence Witzleben, “Music in the Hong Kong Handover Ceremonies: A Community Re-

Imagines Itself,” Ethnomusicology, 46-1 (Winter, 2002): p.127. 同樣，作者在文中也提到了梅艷

芳因支持八九學運而被中方封殺的事實。 
53 編鐘為複製品。1978 年由湖北曾侯乙墓出土，以青銅鑄成，音域寬廣，跨六個八度音程，

每個都能發出三度兩音，演奏時要六人以木槌及木棒敲擊發聲。摘自政府新聞處：《新聞

公報》，1997 年 7 月 1 日。下載自政府新聞處網站，2015 年 7 月 20 日。網址：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dib/c07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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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女花〉的誤用，由於個人作品的隨意借用，而產生了一定的「反慶典」

效果： 

此戲在香港流行是事實，但本港各專業劇團從不聞在農曆大年初一

演》〈帝女花〉，多安排在正月初七甚至初十五以後才演此劇。這種傳

統節目的避忌不盡是迷信，而是考慮到聽眾的感受，不製造無必要的不

快。97年 7月的回歸慶典是香港的大日子，無論對香港本土文化如何無

知，也不會把暗含「香港夭亡」兆頭的「香夭」加插在〈交響曲 1997：

天地人〉中，全劇動聽之曲不少，為何獨選「香夭」一段？54 

更令人費解者，莫過於一方面用極感性的筆觸去緬懷這些街頭表演，

另一方面把廟街曲檔的現場錄音放了在其作品中，並錄了 CD，卻未列

明演唱者或曲檔的名字，對街頭藝人殊不公平與不尊重……55 

電影主題曲《不要哭！南京》的歌詞亦一字不改地搬到《交響曲

1997：天地人》的「搖籃曲」中，其歌詞為：「不要哭啊！南京；不要

哭啊！寶寶……」與香港回歸何干？香港人哭從何來？這實在讓香港回

歸太沉重！56 

不僅如此，余少華還認為「由大提琴獨奏、編鐘、童聲合唱的交響組曲」

57（symphonic suite）的說法更為準確，而非交響樂（symphony）。簡言之，

在這場大型慶典活動中，無論是香港流行文化，還是傳統粵曲名段，都未能

得到準確的理解和恰當的運用，張學友演唱的序曲部分也顯得不倫不類，以

上的分析與批評無不說明了中港文化元素結合時的種種隔閡與差異，也暗示

了在更廣的社會與政治領域，兩者之間的協商與衝突、收編與抵抗等，極有

可能成為回歸之後的常態。 

三、劉德華與〈中國人〉形象建構 

正如上文簡要提及的，香港推行自由經濟政策（laissez-faire economic 

policy），尊重法治，流行文化非常發達，但鮮少涉及政治。1982 年 6 月，

日本文部省篡改中學教科書，否認侵華戰爭的做法引發相關亞洲國家的抗議，

一系列愛國歌曲應運而生：〈我是中國人〉、〈我的中國心〉及〈龍的傳

                                                
54 余少華：《〈交響曲 1997：天地人〉所帶出的中西音樂創作觀念衝突》，《中央音樂學

院學報》，1998 年第 1 期，頁 49。 
55 同上，頁 50。 
56 同上，頁 51。 
57 Yu Siu-Wah, “The Revitalization of Imperial Symbols in the 1997 Reunion of Hong Kong with 

China,” Hong Kong Cultural Studies Bulletin 8-9 (1998):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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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做個勇敢中國人〉在香港甚為流行58。隨著《中英聯合聲明》的頒

佈，香港第一次產生了中港關係的嚴肅思考及未來的焦慮，身份政治問題在

當時文化批評中也非常普遍。也就是說，談到香港真正產生對「中國」的興

趣時，這一節點常常伴隨著轉折性的歷史事件： 

的確，1989 年夏，北京爆發的「天安門事件」刺激了港人的「中

國」意識；（但）隨著主權移交日期的臨近，對中國文化，以及家國話

語的興趣也日益增加59。 

相應地，大量的政治歌曲應運而生，盧冠廷的〈為自由〉、夏韶聲

的〈媽媽我沒有做錯〉、達明一派的〈天問〉與〈十個救火的青年〉、

梅艷芳的〈四海一心〉、林敏聰的〈中國〉，等等。但大眾傳媒存在著

自我審查制度（self-censorship）60，導致這類歌曲的傳播無法得到保障。

也就是說，商業利益才是行業的至高準則。 

後來，電台忽然「低調」處理民運歌曲，D.J.不再直接主動議論北

京學運，民運歌曲驟然減少播放率，在金曲選舉又通通落選，而歌手藝

人亦不再強調社會使命、誇言關心社會。 

熱潮過後，萬有歸於平靜。人人轉口要堅守崗位，說得白一點，就

是「繼續搵錢」。61 

1990 年羅大佑在港創辦了「音樂工廠」，次年推出了專輯《皇后大道

東》，其中收錄的同名歌曲，被廣泛認為體現了香港人面對回歸的強烈焦慮

與窘迫。林夕筆下的香港，搖擺於「貴族朋友」和「偉大同志」的權力更替

之間，最終卻以輕鬆、歡快的曲調風格進行「自我開解」62。 

回到商業層面的討論。顯然，〈中國人〉傳遞的愛國情懷是為了積極回

應香港回歸。1997年 4月，藝能動音（Music Impact Entertainment Ltd.）63發

行了劉德華的翻唱國語專輯《愛如此神奇》，收錄的新歌有三首：〈愛如此

                                                
58 Wai-chung Ho, “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a review of socio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 1980s,” pp.344. 
59 Lawrence Witzleben, “Music in the Hong Kong Handover Ceremonies: A Community Re-

Imagines Itself,” p.129. 
60 Wai-chung Ho, “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a review of socio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 1980s,” Popular Music 

19-3 (2000): p.345. 
61 周華山：〈消費文化：影像·文學·音樂〉（香港：青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 年），

頁 163。 
62 洛楓：〈從皇后大道東到首都：流行音樂的後殖民論述〉，載《世紀末都市：香港的流

行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109。 
63 藝能動音是一家台灣和香港的唱片公司，1996 年被 BMG 收購。劉德華的唱片約時間跨

度為 1995 年-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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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為何帶他走〉、〈中國人〉。不僅如此，唱片公司還專門推出了

〈中國人〉單曲，附送伴唱版，CD 碟面設計為淡藍色的中國地形輪廓（包

括台灣在內）。詞曲仍由台灣的李安修與陳耀川包辦——劉的大熱金曲〈忘

情水〉、〈天意〉、〈真的愛著你〉、〈真永遠〉等也出自這二人之手；影

視劇方面，不少新作也將〈中國人〉定爲主題曲或片尾曲，如香港中國星投

資有限公司製作的《千秋英烈傳》（又名《路客與刀客》，1996 年），香

港亞洲電視重金實景拍攝的《歸航》（改編自梁鳳儀歸航系列小說）以及台

灣東森電視台播出的《烽火中國》。《千秋英烈傳》以虛構傳奇為單元，涵

蓋了春秋戰國至清末明初時期的英雄故事；《歸航》與香港回歸歷史背景最

為接近，播出時間段為 1997 年 7 月，可惜收視率僅有 5 點，完全不敵無線

電視翡翠台的復古喜劇製作《難兄難弟》——後者收視32-39點，約205-228

萬人觀看64，《歸航》最後只能草草結束。顯然，較之宏大敘事的香港百年

史，本地觀眾的情感更接近 1960-70 年代的粵語片時代。但不管怎樣，〈中

國人〉的優良製作和多媒介宣傳策略，部分暗示了香港文化工業，試圖以調

整身份認同來獲取商業利益的目的。 

〈中國人〉真正為更多人知曉的時刻，是在「龍的光輝——香港回歸大

匯演」的亮相。稍有不同的地方在於，因場面宏大，表演時間較長（7 分

鐘），劉德華的戶外演出疑為提前錄製。在收視 37點65的電視節目直播當中，

經中國鑼鼓、飛龍、燈光表演「加冕」的〈中國人〉被塑造為一次「視覺奇

觀」。可以說，正是因為對宏大敘事的恰當掌控，劉德華從香港「四大天王」

的地區性頭銜轉變為馮應謙所提出的「泛華人地區的著名偶像」。 

下面我們將展開對〈中國人〉電視首演的文本細讀。首先是六位主持人

的串詞： 

陳欣健：歡迎繼續收看我們龍的光輝——香港大匯演，更加精彩的

節目我們陸續奉上。 

鄭丹瑞：沒錯，接下來呢我們有劉德華，與內地的一班舞蹈員和鑼

                                                
64 丹斯：〈傳媒透視：七月份電視節目收視分析〉，香港電台，1997 年 8 月 6 日。下載自

香港電台網站，2015 年 7 月 20 日。網址：http://rthk.hk/mediadigest/md9708/Aug6.html。 
65 丹斯：〈傳媒透視：六月份電視節目收視分析〉，香港電台，1997 年 7 月 6 日。下載自

香港電台網站，2015 年 7 月 20 日。網址：http://rthk.hk/mediadigest/md9707/Jul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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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手合演一套，氣勢磅礴的鑼鼓演出，是吧？ 

陳百祥：沒錯，還有大，中，細咁犀利添。聲勢非常之浩大。 

汪明荃：除了打鼓之餘呢，劉德華還會很用心去演繹呢一首，（停

頓並強調）中國人。 

沈殿霞：據我所知呢，有一些飛龍第一次在香港出現，飛龍的出現

象徵著未來的日子裡，中國會帶領我們一飛沖天的！（同時搭配相應的

動作） 

鄭丹瑞：沒錯！ 

曾志偉：哇，犀利啦，那馬上為大家帶來劉德華 非常有意義的，

（停頓）鼓舞飛騰66，慶回歸！Yeah！67 

全體主持人隆重且細緻地介紹，主辦方對〈中國人〉的重視程度可見一

斑，同時也摻入了政治性語言，這在香港的娛樂文化中並不多見。與此同時，

我們也從介紹中感受到，雖然表演時間長達 7 分鐘，參與演出的民樂與舞蹈

團體僅僅由一個籠統的「中國」字眼來概括。民樂中的打擊樂68流派眾多，

譬如山西威風鑼鼓、陝西安塞腰鼓，前者的敲擊是垂直方向，而後者是左右

走向，旋轉動作也有不少，但演出團體名稱與特色均被省略了，現場與電視

前的觀眾，除了再一次感受「前現代」的視覺衝擊，並不能對中國，或確切

來說，對中原文化有更多的認知與瞭解。 

緊接著，電視畫面轉向劉德華的近景畫面，他身後是一面附有太極圖案

的大鼓。但這並不是韓國鼓，而更像是一面戰鼓。劉以莊嚴緩慢的動作擊鼓，

當速度越來越快之時，鑼鼓演員歡呼著奔向鋪設紅毯的表演場地。這一部分

大概由三類表演組成：跨鼓、腰鼓與花鼓。第一部分的跨鼓手人數約十位，

排成三角形，其後為鐃鈸樂隊，他們分別以重擊、輕擊，錯擊（又稱「切

擊」，演奏時兩鈸面斜向交錯抹擊，以減少中間泡型凸起部的捂音）、悶擊

（聲音不延展，兩面對擊時即刻捂合）的演奏技巧展現了豐富的層次與變化，

排列左右的是左手水準持著鑼的樂手，這一節以樂手抬起手臂的亮擊（演奏

時兩臂舒展，使鈸騰空展開）和炫技的砍擊（一面鈸或鐃拋向半空，落下是

再順勢相擊）結束。第二節是腰鼓表演，與第一部分突出喜慶與歡快的氣氛

稍有不同，腰鼓更注重陽剛、彪悍的男子氣概，短促的呐喊聲伴隨各種跳躍、

                                                
66 疑為司儀曾志偉介紹節目時出現口誤，稍後節目字幕顯示為：鼓舞飛揚慶回歸。 
67 劉德華：〈鼓舞飛揚慶回歸〉，《香港回歸大匯演》，1997 年 6 月 30 日。下載自

YouTube，2012 年 2 月 6 日。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IHTiho9as。 
68 香港台灣地區使用「敲擊樂」一詞，特此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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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空與旋轉的舞步動作。最後是個人花鼓表演，其形式可能源自山西翼城或

萬榮花鼓69。花鼓男樂手前胸、後背、跨部和頭頂一共帶有 7 個小鼓，動作

詼諧且讓人眼花繚亂，最後為齊奏，將氣氛推至高點。 

歌手劉德華身穿一襲白色長袍，與身後的充氣飛龍同時出場，接著是手

持綢帶的舞蹈演員擁入場地。歌曲伴奏與 CD 如出一轍，即前奏中的鼓點，

恰如其分地銜接著之前的鑼鼓表演。但音樂中同時突出了電吉他的失真演奏，

在「不論你來自何方，將去向何處」的最後一拍，延續至過渡句「一樣的

淚」，以增強樂句我們一起「開拓」的豪邁之感。代表高科技的五彩鐳射投

射在背景的建築外牆上，閃爍頻率與音樂律動幾近相同，空中騰飛著三條口

含紅珠的黃龍，跳躍的鐳射附在軀幹上如同閃電。整個畫面除了劉的白袍，

其餘均被地毯與服裝道具的紅色所覆蓋。 

飛龍作為中華文化的主要符號，在香港也並不陌生：港英時期使用的香

港旗幟，其中龍的圖案代表著當時的清政府；1985 年創辦的港龍航空的標

誌也是一條盤旋的紅龍；民間的舞獅舞龍，更是傳統慶典文化的保留節目之

一，不僅是香港，而是廣泛散佈在全球的華人地區；1980 年代初，香港著

名歌手關正傑便已翻唱〈龍的傳人〉，歌詞「古老的中國」更接近尋找「中

華民族」的根70，與現代國家概念關係不大。而 1997 年 6 月 30 日晚上的這

一歷史時刻，飛龍的符號意義，卻被悄然置換成現代國家論述——主持人沈

殿霞的臺詞已是非常明顯：（當代）中國（會）帶領我們（香港）一飛沖天。

也正是因為飛龍承載了許久的文化符號，如今附加的政治意味也未必引起港

人的質疑。當意識到這一點時，對飛龍漫遊在高科技燈光秀、維多利亞海港

上空時，我們幾乎可以再一次確認，中國對現代化、對融入全球化秩序的渴

求，一切尚未完成的宏圖大志，亟需對香港的收編以及這座國際都市的配合。 

除了飛龍之外，鑼鼓也是刻意被挪用的另一重要元素。同樣，鑼鼓常見

於民間各類慶典、祭祀活動，是包括粵曲在內經常使用的一種打擊樂器。但

                                                
69 衛豔蕾，李秋萍：〈晉南鼓舞典型舞籌的顯要動作部位及其動作比較分析——以翼城花

鼓與萬榮花鼓為例〉，《太原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5期，頁 131-134。 
70 馬世芳：〈從美麗島到龍的傳人〉，《大方》，201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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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現場演出的鑼鼓表演明顯歸屬中原文化——南方的鑼鼓表演中鮮少帶有

大幅度的舞蹈動作——如果對中國第五代導演熟悉的話，腰鼓表演的場景曾

出現在陳凱歌 1984 年執導的電影《黃土地》當中，只是片中頭巾與服裝全

變成了紅色。鑼鼓意味著狂歡，將人們從日常解放出來，但這嘉年華既有可

能是婚嫁習俗的狂歡，也有可能是戰爭、革命、國家慶典式的狂歡，畢竟，

與開場第一段類似的威風鑼鼓表演，其有名的曲牌如「單刀赴會」、「三英

戰呂布」、「小唐王亂點兵」71等，都源於描述戰場激烈廝殺的氣氛；也有

表演團隊參與 1990 年亞運會開幕式與建國四十週年慶典活動——簡言之，

鑼鼓表演同樣包含了強烈的意識形態屬性。只是在香港觀眾看來，中國鑼鼓

表演展現的面目，與長久以來對大陸（人）的印象相當接近：貧窮落後、土

氣、粗糙、不乏（階級）革命的熱情。這種觀念的形成，部分與香港身份建

構過程中必需假借的一個他者（大陸人）72有關。遺憾的是，對文化區隔的

過分關注忽略了其中的政治語言。也就是說，鑼鼓表演的政治性巧妙地讓位

給視覺奇觀，但它依然是存在的。 

但我們無法繞過一個關鍵的問題，那就是，為何劉德華的〈中國人〉獲

得了普遍性的認可？因為強大的偶像效應，或是鑼鼓表演與歌曲的流暢連接，

還是視覺奇觀帶來的震驚，讓觀眾無暇顧及政治層面的收編意圖？ 

我們不妨先由歌詞入手：  

中國人 

詞：李安修 曲：陳耀川 編曲：涂惠元/江港生 

五千年的風和雨啊 藏了多少夢 

黃色的臉黑色的眼 不變是笑容 

八千里山川河嶽  像是一首歌 

不論你來自何方  將去向何處 

一樣的淚  一樣的痛 

曾經的苦難  我們留在心中 

一樣的血  一樣的種 

未來還有夢  我們一起開拓 

手牽著手  不分你我  昂首向前走 

                                                
71 趙秀麗：〈威風鑼鼓及其民俗學考察〉（山西大學藝術學碩士論文，2011 年），頁 11。 
72 Gordon Mathews, Eric Kit-wai Ma, and Tai-lok Lui, 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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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世界知道我們都是中國人 

歌詞並不複雜，許多借代和比喻屬於該類型歌曲的「標配」：如五千年、

黃皮膚、種（根）、壯觀河山，苦難歷史、記憶等等，意味著詞人未有打算

超越愛國歌曲的常態書寫——但有趣的是過渡句，它將中國近代史所受到的

磨難，以及香港殖民史簡單化了，僅用「淚」、「痛」來借喻，更關鍵的地

方在於，整首歌並未提到「家」：不強求「一樣的家」——它暗合了「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的方針政策，與其認為〈中國人〉營造了一種家國情懷，

不如說是突出了對中港未來的志同道合，也就是經濟共同發展的良好願望。

簡言之，台灣音樂製作人李安修跳過了意識形態層面的焦點，以簡單的傳遞

出「同一」的目的，無疑，這種「大一統」觀念部分損害了台灣的文化認同

73。 

此外，人們對劉德華公眾形象的普遍受用，這一事實也有利於減少爭議。

劉的形象建構是多面向的，其中不乏矛盾與衝突，但不可否認的是，劉在影

視作品的形象始終與英雄、奇人有關，無論是黑社會華 Dee、華仔（《天若

有情》、《旺角卡門》），賽車手阿祖（《烈火戰車》），還是陳刀仔

（《賭俠》）、阿飛（《戰神傳說》），他扮演的角色多以魅力而非演技取

勝。由於首要的專業身份為演員，他的演唱生涯也要經過四、五年時間的磨

練，直至 1990 年代才逐漸嶄露頭角：1992 年獲得北京電視台最受歡迎歌星

獎，以及台灣《民生報》主辦的「台灣十大偶像選舉」第一名74。由於影、

視、歌均有所斬獲，劉德華成為了爲百事可樂代言的第一位亞洲巨星，自

1996 年起，他同時也為內地的洗髮水、摩托車、飲料、電子產品品牌拍攝

廣告75。按照他自己的話說，由於自己無法分辨哪些是真正（可以大紅）的

機會，只好全部攬下76。史文鴻曾這樣總結劉廣受追捧的緣由： 

                                                
73 Lee Tain-Dow and Huang Yingfen, “We are Chinese’—Music and Identity in ‘Cultural China’,” 

in Stephanie H, Donald, Michael Keane and Yin Hong eds., Media in China: Consumption, Content 

and Crisis (Surrey: Curzon, 2002), pp.115. 
74 Suling：〈90’s 港星潮 民生報十大偶像系列〉，下載自 blogspot，2015 年 8 月 5 日。網

址：http://suling213.blogspot.hk/2008/03/90s_13.html。 
75 Anthony Fung, “Marketing popular culture in China: Andy Lau as a pan-Chinese icon,” in Chin-

chuan Lee ed.,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257. 
76 萬佳歡：〈港星劉德華：撞上大時代〉，《中國新聞週刊》，2015 年 13 期，頁 19。 

http://suling213.blogspot.hk/2008/03/90s_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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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華的形象，也正好是隔鄰的男孩，個子不高，五官端正並不突

出，皮膚不像小白臉般白，也並不光滑至像郭富城一樣可帶脂粉味，他

的聲音不像郭富城般尖，也沒有張國榮般渾厚的男子氣概。相反，在激

情與渾圓之間，他薄弱的聲線倒有一點稚氣和純真，使人一聽來就有一

種自然的感覺，像你、我、他一樣，自然而然地開腔唱歌，就是這樣的

了，雖然表露不出甚麼天分，也可幸聲音並不走音變質。 

簡單地說，劉德華是「平庸」的典範，和他在一起，沒有人覺得受

到他的威脅。不過，平庸是先天的，令他出類拔萃的，是他後天的努力，

永不言敗言休。……而為「影而優則唱」的巨星如葉玉卿及劉德華等，

要度身訂造歌曲了，《愛的空間》中的 13 首歌，音域窄、音量強弱差

距微，是典型的處理，一個不留神，太多的伴奏還會把歌手淹死（即配

樂蓋過歌手的聲音）。77 

先且放下評語中的不少偏見，我們可以簡單認定其中含義：正因為「勞

模」78劉德華所謂的「平庸」與「勤奮」，一切努力皆可得的論調，與香港

各類媒介中反覆灌輸的去情境化的個人主義（Decontextualized Individualism）

79成功高度重疊，人們將自身的渴望投射在劉的身上，而他不斷灌錄唱片、

大量拍攝電影，並開辦製作公司的歷程，又反過來印證勤奮可以改變平庸的

邏輯。需要提醒的是，個人的成功話語大多經過商業操作的精心包裝，也就

是說，它以幻象的形式置換了更為普遍的社會不公、階層板結甚至犯罪問題，

等等。 

彼時已進入市場化軌道的中國內地，對現代化的渴望與香港推崇的個人

主義，肯努力就能成功的世俗哲學如出一轍，後者正是經濟建設的學習參照

對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偶像人物劉德華得到的廣泛評價，與未來「中國

人」的面貌是相稱的，不僅如此，他「平庸」的特質既讓大家忽略了專業度

的討論空間，同時也消解了「中國」的威權統治印象。簡言之，在香港回歸

的時刻，劉德華表演的〈中國人〉，一方面反映了中港在商業層面的合謀，

另一方面卻抹去了「同一」話語下的其他可能。 

 

                                                
77 史文鴻：〈劉德華的大眾文化形象〉，《社會文化批判》（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1993 年），頁 125-126。 
78 對劉德華冠以「勞動模範」之稱，本身已經將他在華人世界的廣泛認識與內地社會主義

話語體系連接起來。 
79 Eric Kit-Wai Ma, “Re-Advertising Hong Kong: Nostalgia Industry and Popular History,” pp.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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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市場經濟時期的符號消費 

一、紅與黃交錯的時代 

在 1992 年舉行的中共十四大會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式被列

為目標模式。伴隨著對現代化路線繼續深入的急切需求，經濟活動自由度繼

續擴張的同時也引發了政治話語體系的重寫焦慮。如何延續和定義社會主義

在這一時期的道德承諾，如何談論和引導日益分裂、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

又如何張弛有度地調控與市場活動、地方自主權之間的關係等等，並沒有樣

本可供參照。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簡要地提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道德原則：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

最終達到共同富裕。」80這其中涉及到計劃與市場經濟、集體與個人主義、

沿海與內陸的發展模式等諸多難題，但「能夠促進現代化和發展生產力的就

是對的」81，此外，政策傾斜帶來的地區差距和貧富懸殊問題，則試圖通過

國家財政的二次分配與社會保障制度予以解決。 

新一輪的改革既不是 1970 年代「聯產承包」的自然延續，更徹底與

1980 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政治文化運動毫無關聯，改革的目標是「要

創造一個以效率為基本準則的新的經濟秩序」82，也就是說，這是一個相對

明確和單一的目標，效率和利潤先行，與意識形態相關的各領域也不例外。

何舟在一篇針對《深圳特區報》的個案研究中指出，自媒體行業實施市場化

之後，包括《人民日報》、新華社在內的新聞單位需要自負盈虧，這一改革

導致黨媒地位下跌，說教型新聞乏人問津，而都市類報紙出現「井噴」。

《深圳特區報》隸屬中共深圳市委，但只有第一、二版面屬於「計劃經濟」，

其餘全是「市場經濟」（共 22 頁版面，週末另加 4 頁特刊），以廣告盈利

                                                
80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1.18-2.21）〉，《鄧小平

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73。 
81 梁文韜：〈鄧小平理論與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發展的前景〉，載陳祖為、梁文韜編：《政

治理論在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45。 
82 王曉明：〈九十年代與「新意識形態」〉，《天涯》，2000 年第 6 期，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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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收入九成以上）和吸引讀者為主要任務83。何舟將這種調整命名為「黨/

國輿論公司」（Party-state Publicity Incs.），具體表現為「社會主義的面貌，

資本主義的身體」84。換言之，市場經濟與政治話語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

扭曲或斷層，但商業導向原則在實踐過程中更為重要。 

實際上，1990 年代浮現的新問題遠比想像中複雜，沒有任何現成的理

論能夠完全解釋：新富階層與赤貧現象同樣突出，人文社會科學被邊緣化，

取代「文化熱」的是消費革命（consumer revolution），但消費的形式與內

容也是千差萬別的，北京 15-25 歲的年輕人喜歡的音樂類型是流行和搖滾85，

而邊遠地區音像店售賣的還是 1980年代港劇的盜版碟。卡拉OK相當盛行，

不僅家用VCD播放機銷量驚人（年營業收入達兩億元）86，大大小小的門店

（部分夜總會）也是人們釋放壓力、聯絡感情、洽談生意，甚至「提供性服

務的場所」87。可以說，相當一部分消費行為與享樂主義（Hedonism）密切

相關。 

稍顯不同的是，1990 年代的消費狂熱現象不完全照搬西方現代化進程，

也就是說，不儘然是「普遍的或腐蝕性的」88，它既是對毛主義烏托邦

（maoist utopia）式革命傳統的否定89，也可以被詮釋為毛時代對犧牲、奉獻

等禁欲精神的延遲性滿足90。換句話說，消費與享樂行為，只要不脫離國家

意識形態的宏大敘事範疇，都是值得鼓勵的。唐小兵說道： 

                                                
83 Zhou 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s in a Tug-of –War: A Political-Economy Analysis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in Chin-Chuan Lee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28. 
84 Ibid. 
85 De Kloet Jeroen, “Popular Music and Youth in Urban China: The Dakou Generation,” China 

Quarterly 183 (2005): p.614. 
86 王思琦：〈回眸—新時期中國城市流行音樂的發展與變遷〉，《音樂生活》，2006 年第

10 期，頁 32。 
87  Anthony Fung, “Consuming Karaoke in China: Modernities and Cultural Contradiction,”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42-2 (2009-10):pp.41. 
88 Arif Dirlik, “Looking Backward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 Thoughts on History in Third 
World Cultural Criticism,” in Xiaobing Tang and Stephen Snyder eds., In Pursuit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n Cultur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6), pp.183-215. 
89 Xiaobing Tang, “New Urban Culture and the Anxiety of Everyday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Xiaobing Tang and Stephen Snyder eds., In Pursuit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n Culture, pp.111. 
90 Ci Jiwei, 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3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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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後毛時代，享樂主義可以更加堂而皇之地成為主流意識形

態所許可甚至鼓勵的一部分，或者說，所表達的快感可以更直接地聯繫

到肉體欲望的滿足上，而不一定必須通過精神的中介。在視像文化方面，

後毛時代的大眾影像以商業廣告替代毛時代政治宣傳成為主導。商業廣

告往往把身體愉悅作為首要的中心的關注，超我的指令並沒有質的改變，

只不過快感的所指從一種有關思想淨化和社會革命的宏大話語轉換到了

另一種有關財富和享受的宏大話語，也可以說，享樂成為這個宏大話語

的要素之一。91 

有趣的是，1990 年代伊始，第一位充當懷舊想像和消費熱潮的對象的

正是毛澤東這一符號。雖然 1993 年年底才是毛的百年誕辰，但 1992 年未到

即掀起了令人矚目的「毛熱」，與之相關的出版物數量驚人：《走下神壇的

毛澤東》、《毛澤東傳》、《我眼中的毛澤東》、《生活中的毛澤東》、

《1946-1976 毛澤東生活實錄》、《毛澤東的兒女們》、《毛澤東逸事》、

《走近毛澤東》等，均「首版數萬，數十萬冊不等」92；影視作品《大決

戰》、《毛澤東和他的兒子》、《開天闢地》、《咱們的領袖毛澤東》、

《毛澤東的故事》、《重慶談判》等93，音樂方面，特別是 1991 年 12 月，

上海中唱公司推出以電聲樂器編配、眾多流行歌手演唱的《紅太陽——毛澤

東頌歌新節奏聯唱》盒帶，一年的銷量達 580 萬盒94，音像店的熱銷門類中，

毛與崔健、麥當娜排成一列 95，法國鋼琴家理查 ·克萊德曼（Richard 

Claydermann）1992 年春在首都體育館亮相，他入鄉隨俗地彈奏了〈太陽最

紅，毛主席最親〉，全場觀眾「幾乎用有節奏的掌聲從始至終伴隨著他的演

奏」。96 

飲食從業人員也加入了懷舊的大軍，在 1993 年的北京，除了大名鼎鼎

的韶山毛家飯店97，還有「黑土地」、「老三屆」，這些餐館的裝潢與佈置

                                                
91 唐小兵：〈中國前衛藝術中的紅色記憶幽靈〉，《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三十一期

（2007 年），頁 158。 
92 戴錦華：〈救贖與消費——九十年代文化描述之二〉，《鐘山》，總第 95 期，頁 196。 
93 于殿武、王汝梅：〈「毛澤東熱」的背後〉，《青年研究》，1993 年第 5 期，頁 15。 
94 武文溥：〈紅太陽熱銷 稿酬寄給「毛主席」〉，《北方音樂》，2008 年第 11 期，頁 32。 
95 Gregory Lee, “The ‘East is red’ goes pop: commodification, hybridity and nationalism in Chinese 

popular song and its televisual performance,” Popular Music 14-1(1995): p.99. 
96 譚明：〈刪繁就簡 自成華章——理查·克萊德曼「東方情調」音樂會側記〉，《音樂世

界》，1992 年 06 期，頁 45。 
97 毛家飯店最早 1987 年開業，1993 年 12 月 5 日在京接手原本經營不善的華泰飯莊，將韶

山菜帶到北京。詳見江建高：〈湯瑞仁母子的「合影」傳奇〉，《南風窗》，1994 年 08 期，

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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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出上個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農村的粗糙簡陋，牆上貼著毛語錄和毛的大

幅畫像，菜品正常，但週末常常爆滿，有趣的是飯店經理年僅 26 歲，文革

的故事只是聽大人們談論過98。作為「大救星」，毛的畫像銷量也較 1991年

翻了六番99。關於「毛澤東熱」的社會語境與集體消費，戴錦華是這樣進行

總結的： 

那便是在一個漸趨多元的、中心離散的時代，人們對權威、信念的

不無深情的追憶；以及在實用主義、商業大潮和消費主義即將全線獲勝

之前，對一個理想主義時代的不無戲謔、亦不無傷感的回首；一個「需

要英雄」的時代，來自民間的、對英雄與神話的呼喚；一個正在喪失神

聖與禁忌的民族，對最後一個神聖與禁忌象徵的依戀之情。……「毛澤

東熱」在民間的興起，意味著人們對社會「安全」感與信託感的渴求對

一個並不富足但是（至少在理論上與想像中）沒有饑餓與未知威脅的時

代的記憶。100 

但顯然，承托這集體記憶的載體是政策支持的市場行為，當人們未能熟

練掌握市場遊戲與政治禁忌之間的關係時，挪用毛澤東這一符號的確是一種

安全的選擇。另一套與毛相關的大眾文化與消費話語，卻是以消解、祛魅姿

態出現的，這就是中國搖滾樂。在諸多西方學者的觀察中，中國搖滾樂與官

方意識形態的對立特點最為突出——誠然，崔健改編的〈南泥灣〉曾讓某官

員勃然大怒101，他在天安門廣場為學生演唱〈一無所有〉的經歷，也賦予了

這首歌更多政治含義——但是，當論及中國搖滾樂的早期發展時，我們不僅

需要關注其與意識形態的天生關聯，同時也不能忽視其生長和流行的特殊空

間與群體。與 1990 年前後搖滾樂表演集中在大型體育場館及校園及外國人

開辦的餐廳不同的是，1990 年代中期的北京已經步入都市消費的時尚之中，

更多的酒吧、餐館、夜總會為年輕、高收入、品味洋化的新富階層提供了好

去處。譬如在三里屯，西式餐飲店一間連著一間開張，店主大多有留洋經歷，

對藝術、烹飪觸覺敏銳。因此，在這一類餐飲店常設有現場音樂演出，捧場

客多數為中國人、外國商務人士以及外交人員。參演的音樂人及樂隊有時還

                                                
98 Philip Shenon, “Chinese Sup on the Sweet and Sour Days of Mao,” New York Times, 25 July 

1994, A16. 
99 田科武：〈’92 青年熱點透視〉，《青年研究》，1993 年第 2 期，頁 12。 
100 戴錦華：〈救贖與消費——九十年代文化描述之二〉，頁 195。 
101 戴錦華編：《書寫文化英雄：世紀之交的文化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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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參與各種商業活動，如國際自行車大賽、啤酒節等，酬勞約一千元不等102；

搖滾音樂人也絕非出身普通家庭，他們所具備的綜合音樂素養常常得益於原

生家庭，他們的父母大多從事與音樂有關的專業工作，資源優勢相對明顯。

樂評人顏峻對早期中國搖滾的總結是這樣的： 

自從 1984 年國際俱樂部開始為「大陸」樂隊舉辦 party以來，各大

賓館的 party 成為了中國搖滾最早的溫床，其中尤以馬克西姆、外交人

員大酒店、國際飯店、國際俱樂部等地為知名。到 80 年代末期，觀眾

和主辦人漸漸以中國人為主時，卻又變成了藝術、文化圈裏一種最新的

時尚，對有的人來說，去看搖滾樂 party，和參加貼面舞會是同等刺激

的圈中樂事。這種邊緣化是非常奇怪的，它沒有讓搖滾樂真正從社會低

層產生對抗，反而在社會的高處建立了貴族化的風景。在大眾那裏，搖

滾樂是沒有身體的精神，幾乎沒有任何商業社會應有的基礎；在圈子裏，

搖滾樂是遠離主流的另一個中心、邊緣的中心，幾乎沒有任何群眾娛樂、

群眾文化的跡象。103 

也就是說，早期的中國搖滾帶有都市屬性，是一小部分精英群體的音樂

語言，即便它與官方宣傳口徑有所出入，也自覺地在美學實踐上與國內通俗

歌曲、港台流行歌曲進行區隔，但這也僅能說明中國搖滾叛逆姿態的形而上。

需要提醒的是，中國搖滾同樣需要面對市場和聽眾的考驗。1991 年簽約台

灣魔岩的唐朝樂隊，次年推出的專輯《唐朝》熔合了古詩詞與繁雜器樂，令

歌迷耳目一新。但「唐朝」試圖重新詮釋盛唐的舉措面臨很大的困境：內地

音樂市場被港台所壟斷，中國搖滾樂由港台進行包裝和宣傳，演出市場則在

國外，但音樂人卻期待「洋為中用」以此獲得更多國內認可，音樂創作、製

作和銷售層面均出現了錯位，可以說，精英式的中國搖滾在意識形態和市場

接受兩方面可謂困難重重。 

二、歷史時刻與文化民族主義話語的崛起 

除了沸沸揚揚的「下海潮」、「炒股熱」等商業洗禮，國家並未放鬆對

意識形態層面的延伸及掌控，隨著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社會主義中國如何

                                                
102 Robert Efird, “Rock in a Hard Place: Music and the Market in Nineties Beijing,” in Nancy N. 

Chen ed., China Urban: Ethn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Durha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72-76. 
103 顏峻：〈鐵血或盜汗——追憶十年搖滾〉，載《地地下：新音樂潛行記》（北京：文化

藝術出版社，2002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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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社會中立足，同樣面臨著巨大的考驗。有鑒於此，鄧小平在 1990 年

代初提出了 24 字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

於守拙、決不當頭」，基本奠定了以防禦為主的外交策略；對內，則推行

《愛國主義實施綱要》（1994 年 8 月 23 日），這一政策與青少年學校教育

有關，也為了應對民族國家主義（ethnic nationalism）的挑戰，亦即分裂分

子活動104，可以說愛國教育實質上是一種非常務實的、以國家為主導的民族

主義政策： 

7.要進行中國民族悠久歷史的教育。……要通過中國歷史特別是近

代史、現代史的教育，……瞭解中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和壓迫，反抗腐

朽統治……的光輝業績。 

…… 

15.愛國主義教育是全民教育，重點是廣大青少年。學校、部隊、

鄉村、街道、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尤其共青團、少先隊等組織，都要把

培養廣大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感情……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 

16.學校是對青少年進行教育的重要場所，要把愛國主義教育貫穿

到幼兒園直至大學的教學、育人全過程中去，特別要發揮好課堂教學主

管道的作用。105 

有趣的是，國家外交政策中的「韜光養晦」，與國內宣傳的愛國教育，

在某些特定歷史節點中不乏矛盾或衝突，但同時，這些矛盾衝突又為市場行

為將愛國主義商品化提供了一定的尋租空間。以「釣魚島事件」為例，1996

年 9 月，日本單方面決定，直接購買釣魚島及其附屬的南北小島以及設置燈

塔，也就是說破壞了 1978 年鄧小平與福田赳夫達成的擱置爭議的協議，這

一舉動在國內輿論引起波瀾。顯然，官方在外交層面的交涉遠遠不能解決愛

國主義者的不滿之情106。因而，同年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

的政治與情感抉擇》引發了說「不」的出版風潮：《中國何以說不——猛醒

的睡獅》、《中國為什麼說不——冷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誤區》、《海峽季

風——多棱鏡下的兩岸關係透視》、《遏制中國——神話與現實》、《出賣

                                                
104 Zhao Suisheng,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9-36. 
105 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關於印發《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的通知〉，選自中共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下

載自人民網，2015 年 7 月 13 日。網址：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85/4494186.html。 
106 高洪：〈無視歷史事實 必有現實後果〉，《人民日報海外版》，2012 年 9 月 11 日，第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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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平等條約簽訂秘史》，這類政治知識普及讀物大多內容東拼西湊，

用詞粗糙，行文論述建立我們/他們之間敵對的關係之上，以此煽動讀者對

家國話語的關心。「說不」系列書籍的銷量相當驚人：一個月銷出 25 萬冊，

續篇在北京以外的地區印了 40 萬冊（不計盜版）107，非官方的出版背景部

分意味著民間購買書號的「二管道」方式贏得了市場肯定，也就是說，相對

「反思自我角色，批評西方讓人感到更愜意」108，民粹式的民族主義表述通

過了官方默許甚至合謀109，當「紅太陽」減退，搖滾樂被迫潛入地下邊緣，

曾經數次修復政權合法性的官方意識形態需要更多的、新生的家國情感商品

來維繫110。 

體育事業積極發展的同時也強化了民族主義的傳播，與之有關的流行歌

曲自然得到政府的大力推介。〈亞洲雄風〉為 1990 年北京亞運會的宣傳歌

曲之一；〈擁抱明天〉是 1991 年世界女子足球首屆世界盃開幕式主題曲；

雖然北京曾在 1993 年申辦 2000 年夏季奧運會時惜敗給悉尼，但時隔 5 年之

後，北京再次提出申辦 2008 年奧運會，申奧歌曲〈超越夢想〉也於此時出

爐；〈紅旗飄飄〉原本為 1996 年播出的電視劇《警苑神掌》的主題曲，曲

作者李傑包攬了演唱部分，但廣泛流行起來的是歌手孫楠，以及中國羽毛球

總教練李永波的演唱版本。體育類歌曲通常旋律簡單，副歌易於跟唱，所採

用的流行唱腔在拉近體育盛會與觀眾距離的同時，又保持了相當的宏大敘事

的腔調。〈擁抱明天〉的詞作者陳小奇認為，這類歌曲的演唱以穩重為主，

不宜與觀眾互動如揮手、呼喊「一起唱」等過於頻繁111。〈紅旗飄飄〉的歌

詞寫道：「（指五星紅旗）你比生命更重要」，凸顯出世界競技類運動中大

寫的國家利益，與官方宣傳的運動健兒「更高、更快、更強」的要求如出一

                                                
107 黃煜、李金銓：〈九十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媒介建構〉，載李金銓：《超越西方霸權：

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11。 
108 Gries Hays Peter,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31. 
109 出版界相關人士談及此書的暢銷經歷均點到為止。「二管道」的運作簡單來說，由書商

購買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的書號，負責一些被正式出版社退稿的寫手之作。詳見劉佳：

〈20 世紀 90 年代暢銷書研究〉（南京大學碩士論文，2005 年），頁 19。 
110 Andrew F. Jones, “The Politics of  Popular Music in Post-Tiananmen China,” in Jeffrey N. 

Wasserstrom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Popular Pre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4), pp.161. 
111 個人訪談，201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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轍。當這首歌由獲獎運動員、教練員來演唱時，國家形象與個人成功帶來的

強勁衝擊，無疑給觀眾營造出一種強烈的共鳴感。 

文化商品的傳播離不開電視節目的宣傳，正如以上諸多流行歌曲均出現

在各類大型電視晚會當中。可以說，1990 年代的文化民族主義的具象化，

與電視媒介，尤其是官方主流電視媒介密不可分。下一小節本文將重點分析

中央電視台播出的春節聯歡晚會節目，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中論述家國，以及

香港明星如劉德華，在這場視聽盛宴中如何進行協商與挑戰，以達成政治話

語與香港身份的雙重任務。 

 

第三節  央視春晚及〈大中國〉的香港聲音 

一、主流電視媒介的重新定位 

1990 年代初期，中國電視行業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技術上，「亞洲

一號」衛星的升空，使中央電視台第四頻道（CCTV-4）成為中國第一個國

際衛星電視頻道（1992 年），覆蓋全球 80 多個國家和地區；有線電視的城

市覆蓋率在 1995 年底也達到了 50%，共 2 億多城市人口。管理上，中央電

視台成立了經營開發部，其中，《東方時空》、《夕陽紅》專欄試行承包制；

成立僅兩年的上海東方電視台即創收 2億元（1994年）；廣東有線電視台則

採用自負盈虧的企業管理制；電視廣告收入增速（全國）尤為驚人。此外，

現場直播技術在 1997 年也得到了普及，如《跨入’97》，全國人大、政協會

議召開，香港回歸，以及長江三峽大江截流直播報道等，涵蓋時事政治、科

技與經濟等領域112。可以說，市場經濟政策啟動並加快了電視產業的商業運

行，有效縮短了與地區和全球發達地區的差距。 

在製作內容方面，1980 年代中後期具有改革色彩的新啟蒙電視語言113，

                                                
112 朱羽君、殷樂：《生活的重構——新時期電視紀實語言》（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1998 年），頁 119。 
113 在相關文獻中被廣泛討論的樣本為 1988 年播出的 6 集電視紀錄片《河殤》，以文化精

英語言表達了對「黃河文明」的不滿及對西方現代性的嚮往與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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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了平民及娛樂的商業化浪潮。電視劇主要以親情倫理、主旋律、古裝歷

史等題材為主114，同時，綜藝類節目也經歷了曲藝晚會（《綜藝大觀》）、

遊戲娛樂（《快樂大本營》）、競猜博彩（《幸運 52》）115等不同主題的

切換。此外，新聞報道發揮出輿論監督的作用，如《東方時空》、《焦點訪

談》，帶動了一批省市級地方電視台或平面媒體的競相模仿。如果說市場化

進程使文化精英讓位與普羅大眾，思想交鋒置換為日常絮語，批判陣地逐漸

為消費浪潮所湮沒，那麼「適度」的新聞批評與遮蔽，可說是在整體上消解

了對社會全面思考的可能性： 

這些節目通過敘事的進展，選擇性地揭露某些官員腐敗的案例，批

評一些折磨無權個體的經濟和社會不公，揭示改革進程中的各種社會問

題和道德困境，既提供了一個表達公眾關切的急需講壇，又有助於重建

黨和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向改革後的中國在社會中遭受不公的民眾提

供了一種國家批准的宣洩管道。116 

電視內容一方面為觀眾營造出娛樂消遣的虛擬時空，提供了大量消費途

徑，另一方面以改寫、挪用等手段模糊社會深層癥結，將責任歸咎於「有關

部門」的瀆職或不作為，但性別、階級（層）、地區發展失衡等議題卻被有

意或無意地抹去，更遑論自由討論的空間。1990 年代的中國電視加快了現

代化進程，隨之而來的是內容的豐富性、混雜性和矛盾性。這在一定程度上

既迎合了觀眾的需求，也鞏固了國家和政府形象的正當合法性。正如學者趙

斌所說，1990 年代的中國電視難以歸類，大致由強硬或溫和的宣傳，純娛

樂氾濫的節目混合而成。其中，或公開、或隱晦的思想導向充滿了矛盾與衝

突117。 

                                                
114 第一部影響深遠的家庭倫理劇為 1990 年播出的《渴望》，它「有效地模仿了亞洲和拉

丁美洲室內劇的故事模式和製作手段，成為中國第一部包含了意識形態的調和性，將大眾

娛樂而不是政治宣傳作為明確目標的電視劇。」引自趙月枝，郭鎮之：〈第 11 章 中國電

視：歷史、政治經濟與話語〉，載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北京：

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87。 

主旋律包括紅色軍旅、英雄模範等，歷史劇中最顯著的是古裝題材和名著改編等，「用愛

國主義的歷史虛構故事來加強國家主義的現實意識」。詳見尹鴻：〈中國電視劇文化 50

年〉，《電視研究》，總第 227 期（2008 年），頁 9-12。 
115 詳見蕭盈盈：〈中國綜藝節目的類型演變及其文化語境〉，《現代傳播》，總第 145 期

（2007 年），頁 84-87。 
116 趙月枝，郭鎮之：〈第 11 章 中國電視：歷史、政治經濟與話語〉，頁 187。 
117 Zhao Bin, “Mouthpiece or Money-spinner? The Double Life of Chinese Television in the 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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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央電視台（以下簡稱「央視」）爲例，儘管其從 1992 年的 4 個頻

道發展至 1999 年的 8 個頻道，並且出現了「金曲榜」（國內最早的電視

MTV 日播節目）等娛樂節目。但央視的主要功能定位依然側重在「黨和人

民的喉舌」層面，為重要的宣傳媒介。於是，電視技術的革新也可以被視為

「創造有效政治思想工作的必要」118。不僅如此，在究竟是「黨還是人民的

喉舌」問題上，有學者指出，這種從上而下的宣傳模式，党的導向依然重於

後者。「一份基於 1999 年 10 月和 2000 年 10 月，各為期一周的央視新聞欄

目調研樣本提供了有力的證明」119： 

兩個樣本中的時政新聞共有 129 條，佔新聞總數的 41.6%；總時

長210分38秒，佔新聞總長度的52.3%，即每天平均播出15分2.7秒，

超過節目一般的時間（1725.3 秒）；平均時長為 1 分 38 秒。時政新聞

無論是播出條數還是播出時間，都超過新聞聯播三分之一的比例，這

是相當可觀的。120 

也就是說，1990 年代的市場經濟改革確實駛入了快車道，但經歷了

「六四事件」的政府摒棄了政治改革方案，「威權統治」以更靈活的方式保

持了延續性，並隨時依據黨的決議來處理地區與全球間事務。 

那麼，這樣一個「黨和人民的喉舌」的角色，如何在大眾文化中巧妙灌

輸並傳播其威權主張？尤其在後冷戰時期，大眾媒介應如何配合國家政策，

收編和統一地區對話，在世界範圍內建立新的國家形象？接下來，本小節將

以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為例，借助對其概況的介紹和特定文本的理解，提出

1990 年代的春晚，試圖不斷營造和強化一種混雜的家國時空。憑藉技術革

新和對歷史的重寫，北京（時間）成為了唯一的中心，「血脈——民族」關

係奠定了全球華人身份認同的基礎。在這張過分擴散的大一統網絡中，香港

回歸，以及身處其中的偶像人物，顯然擔當了重要的中介角色。 

                                                
1990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 (1999): p.293. 
118 Stephanie Hemelryk Donald and Michael Keane, “Media in China: New Convergences, New 

Approaches,” in Stephanie Hemelryk Donald, Michael Keane and Yin Hong eds., Media in China: 

Consumption, Content and Crisi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2), pp.13.  
119 Junhao Hong, Yanmei Lv,William Zou, op.cit., pp.49. 
120 周小普，徐福健：〈《新聞聯播》樣本分析及研究〉，《現代傳播》，2002 年第 3 期，

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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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的家國論述 

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以下簡稱「春晚」）的首場電視直播始於 1983 年

121的農曆除夕，總時長約 5小時，節目形式主要分為歌舞（20多首歌曲，佔

70-80 分鐘）、小品及相聲（11-12 個，佔 120分鐘以上）122、曲藝等四大類

別。舞台場地約 600 平方米，以茶座式為主，便於演員直接由觀眾席走上舞

台（已拆除）。1987 年則在 1000 平方米的長方形演播館；1998 年春晚第一

次使用 1 號演播廳——半球鋼架形狀，共 1600 平方米，可容納 1000 名觀眾

123。1980 年代的春晚「聯歡」氛圍更濃，雖然踏入市場經濟時代，聯歡逐

漸演變為觀看和評論演出，但我們不應忽略，藉由電視擬造的這個同一時空，

春晚將宣傳「與傳統的年俗進行了嫁接」，使之成為合理進入「中國人世俗

生活」的「新民俗」124。 

首先，「新民俗」春晚仍然接受諸多行政主管部門的層層審查，既包括

導演、主持人、主要演員等關鍵人物的敲定，更涵蓋了節目次序、風格、語

言表達等具體事務應如何拿捏。在長達 5 個月的籌備期中，下轄央視的廣電

總局，以及「工、青、婦、民委、文化等系統的負責人」125，構成了春晚的

主要評判團。陳璐在其博士論文中對此進行了詳盡的田野調查，我們不妨來

瞭解一下晚會導演和主持人產生的方式： 

1993 年，春晚首次執行導演招標制，這成為晚會發展歷程中的一

個節點。……競標者現場陳述標書後，現場的央視編委會 21 位編委投

票，繼而由央視分黨組確認，報送廣電總局批准。……直到 1998 年後，

最終的中標結果才通過媒體向外公佈。……然而，評判的標準及過程一

直是秘而不宣的。因此，許多參加過競標的導演對此事頗有微詞。 

…… 

進入 1990 年代，和晚會籌備過程中的所有人選一樣，主持人的職

                                                
121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說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的起始時間為 1979 年，由鄧在軍和楊潔執導，

名為「迎新春文藝晚會」。筆者注。 
122 陳璐：〈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的意義爭奪與共用——一種歷史過程的考察〉（武漢

大學傳播學博士論文，2012 年），頁 35。 
123 梁慧敏：〈央視春晚 30 年舞台美術設計的嬗迭〉，慧聰音響燈光網，2012 年 6 月 25

日。下載自慧聰音響燈光網，2013 年 1 月 25 日。網址：

http://info.audio.hc360.com/2012/06/250847372889.shtml。 
124 呂新雨：〈解讀二 OO 二年「春節聯歡晚會」〉，《讀書》，2003 年第 1 期，頁 90。 
125 易之：〈此中甘苦誰心知——春節聯歡晚會幕後種種〉，《電視研究》，1992 年第 2期，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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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必須經過上級主管部門（廣電部）的任用，而不能由央視決定，更不

能由春晚節目組自行決定。（趙忠祥多年後曾感慨）春晚主持人的產生

既不是自由競爭的結果，也不受春晚節目的委派，而必須經過更多高級

別的領導層層審批簽字，才能被確定下來。……也就是說，主持人是最

晚進入晚會節目組的人。126 

同樣地，演員們提交的作品也逃不過反覆的審查過濾。譬如內地著名的

小品演員趙本山，曾 21 次以小品登上春晚舞台，他所扮演來自遼寧鐵嶺的

東北農民，在 1990 年《相親》——講述黃昏戀的故事——首演審查的經歷，

反映擅長模仿殘障人士、不務正業者的趙本山亟需重塑東北農民形象。學者

劉岩對趙之角色轉變總結道： 

……所謂「重塑」和「提高」不僅是要糾正 趙本山表演中「過分

誇張的形體動作」，以期塑造一個「樸實、健康」的農民形象，……有

兩處修改最為顯著，首先是劇名被從多少有些曖昧色彩的「老有少心」

更換為正經得多的「相親」，另一個重大的改動是小品的結尾，舊版的

《老少有心》近乎葷段子的結尾在《相親》中被全然刪除了，作為替代

的是一句面向全體觀眾的召喚：「結婚前都上東北吃喜糖去啊！」就這

樣，經過一番「提高」與淨化，一個東北劇場中的「小丑」、農村「二

混子」最終被改寫為符合經典意識形態規約的「健康」農民和全國觀眾

注視下的東北代言人。127 

也就是說，小品主題、表達方式的改寫隱藏了農民的真實語言，尤其是

遮蔽了東北重工業城市計劃經濟破產的現狀。對此，內地學者如戴錦華128等

有不少洞見，在此不再贅述。簡言之，宣傳的主管部門握有絕對的晚會定奪

權，以此確保主創人員的「前瞻性、思想取向、審美導向」的正確性129。 

其次，在春晚的介入下，原本屬於族群、家庭的歡慶節日被附加了更多

含義。可預見的是，這些意義具有明確的導向性。我們不妨先歸納歷年來晚

會的主題： 

1983年：歡樂，向上； 

                                                
126 陳璐：〈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的意義爭奪與共用——一種歷史過程的考察〉頁 31。 
127 劉岩：〈「都市外鄉人」與「老工業基地」——作為「現代化」意識形態的大眾文化東

北表述〉,《棗莊學院學報》，2008 年第 3 期，頁 2。 
128 詳見戴錦華對電影《鋼的琴》、紀錄片《鐵西區》的解讀。 
129 三丫：〈創作無定時 獨到見真功——訪‘97 春節聯歡晚會總導演袁德旺〉，《電視研

究》，1997 年第 1 期，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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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內地港台一家親； 

1985年：團結、奮進、活潑、歡快； 

1986年：團結、奮進、歡快、多彩； 

1987年：團結、向上、喜慶、紅火； 

1988年：團結、奮進、歡快； 

1989年：團結、歡樂、向上； 

1990年：團結、和諧、歡快； 

1991年：團結、歡快、多彩； 

1992年：團結、歡樂、祥和； 

1993年：歡樂、祥和、自豪、向上； 

1994年：團聚、自尊、奮進、祈盼； 

1995年：親情、友情、鄉情； 

1996年：歡樂、祥和、凝聚、振奮、輝煌； 

1997年：團結、自豪、奮進； 

1998年：中華民族春節大團圓，萬眾一心奔向新世紀； 

1999年：歡歌笑語大團圓； 

2000年：滿懷豪情跨世紀，龍騰報春慶振興。130 

很顯然，出現頻率最高的「團結」一詞，幾乎固定成為春晚創作的指導

方針，周金華是這樣理解「團結」的： 

團結，便是向心力、凝聚力，是萬民通信、眾志成城。奮進、便是

鼓舞、向上、開拓、進取，是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在黨中央領導下共同

親近。一個前進的時代，總有一個向上的精神；一個發展的社會，總有

積極的主流。131 

「團結」還有另一層指涉意義。晚會中眾多民族符號，如我們所熟悉的

藏族（哈達），新疆（哈密瓜），傣族（孔雀），蒙古族（草原），諸如此

類，這些符號經年累月地使用，致使民族歌舞成為了晚會的固定節目。但問

題是，當「大中華」概念在晚會中逐漸成形時，團結的對象不僅是 56 個民

族，還有廣大的華人群體。實現這一層面「團結」願景的大前提與直播技術

密不可分，即第三點，技術的革新，讓「團結」成為全球化的趨勢： 

1994年，北美、澳洲地區實況轉播； 

1996 年，打破茶樓式格局，除了在中央電視台 1000 平方米演播室

設立主會場之外，還分別在上海和西安設立分會場； 

1997年，全球衛星轉播； 

                                                
130 周憲，劉康主編：〈第三章  家國的鏡像——解讀《春節聯歡晚會》〉，載《中國當代

傳媒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頁 115-116. 
131 周金華：〈春節聯歡晚會的價值取向〉，《電視研究》，1997 年第 2 期，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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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英語、西班牙語等四國語言轉播； 

2006 年，設立網絡電視以及中央台不同語種的國際頻道進行全球

直播。132 

正如上文所言，討論電視播出技術的革新不僅在「新」，更需要關注新

技術投入社會使用的方式。傳媒文化研究學者孫皖寧教授認為，在中國社會

轉變過程中，「春晚（中運用的電視直播技術等）印證了政府推動思想工作

的能力，也在過去二十年時間裏展示了對外輸送愛國主義的雄心。」133譬如，

1990 年代的不少重大事件，如 1993 年北京申奧惜敗，1994 年三峽工程正式

開工，1997 年香港回歸、1998 年特大洪水，1999 年澳門回歸等，這些歷史

時刻呈現在晚會當中，無一不牽動著億萬觀眾的心，導演郎昆134認為「時代」

是春晚的八個走向之一： 

《春節聯歡晚會》自 1983 年以來，歷時 12 年無一例外地都映襯出

強烈的時代特徵。……1992 年《春節聯歡晚會》的高潮就是由大型戲

劇小品《拜年》來完成的。1993 年全國人民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翹首盼

望的奧運會申辦失利了，然而這次申辦失利後全民的反映，充分顯示了

整個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的空前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家比以往更渴望改

革開放，更渴望進步發達。中國要富強只有靠中國人自己。正基於此，

1994 年……充滿了濃濃的愛國主義激情，整台晚會沒有出現「愛國主

義」的字眼，但是卻讓愛國主義的偉大情感融會到了愛國家、愛故土、

愛親人之中；這種愛融會到中華民族一脈相承的血緣和親情之中；融會

到歡歡樂樂的笑聲之中。135 

需要提醒的是，「血緣」、「親情」的渲染不是自發的，是強大的

愛國主義話語包裝並置換了節日儀式，讓「家-國-黨」意識有意地進行

「合謀」： 

央視春晚相當出色地詮釋了一場美好的聯姻：古老中國的典範和現

代西方技術，借助家庭歡聚時刻轉變為崇高的國家團聚。儒家的大一統

理想的氛圍與象徵在除夕之夜得到實現。136 

以上歸納的三個要點，一方面強調了舞台、電視直播技術革新的客觀需

要，另一方面則凸顯了國家意識形態在大眾媒介層面的支配性話語。可以說，

                                                
132 潘知常：〈第四章 隱蔽的市場與曖昧的抵抗〉，載《新意識形態與中國傳媒》（香港：

銀河出版社，2010 年），頁 146。 
133  Wanning Sun, “Dancing with Chains: Significant Moments on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0-2 (2007): p.191-192. 
134 郎昆曾任 1991、1994、2005、2006、2009 年五屆央視春晚的總導演一職。筆者注。 
135 郎昆:〈淺談春節聯歡會的走向〉，《電視研究》，1995 年第 1 期，頁 29-30。 
136 Zhao Bin, “Popular Family Television and Party Ideology: The Spring Festival Eve Happy 

Gathering,”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0-1 (1998):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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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這一綜合策略引發了相當廣泛的影響（且不說地方台必須同時轉播

晚會實況137）：晚會的收視率138高居不下（見下圖）139，人們爭相討論和批

評140，在春晚亮相的演員也贏得了相當的文化和社會資本。 

表 2.2 1994-2003年春節聯歡晚會的兩種收視率（%）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家庭到達率 缺 缺 82.4 90.67 94.2 缺 78.9 缺 95.1 96 

個人到達率 67 53.6 41.2 45.3 61.82 57.8 45.78 45.09 40.44 缺 

 

（說明：1994、1995、2001 年春晚的家庭到達率和 2003 年的個人到達率沒

有獲取數據） 

 

簡言之，我們可以將春晚的主旨理解為中共的思想、民族主義和市場經

濟三者的互動表徵：中共的思想依然是唯一的中心，市場經濟表明線性發展

觀，也就是現代化的最佳途徑，民族主義情緒保證黨推行的政策和技術具備

一定的合法性。而這一願望的高潮點便是「家國-北京時間」的呼召。 

讓我們回到 1997 年，由於香港即將於 7 月 1 日回歸中國，國內大小媒

體均沉浸在建構與言說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潮流中。《人民日報》開闢了名

為「百歲老人話滄桑」，中央電視台的特別節目「中英談判歷史見證人」和

系列紀錄片「香港百年」72小時不間斷直播盛況，以及國內派出「共 600人」

的新聞和記者人員，要求報道杜絕「西方記者的隨意性」，確保「事實準

確」，符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穩定繁榮」的基本方針141。

不難想像，當年有關香港的專題新聞、採訪記事的熱度，但微妙的是，由於

新聞主管部門同時要求「統一口徑」，我們所知的香港回歸似乎只存在著一

種敘事原型。傳媒學者潘忠黨認為這一敘事原型主要圍繞著「愛國救亡」展

                                                
137 Ibid. 
138 收視率統計始於 1994 年。筆者注。 
139 王列軍：〈關係視角下的權力實踐：21年春節聯歡晚會的社會學解析〉（北京大學社會

學系碩士畢業論文，未公開發表），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15 年 3 月

2 日。網址：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2835。 
140 「1990年代中期後出現質疑，新世紀以來，危機四伏。」，師力斌，劉岩等：〈「春晚」

30 年：我們的記憶與反思〉，《文藝理論與批評》，2012 年第 2 期，頁 32。 
141 佚名（本刊評論員）：〈奪回香港回歸報道的全面勝利〉，《中國記者》，1997 年第 6

期，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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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1. 落後-挨打-丟失香港-民族恥辱；2. 民族復興的雄心-尋求真理-中

國共產黨-國家的獨立自主-改革-國力強大-民族振興-香港回歸。歷史在

這裡絕不是隨意排序的事件系列，而是一組組因果關係的鏈條。在這一

歷史腳本中，中國共產黨是拯救民族的英雄，西方列強是欺負中華民族

的反派，而 1949 年以前的中國統治者，尤其是直接負責的清朝統治者，

扮演的是令中華民族蒙羞的角色。這一切使得這一歷史腳本帶上了「愛

國救亡」以及民族一體等於政治統一這樣的邏輯。142 

在瞭解與回歸有關的新聞語境之後，我們再來觀看 1997 年春晚與此相

關的編排設計。開唱歌舞〈大團圓〉，這首歡快的歌曲以嗩呐、鑼鼓及民族

樂器帶出祈盼統一的熱望：「天涯與海角在此團圓，中華兒女團團圓圓。」

一曲終了，舞蹈演員推出了代表「北京時間 1997」的金色錶盤，錶盤正中

描繪出國家地圖的輪廓。這個重要的象徵物在零點時刻將再度出現。 

當主持人說完簡短卻激昂的開篇詞之後，著名男歌手劉歡與蔣中一再次

帶來一首抒情流行風格的〈手挽手 心連心〉143，歌曲使用了「心」、「熱

血」、「火」、「母親」等字眼，表達了熱切的期盼。整台晚會的高潮在零

點來臨之前，與香港回歸相關的各類表演一個接一個：相聲〈京九演義〉、

彭羚的國語情歌〈天使〉、專題報道〈三趟快車奔香江〉、群星演唱〈西元

一九九七〉144、直至開唱歌舞的倒計時錶盤再度出現，主持人趙忠祥與倪萍，

則開啟了他們字正腔圓、激情且煽情的詩朗誦145——〈北京時間〉： 

倪：此時此刻，北京時間伴隨著我們的生命律動，12 億中國人的

脈搏和北京時間山鳴谷應。 

趙：此刻，改革開放的中國正迎接八面來風，北京時間秒針易懂，

就是大河上下鼓角聯營。 

倪：啊，中國，北京時間！北京時間，中國。左手一條高速路，右

                                                
142 潘忠黨：〈歷史敘事及其建構中的秩序——以我國傳媒報道香港回歸為例〉，載陶東風、

金元浦等主編：《文化研究 第 1 輯》（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年），頁 223。 
143 〈手挽手  心連心〉，作：肖白，作詞：靳樹增。 
144 作詞：靳樹增，作曲：肖白，演唱：孫國慶、朱明瑛、韓磊、田震、孫楠、彭羚、王霞、

左純、馮桂榮，伴唱：銀河少年電視藝術團。 
145 詩朗誦似乎已經成為冷門的藝術形式，也有可能春晚的舞台需要「狂歡」的氣質，朗誦

本身所獨有的節奏似乎並不符合春晚的要求，僅 1983 年（〈每逢佳節倍思親〉，台灣林麗

芳）、1997 年和 2000 年（〈等待鐘聲〉，濮存昕、張懿婧）的春晚中出現了詩朗誦。筆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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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一條航太城。 

趙：喝令長江改道，走東海，召喚大漠天涯刮綠風。 

…… 

趙：1997，香港歸航的汽笛將正點鳴響，中國，將用北京時間的 6

個月去跨越一百年的時空。 

…… 

齊：讓我們以北京時間的速度和名義向世界宣佈：中國將提前向未

來世界發出邀請。146 

這首詩朗誦讓我們感受到前所未有對實現現代化和「大一統」的信心，

春晚佔用了屬於家庭的除夕時刻，讓家人團圓的主題，置換成了與香港同胞

及全球華人共用團圓的美好想像。再一次地，詩歌中確認北京的中心位置，

並且以社會主義式的吟誦掩蓋了其他另類的聲音，讓「家建構為這一話語系

統的主要象徵」，所有的中國人看到作為「集體的自我」，作為「偉大的中

國人」，「重新聯繫與家人（華人）的盟約」147。呂新雨曾在 2002、2006

年撰寫的兩篇有關春晚的論文中，質疑這一「共同時刻」的真實性，如觀眾

在電視中看到的各地華人拜年的場景可能是早已提前錄製好的畫面等，她認

為「北京時間」已經成為晚會的一種結構性要素： 

因此「北京時間」實質上體現了國家的領土主權意識，是以時間概

念體現的空間。在全球化的今天，它開始追求對海外華人的招募，並著

力建構新的「視聽領土」。148 

在 1997 年的這片「視聽領土」當中，被「招募」的香港明星為流行女

歌手彭羚，她以輕柔、自然的嗓音演唱了〈天使〉149——一首表達常伴愛人

左右的情歌，但串聯在晚會節目編排中，歌詞所表達的「到世界的另一邊，

能常告訴你，I’m always by your side」，也可以詮釋為陰性的「香港」形象

被完全他者化。彭羚的演唱風格，非常有趣地與之前洪亮的北方相聲，和緊

                                                
146 配樂詩朗誦〈北京時間〉作者為韓靜霆。韓畢業於中國音樂學院，擅長小說創作，由他

填詞的〈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國〉在國內是一首耳熟能詳的歌曲。筆者注。 
147 Zhongdang Pan, “Enacting the Family-Nation on a Global Stage: An Analysis of CCTV’S 

Spring Festival Gala,” in Michael Curtin and Hemant Shah eds., Reorienting Global Communication: 

Indian and Chinese Media Beyond Border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0), 

pp.252. 
148 呂新雨：〈儀式、電視與意識形態——再讀 2006 年「春節聯歡晚會」〉，《讀書》，

2006 年第 9 期，頁 122。 
149 〈天使〉，作詞、作曲：楊孝芬。收錄於 1996 年 3 月由科藝百代推出的國語大碟《囚

鳥》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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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其後的西北風、美聲花腔混雜的合唱形成鮮明對照：一方面，從美學意義

上來看，港台流行音樂已經形成了一種都市化語言的默契，另一方面，從文

化表徵的角度卻暗示了層級式的等級關係——高、強、響、硬的北方、內地

聲音與輕柔、女性化的香港傾訴——香港（明星、歌曲）作為欲望投射的客

體，其發言的權利明顯由「北京時間」所掌控。吊詭的是，也正因為這過於

鮮明的差異風格，為觀眾帶來了一種短暫的疏離與質疑：正確的「主旋律」

是否只有高亢、激情、積極的表達？港台情歌是否如內地樂評人所言，不乏

「文化殖民」的風險150？在春晚的舞台上，香港回歸的圖景是否只存在著一

種家國統一的可能與想像？ 

三、中港「頌歌」的歌詞與演唱差異 

頌歌，尤其是愛國歌曲，在中共的宣傳活動中常常佔據著重要戰略位置，

這意味著，歌曲的政治宣傳用途，要高於歌曲本身的美學意義，毛澤東在延

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點名這支「文化軍隊」必須為「無產階級和人民大

眾服務」。洪長泰（Chang-tai Hung）在談到抗日與解放戰爭的十餘年間，

共產黨在重建政治與歌曲（大部分為民歌小調）關係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於

兩點：「一是抗日音樂如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二是歌頌中共及其領袖

的歌曲如〈東方紅〉」，這兩類創作在「塑造民眾的思想和情感」以及「決

定歷史發展因素」151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以〈東方紅〉為例： 

人們一般認為，這首歌取自陝北民歌，誕生在黃土高原的山坳裡。

經考證，這首經過多人改編的歌曲，其來龍去脈簡單說來是這樣的：原

曲並非陝北民歌，而是一首名叫《芝麻油》的晉西北民歌，原詞為：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見想死個人，哼兒咳喲，

哎呀，我的三哥哥」，是一首典型的情歌小調。抗戰時期，這首晉西北

民歌先由安波等人重新填詞，演變成了一首反映抗日內容的民歌《騎白

馬》：「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了八路軍的糧，有心回家看姑娘，

呼兒黑喲，打日本就顧不上」。隨後，一個小學語文教師李綿綺，再次

填詞將其改成《移民歌》，由移民模範李有源唱了出來，李有源是這首

                                                
150 內地著名樂評人金兆鈞先生曾撰文表達了對港台、歐美音樂在內地流行所引起的「全面

文化殖民」的擔憂。這一現象在八九十年代的內地音樂界非常普遍。金兆鈞：〈1994——

中國流行音樂的局勢和憂患〉，《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4 年第 4 期，頁 82。 
151 Chang-tai Hung, “The Politics of Songs: Myths and Symbol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War 

Music, 1937-1949,” Modern Asian Studies, 30-4 (Oct., 1996): p.901-929. 譯文選自洪長泰：《新

文化史與中國政治》（台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頁 21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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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的重要傳唱人。152 

我們很難想像，這首早期為情歌的小調，由魯迅藝術院的音樂家劉熾

（1921-1998）與王大化等人的重新填詞，由群眾路線的成功實踐，逐漸演

變為 1992 年初「紅太陽」的懷舊商業熱潮，一方面，〈東方紅〉塑造了一

個大公無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領袖形象，這一形象深深地烙刻在民眾

的認知與記憶中；另一方面，由於執政黨銳意推行的市場經濟政策，頌歌經

過包裝也能作為商品流通。這類轉變證明了頌歌的用途與黨、社會緊密相關。 

不僅如此，如何演唱「頌歌」，充分發揮歌曲的感染力，這一層面同樣

經歷若干階段的演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演唱者如郭蘭英、王玉珍、李連

華等，已經著手將西洋唱法（意大利歌劇唱腔）與民族戲劇唱腔結合。雖然

她們仍較多使用真聲，聽起來更為直白響亮，但也能感受到她們利用了「頭

腔共鳴」等「科學方法」；文革期間八大樣板戲則以「高、大、快、硬」的

剛強風格貫穿人們的神經，包括加入生腔的旦角唱腔，如〈智取威虎山〉中

常寶一句「只盼深山出太陽」，「高調反二黃」結合「西皮娃娃調」153，使

唱腔更為激越，突出對敵人的痛恨和渴盼救世主兩種情感（指代毛）的強烈

反差。 

1980 年代通俗歌曲的大受歡迎，演唱風格也變得愈加輕柔。彼時，李

谷一因〈鄉戀〉（電視風光片《三峽傳說》的插曲）廣受抨擊，認為她的氣

聲唱法照搬了「狹隘」且依賴「麥克風」的港台流行曲路子154；與此同時，

新一批接受民族聲樂訓練方法（金鐵霖教授）的歌者逐漸嶄露頭角，彭麗媛、

董文華、張也、宋祖英等人演唱的歌曲，成為新的表演政治。 

作為內地第一位民族聲樂碩士，彭麗媛並未沿襲最早成名〈在希望的田

野上〉和〈包楞調〉的輕快曲風，而是憑藉中慢板民歌（如〈珠穆朗瑪〉）、

歌劇曲目（如〈霸王別姬〉、〈木蘭詩篇〉）奠定了大氣磅礴、雄壯剛健的

                                                
152 高虹：〈東方紅：從民歌小曲到紅歌聖曲〉，《重慶日報》，2009年 8月 12日，第 003

版。 
153 劉雲燕：〈現代京劇「樣板戲」中旦角唱腔的音樂創新〉，《中央音樂學院學報》，

2006 年第 2 期，頁 90。 
154 嚴偉：〈聽李穀一唱《鄉戀》有感〉，《人民音樂》，1980 年第 3 期，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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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風格。彭在 1996 年的春晚上獨唱曲目與即將來臨的香港有關，歌名為

〈我屬於中國〉155： 

      （主歌）  你說你理解我的冷漠 

                長長的離散我才學會沉默 

你說你懂得我的珍貴 

                百年的滄桑才有我那頑強的體魄 

      （過渡句）你說我漂泊是你屈辱的記憶 

                你說你思念是你品嘗的苦果 

      （副歌）  你用千秋不老的歷史告訴我 

                你用每天升起的旗幟告訴我 

                我屬於你呀 我的中國 

這是一首小行板（andantino, ♩= 72）抒情民歌，開頭八小節為男女齊聲

合唱，便於營造出莊嚴的宏大敘事之感，過渡句中第二個「你」字佔用了一

小節，以此隱喻了中港兩地之間的千言萬語，在保留了大氣的演唱格局中，

也融入了淒美婉轉的思念之情。 

另一位歌手董文華，她的代表作〈春天的故事〉，是一首頌揚鄧小平的

敘事性讚歌。與毛時期顯著不同的地方在於，這首歌用親切、柔和的歌唱方

式淡化了偉人的崇高色彩，而僅僅稱鄧為「一位老人」。類似地，改革開放

和市場經濟政策的轉變，在歌曲中也只是淡淡地「畫了一個圈」、「寫下詩

篇」，反襯出副歌部分「展開了一幅百年新畫卷」的深遠影響。也就是說，

1990 年代著名的頌歌，在情感抒發層面更接近流行歌曲，不再如以往一般，

片面地追求「典型人物」和「理想效果」。另一位民歌手宋祖英更擅長快板

的小調歌曲，由於出身苗族且資歷尚淺，她早年的〈小背簍〉、〈兵哥哥〉、

〈長大後我就成了你〉、〈辣妹子〉等歌曲，仍然是以讚美平凡人物為主；

之後 1998 年春晚一首〈好日子〉，及隨後的〈越來越好〉、〈風景這邊獨

好〉等，開啟了內地官方文化著意於紅（喜慶）、好（頌揚）、輕（商業）

的演唱政治。 

潘知常認為這種變化有別於以往直接的「音樂教化」宣傳模式，執政黨

                                                
155 〈我屬於中國〉，作詞：田地，閆肅，作曲：王佑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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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接納政治與音樂意義並存的策略： 

宋祖英的歌聲確實讓人依戀，讓人著迷，她演唱的風格更是神采飛

揚，能帶動所有聽者跟著她一樣一顰一笑，跟著她一起心曠神怡，對於

中國人的耳朵來說，不啻是一次聽覺的革命與感性的愉悅……作為「新

民歌」的領軍人物宋祖英，是時代的召喚，是國家的需要，再一次體現

了權力對於聲音、對於話語的制控。156 

也就是說，頌歌中民歌以及 2000 年左右推出的「新民歌」，幾乎都不

同程度地偏向靈巧與輕快的演唱風格，並重視視覺效果的呈現，令「好日子」

式的家國話語更容易被接納和傳唱。自央視春晚開辦以來近二十年的時間裏，

「家國」為題或歡慶佳節的歌曲數量居多。耿文婷在其博士論文中將之分成

了三類： 

春節聯歡晚會上的歌曲若按照題材劃分主要包括這樣三個方面：其

一是主流歌曲（或稱主旋律歌曲），包括〈我的中國心〉（1984 年）、

〈我屬於中國〉（1996 年）等，主流歌曲產生的時間較靠前；其二是

人倫情感歌曲，包括〈常回家看看〉（1999 年）、〈左鄰右舍〉

（2002 年）等，其產生的時間較靠後；還有一種就是專門為春節節日

打造的迎春賀歲歌曲，包括〈春的祝賀〉（1993 年）、〈聽春風〉

（1994 年）……。三類歌曲並非截然分開，而是互有交叉，基本上都

是從正面的視角謳歌時代、抒發內心情懷的。157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分類法很容易讓我們忽略一些關鍵問題，如港台明

星的國族身份如何建構，這種論述的方式與國內明星有何不同，等等。事實

上，春晚的家國時間從未缺少過來自香港的參與者。台灣學者張裕亮認為春

晚的造星魔力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港台明星參與： 

港台流行歌曲在春晚的亮相，宣告了流行音樂正式為中國官方所

接受，表明長期以來作為黨和政府喉舌的電視台，宣傳功能開始向商

業化的大眾媒介功能轉變，同時造就了無數的流行歌曲與流行歌星。
158 

                                                
156 潘知常：《新意識形態與中國傳媒》，頁 116-117。 
157 耿文婷：《中國的狂歡節——春節聯歡晚會審美文化透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3 年），頁 117。 
158 張裕亮：〈流變中的大陸流行音樂黨國意識〉，《中國大陸研究》，第 53 卷第 3 期

（2010 年 9 月），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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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香港歌手的想法同樣經歷了一番冒險159，但黃一鶴導演堅定地認為

港台歌曲應該從「地下」走到臺上。1984 年春晚，一展歌喉的香港歌手張

明敏160，旋即以〈我的中國心〉161俘獲了國內電視機前的無數觀眾。而張與

奚秀蘭入選當年春晚的緣由，在香港學者馮應謙看來，是因為這兩位一點都

「不典型」（non-typical）的香港歌星演唱的是國語民歌（而非商業流行歌

曲），服飾充滿了中式韻味162，也就是說，出於政治因素的考量，1980 年

代亮相晚會的香港歌曲地域特色並不突出，突出的依然是「愛國情懷」，與

風靡民間的港式情歌並無關聯。1990 年代則明顯不同，情歌比重增加，如

梁雁翎〈像霧像雨又像風〉，劉德華〈忘情水〉，內地音樂人創作的〈我的

愛對你說〉163，諸如此類，都是典型的流行情歌。直至 1990 年中後期，港

澳相繼回歸，各種愛國抒情歌曲又再次地作為「媒介事件」（media events）

捲入大眾化民族建構的機制當中164。 

表 2.3 參與央視春晚錄製的香港明星及表演節目（1992-2000） 

年份 表演者 節目名稱 

1992 劉德華 〈心中常駐芳華〉（與毛阿敏、張雨生合唱） 

1993 梁雁翎 

郭富城 

羅文 

 

王傑 

〈像霧像雨又像風〉 

〈把所有的愛都給你〉（與馬萃如合唱） 

〈全心演好每一個自己〉（與蘇芮合唱，衛星傳

送節目） 

〈回家〉 

                                                
159 由於晚會採用電視直播方式，也就意味著港台藝人「說出一句、半句不符合我們宣傳口

徑和習慣的話，那都會給中央電視台，給廣電總局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參見 
160 時為香港民歌手的張明敏幾乎沒有知名度，導演袁德旺為尋找合適的香港演藝人員到深

圳考察時，偶然聽到〈我的中國心〉，認為非常適合與〈中英聯合聲明〉的時代背景非常

貼切，於是張明敏的央視一行，打開了他在國內的認知度。詳見 Mandy：〈專訪張明敏：

我的中國心改變了我的人生〉，網易娛樂專稿，2009 年 9 月 4 日。下載自網易網站，2015

年 3 月 6 日。網址：http://ent.163.com/09/0904/13/5ICCKPC100033JIM.html。 
161 〈我的中國心〉，作曲：王福林，作詞：黃霑，收錄於 1982 年發行的同名專輯當中。

這首歌詞原本是黃霑先生為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否認侵華歷史而作，當年在港銷量低迷。

詳見 Lauren Gorfinkel, “Ideology and the Perfromance of Chineseness: Hong Kong Singers on the 

CCTV Stage,” Perfect Beat 12-2 (2011): p.108-109. 
162 Anthony Y. H. Fung, “The Emerging (national) Popular Music Culture in China,”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8-3 (2007): p.430. 事實上，1984 年春晚舞台上張明敏所穿的是淺灰色西裝，

外加同色系領帶與圍巾，並沒有穿中式服裝如中山裝、長袍等，或許是為了呼應歌詞「洋

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筆者補充。 
163 收錄於葉倩文 1994 年發行的《女人的弱點》粵語專輯當中。作詞：陳潔明，作曲：李

海鷹，編曲：陳明道。 
164 Wanning Sun, “Dancing with Chains: Significant Moments on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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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無 無 

1995 劉德華 〈忘情水〉 

1996 葉倩文 〈我的愛對你說〉 

1997 彭羚 

馬嘉仕 

〈天使〉 

〈魔術表演〉（與姚金芬合作） 

1998 王菲 

周海媚 

劉德華 

〈相約一九九八〉（與那英合唱） 

〈流行風〉組合——〈萬水千山總是情〉 

〈大中國〉（與毛寧、張信哲合唱） 

1999 梅艷芳 

溫兆倫 

〈床前明月光〉 

〈激情飛越〉（與蘇芮、黃偉麟、韋唯等合唱） 

2000 溫兆倫 

梁詠琪 

謝霆鋒 

〈大年三十〉（與眾星合唱） 

〈澳門，我帶你回家〉（與黃偉麟、蔡國慶等合

唱） 

〈今生共相伴〉 

 

雖然上表對 1990 年代春晚的香港節目進行了歸納，但在這裡並非意味

著重申「喉舌」對香港身份的國族再造，關鍵在於，這也是大部分研究資料

中未曾涉及的，中港歌手（明星）有關同一個國族身份論述的差異問題。以

廣為傳唱的〈大中國〉為例，這首由歌手高楓原創，在〈東方時空〉「95

新歌」欄目播放時紅遍內地。這首愛國歌曲帶有明確「去崇高」的特徵：節

奏輕快，音調偏高，歌詞口語化，尤其是在切分節奏中，創意性地運用助詞

「兒」、「呀」和指示代詞「那個」等等，為歌曲增添了不少靈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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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當 1998 年春晚再度由兩岸三地的歌手聯袂演唱時，這首歌淡化

政治意識的特質變得尤為明顯，並且突出了「香港-劉德華」的重要地位，

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合唱的兩位男歌手毛寧、張信哲，他們的演唱風格以柔

情見長，鮮少有陽剛低沉的歌曲，他們的外形與演唱也相當匹配（陰柔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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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二是在出場順序中，第一段的主歌、副歌由毛和張完成，出場也是由

兩側的移動舞台走向中心，而劉德華則身穿褚紅色西裝，直接從舞台正中的

後方走進畫面，同期還錄入觀眾的掌聲。這樣的編排不僅肯定了劉在華人世

界的影響力，同時也再一次彰顯了香港回歸的重要歷史意義。總導演孟欣也

表明了為了邀請劉德華參與春晚，以及認同三人合唱的方式反覆做了大量的

工作，以「通俗」的「藝術感染力」強調香港回歸的「意義、內涵」165。 

類似的編排也出現在 1992 年錄製的〈心中長駐芳華〉166歌曲當中。劉

德華與另一位台灣歌手張雨生均未出現在晚會現場，而是以提前完成的錄音

室視頻版本，與現場毛阿敏的表演合制而成。與〈大中國〉一樣，〈心中長

駐芳華〉的詞曲由內地音樂工作者完成，但不同的是，喬羽和谷建芬是兩位

德高望重的藝術家，那英、毛阿敏、劉歡等歌手都出自谷建芬麾下，喬羽則

是〈我的祖國〉、〈難忘今宵〉等著名歌曲的詞作者。有此二人坐鎮，〈心

中長駐芳華〉這首歌曲自然地位不俗，而歌名中「芳華」一詞，寓意著花之

芳香和美好年華，也就是說，這首歌寄託了五湖四海，家庭團聚的祝願，但

國家的形象在歌詞中並未出現，僅僅是以三地歌手的身份來影射家與國象徵

的重疊。〈心中長駐芳華〉歌詞如下： 

心中常駐芳華 

（毛）也許隔著海角隔著天涯 

也許行色匆匆你剛剛趕回自己的家 

兒女燈前，父母膝下 

情誼殷殷，笑語喧嘩 

今夕何夕親人如此盼望團聚 

今夕何夕人們如此眷戀溫馨的家 

可能是那一陣陣笑聲溶解了一年的積悶 

可能是那一串串鞭炮送走了一年的疲乏 

（劉）也許隔著海角隔著天涯 

也許行色匆匆你剛剛趕回自己的家 

兒女燈前，父母膝下 

情誼殷殷笑語喧嘩 

（張）今夕何夕親人如此盼望團聚 

今夕何夕人們如此眷戀溫馨的家 

可能是那一陣陣笑聲溶解了一年的積悶 

                                                
165 焦東雨：〈孟欣：難忘 1998〉，《中國週刊》，2013 年 02 期，頁 48。 
166 〈心中常駐芳華〉，作詞：喬羽，作曲：谷建芬。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27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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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那一串串鞭炮送走了一年的疲乏 

（毛）祝福你爸爸，祝福你媽媽 

祝福你我的左鄰我的右舍 

（劉）祝福你爸爸，祝福你媽媽 

（張）祝福你我的朋友我的冤家 

（合）願你心大志大，家大業大 

願你種豆得豆，種瓜得瓜 

願你總與幸福同在 

願你心中永駐芳華 

願你心大志大，家大業大 

願你種豆得豆，種瓜得瓜 

願你總與幸福同在 

願你心中永駐芳華 

願你心大志大，家大業大 

願你種豆得豆，種瓜得瓜 

願你總與幸福同在 

願你心中常駐芳華 

毛個人演唱了兩遍主歌共八句，劉和張分別一段主歌，然後合唱副歌部

分。張雨生向來以揮灑自然的高音著稱，如〈我期待〉副歌部分達到 e3，

更多 e3 出現在〈永公街的街長〉當中，即便是最流行的〈我的未來不是

夢〉，對男歌手來說演唱得當也並非易事，很自然地，〈心中長駐芳華〉的

華彩部分，如高八度的「冤家」則由張來擔當。換句話說，劉德華的嗓音雖

然未能在演唱中佔據重要位置，但顯然他的角色是完全男性化的，在這首隱

晦的家國情懷歌曲中未被他者化的主體。更有趣的是，「殷殷」（yinyin）

二字的正確發音，劉直接用拉長的「ang」作為替代，與普通話發音完全迥

異的處理，讓聆聽中的內地觀眾產生了陌生感，這些另類的感覺讓香港的

「家國」代言不會如官方預期般順利完成，更與民歌中或莊重或輕快的範式

表達完全不同，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即便在 1990 年代的內地官方媒介

中，香港的愛國歌唱仍然可以擁有微妙但異質的表述空間。 

 

第四節 小結 

 

在一九九零年代的內地，劉德華是知名度最高的、最受歡迎的香港明星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84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04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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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1993 年，他的演唱會從佛山167開到北京二十多場，僅北京四場票房

收入已達 400萬168。1996年底，國貨品牌「奧妮」化妝品有限公司以一千萬

人民幣天價簽下劉德華，爲其產品「首烏洗髮露」廣告代言。在虛擬的異性

戀場景當中，廣告語「我的夢中情人，她一定有一頭亮麗烏黑的頭髮」成爲

連接劉德華/現代香港/男性魅力/慾望主體，和女性消費者/中國/陰柔被動/慾

望客體這兩類身份想像的關鍵。這則廣告每天出現在央視黃金時段達十次以

上，電視廣告預算達六千萬169，目的是爲了與寶潔、花王等跨國企業抗衡。

在廣告播出頭三個月，產品銷售額已攀至一點五億人民幣170，證明了明星劉

德華的強大號召力。同時他也是國際知名企業開拓內地市場的首選。1998

年，劉德華爲愛立信（ericsson）拍攝了一系列手機廣告，其中他與關之琳、

內地當紅明星瞿穎合作，在上海演繹了一場誤會化解的都市白領愛情故事。

他演唱的粵語廣告歌曲〈心只有你〉紅遍內地與香港。除了演出市場和電視

平台，以劉德華爲主角的一些趣聞逸事，如雪藏期仍不忘學習171、大量參演

不同影視作品、積極投身公益活動等真假難辨的資訊也滿足歌迷們的想像，

進一步鞏固劉德華「健康」172、富有「責任感」的正面形象。 

與此同時，劉德華積極參與國族身份認同的文化想像，實現了三重意義

上的共謀。一方面，市場經濟政策的大力推行，令內地方方面面呈現壓縮的

（compressed），而非晚期現代性（late modernity）特質，追逐物質財富成

爲第一要務；另一方面，香港本土雖然一直爲回歸（大限）所憂慮，但這一

時刻人們並沒有質疑奋斗神话的正當性；再次，中國急切與全球化接軌，必

須借住香港已有的現代化經驗，以及其連接中西文化的天然優勢地位，在國

族建構、現代化、身份認同三重意義上，劉德華已有的明星身份——他靈活

介入各種華人文化語境的突出能力而非僅僅歌藝——顯然是最爲合適的詮釋

者。也就是說，這一時期複雜且混亂的商業包裝與國族想像獲得了廣泛但短

                                                
167 黑冀、培新：〈狂潮：面對歌星走來〉，載《社會》，1993 年第 1 期，頁 27。 
168 劉誼人：〈劉德華逃稅 144 萬〉，載《電影評介》，1994 年第 1 期，頁 39。 
169 陳瑜：〈「首烏洗髮露」形象篇的遺憾〉，載《中國廣告》1997 年第 1 期，頁 33。 
170 趙吾君：〈奧妮 1000 萬元請動劉德華〉，載《企業銷售》，1996 年第 11 期，頁 11。 
171 佚名：〈劉德華的小故事〉，載《國際新聞界》，1993 年第 6 期，頁 74。 
172 林燕、子虛：〈劉德華忘情演藝〉，載《中國對外服務》，1998 年第 5 期，頁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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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的認同。 

作爲研究者，我們應該懂得，這一現象不應該僅僅被視作離散華人的文

化認同，事實上，它更像是一種追逐資本的渴望而不是民族統一的象徵173。

正如陳錦榮所說： 

劉德華爲我們提供了絕佳的示範——如何以機會主義的方式重新包

裝政治情感。1995 年，他重新演繹了不為人知的民歌，昨夜的渡輪上，

為的是重新點燃對本地歸屬感的情懷（借助天星小輪帶來的悲憫之情）。

1997 年主權移交的前夕，他發行了中國人，並借用隆重的鼓聲，帶領

人們進入穿梭古今的，愛國熱情的感性空間。對政治情感的商業化利用

和短暫的獻媚，無論這是出於嚴肅或是幽默的目的，這些舉措均牢牢地

出於男性想像的領域之中。174 

也就是說，在內地大中華想像，個人奮鬥神話的圖景中，幾乎所有的主

角都是性別中立的、傳統服飾、神情嚴肅的男性，女性至少被邊緣化了。那

麼，我們應該在怎樣的維度中探討香港女歌手呢？雖然女性仍然被排除在宏

大、理性的論述之外，但無可否認的是，女明星、女歌手等擁有天然的大衆

談資優勢，真假難辨的成長史、感情祕聞、美好的形象，向來是人們投射慾

望的載體。本文接下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文化工業體系內，女性出於從

屬的、被動的、低層的位置，但她們仍能展現對錄音技術、音樂風格、形象

塑造的現代性理解。王菲即是一例。浸淫於成熟的香港唱片行業之中，來自

北京的王菲，逐漸掌握了都市女歌手的發聲方法，及主要西洋音樂風格。在

此基礎上，她在北京搖滾（創作、後現代影像、都市空間中自在遊走，逐漸

獲得了廣泛認可。她身上源自北京文化的酷，與當下青少年聽衆的追求不謀

而合。但本文需要再次強調的是，上世紀九零年代，唯有香港唱片工業，才

能塑造出聲音、影像二者相輔相成的都市女性形象。 

 

                                                
173 Kwai-cheung Lo,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the Local in Hong Kong Cinema of the 1990s”, in 

Ester C.M. Yau, ed., At Full Speed: Hong Kong Cinema in a Borderless World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pp. 266. 
174 John Nguyet Erni, “Gender and everyday evasions: moving with Cantopop,”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8-1 (2007): 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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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Faye」主流與技術理性——聲音與影

像的都市現代性探索 

 

王菲是當代中國流行音樂的標杆人物，她的影響力不僅限於經典的情歌，

也包括她的特立獨行的明星生活，和豐富多元的文化想像。香港學者馮應謙

曾對香港地區的菲迷進行過長期的調研，並撰寫了數篇史實與理論兼備的文

章。在其中一篇的開頭部分，他是這樣評價的： 

王菲是帶有爭議性的，標新立異的，充滿了迷思，也無法被忽略，

很可能是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女明星。她並非女性主義者，卻將自己轉

變成不循規蹈矩的流行偶像，一位倔強的異類。更重要的是，她強化了

基本的性別價值觀，同時也與女性想像緊密相連。一方面，她的音樂、

想像與個性貫穿著女性賦權的政治、寓言等，鼓舞了歌迷。另一方面，

她的愛情生活、結婚、離婚和再婚，兩個女兒的境況，展現出一位角色

無縫鏈接的女性傳奇：獨立的事業女性、勇敢的愛人、偉大的母親。175 

在許多學者，包括樂評人眼中，王菲的另類沒有撬動商業邏輯，她的藝

術實踐也歸順於主流音樂；在音樂之外，她為性別政治進行了自我賦權，其

中還包括東南亞地區的性少數群體，他們認為，「在王菲的歌聲中，脆弱與

勇氣共存，它訴說了男同的感傷和力量。」176更不用說年輕的女性歌迷了。

吊詭的是，歌手王菲本身是一名異性戀者，並且以家庭生活為重，這些選擇

體現了對社會傳統倫理價值的遵從而不是抵抗。以上難題，都需要我們回到

具體的社會脈絡和相關的音樂環境中進行討論。更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回歸，

及台灣唱片公司的在地化進度，帶來了國語創意重鎮和龐大消費人群的逐漸

成型，這一變化將迅速侵蝕盛行的粵語文化。 

究竟香港唱片工業，在這一階段究竟扮演著什麼角色？它的錄音技術日

臻完善，但音樂口味卻逐漸促狹，與一九八零年代粵語中常出現的革命性和

                                                
175 Anthony Fung, “Faye and the Fandom of a Chinese Diva,” Popular Communication 7 (2009): 

p. 252. 
176 Shzr Ee Tan, “Beyond the ‘Fragile Woman’: Identity, Modernity, and Musical Gay Icons i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in Lorna Fitzsimmons and John A. Lent ed., Popular Culture in 

Asia: Memory, City, Celebr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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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性177不同，更傾向向新保守主義或返璞歸真178。然而，不能否定，香港

的流行文化，十分契合內陸地區對現代、時髦、繁華的都市想像。可以這樣

說，憑藉著成熟、迅捷的商業包裝，1990 年代初期的香港唱片工業，是鍛

造跨地域流行音樂歌手的理想場所。 

我們不妨回顧幾位情況相似的內地女歌手，如艾敬、程琳、那英等。艾

敬在 1992 年簽約香港大地唱片公司，製作和創意資源仍在北京。受〈Luca〉

啟發，她創作了〈我的 1997〉，這首歌被視為「表達了一種掙脫祖國，打

破想成為另一種中國人的禁忌」179，但這種未經市場規訓的自我並不為港台

接受，皆因其中的「1997 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啦」等字句，與官方

宣傳的「統一」願望不謀而合，艾敬在港宣傳時，一位聽過歌的香港人對她

說，聽著她的 1997，「心砰砰跳，感到十分害怕」。180後來，艾敬轉至日

本發展，於 2009 年開始專注於視覺藝術。程琳181少年時代便已名揚全國，

有「小鄧麗君」的美譽，1988 年台灣音樂人侯德健為她打造了歌曲〈信天

遊〉，開創了西北風潮流的先河；那英 1993 年簽約台灣福茂唱片，發行的

第一張專輯《為你朝思暮想》因北方口音，致使銷售和口碑平平，她自認

「骨子裡還是有東北人的豪氣，有一些土氣，（所以與都市女性氣質要求）

交織在一起有些撞」182；迪斯可女王張薔的翻唱盒帶在內地銷量第一，遠超

鄧麗君183。 

                                                
177 黃志淙：《流聲》（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2007 年），頁 73。 
178 謝均才編：《香港讀本：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間：香港社會新編》（香港：牛津大學

出版社，2002 年），頁 464。 
179 Mayfair Mei-hui Yang, “Mass Media and Transnational Subjectivity in Shanghai: Notes on 

(Re)Cosmopolitanism in a Chinese Metropolis,” Aihwa Ong and Donald Nonini eds., Undergrou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eledge, 1997), 

pp.303. 
180 張蕾：〈艾敬：香港過客〉，《南方人物週刊》，2014 年第 36 期，頁 62。 
181 軒召強：〈程琳複出重溫「熊貓咪咪」 當年王菲唱這首歌出道〉，《新聞晚報》，

2012 年 1 月 6 日。下載自網易，2013 年 1 月 2 日。網址：
http://ent.163.com/12/0106/14/7N3GV6J000032DGD.html 
182 京視傳媒：〈重溫 90年代：內地王菲 香港製造〉，《鳳凰視頻》，2009年 10月 7日。

下載自鳳凰網，2014 年 3 月 16 日。網址：http://v.ifeng.com/e/200910/1b68164a-3739-49a9-

98fb-4ec149e3bf04.shtml。 
183 姚友霞等人主編：〈現象 1980（4）風起張薔 見證•發現之旅〉，《見證影像志》，

2007 年 6 月 18 日。下載自央視網，2012 年 2 月 6 日。網址：

http://tv.cntv.cn/video/C10369/da41b556114440ecd2c6b2865a8a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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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列以上具有代表性的個案，不是為了比較歌手之間的成就，而是有必

要指出一種普遍存在的現代性渴望，加諸出國（留學）的鼓勵政策加速了地

域、國族間的流動，於是，成功的內地歌手逐漸得到留學或簽約的機會。但

需要留意的是，這種「鍍金」的現代性進程不是憑藉一己之力能夠達成的，

它離不開一套程式化的操演，更不能缺少城市文明的浸染。1990 年代的內

地流行樂發展中，港台文化，尤其是香港，映射出相對完整的都市文化想像。 

因此，與其研究王菲個人的神話，不如將重心放在個體與體制、地域、

文化的共謀、協商等互動關係的剖析上：如何掌握一套具有普遍性的情歌語

氣，在影像、音樂構建中質疑女性的從屬地位，如何在文化和風格衝撞中，

為流動的身份認同命名，誠然，這種命名只是書寫的一種。 

當我們對香港流行音樂工業的套路進行梳理時，也不能忽略中港兩地的

角力。正如Richard Kraus所言：「正直的藝術家和高壓的政府關係這種刻板

的二分法，已經不能有效地解釋中國藝術家必須要應對的多重壓力了。」如

果說早期的意識形態偶像化成為香港在內地的標識時，1990 年代末期的市

場化則佔據了重要位置。歸根結底，作為劃時代的流行人物，王菲最終獲得

巨大的影響，應歸於內地現代化進程的全面提速而誕生的龐大市場，和北京

作為內地最重要的文化資本場域這兩個因素。「中國流行巨星的身份，首先

是紮根大陸，在香港轉變最終在回歸北京之前作為下一代標誌人物躋身國

際」。184 

本章節將主要從香港唱片工業、王菲作為歌手的聲音實踐，以及參與音

樂錄像帶和電影中的角色表演這三個層面進行分析，在關注文化工業內部運

作的同時，也緊緊把握整體性的問題意識，既不能將問題簡化為社會流變的

形塑，也不能過分誇大單一的能動性。在「製作王菲」的過程中，一方面，

本文肯定了商業模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文化認同的多樣可能，

正是身處多種關係的對話協調情境，王菲才逐漸建立混雜的主體地位，成為

                                                
184 Anthony Fung and Michael Curtin, “The Amomalies of Being Faye (Wong): Gender Politics in 

Chinese Popular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5-3 (2002): p.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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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流行文化符號。 

 

第一節  製作成功的香港流行音樂 

何謂成功的流行音樂，可以說是最難以定論的問題之一。在普遍的大眾

認知中，銷售指標、獎項數量、電視廣播的收聽（看）率，以及卡拉 ok 的

點唱率，諸如此類，都能組成「成功」的參照系。但是，歸納這種「成功」

的範式——無論是樂段文本細讀還是社科類調研——其結論難以避免「後知

之明」式的嫌疑。後退一步，即便有效地進行解碼，甚至在實踐複製中獲取

可觀的利潤，我們也難以認同若干既定的範式，簡單說來，與其花力氣去證

明「成功」的普遍性，不如正視「製作」部分的基本原理及具體情境，進而，

在歷史分析的梳理中辨認隱含的文化矛盾、衝突、和解等凸顯的異質元素，

雖然這些含混的驅動或平衡轉瞬即逝，但很有可能縫合了不尋常的「另類製

作」。 

正如對歌手王菲個案的解讀，其中不乏大量的樂評，它們都在聚焦相似

的問題：王菲的另類，是否顛覆了市場邏輯？所謂的「酷」（coolness），

是否團隊或傳媒的刻意的包裝（assemblage）？盈利的「另類」將特別輕易

地為唱片行業所收編？歌迷的反饋是否印證了她在性別政治領域的商業與藝

術兼得？但值得注意的是，商業操作自有其規律或套路，不能武斷地認定毫

無可取之處，作為其對立面的藝術嘗試也並非給予完全肯定，在弗里斯

（Simon Frith）的評判中，流行音樂是分好、壞的；談及其影響力卻不能忽

視文化場域此消彼長的變化趨向，正是一種長期、深遠的多方影響，才是奠

定本小節談論「成功」意義的基調。 

因此，我們既需要瞭解唱片行業的常規架構，不同部門的職能及其之間

的銜接，也需要假定跨國公司的在地化協商策略，更要重點關注如藝人與作

品（Artist and Repertoire，簡稱 A&R）部門的具體運作情況，繼而才可勾畫

中港兩地流行音樂文化的空間。本小節並非展開論述唱片行業的所有關節，

而是將重點放在製作人部分，下一部分會首先梳理這一機構的基本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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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R部門的關係網絡 

相較在 1980年代的商品決策鏈（decision chain）的角色，唱片行業如今

更像是一種文化中介（cultural intermediaries），關注著消費者的文化想像和

消費訊息。185這是其一；其二是相對寬鬆的結構——並非是等級嚴密的科層

制，正因為如此，公司管理層可徵募身為消費者的 DJ 及雜誌寫手，個人品

味與專業評判的邊界不再明確，這個行業的形態更像是一張關係網絡，不停

擷取流動中的音樂、語言和視覺資訊186。 

唱片公司中， A&R 部門正是網絡中關鍵環節，這個部門負責發掘、訓

練歌手，既要肩負唱片管理層和歌手的聯繫，承擔商業上的責任和風險，也

要開發歌手的潛力或特質。因此，當該部門總監要求提供一份有關藝人的發

展方案時，整體性的把握和對未來的預測，諸如聽眾可能的反饋等，都要有

所呈現。正因為「仁者見仁」的模糊準則，不少星探（talent scouts）在接受

採訪時常常強調「跟隨直覺」、「內心感受」或「出於本能」的障眼法

（evasive ploy）。筆者在與國內音樂人的訪談中感到同樣的困惑，不同風格、

音樂教育背景從業人員的意見不僅無法統一，有時甚至會截然相反187。在對

英美主要唱片公司的四年調研訪談中，針對如何成為音樂人的問題，學者尼

加斯（Keigh Negus）在他的博士論文裡總結出六大要求：（1）現場舞台表

演；（2）歌曲的原創性和素質；（3）已錄製的表演和嗓音表現力；（4）

外表及形象；（5）個人的熱誠、動力和承諾；（6）已有的演藝成績。188

（其中幾項將在下文具體分析中提到，暫不贅述）。在這個基礎上，他提出

了兩種培養方案：有機性（organic）和綜合性（synthetic）189，分別針對素

質全面的如成熟的樂隊，和需要調配資源的藝人（如不會寫歌的「唱將」）。

當我們對 A&R 部門的職能有了基本認知後，再來考察製作人的角色，簡言

                                                
185 Mike 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Newbury Park, Calif. : 

Sage Publications, 1991). 
186 Keith Negus, Producing Pop: Culture and Conflict in the Popular Music Industry (London: 

Edward Arnold,1992), p.46. 
187 諸如在一次私下交談中，關於 2009 年左右內地興起的「小清新」風潮，在某一位著名

台灣監製看來並未達到音樂的基本要求，諸如音準和節奏的問題，而另一位長期從事獨立

音樂的前搖滾樂隊歌手則表示十分讚賞的態度。筆者註。 
188 Keith Negus, Producing Pop: Culture and Conflict in the Popular Music Industry, p. 53. 
189 Ibid, p. 55.  



 

 76 

之，它是 A&R 部門的進一步延伸，這意味著出色的製作人，很可能擁有豐

富的不同部門的從業經驗，達到兼顧商業與藝術的理想效果。 

表 3.1 王菲製作團隊主要人員一覽表 

職能 合作人 簡介 代表作或其他 

唱 片

公司 

陳少寶 Cinepoly 上

海出生 

與王菲簽約 

經 紀

人 

陳 家 瑛

（ Katie

） 

曾就職於無

線電視 

1992 年簽下王菲至今 

監製 梁榮駿 美國出生，

高中畢業後

回港 

1989 《王靖雯》；1990《You’re the only 

one 》； 《 everything 》 1992 《 Coming 

Home》1993《執迷不悔》《十萬個為什

麼》《如風》1994 《胡思亂想》《討好自

己》1995《Di Dar》《菲靡靡之音》1996

《玩具》《自便》1997《王菲》1998《唱

遊》1999《只愛陌生人》2000《寓言》 

楊明煌 台灣製作人 《迷》《天空》 

張亞東 內地音樂人 與竇唯聯手監製《浮躁》及《寓言》前五

首 

梁翹柏 浮世繪樂隊

成員 

《王菲 2003》，2010-2011 巡迴演唱會音樂

總監 

作曲 江 志 仁

（ 陳 偉

文、 

鑫 偉

力） 

留英時與雷

頌德組樂隊 

約 12 首曲作，曲風多為英倫搖滾及電子樂

風格（Trip-hop），〈不再兒戲〉〈迷路〉

〈玩具〉〈開到荼靡〉〈螢火蟲〉〈百年

孤寂〉〈給自己的情書〉 

填詞 林 夕

（ 梁 偉

文） 

港大中文系 約 93 首詞作，其中包辦《寓言》整張專輯 

化 妝

師 

阿 Zing 新加坡人 《討好自己》蝴蝶妝，《王菲》紅色熊貓

眼妝，《唱遊》曬傷妝等 

髮

型 、

形 象

設計 

關 榮 恩

（ Kiti 

Kwan） 

留法期間就

讀化妝及時

裝設計學校 

東京武道館演唱會鴕鳥裝，天鵝裝（類似

bjork），及其他王菲演唱會服裝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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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

導演 

區雪兒 紐約修讀電

影 

〈感情生活〉〈 Di Dar 〉〈半途而廢〉

〈只愛陌生人〉〈香奈兒〉〈當時的月

亮〉〈誓言〉〈百年孤寂〉（均為單曲

名）《1994 最精彩的演唱會》 

鄺  盛 超過 700 支

作品，台灣

人 

〈將愛〉〈旋木〉〈四月雪〉〈夜妝〉

〈陽寶〉〈再見螢火蟲〉 

張文華 香港攝影師 〈你快樂所以我快樂〉〈悶〉〈流年〉

〈流浪的紅舞鞋〉〈色盲〉 

 

 

在看似堅固高產的流水線操控中，繁榮的香港唱片行業卻吸納了不少背

景各異的人才，正是他們利用不同技藝或從業經驗，為本土共識注入活力，

甚至不失時機發起挑戰，縫合出一幅前衛又商業、矛盾又完整的圖景。 

二、製作人的角色 

音樂人穆爾菲爾德（Moorefield）通過簡述製作人及錄音技術的歷史，

將最新階段的製作技術歸納為以下三點： 

1．錄音首先已經不再是一門技術而是一門藝術。 

2．錄音的隱喻已經從一種「現實的幻象」（模仿的空間）轉換為

「幻象的現實」（一個一切皆有可能的真實世界）， 

3．現在的製作人就是導演。190 

如果說文化產業的重要性體現在文本製作方面191，那麼無疑製作人是編

碼的關鍵人物。在近十五年時間裏，負責王靖雯（王菲）音樂事業的監製人

數不多，他們與歌手的合作非常穩定，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梁榮駿（Alvin 

Leong），以及內地音樂人張亞東。在已有的文獻當中，討論製作人的篇幅

非常有限，這一部分將重點引證相關的採訪，並試圖重構製作人與歌手之間

的互動圖像，在這些缺乏規律的實踐中，至少能讓我們重新看待港式情歌的

                                                
190  Virgil Moorefield, The Producer as Composer: Shaping the Sounds of Popular Music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5), p. xiii. 譯文選自[新西蘭]羅伊·舒克爾（Roy Shuker）著，

韋瑋譯：《流行音樂的秘密》（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 年），頁 64。 
191 David Hesmondhalgh,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Los Angeles, London.: Sage, 2007), 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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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極，也再一次不得不面對不同文化間的深層矛盾。 

1989 年，王菲參加亞太金箏流行曲創作大賽，以《仍是舊句子》獲得

銅獎，就此躋身香港流行樂壇。為這首歌譜曲的正是梁榮駿，但他還有其他

分量頗重的角色。最初，他聽過王菲遞送到唱片公司的小樣，並且進行試音，

王菲「當時很緊張，一連唱兩首鄧麗君的歌曲都唱不好」，但「聲線好，語

言天分也高」192。兩人自此開啟了長達 14 年的密切合作。與早年的音樂啟

蒙，以及國際推廣部門的工作經歷193有關，梁擁有敏銳的音樂嗅覺，這種敏

銳不僅體現在全球音樂風格的潮流走向，也啟動了與商業反饋和廣大聽眾之

間的複雜聯繫。換句話說，打造一張專輯中，承擔組織和聯結任務的監製

（executive producer），需要精準的選擇和協調的能力： 

監製就像導演，未必負責寫劇本，重要是找到一個好劇本、好演員

和好團隊，要有這種 vision。可能把自己寫的歌交給其他人監製，會產

生更大化學作用。我經歷很多，學習如何與歌手和唱片公司接觸，又做

過宣傳工作，瞭解市場，知道商業前線的情況，最後才去當監製。而且

我每次聽歌都會聽很多次，覺得有感覺，亦有信心這首歌會 plug，才去

說服歌手唱，亦令他們演繹更好。194 

當王本人談及 1990 年代初期的職業規劃時，自稱沒有主見（或提出想

法的權利）。這種情形下，我們會很自然地形成以下幾種觀點：首三張專輯

沒有討論的必要、大量的港式翻唱情歌破壞了自主的藝術等等。也就是說，

1990 年代中後期開始，香港的翻唱情歌失去大範圍流通的市場，更遑論其

美學價值了，再一次地，商業與藝術二元對立的觀點躍然紙上。 

但我們可能有所忽略，忽略了討論翻唱情歌的具體情境。如果說情歌的

美學爭論是面向樂評和大眾的，那麼，以演唱為主要賣點的流行樂人物，掌

                                                
192 吳琪：〈香港不曾改變過的王菲〉，《三聯生活週刊》，2010 年第 33 期，頁 56。 
193 梁榮駿最早是在香港華納唱片公司，負責國際唱片的推廣事務，同時學習監製唱片。他

在採訪中說：「念書時我一直在外國，對香港樂壇一點也不熟悉……相對地我接觸外國音

樂多很多，一首歌上電台一播，我已可以預測市場的認受能力。先由英文歌入手，再將推

廣新的應用在中文歌上，對我來說會容易很多。」摘自佚名：〈樂壇伯樂梁榮駿〉，香港

報章，2003 年 1 月 1 日。下載自「哥迷世界網站」，2013 年 8 月 8 日。網址：

http://www.lesliecheung.cc/library_inside.asp?type=detail&content_id=326。 
194 亞里安:〈金牌監製不簡單：梁榮駿〉，載《CASH FLOW》Issue 62，2010 年 2 月 26

日。下載自梁榮駿個人網站，2013 年 4 月 1 日，網址：

http://www.alvinleong.hk/resources/Binder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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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不同風格的作品，於「唱將」而言，歌曲本身的質量不是關注的重點，而

是如何演繹，並讓聽眾接受的技能更為關鍵。尤其王菲，她與同時期歌手比

較，雖然有優越的嗓音條件，但僅有的民歌基礎，和鄧麗君啟蒙顯然是不夠

的——再造一名「鄧麗君」也非明智之舉。梁榮駿當時喜愛日本的EPO、中

島美嘉和黑人 R&B，那麼王作為「見習歌手」，研究如何借助麥克風這一

現代載體，傳遞出甜膩的、哀傷的情感，這一演練過程相當的重要，甚至可

以這樣說，在反覆的、同質化的技巧踐行中，她逐漸掌握了範式情歌的口吻

——柔語低音的都市現代性195及演唱技能全方位實驗196——以致駕輕就熟，

也開始尋求質疑和突破的途徑。因此，對於所謂商業性，梁榮駿的看法是這

樣的： 

商業主義本身沒有什麼不妥。像布萊妮（Britney Spears）、瑞奇·

馬汀（Ricky Martin）、詹妮弗·洛佩茲（Jennifer Lopez）這樣的歌手非

常流行。商業可以是不同的，它並非一定就是廉價的K歌。唱片公司應

該學會引導他們的聽眾。197 

當筆者問到比起台灣和內地，1990 年代香港流行音樂製作的最大優勢

時，梁的看法同樣表達了對商業操作的肯定： 

即使在商業架構內，我們的自由度依然很大，（之前）已聽很多

（不同類型）的音樂，（唱片公司）也讓我們放開膽子去做……關鍵就

是兩點：自由度，並且能夠做到。198 

鑒於此，我們可以在歸納出王的行進路線時——改編流行情歌、成人抒

情（Adult Contemporary）、R&B、Trip-hop、搖滾等——不難發現作為華人

世界影響甚廣的女歌手，其抒情歌曲從不曾間斷過。商業情歌作為認知基礎，

                                                
195 當王菲 1992 年從美國回來後，便借助〈容易受傷的女人〉一首大熱金曲，奠定堅實的

基礎。「梁榮駿曾擔心這首歌比較大路貨，和專輯其他的歌風格不一樣，王菲覺得挺不錯，

沒料到這首歌才是她紅遍華語世界的開始」。引自吳琪：〈香港不曾改變過的王菲〉，

《三聯生活週刊》，2010 年第 33 期，頁 56。 
196 由於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樂壇，本地創作跟不上推出專輯的速度，填寫粵語歌詞，來對歐

美和日本流行原曲進行改編，「梁榮駿並不覺得改編曲有什麼不好，他說改過來的曲子要

符合粵語歌的習慣，其實並不容易，也是個很專業的創作過程。R&B 最難是配合上字正腔

圓的廣東字，遷就了字音又就不了節奏……」，足以看出唱好改編的廣東歌並非易事，而

粵語也需要重新學習。原文引自吳琪：〈香港不曾改變過的王菲〉，頁 54。 
197 Winnie Chung, “Songwriters and Producers Nurture Artist Relationships to Push the Creative 

Edge,” Billboard, May 26 2001, 113,21; APQ-2. 
198 個人訪談，2014 年 11 月 18 日，於廣東電視台攝製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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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成功的製作人和歌手之間共謀的默契，也是只能在 1990 年代，中西混

雜、市場成熟、固化又靈活的香港，才能實現的「聯姻」。 

三、內地音樂製作人的參與 

同樣是製作人，張亞東的知名度遠甚於梁榮駿，雖然後者幾乎不再插手

創作環節，而張則積極參與了作曲、編曲的部分，卻並不能抹去此消彼長的

文化流動： 

積聚足夠的社會、文化資本時，她與內地製作人的關係則發生了微妙的

轉變：對方能提供更為親切的音樂原料，而歌者嫺熟的錄音、演唱技術則完

善了藝術實驗；在這種情形下，王菲更像是銜接商業技能（香港）和藝術表

達（北京）的中間人。在提出以上觀點時，本文並非未考慮二分法帶來的論

述風險，只是，在接下來非常有限的個例研究中，諸如在兩位製作人均參與

五首歌的《寓言》專輯中，晦澀與流暢顯而易見；又如，歌手的概念之作

《浮躁》銷量慘淡，也是不爭的事實。換句話說，在以上的專輯中，不同發

展階段的地域文化的隔閡十分明顯，因基本的現代性問題未能解決，而呈現

出巨大的差異面目，我們無法略過。這一部分的方法與上文相似，在同樣對

製作人展開的討論中，是否能獲得不同的認識。 

首先，張亞東的製作人身份，與一般的「導演論」有所不同，大多數情

況他主要負責部分作品的製作。讓我們再回顧一下王與梁榮駿早期合作的經

歷：沒有具體計劃，而是通過大量聆聽唱碟，進行選擇和「二次創作」：是

向歐美、日本流行樂學習的在地化過程；當接連取得商業成功後，回到內地

搖滾樂的《浮躁》專輯中，新人張亞東為王菲四首創作進行了編曲，創作毫

不受限： 

《浮躁》專輯完成很快，大約一個月的時間……她（王菲）發來一

小段 demo，可能是兩分鐘，然後我來編曲，再發過去（修改完

善）……沒有多餘的來來回回，也沒有任何要求。這樣的合作形式，

（放到）現在（的環境）無法想像。199 

                                                
199 個人訪談，2014 年 12 月 5 日，於北京東樂音樂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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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的職業歷程折射出 1990 年代早期，內地音樂積極、焦慮的進化史。

去北京之前，他從大同歌舞團調到礦務局文工團，對當時歌頌工人階級的革

命歌曲沒有興趣，熱衷扒帶200和寫歌，是改革開放後最早使用 midi 技術編

曲的音樂人。跟中國搖滾、地下朋克對意識形態的不滿相比，張更在意的是

有關錄音、編曲的技術處理；此外，他也坦承香港流行音樂的巨大影響，譬

如「達明一派」、「人山人海」廠牌，陳奐仁、馮翰銘，他們著重曲調的革

新和形式的突破，這些成就和嘗試都讓這位內地音樂人體會到香港流行曲和

台灣的不同201。成熟的商業環境為新人提供創作空間，同時也為歌手帶來轉

型的機遇。 

其次，1990 年代中後期，由於王菲與內地音樂人的合作，使聽眾在包

裝之後的流行曲、內容空洞的新民樂、及半地下的搖滾潮流之外，還能欣賞

到現代的、冷峻的、迷離的歐陸白人電子音樂。與香港著名（編）曲作者江

志仁（C.Y. Kong）一樣，兩人都明確表示過熱愛英國 4AD 獨立廠牌，只是

江的作品更多是搖滾風格。無論如何，張為王菲製作的〈將愛〉，以及《寓

言》專輯中的童話系列，一種冷冽的、抽離的末世情懷與主流風格格格不入，

我們可以大膽的設想，如果這些作品的編曲不是張亞東，或者演唱者不具盛

名，我們便只能在西北風式搖滾的北方文化和情歌氾濫的港台風格中選擇，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王菲與張亞東的合作，無意中凸顯了冷門的電子樂風格，

以此衝擊了二元對立的華語音樂。 

最後需要提出的一點，儘管兩地的音樂製作人都交出了頗具影響的代表

作，但我們也需要指出其中的衝突與矛盾。雖然內地的市場經濟成績顯著，

但因為規則律法的欠缺，加諸城鄉差異巨大，商業文化始終未能成形。正如

樂評人王小峰尖銳地指出： 

內地流行音樂，雖然從一開始就沒有出現真正的模樣，但是人多勢

眾，不管是盜版還是免費下載，都對這個一直沒有形成真正產業的行業

形成致命危險。內地流行音樂沒有完善的體制和機制，人們都學會了亂

中取勝，雲彩多了，不知道哪一塊就下雨了，這麼多年就是一直暈著過

                                                
200 即通過反復聆聽錄音作品恢復原譜。筆者註。 
201 個人訪談，2014 年 12 月 5 日，於北京東樂音樂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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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面對各種璀璨打擊，早就習以為常。但因為它擁有最廣袤的華語

音樂市場，總能養活個把人。202 

正因為如此，藝術嘗試總在商業上失利，但卻始終佔據著道德高地。以

《寓言》為例，十首歌均分交給張、梁製作，其聽覺「分割線」相當明顯。

因此，大部分的樂迷都秉承堅定的二分法觀點：藝術性收獲口碑，商業性獲

取獎盃，只有妥協，無法在自主性和大眾口味之間得到平衡。我們幾乎不去

想，正是混亂的、初級的音樂市場，令先鋒藝術脆弱而自戀，又讓商業行為

遠離精良，結果便是前者成為悲劇英雄，而後者則在媚俗中漸行漸遠，更嚴

重的是大眾的音樂趣味無法得到多元發展。 

將兩地製作人進行比較的目的，並非是為了在審美、商業上評出高低。

而是為了展現在不同的時段，不同的地區，歌手與製作人的關係可以是多樣

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商業及藝術的定義。無論如何，王

菲首要的身份是歌手，她是以歌聲為自我授意的，聲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二節我們將重點描繪有關聲音實踐的時空圖像。 

 

第二節  技術與身體的聲音實踐 

在流行音樂中，聲音（voice）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意義組成元素：對樂

譜的音樂學解讀，錄音或現場中的聲樂教育樣本分析；作為承載語言的主要

媒介，歌詞研究與聲音密不可分，以及伴隨不同音樂風格中的聲音政治與性

別批評等，這些議題在學界的討論中十分常見。雖然我們難以清晰界定流行

音樂中聲音的確切定義，但顯而易見的是，在文化研究中，聲音的內涵異常

豐富，它不僅是生理結構上的「科學發聲系統」，更與身體、表演要素緊密

相關，進而成為構建或破壞主體的重要憑藉。以上論斷幾乎成為了一種共識

——某程度上而言，聲音從屬語言，是女性化的「他者」，而女性聲音則面

臨著雙重不可能：最為常見的策略是借助面具或戲仿（mask and mimicry）

對觀看/表演關係進行反思和重組。正如王菲許多熱門歌曲，如〈容易受傷

                                                
202 王小峰：〈王菲時代與後王菲時代〉，《三聯生活週刊》，2010 年第 33 期，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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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人〉、〈紅豆〉、〈我願意〉等，帶有明顯的傷感抒情（torch song）

色彩，但再次認定（reaffirmation）臣屬身份的表演中同樣蘊含著發掘其他

主體性的動機：「她們借助不同的發聲策略，回應其他主體的立意。這些聲

音可能帶有顛覆性，干擾性或煽動性，有時是寡言或是異見：這些歌手的嗓

音不乏神秘，充滿創傷記憶、歇斯底里的表演，再次認定同時也讓我們重新

審視有關女性歌手傳統角色的假定」。203  

此外，聲音在更為寬泛的文化時空中，其形態與民族、代際、傳統等領

域密不可分。無需贅言，女歌手（及音樂人）借助多樣甚至前衛的聲音實踐，

其中也囊括了花樣繁多的翻唱，這些實踐既可是自傳式的軌跡，諸如特定風

格的啟蒙影響，情感經歷或人生重要事件的折射，商業與藝術磨合的產物，

同時更可能是一幅含混、多義流行文化交織的時空圖景。正如伊麗莎白·托

爾伯特（Elizabeth Tolbert）所言：「大多數音樂民族誌研究動用女性主義理

論不僅僅是因為專有名詞，而是深植在這些術語中的差異範式，種族或社會

文化身份等。」204 

在弗里斯看來，流行音樂的聲音可以有四種理解方式，分別是作為樂器、

身體、個人以及角色205，他更為倚重作為角色的部分，因為這其中涉及到種

種詮釋（layers of interpretation）的迷思、圈套和欺騙等等。在詮釋的語境中，

一首歌曲屬詞曲作者，更屬歌手，我們並非直接感受前者的創作，而更多揣

測後者歌聲中的寓意或情感。 

（首先為大眾所熟知的是）歌手作為明星的角色，像借助包裝及公

眾宣傳手段讓大眾熟知的部分，進而，讓我們理解，歌手作為（具體的）

個人（person）認知，像我們總會想像他們真實的模樣，但最終揭示的，

是依靠他們的聲音（voice）。206 

當這種歌聲借助現代便攜式技術設備，激發了我們作為聽眾的活躍度，

                                                
203 Eshter Zaplana Rodriguez, Voice, Body and Performance in Tori Amos, Bjork and Diamanda 
Galas: Towards a Theory of Feminine Vocal Performance (2009, PHD Thesis Newcastle University) 

p.27.Retrieved from https://theses.ncl.ac.uk/dspace/bitstream/10443/1831/1/Rodriguez%2009.pdf. 
204 Elizabeth Tolbert, “Review: Music and Gender,” Women and Music 7(2003): p.77. 
205 Simon Frith, Performing Rites: On the Value of Popular Mus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87. 
206 Ibid, 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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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大膽地斷定，當代流行音樂揭示的是一種難言的親密關係，也就是說，

聲音與聆聽的關係密不可分，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聆聽的方式——甚至較「聲

音內容為何物」更為重要——它直接關係到詮釋的形態及透露的意義。但我

們首先需要厘清的是，一種較為穩定的聆聽行為及其大致歷史脈絡。 

一、傷感旋律作為主要途徑 

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紐約流行音樂界「叮砰巷」（Tin Pan Alley）

著力拓展了傷感情歌，但並沒有嚴格的曲式限定。歌詞的主題「常常與失去

的愛情有關（但不局限），並以第二人稱作為敘述對象，歌手有爵士樂及駐

唱的背景，其演唱風格傳統保守。」207而傷感情歌（torch song），幾乎是

所有華語歌手必須緊握的樂壇「入場券」，尤其對女歌手而言，在以唱片銷

量、獎項排名為重的商業氛圍當中，無論是國語、粵語甚至台語，一首抒情

歌曲的風行可稱得上是市場接受程度的「試金石」。但同時，也正因為其平

庸的商業性、「甜膩而淺白」 208的風格而飽受學界批評，只有將之與歌手

真實境遇、歌曲詮釋角色等進行互文性分析時，傷感情歌才有可能擺脫其貧

瘠的審美體驗。 

當回到內地語境，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濫觴的內地流行音樂中，黎錦

暉在上海創辦的歌舞表演組織「明月社」，旗下的女歌手如王人美、周璿和

嚴華等，形成了主要以扁平共鳴、突直喉音、細弱氣息下的纖長抖音，不時

冒出的鼻音與用力的咬字發音為特點的「小妹妹嗓」  209，當然，這一早期

唱腔在 1950 年代的內地斷裂之後，依然在港台地區留存並發展下來。改革

開放後，「白天聽老鄧，晚上聽小鄧」的普遍現象，及李谷一等人備受爭議

的「氣聲唱法」，則幾乎是再一次接續抒情歌曲在內地的行進脈絡。至

1990 年代，北京搖滾樂承襲了西北風逐漸盛行，演唱風格粗獷直接，與之

相對的則是嶺南流行小調，更多著墨於描繪改革開放進程中小城青年的內心

                                                
207 David Lee Joyner, American Popular Music (Boston, Mass. : McGraw-Hill,1993), p.13-15. 
208 J. Lawrence Witzleben, “Cantopop and Mandapop in Pre-postcolonial Hong Kong: Identity 

Negotiation in the Performances of Anita Mui Yim-Fong,” Popular Music Vol.18/2 (1999): p.243. 
209 洪芳怡：〈聽覺現代性：聲音科技、雜種美學與上海流行音樂，1927-49〉（國立交通

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 年），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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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流行音樂的都市屬性，在本土作品中依然缺席，更遑論女歌手在音樂

中自如地言說都市情感了。 

1990 年代中後期，港台流行音樂延續著以往製作經驗，4/4 拍慢板情歌

在各類專輯中始終佔據重要位置，更重要的是，就像黃霑所言：「90 年代

中，連一向是香港流行曲主流的情歌都開始變得千曲一式，十居其九在訴說

分手和失戀的慘情。所謂冧歌，幾乎絕跡。」210例如，出道十餘年的葉倩文

推出《女人的弱點》，1990 年左右出道的新人，如以快歌聞名的鄭秀文，

及留美背景的關淑怡，也分別以〈放不低〉、〈繾綣星光下〉熱門歌曲奪得

多個電台的冠軍寶座；台灣地區最具分量的國語歌曲女演唱人獎項，則要等

到 1990 年代後期，才逐漸開始肯定另類的嘗試——中期依然由資深的抒情

女歌手佔據「最佳」位置。簡言之，感傷情歌在港台兩地的專業評價體系中

分量很重，不同代際的女歌手之間，都需要交出令聽眾滿意的「抒情」答卷；

同時，嗓音特質不同，音樂背景多元的女歌手，也要借助抒情歌，才能突破

已有的認知度，踏上職業生涯的新階段。 

表 3.2  1994-1999 港台流行音樂重要獲獎抒情歌曲 

年份 十大中文金

曲（香港電

台） 

勁歌金曲 台灣流行音

樂 200 最佳

專輯（1993-

2005） 

台灣金曲獎最

佳國語歌曲女

演唱人獎 

1994 女人的弱點 

繾綣星光下 

女人的弱點  

讓我跟你走 

繾綣星光下  

終有一天感

動你 

《領悟》 

《天空》 

張清芳 

《左右》 

1995 我寂寞  

如夢初醒 

我寂寞 《菲靡靡之

音》 

陳淑樺 

《生生世世》 

1996 放不低  

感冒 

恍如隔世 

夜風鈴 《遺憾》 

《姐妹》 

                                                
210 黃湛森：〈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 1949-1997〉（香港大學亞洲

研究中心哲學博士論文，2003 年），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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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明知故犯   張清芳 

《純粹》 

1998 —— —— 《征服》 

《讓我想一

想》 

—— 

1999 插曲  

償還  

對你太在乎 

償還  

對你太在乎 

插曲 

《 周 蕙 精

選》 

《我要我們

在一起》 

—— 

 

 

以積極的角度來看，作為市場試金石的傷感情歌，是女歌手拿捏如何借

助與錄音室裏麥克風的「柔聲低吟」（scrooning），試圖製造與聽眾親密關

係的例證，對於其標準化的「原罪」我們無需辯駁，但卻不能忽視這一類歌

曲參與建構聯結的必要性，在歌詞譜寫的回憶時空裏，歌手通過對逝去的、

無望的愛情獨白，輔以細膩、溫柔甚至脆弱的演唱，製造出一種僅僅與個體

私語的臣屬關係與親密感；更不用說，當媒介將歌者的個人情感遭遇公諸於

眾（行銷手段的一種），其明星身份與歌曲的敘述者身份巧妙重疊時，一首

傷感情歌擊中聽眾的力量將會更為明顯211，比如，對爵士樂流行歌手比莉·

荷利戴（Billie Holiday）傳記式的分析，或是圍繞歌手與製作團隊的互動與

歌曲呈現的關係，如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值得注意的是，傷感情歌

的必要性，更多體現在其可供複製、操控的流水線技術層面，是羅蘭·巴特

所言的「現象-歌曲」（pheno-song）： 

現象-歌曲涵蓋著所有的現象，即關係到被唱出的語言的結構、題

                                                
211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如王菲離異後的作品〈推翻〉，影射新戀情的〈將愛〉與〈乘

客〉，林夕在採訪時坦言為〈百年孤寂〉填詞時，他和王菲均身處失戀的低谷當中。引自

肖執纓：〈林夕：王菲是我沒名分的妻子〉，《羊城晚報》，2007 年 9 月 5 日，娛樂 B02

版。又如台灣女歌手辛曉琪的經典歌曲《領悟》，這首歌曾獲得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獎，不

僅因為這首歌打破了常見的主歌-副歌模式，以清唱開啟跨越 16度音域的敘事模式，同時，

MV 中痛哭至化掉濃妝的讓人記憶深刻。但分析者不能簡單地將表演形態與歌手經歷劃上

等號，正如在採訪中辛曉琪談到自己經營不善的第一次婚姻，似乎我唱我心，屬本色演唱，

那麼我們很有可能忽略兩重重要因素，一是演唱技巧，二是製作人的角色。就《領悟》而

言，詞曲皆由李宗盛操刀，製作人的藝術態度及生活感悟的重要性同樣不能忽視。可參見

佚名：〈妞專訪：「不管到了幾歲都要戀愛！」辛曉琪給愛情與人生的 10 個領悟〉，妞新

聞， 2014 年 10 月 11 日。下載自妞新聞網站， 2014 年 12 月 2 日。網址：

http://www.niusnews.com/=P1nrd9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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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規律、裝飾音的編碼形式、作曲家的個人習慣用語、演唱風格的所

有特徵：總之，是在演唱過程中服務於溝通、再現、表達的全部東西：

如同人們平常所說的，就是構成文化價值（被承認的愛好、方式、批評

話語）之結構的東西，就是直接與一個時代的意識形態的藉口（一位藝

術家的「主觀性」、「表達性」、「戲劇性」、「個性」）相連接的東

西。212 

在這篇著名的短文中，將「現象-歌曲」（pheno-song）作為「生成-歌

曲」（geno-song）的對立面提出，前者在情感上是「明確的，只要它們可

以『表達』一種情緒和再現一種所指」213——當我們注重這一類歌曲的技藝

必要性時，對1994年王菲接受《告示牌》（Billboard）雜誌採訪時的回應便

不難理解了，她的看法直截了當：「在北京的時候我從來沒聽過（這一港式

情歌），所以我才錄製。」214考慮到王菲在 1980 年代的北京，音樂啟蒙主

要為鄧麗君演唱的歌曲以及民族音樂，而僅依靠這兩類基礎，無法適應流行

音樂的現代性難題，港式情歌（Cantopop ballads）是立足香港的重要一環。 

除技術因素之外，在熟練把握流行音樂都市感覺時，作為個體的王菲必

須接受多重的隸屬關係：傷感情歌世界裏，普遍的異性戀關係下女性依附的

地位、情歌譜寫中男性製作人的把控，以及在音樂之外歌手的外來身份，以

上種種，都需要臣屬香港的、本土的、流行音樂都市話語的等級話語體系中，

一句話，新藝寶公司將她定位成「都市現代型與傳統中國女性的化身。」215

她最好的例證，便是 1992 年大熱三台冠軍歌216〈容易受傷的女人〉，這首

歌以都市女性纏綿悱惻的自白為主線，企盼情人的信任和忠誠之情。歌詞點

明敘述者「我」是「極度容易受傷的」、「情難自禁」的「女人」，反覆地

祈求「不要，不要」再次（讓「我」）陷入情傷，在副歌最高音（這一

「刻」，請熱吻）獲得和解。換句話說，王菲通過「王靖雯」抹去北京的地

                                                
212 Roland Barthes, “the grain of the voice,” in Simon Frith and Andrew Goodwin, eds., On Record: 

Rock, Pop and the Written Word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251. 中譯本引自【法】羅蘭·巴

特著，懷宇譯：《顯義與晦義》（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年），頁 275。 
213 Ibid，pp.252. 
214 Mike Levin, “Reluctant Idol: Faye Wong,” Billboard, August 20, 1994, p.52. 
215 Anthony Fung and Michael Curtin, “the Anomalies of being Faye (Wong): Gender Politics in 

Chinese Popular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5-3 (2002): p. 268. 
216 三台分別為 RTHK, 903,TVB，同時也獲得了第十五屆十大中文金曲獎，1992 年度叱吒

樂壇流行榜至尊金曲，十大勁歌金曲獎，及最佳填詞（潘源良）。這首歌出自 1992 年專輯

《Coming Home》，翻唱日本歌手中島美嘉的《口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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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屬性（從美國遊學歸來），以粵語翻唱日本歌手中島美嘉的《口紅》（追

求現代性的技術），從個人經歷、明星身份、音樂性格這三個面向進行了共

謀式的重塑。 

國語大碟方面，王於 1994 年推出了兩張銷售量非常成功的專輯：《迷》

和《天空》217，特別是〈我願意〉、〈執迷不悔〉、〈天空〉、〈棋子〉等

情歌，傳唱度甚廣，可說是實現了商業與藝術口碑的共贏。誠然，熟稔的語

言功不可沒，封面的髮型也充滿了摩登或中性意味，但重要的仍是重複同樣

的音樂角色：渴望（異性）愛人（愛情）的年輕都市女性，只是在人聲實踐

上，王大量地運用假聲、頭腔共鳴、平直的尾音等，用以營造虛空但遼闊、

自戀卻熱情、舉重若輕的聽覺感受。簡言之，王靖雯將以往錄製粵語歌，尤

其是大量風格各異的翻唱曲目的所得，如第三張專輯中廣泛使用的 R&B，

雙子星樂隊（Cocteau Twins）、小紅莓樂隊（The Cranberries）另類搖滾和

偏向民族風的北京搖滾等技巧，綜合運用到國語專輯的錄製過程當中（接下

來將詳述），絕不只是簡單的、好聽的「國語」情歌而已。 

借助對不同語言傷感情歌的操演，1994 年恢復本名的王菲已經掌握所

謂大中華地區之都市女性的情感腹語術，而這一次現代性征程的完成，包括

對情歌技藝的進一步完善和驕人的銷售量，不僅再次證明了傷感情歌的重要

性，更表明了經過政治上解嚴和跨國資本主義整合的台灣流行音樂218，正逐

漸替代香港粵語大眾文化的霸主地位，成為下一個創意產業重鎮。 

                                                
217 準確來說，《天空》專輯中除了一首傷感情歌〈棋子〉以外，其餘作品均顯示出歌者對

聲音實踐和情緒表達的自信、灑脫：尾字拖曳但幾乎無泛音，大量的頭腔共鳴，以及舉重

若輕的吐字。銷量數字也極為客觀。福茂唱片的創辦人之一張耕宇曾稱，《天空》在台銷

量突破了 100 萬張。數據摘自柯亭竹：〈幕後推手談王菲——專訪福茂唱片老闆張耕宇容

易受傷的女人〉，《KKBOX 音樂誌》，2011 年 3 月號，頁 31。 
218 如有「香港歌神」之稱的張學友，他的第五張國語專輯《吻別》，據稱「已經達到三百

廿萬張，而其中台灣地區僅佔三分之一，最大的市場在中國大陸」，消息引自郭崇倫：

〈吻住華語流行音樂一片天，從張學友港台發燒看華語歌壇的遠景〉，《中國時報》，

1994 年 5 月 24 日，第 17 版。從唱片工業角度來看，「在 90 年代中，台灣唱片業便已出現

雙重的『全球本土化』。一方面是國際五大的『全球地方化』策略，與其合資或被並購的

本土公司、吸收的人才……另一方面，則是本土公司的『全球本土化』，是被動的面對以

五大為中心的全球化浪潮，賦予自己『本土』及朝向『國際』的雙重位置。」引自簡妙如：

〈流行文化，美學，現代性：以八、九零年代台灣流行音樂的歷史重構為例〉（國立政治

大學新聞學系哲學博士論文，2002 年），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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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愉悅的迷思 

流行音樂中的挪用無處不在，其有效性卻需要存疑，更重要的是需要放

置在各種流動的文化角力關係中探討解析。一個普遍的認識是，唱片行業等

傳播媒介為了獲取最大利潤與影響力，歌手參與專輯宣傳有關的綜藝、採訪

及廣告拍攝等，在 1990 年代的香港早已成為常態，宣傳費用更有可能遠超

製作投入：「加入一張唱片的製作費用，包括編曲、錄音，印片等開支成本

是五十萬元的話，廣告費至少要支出一百萬元；如果要賣電視廣告，宣傳費

則更多。」219至於在 1993 年台灣發行的《吻別》，宣傳費則在追加了「一

百多萬」之後累計達「五百多萬」220。   

高企的宣傳費點亮了明星耀眼光環，從而讓聽眾對專輯充滿了購買的衝

動，在這一系列觀看、消費、聆聽等環節中，明星身份與音樂角色不可避免

地出現重疊，女明星的情感生活更是無處遁形：大眾聆聽音樂商品的同時，

也消遣著明星及其個人生活，在窺淫（voyeur）的想像中試圖與個人境遇聯

接，碰撞出新的觀點。簡言之，簽約公司的歌手或藝人，特別是非創作人幾

乎毫無凸顯主體性的可能，而女歌手，在商業模式與男性技術支配的雙重壓

力下，無論是外形還是聲線，大多只能作為僅供凝視的欲望客體——「做為

服務販賣者，他們的音樂卻為購買者的需求所束縛」221，可以說，明星的

「個性」、「特質」光環，是營銷策略和粉絲趣味共謀的產物。 

但歌手自我的愉悅是否被忽略了？如果說情歌是一條現代性必經之路，

屬技術層面的「現象-歌曲」，那麼羅蘭·巴特本人更為認可的「生成-歌曲」

（geno-song）——一個與嗓音質地（the grain of the voice）密切相關的概念，

又該如何實踐？女歌手作為「他者」，挪用男性話語的革命究竟有多大的效

用？ 

                                                
219 梁包耳：〈香港的流行音樂〉，載朱瑞冰編：《香港音樂發展概論》（香港：三聯書店，

1999 年），頁 374。 
220 郭哲倫：〈吻住華語流行音樂一片天，從張學友港台發燒看華語歌壇的遠景〉，第 17

版。 
221 [英]賽門·佛瑞茲（Simon Frith）著，彭倩文譯：《搖滾樂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Rock）（台北：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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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可以假定：聲音轉變是音樂轉變帶來的直接影響；而這種轉

變，不妨視為是創作者內在與外在的社會結構與文化秩序的呈現222。 

其次，我們需要重新檢視聲音與身體的關係。毋庸置疑，歌唱是一系列

身體器官相互協調運動的呈現，慢慢吸氣，腰腹肌肉始終處於非常積極的狀

態，給予補充或者迅速換氣，並保持咽喉（pharynx）處於放鬆狀態；這是

生理角度的歌唱狀態；但在語義學角度，發聲器官卻有更豐富的含義： 

聲音不僅僅是身份認同的重要標識，反映出一個個體，且常常擔負

著表達語言中性別化主體位置的機制運作，也可以當成是生產的圖景—

—口腔，喉部，聲道（vocal tract）——這一切與性別修辭緊密相關。
223 

音樂學者 Richard Middleton徵引有關女性主義的學說，認為「正是由於

發聲的協作均來自內部的，隱藏的、無法接觸的身體部分……為欲望發聲的

氣體，就像雙向車道般，可充當逃離父權暴君的統治……或是作為德里達所

言的入鞘（invagnation，也有譯作套疊）」，他將這一路徑稱之為「聲音供

養管道」（vocalimentary canal）224。 

當我們能夠感受到聲音與身體的密切協作時，感受到一切是鮮活的，未

被定義的，並且在歌聲中不斷碰撞出能夠轉化成語言的可能，這個過程已經

非常接近「生成-歌曲」這一定義： 

便是歌唱著的、有距離的嗓音音量，即所有的意指「在語言的內部

和在其物質性本身」得以萌生的空間；這是與溝通、（情感的）再現、

表達無關的一種意指遊戲；它就是這種生產過程的峰值（或實質），在

這種生產過程中，樂曲確實在加工語言——不是加工語言說出的東西，

而是加工它的聲音—能指、它的字母的快感：樂曲在探索語言如何工作，

並如何與這一工作相統一。用一個非常簡單，但必須認真對待的單詞來

說，那就是：語言的語調（diction）。225 

                                                
222洪芳怡：〈聽覺現代性：聲音科技、雜種美學與上海流行音樂，1927-49〉，頁 72。 
223 Richard Middleton, “Appropriating the Phallus? Female Voices and the Law-of-the-Father”, in 

Voicing the Popular: On the Subject of Popular Music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92-93. 
224 Ibid.  
225 Roland Barthes, “the grain of the voice,” pp. 251-252. 中譯本引自【法】羅蘭·巴特著，懷

宇譯：《顯義與晦義》（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年），頁 27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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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以上與聲音有關的理論，本文認為王菲的另類，既體現在文化資本

積累對商業邏輯的顛覆226，更集中在其積極參與專輯製作的實踐過程中——

在長達十年的職業生涯中，王菲分別與監製梁榮駿、張亞東合作，譜曲或填

詞，或兩者兼有，創作出實驗風格強烈且統一、與大路情歌截然不同的單曲

約 27 首。正是這種專業探索精神，讓她不僅僅只是一名銷量驚人、影響甚

廣的女歌手，同時也能擁有另類「音樂人」227的身份，後者為她挪用、顛覆

父權等級話語，為凸顯（女性）主體地位，提供了討論依據。正因為被情歌

壓抑的自我需要暢言。所以，當作曲黃國倫228打算再一次複製〈我願意〉的

神話時，王菲卻拒絕了，理由是：「我不願再唱甜的歌，……要酷一點（感

覺）的。」229 

這種酷的感覺，幾乎被所有相關文獻提及並分析——尤其在性別和粉絲

研究中，明星的「酷」成為了大眾思而不得的欲望投射。需要再一次重申的

是，即使有不少樂評人質疑王菲的創作，但相較於流行文化製造的「酷」的

幻象，這種創作依然是「酷」的要義所在：在流行工業體系中部分掌握話語

權的衝動。 

王菲的音樂創作有以下幾個特徵：一是佔用創作的主體位置。華語樂壇

中較有名氣的女歌手，大多以歌唱為關鍵的立足點，如與王菲同時期活躍的

林憶蓮、彭羚、鄭秀文、關淑怡、辛曉琪，以及演唱實力強勁的張惠妹、李

玟，甚至以個性著稱的朱哲琴、楊乃文等，仍不能脫離（男性）製作和填詞

                                                
226 詳見 Anthony Fung and Michael Curtin, “the Anomalies of being Faye (Wong) : Gender Politics 

in Chinese Popular Music,”。這篇以布迪厄的資本-場域為主要理論依據的文章偏重分析王菲

的明星角色，尤其是其事業、婚姻變化引發的形象變遷，輔以少量歌詞解讀，分析王菲的

「異類」特質。 
227 事實上，在不少英文文獻中，冠以「音樂人」或稱唱作人（singer-songwriter）頭銜，其

必備條件之一是掌握一種或以上的樂器。詳見 Mavis Bayton, “How Women Become 

Musicians,” in Simon Frith and Andrew Goodwin ed., On Record: Rock, Pop and the Written 

Word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201-19. 縱觀王菲的訪談，新聞或自述，未能找出相關佐

證，僅有資料表明王菲在中學時代是北京銀河少年藝術團的成員，14 歲時曾登臺央視獨

唱。黃婉珍：〈王菲 14 歲登台青澀照曝光 曾是銀河少年合唱團獨唱〉，人民網，2013 年

8 月 9 日。下載自鳳凰網，2014 年 12 月 5 日。網址：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08/19/28767064_0.shtml。 
228 需要指出的是，《迷》與《天空》的製作人是楊明煌（1960-1995），〈我願意〉的作

曲人是黃國倫。 
229 黃國倫：〈王菲：註定是傳奇〉，《海峽夜航》，2013年 9月 23日。下載自YouTube，

2014 年 8 月 7 日，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w1o7hIi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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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曲。反觀王菲，經歷三張翻唱情歌的標準塑造後，在宣傳《浮躁》專輯時

如是說道： 

那段時間我自己覺得稀裏糊塗的，不像我在北京……從小挺有主

意的，家長不太能左右我……但（突然）到了香港，又是進了娛樂圈，

是一種雙重的陌生……自信心、主見都沒有了，唱片公司的包裝和意

見，加在我身上……覺得很不對，說不出來，就是覺得不是我自

己……去美國等於說讓我又回來了，重新找回自信。所以說最大的收

穫並不在音樂上，而是在這方面。230 

可以這樣假定，在積累了足夠的經濟、社會資本甚至是象徵資本後，王

菲向內地的獨立搖滾音樂人，竇唯、張亞東、竇穎等人伸出了橄欖枝——在

2000 年發行的《寓言》專輯她已經成為製作人之一。值得留意的是，作為

女性個體的王菲瓦解了根深蒂固的男性創作群體，但文化資本的流動依然等

級森嚴：它依然從高度成熟的香港唱片行業，選擇性地在北京——文化工業

遠未成形的內地尋求協助。而與英國獨立廠牌 4AD 旗下雙子星樂隊

（Cocteau Twins）合作的〈分裂〉與〈掃興〉，也顯示出在全球性的獨立音

樂潮流中，香港製作依舊顯示出相當的吸引力。 

二是作曲隨性，拆解了「副歌-主歌」的流行模式。王菲早在 1993 年便

包攬了〈動心〉詞曲，除去〈執迷不悔〉作曲是袁惟仁之外，其餘創作的作

曲均由她自己完成231。以〈浮躁〉為例，樂評人黃志華借中國山水畫的「散

點透視」來形容作曲特色： 

……旋律都以五聲音階為主，中國色彩很濃 ……以曲式結構來

看，〈無常〉與〈浮躁〉就很不同。〈無常〉的曲式是Ａ＋Ａ＋Ｂ＋Ｃ

＋Ｃ1＋Ｄ（尾聲）。〈浮躁〉的曲式則是：引子＋Ａ＋Ｂ＋Ａ＋Ｃ＋

Ａ＋Ｂ＋Ａ1。   

     從流行曲的商業角度看，〈浮躁〉當然比〈無常〉易上口得多，因

為Ａ段給重覆了三次，記不起也難。至於〈無常〉那種曲式，看來就比

較鬆散，但卻有中國藝術審美趣味，因其類似國畫散點透視的空間結

構。  …… 

     無疑，這種‘散點透視’式的曲式結構，可以非常多變，不會公式死

板，但是缺點也是很明顯的，比較難上口，記得一兩句容易，要記得全

首就很難，但我相信，我行我素的王菲，寧取盡情抒寫，卻不大介意是

                                                
230 王菲：〈基菲總動員〉，《MTV》，1996 年。 
231 《精彩》的作曲由王菲與張亞東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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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易上口。232 

除中式小調，在《寓言》專輯中前五首作品，王菲本人作曲，張亞東編

曲，同樣是打破了 32 小節的基本結構，以弦樂為主要旋律的前奏和尾聲，

均超過一分鐘，一首常常僅 4 分鐘左右的結構，這半張概念流暢的反童話創

作，每首均超過了 5分鐘。 

三是運用一系列聲樂技巧和後期合成技術，將聲音變成最重要的樂器，

於風格雜糅中搭建多樣性。對流行情歌最為明顯的拆解，體現在大量使用

（類似）美聲唱法（bel canto）及民樂的修飾音上。〈臉〉這首歌，無論是

編曲，還是詞作，都緊密配合主歌美聲、副歌搖滾截然不同的演唱方式233；

而在 2000 年《寓言》專輯中，〈寒武紀〉和〈新房客〉中，大量使用的假

聲、顫音、強調母音及頭腔共鳴，營造出與弦樂呼應的凝重感，甚至不祥的

哥特氛圍。在表達自我興奮與焦慮纏繞的主題時，錄音中則突出了不同的和

聲音軌，如〈分裂〉、〈墮落〉，又或是音軌的混合，如〈浮躁〉最後結尾

部分。荷蘭學者雨龍（Jeroen Groenewegen）覺得不可思議，「單獨個體無

法組成這種音樂，即便在主旋律人聲背後」，仍充滿了「複數和非人」234的

想像。 

最後一點，涉及無意義音節與愉悅感的複雜關係。我們不難發現，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後，受到奧康納（Sinéad O‵Connor）、多麗絲（Dolores 

O‵Riordan）和麗茲（Elizabeth Fraser）幾位主唱的影響，王菲開始頻繁運

用尾字拖腔的技巧，這不僅意味著與K歌的決裂，同時也收獲了褒貶不一的

爭論，這些爭論無非集中於對另類還是模仿的理解差異上。本文認為應該從

整體性著眼，譬如說，以上「借來的技巧」，究竟對中文語境產生了怎樣的

影響？當語言等同於權威的父權論述時，有意或無意的發音，以至變形、拒

斥有意義的音節，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稱之為是女性主體話語的聲張？如果

                                                
232 黃志華：〈說王菲《浮躁》（3）〉，《成報》，1996 年。 
233 這首歌的 MV（導演區雪兒）場景、服飾、美聲部分背景為一張長餐桌，王菲穿著優雅，

包裹嚴實，肢體語言寧靜而舒緩；搖滾樂部分則充分展現出現場表演的活力、不羈，捧著

立麥，顯示出自我陶醉的一面。 
234 Jeroen Groenewegen, “Screaming and Crying Androids: Voice and Presence in Chinese Popular 

Music,”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1-1 (2010): 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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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出於對愉悅（jouissance，另譯「歡爽」）的追求，它的效用作為顛覆

父權來被命名嗎？ 

以上一連串的問題，將開啟本小節最為晦澀的論述。但首要我們需要借

助這樣一個假定：作為父系邏各斯的威權範式——語言、文字，在王菲的曲

作中，居次要位置，或是可以忽略不計，她是這樣認為的235： 

（《浮躁》）裏面有三首歌沒有歌詞，音樂部分是最主要的，是靈

魂，歌詞只是幫助表達意思，有些音樂用文字表達有些勉強，顯得不需

要，畫蛇添足…………（如果）也找不到文字去表達的話，我情願不要

這種勉強……讓音樂表達（它）自己。236 

因此，《浮躁》呈現的現代主義美學色彩非常明顯，其「寓言」特點一

直延續到 2000 年的同名專輯當中。無字歌曲讓聽眾徹底忘掉歌詞的合法性

（歌曲必須要有匹配的語言嗎？），回到最原初、自由的歌唱感受。除了最

為徹底的無字曲之外，程度最輕的戲仿存在於咬字方面。當女性不得不將挪

用權威話語，正如必須演唱指定動作的歌詞時，她可以借助輕微改造發音，

來進行性別戲仿（gender mimicry）的遊戲。以 Luce Irigaray的話來說，正是

「戲耍式的重複的效應，歷歷凸顯理當隱匿不彰者，語言中陰性可能運作的

遮掩。這亦指『揭露』以下事實：如果女人是如此卓越的模仿者，那是因為

她麼不單單限束在此功能之中 。」237 

〈浮躁〉的「九月裏」的九，標準讀音是 jiu，但在經過和聲編排後，

字母 J 發音模糊不清，像是和聲中的 Wu 音覆蓋了原本的「jiu」；〈將愛〉

的風火（feng huo）簡化成「feng ho」，我們（wo men）變成「o men」，衍

生、永生的生（sheng）省略了後鼻音；對錯（cuo）取消了中間的 u；〈不

留〉中留下（xia），〈新房客〉的煩惱（nao）為 nou；同樣不發 i音。要知

                                                
235 筆者註：眾所周知的是，王菲的「酷」還體現在她拒絕為專輯或者音樂做具體解答。大

部分提及音樂的視頻資料幾乎都是在 1990 年代中期左右錄製。由於內地鮮少有音樂類節目，

考慮到王菲當時仍活躍在港台地區，因而這一時期的參考資料都來自港台的報章和節目採

訪。 
236 王菲：〈基菲總動員〉，《MTV》，1996 年。 
237 Luce Irigary (trans. Catherine Porter and Carolyn Burke), The Sex Which is Not On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8-31.譯文選自張小虹：〈越界認同：擬仿/學舌/假仙的

論述危機〉，《欲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台北：聯合文學，1996 年），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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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王菲的語言能力非常出色，改變發音的最大可能是為了迎合音樂氛圍238。

至少，在已有的粵語歌當中，由於非母語的緣故，幾乎沒有任何尾音變化，

更遑論改變發音了。  

而最具有遊戲色彩的，是無意義音節的大量運用：它們大多出現在副歌

某句話尾字部分，或是直接作為副歌出現，也有可能成為最為突出的 hook

句。無論位置在哪，它們都擁有足夠的音樂空間讓聽眾費解、愕然，進而思

考這些無名音節的意義。表達複雜的情感時，如焦慮、迷惘、頹廢、犬儒及

灰色的興奮，無意義音節總是充斥其中，且常常以假聲（falsetto）在高音區

出現。Middleton 在解釋〈榮光〉（Gloria，原唱者 Van Morrison，翻唱者 

Patti Smith）歌曲時，曾借用拉康的「愉悅」概念來解釋演唱者用高八度強

調 Gloria 尾字 A：「聲音——常常伴隨著『凝視』——是拉康對佛洛伊德式

部分客體（part-objects）的補充；對客體-聲音的準確定義是當象徵界的聲

譜無法囊括的超出，是一種遺留，是不能分割的剩餘物。」239 

表 3.3  王菲創作歌曲中無意義音節摘錄 

 歌名 無意義音節 

副歌部分（chorus） 浮躁 

Di-Dar 

假期 

 

阿修羅 

臉 

La-zha-bo-r 

di-dar(la-la-lar 和聲) 

lalalalali-sha-sha(la-a-a-

a) 

o-hi-a 

mei-you 

尾字部分 香奈兒 Yi- 

和聲，hook，break 墮落 

感情生活 

精彩 

新房客 

阿修羅   

香奈兒 

Yi-da-li-jia-a 

結尾處 La-yie-r-a 

開頭部分 A-a 

Yi- 

Yi- 

結尾處電音 Ai-ai-ai 

 

                                                
238 以上討論的歌曲，歌手均有參與創作。另有〈流年〉（詞：林夕，曲：陳曉娟，《王菲

2000》同名專輯）中，眉一皺（zhou），發音卻成了 chou。 
239 Richard Middleton, “Appropriating the Phallus? Female Voices and the Law-of-the-Father”, 

p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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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無法用符號來表達的剩餘快感，呈現出強烈的身體（情欲）輪廓，

是羅蘭·巴特讚賞的「生成-歌曲」，但按照 Middleton 的分析，他並不認為

這種剩餘物可以顛覆父權話語，或者說，不少學者過於簡化了拉康的術語：

「愉悅與意義密不可分，因而超出在方向也是無從認定的。」240由於無法認

定無意義音節的出處，歌手本人對此也是語焉不詳，它可能是源於早期音樂

啟蒙和新近獨立搖滾的混合，更像是排親（extimacy）的表現，僅憑藉以上

的四種聲音實踐，難以判斷是否對男性、父權中心主義產生足夠的震盪。 

 

第三節 前衛的美學現代性：MV中的另類王菲 

一、討論影像的必要性 

以播放音樂錄影帶為主要內容的 MTV 台的誕生，讓女性音樂人難以獲

得唱片合約的境況得到改善241，但正如熒屏女明星一般，女歌手試圖獲得身

份認同的機遇與威脅幾乎是對半開，如何讓音樂、形象進入「畫面」時空，

可以說是一個專業技能的問題。1990 年代中後期，內地聽眾欣賞、消費明

星，不外乎通過電視節目、現場演出和卡拉 OK。雖然 MTV 中文頻道、

Channel[V]音樂台242、中國音樂電視節目均已開播，但存有不少局限：如央

視播出的音樂電視，仍圍繞著國族、民族風潮、寫實主義打轉。 

赴港發展後，王第一次在內地的公開表演是 1993 年 1 月的好來西「叱

吒樂壇流行榜」，而個人北京首場演出則是 1998年 11月 27日，加上其他五

個城市243，一共為 7 場；參與節目錄製則是同年的央視春晚，她與知名內地

女歌手那英合唱〈相約 98〉，這首歌斬獲了包括「CCTV-MTV 音樂盛典」

在內的三類排行榜大獎，加諸九七香港回歸的潮流，始自 1994 年與內地音

                                                
240 Ibid, pp.104. 
241 Lisa A. Lewis, “Being Discovered: the Emergence of Female Address on MTV,” in Simon Frith, 

Andrew Goodwi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 Sound and Vision: the Music Video Read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111-130. 
242 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境外衛星代理部接收 Channel [V]中國頻道信號，通過亞太 6 號衛星

發射 ku 波段信號。該服務一般只提供給三星級以上的酒店和政府指定的居住區。 
243 廣州天河體育場（2 場），北京首都體育館（2 場），深圳（1 場），東莞（1 場），上

海（2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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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人合作的歷程，且考慮到新藝寶九年唱片合約很快到期，遺憾的是，此時

重心往內地轉移並不現實，正如黑豹原經紀人郭傳林的看法，「要奔內地主

流估計也沒戲，內地製作人還沒達到她那個高度。」244雖然 2000 年之後內

地確實躋身全球化的快車道，但加速的同時還有唱片業的蕭條，可以說，內

地唱片公司從未經歷過充分的商業發展，這樣的局面使得王的唱片約一直留

在香港，加諸她對官方意識形態、歌迷交流始終保持距離，新舊交替時期內

地觀眾獲得資訊的途徑便難以具有普遍性，在這種時空背景中，紙媒和（盜

版）光碟（或附帶有卡拉 OK 功能）借助其廉價的流通特性，讓港台歌手的

形象與音樂得以縫合。 

轉簽百代（EMI）後，王菲在另類音樂風格的探索有所收斂，但值得慶

幸的是，她另類的形象在音樂錄影文本中得以互補，大大提升了一名流行女

歌手的視聽衝擊力，如果在音樂文本中以粵語為主要特徵的香港性在逐漸消

褪，那麼至少在 MV文本中，香港 MV導演的主旨、品位仍得以發聲；巧合

的是，1997 年前後王菲的錄影帶增添了「導演」一項，因此本小節的討論

才得以成形：需要補充的一句是，為王菲拍攝的香港導演分別有張文華

（Chris Chueng）、區雪兒（Susie Au）、王麗珍（Ida Wong），其中區雪兒

作品居多，共有 22 首（張、王分別是 5、3 首，其餘為台灣和大陸導演拍

攝），最早參與拍攝的是 1993 年《十萬個為什麼》當中兩首歌〈流非飛〉

和〈Summer of Love〉，近一半（10首）作品集中在二十世紀末推出的兩張

專輯《唱遊》和《只愛陌生人》當中。歌手本人曾在採訪中委婉表示抗拒表

演（的成分），但導演「他們是想方設法表現我的個性，其實我自己沒有太

多參與製作、構思。」245以區雪兒拍攝的為例，她質疑音樂影像講故事的必

然性，也思考如何改變歌手的既定形象。246巧妙的地方在於，前衛、抽象的

設計感畫面，與王菲叛逆的搖滾態度不謀而合，這種化學效應中，最蔚為壯

觀的是女性形象的多面異質性，為了更全面地進行影像的分析，我們需要首

先知曉相關的主要理論路數。 

                                                
244 王小峰：〈王菲的氣場〉，《三聯生活週刊》，2010 年第 33 期，頁 49。 
245 王菲：〈基菲總動員〉，《MTV》，1996 年。 
246 戴寶瑩：〈Susie Au 光影越界〉，《東方日報》，2013 年 3 月 7 日，副刊時尚潮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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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樂錄影帶（電視）理論247（music video theory）概述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 MTV頻道的開播，一台全天 24小時播放音樂錄影帶

的電視節目，點燃了音樂轉向圖像的熱情，這種熱情的原料當然離不開對商

業利潤的孜孜追求，於是音樂錄影帶也可以稱為推廣片段（promotional 

clips）。學者西蒙·弗里斯（Simon Frith）敏銳地注意到，MTV 頻道將所有

音樂電台連貫地串起，是可視化的音樂電台總和。248當 MTV 頻道蔓延到歐

洲、澳大利亞、日本等廣大地區之際，麥當娜（Madonna Ciccone）百變的

形象和積遜（Michael Jackson）炫目的舞步讓青少年如癡如狂，對音樂錄影

帶的興趣，也逐漸進入學者的研究視野，英美學者試圖從文化產業、電影理

論、媒介傳播等不同學科的交叉點出發，在梳理其歷史脈絡的同時，也打開

了各種理論和個案研究的批評空間。 

早在 1987 年文化研究學者卡普蘭（E. Ann Kaplan）便撰寫了《徹夜搖

滾：音樂電視、後現代主義與消費文化》（Rocking Around the Clock: Music 

Television, 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Culture），它主要借助詹明遜

（Fredric Jameson）有關象徵行為的討論，和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的

迷狂（ecstasy）理論，將音樂錄影帶分成五大類別，同時因為「究竟是將後

現代現象理論化還是僅僅套用傳統的論述」這一疑問，卡普蘭的分類方法一

度飽受詬病249。著作等身的音樂學教授庫克（Nicholas Cook）也於 1998 年

推出了《解析音樂多媒介》（Analysing Musical Multimedia），圍繞「音樂

究竟意味著什麼」這一難題，將多種傳播載體，如唱片、電台、電視節目、

廣告、網絡播放機等階段進行歷史性梳理，在第三章中他建立了三種圖像與

音樂關係的構建模式：相似性，互補性以及對抗性。那麼問題也隨之而來：

互補性在廣告這一媒介中能夠很好地運用，但在音樂電視中，由於圖像是為

了尋找音樂（或歌詞）的異質性予以體現，那麼究竟有「多少程度的偏移是

                                                
247 由於國內同樣也使用音樂電視的翻譯，在本文中，音樂電視與音樂錄影帶為同一事物。

筆者註。 
248 Simon Frith, “Video Pop”, in S. Frith (ed.), Facing the Music (New York: Pantheon, 1988). 
249 Sue Scheibler, “Theorizing the Postmodern or Doing Postmodern Theory?” Spectator, pp.70. 

http://cinema.usc.edu/assets/101/16133.pdf. 



 

 99 

可以理解的」 250，則是一個懸而未決的議題。 

近十年來，音樂錄音帶隨著全球化浪潮得到普及，相關的理論探討也變

得更加深入和多元化。其中，卡洛·維諾莉（Carol Vernallis）在《體驗音樂

電視：美學與文化語境》（Experiencing Music Video: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Context, 2004）中首先對製作部分進行了極為細緻的分類及理論歸納，從文

本的生產，如導演角色、審查制度、剪輯、鏡頭運用、空間設計、道具、服

裝及畫面顏色及飽和度等，分析音樂風格、編曲、歌詞和歌手的肢體語言等，

到具體的個案研究，書中幾乎涉及了所有重要的歐美流行音樂作品，為非西

方世界的學者提供了極為詳實的參照。她的新作《難以駕馭的媒介：

Youtube，音樂電視和新數碼電影》（Unruly Media: Youtube, Music Video and 

New Digital Cinema）則緊跟新媒體的走向，特別關注新媒體的變遷帶來的

影響，因篇幅有限則不再贅述251。 

文化研究學者安德魯·古德溫（Andrew Goodwin）的代表論著——《在

娛樂工業中起舞：音樂電視和流行文化》（Dancing in the Distraction Factory: 

Music Television and Popular Culture, 1992）非常富有啟發性。他一針見血地

指出電影及電影音樂理論、精神分析等傳統的方法完全不適用於音樂電視：

傳統敘事要求建立一個相對完整的故事架構，帶有鮮明的寫實主義色彩，背

景音樂圍繞敘事展開。而製作音樂電視的關鍵則是：不斷的重複記憶點，為

歌曲插上促銷的翅膀，至少，在期待任何一觸即發的記憶點（hook）的三四

分鐘裏，音樂電視的某個畫面和片段將竭盡全力使之立體地實現，聽者才會

樂此不疲地循環播放，尋找樂段和畫面中與自我認知共謀的可能性。簡而言

之，記憶點的可見性與商品定位是文本分析的兩個重要前提。區雪兒本人同

樣認同影像加深音樂賣點的觀點： 

香港的製作通常是從歌詞出發，因為在流行音樂工業裏，那些形象

都代表了流行歌手。但是我亦認為，所有人都應該會對聽到的聲音有所

                                                
250  Carol Vernallis, “Analysing Musical Multimedia by Nicholas Cook”, American Music 

19:4(2000):p. 480-485. 
251 由於本文將重點關注視覺安置及其與音樂段落的契合可能，對具體個案的研究，諸如以

MTV 台為單一媒介載體，或旨在強調特定流派如搖滾樂的意識形態功用等經驗的研究，則

不在本文參照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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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想，而音樂錄像與此不同的地方，在於很多根據藝人形象所建立起來

的音樂世界，與歌曲本身呈現的世界並不一樣。製作音樂錄像前，歌曲、

歌手、聲音、歌詞早已存在，我的任務是要令將來看過音樂錄像之後的

人會回去再聽歌，聽歌時首先聯想到的就是錄像中的畫面，這樣的話，

音樂便真正和影像結婚了。252 

在此認知基礎上，論者再提出，應以互文的語境（intertextuality）和多

元論述（multidiscursivity）為框架，音樂作為先行，圍繞音樂、歌詞、圖像

這三者相互之間的關係，提出「詮釋（illustration）、引申（amplification）、

抽離（disjuncture）」253這三種結構模型。需要說明的是，這三種模型並非

嚴格區分，一部音樂錄影帶中可能僅僅涉及其一，也有可能三種形式都有觸

及，歸根結底，我們需要通過細讀以便再現文本的意義。 

三、解析區雪兒作品 

讓我們試著與上述理論對照一番：首先是詮釋模型，最為明顯的〈過眼

雲煙〉，從開始到結束，煙霧繚繞的渲染效果貫穿了整個 MV，直接以畫面

形式點出歌詞中的「雲煙」；〈誓言〉裡，當唱到「前面的路，也許真的並

不太清楚」直到第一段副歌「找不到你的視線」，畫面從開始的明朗同時轉

入傍晚至華燈初上，「別以為執著的心就不會被碰碎」，從跟拍沿著斑駁牆

壁行走的王菲，移向牆壁，並且隨著歌詞縮放，非常真實地體現出「碰碎」

一詞；又如〈浮躁〉開頭，鏡頭俯拍王菲不羈晃著雙腿，表達出中自得自信

的心情；畫面為音樂做出解釋的有〈Di-Dar〉,畫面中出現的字母，如 tau 

hon，hoi pa，li wan，ti gin，sam tiu，都是為 4/4的（次）強拍（downbeat）

做注解。〈臉〉在上文已經提到過，場景佈置與王菲的衣著、髮型、坐姿，

與一半美聲、一半搖滾的演繹互相呼應。 

到了引申的層面，意味著需要多一些層次，來證明這是一部足夠好的作

品。這一類例子非常有趣，與單純詮釋的很有些不同，這裏可以拿〈當時的

月亮〉做例子。在中文世界裏，月亮是思念、懷舊的代言詞，古詩詞自不必

                                                
252 區雪兒：〈音樂與影像「結婚」〉，柴子文，張鐵志主編《文藝復興我地》（香港：天

窗出版社，2014 年），頁 45。 
253 Andrew Goodwin, “the Structure of Music Video,” Dancing in the Distraction Factory: Music 

Television and Popular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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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拿經典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來看，是以月亮比喻「我」不變的情意，

鄧麗君不疾不徐的演唱，寄託著古典、優雅的、亙古不變的深情。但是，當

我們面對高速發展的城市生活，一切都變了，甚至連「月亮」這一譬喻，在

畫面中居然沒有出現，取而代之的是五位形態各異的都市女子形象：吹著過

肩直髮的女子，穿著動物斑紋長褲的落寞女子，戴著耳機穿白色吊帶背心的

女子，戴墨鏡不停抽煙的女子，和我們熟悉的王菲——紮著沖天辮穿著小禮

服裙。更為有趣的是，導演突出的是「當時」的狀態，由於歌詞描繪的是過

去式，主歌自述著「當時」的細節，卻在副歌部分悉數推翻，頗有後設的意

味。於是，歌詞「我們聽著音樂」和「你當時頭髮有多長」兩個場景的畫面

是對調的，導演用嫺熟的後現代手法，讓觀眾的注意力集中到無常的、無數

的「當時」。 

至於抽離，這種狀態會略顯複雜，大致是畫面、音樂、歌詞三者之間出

現斷裂、矛盾、甚至顛覆254。比較簡單的抽離方式，如以偽紀錄片風格記載

歌手巡演花絮、後臺做造型、廣告拍攝場面等，如〈紅豆〉、〈蝴蝶〉，王

菲在前者影像中的特寫中，笑場和深情演唱的鏡頭交替出現，不免產生拆解

情歌的效果。事實上，區雪兒在為王菲 1999 年《只愛陌生人》專輯拍攝的

音樂錄像中，不僅延續了諸如上一張《唱遊》中設計感強烈的封閉空間，和

快速的畫面變形切換，而且將其中懷疑、不安的世紀末情感渲染得更為濃烈。

下面，本文將重點解析〈開到荼蘼〉這首歌： 

開到荼蘼 

填詞：林夕  

曲/編：江志仁 

每只螞蟻 都有眼睛鼻子 它美不美麗 

偏差有沒有一毫釐 

有何關係 

每一個人 傷心了就哭泣  餓了就要吃 

相差大不過天地 

有何刺激 

有太多太多魔力  太少道理 

太多太多遊戲 只是為了好奇 

還有什麼值得 歇斯底里  

                                                
254 Ibid,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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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東西  死心塌地 

一個一個偶像 都不外如此 

沉迷過的偶像 一個個消失 

誰曾傷天害理 誰又是上帝 

我們在等待什麼奇跡 

最後剩下自己 捨不得挑剔 

最後對著自己 也不大看得起  

誰給我全世界 我都會懷疑 

心花怒放  卻開到荼蘼 

一個一個人 誰比誰美麗 

一個一個人 誰比誰甜蜜 

一個一個人 誰比誰容易 

又有什麼了不起 

每只螞蟻  和誰擦肩而過   都那麼整齊  有何關係 

每一個人  碰見所愛的人   卻心有餘悸 

這首歌詞並沒有明確的敘述者及傾訴對象，卻充滿了厭世卻又不舍的宿

命情感，結構層層遞進的副歌部分一半是反問句。王菲的演繹與歌詞含義巧

妙契合，以「歇斯底里」的破音唱腔，應歌詞中的質問：「還有什麼歇斯底

里」。尤其在以喇叭開場的大幅失真嗓音演唱A段，極有工業廢墟感255，急

促的換氣聲非常清晰，與副歌部分全然隱藏換氣點的對比非常明顯。江志仁

（C.Y. Kong）的編曲精美複雜，小調式，以軍鼓開場，律動簡單堅定，從

第五小節開始加入弦樂，頻繁使用二度不協和音程，氣氛恢宏卻詭異。可以

說，演唱和作曲部分，都是以激進的腔調對峙著詞作的否定精神。 

將一首弦樂類的搖滾歌詞具象化難度很大。導演區雪兒首先需要解決的

是歌手位置的難題：王菲在其中化身為全知視角的上帝角色，心不在焉地吃

著水果，擁有望遠鏡和鑲滿亮片的銀色圓球。與之對應的是四位男性角色，

指代著歌詞中的「螞蟻」和「人」，他們在牆上的投影如野獸般不斷變換，

滾動著碩大的白色雪球，頗有西西弗斯（Sisyphean）意味；搭建的空間同

樣是高度風格化的，密閉的；於是，在上帝和「螻蟻」之間，歌詞中的「遊

戲」得以展開。值得一提的是，前奏部分王菲步履匆匆，較鼓點的速度快一

倍，說明了鏡頭剪輯與節奏之間的密切關係。 

                                                
255 筆者註：有關編曲的專業術語來自與樂評人鄧柯的交談。鄧柯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電子

音樂系，現定期撰寫分析綜藝節目《我是歌手》、《中國好歌曲》等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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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費解的場景是，王菲充當的上帝總是在夾縫中如暈浪般撞著牆壁，

而所謂的「螻蟻」、「小黑人」卻在上帝的睡夢中再次幻化成牆上的野獸。

在管弦樂悉數加入音軌的中八（middle-eight）部分，睡夢中的上帝被野獸

（潛在的欲望？）驚醒，遂起身用小型弓箭將人影射落。C 段則將關有四個

小人的房間調成深藍色，暗示著生命即將到達終點。尾聲部分開始下雪，而

上帝（王菲）一邊回頭，一邊走出狹窄的空間。 

畫面中小人肆意地拋灑著金色絲線，對應著歌詞「心花怒放，卻開到荼

蘼」，雖然帶有含混的寓言色彩，卻不免讓人聯想到，彼時香港流行文化幾

乎也走到了「荼蘼」的階段，「一個一個偶像，也不外如此」，香港的

1990 年代正是打造偶像的黃金年代——上帝自走廊中離開，與香港夾縫中

（in-betweeness）求存而後回歸的論述何其相似。吊詭的是，演繹這香港圖

景的人，卻帶有否定之否定的特點：在香港女導演的音樂錄像中，以上帝之

名歌唱的，卻是一位來自北京的女性歌手。 

四、矛盾的都市女子 

回到區雪兒的作品。學者麗莎·里維斯（Lisa A.Lewis）指出，女藝人若

想在 MTV 中「出人頭地」，有兩種方式可供借鑒：一是進入符號（access 

signs），二是發現符號（discovery signs），前者挪用男性話語，後者則被

認為是女性獨有的，如以服飾、編舞等進行拆解256。為了凸顯歌手的特立獨

行的自我主張，在中後期王菲的音樂錄像中，鮮少出現其他的人物角色，畫

面風格與林夕的詞作也是相得益彰，晦澀疊加，因此主人公的一舉一動顯得

分外重要，尤其是特寫鏡頭，流行音樂凸顯歌手的音色，而錄像則需要特別

突出歌手的容貌257，毋庸置疑，對面容的關注常常帶來凝視的危險，但導演

卻賦予了王菲不一般的抵抗力量：她要麼以反覆的回瞪鏡頭表示懷疑，要麼

將各種反光、放大鏡、墨鏡對準觀眾，甚至將手槍形狀的打火機和高壓水槍

瞄準前方；在服飾方面，王菲幾乎全部身穿褲裝，無論是在原野中的〈無

常〉，還是在廣告牌中的〈半途而廢〉；頭髮的屬性是陰性的，但〈百年孤

                                                
256 Lisa A. Lewis, “Being Discovered: the Emergence of Female Address on MTV,” pp.118. 
257 Andrew Goodwin, “A Musicology of the Image”,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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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中王菲卻頭戴粉色假髮；必須承認，王菲在〈感情生活〉、〈情誡〉中

與吸塵機、滾筒洗衣機相伴，但她不僅借助工具吸走帶有陽具意象的鳥和紙

飛機，還將錄影帶（逝去的感情）搗毀並鎖在洗衣機中。她在酒店、高樓、

水管密佈的地下空間以及全世界各地的街道佈景中漫遊，區雪兒以（後）現

代技法消解了流行樂給人的固有印象，賦予都市女性重生的機遇，這些前衛

卻成熟的音樂影像作品，不是以講述故事見長的台灣流行音樂可以比擬的，

更非糾纏於城鄉想像和民族特色的內地樂壇能夠模仿的。音樂錄影帶記錄下

女歌手多變的形象和自我的肢體語言，而電影中的王菲則步入香港尋常的街

道、逼仄的公寓，為我們展開後現代都市中的物質與情感的地圖。 

 

第四節 《重慶森林》：後現代都市中Faye一般的影像與

音樂 

《重慶森林》（Chungking Express）在王家衛自編自導的作品中稍顯異

類。導演最為人所知的標籤之一，莫過於漫長的拍攝期：《東邪西毒》從開

鏡到上映時隔兩年258，《一代宗師》從構思到成片花去光陰十載。不僅如此，

他的影片常常以人物角色及其關係為重，凸顯斷裂卻重複的結構而淡化綫性

性敘事，鏡頭語言滯重濃烈，且摻加大量的片段式獨白。電影學者波德維爾

（David Bordwell）認爲王更像歐洲導演，只不過恰巧會說粵語。  

不過，《重慶森林》這部隱喻式的影片似乎打破了以上規律：首先是拍

攝期短。《重慶森林》像是一部「嬉鬧式的冒險，強調快速和自覺」259的都

市小品，僅花費一個半月時間260便完成拍攝。作為導演的第四部電影，竟然

在第三部電影《東邪西毒》之前上映，在 1995年與 Michel Ciment 的會談中

                                                
258 按開拍時間計算，《東邪西毒》（Ashes of Time）屬王家衛第三部作品。1992 年 9 月 21

日開鏡，1994 年 9 月 17 日香港首映。由於拍攝超支與超出預定製作時間，在出資人壓力

下，劉鎮偉導演以原班人馬拍成《射雕英雄傳之東成西就》，王家衛則出任該片的監製。 
259 Stephen Teo, “Space-Time Tango: Chungking Express”, Wong Kar-wai (London: BFI Pub., 

2005), p.49. 
260 Timothy R. Gleason, Qi Tang and Jean Giovanetti, “Wong Kar-wai: An International Auteur in 

Hong Kong Film-making,”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12:2(2002): p. 2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25E5%25B0%2584%25E9%25B5%25B0%25E8%258B%25B1%25E9%259B%2584%25E5%2582%25B3%25E4%25B9%258B%25E6%259D%25B1%25E6%2588%2590%25E8%25A5%25BF%25E5%25B0%25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25E7%259B%25A3%25E8%25A3%25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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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衛這樣解釋：「當時261我們已經延遲了兩個月，在沙漠拍攝致使收音效

果很糟，我們只好等待一些專用器材重新錄音。那陣子我無事可做，打算跟

著直覺走，於是決定開拍《重慶森林》」262。 

其次是「迷人的輕盈感」263，有評論認為「總覺得有種不夠紮實的感覺」

264。影片最後菲（王菲飾）用一張新的紙巾寫下登機牌給警員 663（梁朝偉

飾），是一個相對樂觀、確定的美好結局。雖然電影在香港票房表現平平265，

但幸好美國導演昆汀 ·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向米拉麥克斯

（Miramax）力薦該片，並親自出馬負責全美發行。進而，「《重慶森林》

征服了歐美主要的影評陣地」 266。 

簡單來說，《重慶森林》在規定的愛情喜劇框架內， 「實驗性與娛樂

性兼備」267，既發掘了都市男女的情愛面貌，也充分展現了香港的世界性、

物質性以及時空的錯失感。按導演的原話，便是「我不會為反叛而反叛，只

是我希望我的電影要有一些 unexpected 的東西」268。這種意外我們可以稱之

為協商（negotiation），準確地說，這個策略是 1990 年代香港電影處理本土

議題的重要手法，側重在主流、次要甚至反抗的文化、經濟、意識形態等混

雜的環境中，如何進行多變的排列置換269。 

值得注意的是，《重慶森林》從未在內地影院或者中央電視台電影頻道

                                                
261 指《東邪西毒》拍攝期，筆者註。 
262 轉引自 Michel Ciment：“Entretien avec Wong Kar-wai：Travailler comme dans une ‘jam 

session’”, Positif no.410 (April 1995), p.45. 
263 Ackbar Abbas, “the Erotics of Disappointment”, in Jean-Marc Lalanne, ed., Wong Kar-wai 

(Paris: Editions Dis Voir, 1997), pp.66. 
264 Joe：〈偷偷看，偷偷望重慶森林〉，《電影雙週刊》，總第 399 期（1994 年），頁 109。 
265 香港本地票房準確數據為 7,678,549 港幣。詳見陳清偉：《香港電影工業結構及市場分

析》（香港：電影雙週刊出版社，2000 年），頁 390。 
266 由昆汀自己的放映公司（Rolling Thunder）發行。詳見李焯桃：〈王家衛電影的海外接

收〉，載潘國靈等主編：《王家衛的映畫世界》（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

年），頁 239。 
267 David Bordwell: Planet Hong Kong: Popular Cinema and the Art of Entertain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89. 
268 楊慧蘭、劉慈勻：〈長劍輕彈 漫說江湖事——王家衛談東邪西毒和他的電影世界〉，

《電影雙週刊》總第 402 期（1994 年），頁 30-49。 
269 Kwai-cheung Lo,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the Local in Hong Kong Cinema of the 1990s”, in 

Ester C.M. Yau, ed., At Full Speed: Hong Kong Cinema in a Borderless World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pp.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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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映過，其對內地的影響研究由於資訊、政策的遲滯性而變得困難重重。可

以推斷，人們獲知此片的途徑大致有盜版光碟、地方電視台或是高等院校組

織的觀影會等。因而，對此片有效的討論需要借重兩個條件：一是互聯網的

普及，二是內容龐雜的「小資文藝」現象的流行。反觀 1994 年「走出去」

的中國電影有《活著》270和《陽光燦爛的日子》271，兩部均由小說改編而來，

內容關乎（或顛覆）宏大敘事，電影語言迥異於港台地區272。本小節的討論

只能從文本出發，圍繞都市圖景、商品文化、情感表達等，為區域性話語如

何在普及的全球化語境中發聲（articulation）這一話題，提供借鑒意義。 

由此，本小節主要關注兩個議題：一是國際化都市中的流行文化表徵；

二是探討影片《重慶森林》，解析導演鏡頭中的（不論是否有自覺意識）香

港，作為高度發達的現代化都市，如何展現全球與本土、商品與媒介、情感

與物質之間的相互滲透以至於邊界模糊的一面；在人物塑造方面，尤其是王

菲，又是怎樣在影像和音樂的相互映照下完成角色「菲」、大眾明星、流行

歌手等多重角色的自我指涉意義。 

一、《重慶森林》中的香港時空 

《重慶森林》的片名常常成為討論的起點，如果說中文名僅確認了故事

（之一）的地點和高樓林立的迷惑性，那麼英文名——Chungking Express則

概括了兩個獨立故事的發生地點——「重慶大廈」和外賣店「午夜快車」，

以及時間的碎片化。顯然，這是一個高度物化和符號化的抽象空間，是全球

化都市的重要體現。但導演通過把玩速度，進而模糊虛實界限，賦予人物進

出（新）空間的主動性，因此，青年男女從後現代困境中突圍的行動則充滿

了可行性。 

這部影片情節簡單，它主要講述了兩個故事。第一個故事時間跨度大約

有兩天：1994 年 4 月 28 日到 5 月 1 日，地點位於重慶大廈。警員 223（又

                                                
270 電影《活著》製片商有兩家：上海電影集團公司（上海電影製片廠），年代國際（香港）

有限公司。 
271 《陽光燦爛的日子》（1994 年）原著為王朔的《動物兇猛》，1995 年內地公映，有關

製作過程詳見姜文等著：《誕生》（北京：華藝，1997 年）。 
272 1994 年引人注目的台灣電影有李安導演的家庭三部曲之三《飲食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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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何志武，金城武飾）難以走出情傷，他發誓如果到 5 月 1 日女友仍未回心

轉意，那麼他將吃完三十盒鳳梨罐頭，並愛上另一個女人。與此同時，女毒

販（林青霞飾）接到酒吧金髮男人的指令，她找來幾個印巴裔人喬裝後計劃

運送毒品。不料，他們在機場趁機攜毒逃跑了。精明的女毒販想辦法找到他

們並悉數滅口。這時她在酒吧與警察相遇。殷勤的 223 如願與神祕的女人共

度一晚。故事的最後，毒販暗殺了金髮上司的同時丟棄假髮。她成功地反轉

了命運。 

第二個故事才是影片的主體。男主人公的扮演者換成了梁朝偉，但身份

變化不大：警員 663，其前女友爲空姐，663 失戀後常常對著物品說話。他

巡邏街區之餘來到午夜快車買廚師沙拉。新來的女招待菲（王靖雯，即王菲

飾）對失戀的警員產生了興趣，並趁機偷偷潛入警員寓所打掃整理，使之煥

然一新。663 最終明白了菲的心意，他們相約在加州酒吧見面。但菲卻披上

空姐制服，去往了真正的加州。一年後，663 接管了午夜快車，空姐菲也重

游故地，她順手在一張新的紙巾上寫下（與警員 663同行）的登機牌。 

這兩個故事在內容上相互獨立，但人物卻狡猾地穿梭於故事之間，產生

隱密的交集：空姐下機後在路邊準備搭乘的士，警員 663 在人行天橋上張望，

在一家商店正門前，菲抱著大型加菲貓毛絨玩具離開，而假髮女毒販在一旁

抽煙，這三幕暗示了「兩個故事更像是同時並行而非依次發生」。273這種共

時性也帶出了諸多疑問：擁擠的都市空間是否賦予無數偶遇（chance 

encounter）的可能？這種偶遇對都市人群的交往而言是一種有效的浪漫還是

隨機的現實？ 

正如警員 223 在追捕行動中，衝撞（親密接觸的一種）到女毒販的瞬間，

鏡頭跳切至舊式電子跳鐘的特寫（幽藍色）：4月 29日——時間的緊迫性無

處不在，再回到現場。導演用「停-動-停」的方式，強調背對著長鏡頭的林

青霞被撞得轉過身來（對著鏡頭，中景直到遠景），在停頓中她的手臂也抬

了起來（定格），這時 223 的外話音響起（普通話）：……五十七個小時之

                                                
273 Brunette Peter, Wong Kar-wai: Kar-wai Won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5),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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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愛上了這個女人——何志武的獨白明顯是精神分裂式的，「在此處獨

白不可能是閃回（flashback），因為他此時不可能認識這個註定要愛上的女

人」。274我們不禁要問：時間的緊迫性究竟來自何處，擁擠的環境，還是政

治變化？為何日常的溝通會失去效用？如果無法溝通，那我們是逃離舊地呢，

還是攬物低語？ 

我們所熟知的香港地標，常常是幕牆閃耀的中環，和湛藍色的維多利亞

港，但在這部小成本影片中，重慶大廈因為這部電影而意外地成為影迷朝聖

之地。也斯曾經這樣描述過： 

重慶大廈本是印度人聚居的地方，以他們的民族食品和布料著名，

同時以廉價租金成為背囊旅行者聚居的旅舍。另一方面，蘭桂坊由一個

安靜的住宅區和鮮花市集發展成一個「優皮地帶」，滿布年輕人和外國

僑民常去的各類國際餐廳和酒吧。自從在九十年代早期興建了由中區伸

延至半山區的電梯後，新型的西式酒吧和食市林立，臨近蘭桂坊的舊住

宅區和舊市場區亦熱鬧起來。在《重慶森林》裏，從房中（聽說是該片

攝影師杜可風的住所）275望出窗外電梯上行人們的鏡頭，給我們展示了

一副九十年代嶄新的都市景觀。這電影無疑不完全是香港都市空間的寫

實臨摹，但亦不是表現一個全無文化特徵的全球性後現代空間。276 

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如果說中環的摩天大廈意味著工具理性式的全球

資本主義範式，那麼重慶大廈則是另一個髒亂但飽含生機（或危機）的、低

端化呈現的「全球文化超市」277：南亞裔、非洲裔、拉美裔的人們來此淘金，

努力改寫命運。在這裡，當下是一切，時間流轉等於資本流動，尤其在長久

政治訴求「失語」的香港，所謂的「活力和能量」幾乎全部導向了經濟，

「如果無法選擇領導人，那麼你至少可以選擇你要穿的衣服」。278 

                                                
274 Janice Tong: “Chungking Express: Time and its Displacements”, in Chris Berry, ed., Chinese 

Films in Focus: Twenty Five New Takes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2003), pp. 54.  
275 筆者註：「會哭的房子」的確是攝影師杜可風（Chris Doyle）的寓所。詳見杜可風：

《光之速記——杜可風中國電影映射》（台北市：時報文化，1996 年），頁 69。 
276 也斯：〈王家衛電影中的空間〉，載潘國靈等主編：《王家衛的映畫世界》（香港：三

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 年），頁 20-21。 
277  Gordon Mathews: Global Culture/Individual Identity: Searching for Home in the Cultural 

Supermarket (London: Routledge, 2000). 
278 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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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衛選擇位於尖沙咀的這幢突兀建築，與他幼時經歷有關279。事實上，

這座大廈與所謂的「本土」早已疏離，它是一個異質的存在，並不為本地人

所接近認可，人類學家麥高登（Gordon Mathews）曾說道： 

重慶大廈在香港，但它不屬於香港。它仿佛是一個來自發展中地區

的外星孤島，降落在香港的中心地，這才是令大家畏懼之處，而並非什

麼犯罪問題。這也是我為什麼（稱之為）……「世界中央的貧民

窟」……特別是其居民都是非白人和非香港華人的少數民族，並且在一

定程度上被香港的主流經濟排除在外，本地人由於對發展中地區所知甚

少而產生懼怕，所以重慶大廈也因社會歧視而被隔離開來。……重慶大

廈是香港社會的他者。280 

而談及另一處位於中環的場所——一條全球最長的扶手電梯——營造出

的不僅僅是流動的風景，還有流動的身份認同（floating identity），觀看者

所謂中西華洋的明確界限，在眼前的地理圖景中已不復存在，「異質的空間

和居住的矛盾」281。同時，人們在這條悠長的、充滿歷史隱喻的電梯漫遊中，

同樣面臨著身份認同的危機：我們依靠何物來確認主體？ 

在電影中，這條電梯意味著易逝的羅曼蒂克。一夜纏綿過後，警員 663

的前任女友搭乘扶手電梯離開，由於隔板阻擋了一旁的民居窗戶，她躬身與

男友揮別，此前專門有一個腿部特寫的鏡頭，而下一次談論到小腿的時候，

女友換成了女店員菲。對菲而言，這條電梯是時空隧道，是她釋放情感的必

經之路。在場景調度（mise-en-scene）中，世紀末（fin de siecle）的頹廢

（decadance）均隱而不現，僅化約為一條虛實之間流動的小徑。 

與勻速的扶手電梯不同的是，第一個故事充滿了果敢神祕的色彩：女毒

販一氣呵成安排藏匿毒品的緊湊過程證明了這一點。變調笛聲合奏的寶萊塢

風格配樂中加入西塔琴，與清點美元的鏡頭同時出現（之後加入小孩的哭鬧

聲），借用手持攝像機的快速切換（quick cut），濾鏡呈現的冰箱裏橙紅的

                                                
279 王家衛曾在多個場合談及五歲時從上海移居至香港的往事，此外也毫不掩飾對混雜髒亂

環境的鍾愛。詳見訪談：Jimmy Ngai: “A Dialogue With Wong Kar-wai: Cutting Between Time 

and Two Cities”, in Jean-Marc Lalanne, ed., Wong Kar-wai, pp. 84. 
280  麥高登著（Gordon Mathews），楊瑒譯 : 《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

（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香港：紅出版，2013

年），頁 30。 
281 同上，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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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不完整的構圖，以及曝光不足（underexposure）導致的陰影等等，勾

勒在變形的空間（skewed space）中的量體裁衣、定制皮鞋，購買電器和行

李箱等行為，林青霞不時推搡及大聲呵斥打岔的印巴人，這一氣呵成的畫面

體現了高度成熟的（非法）貿易流程。女毒販的掮客身份代表了香港自開埠

以來的全球角色（go-between）。那頂隨時可以替代（expendable）的金色

假髮（blonde wig）意味著中間人角色的不穩定性。雖然女毒販槍殺了南亞

裔人和白人上司並扔掉假髮（宗主國賦予她的正當身份？），但直至最後她

的身份仍然無從辨認。無獨有偶，與假髮同時拋下的，還有當天過期的鳳梨

罐頭——那個被賦予了定奪意味的保質期 5 月 1 日——這個確切的日期隱約

指向彌漫在現實中，香港人面對九七回歸的焦慮感。282 

影片開頭的追捕片段頗具未來主義之感，飛奔的警員 223 形象被前景化

（foregrounding），這讓觀眾很快進入觀影的緊張情緒（誤以為是警匪片）。

「王家衛像馮史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一樣，上一個鏡頭是近乎催眠的

凝視，下一卻是吊人胃口的匆匆一瞥。」283這一段話意指女毒販在槍殺白種

男人後離去的身影由一連串的凝鏡組成，最後一個鏡頭她的臉部特寫非常模

糊，幾近淡出畫面。偷格加印（step-printing）284或稱塗痕運作（smudge-

motion），这种手法运用在片頭以及廣為援引的菲凝視著啜飲黑咖啡的 663

場景——人群飛速而過幻化成平行狀的色塊，人物角色卻十分清晰且動作悠

緩——製造出都市生活中常見的疏離感的同時，也讓角色們遁入另一個無名

無形的時空。285 

除了以上討論的快速 /貿易 /不確定感之外，在學者阿巴斯（Ackbar 

Abbas）看來，速度不僅等同於技術，更多的是「這種技術加快大量複製資

訊的節奏……（以至於）空間變得超出常規、難以衡量。」286一方面，媒介

                                                
282 Timothy R. Gleason, Qi Tang and Jean Giovanetti, “Wong Kar-wai: An International Auteur in 

Hong Kong Film-making”: p. 307. 
283 大衛·博維爾（David Bordwell）著，何慧玲譯:〈前衛普及電影〉，載《香港電影王國—

—娛樂的藝術》（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01），頁 243。 
284 由於偷格加印的技術比較靈活，在筆者讀過的兩篇文章均給出了不同解釋，請見 Janice 

Tong 和大衛·博維爾的文章，此處不再贅述。 
285 Peter Brunette, Wong Kar-wai, p. 53. 
286 Ackbar Abbas, “the Erotics of Disappointment,” p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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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其過於普遍卻喪失了意義，讓人們聯想到鮑德

里亞（Jean Baudrillard）的「內爆」（implosion）現象。警員 223 逐個打電

話給所有可能約會的女性，鏡頭中只讓我們聽到他單方向的對話：有假裝灑

脫的粵語，也有自然的日語閒聊和匆匆敷衍的台灣國語（多種語言也帶出全

球化的含義）。他與女毒販共度一夜時，電視機徹夜播放的粵語殘片；微型

CD 機還有酒吧點唱機用來播放流行音樂……很明顯，影片中現代媒介帶來

的溝通效果極其有限——何志武始終未能等來女友的隻言片語，而菲則用嘈

雜的音樂作為自我的掩體。 

在後現代社會中，速度取代了目的地，成為了目的本身。於是，一系列

不穩定的中間媒介，帶有跨國/區域（transnational）意義的地點，例如機場

承載了商品交易、族群遷徙、情感轉移等流動主題。導演王家衛最初的計劃，

是讓四個角色同時出現在台灣機場的候機廳：「梁朝偉正在等待轉至加州的

飛機，林青霞因為販毒被捕，金城武回台灣探親而王菲則變成了空姐。……

這個地點的大小、給人的感覺，我認爲非常適合（拍攝）……」287。正如機

場、超級市場、地鐵站、候診室等，是承載所謂「後現代寓言」的最佳場所。

套用德勒茲（Deleuze）的「Any-space-whatever」概念，來說明「這些匿名

的空間中潛藏著獨一無二的奇特性（uniquesenss and singularities）：……

（它們）不是一個抽象的普遍存在，而是相當奇特的空間，其中幾乎喪失了

所謂線性聯繫的同質屬性（homogeneity），是一個虛擬連接的空間」288。 

在這一奇特的虛擬空間當中，商品以大量過剩的形態呈現在觀衆眼前。

王家衛嫻熟地植入各類消費品，就像同期廣受追捧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

（Haruki Murakami）在小說中崇尚的美式中產階級品味類似，以奇觀手法

展示消費文化符合內地觀衆對現代化豐裕生活的渴望。在濃重的夜色中，

OK便利店的霓虹招牌異常明亮，午夜快車小吃店裏醒目的可口可樂（Coca-

Cola）紅色紙杯，德爾蒙（Del Monte）鳳梨罐頭，麥當勞（McDonald’s），

箭牌（Kent）香煙等等美式文化符號俯拾皆是。並且，片中提到的食物幾乎

                                                
287 Tony Rayns, “Poet of Time.” Sight and Sound 5.9 (September 1995) : pp. 16. 
288  Gilles Deleuze (Hugh Tomlinson and Robert Galeta trans.,), Cinema 2: The Time-Image 

(London: Athlone Press, 1989), 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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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速食，無論是屢次強調的廚師沙拉、鳳梨或沙丁魚罐頭、速食面，還是

警員 663 在集市中匆匆入口的叉燒炒飯，食物的製作方式同樣彰顯了都市生

活的便捷但潦草，它就像愛情一樣唾手可得卻無法長久，正如小食店的老闆

這樣兜售他的愛情哲學： 

（炸魚薯條）二十塊錢而已嘛，多給她一個選擇多好！ 

當失戀的 663 再次來到小食店，老板正欲推銷熱狗，663 卻自怨自

艾道：也是，宵夜都這麼多選擇，何況是男朋友？……早知道好好的廚

師沙拉，轉什麼炸魚薯條？ 

老闆巧言安慰他：小事而已，她不轉口味又怎麼知道你真材實料？ 

在這段有趣的對話中，警員認為是頻繁的改變侵蝕了愛情，而促銷狂老

闆則教育他，男人應該經驗豐富，一切要向前（錢）看。用速食來比喻都市

愛情，一是印證了情感的易逝性（即用即棄289），二是宣告已有的溝通方式

失效。電影理論學者大衛·博維爾（David Bordwell）在不乏感性的文章〈愛

情任你點〉中直白地說「愛情畢竟是食物。」290於是，兩位警員無一例外開

始寄情於物， 223 希望鳳梨罐頭的保質期是一萬年，663 的沙丁魚罐頭換成

了豆豉鯪魚也照吃不誤。吊詭的是，罐頭食品正是都市愛情模式的隱喻，用

想像的妥協方式保存愛情/時間之不可能，更何況，速食食品本身是不健康

的，躲進問題中的罐頭愛情可說是雙重的困境。 

如果說第一個故事是晦澀、危險和冷靜的，那麼從 223 與女店員菲碰觸

的凝鏡開始，故事走向陡然出現了轉折。在角色設置與視聽效果設計兩方面，

我們都能在平淡的大眾文化裡捕獲生機和希望——即使這希望依然帶有相當

的綿延（duree）色彩。 

二、可愛女性和流行音樂 

與法國「新浪潮電影」主張類似，這是一部典型的作者電影（auteur as 

structure）291 ，導演創作劇本，採用實景實拍，後期剪輯常有創新，就像是

                                                
289 Ackbar Abbas 用 throw-away culture 來形容即將失效的食物或是一夜情。同上，頁 66。 
290 大衛·博維爾（David Bordwell）著，何慧玲譯:〈愛情任你點〉，載《香港電影王國——

娛樂的藝術》，頁 249。 
291 在一次導演訪談中，記者提到有關「鐵三角」中張叔平與杜可風的技術水準會否制約發

展的問題時，王家衛回答：「我們是一起做，有時我提想法，有時他們提，我們的變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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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把電影拽出電影，與其他景觀發生聯繫，攜帶著大量新意象、音畫和

虛擬現實的潮流」292。 

前文曾提到，導演製作《重慶森林》非常即興，白天寫劇本晚上開拍，

攝影師劉偉強還有杜可風，偏向以自然光爲主。在拍攝《墮落天使》的間隙

時間，他接受採訪時曾這樣回憶道： 

（《東邪西毒》之後非常必要的休整期）我覺得自己得為自己拍一

部小電影293。作為導演作者，我有許多未曾來得及發掘的創意，（它們）

發自本能，卻瞬間蒸發。不管怎樣，《重慶森林》基於這麼兩個創意建

立起來，（由於第二個故事太長），原本作為第三個故事的現在成為

《墮落天使》的基礎。294 

除了強烈的發自內心的意願，他還承認當時處於樂觀的情緒之中： 

《阿飛正傳》關注的是複雜感受：九七之前的去或留。而現在時間

過去了，有關的爭論少了些。《重慶森林》更像是當下人們的感

受。……（前幾部戲中）人們陷入孤獨之中，但《重》不同，大家懂得

如何使自己開心，即使只是對著番梘說話。現在他們深諳城市生存之道。
295 

嚴格來說，觀察《重慶森林》的製作背景，應當同時考慮拍攝《東邪西

毒》帶來的巨大影響296：某種程度上來說，重回熟悉簡單的學生電影式創作

模式，前衛和既有的手法都或有存在。而論及電影中較為完整的都市生態和

人物生活，也最好能併入對《墮落天使》的考量。但幸運的是，由於演員新

人王菲和金城武的加入，以及不少風格迥異的音樂編排，使人們除了關注獨

創的剪輯技術，還留有新的討論空間。 

                                                
這一組人的變化」。由此討論時並不需要拘泥於導演一人。採訪詳見謝曉，李亦菲：〈星

光閃爍好年華〉，載張立憲編：《家衛森林》（北京：現代出版社，2001 年），頁 120。 
292 Jean-Marc Lalanne, (Stephen Wright trans.,) “Images From the Inside,” in Jean-Marc Lalanne, 

ed., Wong Kar-wai, pp.13.  
293 《重慶森林》的預算為 1500 萬港幣。 
294 Tony Rayns, “Poet of Time.” p. 14. 
295 Ibid. 
296 似乎《重慶森林》與《東邪西毒》的前後上映時間也催化了坊間對王家衛非黑即白的愛

恨反應。但王家衛同時坦承，「拍的時候十分開心，《重慶》，我是拍得相當從容的。」

詳見魏紹恩：〈魏紹恩王家衛小城對話〉，載《四出王家衛，洛杉磯》（香港：陳米記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頁 18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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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對《重慶森林》的學術討論，基本圍繞片名、敘事結構、鏡頭語言

以及政治隱喻和後現代都市文化理論等展開，重點關注片中音樂內容的不多。

其中較有借鑒意義的是葉月瑜的《自己的生命：王家衛電影的音樂論述》和

布萊恩（Brian Hu）的《KTV 美學：流行音樂文化與當代香港電影》（The 

KTV Aesthetic: Popular Music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Hong Kong Cinema）。

前者從王家衛的藝術電影為何風靡全球的問題出發，而後者則將重點轉向製

造本地流行偶像的文化產業，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兩篇文章分別借用的視聽

契約（audio-vision contract）以及轉向關注「明星」（stardom）對本文有所

啟發。有不少評論簡單認為菲多次潛入 663 家中的場面頗具 MTV 風格，這

種說法值得商榷。因為電影插曲與 MTV 語言有本質的不同：前者大多借助

音樂渲染視覺感受和引導故事發展，而後者格局內容偏小，畫面如何配合音

樂結構才是重心。 

聯想到王菲作為流行粵語歌手的角色，《重慶森林》的第二個故事幾乎

完美融合了一個多面的女店員菲：逃離本地到美國加州的追夢者（文化想

像），可愛同時帶有侵略一面的年輕女性（故事角色），以音樂體現主體性

的超級明星（媒介產物）。讓人驚訝的是，《重慶森林》憑藉浪漫的劇情片

類型，其音樂個性不輸歌舞片，且人物表演新奇，讓人眼前一亮297。 

王家衛認為「故事會因演員、環境而發展」298，「他會一邊拍，而為了

更適合演員的發揮，又會一邊修改甚至重寫劇本」299：畢竟，一個「跳脫及

帶點神經質的性格」300的角色在他的作品中並不多見。反觀王菲，她自忖對

演戲沒有自信，這個角色「是壞女孩又不是，就是有點怪，有點神經質」301，

「在別人的家裏玩飛機，將櫃檯布鋪來鋪去……演起來很尷尬。」302與紙媒、

                                                
297 前文提到的美國導演昆汀曾大贊片中菲的角色讓人癡迷（capturing）。Quentin Tarantino：

〈Quentin Tarantino on Chungking Express〉，Youtube，瀏覽日期2014年7月26日。網 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BYHI9h1aWw#t=329。 
298 周桂人：〈究竟王家衛有什麼能耐？〉，《電影雙週刊》，總 397 期（1994 年 6 月），

頁 42。 
299 同上，頁 43。 
300 家明：〈重慶森林的場域遊移與數字戀愛〉，載潘國靈等主編：《王家衛的映畫世界》，

頁 103。 
301 周桂人：〈究竟王家衛有什麼能耐？〉，頁 43。 
302 Wong Cecilla：〈王菲：逃離重慶 戀戰沖繩〉，《電影雙週刊》，總 555 期（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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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上出現的「王菲」類似，這個「阿菲」同樣不愛說話——率先出場的是

絞乾毛巾的手部特寫，與之後不斷重複的拖地、擦拭玻璃等畫面，以及戴上

粉紅色手套，多次清潔整理 663 寓所的情節直接對應，一方面表明她從事的

是體力活，二來也符合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以音樂/感性來替代說話/感性，

同樣也是性別歧視，但是在片中，富於行動力的菲是帶有那麼一點主動/侵

略性質的：讓一讓（廣東話：借歪？），同時，《加州夢遊》前奏在凝鏡中

響起，伴隨 223經典的對白： 

我跟她最接近的時候，我們之間的距離只有 0.01公分。我對她一無

所知。六個鐘頭之後（濾鏡鏡頭此時轉向背對的警員 663）……。  

就像葉月瑜對故事二開場音樂的總結：「1. 音樂由一個保持距離和隱

藏目的的‘螢幕’功能；2. 音樂可以有一個很強的、用來形容精神狀態的指示

功能（indicative function）」。簡單來說，喧鬧的樂曲聲為掩護的功能，而

《加州夢遊》（California Dreaming）的歌詞則表明菲的「加州夢」：流行

音樂「全球文化，以美國為風向標，輔以承諾綠樹和陽光沙灘，及新秩序下

的豐盛，統統湧進了香港的精神脈絡。」303，同時，這首歌的創作背景304也

意味著對陰暗的故事一的否定：嚮往加州的陽光與溫暖。甫一開場，第二段

感情故事的主要元素悉數到位。 

《加州夢遊》可說是代表菲的掩體和願望，那麼在倒敘結構中出現的空

姐女友（周嘉玲飾），她與 663 借用飛機模型嬉鬧與纏綿的片段，運用的是

爵士音樂《一天可以有的改變》（What a Different Day Makes）。導演憑藉

樂曲風格區分兩位迥然不同的女性風姿：童趣與性感。為了更細緻分析音樂

與影像之間的關係，本文需要先引入米歇爾·希翁（Michel Chion）所界定的

三種聆聽模式： 

一是因果關係聆聽（causal listening）。它是為了獲取發音原因

（或聲源）的聆聽。當聲源可見是，聲音可以對其提供補充資訊……看

                                                
頁 33-34。 
303 Sean Redmond, Studying Chungking Express (Leighton Buzzard: Auteur, 2008), p. 46. 
304 演唱團體「The Mamas & The Papas」由兩對夫婦組合而成。這首歌由其中的菲力浦夫婦

創作。由於剛到紐約，蜜雪兒·菲力浦十分想念溫暖的加州，因思鄉而創作的歌曲。《加州

夢遊》創作於 1960 年代，美國最好成績第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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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的起因可以由某些知識或邏輯推理來辨別。二是語義聆聽

（semantic listening），用來解釋一段資訊的編碼或語言：口頭語言，

當然還有莫斯電碼（Morse）和其他類似的編碼。三是簡化聆聽

（reduced listening），是一項新的、富有成效但非自然化的活動。……

當我們無聲源地聆聽錄製的聲音時，它讓我們反覆地聽一個聲音，然後

才使我們逐漸地停止專心於它的起因而更準確地感知它自身的固有特徵。
305 

《加州夢遊》在影片中一共出現了六次，與不同的場景結合，其聆聽的

結論都有所不同，總體而言，第五次的重複具有較為完整的意義——穿黃色

碎花襯衣的菲（第三次）潛入 663 的家中。她首先換掉 JVC 播放機原有的

CD，我們可以推測那是 Dinah Washington 的《一天可以有的改變》，代表

性感的空姐，鏡頭甚至特寫了機器螢幕上的數字「5」和時間進度格。從

「取出-播放 CD 的動作-音樂響起」這一系列的動作，這是典型的因果聆聽

方式：讓我們得知音樂聲響發出的來源，再一次，JVC 的商標我們看到了商

品文化的無處不在。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語義聆聽與「午夜快車」小吃店播放時的意義有

很大不同，從空間而言，這是一間封閉的、男性主導的狹小寓所，進入的方

式是「非法」或是「夢幻」的。但就是這樣的空間裏，純真女孩阿菲，表現

出有趣主動的本性。這一次的進入帶有十分明顯的破壞性，與音樂合謀的視

覺道具，除了掩體「手套」306之外，還有被牢牢握在菲手中的飛機模型，它

完全失去了之前調情的含義，此刻它是大無畏的探索（入侵）者：伴隨著

《加州夢遊》賦予的勇氣，菲躲在窗簾後面，挑釁地向外面的扶手天梯大喊

（似乎在說，我在這，來抓我啊！），先後摔打草綠色的鱷魚公仔，用飛機

撞擊另一個白熊公仔的頭，接著提舉起啞鈴，重重摔在已經裂開的單人沙發

墊上。她還大膽地吃掉一包速食麵，將飛機模型沉入水族缸中。似乎這樣還

不夠過癮，菲狠狠地讓水中的飛機數次撞擊玻璃缸。這幾段比較連貫的動作，

伴隨著的是幾近完整的歌曲：主歌A段，副歌，主歌B段，副歌，橋段，主

歌A段重複。於是，在一次幾近完整的《加州夢遊》音樂體驗中，女孩菲借

                                                
305 [法]米歇爾·希翁著，黃英俠譯：《視聽：幻覺的構建（第三版）》（北京：北京聯合出

版公司，2014 年），頁 23-29。 
306 葉月瑜：〈自己的生命：王家衛電影的音樂論述〉，載《歌聲魅影：歌曲敘事與中文電

影》（香港，台北：遠流出版，2000），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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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套和飛機模型完成了她「鳩佔鵲巢」式的破壞之旅。 

這是一次較長體驗的因果和語義聆聽的混合段落。真正彰顯主體性的歌

曲和情節，應該屬王菲親自翻唱的〈夢中人〉307。電影中梁朝偉固然是王菲

的「夢中人」，有趣是，王菲也是「夢中人」——活在夢中的人308。 

同樣，這一段流行歌曲的演唱接近完整，女主人公既是歌曲演唱者，又

是角色行動的主體，而歌詞和情節可算是表達同一個含義：暗戀的方式。這

種暗戀是夢遊一般的，甚至帶有革命式的激情：菲專斷地換掉了 663 寓所的

內核。 

讓我們首先來看，4/4 拍中速的鼓點，前奏響起：菲在欄杆的中斷張望，

背對鏡頭，兩個黃色塑膠袋高高提起，裏面裝着入侵水族缸的金魚。再一次

背對鏡頭，菲手撐窗棱跟隨鼓點搖擺，鋪上新的藍色桌布，扔掉人字拖。這

便是前奏部分的所有內容。 

歌曲A段和副歌：「夢中人……」，響起的同時，鏡頭切換到水瓶，戴

著粉色手套的菲倒入兩顆白色藥片，擰緊瓶蓋然後猛力搖晃。接下來是一組

蒙太奇畫面：小食店的菲拿出表，計算催眠需要的時間，同時，663 毫無預

警地喝下那瓶水，隨後便趴在了桌子上。歌詞中的對象「夢中人」和「陌生

人」，完美對應著被催眠的 663 和「製造這次興奮」、「思想開始過分的

「陌生人」菲。在副歌第二段「為何突然襲擊我」這句歌詞出現時，菲身上

穿的衣服已經變成深色底小圓點連衣裙，她重複著倒進新的金魚，換上新的

番梘和漱口杯。 

之後馬上接入橋段，配上王菲的拖腔「啦」。這一次她穿上（別人）空

姐的衣服，躺在沙發上自拍。再一次潛入換照片，菲的上衣變成深紫色長袖

衫。 

歌曲B段，「夢中尋」開始的兩段，菲做兩件事：她將豆豉魚換掉沙丁

                                                
307 原為英格蘭樂隊組合 Cranberries 的《Dreams》。 
308 羅展鳳：〈王家衛電影音樂圖鑒〉，載潘國靈等主編：《王家衛的映畫世界》，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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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罐頭，但仍然貼上原來的標籤，將嶄新的紅藍格子襯衫拆開包裝並掛好。 

第二次副歌，加上了其他的聲音，是菲拿著放大鏡搜尋的床單時，發現

了一條長頭髮，她擔心是否有其他女孩來過，於是半誇張半玩笑地哭喊了一

陣，不過，（第三次主歌）她還是換掉了床單和床頭公仔。 

最後一次的橋段分成兩段，前面八小節電吉他伴奏音量降低，傳真機中

是女友空姐的訊息：班機回香港了……call 我吧。然後是歌手王菲再一次的

「啦啦啦」，這次音樂音量很大，伴隨著女孩菲換掉抹布離去前，非常果斷

地刪除了留言。 

這一段音樂十分完整，歌曲持續大約時長為 4分 18秒，女孩菲進出 663

房間三次，配合歌詞中「震撼」、「襲擊」、「興奮」等關鍵字眼，鏡頭切

換與鼓點的速度一致，除了必要的打掃發出的響聲之外，觀眾的注意力幾乎

完全簡化地集中在粵語歌詞和畫面中快速的行動中。通過運用語義聆聽和簡

化聆聽的方法，來詮釋《夢中人》和《重慶森林》的視聽合約關係，且這種

合約並不簡單：女店員菲與歌手菲產生了有趣的疊加（superimposition）。

聽眾想當然地認定，女店員菲獨特暗戀的方式是歌手王菲所獨有的，而這首

歌的完整介入，也可能讓聽眾對《胡思亂想》309專輯產生綿延式的興趣。 

因此，我們可以說，《重慶森林》的結構是頗為清晰的，不同歌曲對應

不同人物的性格，尤為重要的是，導演賦予了女性角色行走/行動的主體性：

男人用自言自語沉湎於過去，而女人則果決許多。林青霞「在城市疾走的兩

場戲，角色都沒有發聲，只用〈追逐一般形而上列車〉和〈太空內的快活〉

兩首樂曲去渲染危機四伏的流動節奏……」310，女店員的夢想更為廣闊，她

敢愛，同時也要追尋理想，663 的狹小空間，難以困住她要去真正的加州一

探究竟的欲望。於是兩個重要的女性角色，林與菲，與男主人公們度過的時

光是純真的，她們不會被性關係所吸引和困囿，行動的本能，或許只來自取

                                                
309 〈夢中人〉首次收錄在粵語專輯《胡思亂想》當中，香港本地發行時間為 1994 年 6 月

29 日，與電影上映時間 7 月 14 日非常接近。 
310 張志偉：〈王家衛的後現代城市超級市場〉，載潘國靈等主編：《王家衛的映畫世界》，

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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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自身的想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重慶森林》藉助流行音樂銜接全球/

本地文化的脈絡，無論是否出於自覺意識，影片中的女主角們，都具備了一

絲獨行俠的豪邁氣質。 

 

第五節  小結 

中國當代女性雖然在大敘事中形象模糊，但消费文化的盛行爲她們提供

了發聲的契機。改革開放後帶來的時尚等各種潮流文化，已經重塑了內地女

性的自我形象與性別意識311，到上世紀九零年代，越來越多的流行文化商品

如時尚雜誌、影視、錄影帶、卡拉 OK 和廣告等，開始傳播更爲豐富的女性

形象，她們非常時髦、性感（感官衝擊），且行動自由312。在電影研究學者

張真（2000）看來，計劃經濟時代推崇的「鐵飯碗」已經被「青春飯」取代。

流行樂領域也不例外：內地女歌手開始頻繁參與海外演出313，她們可以彈吉

他（如成方圓、艾敬），也能演唱男子氣概的西北風歌謠（如那英）。但很

遺憾，這一時期的女歌手形象，與大都市包含的時髦、獨立、個性等意涵仍

相距不小的距離。 

王菲是一個特例。她出生並成長於北京，18 歲赴港投身唱片業，25 歲

已在香港紅磡體育館連開 18 場個人演唱會，主演王家衛執導的電影《重慶

森林》斬獲斯德哥爾摩電影節影后殊榮。在撰寫本文的當下，距離王菲發行

上一張專輯《將愛》及參演的電影《大城小事》、《2046》已過去十年有多，

但她仍然具備強大的影響力，公衆對她感情生活的關注與評論也不曾間斷。

本章節以王菲的歌曲、影像作品作爲研究對象，旨在提出，香港唱片工業完

善的機制，以及地緣政治角力的轉移，是製造都市流行樂、現代性聲音及影

像、明星形象的最優選擇，它不僅能提供及運用全球創意資源，也讓非本地

                                                
311 有關對中國內地女性形象的變遷與經驗討論，可參見 Emily Honig and Gail Hershatter, 

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Stanford, Cadif.: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312 Zhang Zhen, “Mediating Time: The ‘Rice Bowl of Youth’ in Fin de Siecle Urban China,” Public 

Culture 12-1 (2000):p. 98. 
313 佚名：〈「中國風」92 大型中國流行歌曲演唱會即將赴港〉，載《人民音樂》，1992

年 7 月，頁 21。補充：這是第一次內地文化部藝術局主辦的國家級重要演出交流活動，自

1992 年開始，到 1995 年共舉辦四次，曾在香港無線電視台大演播廳錄製節目。筆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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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手在國族論述之外，憑藉對演唱錄音技藝的把握、融合北京/搖滾/愛

誰誰之酷，與香港/流行/陰柔的多愁善感的特徵，建立起廣泛認可並備受推

崇的女歌手參照样本。 

本章選取的歌曲、mv、電影等，均爲內地各大門戶網站如百度、新浪、

網易票選出來的，王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趣的是，許多從事流行樂的歌

手、音樂人也視王菲爲偶像，台灣歌手蕭敬騰、田馥甄，香港唱作人王菀之

都曾翻唱《開到荼蘼》，梁翹柏、林夕、梁榮駿也對她推崇備至。可以說，

王菲的歌迷涵蓋甚廣，既包含了普通聽衆，也包括了專業人士；同性戀人士

也能在她的明星形象、歌曲中獲得力量。這一現象並不多見。 

但是，後九七時代至新千年初期，香港流行樂在內地的重要性，已經讓

位與台灣國語歌曲，兩岸三地的音樂市場份額都以台灣爲重，特別是 R&B、

rap 爲主要特色的「中國風」愈刮愈烈，它不僅在視覺上予觀衆以獵奇的愉

悅，現場演出效果也相當熱烈。香港流行樂對此興趣寥寥，不消說，它經受

着祛魅的考驗。下章即將展開的討論對象爲陳奕迅，他的形象不再如以往的

天王一般無可挑剔，演唱的歌曲也不僅僅侷限在愛情領域。在「中國風」與

「選秀」浪潮的雙重夾擊下，陳奕迅憑藉對搖滾曲風、人生百態的深刻理解，

一方面與既定印象的「中國風」自覺隔離，另一方面更以桀驁的音樂態度，

表達對「大國崛起」式高潮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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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浮誇〉與審美現代性：本真性、音樂現

場、歌迷研究  

 

香港著名填詞人黃霑博士曾斷言，1997 年粵語流行音樂已死。我們暫

且不論命題的真偽，但這一個事實正在顯現：整個香港流行文化，在新媒體

普及的時代正遭遇著危機。「去殖」與全球化危機觸發了對香港身份認同議

題的大量討論，為本章的背景梳理提供了有力依據。相對香港的活力欠缺，

加入 WTO 之後的中國內地快速融入了全球化進程。經過十多年的發展，中

國內地成為華語流行音樂的最大市場，但其本身的音樂工業影響力依然相當

有限。 

香港歌手陳奕迅被公認為「歌神」，在他之前榮膺這一殊榮的人物還有

許冠傑和張學友，許為粵語流行曲「正名」，張的《吻別》專輯全球銷量曾

雄踞全球第二，在華人世界中擁有廣泛的美譽度。陳奕迅在 1996 年推出第

一張同名專輯，詞人黃偉文在〈時代曲〉中歎息道「剩下光景不多」，「就

散席了」，但歌者仍堅持「只想唱這一闕歌，叫你認清楚我」314，攀上了

「黃金年代」的最後一班車。 

最近十年間，香港流行音樂見諸世界主流媒體報道並不常見，但陳奕迅

2005 年轉投新藝寶唱片公司後推出的首張專輯《U87》，被《時代》雜誌評

為「五張最值得購買的亞洲專輯」之一： 

U87，是一座過去與將來之間的橋樑，（它）彰顯出中國流行樂和

80 年代演唱會中人們因傷感情歌而揮舞熒光棒時，所缺乏的一種質樸

（rawness）。在〈壞習慣〉這首歌裏他表明了叛逆的態度……十年後

他贏得了音樂事業的獨立，（看上去）陳並不會放棄廣東歌。315 

截至 2014 年，陳奕迅歷經華星、英皇、新藝寶三家唱片公司，共推出

約 31 張粵語專輯（包括單曲和新曲加精選），巡迴演唱會同樣以粵語歌為

                                                
314 〈時代曲〉，詞：黃偉文，曲：江港生，演唱：陳奕迅。 
315 Ilya Garger, Alex Perry, Keane Shum and Jason Tedjasukmana, “5 Asian Alums Worth Buying,”  

Time International (South Pacific Edition), September 12, 2005,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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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他也是新千年以來唯一一位演唱會不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廣受歡迎，

同時也能深入至西南的遵義和華北的呼和浩特等地的香港歌手。 

表 4.1 陳奕迅所獲重要音樂類獎項（200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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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難發現，自 2005 年以來，陳奕迅幾乎囊括了香港地區的重要獎

項，內地方面，自廣東《南方都市報》主辦的「華語音樂傳媒大獎」給予肯

定之後，陳奕迅也獲獎無數。陳奕迅所演唱的歌曲，為何能在充斥著「人民

藝術」與青少年偶像的市場喧囂中贏得廣泛的認同與共鳴？這種藝術層面的

表達與香港「本土性」究竟有何關聯，而這種都市化的語言又與哪種新興的

中國精神面貌和實踐衝動更為相似？本章將圍繞以上問題，通過厘清中港具

體的流行文化語境，以陳奕迅的現場表演、對本真性的思考作為切入點，並

在最後一節借助粉絲研究和訪談研究的成果，觀察香港流行音樂在內地受眾

群體中的角色與作用。 

 

第一節  2000年代的中港大眾文化版圖 

香港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點」中鑄造出靈活的都市文化，這一特

性體現在經濟發展時期，人們無拘束地將多種文化混雜運用，充滿了歷史偶

然性以及自發性。在學者阿巴斯（Ackbar Abbas）看來，香港都市文化脫胎

於「否定的空間」（negative space）：不完全的殖民文化，無法追溯漫長的

傳統，抒發對家國的熱望更無從談起316，是人們在夾縫中（in-betweeness）

發展的流行文化。自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發表開始，人們終於開始認

識到書寫/重述歷史的必要性，哪怕這不存在（dislocation）的歷史回顧帶著

不可避免的悲傷： 

懷舊是一個沒有對象的悲傷，這個悲傷創建的崇敬必然不真實，因

為這個憧憬不是來自生活體驗。相反地，它停留在生活體驗的前後。懷

舊，就像任何形式的敍事，總是意識形態的。除了作為一種敍事，懷舊

追尋的過去從來沒有存在過。因此，過去自始至終都是缺席的，過去只

是不斷重新複製過去的缺憾。懷舊對歷史以及歷史不可確知的起源帶有

敵意，然而懷舊卻又渴求一個不可能的原初所在，其中生活體驗再純淨

不過。懷舊帶有獨特的烏托邦面相，朝著未來的過去，這個過去只不過

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真實。懷舊者欲望的找尋其實是缺席的，而這種缺席

恰恰是生產欲望的機制。317 

                                                
316 Ackbar Abbas, “Hong Kong: Other Histories, Other Politics,” Public Culture 9 (1997): p.303. 
317  Susan Stewart, On Longing: Narratives of the Miniature, the Gigantic, the Sonvenir, the 

Collec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p.23.譯文引自史書美著，楊華慶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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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後九七的論述顯示，香港是座移民城市，精英/傳統中國文化的權

威性與市民日常生活相當疏離318，多樣的次文化交匯形成了香港流行文化的

主流。然而，回歸以及一系列地緣政治的變動，縮小了本土原本活躍的夾縫

空間。雖然特區政府在行政層面提出了新的願景與規劃，但反響並不如預期。

譬如將香港作為世界級大都市，比肩倫敦與紐約的城市屬性定位，早在

1999年董建華宣讀的《施政報告》中已經提出： 

三、世界級大都會 

我兩年來多次講到政府的長遠目標，就是要為香港明確定位。去年，

我聽取了策略發展委員會的意見後，在施政報告裏認定香港將來不但是

中國主要城市，更可成為亞洲首要國際都會……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

承認，香港與世界級的大都會相比，仍有一段差距，尤其在人才和生活

環境等方面。但香港也具有一些獨特的優勢：我們背靠發展蓬勃的祖國

內地，是中西多元文化的交匯點……319 

第一屆特區政府著力凸顯香港在經濟、商業層面的優越性，也試圖為穩

固這一先進地位謀劃新的增長點——依靠龐大的內地市場。這一構想不乏合

理之處，但過度側重商業因素的考慮如旅遊宣傳，和低估中港文化差異有可

能帶來的矛盾與失衡，以及未能預見內地經濟總量的提速，種種因素讓「國

際大都會」的提法黯然失色。第二屆特區政府根據國際形勢提出了創意經濟，

肯定了文化產業的重要性： 

創意之都 

58.創意產業競爭激烈，香港優勢被鄰近地區所侵蝕，如韓國電影、

台灣音樂等，內地城市紛紛成立創意產業園……我認為未來五年香港的

創意產業需要加快發展，否則優勢不保。 

59.我希望剛公佈的西九文化區計劃會成為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的龍頭，帶動香港創意產業的發展，同時我們需要大量富創意的人才和

有鑒賞力的群眾。…… 

60.在品牌推廣方面，我會請財政司司長推展有關工作，制訂策略，

為「香港品牌」注入新動力，加強宣傳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形象，

同時鼓勵及推動品牌產品的發展。 

61.二零一零年上海世界博覽會是宣傳香港優質城市生活及創意之

                                                
《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2013 年），頁 165。 
318 陸鴻基：〈香港歷史與香港文化〉，載冼玉儀編《香港文化與社會》（香港：香港大學

亞洲研究中心，1995），頁 64-79。 
319 董建華：《一九九九年施政報告》，1999 年 10 月 6 日。下載自特區政府網站，2013 年

3 月 8 日。網址：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pa99/chinese/speech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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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的好時機。今次世界博覽會以「城市創造美好生活」為主題，我們將

會籌劃一系列香港 城市形象推廣運動做配合。320 

上述報告顯示出特區政府意識到香港流行文化正面臨的危機，但再一次

地，市場效益先行的潛規則讓文化復興化作泡影——學者朱耀偉特別指出，

耗資巨大的西九文化區建設，最終卻成為房地產項目，他認為政府既沒有動

員足夠的資源輔助本土創意人才，更沒有意識到創業產業的發展離不開本地

營造的良好氛圍321，香港製造的初衷，最終變質成香港投資（financed in 

Hong Kong）322。 

不僅如此，跨國文化的香港/中國性表徵中也暗示著雙重歷史缺席，在

好萊塢電影中，香港人（如成龍扮演的偵探）等同於大陸人及其文化；香港

本地製作（如《賭聖》、《賭神》系列、）將焦點對準嘲諷大陸的落後與

「前現代」的純真，不是與「他者」劃清界限，而是假借其為「他者」

（positing its otherness）然後再度挪用，進行自我重構323。簡言之，前者是

無特定民族客體的空洞概念，後者雖提及民族客體，卻是局限性的中國民族

身份認同324。 

一方面，中國形象在香港文化商品中折射出微妙的情緒與矛盾的態度；

另一方面，繼續追逐國際都市的定位也無法保證文化跨國性（cultural 

internationalization）的目的。另一方面，與「後學」（post-isms）分析不同

的是，社會學者陳海文（Chan Hoiman）以歷史性地區分階段特徵作為理論

依據，用都市化（cosmopolitanism）、本土化（indigenization）和外輸化

（exogenization）三個步驟連接起全球及本地文化的輸出與傳播，這一循環

形成相對完整的路徑——正如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經歷了電視製

作公司的成立，相互競爭，不僅出品了大量本土電視劇和節目，也引進了許

                                                
320 曾蔭權：《施政報告 2007-2008》，2007 年 8 月 10 日，下載自特區政府網站，2014 年 1

月 23 日，網址：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07-08/chi/p57.html。 
321 Chu Yiu-Wai, “Brand Hong Kong: Asia’s World City as Method? ,” in Lost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Culture in the Age of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3), p. 82, p. 85. 
322 Ibid, p.78. 
323  Lo Kwai Cheung, “Double Negations: Hong Kong Cultural Identity in Hollywood’s 

Transnational Representations,” Cultural Studies 15-3/4 (2001): p.470. 
324 Ibid, pp.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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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西方影視製作，電視行業創意人才在電影、音樂等領域的流動與發揮，最

終以功夫片與「無厘頭」喜劇兩大類型片暢銷世界。然而，困境存在於更為

常見的不完全連接方式——由於缺失了部分環節的文化轉變，本土難以形成

鮮明的特色文化，更遑論影響深遠的「走出去」期待了。作者在分析這一部

分的現實情況時，認為一直存在的市場邏輯影響了文化創意的發揮，這一阻

礙主要表現為三種形式：一是過於突出流行文化，缺乏深刻的自省；二是本

地身份的局限（尤其是具體的喜劇含義）；三是追求短期利益和低質量的後

果325，與之相反的是內地始於 1980 年代中期短暫的「文化熱」討論，以及

快速發展的文化形式和主題326。因此，當在內部路徑中無法沉澱並相對固定

一套本土文化，外部周邊地區的改革進程逐步加快時，曾經大獲成功的香港

流行文化在外輸的環節中失去了競爭力。 

從中，我們不難發現，有關身份認同的焦慮不僅與周邊地區、全球歷史

進程的巨變有密切關係，更關鍵的是氾濫的娛樂文化與保守的商業機制使從

業者很難從日常生活中擷取、提煉流行文化的形態與意義，戰術上過度「北

上」的考量（彆扭地投誠家國論述）則更加劇了對本土混雜特色的忽略，流

行文化的類型愈來愈琳琅滿目，風行的時間愈來愈短暫，當混雜成為了後現

代社會的常態時，香港流行文化不可避免地陷入衰落的境地。 

具體到流行音樂層面，粵語歌曲的低落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新世紀之初，

羅文（1945-2002）、張國榮（1956-2003）、梅艷芳（1963-2003）、黃霑

（1941-2004）等流行音樂巨擘相繼隕落，本土唱片銷量從 1995 年的 18.53

億港元，經歷金融危機重創後 1998 年的 9.16 億港元327，跌至 2005 年 842.8

萬港元328，銷量直線下降，甚至到最近不得不面對出唱片便虧本的無奈現實。

這令唱片公司扶持新人計劃更加謹慎保守，而職業歌手則不得不花費大量時

                                                
325 Chan Hoiman, “Labyrinth of Hybridization: The Cultural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ong Kong,”  

in Gerard A. Postiglione and James T. H. Tang eds., Hong Kong Becoming China: The Transition to 

1997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88-190. 
326 Ibid, pp.195. 
327 黃霑：〈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香港大學哲

學博士論文，2003），頁 169。 
328 Anonymous, “ The Recording Industy World Sale 2005,” IFPI, p. 9. Retrieved July 2, 2014, 

from http://www.ifpi.org/content/library/worldsales2004.pdf. 

http://www.ifpi.org/content/library/worldsales20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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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參與音樂以外的商業活動329。唱片業不振，盜版猖獗，雖然在香港依然能

領略到最熱門的流行音樂和現場演出330，但無疑，這些全球因素已難以沉澱

到本土的主流行業當中，更遑論形成強有力的本土文化了。 

因此，當唱片銷量難以為繼時，自然需要轉向其他的音樂傳播形式——

這是一個在全球範圍內普遍存在的事實；而經歷了巔峰的偶像製造現象之後

的香港流行樂，也開始呈現不同程度的回流，回流到許冠傑時代的平民式絮

語，詼諧卻真實，對社會、生活和情感不乏樂觀、深刻的理解。只是在這一

次回歸中，香港流行樂已經浸透都市文化的精髓。它為狂熱消費的內地市場，

展示了「古老卻現代」的音樂魅力。 

當香港流行文化影響大不如前的同時，中國內地的經濟總量已經由

2000 年的全球第六位（1.1928 萬億美元）逐步上升，並在 2011 年超越日本

躋身全球第二位，達到 10.4 萬億美元331。中國城市化進程正駛入快車道，

2000年城市人口總量為 4.56億，佔全國人口比例的 36.22%，到 2005年，這

一比例增至 42.99%332。 

快速攀升的經濟態勢為國家尋求更廣泛的影響力提供了物質基礎。早在

2008 年北京夏季奧運會舉辦之前，中共的十七大報告已明確提出「要激發

全民族文化創造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一是大力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文

化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國民的精神狀態、意志品格和內在凝聚力，

而這一切主要來自於人們對社會核心價值的認同。……二是加快發展文

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不斷提高我國文化的總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

三是提高文化傳播能力，不斷擴大我國文化的影響力。……四是調動社

                                                
329 梁榮駿也曾為陳奕迅監製過部分專輯與歌曲，除專輯《U87》之外，還有〈富士山下〉、

〈陀飛輪〉（2010）等。詳見王擊凡：〈王菲是怎樣錄音的？〉，《南方都市報》，2013

年 12 月 10 日，RB06 版。 
330 如韓國的 Mnet 亞洲音樂大獎，Lady Gaga「The Born This Way Ball」香港演唱會（2012

年 5 月），Sting「Back to Bass Tour」（2012 年 12 月）。 
331 2006 年數據為 2.7873 萬億美元，位居全球第四；2008 年超越德國，並縮小與日本的差

距，以 4.532 萬億美元位居第三。 
332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人口和社會科技統計司：《中國人口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

計出版社，2006 年。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司：《中國城市年鑒》。北京：中國統

計出版社，2001 年、2006 年、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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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支持文化建設，激發全社會的文化創造活力。……333 

軟實力（soft power）一詞由新自由主義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

首先提出（1990 年），2004 年再度以專著闡釋其具體含義：「通過吸引而

非強迫或收買的手段來達己所願的能力。它源於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觀念

和政策的吸引力。如果我國的政策在他人看來是合理的，我們的軟實力就自

然增強。」334顯然，文化產業是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重點集中城市

的高新產業，一些大型的商業中心區（centre business district）應運而生：北

京朝陽區，上海陸家嘴、淮海中路，廣州珠江新城，深圳福田等，這些大型

的中心區作為城市的形象名牌，不僅是企業學習並消化全球化成果的最佳場

所，同時也集中了大量來自全球各地的人才資源。按照學者陳海文提出的

「三階段模型」，內地的都市文化環境已經形成，但這並不等同於中國的軟

實力（亦即本土文化）達到良好的傳播效果。 

與此類似，在傳媒學者麥克·柯盾（Michael Curtin）看來，傳媒資本

（ media capital ）的「三要素」分別為工業基礎設施（ industrial 

infrastructure）、人力資本（ human capital）、非正式組織（ informal 

institutions）335。這三個環節緊密合作，為世界其他地區創造本土文化提供

了契機。譬如在北京朝陽區，集中了以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鳳凰衛視

為主的重要傳媒機構，常駐超過 80%的海外新聞單位和 167個國際媒體機構

如 CNN 、BBC、Time Warner等。但是，作為政治中心的北京卻難以放開社

會文化變量（social-cultural variation），資訊的傳播常常受到審查制度的限

制與調控，如中央電視台的綜藝頻道仍不乏謹慎的晚會色彩，流行度十分有

限；北京電視台播出的節目以資訊、科教為主。因此，「北京的媒體生態並

不能適應真正的文化多樣性……它可能是好的聯繫場所，卻非試驗之地。」

336這也意味著，外來文化的流行，需要適應這一優越的經濟地位與複雜的政

                                                
333 佚名：〈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黨的十七大報告解讀）〉，《人民日報》2007 年 12 月

29 日第 02 版。 
334 [美]約瑟夫·奈著，吳曉輝等譯：《軟力量——世界政壇成功之道》（北京：東方出版社，

2005 年），頁 2。 
335 Michael Curtin, “Media Capital: Towards the Study of Spatial Flow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2(2003): p. 202-228.  
336 Angela Lin Huang, “Beijing: a media capital in the making,”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2012): p.189. 



 

 131 

治生態帶來的雙重挑戰。 

可以說，除了北京的政治特殊性之外，全國其他地方的電視媒體正積極

尋求定位。例如，以娛樂綜藝類節目著稱的湖南衛視、浙江衛視，和側重相

親情感類節目的江蘇衛視等平分了高收視率的榜單。這些節目原創性不強，

從內容流程、節目主旨、舞台佈景、人工音效大多緊跟歐美、韓國甚至台灣

等地的製作：由早期人文類《正大綜藝》（首播 1990 年）、地方綜藝《快

樂大本營》（首播 1997 年）、「超級男聲」（2003 年）、「我型我秀」

（2004 年）等音樂真人秀節目的嘗試，到 2005 年引爆話題的「超級女聲」

（據索福瑞 CSM 統計，總決賽當晚收視率達 31.38%337）。地方省級衛視利

用差異化優勢，市場份額逐步由 2004 年的 18%338，上升至 2007 年的

34.45%339，直至 2012 年與央視平分秋色340。一方面，地方衛視展示出多元

的發展路徑，消解了以央視為中心的官方、北方文化的絕對霸權地位，並聯

合電信運營商（投票）、網絡（論壇、貼吧、微博、網絡電視等）進行互動，

使民主化的影響力成倍擴增；另一方面，大量製作並廣為傳播的真人秀節目

以及催生的熱烈討論，使青少年群體成為無償的勞動力（unpaid labour）341，

正積極投入到消費浪潮中，趁此機會發出主體性的呐喊。 

同時，我們也需要考慮到，由於內地各城市發展不均的現狀，南北等文

化差異，以及對知識產權的長期忽略等因素，一種相當普遍的盜版生產與消

費行為逐漸盛行，進而演變為帶有顛覆符號色彩的「山寨文化」。換言之，

這種以粗糙的模仿與合成的贗品式生產，不僅滿足了廣大「庶民」的消費欲

望，同時也憑藉解構功能成為內地的亞文化。與「山寨文化」兩極化評論不

                                                
337 陸地：〈2006:中國電視產業大解碼〉，載崔保國主編：《2006：中國傳媒產業發展報

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頁 231。 
338 王蘭柱、鄭維東：〈中國電視市場的收視與競爭〉，載崔保國主編：《2004-2005 年：

中國傳媒產業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頁 254。 
339 左瀚穎：〈2007 年中國電視收視市場特徵與 2008 年發展趨勢〉，載崔保國主編：《中

國傳媒產業發展報告（2007-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頁 368。  
340 鄭維東: 〈收視與廣告的再平衡〉，載《收視中國》2012 年 11 月刊。下載自 CSM 媒介

研究，2015 年 4 月 13 日。 網址：

http://www.csm.com.cn/index.php/knowledge/showArticle/ktid/1/kaid/864。 
341 詳見 Jian Miaoju and Liu Chang-de, “Democratic entertainment commodity and unpaid labor 

of reality TV: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China’s Supergirl,”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0-4(2009): 

p.524-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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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是，學者彭麗君借助對現代性的歷史角度觀察，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無疑，中國的「山寨文化」有自己的特殊國情，但更重要的是，這

個文化也是由全球資本主義的孕育而生成：一方面，中國已成為跨國企

業最大的海外市場，但另一方面，中國也能夠生產各種類型的商品，行

銷世界。換句話說，中國已完全銘刻於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中，但中國

普通國民的收入之低還遠遠不能讓普羅大眾參與品牌消費，中間的距離

直接導致欲望的蔓延。342 

流行音樂中所謂的「神曲」正是諸多「山寨文化」中的一個縮影。從

2000 年通訊設備中需要（有償）下載的來電鈴聲、網絡歌曲，到最近的廣

場舞音樂，這些歌曲以電子舞曲風格為主，律動強勁，歌詞內容口語化，修

辭也十分簡單，如「我愛你，愛著你，就像老鼠愛大米」，「愛情不是你想

買，想買就能買」，「保持我的態度，維繫我高溫度」，諸如此類，知名的

歌手有楊臣剛、慕容曉曉、鄭源343、龐龍，以及組合「鳳凰傳奇」——他們

掀起的「農業重金屬」風潮與選秀推崇的自我、個性宣言，共同構成了城市

化進程中最為矚目的兩種亞文化。「鳳凰傳奇」的經歷也折射出內地流行歌

手的大致發展軌跡：純粹的商業性駐唱走穴（以深圳、廣州為主）、網絡推

廣作為經驗和資本的累積，進而在「北上」的發展中獲得官方平台的認可，

這種正當化的影響力又能推動更大的商業成功。曾毅與魏玲花 1998 年先後

在深圳金色時代歌舞廳常駐演出，2004 年簽約順德孔雀廊唱片並組團名為

「鳳凰傳奇」。他們以旋律簡潔的民樂（女）與現代律動的說唱（男）雜糅

的風格見長，推廣和營銷環節則側重讓利與新興的音樂網站、通訊運營商、

電視綜藝等平台——「鳳凰傳奇」於 2005 年獲得了首屆星光大道的年度亞

軍。他們的演出在收視群體以「北方中老年居多，低收入，初中及以下學歷

佔大頭，農村多於城市」344為主的央視綜藝頻道。 

唱片銷量的長期低迷和城市人口的消費力普遍提升，令唱片公司將重點

放在演藝內容層面，以此來強化歌手的明星身份：廣告拍攝、媒體採訪、簽

                                                
342 彭麗君：「盜版中國」VS. 「創新中國」，載彭麗君編：《邊城對話：香港·中國·邊緣·

邊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3 年），頁 222。  
343 鄭源的〈一萬個理由〉手機彩鈴下載量為 1.2 億次。詳見穀體偉：〈鄭源：寫出那麼多

情歌，是因為痛過很多次〉，《羊城晚報》，2013 年 10 月 17 日，B2 版。 
344 張雄等：〈製造鳳凰傳奇〉，《南方人物週刊》，2014 年 5 月 26 日，第 17 期，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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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會、粉絲互動、現場演出等。演出市場的升溫證實了這一點，如下圖所示，

2011 年演唱會票房佔據整個內地演出市場票房收入近五分之一，為第三大

收入來源；2012年這一比例下降至 13.3%： 

圖 4.1 2011年中國演出市場票房收入分佈情況 

 

需要指出的是，舉辦演唱會需要相當的硬指標。北京非凡京奇文化傳播

有限公司345總經理張熠明曾這樣總結： 

……起碼有五六首國民大紅歌，有人氣、最好有大獎、從前做過成

功的演唱會，符合條件的華語歌手極少。陳奕迅和張學友、周杰倫、

「五月天」都屬於巡迴演唱會達到場場爆滿的第一梯隊。為了保證演唱

會的票房，必須控制曝光度。346 

內地的演唱會市場一直以出道 20 年以上的流行歌手為主，但 2012 年開

始出現變化，較為年輕的港台歌手成為市場主力： 

2011 年，新生代歌手代表人物周杰倫在大型體育場館舉辦巡迴演

唱會演出場次 15 場，觀眾人數 45 萬以上，是當年個人演唱會巡演場次

最多、票房號召力最高的年輕歌手。2012 年有數位年輕歌手在大型體

育場館的巡迴演唱會場次達到 10場以上，其中陳奕迅 15場，五月天 18

場，蘇打綠 16場，蕭敬騰 22場。上述演唱會的單場觀眾人數均在 8000-

30000人，平均售票率達到 70%以上。 

2012 年，部分內地歌手的表現令人感到驚喜，如韓紅、汪峰等內

                                                
345 該公司曾多次成功運營台灣組合五月天在內地的演唱會。筆者注。 
346 楊璐：〈我是歌手：企圖心和保鮮期〉，《三聯生活週刊》，2015 年 4 月 6 日，第 14

期，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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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實力歌手的演唱會票房都取得了 70%以上售票率的佳績。……但（內

地歌手）在演唱會市場總體規模中所佔份額仍然較低，其原因主要

是：……整體宣傳推廣與港台歌手相比差距較大；大部分內地歌手把主

要市場定位在拼盤演唱會，頻繁出現在各地節慶活動和拼盤演唱會上，

過度消耗了觀眾資源……347 

由此可見，演唱會作為流行文化產業中的重要一環，其周邊技術支持仍

然相當有限。「鳳凰傳奇」的經紀人徐明朝就曾提到演唱會的班底與李宇春、

汪峰等使用的團隊高度重疊，開辦之前需要互相協調348。儘管共用著有限的

技術資源，但逐漸細化的受眾人群顯現出愈來愈多元的消費選擇和主張，這

一類混雜的文化現象需要更為細緻的經驗觀察，而並非純粹的理論介入。正

如在這股強大的消費浪潮中，原本以三四線（縣）城市商業演出349為主的

「鳳凰傳奇」組合，將「我是傳奇 X」演唱會搬入 4 萬人的北京工人體育場

時，沒有或煽情或幽默的故事互動環節350，沒有改編，歌手與觀眾只是零星

的互動，可以說「鳳凰傳奇」並沒有固定成形的粉絲群體；相應地，內地著

名音樂人汪峰從「鮑家街 43 號」樂隊出走後，1999 年簽約許曉峰掌印的華

納唱片（中國），為迎合成功的地產企業家、國際汽車品牌商，以及北京中

關村的工科背景351的男性群體，他在創作中挪用了搖滾樂常見的憤怒與抗爭

元素，將之轉變為個人進取和勵志的代言詞，而幾乎完全忽略對社會現象和

政治制度的審視。更重要的是，雖然「鳳凰傳奇」成員從未接受過專業訓練，

其風格也被認為是低俗而土氣，但在演唱會反饋方面，他們獲得的評價與專

業出色的汪峰幾乎如出一轍：「180 塊太值了，嗓子喊啞了都」352，以及

「他唱歌賣力，裏面都是大實話」353，人們只重視演唱會的使用價值，而不

談音樂可能產生的交換價值、影子經濟或社會文化資本，這種價值取向與崛

起的經濟指標、舉辦奧運會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不無關聯，而官方對這類亞

                                                
347 中國演出行業協會：〈2012 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 2013 年 3 月 31 日。下載自中

國 演 出 行 業 協 會 官 方 網 站 ， 2013 年 6 月 28 日 。 網 址 ：

http://www.capa.com.cn/uploads/File/2012 年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pdf。 
348 張雄等：〈製造鳳凰傳奇〉，頁 32。 
349 流行歌手的商業演出價格，稅後從幾百到幾十萬元不等，大約準備三首歌的表演內容，

具體要求由商家來定奪。商演是流行歌手及唱片公司、經紀人主要的收入途徑之一。 
350  
351 季藝：〈汪峰：精心怒放〉，載《全球商業經典》，2012 年 2 月號，頁 167。 
352 張雄等：〈製造鳳凰傳奇〉，頁 51。 
353 季藝：《汪峰：音樂是藝術也是一門生意（中國故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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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眾和搖滾樂）的認可則意味著前衛、現代、甚至諷刺或反抗的話語

空間進一步壓縮，以至於形成了當下唯銷量和票房、「正能量」的單一局面。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陳奕迅在內地的廣受歡迎，不僅僅是所謂文化工業

的操控，我們更需要捕捉到，當音樂傳播的載體發生了變化時，歌手是如何

通過視聽的綜合技能表達情感，以此為內地觀眾創造出一塊完全不同的想像

空間。這個空間沒有「大國崛起」的男性式陽剛與亢奮，與「人民藝術」的

底層代言也有微妙的差異，它屬於城市生活中諸多細微的、轉瞬即逝的見聞、

感觸，它側重於辯證地訴說都市人複雜矛盾的情感體驗，因而更能激發人們

探求自我認知的能力。 

 

第二節  作為表演的香港流行樂 

在戲劇、影視領域，表演是一門高度體制化的知識體系，但這並不意味

著，我們在談到表演時，只能就文本（text）進行分析——主要原因在於，

表演這一過程本身，能夠源源不斷地生產出意義（generate meaning）354。具

體到流行音樂的表演層面，我們需要指出的是，與演員在戲劇中必須忘掉自

我，以服務於角色為主旨所不同，歌手在公開演唱時，作為自我意識的個體、

明星身份依然有效。因此，在舞台上，歌手的表演帶有雙重性（double 

enactment）：歌曲的演唱，和表演這種演唱355；相應地，觀眾在聆聽，也

在好奇地觀看。 

專研表演的學者 Richard Schechner 認為以下這四種主張需要重點關注：

人（being）、行為（doing）、表演行為（showing doing）、詮釋表演行為 

（explaining showing doing）356。顯然，詮釋的任務由學者們來擔綱，第一

種「人」，是指物理意義上的存在，那麼爭議的部分便是行為和表演行為這

                                                
354 Nicholas Cook, “Music as Performance,” in Martin Clayton, Trevor Herbert, Richard Middleton 

ed., The Cultural Study of Music: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12), pp.185. 
355 Simon Frith, Performing Rites: Evaluating Popular Music, p.211. 
356 Richard Schechner, Performance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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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層面，前者是真實的代稱，而後者則更像是一種欺騙或是偽造。吊詭的

是，許多逼真的演唱，是倚借著高潮的表演技巧才能完成，正如台灣學者周

慧玲在談到張國榮在《霸王別姬》中，令人驚歎的所謂「本色演出」時，她

提出了有力的質疑：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程蝶衣的角色，需要高度程式化

的，對身體的自我規訓，而不是簡單的心理投射（同性戀）；同理，張國榮

在 1989-1990年間的「告別演唱會」，和十年後的「熱·情演唱會」中，當演

唱最後一首歌時，都因為動情留下了眼淚。周不認為這是純粹的「有感而

發」，她認為： 

而是要在掌握之中與控制之下，要到歌曲演繹將盡時才能落下一滴

清淚濕衣襟。這不是說表演總是作假，而是恰好說明，忘情投入從來都

不是時空演出的……表演者投入真實情感，也容許角色情境闖入自己當

下內心，但一來一往都在掌握之中，因此進退有序。357 

簡而言之，真實（authenticity）與技巧（artifice）共同組成了表演實踐，

很明顯，兩者並非本質層面的存在，而更多的是一種策略的運用。當我們在

觀看表演時，有時會感到一種「真實」的衝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演唱

技巧讓表演者角色和歌曲敍述的主角高度重疊；如黃霑作曲填詞的〈明星〉，

張國榮低沉的長音，幾近清唱式的獨白，將曾經燦爛的，如今消逝的「我」，

那種卑微而不舍的情感緩緩唱出，現實中明星的身份與歌曲中「明星」的訴

說融為一體，於是我們感受到真實；另一方面，真實也存在於對藝術風格

（genre）的準確把握，如搖滾樂的嗓音爆發力是可以習得的，但若失去了

難以言說的「搖滾精神」，人們同樣不會認同這是搖滾風格。 

但問題在於，藝術專業領域內奉行的規訓，並非一成不變，試圖追問何

為準確，或是傳統，意義不大；正如流行歌手之間，踐行的表演風格可以是

天壤之別。王菲演唱時常常閉上眼睛，在演唱會中盡力縮減「表演行為」的

比例（不與歌迷交流，歌曲交替時不會介紹曲目，不返場等），而不少歌手

會在副歌，或者 hook 部分將話筒轉向觀眾，熱烈地向「山頂的朋友」招手

示意，大喊「會唱的跟我一起唱」，間奏時助興的「Woh」，甚至無意間忘

                                                
357 周慧玲：〈不只是表演：明星過程、性別越界與身體表演——從張國榮談起〉，《戲劇

研究》，2009 年 1 月第 3 期，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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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都可能讓沉浸在歌聲中的觀眾逃逸出來，讓聆聽本身也加入這一種（人

為的）表演。 

這種合謀式的奇觀表演在諸多大型演出中得以釋放，尤其近十年間，巡

迴演唱會、拼盤式演出已經進入國內二、三線城市，逐漸滲透到都市青少年

的日常生活當中。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演出市場，在保持高速發展的同

時，也呈現出更加多元、新奇的面貌。除了邀請國際知名藝人來華演出之外，

各種音樂節也如雨後春筍般流行起來。音樂現場的普及浪潮衝擊了電視媒介

的主導地位，但很快，以湖南衛視為首的製作單位，於 2005 年引入並打造

出主題性的節目品牌——「快樂中國」跨年演唱會。與以往一次性消費的演

出不同的是，它不僅是一場視聽享受的全民嘉年華，同時也憑藉直播技術贏

得廣泛關注和巨大經濟效益。 

當我們認真審視跨年演唱會舉辦的時間、地點、內容時，將不難發現，

它首先是作為對央視春晚的一種微妙回應。央視春晚誕生於 1983 年，經過

三十多年的發展，逐漸成為「四海歸一」358的民樂、曲藝交織的家國話語，

如果說央視春晚帶有強烈的北方文化359色彩，那麼各衛視的跨年晚會則是在

消解文化霸權的前提下，再一次表達出與全球化同步的渴望，它把西曆新年

作為新的消費點，在溫暖的南方，同時借用商業用途為主的大型展館360、或

直接挪用主題公園的場所，譜寫一支娛樂消費至上的狂想曲。可以這樣說，

借助衛視，以消化選秀節目產生的新人為主，港台流行歌手、韓流組合為重

頭戲，建構出一幅與北方、家國文化截然不同的青少年身份認同。 

在內地或家國、或商業的潮流中，香港流行人物似乎註定只能處於妥協

的邊緣。2008 年的央視春晚，傳聞因〈愛情轉移〉「歌詞比較灰色，與歡

                                                
358 周憲、劉康主編：《中國當代傳媒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18。 
359 春晚南北收視率存在著普遍差異，央視索福瑞 CSM 研究所發佈的收視調查報告中，收

視率較高的區域是東北、華北和西北三大區域，2006 年的春晚依然呈現的是北熱南冷的局

面。」詳見井經緯：〈央視春晚南北文化失衡現象分析〉（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2 年），頁 8。 
360 以湖南衛視歷年的跨年晚會為例，2005 至 2014 年間，舉辦場所分別為湖南國 際會展中

心（展廳面積 50,000 平方米，能容納 20,000 名觀眾），深圳世界之窗，廣州國際體育演藝

中心（佔地 6.5 萬平方米，設 18,000 個觀眾席）。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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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祥和的節日氣氛不是很融合」361的緣故，陳奕迅的獨唱變成與十多人的合

唱〈同一個夢想〉。雖然他曾四次參與央視春晚，但演唱形式均為合唱，曲

目也不是他個人的作品。相反，跨年演唱會中一人演唱數首歌很常見。有趣

的是，在內地主流娛樂文化語境當中，香港流行曲的再度情境化

（recontexualization），既要融入國語氛圍，又要避免同質化的表達來獲取

平衡。因此，即使是了無新意的打榜歌曲，仍有機會保留一份本土的態度。 

一、跨年演唱會中的慢歌與快歌 

以 2013 年湖南衛視跨年演唱會為例，陳奕迅在其中演唱了三首歌曲，

分別是〈愛情轉移〉、〈好久不見〉和〈碌卡〉，前兩首歌均源自 2007 年

發行的國語專輯《認了吧》，先行的粵語版則分別名為〈富士山下〉和〈不

如不見〉；〈碌卡〉是 2012 年 8 月發行的粵語專輯《…3mm》中第二主打，

放克（funky）的復古曲風，詞作詼諧中不乏諷刺，但仍可以認為是一首視

覺和節奏先行的小品式歌曲。 

我們不妨先談談兩首國語作品。〈愛情轉移〉與〈好久不見〉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它們的獲獎數量、公開演唱的頻率以及在門戶網站上的排名，幾

乎可以認定，這是歌手在國內市場認知度最廣的兩首國語單曲，其商業價值

也不容小覷。諷刺的是，歌曲的流行是借力國產電影的結果：《愛情呼叫轉

移》（2007）和《失戀 33 天》（2011），後者票房年度排名第八362，為中

小成本電影中的最大黑馬。如果說，香港流行音樂需要多種媒介的傳播，才

能融入內地流行文化，那麼，在輕柔的唱腔中還要顧及不同的發音偏好。陳

奕迅曾在台灣著名電台 DJ 馬世芳的節目中，饒有興趣地談到學習國語的過

程及其中疑惑，他最早的模仿對像是黃大煒、黃韻玲、陳升、陶喆等人的歌

曲，並沒有標準國語一說，如什（shen/she）麼，風（feng/fong）格，中台

兩地國語發音的諸多差異，他常常難以拿捏，只能在具體語境中進行調整： 

                                                
361 洋洋：〈章子怡確定出席 08 春晚 陳奕迅《愛情轉移》出局〉，《信息時報》，2008年

1 月 29 日。 
362《失戀 33 天》全年票房共 3.57 億元，詳見佚名：〈2011 年內地電影票房總排行榜〉，

電影票房網。下載自電影票房網，2014年 11月 8 日。網址：http://58921.com/alltime/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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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轉移〉旋律已經自己設定為一首南方的國語歌，因為為了一

個中國的、北方，北京的電影（笑）……（唱）徘徊（huai）過多少櫥

窗（chu 發音非常明顯），不是 paihui（大家笑），因為台灣的說法是

兩種都可以，那麼不用 pai hui了。363 

類似地，〈好久不見〉作為背景歌曲出現在《失戀 33 天》（故事同樣

發生在北京）的宣傳片中。片子以（偽）記錄片的形式，33 天時間裏行駛

9000多公里，採訪了 300多位都市年輕男女364，他們對著鏡頭，在餐廳沙發

裏、工作場所、人流匆忙的街頭，用方言講述各自失戀的原因和感受。紀錄

片試圖通過關照個體的心路，凝聚成一種新興的（emergent）符號，它首先

是為了營銷電影服務，卻無意中揭示了眾聲喧嘩的內地城市文化，這個文化

當然是異質和多元的，同時也是普遍的：流行音樂，尤其是以講故事的口吻，

在都市語境中扮演著「腹語術」（ventriloquism）的角色。 

我們不禁要問：是否香港流行歌曲在融入（passing）的過程中，對「香

港」這一「真實」身份進行了自我否定式的「表演」呢？的確，在《愛情呼

叫轉移》和《失戀 33 天》中，歌曲作為附屬的媒介表達受到不少的限制，

它需要為一種新興的、積極的北方國語都市文化美言；但另一方面，香港的

「真實」也能通過舞台表演，消解跨年演唱會的狂歡面貌。 

何謂真實的香港流行音樂，並非是以存在論的要求進行界定，而是在具

體的社會、文化關係變動中探討它的意義。在跨年演唱會的身份再造的過程

中，〈愛情轉移〉和〈好久不見〉作為鏡像打破了狂歡的律動，反省式的感

悟自動保持了與當下時空的距離。於是，雖然演唱著國語情歌，歌手陳奕迅

卻能技巧性地展現出「真實」，這種已經融入內地主流的真實性，以疏離的、

節制的表達，對跨年這一新概念發出另類的聲音，對流行文化的同一性指出

其他的途徑，正如在冷戰時期的美國，當蓬勃的大眾文化試圖將一切現象夷

平時，嬉皮士的逆襲（counteroffensive）讓社會仍保有一份異見與諷刺，如

果說這一種真實是完全與主流絕緣，那麼在跨年中的〈愛情轉移〉與〈好久

                                                
363 馬世芳：〈陳奕迅 X 馬世芳〉，《FM98.1 音樂五四三》，2014 年 7 月 12 日。 
364 在宣傳片中出現的城市名見《失戀 33 天》宣傳片，下載自愛奇藝網站，2015 年 6 月 8

日，網址：http://www.iqiyi.com/w_19rrled07l.html。 

file:///E:/System%20Files/Desktop%20Files/失戀33天》宣傳片，下載自愛奇藝網站，2015年6月8日，網址：http:/www.iqiyi.com/w_19rrled07l.html。
file:///E:/System%20Files/Desktop%20Files/失戀33天》宣傳片，下載自愛奇藝網站，2015年6月8日，網址：http:/www.iqiyi.com/w_19rrled07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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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的演唱則糅合了真實與技巧的二元表述： 

另一種在假定中更有活力的真實性，在當代社會的爵士樂愛好者實

踐中得到驗證。他們以積極參與展示這種真實卻避免被收編的表演，超

越了主流文化中斧鑿的一面。通過清醒地表現存在（show being）和巧

妙駕馭真實與人為的實驗，爵士樂愛好者們標示出自己真實的位置，這

個位置的界定比起單純以真實為驅力的行為，更能體現出能動性365。 

那麼，在回歸到母語——粵語歌〈碌卡〉時，陳的演唱似乎滑入了嘉年

華的軌道：眩暈圖案的眼鏡、機械的動作，展現出歌手活潑多變的另一面。

有趣的是，放克的復古幻象中，似乎隱匿了歌詞的批判性，以及歌手的曖昧

態度。陳曾經數次在採訪中提到自己對舞曲風不太熱衷： 

我自己則選了〈碌卡〉，因為我認為〈碌卡〉的舞蹈，可以跟他們

一拼。（模仿韓國舞曲中的強勁節拍，和自己舞蹈中的緩慢機械動作，

大笑）我覺得夠傻，傻是好看的，憨居居咁（傻乎乎的）……但只可以

唱一首歌，最後要選唱國語歌〈十年〉366。 

放克音樂的功能主要體現在舞步中，也暗示了一定程度的粗糙，直率、

性、情緒和雜亂的和聲367。對全球流行的電子舞曲潮流，其中包括韓流的異

軍突起，陳對這一文化現象持保留態度。換言之，他並不打算沿用諸如舞曲、

說唱等炙手可熱的全球性風格。在舞曲風吃重的跨年晚會中，年輕的選秀歌

手們以強勁的節奏、誇張的服飾來彰顯主體。反觀粵語歌〈碌卡〉的舞台語

言，挪用舞曲以反對舞曲，也沒有愛情絮語的鋪陳、性感身體的展示，只有

對「金錢-人情」的關係對比，而「刷卡-透支人情」的譬喻，卻是消費社會

再常見不過的現象。或許觀眾只能感受到滑稽的肢體語言，以及「輕輕鬆

松」、「嘻嘻哈哈」的玩世不恭，但「碌卡」的語義卻在後現代情境中得以

短暫存留，並豐富了真實表演的形態。 

                                                
365  Michael Mario Albrecht, “Acting Naturally Unnaturally: The Performance Nature of 
Authenticity in Contemporary Popular Music,”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Vol.28:4 (2008): 

p. 388. 
366 這段回答源自 2014 年 MAMA（Mnet Asian Awards）亞洲音樂大獎的香港媒體採訪。明

報多媒體頻道：〈MAMA 唱《浮誇》感動 陳奕迅：希望全智賢睇到〉，明報網，2014 年

12 月 11 日。下載自 YouTube 網站，2014 年 12 月 25 日。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fR0uJ3Si_g。 
367 Simon Frith: Music for Pleasure: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Pop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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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浮誇〉表演與搖滾真實的探討 

正是在上文提及的採訪中，陳奕迅最後定下的表演曲目是〈浮誇〉： 

我覺得這首歌很有力量，若我只能有一首（表演的）歌，介紹給不

認識我的人，這便是一個機會……例如一個外國人，非洲人問到：

Eason Chan係邊個？一聽便（模擬盛大場合中隆重登台的音樂聲）（能

領悟）……（演唱大受歡迎）我感到很開心，（這是）令香港人感到自

豪的一件事368。 

2014年 12月 3日，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的 Mnet亞洲音樂大獎中，

表演嘉賓陳奕迅演唱的〈浮誇〉掀起了高潮，全場合唱的場面頗令韓國同道

們驚訝。事實上，〈浮誇〉幾乎是陳奕迅公認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也是近年

來最為內地聽眾所知曉的粵語作品369。它出自 2005 年新藝寶發行的粵語專

輯《U87》，獲得同年獎項最多的卻是另一首歌曲〈夕陽無限好〉370。〈浮

誇〉的流行很有可能與頻密的翻唱有關，其中知名的歌手有泳兒、何韻詩、

王祖藍等，以及台灣歌手林志炫演唱的同名國語版371，加諸版本不一的現場

演繹及快速的媒介傳播，使一首略帶神經質的歌曲得到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 

〈浮誇〉的曲風難以界定，有論者認為仍屬於流行歌；更權威的看法則

認定是搖滾：該專輯錄音師與製作統籌，Stanley Leung曾在採訪中談到： 

使用最簡單不過的 Em，D，C 三個和聲，以 6/8 拍搖滾節奏推動，

再加上一個模仿 1928 年生產那種 Theremin 特雷門琴的音色，旋律本身

偶爾用上輕微的古典色彩和一個復古的鋼琴和聲，很有 70年代英國 Art 

Rock那種曲風。372 

如果說作曲江志仁的初衷，是為了寄託對張國榮猝然離世的哀思，那麼

經過黃偉文的重新填詞，和歌手不加掩飾的呐喊，都讓它超越了共識層面的

流行定義——雖然這是一種本質主義的偏見，但很顯然，流行與搖滾，矯飾

                                                
368 同〈MAMA 唱〈浮誇〉感動 陳奕迅：希望全智賢睇到〉。 
369 以百度搜索為例，輸入「陳奕迅」之後，百度音樂欄歌曲排名中，第五位是〈浮誇〉，

為最靠前的粵語歌曲。 
370 〈夕陽無限好〉，作曲/監製/編曲：郭偉亮，詞：林夕。 
371 國語版〈浮誇〉由樓南蔚重新填詞。 
372 佚名：〈揭秘陳奕迅《浮誇》製作故事〉，慧聰網，2013 年 11 月 28 日。下載自慧聰

網，2014 年 1 月 16 日，網址：http://info.audio.hc360.com/2013/11/2810444265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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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真實，二元對立的假定前提普遍存在著373。在當代中國，搖滾樂的發展不

僅要抵制流行的媚俗，還要時刻面對西方影響的焦慮，更重要的是，社會意

義層面的中國搖滾樂，始終在次文化領域裏遊蕩，香港地區也是如此。那麼，

當一首頗具前衛搖滾元素的粵語歌，在國語的異質文化中贏得巨大反響和共

鳴時，我們的首要任務並非急於從某一學科知識展開討論，而是需要後退一

步，厘清有關搖滾文化的研究脈絡。 

人們理解搖滾樂，源自對一種既定音樂流派的認同，同時也要兼顧其獨

特的歷史語境與混雜的分支，當搖滾第一代黑人樂者（如 Chuck Berry 等）

逐漸讓位給第二代白皮膚（如 Elvis Presley 等）時，美國搖滾界在上世紀五

十年代末，正面臨著滾石（the Rolling Stones）、戴夫·克拉克五人組（the 

Dave Clark Five）和誰人樂隊（the Who）的英式入侵374。有趣的是，正如格

羅斯伯格（L. Grossberg）所說：「搖滾的真實性有許多不同的形式」375，

這些差異不僅體現在流派之內的流變，也包含在時間進程中：「搖滾必須保

持變化以求生存，必須在新的形式、地點和聯合中複製真實性。為了傳遞這

一主張，搖滾需要在不同的重心之間轉移，將真實轉變成不真實（以獲得新

的真實）」376。但無論如何，搖滾的他者似乎只是流行樂：「搖滾樂的責任

感更重，其中隱含著真誠、完整和確實性。」377 

因此，有關搖滾精神（rock ideology）的爭辯常常遊離於兩個極端：高

度形式化的搖滾樂和泛化的搖滾樂，前者緊扣樂音、唱片，而後者則將搖滾

放置在音樂類別的中心：一切正如搖滾那樣可供情境化（contexutalizable）。

378以上兩類討論都面臨著不少挑戰：顯而易見的是，搖滾樂並非古典樂、爵

士樂——樂譜和即興分別是它們的代名詞，甚至連人聲和錄音要求也不太嚴

                                                
373  Philip Auslander, Liveness: Performance in a Mediatized Cul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9), p.68. 
374 Paul Friedlander, Rock and Roll: A Social Hist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p.11-

12. 
375  Lawrence Grossberg, “The Media Economy of Rock Culture: Cinema, Postmodernity and 
Authenticity,” in Simon Frith, Andrew Goodwi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Sound and Vision: 

The Music Video Read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202. 
376 Lawrence Grossberg, 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 Popular Conservatism and Postmodern 

Culture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202. 
377 Roy Shuker, Popular Music: The Key Concep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235. 
378 Richard Meltzer, The Aesthetics of Rock (New York: Da Capo, 1987), p.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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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而另一方面，普遍化的搖滾精神討論，正如上面提到的觀點，更是與當

代中國流行樂壇的現狀格格不入：搖滾樂未能踏入長期、穩定的發展軌道，

甚至在香港，另類的樂隊文化也不過流行數年時間：「（自 1984 年起）以

1990 年作一段落，原因一方面是樂隊潮流的熱度早已不再，而到 1990 年連

達明一派也宣告拆夥，可說是正式結束了樂隊組合的光輝歲月。」379巧合的

是，同樣在 1986 年，內地搖滾歌手崔健唱出劃時代的〈一無所有〉，搖滾

樂手們如饑似渴地扒帶380、走穴，時刻面臨著抄襲西方和商業（流行）的雙

重焦慮381。不少西方學者誇讚中國搖滾人抵抗官方意識形態的壯舉，但這種

浪漫化傾向的論述，與將搖滾精神囊括一切的態度同樣值得商榷，抹平之後

的現狀中藏匿著不少被忽略的態度，如青年們選擇搖滾樂可能只是不願聽官

方推行的民歌美學，和流俗的港台歌曲382。 

如果說搖滾精神或稱搖滾神話（rock mythology）的本質主義式解讀已

被當下消解，那麼，這種精神彰顯的真實（authenticity）是否存在？唱片是

否正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歎，複製技術使得複製物脫離了傳統的

領域，這些技術借著樣品的多量化，使得大量的現象取代了每一事件僅此一

回的現象383，靈光（aura）消逝意味著真實不再？果真如此，我們又該如何

解釋聆聽引發的深切共鳴，以及身臨現場時，歌迷的激動與狂亂？ 無論如

何，真實性這個概念本身或許充滿著缺陷，但也留下了不少可供改造的空白。

音樂學者阿蘭·摩爾（Allan Moore）針對這一概念，接合了大量相關討論後，

梳理出互相關聯的三類真實性： 

1.表達（expression）的真實，也稱為第一人稱真實性（first person 

authenticity）:當一名原創者（作曲人，表演者）將她表述中完整的一部

分成功地傳達與眾人，也意味著這是一種，借助無媒介（unmediated）

                                                
379 朱耀偉：《光輝歲月：香港流行樂隊組合研究（1984-1990）》（香港：匯智出版，

2000），頁 52。 
380 扒帶又稱「扒譜」，即憑聽覺記錄樂譜，然後再按照原聲音樂重新錄製。見金兆鈞：

《光天化日下的流行：親歷中國流行音樂》（北京：人民音樂，2002），頁 63。 
381 Jeroen de Kloet, “Authenticating Geographies and Temporalities: Representations of Chinese 

Rock in China,” Visual Anthropology 18-2/3 (2005): p. 230. 
382 Jeroen de Kloet, “Rock in a hard place: commercial fantasies in China’s music industry,” in 

Stephanie Hemelryk Donald, Michael Keane and Yin Hong eds., Media in China: Consumption, 

Content and Crisi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2), pp. 93-104. 
383 [德]瓦爾特·本雅明著，徐琦玲，林志明譯：《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論藝術》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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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與觀眾交流的嘗試。 

2.表演（execution）的真實，也稱為第三人稱真實性（third person 

authenticity）：當一名表演者將一種深植於傳統形式中他人的想法，成

功地傳達於聽眾。 

3.經驗（experience）的真實，也成為第二人稱真實性（second 

person authenticity）：當一名表演者將聽眾的生活經歷有效化，就像這

音樂為他們而做，所唱的「正是如此」的感受成功地傳達給他們。384 

簡言之，在社會變遷、風格演變的語境中，搖滾、民謠等不同音樂形式

的真實性能夠成為討論的前提，換而言之，真情實感不一定存在於某個特定

的音樂人、風格、甚至歌曲當中，而是發生於某些轉瞬即逝、並不穩定的關

係中。具體到搖滾神話論述中，「靈光（真實性）可以被視為專輯與現場」

這兩種文化載體之間的「對話關係」。385再進一步，這種對話關係的建立，

需要具備兩個前提條件： 

一是音樂人擁有豐富現場表演的經驗。在為大眾熟知或是成立粉絲

俱樂部之前，已經形成固定的本地聽眾群體。……條件之二，也更為嚴

苛，那便是只有在現場演出中，聽眾才能認定，他們之前在歌手專輯中

獲悉的，以及在封面等拍攝中的真實，的確是一種真實的搖滾精神。386 

也就是說，現場表演既是檢驗歌手真實渲染力的試金石，也是歌迷們對

假定中的真實進行現場確認，這種動態的投射關係部分回答了搖滾真實的迷

思——爵士樂現場要求的是即興，以及伴唱人員的統一舞步；抒情的流行歌

在翻唱中也不難獲得共鳴，而搖滾歌迷們則表明了對原唱的執念，這種執念

不免讓我們產生一種錯覺，即歌手的現場就是真實。結合學者摩爾提出的三

類真實形態，尤其是第二人稱真實性，讓內地聽眾對歌手陳奕迅的粵語歌

〈浮誇〉現場版本，產生了深刻的共鳴。 

〈浮誇〉在許多層面構成了足夠的張力：名為浮誇，歌詞卻非描述浮誇，

而是陳情浮誇的不得已，「如果說這首詞的特點是浮誇，不如說是詞人的高

度自覺……既是詞人自白也是自嘲，看似投入又像超然，既帶戲謔又覺沉重」

387；副歌部分由前面的 G調轉為 E調，形成調式上的和解（resolvement）；

                                                
384 Allan Moore, “Authenticity as Authentication,” Popular Music 21-2 (2002): p. 209-223. 
385 Philip Auslander, Liveness: Performance in a Mediatized Culture, p.84-85. 
386 Ibid, p.76-78. 
387 黃志華、朱耀偉著：《香港歌詞導賞》（香港：匯智出版，2009 年），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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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者陳奕迅已經是新千年後粵語歌曲的代表人物，卻代入卑微的小人物角

色低語或呼喊，其表演毫無「超級明星」的風範；而當我們後退一步，進而

聯想到香港流行工業幾乎是製造明星、偶像的同義詞時，〈浮誇〉中小人物

心聲既是對煩囂風氣的無奈，又像是對鼎盛工業時期的緬懷——已故巨星張

國榮能完美拿捏深情與不舍，翩然地演唱〈明星〉，如今的歌者卻只能以更

本真的情感剖白，以很不「明星」的方式博得認同。簡言之，或許正是這種

真實基調，加上起伏及堆疊的爆發式演唱，讓聽眾多少湧現了「這正（或可

能，或曾經）是我」的衝動，也是一種不可能被作為中心人物（centredness）

的強烈歸屬感（places of belonging ）388。 

正如在頗為震撼的 DUO 陳奕迅演唱會389中，歌手的低沉嗓音已明顯疲

憊（陳曾坦承 17 號演出時正值重感冒390），狀態不佳原本會對演出效果構

成的隱憂，卻無意造就了〈浮誇〉更為真實的表演狀態：歌手不僅將錄音版

本中的 C段進行了小幅調整，同時也無視嚴重受損的聲線，以更多的怒吼渲

染出絕望的爆發，因此，在現場演唱中，歌手狀態、敍述角色及表演人格三

種身份設定391相互重疊，呈現出一種高度真實的搖滾奇觀。 

在 DVD 版本的 DUO EASON 演唱會中，舞台佈景總體上凸顯出寂寥與

陰鬱的情緒：色調僅有齒輪下的深紅（像地獄的火焰），當音樂響起時，最

中心的齒輪發出一聲短促的爆炸聲，自下方緩緩升起五位藍紫色人偶狀舞蹈

演員。雖然他們穿著不同的服裝，以身體的中線作為兩半，形象化展現自我

的強烈矛盾：一邊是華麗誇張的服飾，及腰白色長髮，莎翁式的頸飾，高聳

的禮帽和蓬鬆的蛋糕裙，另一邊則是褪下人皮的褐紅色肌肉群與袒露的內臟。

陳奕迅從低語式回顧著卑微的身世：「那年十八，母校舞會，站著如嘍囉」，

                                                
 
388 Allan Moore, “U2 and the myth of authenticity in rock,” Popular Musicology 3 (1998): p. 5-33. 
389 Duo 的命名，既意味著雙重的自我，也隱含著與香港前輩歌手的對話。如在快歌的組曲

（medley）中， 陳奕迅選唱了多首著名的代表作：張國榮〈熱辣辣〉、譚詠麟〈反鬥星〉，

草蜢〈好戲在後頭〉，張學友〈頭髮亂了〉，同時一人分飾兩角，挑戰模仿梅艷芳和張國

榮的〈芳華絕代〉。具體曲目參見：http://baike.baidu.com/item/陳奕迅 DUO 演唱會 
390 佚名：〈陳奕迅 個唱一味靠打類固醇死頂〉，《商業電台》，2010 年 3 月 24 日。下載

自商業電台網站， 2013 年 11 月 12 日。網址： http://www.881903.com/Page/ZH-

TW/newsdetail.aspx?ItemId=212967&csid=501_1700。 
391 有關流行音樂舞台表演的角色構成，詳見 Philip Auslander, “Performance Analysis and 

Popular Music: A Manifesto,” Contemporary Theatre Review 14-1(2004): 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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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忖「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屋村你住哪一座」，然後略帶憤恨地說：「那

時候我含淚發誓各位，必須看到我」。到重複第二遍副歌時，歌手疲憊不堪

的嗓音已如蒙上了灰塵，但他仍在奮力掙扎著唱到，「似木頭似石頭的話，

得到注意嗎？」，並且向黑暗的觀眾區伸長手像乞討著響應，同時又如被命

運之手撥弄著左右晃動，身後的演員跟隨他一起搖擺，到間奏之後的第三遍

副歌，「凝視我別再（稍作停頓，這裏與錄音室版本略有差異），只看天

花」。最後的「花」幾乎是吼叫式的，但很快再次以一聲怒吼「no」予以否

定；旋即又重新回到祈求肯定的循環中——「我非你杯茶（意即我不是你欣

賞的類型），也可盡情地喝吧」，第二與第三個「喝」字前面加了輔助的

「e」音，最後精神分裂式的「ha」結束，以同調的和聲與急促的鼓點延續

著歌手的嘶喊，舞台燈光撤下，煙花爆炸般釋放直至曲終。 

〈浮誇〉的錄音師版本，結尾處失真的假聲「ha」是歌手本人主張加上

的392，歌詞與演唱共謀所形成的情感起伏，在最後的、最高的音符 e3 得以

釋放，再一次「浮誇」點題；相比演唱會版本，歌手在 C3 部分靈活地設計

出豐富的層次，讓結尾來得更為震撼。可以這樣說，在毫無保留的「浮誇」

演唱中，聽眾充分感受到「真實」的衝擊。由於電視節目對播出時間的控制，

完整的演唱及呈現顯得不切實際，相較之下，陳本人更偏愛演唱會的感覺，

「可以掌握地好一些，可以唱至 overrun」直至工作人員提醒超時罰款393。 

但我們不能忽視，成熟的商業運作以穩定和持續為前提，巡迴演唱會並

不提倡以上「異常」的表演方式394，此為其一；其二，歌曲可K（卡拉 ok）

的流行需求讓音域跨度大部分集中在一個八度以內，如〈浮誇〉16 的跨度

設計並不多見。於是，我們在演唱會（及DVD）中，對比CD版本體會到的

「真情實感」，除了以上對搖滾風格歌曲的細讀之外，更多的觀察和解讀，

                                                
392 小歐：〈坐鎮《麦王爭霸》：梁榮駿讚王菲談陳奕迅〉，新浪娛樂，2014 年 8 月 21

日。下載自新浪廣東時尚頻道，2014 年 8 月 23 日。網址：

http://gd.sina.com.cn/life/ylxx/2014-08-21/09201006.html。 
393 黃麗玲：〈愛說話的陳奕迅〉，《Ming 明日風尚》，2009 年第 08 期，頁 204。  
394 商業化運作的演唱會需要保證足夠的演出場次。雖然「高音出現的數量往往是評價一個

歌手商業化前途的標誌」，這種「耗嗓子」的「高潮」需要得到嚴格、精確的把控。詳見

季藝：〈極有天賦先生〉，《人物》，2013 年 5 月號，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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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內地的觀眾，尤其是歌迷，作為研究的延伸和補充。 

 

第三節  歌迷的消費行為與情感認同 

網絡的完善普及和消費方式的發展，為粉都（fandom）文化的日益成

熟提供了良好的討論前提。由於販賣盜版、非法下載的亂象從未得到有效遏

制，以至外來的文化商品面目通常是碎片化和失序的：文化研究學者高偉雲

（Jeroen de Cloet）將一九九零年代的內地愛樂者稱為「打口的一代」。同

樣，港台流行音樂的卡帶引進版、CD、VCD 等光碟的曲目大多與原版專輯

有所出入，加上審查制度的「過濾」，導致了音樂作為整體、完整的創意被

削弱不少。更嚴峻的是，大約佔據九成的盜版使得銷售數字的統計無法成行，

對聽眾的反饋和感受也難以參透，除非聽眾的聲音被電台、雜誌信箱、評論

專欄等媒體所關注——絕大多數聆聽音樂的歌迷，他們的身份是模糊且隱秘

的，受制於紙媒精英們的調控。網絡論壇的開放和電視綜藝節目的盛行，為

歌迷群體的具象表述，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 

具體而言，陳奕迅的官方歌迷會，名為「神經研究所」的網站在 2011

年成立，2010 年創建的新浪微博賬戶「迅生活歌迷會」也在一年後與官方

網站合作更名為「陳奕迅歌迷會神經研究所內地分所」，陳本人的賬戶名稱

則是「陳奕迅所長」。再早一些，2005 年門戶網站百度貼吧已開設了「陳

奕迅貼吧」和 2006 年豆瓣網站的「奕身迅情」。總體而言，論壇的首要功

能是發佈歌手的最新動向，從商業活動，其中包括代言、新作問世、附屬商

品銷售、媒體採訪、封面拍攝等，還有生活軼事的各種披露，這些故事真偽

難以證實，卻是明星身份展演的重要組成部分。 

歌迷討論區的內容主要展示了流行音樂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其中

最為突出的角色是歌詞，歌迷借助大量的歌詞，試圖從個體的情感經歷、生

活體悟等角度中發掘真實的寓言。另一類常見的討論，則是圍繞著歌手的演

唱風格、技巧展開，尤其自 2005 年以來音樂類真人秀節目的井噴式製作，

諸多促使歌迷們開始介入理性的分析，在著力於對音樂元素拆解的同時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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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比較，最常見的是陳奕迅與周杰倫的異同，對陳奕迅與內地歌手孫楠、

韓紅、譚晶等人的合作，歌迷們也發表了不少看法。當然，歌迷對偶像的迷

戀也不乏轉化為再創作的動力，各種人物肖像畫，國粵歌詞的差異造就的小

故事，不一而足。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論壇為零散的歌迷打造了一個個虛擬

的共同體，個體也具備一定的主動性表達，但商業運作的底色致使批判性的、

爭論性強的議題幾乎缺席，相似的個體表達也更像是為全球化帶來的同質現

象而背書。 

演出市場的繁榮則加劇了這一商業化傾向。陳奕迅第一次「出擊」演唱

會395亮相於 2005 年的廣州天河體育場，直至 2008 年的 Eason’ s moving on 

stage巡迴演唱會第 13站，才落地北京。但踏入 2010年以來，陳奕迅的演唱

會已經滲入到內地各省的中小型城市，如 DUO演唱會 2012年的常州站、綿

陽站，最新的 Eason’s Life 巡迴演唱會甚至走到了中原地區的洛陽，和華北

的呼和浩特。相應地，官方網站通知版內容幾乎完全與票務有關，歌迷也忙

於問詢或轉讓，討論的空間進一步被商業運營侵吞。更奇特的是，實名制的

認證申請審核甚至耗時一年有多，作為主角的歌手，也從未出現在論壇上與

歌迷互動。一方面，演出市場的繁榮填補了唱片業日益縮減的版圖，歌迷也

更能夠通過現場氛圍的浸染，而營造出更為真實的想像共同體；另一方面，

歌迷的注意力幾乎全被演唱會的行程所佔據，歌迷會的虛擬空間中其「壞的」

消費者身份標籤越來越明顯。那麼，是否粉絲的身份只能由消費行為和溢出

的情感所構成，香港流行音樂在內地的形態只能借助現場演出？ 

表 4.2  陳奕迅演唱會內地城市場次（2005-2015） 

時間 演唱會名稱 巡迴內地城市（按時間先後排序） 

2005 陳奕迅出擊廣州

演唱會 

廣州（7.30） 

2006 陳奕迅上海演唱 上海（11.25） 

                                                
395 付軍：〈陳奕迅重視內地首場演唱會 期待看到萬人大合唱〉，《南方都市報》，2005

年 6 月 30 日。下載自新浪網站，2013 年 10 月 1 日。網址：http://ent.sina.com.cn/y/o/2005-

06-30/1153766639.html。另據悉，首場演唱會票價相對來說平民化，分為三個檔次，300 元、

200 元、100 元，27 首歌曲幾乎全為粵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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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2008-

2009 

Eason’s Moving 

On Stage 演唱會 

廣州，上海（兩次），天津，昆明，北京，

重慶，深圳，蘇州，貴陽，佛山，北京， 

廣州 

2009 90 分鐘的快活演

唱會 

南京，上海，北京，廣州 

2011-

2012 

DUO 演唱會 成都（兩次），溫州，常州，廈門，北京，

上海，廣州，福州，鄭州，西安，武漢， 

長沙，重慶，綿陽，昆明，南寧，深圳，泉

州，合肥，杭州，南京，天津，濟南，佛山 

2014-

2015 

Eason’s Life 世界

巡迴演唱會 

成都（三次），重慶，昆明，廣州，廈門，

武漢，南昌，南寧，江陰，北京，哈爾濱，

大連，天津，青島，鄭州，上海，南通， 

溫州，常州，福州，佛山 

（2015）長沙，南京，洛陽，重慶，麗水，

泉州，遵義，呼和浩特，惠州，湛江，湖

州，西安，長春，濟南，重慶，嘉興，中山 

 

借助上圖我們不難發現，陳的演唱會在數量與規模上的變化以 2010 年

為分界線，此前的演出以四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和成都）為主——因

為大型城市的演出市場相對成熟，包括人們已經形成觀看演出的生活方式，

同時，演唱會的上座率和票房收入，也是商業回報率與流行程度的試金石。

隨著陳在國語地區（包括海外的離散華人群體）的日益流行，以 DUO 命名

的演唱會不僅於 2012年 4月 23日的倫敦 O2體育館（The O2 Arena）成功舉

辦，也進駐了中國西北部的綿陽市。至於仍在進行中以「人生、幻象、感悟、

享受」396為名的巡迴，則很快跨入與粵語區相距甚遠的西部的遵義、北部的

呼和浩特等地。有趣的是，近十年來的標杆流行人物周杰倫，雖然第一場內

                                                
396 演唱會的「LIFE」名稱由四個單詞的首字母組成：Life，Illusion，Feeling，Enjoy。筆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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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演唱會（北京）早在 2003 年已開演，最近五年時間內地巡演一直持續進

行著，但他的「國語」足跡並未涉及到綿陽，或是呼和浩特。需要指出的是，

這兩座城市的人口構成除了漢族，還有不少少數民族群體，如羌族、回族、

藏族和蒙古族等居民，這也暗示了粵語及香港性仍然具有強大的感召力。但

是，與其將問題限定在考察影響及接受過程中文化霸權的互動關係上，不如

應將視作全球化浪潮中，處於城鎮化進程中的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始終嚮

往著現代、摩登的都市話語這一時代注腳，而再一次地顯示，粵語流行文化

依然是最為合適的代言人。 

一、受眾、粉都研究概述 

我們可以先回顧一下粉都研究的相關討論。在相對連貫、單一、偶發性

的權力關係中，早期的受眾研究受到伯明罕學派的影響，以收編/抵抗的範

式（incorporation/resistance paradigm）為積極的觀眾（或受眾）正名，旨在

回應對大眾文化的批判，如阿多諾（T. W. Adorno）在〈論流行音樂〉中所

談到的：價廉的、偽個性化的流行音樂是「上班族的休息日」397，既滿足他

們無需費神的消遣，又為大眾逃離機械化勞動的枯燥提供了刺激。並且，社

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資本」與「慣習」概念也廣為文

化研究學者們進行挪用：費斯克（John Fiske）認為粉都文化與主流的官方

文化功能類似，同樣可以積累並傳播： 

所有的大眾受眾都能夠通過從文化工業產品中創造出與自身社會情

境相關的意義及快感（ pleasure）而不同程度地從事著符號生產

（semiotic productivity），但粉絲們卻經常將這些符號生產轉化為可在

粉絲社群中傳播，並依此來幫助界定該粉絲社群的某種文本生產形式。

粉絲們創造了一種擁有自己的生產及流通體系的粉絲文化，這種文化形

成了我所指稱的「影子文化經濟」（shadow cultural economy），它雖

然游離於文化工業之外，但同時又與文化工業分享著一些共同特徵，而

這些特徵正是那種比較正常的大眾文化所不具備的。398 

                                                
397 T. W. Adorno: “On Popular Music,” in Simon Frith and Andrew Goodwin eds., On Record: Rock, 

Pop, and the Written Word (London: Routledge,1990), pp.263-266. 
398 John Fiske,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Fandom,” in Lisa Lewis, ed.,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London: Routledge, 1992),pp 譯文選自陸道夫：〈粉都的文化經

濟〉，載陶東風主編：《粉絲文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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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費斯克提出將粉絲看作是過度的讀者399（excessive reader），對

應著另外兩種人：精英及大眾。粉絲並不總是狂亂的，盲目的，歇斯底里或

易於操縱的群體，如瘋狂迷戀劉德華的歌迷楊麗娟，又或是槍殺約翰·列儂

（John Lennon）的查普曼（Mark Chapman）等，即使是普通的消費行為，

人們也能借助靈活的戰術（tactics）進行「姑且用之的藝術」（the art of 

making do）活動400——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充分肯定日常生活實踐

中的大眾消費行為，他將文本比作出租的公寓，而人們在其中寄居時，已經

通過活動和記憶修飾了公寓，使它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更為常見的場所如街

道，行人令其「成為充滿他們的欲望和目的的森林」401。 

顯而易見，消費者能夠充分地進行自我賦權，他們不僅僅是被灌輸各種

信息的載體，同時也在各種遊擊、嬉戲、盜獵的過程中締造、傳播著新的、

特定的大眾文化。但是，自 1990年代以來，媒介生態（mediascape）的變化

卻凸顯了收編/抵制這一範式的局限性：積極的受眾回應方式並非全然是抵

抗的，且對單一電視節目（文本）的分析難以滿足類型不同、規模更大的文

本中交織重疊的權力關係。更重要的是，階級、性別、族裔的多重維度逐漸

浮現，針對具體的後現代語境解讀顯得尤為緊迫。在部分認同收編/抵抗範

式上，圍繞身份認同的議題，艾伯柯龍比（Nicholas Abercrombie）與朗赫斯

特 （ Brain Longhust ） 兩 位 學 者 提 出 了 全 新 的 奇 觀 / 表 演 範 式

（Spectacle/Performance paradigm），他們認為： 

首先，當代西方社會的人們將大量的時間沉浸在不同類型的媒介消

費（media-drenched）。其次，媒介建構了日常生活，進而，我們身處

於展演的社會裏，其中不乏諸多奇觀現象，而人們的自戀行為也愈加普

遍。402 

進而，觀眾可以分為三大類：單一的（ simple）現場觀眾，眾數的

（mass）經過編輯的電視節目觀眾，分散的觀眾（diffused）403，後者常常

                                                
399 John Fiske: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Boston: Unwin Hyman, 1989).P87. 
400 Ibid. 
401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P.xxi. 
402 Nicholas Abercrombie and Brain Longhust, Audiences: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Performance 

and Imagination (London: Sage, 1998), p.175. 
403 Ibid. p.15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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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於不同的媒介之間，正如電視直播技術的改進，現場與節目的界限不再

分明，又或是 MTV 頻道的不插電（unplugged）欄目，再造錄音室製作的人

工與真實。重寫認識觀眾的方法論要求更為細緻的日常觀察與訪談，具體的

場地，空間、城市圖景及其特定歷史考察等，也是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譬

如說音樂場景，斯特勞（Straw）認為音樂場景包含了一系列的差異實踐過

程，重點將當下與過去的線性時間連接起來： 

音樂共同體依賴於一種情感的聯結：一是當代音樂實踐，二是音樂

遺產，它能夠描繪出特定情境中恰如其分的當代活動。在音樂場景中，

以上實踐在聯合與劃清界限的互動交流當中建立起來……場景中的音樂

實踐，將自身緊緊地與全球音樂文化中的歷史變遷過程聯繫起來，在此

間誕生的風格（manner），其重要性也體現在審視本土位置的意義層面

當中。404 

正是在時空交錯的複雜情境中，如何審視及公允界定，評價粉都文化，

成為研究者必須面對的議題。這裏值得一提的是學者西爾斯（Matt Hills）的

代表性著作《迷文化》（Fan Culture）。在這本書的第一部分，作者延續了

詹金斯（Henry Jenkins）的學者迷身份思考，借助馬克思價值理論、布迪厄

的區隔理論、自我民族志方法及精神分析等不同的分析工具，對迷的身份，

主體性和情感認同的主題，進行了頗有辯證色彩的歸納與質問。例如，一個

最基本的道德二元論假設前提是，迷的消費者身份是壞的，對應著生產者是

好的這一論斷。如上文提到的費斯克，他的浪漫化主張之一，便是對迷生產

者身份的過度積極的自我賦權，這一點不再贅述；但西爾斯指出並保留了一

種文化矛盾：「粉絲既是商品完美主義者，又能表達反商業化的信念或『意

識形態』」405。前者是因為粉絲的「消費習慣能被文化工業大致預估，而且

保持穩定」406，後者的判斷則是建立在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不可分離的基礎

上，正如大量收藏品如明星海報，簽名 CD，限量 T 恤、鑰匙扣等周邊產品： 

由於這些物品受到粉絲主觀的、極度的珍愛，他們擁有了被重新界

定的「交換價值」。但這個新的交換價值不是任何「價值規律」事先決

                                                
404 Will Straw, “Systems of Articulation, Logics of Change: Scenes and Communities in Popular 

Music,” Cultural Studies 5-3 (1991): p. 361-375. 
405 譯文選自楊玲譯：〈在消費與「抵抗」之間的粉絲文化〉，載陶東風編：《粉絲文化讀

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96。 
406 同上，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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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它是通過粉絲持久的情感依附，通過粉絲擁有商品的欲望（這些

商品通常已不再被工業生產）被創造出來的。……意味著粉都的生活經

驗是與媒介相關的收藏品市場的存在基礎。……這個過程也比較不是在

社會能動者（粉絲）的背後進行的，而是透過粉絲在歷史特定時期的賦

身的（embodied）生活經驗進行的。407 

他建議最好保持著這一邏輯矛盾，在迷的身份認同邊界劃分時同樣需要

依據具體情形而論，而並非假設涇渭分明的二元陣營及其權力關係圖譜。進

而，試圖對粉絲文化進行統一的定義才成為可能。 

二、情感的迷思 

顯而易見，粉都的情感表達在身份認同乃至主體性層面，佔據著十分重

要的角色。在論壇、貼吧、微博等發言區中，粉都的迷戀、幻想、興奮、難

忘等情感訴求毫無保留地投射在明星角色上，在（非）理性的隻言片語或長

篇大論的過程中，「通俗大眾媒介的消費提供了一個體驗和培育愉悅、快感

和性欲的空間。」408如有聆聽演唱會經驗的人們，在安可（encore）環節的

大合唱時感受到強大的共鳴；也有粉絲分外迷戀明星性感的外形或塑造的角

色，常幻想自我與偶像的奇遇場面，即便是頗具親和力的明星，也能鼓勵行

動的能量，更不用說各種活躍的「腐文化」了。可以說，各種情感絮語不僅

參與建構著不同的粉絲文化，同時也暗示了當代社會中流行文化的複雜形態。 

在已有的學界討論當中，針對粉都情感分析（affect）的理論主要分為

兩種：精神分析以及文化研究。直接運用佛洛伊德提出的如驅力（drives）、

力比多（libido）等核心概念的案例並不多見409，主要原因在於圍繞單個文

本（尤其是驚悚片、恐怖片等）無助於「將粉都解釋為一個社會過程，一種

持續的消費形式。」410但是，英國心理學家溫尼科特（D.W. Winnicott）對

客體關係理論（object relations theory）的研究為諸多研究者提供了思路：他

主張在自我和客體世界之間存在著第三個區域，名為「過渡性客體」，如嬰

                                                
407 同上，頁 85。 
408 Cornel Sandvoss, Fans: The Mirror of Consump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pp.68-94. 
409  詳見 Barbara Creed, The Monstrous-Feminine: Film, Feminism, Psycho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93). 
410 Cornel Sandvoss, Fans: The Mirror of Consumption, pp.32，譯文見於陶東風主編：《粉絲

文化讀本》，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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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常常吮吸的柔軟物體，自我與外部之間的截然分割線被否決了。西爾斯在

分析粉都文化中幻想與現實的關係時，將溫尼科特針對兒童心理的解析運用

至成年人對粉都客體的迷戀，那些被發現的物體諸如限量發行的海報、精選

集、寫真、簽名照等，肩負過渡性客體的功能，已經由固有的（proper）的

孩童時期的玩具擴散至整個文化領域： 

迷文化乃根據任何既定的文本（當此文本在個人的生命歷程中，

發揮做為一本體的過渡性客體之功能時）形塑而成，因該文本始終是個

體文化經歷的一部分，故個體也持續依附該文本。既非本質上屬於個人

或者存於外在客觀的本體的過渡性客體，這「為個體所持續擁有的」客

體必須加以協調其所背負的強烈主體意義，以及其所具有互為主體

（intersubjective另譯為主體間性）的文化地位。也就是此本質上的緊張

關係，使之成為衍生的過渡性客體（secondary transitional object）。411 

但桑德沃斯（Sandvoss）對此分類法提出了質疑，主要證據之一是受到

追捧的文本常常源於早年間（不限於孩童時期）的固有過渡性客體，「它回

到了嬰兒時期的前分離狀態的完整性，培植出了一種最根本的歸屬感。」412 

以上為簡要地介紹粉都研究中側重精神分析的案例。此外，也有學者將

目光投放在更為抽象和寬泛的社會理論之中。如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提出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另譯為感覺結構）這一術語，「在衝

動、異質、總體精神狀態（tone）中極具特性的元素，尤其是意識的情感因

素和關係：但並不是與思想相對的感覺，而是被感覺到的思想和作為思想的

感覺……」413，用來揭示一個過程，其中包含了「當代的各種困難及不確定

性」，414「它從強調直接經驗、強調一代人共有的精神面貌和倫理價值，逐

步轉向對資本主義文化霸權的揭露與批判，以至把革命希望寄託於新興文化

因素的崛起。」415 

                                                
411 Matt Hills, Fan Cul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108..譯文選自朱華瑄

譯：《迷文化》（台北：韋伯文化，2009 年），頁 197。 
412 Cornel Sandvoss, Fans: The Mirror of Consumption, p. 49，譯文見於陶東風主編：《粉絲文

化讀本》，頁 169。 
413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77,) p.132.  
414 Sean Matthews, “Change and Theory in Raymond William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10-2 (2001): p. 180. 
415 趙國新：〈情感結構〉，《外國文學》，2002 年第 5 期，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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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意義、表徵、身份幾乎成為文化研究的主要法則，以至於許

多具體的現象大有被簡化的跡象。正如情感結構主要著眼於作為整體的社會

文化，無法處理性別、年齡、地域等交錯重疊的複雜問題，尤其身處後現代

社會語境中，懷疑與悲觀的情緒無序蔓延，為了尋找一種有效的、非抵抗的

闡釋途徑，格羅斯伯格（L. Grossberg）回應了霍爾（Stuart Hall）提出的社

會主義任務416以及威廉斯的情感結構，重新考察並厘清各種不同「感受力」

（sensibility）417中的情感投入（affective investment），認為其在一種過度

的（excessive）差異合法化過程中，能夠建立富有歸屬感的要義地圖

（mattering map）： 

不僅有不同的、不斷變化的投資對象，而且還有不同的形式，更有

不同的投資強度或級別；被標出的不僅有（實踐、快感、意義、幻想、

關係等等）不同地點，而且還有這些投入所能達到的不同目標，以及投

入運作其中的不同情緒。要義地圖界定了能量的不同的形式、數量及地

點。它告訴我們如何利用以及如何產生能量，如何經受各種不同的情緒，

如何生活於情緒與意識形態的歷史之中。418 

但是，格羅斯伯格未能給予情感（上文譯作「情緒」）一個準確的定義。

或許他的本義並非在此，而是旨在將情感這一維度引入並參與部分權力組織

的建構：它不僅是權力在個體與社會條件中運作的重要元素，同時也是個體

之間權力流通的樞紐機制（pivotal mechanism）419。換句話說，情感具備交

流的特質，並且為塑造主體性提供了可能。 

簡言之，情感的加入為我們理解後現代語境中的流行文化提供了新角度，

與欲望、愉悅等「力比多」投入有所不同，情感在日常生活中更為常見420，

它能為我們提供獨有的歸屬感，情感投入越多，為其合法化的願望便更強大，

                                                
416 Stuart Hall, “Editorial,” in New Left Review I-1 (1960): p.1. 
417 需要說明的是，格羅斯伯格承認感受力作為術語的延續性，類似的討論在皮埃爾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的「區隔」、以及孤立的、客觀的美學解讀，或者是泛化的意識形態討

論等頻頻出現。詳見 Lawrence Grossberg, 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 Popular Conservation 

and Postmodern Cul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2 ), P. 72-74. 
418 Lawrence Grossberg, “Is there a Fan in the House? : The Affective Sensibility of Fandom,” in 

Lisa Lewis ed.,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pp.50-65.譯文選自盧世

傑：〈這屋裏有粉絲嗎？粉都的情感感受力〉，載陶東風主編：《粉絲文化讀本》，頁 40。 
419 Jennifer Harding and E. Deidre Pribram, “Losing Our Cool?: Following Williams and Grossberg 

on Emotion,” Cultural Studies 18-6 (2004): p.875. 
420 Lawrence Grossberg, 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 Popular Conservation and Postmodern 

Culture, p.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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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不同場景的區分度也更明顯。但我們不能忽略當下社會文化中虛無與

賦權（nihilistic and empowering）的共存事實，「如何確定情感賦權的策略

及場所」421，是我們尋找並闡釋積極元素的任務所在。 

三、神經研究所的粉絲文化：明星、情感與實踐 

粉絲群體為自我命名的嘗試早已有之。這股風潮與青少年文化的覺醒和

自我發聲密切相關。2005 年「超級女聲」節目引發的文化熱潮，其中之一

便是粉絲群體的自我劃界：「玉米」、「涼粉」、「筆筆」、「盒飯」等數

不勝數。學者馮應謙在文章中提到，冠軍李宇春是內地流行工業培育的第一

位偶像422。此外，擅長 R&B及說唱的周杰倫，於 2004年創作並演唱〈我的

地盤〉，同時代言中國移動動感地帶廣告，「在我地盤這，你就得聽我的」，

唱出對新技術與堅持自我的追求，歌手不斷重申的「酷文化」再一次被「傑

迷」們爭先效仿。 

陳奕迅及其團隊的運作，對注重包裝的偶像宣傳始終保持距離，如韓國

高度形式化的舞曲風潮，受訪的歌迷均表示自己對此不感興趣，認為無關乎

內心感受，十分膚淺，屬於「不真實」的演唱。更有趣的是，他們對個人主

義式的宣言，也頗多微詞，後者的不滿主要體現在粉絲群體之間的等級關係。

例如，陳奕迅的粉絲坦言：年輕的時候喜歡周杰倫，「斷奶」後一窩蜂紮進

陳奕迅的懷抱423。從中不難發現，「所長」迷們更為倚重歌曲對社會議題、

人生百態中層次豐富的表達言說，也就是說，即便在內地當下的文化商品消

費熱潮中，依然有不少青少年，以此疏離或對抗所謂主流的個性宣言及同質

化的潮流。 

正如前文提及的，陳奕迅的內地粉絲們主要活躍在網上論壇和現場演唱

會，這些可見的、固定的場合為粉絲們提供了情感聯盟（affective alliances）

                                                
421 Lawrence Grossberg, “Postmodernity and Affect: All Dressed Up with No Place to Go,” in 

Dancing in Spite of Myself: Essays on Popular Cultur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1997), pp. 165. 
422 Fung Anthony, “Deliberating fandom and the new wave of Chinese pop: a case study of Chris 

Li,” Popular Music, 32-1 (2013): p.79-89. 
423 王鑫宇：〈如何客觀評價陳奕迅？〉，知乎網， 2015 年 4 月 3 日。下載自知乎網，

2016 年 5 月 20 日。網址：http://www.zhihu.com/question/2857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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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在成熟商業運作中，如一年兩發的新專輯，知名運動品牌和食品的

代言活動，以及最為關心的演出安排等，陳奕迅的明星、歌手身份在內地不

斷被強化，而活躍的粉絲同時也借助不同的文化實踐，投入相當的情感與能

量，進而組成一幅不斷變化、內容豐富的「要義地圖」。 

很顯然，在這幅「要義地圖」展開之前，本文需要再一次簡述內地粉絲

文化興起的特殊背景：首先是這一讓人扼腕的事實——作為整體的香港流行

文化，其影響力已經讓位於以國語為中心的各類創意實踐了，不僅如此，同

樣衰落的還有官方文化，各類晚會中新民歌的頌揚宣傳作用已大不如前；其

次，隨著新媒體的逐步普及，迷笛技術的數字化，在技術層面大大降低了流

行音樂專業製作的門檻，律動鮮明、歌詞淺白的網絡「神曲」遍佈日常生活；

再次，在創意人才方面，傳統媒體如電視台，利用固有的優勢不遺餘力地推

出各種音樂類選秀節目，所謂本土的粉絲文化，其自主性正是誕生於這一種

歷史機遇；最後，全球化浪潮使內地的文化消費日益與發達國家同步，所謂

文化中介角色的正當性，正在面臨日益增多的質疑。換句話說，與一九九零

年代處於主導地位的官方文化相似，香港流行文化的現代性與中介作用，愈

來愈被內地新生混雜的青少年文化，及美國文化商品至是「韓流」所替代。

簡言之，香港作為都市現代性幻想的特權歷史正在消散。 

因此，香港歌手陳奕迅在內地的廣受歡迎，不僅僅歸功於商業運作和現

代話語的成功，各地差距甚大的城鎮化進程和複雜的改革現狀，也並非任何

現有的理論能夠完全囊括，對粉絲「感受力」以及對「要義地圖」的定位，

或許需要借助「經驗優先」（experience-near），即「主要以自我及同伴的

感受、思考、想像等概念」424的研究方法。出於對以上因素的考慮，本小節

採用以深度訪談為主，輔以問卷調研的方法，嘗試著尋求除了商業操控、抵

抗等論述之外，陳奕迅的粉絲是如何憑藉消費行為（如觀看演唱會），感受

香港流行歌曲的特質，以及在追問「真實」情感的身份認同過程中，如何對

                                                
424  Clifford Geertz,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in Richard Shweder and Robert Levine eds., Cultural Theory: Essays on Mind, Self, 

and Emo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2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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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其他流行音樂形式作出不同的回應。 

問卷共有 20 題，在採集歌迷籍貫、年齡、家庭收入、教育水準等資訊

的前提下，主要探詢歌迷對演唱會的觀感、對香港流行樂的看法及評價。過

回收整理，有效樣本共計 75 份，歌迷身份較為一致：他們的年齡為 21 歲至

33 歲之間（出生時間跨度爲 1980-1995）。教育背景方面，60 人正在高校本

科就讀（接近五分之四的學生就讀與國內沿海地區的高校，如浙江大學、南

京大學等）， 4 人在英國、美國等地修讀碩士學位，他們接受問卷調研的

初衷，源於國內朋友在移動社交媒體——微信（WECHAT）的聯絡中獲得

消息。性別層面，男性超過一半，爲 45 人，且有 3 位女性表示爲陪同男友

觀看演唱會425。收入層面，學生身份的家庭年約爲 100,000 元或以上，已經

投入工作並且組建家庭的 80後受訪者，家庭人均收入約爲 150,000元。地理

位置方面，幾乎所有參與調研的對象都來自經濟發展較好的東部、南部的沿

海城市地區：浙江（55 人）廣州（5 人）上海（5 人）北京（3 人）江蘇（3

人）佛山（2人）成都（1人）貴州（1人），這印證較高的家庭收入依然與

地區的經濟密切相關。此外，在回答「陳奕迅的粵語歌和國語歌，你更喜歡

哪種及其原因？」以及「除了陳奕迅，你還熟悉哪些香港歌手？」時， 除

了廣東地區天然的地域及語言優勢之外，對粵語歌、其他歌手、樂隊乃至香

港流行文化的認知都來自與知名的綜合性高校學生（上海、南京等地），有

學生認爲 LMF、My Little Air Port 等香港獨立音樂更能讓人感受到不一樣的

活力。 

總體而言，觀看陳奕迅演唱會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作爲保障，沿海地區

的青少年擁有更多、更便利的資源尋找並參與自己感興趣的歌曲及文化樣式。 

1.明星身份 

馮應謙在對周杰倫粉都文化的民族志調研中發現，周的內地粉絲，不僅

在物質勞動力（material labour）層面表現出個人主義，獨立精神及固執己見

等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很顯然與內地共青團的集體主義主張相違背）；在非

                                                
425 其餘受到同等歡迎的歌手/樂隊還有周杰倫、五月天。筆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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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勞動力（immaterial labour）層面的積極參與同樣表達了他們的情感與

力量，創造和諧互助的社團關係，運作靈活，很有可能對社會規範，或政府

律法造成顛覆的威脅426。 

相反，陳奕迅的粉絲很少發出強烈的個人主張或觀點，無論是表達對偶

像的喜愛之情，或是抒發聆聽感受，甚至談論到同時期活躍的男歌手時，激

進的措辭、態度等都不常見，缺少熱狂（cult），顯得尤為冷靜和理智。這

種態度或許與陳奕迅的明星身份論述有關。我們不難發現，與其他國語男歌

手相比，如周杰倫、王力宏、林俊傑、汪峰，陳奕迅的形象設定與性向

（sexuality）幾乎無關，他的形象不涉及欲望的投射，既沒有陽剛的男子氣

概，雌雄同體的性別模糊也甚少嘗試。當大多數男歌手，尤其是男子團體，

明確借助肢體語言、服飾妝容等傳遞性暗示時，不惑之年的陳奕迅並不刻意

管理身體，也甚少進行自我美化，商業代言也與符號消費無關，他代言的飲

料、糖果、運動品牌，反而特別接近日常生活；與此同時 ，陳也充分發揚

親和（階級平等）的一面——與王菲、周杰倫等人的「酷」截然相反，在媒

體採訪、封面拍攝中他非常配合，「吹神」（話嘮）是標籤之一，簡言之，

陳的言行體現出一種與孩童類似的「真誠」品質。 

不僅如此，陳奕迅的公眾與中產階級價值觀相當吻合：良好的教育背景

與個人修養427，專業技能出色428，異性戀，鮮少緋聞，重視核心家庭價值，

以及熱心公益事業，富有社會責任感的媒體形象等特徵，不僅政府會贊成、

暗許這類安全的「正能量」，引發的明星討論也只是集中於他乖張另類但無

傷大雅的舞台呈現。我們不難發現，陳的粉絲不偏激，既無意與其他歌迷爭

辯，也甚少冒著越軌的風險談論社會階層、性別議題。因此，粉絲群體在網

絡上的熱議，常常與歌唱技術等專業實踐問題密切相關，如氣息、真假音、

音域、律動，以及歌詞的含義： 

                                                
426 Anthony Y.H. Fung, “Fandom, Youth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2-3 (2009): p.285-303. 
427 徐蓉蓉：〈陳奕迅：悟守禮〉，《天階》，2012年九月第一期。文章特別提到陳「懂禮

貌」，「守禮」。 
428 季藝：〈極有天賦先生〉，《人物》，2013 年第 05 期，總第 291 期，頁 94。 



 

 160 

陳奕迅的成功並不偶然，下面我對比著分析一下在我認識中的他的

優點：1.氣息。每一本教授演唱的書，訓練都是從氣息開始。氣息是推

動聲音的根本，陳奕迅就是一個使用氣息的高手。為什麼氣息如此重要，

因為只有氣息推動聲音，才能將本嗓音色完全發揮，穩定的演唱旋律。

本嗓是唯一能體現歌手個性的音色，模仿沒有出路。他唱慢板歌時對氣

息的控制尤為明顯。事實上，濫用沙啞這種音色，加上較低的素養，會

造成一成不變的僵化，一味苦情，只能開始聽個新鮮，耐不住細聽。 

2.情緒。在舞台上評委們最喜歡用的詞就是情緒，控制情緒這個技

巧，需要很好的素養和審美來支撐。中國人個性內斂，聽情歌並不喜歡

過度的煽情。例如楊宗緯，明明技巧高超，但是用耳機聽他的時候，就

會覺得煽情過了，有點鬧心。在劉德華在歌壇還火的時候流行過哭腔。

但在現在人們不再喜歡這種廉價的技巧。它不僅過時了，也不會再流行

起來。控制情緒體現在歌聲裏，表現在咬字準確，不用花哨的裝飾音，

高音的時候保持一定厚度。 

3.節奏。有次看了他整場演唱會，其中快歌幾乎都使用 funk 編曲，

他顯然在這方面下過苦功，不要以為唱快歌，不需要深刻的情緒，唱起

來會比較容易。中文的塊狀發音跟英文線性發音不同，在字速很快的時

候，每個字准准地踩住節奏的同時，咬字又不能過度用力，這是非常非

常難的，在華語界目前還沒有可以模仿的對象，陳奕迅目前的技巧是前

無古人的。429 

「儘管粉絲狂熱地談論明星的表演能力，以及她的臉龐或他的體格，但

是……偶像真正吸引自己的地方還是溫情、真誠和憐憫等品質。」430這些爭

論性向的摒除了性與身體的魅惑、試圖樹立以演唱、文本分析為重的理性氛

圍。因而，在明星及其團隊和粉絲的合力之下，除了專輯《The Key》中有

六首歌未能通過審批431，以及歌曲〈低等動物〉在 KTV 場所禁播432之外，

陳奕迅在內地的知名度逐漸攀升，與主流意識形態相處融洽，不僅演唱會場

次已深入內陸腹地，而且也參與了如央視的春晚及《開講啦》、湖南衛視的

《中國最強音》及江蘇衛視的跨年晚會等重要節目，獲得商業及官方的雙重

認可，他身上那部分作為主流文化的標籤開始固定。 

                                                
429 萊特:〈解讀陳奕迅〉，知乎網，2012 年 9 月 12 日。下載自知乎網，2014 年 3 月 2 日。

網址：http://www.zhihu.com/question/20420964。 
430  Samantha Barbas, Movie Crazy: Fans, Stars and the Cult of Celebrity (New York 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p. 114. 
431 佚名：〈前年大碟 8 首歌大陸禁 6 首 陳奕迅感挫敗多年才走出陰霾〉,《立場新聞》

（Standnews），2015 年 6 月 7 日。下載自立場新聞網站，2015 年 7 月 11 日。網址：

https://www.thestandnews.com/culture/陳奕迅-唱片遭大陸審查感挫敗-年幾自癒走出陰霾/。 
432 康沛：〈浙江省文化廳：未禁 37 首歌 《牽手》歌詞沒問題〉，《新京報》，2011 年 4

月 22 日，第 A3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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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歌詞的真實 

陳奕迅以「神經研究所所長」自居433，除了天馬行空的言談之外，還有

研究、探索的意義，似乎是基於這種不設限的藝術追求，但更有可能是複製

商業成功的衝動，陳奕迅在廿年流行歌手生涯中推出了近 55 張國粵語專輯

（包括單曲及精選集），共計 400 首歌曲，接近張學友的歌曲總量，遠遠超

過同時期歌手如古巨基、孫楠、周杰倫、王力宏等人。 

作品數量眾多是其中一個方面，雖然大部分主題仍然圍繞著異性戀做文

章，但在發掘情歌內涵的諸多可能，甚至更加宏大的人生、社會百態方面，

詞曲創作者們也不遺餘力地貢獻出奇詭的想像力。正是這種近乎完美的商業

循環與反商業創意冒險行為，為粉絲們打開了足夠廣闊的闡釋空間

（hermeneutic space）。正如官方微博「陳奕迅歌迷會神經研究所內地分

所」，其內容發佈為兩大類：演唱會售票通知、現場照片、演唱曲目及「每

晚 E 曲」，140 字的內容主要為歌詞，並附上試聽鏈接。顯而易見的是，隨

著認識加深，歌迷對明星客體的迷戀，很有可能走向自我轉變經驗的文化網

絡當中——也就是說，歌迷文化是流動的，也是生成式的434（generative 

dynamic），很有可能轉向另一些全新的知識。由於陳的大部分歌詞為香港

兩大著名詞人林夕、黃偉文包辦，作為群體的歌迷雖擅長劃界（ including 

and excluding），但也熱衷於建立與明星相關人物（通常是創作團隊）的聯

繫與認知435。毫無疑問，研究所的歌迷對林夕和黃偉文同樣非常熟悉，資深

的歌迷對歌詞熟稔於心，也常常以歌詞為導向為人生解惑： 

我從小學開始聽 Eason的歌，〈超人迪加〉，還有 TVB《洗冤錄》

的主題曲〈一個人〉……只是很喜歡他的歌，（但直到）08 年，經過 2

年糾結終於親手為自己的初戀畫上句號的我深深被胖子的歌打動： 

我已經相信有些人我永遠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燈火闌珊處為什

麼會哭。 

                                                
433 韓瑩：〈陳奕迅：叫我研究所所長——現階段最想多陪陪老婆孩子〉，《都市快報》，

2011 年 8 月 25 日，B16 版。 
434 Tania Zittoun, Transitions: Development Through Symbolic Resources (Greenwich: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2006), p.141. 
435 Matt Hills: “Back in the Mix: Exploring Intermediary Fandom and Popular Music Production,”  

in Mark Duffett ed., Popular Music Fandom: Identities, Role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4), p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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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歌之王（國）》 

我只想跟你未來浸在愛河，而你那呵欠絕到不能絕，絕到融掉

我。 

——《K歌之王（粵）》 

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淚，不止為你而流，也為

別人而流。 

——《十年》 

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 

——《富士山下》 

還有對我觸動最深的一句： 

得不到的永遠在騷動，被偏愛的，都有恃無恐。 

——《紅玫瑰》 

（這個跟感情無關，算是人生感悟）436 

這表明流行音樂在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在無處不在地聆聽行為中

形塑著人們的價值觀。有趣的是，當不同的歌迷群體均聲稱偶像唱出了他們

的真情實感，我們需要仔細對待所謂「真情實感」，當被問到「內地是否也

有類似男歌手的作品能夠唱出真情實感」時，將近 90%的回答是否定的，原

因大致可以概括為兩點：不自然的演唱方式，過於炫技或是平淡，以及大部

分歌詞沒有深度。一位曾經先後四次觀看演唱會的歌迷這樣評價到： 

除了陳奕迅以外，我也會聽國內和台灣的流行歌曲，首先我不太喜

歡選秀歌手推出的新歌，演唱的情緒太刻板了，壓抑、爆發、回到平靜，

幾乎所有新人都特別偏愛這種演唱方式……歌詞就別提了，千篇一律的

失戀、等待、情傷，治癒，等等，特別「台灣腔」……我也喜歡新民謠，

因為他們會提到一些社會問題，歌詞中常常充滿了憂傷、憤怒和嘲諷，

第一次接觸特別能感受到衝擊，耳目一新的感覺，但久而久之，我發現

更吸引人的歌詞還是出於林夕和黃偉文之手。林夕來我們學校開講座，

人滿為患，許多人無法進入禮堂，完全是大明星的架勢。相對而言，黃

偉文的詞更易懂，而且特別貼近生活。437 

林夕曾經在訪談中回應，究竟陳奕迅的〈六月飛霜〉是否歸於談論時政

主題的歌曲時，他認為這種理解並不充分： 

太表面了，我認為它是一個關於社會結構，社會的整體現象……一

個主流的樂壇有這樣的（表達）需要過很多關。我不是張懸，不是

singer-songwriter（唱作人），我寫需要拿批文的，那個批文比爭取到

                                                
436 黃智倫：〈如何客觀評價陳奕迅？〉，知乎網， 2015 年 3 月 8 日。下載自知乎網，

2016 年 5 月 20 日。網址：http://www.zhihu.com/question/28573137。 
437 個人訪談，2014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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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框架還要困難（笑）；另外，我也不認為純粹時政（主題）

唱出來是非常合適的，唱出來的，我以前常常提過，唱需要煽動人心。
438 

林夕對詞作的期待，是在「煽動人心」的情境中，聽眾可以收穫豐富的

深層感悟。他在另一次公開講座中明確地表示，歌迷們經常沉迷於「毫無代

價唱最幸福的歌」，卻不知揭示的重點卻在後半句祈禱式的「願我可」439—

—用後設筆觸部分否決純真的幻想；同樣，〈K 歌之王〉的國粵語歌詞分別

援引了 35 與 26 首歌名，7 首及 3 首曲作440——實屬名副其實的「K 歌之

王」，也就是氾濫成災的大路情歌，如此巨量的堆砌詞人卻發出動「情」太

難的感慨。可以說，在林夕為陳奕迅創作的歌詞當中，無論題材為何，其豐

富、多元、辯證的含義常常為歌迷們大量借用。 

另一位重要的詞人黃偉文為陳填詞的作品，除了第二節重點分析的〈浮

誇〉之外，與愛情有關的還有「病態三部曲」：〈防不勝防〉、〈打回原

形〉、〈十面埋伏〉。他為陳的歌曲帶來一系列「新奇的意念」441，可以說

另闢蹊徑地尋找出不常見的情感狀態為之發聲。 

由此可見，研究所歌迷所持的「真情實感」十分複雜，它的價值也正因

為優秀的詞人提供了想像空間，歌迷依靠過度地（excessive）闡釋行為，使

陳奕迅所表現的香港流行歌曲與其他歌手，尤其是內地歌手有所區別，這區

別便是要義地圖所必需的差異。更有歌迷將這種「情感」不斷地合法化，使

陳奕迅的演唱方式及優秀的詞作本身建構為權力的一部分。不同歌迷之間的

爭論也證實了這一等級體系的存在。 

                                                
438 林夕：〈香港本土文化：就是無包袱〉，《主場新聞》（House News），2014 年 4 月

12 日。下載自 YouTube 網站，2014 年 4 月 5 日。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wVu-53L-aw。 
439 林夕：〈2013 博群書節 詞人的書單 林夕〉（三），下載自 YouTube 網站，2013 年 10

月 31 日。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FRa-YLBGXg。 
440 哈里王子：〈一首《K歌之王》居然包含這麼多秘密〉，《文匯論壇》，2010年 1月 21

日。下載自文匯網，2014 年 4 月 13 日。網址：http://info.wenweipo.com/index.php?action-

viewnews-itemid-8253。 
441 朱耀偉：〈第十三章 黃偉文〉，載《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 II 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

代中期》（香港：亮光文化，2011 年），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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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解現場的真實 

正如在本章第二節分析表演的真實性，存在於錄音版和現場表演的相互

確認當中。隨著便攜設備的不斷改進，聆聽音樂變得愈加私密，消費演唱會

為情緒的釋放、反饋創造了機會： 

現場的感受更為豐富，不僅會有大合唱，還能聽到許多冷門的粵語

歌，我喜歡大熱的國語歌，但更喜歡專輯中不那麼遷就聽眾的，不那麼

皆大歡喜或是溫暖、憂傷的歌，對此我傾注了許多好奇，反覆聽了無數

遍，特別喜歡〈低等動物〉，〈阿斯匹靈〉和〈心的距離〉。我感覺它

們（非主打歌）像謎語一樣，與我的生活存在著神秘的聯繫……難以忘

懷，我特別想在現場演唱會聽到這些歌，希望在直接的聆聽中得到答

案……Eason 在台上話不算多，他後來換上人字拖，背對我們扭動屁股，

再拿起麥克風時居然打了很大聲的嗝！但嗝聲的餘音未落，〈富士山下〉

的前奏響起，陳的聲音一如既往的深情、落寞。太不可思議了。 

由於演唱會已經成為日常娛樂的一種消費行為，它的完整過程也為歌迷

提供了欣賞歌曲以外的諸多現實細節： 

在之前的一次演唱會上，陳奕迅在演唱前講了幾句話，一是說每個

人內心都有一些很秘密的東西，二是說「病態三部曲」三首歌一起唱，

是他多年的小小心願。去年（2014 年）8 月份去看了陳奕迅在工體舉行

的 Eason's Life 演唱會。在去工體的路上，有很多小攤位賣演唱會周邊，

帽子、T 恤、標語牌等。一路看下來，發現出現頻率最高的是「若你喜

歡怪人，其實我很美」這句。當時心裏有些詫異。這句歌詞出自黃偉文

之手，是〈打回原形〉的最後一句。……究其（流行的）原因，是這句

話很出挑，既適合形容歌者，每一個聽歌的人也可以拿來標榜自己。442 

有一位陳奕迅的歌迷詳細回憶了欣賞 2008年 Eason’s Moving On Stage北

京演唱會，不僅列出重要曲目的次序、歌手狀態、觀眾情緒和互動，也講述

了演出前後的個人經歷： 

關於我參加這次演唱會的歷程，可以說「那是相當的曲折了」：07

年想去香港聽，明顯不現實。08年初到上海找工作，正好陳奕迅 4月在

上海開唱，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啊，可惜出了點小意外，我轉戰北京，計

劃延遲了。08 年下旬，陳奕迅北京演唱會開始售票，我忘記提前多久

買的，由於太激動，沒注意四環以內他們是負責送票的，自己跑了一趟，

                                                
442 林花理：〈病態三部曲之打回原形〉，豆瓣網，2015 年 2 月 27 日。下載自豆瓣網，

2015 年 4 月 8 日。網址：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7270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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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熱天的。當時我還納悶，怎麼官方售票點，冷冷清清，就我一個來買

票的。08 年 9 月 28 號晚 7:30 工人體育場，……我用兜裏幾乎所有的錢，

給老婆買了一張門票（黃牛票）…… 

北京演唱會開場白很簡樸，一個男的說 xxx 正式開始，沒像香港那

樣聯繫七宗罪的主題，在一片暗紅的燈光中，Eason 一身黑衣，著（穿）

層薄紗就出場了。 

……帶著激動的心情，隨著人流離開會場。頭疼的問題出現了——

能不能回家？回不去怎麼辦？這個時間連 13 號線城鐵都不一定有了，

結果我們很幸運地搭上 2 號線，13 號線末班車……幸福的一晚。感謝

Eason以及現場所有的歌迷朋友。下次演唱會再見。443 

可以這樣說，演唱會的號召力既體現在對歌曲「本真」性的確認態度上，

其相對來說不可複製的特性，為歌迷親身參與、體驗的實踐中注入了另一種

情境中的真實。在這一雙向的過程當中，和解與疑問都有所增加，並且在具

體的空間中產生經驗。簡言之，歌迷在演唱會中獲得了更多社會意義層面的

歌曲認識。 

4、效仿的願望 

文化研究學者史黛絲（Jackie Stacey）在談到好萊塢電影明星與女性觀

眾之間的互動時，將身份認同劃分為幻想與實踐兩個層面。在電影之外

（ extra-cinematic）、假扮（ pretending）、相像（ resembling）、模仿

（imitating）、複製（copying）成為四種主要的認同實踐方式444。在流行音

樂領域，卡拉 OK 式的跟唱的模仿行為最為常見，陳奕迅的國語歌〈十年〉、

〈愛情呼叫轉移〉、〈你的背包〉、〈好久不見〉，以及粵語歌〈浮誇〉、

〈葡萄成熟時〉、〈最佳損友〉、〈一絲不掛〉、〈陀飛輪〉等。下文的討

論將主要集中於兩位出生於 1980 年左右的男性歌迷，J 與 Z，他們均擁有豐

富的演唱經歷，但翻唱與觀摩陳奕迅的歌曲及演出，在 21 世紀頭十年的內

地卻未能轉變為相應的社會與經濟資本。需要肯定的是，專業歌手和歌迷的

雙重身份，促使他們在歌曲以外的明星角色中獲取力量。 

                                                
443 白薯：〈Eason’s Moving On Stage 14（陳奕迅北京演唱會——回憶篇） 〉，豆瓣網，

2003 年 8 月 23 日。下載自豆瓣網，2013 年 2 月 14 日。網址：

http://www.douban.com/note/42618341/。 
444 杰姬·史黛絲：〈女性魅惑——一個認同的問題？〉，載陶東風主編《粉絲文化讀本》，

頁 18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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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移動廣東分公司的音樂市場部總監 J，生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求

學、工作三十多年，一直生活在廣州城區，母語為粵語。珠三角地區的有線

電視接收包括香港地區的翡翠台、亞洲電視、明珠台以及鳳凰中文台，香港

流行文化、繁體字與官方晚會文化、網絡音樂等共同形塑了 J 的成長史。J

的第一位偶像是張學友，讓他「愛上唱歌」並從小熱衷於「模仿」445張的歌

唱特色：中高音區洪亮，善於抒情。1997 年開始接觸並購買陳奕迅的唱碟，

覺得「也比較適合自己的聲線」，在唱K時唱歌時想像與陳一同「在同一個

空間，唱同一首歌」。446 

當 J2001 年考入廣東一重點學府的信息科學與技術學院時，他開始積極

參加各類大型的歌唱比賽。2000 年左右，音樂比賽從由政府文化部門分管，

逐漸過渡到企業的商業操作。J 大二時已在全國大學生「統一冰紅茶」歌手

大賽廣東賽區斬獲冠軍，演唱的歌曲是〈又見彩虹〉。同時，他也是學校合

唱團的骨幹成員，〈又見彩虹〉這首九運會主題曲，也在他與另一位女團員

的演唱中多次獲得廣東省及全國大學生歌唱比賽的一等獎，相當於包攬了學

校大型文藝比賽、晚會的重要演唱角色： 

2005 年前後的校園歌唱比賽，港台流行歌無法進入前三名，所有

模仿當紅歌手周杰倫、孫燕姿，還有外國組合 Westlife，台下學生可能

會很喜歡，但評委老師並不認可，他們出身音樂學院，而音樂學院似乎

只有美聲和民族兩種唱法。但我唱劉歡的歌，還有演唱黑鴨子（組合），

唱新民歌的，如祖海，自然名次最好，少數民族特色（的曲目）447也是

不錯的備選……雖然我很喜歡粵語歌，但沒辦法在學校公開場合演唱，

這種情況我覺得很普遍。448 

從 J 的回憶中我們不難發現，雖然他對粵語流行歌更加熟悉，但在廣東

地區的重點高校，卻沒有太多公開模仿、傳唱的機會，粉絲難以在實踐中獲

得同輩或者社會的認可，對社會資本的嚮往致使 J 演唱更多「主旋律」作品。

陳奕迅的歌多數在 KTV 中出現，扮演著大學生日常消費、娛樂、交流的角

                                                
445 個人訪談，2014 年 11 月 6 日。 
446 同上。 
447 如描寫一族姑娘趕圩（趕集）的歌曲〈趕圩歸來啊哩哩〉（1985），更有名一些的是新

疆維吾爾族歌曲〈達阪城的姑娘〉，最早由王洛賓收集編配。 
448 個人訪談，2014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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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是諸多亞文化的一種。 

但這並不意味著大眾文化的發展，為公眾更接受陳奕迅提供機遇。例如，

在吸引眼球的娛樂經濟領域，特別是如火如荼的選秀熱潮，選擇演唱陳奕迅

的歌曲，或者是香港流行歌曲參賽的現象，並不多見——除了〈謝謝儂〉、

〈愛是懷疑〉零星幾首之外，更多選擇與全球文化更親近的音樂形式，如台

灣歌手陶喆、王力宏、林俊傑的 R&B 或中國風歌曲449。陳的作品顯然不適

合張揚個性的競技舞台。陳在演唱層面將技巧淡化，或是內在化，將明星身

份拆解，祛魅，拒絕融入舞曲風格的全球風潮等，這些「戰術」一方面降低

了粉絲的狂熱度，另一方面則暗示了去競技性的考量。值得注意的是，作為

規範的音樂競技功能，常體現在層次不一的比賽當中——對我們熟知的大部

分歌手而言，比賽意味著掌握相當的技能和素養，以及邁向職業道路的可能。

對評審和觀眾而言，競技帶有強烈的時間色彩，需要在片刻中獲得足夠分量

的視聽衝擊，可以說競技以犧牲一定的愉悅感，想像空間為代價。 

因此，陳奕迅的歌曲在音樂新人的「歌單」中很有可能不是首選。歌手

M生於 1982年，湖南人，他於 2000年已成功地推出點擊率過千萬的網絡單

曲，後來簽約台灣著名唱片公司，暫從事幕後工作。2011 年因他人違約事

件進而影響個人專輯的推出，2013 年參加某音樂選秀節目以鮮明的抒情搖

滾風格勝出，獲得全國冠軍。他坦承作為陳奕迅的粉絲，多次觀看他的演唱

會，即便早已成為職業歌手也不例外——M 說自己剛到北京打拼身上僅有

600元時，卻花了 500元購買演唱會門票： 

舞台熱別有創意，特別新穎，佈景道具都很精緻，很高級。他的造

型很多人覺得無厘頭搞怪，但是我卻非常喜歡……他很享受舞台，觀眾

也都很投入。總之，整體給人一種很自由很爽的感覺，我覺得太棒了！
450 

M期待自己的演唱中能像陳一般，充滿著故事感，雖然他的新作歌曲大

部分是中規中矩的情歌，在橋段部分常常將情緒推至最高點，屬於完整的

                                                
449 例如，2005年超級女聲的亞軍周筆暢曾演唱陶喆的〈普通朋友〉，王力宏的〈唯一〉及

〈Forever Love〉。2007 年張傑演唱了林俊傑的〈曹操〉，〈龍的傳人〉王力宏版本等。 
450 個人訪談，2015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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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事-抒情-敍事」的模式。在數次難得的與陳奕迅交流的過程中，他認為

自己模仿時還需要更多思考，也就是將都市生活及情感的體察融入在演唱當

中，難度可謂不小。因為在諸多商業演出（包括電視節目）中，節目方常常

要求歌手（無節制地）飆高音來活躍氣氛，以致 M 無奈地承認這種唱腔甚

少有表現的機會，但所謂「高亢」的搖滾嗓音卻讓他難以有更多突破451，可

謂是成也高音，敗也高音。 

我們不難發現，陳奕迅是作為完整的文化產品而廣泛流行的，但內

地流行音樂歌手則需要面對太多懸而未決的環節：貼切的詞作、合適的

形象設計、多管道網絡媒介推廣等等。M剛成立不久的工作室資金並不

充裕，他把精力主要投放在音樂製作，而 MV拍攝及服飾等則未能獲得

普遍的好評。452 

當他遺憾地提到最近未能加盟一期收視率頗高的音樂類綜藝節目時，委

婉地表示「參與節目錄製需要提供大量候選曲目，而歌手本身沒有決定權」

453。這意味著另一個更為普遍的現狀：新作得到的關注寥寥，大量的輿論與

歌手的明星身份話語有關。因此，偶像的媒介形象，也是粉絲們實踐的重要

參照標準之一，曾為校園歌手的 J和內地流行歌手 M都認為陳在音樂以外的

家庭、社會身份中表現出可貴的責任感，他們不約而同地認為「更要學會做

人」454。 

在效仿這一環節，專業型歌迷在翻唱和模仿陳奕迅歌曲的過程中，獲得

認知層面的愉悅與提升，這種反饋不僅體現在歌曲與表演層面，甚至還囊括

了對歌手明星身份的參照。雖然，這一實踐暫時未能帶來利益性的社會及經

濟資本，考慮到內地大眾文化語境的流動性，陳奕迅（主要借助個人巡迴演

唱會）所呈現的審美傾向、舞台表演、明星角色等，都將隨之生產出更多不

同文本的歌迷論述。 

第四節  小結 

                                                
451 同上。 
452 同上。 
453 同上。 
454 個人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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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點討論了香港流行樂中，並未受到重視的搖滾樂，以及必然帶來

的「真實性」討論。陳奕迅是繼四大天王之後，最受矚目的香港男歌手，他

的歌曲風格多樣，內容也不限於情愛，現場表演，尤其是演唱功力，是獲得

歌迷們廣泛讚賞的主要原因。 

踏入新千年，香港流行樂，甚至整個香港流行文化在內地的關注度，已

經讓位與韓流（Hallyu）和選秀熱潮。經濟與技術的發展帶來的各種奇觀，

讓人們深深迷戀與炫目的外形、整齊的編舞、以及與全球同步的流行樂風格。

相形之下，偶像製造逐漸過時的香港唱片業，需要找到其他的表達方式，而

搖滾樂的「真實性」成爲突破口之一。換句話說，並非所有的內地受衆，都

願意沉浸在接近表象的感官享受中。而格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

所提出的真實的非真實性（authentic inauthenticity），是一種迎戰後現代虛

無感的必要策略： 

這是一種邏輯，允許人們在明知道無法厭足的情況下獲得滿足，任

何奇特的愉悅到最後，很有可能會迎來失望。即便所有的影像都是人造

且虛僞的，人們仍要繼續尋找。雖然沒有任何表象能夠保證本質的狀態，

但人們盡力去做，或許會贏得一種身份。455 

陳奕迅在現場表演中體現的另類張力，讓歌迷們在視聽中感到震撼之外，

對演唱、詞作、及他的明星形象建構也是興趣十足。我們不能斷定，喜愛陳

奕迅便必然排斥周杰倫或是選秀出身的素人歌手，但可以肯定的是，歌迷在

陳奕迅的音樂世界中，對愛情、親情、人生、社會百態擁有不一樣的情感聯

盟，這是祛魅後的香港流行樂帶來的感受，而在下一章，黃耀明引發的討論

將更加明確、激進，這種另類的噪音實踐，將揭開與前幾位歌手完全不同的

要義地圖。  

  

                                                
455 Lawrence Grossberg, 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 Popular Conservation and Postmodern 

Culture, p.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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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作為個體及眾數的黃耀明：新舊媒體中的

另類抗爭 

 

當第一位流行人物劉德華登場時，本文接下來的研究對象幾乎完全被巨

星的光環所籠罩，海量的輿論生產與消費的現象至少延續廿年之久。可以說，

劉德華、王菲、陳奕迅這三位的風行，與香港文化工業的鼎盛和內地市場的

發展密切相關，以至於人們開始逐漸認定這樣一個事實：巨星等於香港流行

音樂，巨星的隕落，也就意味著香港特質的岌岌可危，面臨隨時被取代的困

境。 

對流行巨星的既有期待與宏大論述不謀而合：在文化國族主義的呼召下，

流行樂的中國風（格）最受矚目，它幾乎存在於民樂、流行、民謠、搖滾、

說唱、節奏布魯斯等不同流派當中，血脈的相通與燦爛的歷史換喻為「中國

人」，大型的體育賽事與經濟數據的飆升印證了「大國崛起」的權威，因此

〈紅旗飄飄〉，〈我愛你中國〉廣為流傳；其次，大量的舶來品選秀節目中

無休止製造著個人成功的神話——只要有「夢想」和「個性」，就像勵志歌

曲，無論是〈光輝歲月〉還是〈隱形的翅膀〉，你便能成為十五分鐘的名人。

可以說，當本世紀前十年過去時，至少有兩種論述成為新的霸權：大國崛起

與財富積累，是個人主義神話實現的有力保障。 

因此我們是否能夠這樣理解，當香港流行樂對〈我是中國人〉和〈獅子

山下〉暗含的國族認同與集體記憶無以為繼時，港式情歌逐漸讓位與台式芭

樂時，以往的策略便不再成為雙贏的保證。正如陳慧琳繼連續兩次參與央視

春晚的錄製後，第三年（2015 年）退出這一新聞並未引起過多關注456，前

Beyond 樂隊吉他手黃貫中在《我是歌手》第一季匆匆一曲惜被淘汰，後

Beyond 樂隊和個人的發展被「高聲歌唱」的規則阻擋門外。被冠以「平民

                                                
456 金力維：〈混搭玩不轉  陳慧琳退出央視春晚〉，載《北京晚報》，2015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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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的謝安琪繼不俗反響的專輯《Yelling》457之後開始與台灣音樂人458合

作，脫離了「小巴」、「喜帖街」的親密關係，她的國語歌曲卻未能獲得更

多共鳴。 

當以上——包括官方宣傳、唱片銷量及大型演出日益失效時，我們需要

重新尋找介入香港流行樂的路徑：在巨星之外，是否有一種或多種被遮蔽的、

忽略的、碎片化的日常「噪音」、呐喊之聲？它們是如何與當下的內地受衆

發生關聯的？這些受衆的體驗是否象徵著當代中國的青年次文化呢？而最關

鍵的是，我們能否在另類聲音中獲取行動的力量？ 

網絡的普及和傳播科技的革新，部分意味著音樂多元化的發展和自主選

擇的加強，這為我們繼續討論香港流行樂提供了契機。正如傳播學者馮應謙

提出的，聽眾的消費習慣正在脫離唱片公司營銷策略的掌控，變得更加主觀

和自由，從產品消費轉向感性消費： 

表 5.1 產品消費和感性消費的比較459 

 產品消費 

Commodity consumption 

感性消費 

Emotive consumption 

性質 理性 主觀、非理性 

滿足感 質量、美學 感覺強烈感 

客觀標準 相對上有較固定的標準 主觀、個人 

認可資格 頒獎禮、唱片銷路 人際之間話語 

消費管道 唱片為主 MP3、手機 

間接消費管道 通過大眾傳媒電台、電

視台 

半集體性消費行為如 karaoke 和

演唱會 

                                                
457 《Yelling》中的〈年度之歌〉獲得 2010 年的叱吒十大，歌手本人也憑此獲得 2009 年金

帆音樂獎的最佳女歌手演繹獎。 
458 指專輯《第二個家》（2010 年），作曲有台灣音樂人吳青峰，深白色和徐佳瑩。 
459 表格引自馮應謙：〈傳媒科技與香港粵語流行曲的演變（節錄）〉，載吳俊雄、張志偉

主編：《普普香港：閱讀香港普及文化 2000-2010（一）》（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2012 年），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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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 需要特定場所 沒有空間限制，是每日生活文

化一部分 

社會影響 集體回憶、天皇巨星 沒有大眾英雄，比較多元化 

 

感性消費的現象在內地同樣適用，網絡社區的普及為其他「非巨星」的

存在營造了相遇和交流的空間來形成多元、異質的共同體，不同的聲音常常

是有關審美的，社會的、性別表演乃至政治的，在以上領域當中，被視為比

肩內地崔健、台灣羅大佑的香港黃耀明，便成為本章討論的關鍵對象。 

黃耀明擁有多重的身份：「達明一派」的主唱、音樂製作公司創辦人、

社會運動參與者、公開的同性戀者。探索黃耀明在中國內地的意義呈現，註

定是一場歧路亡羊的艱難嘗試，這不僅因為樂隊時期頗為前衛的實驗風格，

更歸因於振聾發聵的一首〈天問〉，導致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黃耀明無法

在內地公開演出。一方面，雖然樂隊早在 1988 年的廣州拼盤演唱會中已與

觀眾見面，更有熱情的歌迷不停追問緣何沒有演唱〈禁色〉，〈忘記他是她〉

——但也需要等到 2006 年，達明一派才現身上海大舞台舉辦演唱會。遺憾

的是，2014年 6月，黃耀明的新浪微博賬號被查封，這意味在內地社交平台

無法直接知曉他的動態，與此同時還有再一次的內地禁演。 

另一方面，網絡的普及和人口的流動，不僅為人們傾聽、觀看黃耀明的

演出，也為研究者尋找內地最早的歌迷故事提供了機會。更進一步地，由於

黃耀明長期支持本土音樂的原創事業，如創辦「人山人海」獨立廠牌培植唱

作新人，「文藝復興基金會」的培養對象更是涵蓋了視覺與文字藝術，也就

是說，更多的「黃耀明」浮出水面，並借助他們的自主創作將抵抗精神散播

延續，這也是本章第三節詮釋「噪音」的取徑之一。 

網絡普及帶來的好處不一而足，但由於當代中國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

嚴苛的維穩及審查制度同樣存在於網絡社會。在各種權力關係角力的過程中，

一個頗為悲觀的現實擺在面前：文藝與社會的聯結幾近斷裂，音樂的社會抗

爭意義不再重要。另一種斷層也出現在對社會問題的認知當中：討論中港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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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重要性讓位於日益激化的腐敗醜聞與民生重建議題。簡言之，非港式情

歌在內地的宣傳、銷售與演出等環節受到相當的限制。基於此，本章第二節

對黃耀明的解讀，將主要側重於代際間歌迷的回應——包括一九九零年代達

明一派時期和 Web2.0 社交媒體時期及參與音樂節的歌迷——不僅是因為黃

耀明擁有相當漫長且豐富的音樂職業生涯，同時也得益於網絡和音樂節的普

及，一九九零年代的歌迷能自由地書寫個人追星經歷與大家分享，音樂雜誌

的電子化也讓研究者便捷地搜索到紙媒時代的資訊，也就是說，流行巨星不

再是唯一的選擇。因此，本章的第一節將對內地新舊媒體的變遷概況進行初

步的展現和整理。 

最後一部分採用參與式體驗與文本解讀的研究方法，觀察與黃耀明有關

的兩種不同的行動個案，以此來說明，在中港關係陷入僵局的背景下，獨立

音樂人依然擁有踐行和發聲的可能。不管怎樣，以內地普通歌迷的位置觀看

黃耀明，盡可能少地採納權威言論，試圖在不同年代的、個體的、日常生活、

情感體驗中捕捉異質發聲。總的來說，在回歸十五年後，香港流行樂以多元

的獨立面貌，在中港關係、性別、社會問題層面，正繼續創造新的聯結。 

 

第一節  新舊媒體的交疊：線上與線下的變遷 

中國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已成為當下都市生活的重要部分，它見證了傳

播載體的不斷變遷，資訊與內容的無限延伸，和各種論爭議題凸顯或消失的

變化過程。這部分挑戰了「技術至上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樂

觀態度，但同時也讓我們看到網絡批評、抗議和行動的強大力量。網站社區

的發展則解除了地域、階層、性別、年齡、收入等現實框架的局限性，以某

種共同的身份認同如意識形態、價值、品味等，區隔（segmented）生成不

同的團體 460 。譬如官方開辦的第一個時政論壇「強國論壇」

                                                
460 就像西班牙學者曼威·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網絡社會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提出的三種人類社會組織形態：國家主義（statism）、自由市場（market）

和網絡（network）當中，只有網絡不受制於地域性權力結構或經濟因素方面的考量，而是

高度選擇性地去吸納或排斥（inclusion/exclusion）各種社會組織，這也是網絡最根本的運

行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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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s.people.cn），大國色彩相當濃厚；果殼網（www.guokr.com）461則以

破解泛科技類謠言為特點，同時為大眾提供科普知識；而文藝青年聚集地

「豆瓣」（www.douban.com）的風格，與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化熱」的精

英氣質類似，譬如黃耀明及「達明一派」歷年推出的專輯、文案介紹、圖片

乃至試聽等功能相當完備，從高到低的評分和最受歡迎單曲版面，即便普通

聽眾也能從中迅速地瞭解歌手及其風格。 

但同時我們仍要繼續關注現實社會中的其他矛盾。一方面，隨著市場經

濟推進，利益主體雖然多元，但仍無法掩蓋整個社會呈現金字塔結構的現實

——孫立平稱之為「斷裂」462，而陸學藝將社會分成十大階層，從國家與社

會管理者階層，到位於中間的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直至最末的城市無業、失

業、半失業階層463，諸多訴求很可能因機制的付之闕如而引發爭議。因此，

網絡行動、新媒體事件幾乎成為普通人維權的唯一有效途徑；另一方面，網

絡監管和審查制度能夠過濾了不少「危險」或「顛覆」資訊，借助「網絡評

論員」（另有「五毛黨」的戲稱）464的發言，將民眾注意力轉向其他較為易

於掌控的議題當中。因此，這部分意味著我們在網絡上能夠查閱的文本、參

與的活動或群體組織是官方默許的，如無處不在的商業廣告、不涉時政的文

藝論爭等等，其中也包含了性別議題。 

讓我們回到香港流行樂的主題中來。正如上一章所說，在大型演出、主

要電視媒體以及網絡熱度方面，陳奕迅已然是香港流行樂「僅存的碩果」，

相反，在網絡社區當中，香港流行音樂仍具備一定的關注度，並表現出不少

相當全面和深刻的體悟。除此之外，愈來愈多的音樂節、中小型現場演出讓

人們有機會接觸到更多不同類型、風格的中外音樂人；另一種趨勢也不容忽

                                                
461 創辦者為姬十三，神經生物學博士。 
462 孫立平：《斷裂——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 年）， 
463 詳見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

15-23。 
464 這是政府於 2004 年引入的新機制，主要職責是「正確應對全球化後的國內外各種矛

盾，……有膽有謀地與各種錯誤言論作鬥爭。……使各種錯誤思想、觀點失去市場，敗下

陣來」。引自黃晨灝：〈網絡評論員的責任和義務〉，中國網，2009 年 2 月 15 日。下載自

中 國 網 ， 2012 年 9 月 6 日 。 網 址 ： http://www.china.com.cn/review/txt/2009-

02/15/content_17279916.htm。 

http://www.doub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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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人口的頻繁流動脫離了地域的局限，人們既可以在廣州、深圳集結出發

到香港觀看現場演出，也能在外國留學時欣賞香港歌手的世界巡迴演唱會。

因而，當踏入新千年的第十個年頭，我們既要面對香港流行樂已經邊緣化的

現實，同時也要借助不同載體來重新挖掘它潛在的創作活力與指導意義。 

一、線上：中國新媒體的概況 

網絡建設被視作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的重要策略，是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

中的關鍵一環。2006 年發佈的《2006-2020 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肯定了

資訊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16.6%）465，同時國家將繼續追加資金投入

（3年累計 11300億元），加快寬帶網絡建設，並降低費用，爭取在 2017年

4G網絡全面覆蓋城市和農村466。 

首先，我們不妨回顧一下重要的基礎數據，下表為網民人數的統計數字： 

 

表 5.2 中國上網人數一覽表（單位：萬人） 

年份 1997 2000 2006 2010 2012 2014 

上網人數 62 1690 12300 42000 51300 63200 

 

以 2014年 6月的數據為例，網民人數已佔總人口的 46.9%467，而手機網

民也佔據總網民的 83%，超越傳統個人電腦整體使用率，成為第一上網終端

設備468。此外，網民的年齡分佈與教育程度也呈現出不小的變化。1990 年

代末期，互聯網仍然是社會精英（大專-本科，77%）和專業人士（計算機

專業，17.4%）的特權，但隨著網絡的普及，青（少）年成為構成網民的中

                                                
465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06-2020 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2006 年 3 月

29 日。下載自中國政府網，2012 年 9 月 26 日。網址：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315999.htm。 
466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快高速寬帶網絡建設推進網絡提速降費的指導意見》，2015年

第 41 號。 
467 中國互聯網資訊中心：《第 34 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報告》，2014 年 7 月。頁 4。 
46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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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力量，教育程度呈低齡態勢也為次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機遇： 

表 5.3 中國網民中所佔比例最多的年齡分佈與教育程度一覽表 

年份 2000 2006 2010 2014 

年齡 18-24 歲（46.77%） 18-24 歲（37.2%） 10-19 歲（29.9%） 20-29 歲（30.7%） 

教育

程度 

本科（45.93%） 高中（31.6%） 高中（40.1%） 初中（36.1%） 

 

男性網民依然長期佔據優勢，2014 年 55.6%469，雖然農村上網人口

（28.2%，2014 年）逐年增加，但比例仍相當懸殊，這也意味著互聯網歸屬

於都市生活的範疇。 

從 Web1.0 過渡到 Web2.0，單向資訊的輸入變成人與人的互相交流。

Web2.0 同樣經歷了若干階段的發展：聊天室-論壇（BBS，貼吧）-博客-微

博-微信。這幾大類型依然存在，只是影響力在不同的載體中逐漸轉移或綜

合為一體。2000至 2005年期間，電子公告牌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

英文縮寫 BBS），如 1998 年創立的「西祠胡同」，「天涯論壇」，以及大

學論壇如「水木清華」（2005 年被關閉）等等，都曾就國內外大事發表觀

點，並引起大量迴響。例如，最早聚集了相當多高校教師、社科院以及新華

社等機構的天涯論壇，在權威雜誌《天涯》、《南方週末》等紙媒的宣傳中，

於 2006 年獲得聯想、谷歌、江南春的聯合投資繼而進入高速發展期，各版

面內容成為其他傳播媒介的主要參照對象。隨著娛樂文化的不斷深入，貼吧、

微博中更少的字數、更多的圖片和頻繁的更新成為近十年來的主要交流特徵。

此外，網絡消費行為也成為新的生活方式：2013 年全國網絡購物市場的交

易金額為 1.85 萬億元，是 2010 年（5231 億元470）的三倍以上，佔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的 7.9%，20-29歲的用戶超過一半，達 56.9%471。 

                                                
469 中國互聯網資訊中心：《第 34 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報告》，頁 14。 
470 中國互聯網資訊中心：《2010 年中國網絡購物市場研究報告》。 
471 中國互聯網資訊中心：《2013 年中國網絡購物市場研究報告》。 



 

 177 

與支援網絡發展同步進行的還有對網絡的規管行動，網絡安全一直是管

理工作的重要項目。首先圍繞安全操作制定了《計算機資訊系統安全保護條

例》（1994 年 2 月 18 日生效），其後將信息內容的安全性納入信息產業部

的管轄範疇。2005 年 8 月官方創辦了「中國互聯網違法和不良資訊舉報中

心」（www.12377.cn），將大眾的主動性納入網絡安全的管控當中，與

「網絡評論員」機制雙管齊下。對外則有始於 1998 年建設（一直未公開承

認）的「防火牆」，諸如對電子郵件通訊、外國媒體的封鎖等。以上舉措的

實施無疑削弱了新媒體狂歡式的否定能量。 

儘管如此，時效性與覆蓋面使網絡仍然是抗爭的最佳途徑之一。楊國斌

認為民眾抗爭具有特定議題機會（issue-specific opportunities），但必須是

「不直接挑戰國家權威的議題才有可能被寬容」，並且不排除「接受甚至鼓

勵反對地方政府及其掠奪行為的草根抗爭」472。他總結了約 7 種議題：大眾

民族主義、維權活動、腐敗濫權、環境污染、文化爭議、揭露醜聞和網絡慈

善活動473，這些主題也有交疊的部分，如曝光偷拍的影像片段以此扳倒濫用

職權的官員，揭露威脅性質的強拆或是食品隱患等，弱勢的一方有可能獲得

公義的結果。密集爆發的新媒體事件，與社會的躁動有密切的關係，至於是

否能夠帶來改變，還是僅僅為當下表徵的一種474，需要我們細緻的研究。總

言之，新媒體的發展逐漸呈現出複雜的面向，令傳播學者趙月枝精闢地總結

為：「一方面對中國令人驚歎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另一方面也導致極端不平

等的社會發展。」475 

二、新媒體語境中的流行音樂 

音樂社會學者西蒙·弗里斯（Simon Frith）認為數碼科技很可能將音樂

                                                
472 楊國斌著，鄧燕華譯：《連線力：中國網民在行動（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37。 
473 同上，頁 61。 
474 邱林川，陳韜文主編：《新媒體事件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頁 312。 
475 Zhao Yuezhi,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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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分成三種形態： 

一是主流的流行/搖滾行業，它將繼續推廣功成名就的巨星……以

及繼續挖掘培養新的全球新星，利用其它音樂媒介進行營銷策劃。 

二是非法且混亂的行業，包括不顧版權限制直接非法營運，以實驗

性和政治性為理由竊取「發現」的音像，以及大量的私人電台，俱樂部

和派對組織者等。 

三是風格為主的行業，本土音樂人借助互聯網和數碼技術，半商業

性質營運，但並不以擴大規模為盈利目的的方式。476 

可以說，這三種行業生態並非各自獨立運作，他們之間也存在著借鑒與

合作的可能，但後兩者的出現明顯動搖了唱片公司的壟斷地位。雖然新媒體

的出現讓猖獗的盜版現象趨於絕跡，但更為嚴峻的是，在線音樂視聽和免費

下載功能的出現，不僅改變了聆聽音樂的習慣，也讓唱片的宣傳與銷量變得

不再重要。例如，以往歌手推出新作，需要電台、電視台、報紙和音樂雜誌

等媒介的大力協助，音樂排行榜則為受衆選擇提供標準參照，但網絡的便捷

性否定了這一環節的必要性。在這種情形下，唱片公司不得不引入新舉措，

如推行 360 度整合方式，將經紀約、廣告代言、電視台節目合作、粉絲交流

會、巡迴演唱會等不同項目作為收入來源，對於歌手而言，在歌曲質量和曝

光率之間尋求平衡成為難題。由於盈利模式仍在探索當中，聽眾不斷變化的

口味也要時刻揣摩和預判，唱片公司幾乎不可能存有實力去挖掘新人，尤其

是曲風另類、外形與歌唱實力普通的音樂愛好者，他們需要謀求另外的發展

途徑。 

將中國流行音樂在 Web1.0 時期的發展稱之為過渡期更為恰當。由於長

期存在的版權問題，降低製作成本變成突破的捷徑之一。2001 年以動畫形

式傳播的〈東北人都是活雷鋒〉被視為網絡歌曲的開端之作，2005 年前後，

網絡歌曲借助中國三大運營商及無線增值提供商的推廣，以歌曲下載量作為

收入來源，湧現出一批相當流行的歌曲，〈兩隻蝴蝶〉、〈丁香花〉和〈老

鼠愛大米〉等等。楊臣剛透露〈老鼠愛大米〉單曲月下載量為 600 萬次，如

果以 2 元/次的收益計算，一首歌便有 1.7 億元的收益477；畢業於瀋陽音樂學

                                                
476 Simon Frith, “The popular music industry,” in Simon Frith, Will Straw, John Street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op and Roc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1), pp.50.  
477 騰訊娛樂：〈網絡歌曲十年記：向「錢」看無罪 爛大街有理〉，騰訊網，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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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龐龍，首張專輯《人生三部曲》花費 50 萬無任何迴響，在〈兩隻蝴蝶〉

成功後炮製了一系列類似的歌曲。由於運營商處於壟斷地位，歌曲創作者只

能分得可觀但並不合理的收入，當然，商業演出也是一種補償方式。龐龍曾

四度登上央視春晚，意味著網絡歌曲淺白和低俗的次文化標籤被官方所接受。

簡言之，由於運營商充當了傳播和銷售環節的雙重角色，擁有決定性的主導

作用，網絡歌曲音樂性的缺失便不難理解了。 

Web2.0 時代側重網絡人際交往，社交網站如「人人網」（前「校內

網」，www.renren.com）和「開心網」（www.kaixin001.com），具備與臉

書（又名臉譜，即 Facebook）相似的諸多功能，2009 年開發的新浪微博，

以及騰訊微博（2010 年）幾乎照搬 Twitter（2006 年）的設計。以上的社交

網站均提供「關注」（同「follow」）、「分享」（同「轉發」）、點贊

（同「like」）、「分組」（同「list」）等功能。在網站流通的內容當中，

流行音樂（或視頻）以地址鏈接和簡短介紹的形式出現，用戶通過點擊進而

在線觀看或收聽，轉發越多，意味著被看到的機率越大。完全以音樂為主的

社交網站也開始出現，蝦米網（www.xiami.com，類似 KKbox，2007 年成立）

主要提供格式為 320k 的高品質音樂，但因為源自盜版，海外用戶並不能直

接使用；酷狗音樂（Kugou）也不例外。2013 年門戶網站「網易」

（www.163.com）推出了重視版權的「網易雲音樂」（Netease Cloud 

Music），兩年時間內已經贏得「1 億的用戶，6400 多萬個自主創建歌單

（playlist）和 2 億次的音樂分享」478。「網易雲音樂」的定位更接近 iTunes，

也就是說以個人化的音樂選擇，即通過創建、分享和收藏歌曲清單作為音樂

社交圈的起點。可以說，上述網站及應用均提高了音樂產品的交換與使用價

值，也意味著通過修正（remediation）行為生成更多的文化意義。 

需要指出的是，防火牆和過濾系統的存在，對新媒體時代的中國流行音

樂在全球資訊接收和內容深入兩方面都有所影響。相形之下，日本流行樂

                                                
23 日。下載自騰訊網，2015 年 4 月 8 日。網址：http://ent.qq.com/original/guiquan/g154.html。 
478 崔鵬：〈網易雲音樂用戶數過億 社交分享成今年戰略重點〉，搜狐科技，2015 年 7 月

14 日。下載自搜狐科技，2015 年 8 月 7 日。網址：

http://it.sohu.com/20150714/n416764372.shtml。 

http://www.xiam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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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op）憑藉全球發行 CD、DVD（包括電視表演，演唱會，卡拉 OK 等）

的版稅獲利479，而韓國流行樂（K-pop）已成為全球性文化景觀。2012 年少

女時代組合在「大衛·萊特曼深夜秀」（Late Show with David Letterman）等

美國著名電視節目中亮相，演唱專輯主打歌〈The Boys〉；朴載相（又名鳥

叔）的單曲〈江南風格〉（Gangnam Style）創造了 24 億480的 YouTube 網站

點擊量，並引發無數戲訪性的二次創作481。當愈來愈多的用戶訂閱有關頻道

且不吝「點讚」時，可以說，韓國流行樂在全球社交網站中已經成形

（genre），並再次鞏固了韓流文化（Hallyu）482的地位。這不僅得益於嚴苛

甚至不乏剝削意味的訓練生制度，更與在地化的文化策略有關。韓國三大娛

樂公司S.M，YG，JYP在音樂製作部分投資巨大，並招攬相當多來自瑞士、

丹麥、英國、美國、日本的音樂人、監製以及編舞加入培訓新人的行業483。

雖然公司在社交平台中直接獲利不多（五五分成），S.M 公司 2012 年度的

純利潤僅達到 22%484，但他們高投入、低售價（high-quality, low-price）的

傳播策略打開了全球市場，加上視頻傳播的權力幾乎由公司把控，以至韓國

的偶像文化更帶有集體式的壟斷色彩。 

相形之下，香港的巨星機制早已失效，而內地仍在過度消耗原創資源，

唯有少量的中小型製作值得探討。豆瓣曾在 2008 年 10 月創立「豆瓣音樂人」

平台，提供創建個人頁面、上傳作品和用戶交流的功能。九成以上的獨立音

樂人在此擁有自己的小站，為國內活躍度最高的獨立音樂人平台485，通過作

                                                
479 Condry, Ian, “Culture of Music Piracy: An Ethnographic Comparison of the US and Jap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7-3 (2012): p. 343-363. 

480 PSY：〈GANGNAM STYLE(강남스타일) M/V〉，YouTube，2012 年 7 月 15 日發佈。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bZkp7q19f0。瀏覽量據 2015 年 10 月 5 日數字。 
481 Melena Ryzik，王艷譯：〈江南 style 「鳥叔」立志搖滾樂〉，《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2 年 10 月 18 日。下載自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4 年 12 月 17 日。網址：

http://news.nytimg.com/culture/20121018/c18psy/。 
482 值得一提的是，在社交網站之前，韓國流行樂已經在美國主流平台嶄露頭角，例如著名

歌手 Rain，早在 2006 年初，他已在北美麥迪遜花園劇場舉辦北美個人演唱會。有關 Rain

的個案研究，詳見 Hyunjoon Shin,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And Who’ll Stop the Rain?: 

The Globalizing Project of Korean Pop(K- pop),”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0-4 (2009): p.507- 

523. 
483 Ingyu Oh, Gil-Sung Park, “From B2C to B2B: Selling Korean Pop Music in the Age of New 

Social Media,” Korea Observer 43-3 (2012): p.365-397. 
484 Ingyu Oh, Hyo-Jung LEE, “Mass Media Technologies and Popular Music Genres: K-pop and 

YouTube,” Korea Journal, 53-4 (2013): p.50. 
485  紀雲：〈豆瓣「金羊毛計劃」，看上去很美〉，2014 年 9 月 16 日。地址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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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被翻唱為大眾熟知的有宋東野（〈董小姐〉）、阿肆（〈我在人民廣場吃

炸雞〉）、馬頔（〈南山南〉）、和逃跑計劃（〈夜空中最亮的星〉）等。

但再一次地，電視媒體從運營商奪回了話語權，這意味著從音樂製作到傳播

路徑的過程出現中斷，原創難以直接獲益。馮應謙在深度訪談調研中，認為

香港大學生通過 iTune 自製歌單並共用、以及探討被選歌曲的共同特徵，能

夠建構出一種穩定的代際群體，他把這一文化現象稱為「iTunization」486。

由於國內並沒有比肩 iTunes影響力的綜合性音樂軟件，但取徑共用的音樂品

味，並從中尋求論述的其他可能值得借鑒。在展開討論之前，我們仍有必要

瞭解音樂節的發展概貌，除社交網站之外，音樂節象徵著另一種集結「噪音」

的空間。 

三、音樂節其他小型音樂演出 

中國內地音樂節在近十年內發展迅速，並構成都市閒暇生活的新興成分。

與流行音樂一樣，音樂節也是舶來品，具備與西方類似的基本特徵： 

夏季戶外節慶將音樂消費與休閒社交相結合，讓人們依據相同的音

樂、服飾品味以及生活方式（life-style）來交友。流行音樂也和政治議

題與社會變革有所關聯。在 1969 年，有五十萬人聚集在紐約州伍士托

鎮（Woodstock）近郊參加伍士托音樂藝術節，而這個活動的訴求之一，

即是抗議美國持續參與越戰。在 1980 年代，流行音樂成為一連串超大

型活動的焦點，向全球廣為轉播……其主要成功之處在於，它利用了人

們休閒與生活方式中的一個關鍵要素，把人們關注的焦點轉移到世界上

的問題，至於為期長短則另當別論。487 

與演唱會相比，音樂節持續的時間更長，不同風格的表演者接連登臺，

人們憑藉價格統一的門票，便能欣賞全部的演出。除了音樂之外，還設有創

意市集、二手市場、周邊產品、小吃和酒精飲料攤檔。服飾也是表達自我主

張的重要語言，因此不難看到平日裏少有的奇裝異服。如果臺上正上演令人

興奮的重金屬、朋克音樂，那麼觀眾很有可能玩起 pogo、跳水、舉人、沖

                                                
http://www.geekpark.net/topics/210913。 
486 Anthony Y. H. Fung, “The iTunization of pop: Mobile music and youth social networks,” Perfect 

Beat 15-1 (2014): p.23-43. 
487 Andy Bennett, 孫憶南譯：《流行音樂的文化（Cultures of Popular Music）》（台北：書

林出版，2004 年），頁 13-14。 

http://www.geekpark.net/topics/21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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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等「指定動作」。音樂節是另一種書寫城市空間的方式，但它所謂的顛覆

性仍需要進一步的考察。 

從德國人 Udo Hoffmann1999 年在北京日壇公園策劃舉辦的首屆「喜力

節拍夏季音樂會」，到形成本土知名音樂節品牌如迷笛、草莓、張北草原音

樂節，大約經歷了十餘年發展時間。音樂節的類型與場次在 2010 年左右出

現井噴式的增長態勢488： 

圖 5.1 2006-2012年上半年內地音樂節舉辦場次圖 

 

早期本土音樂節的舉辦，更像是為了回應獨立音樂的表演需求。迷笛創

辦人張帆，同時也是迷笛學校校長，他坦承學生們「不想和社會的所謂主流

一起混，不想過碌碌無為的生活，想搞自己喜歡的音樂」489，2000 年迷笛

的第一場演出在校內大會堂，是另類新人與城市的一次音樂碰撞： 

再有，音樂節需要大量樂隊，迷笛學校從 1993 年開始到 2000 年，

七、八年的時間裏培養出了我們自己的樂隊，就像過去黃埔軍校培養了

自己的軍事力量；最後，一個音樂節最重要的是有很多「給力」的觀眾，

而早期的觀眾……媒體記者、大學生、文藝青年、搖滾鐵托（搖滾樂的

忠實樂迷）、城市憤青、閒散遊民、理想主義者、烏托邦份子、以及農

                                                
488 馬玲蘭，毛修炳：〈戶外音樂節打響品牌爭奪戰〉，載《北京商報》，2012 年 8 月 23

日，第 G03 版。 
489 吳虹飛、張瑩瑩：〈張帆：迷笛十年，平民狂歡〉，新浪娛樂，2009 年 4 月 16 日。下

載 自 新 浪 娛 樂 ， 2013 年 6 月 6 日 。 網 址 ： http://ent.sina.com.cn/y/m/2009-04-

16/1553247619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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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畫家村的窮藝術家等等，正所謂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

識，這樣第一屆就有一千五百多同道中人，溫暖互動的氣氛就聚攏起來

了。490 

如張帆所言，從音樂人、觀眾的構成，以及不成熟的首演來看，迷笛音

樂節恰好是城市次文化的一次爆發，也是於邊界遊移的人們試圖建構的噪音

共同體。隨著音樂節規模逐漸擴張，如何與贊助商及政府部門協調便成為新

的問題。需要指出的是，政府部門的審批存在一定的不確定因素，特別在官

方重大活動舉辦期間，如北京奧運會，「維護穩定」居首位，音樂節無法獲

取安保部門的同意則必須改期或更換地點；但政府同樣鼓勵並支持文化產業，

迷笛曾兩度獲得北京市 50 萬元的扶助基金，其他省市也借助音樂節的文化

元素提升城市形象，如果當地文化主管部門負責人是（搖滾）音樂愛好者，

還有可能加大資金的投入力度491。迷笛音樂節的發展體現了政府角色的不可

預期及可協調性。 

除上述以搖滾樂為特色的迷笛音樂節之外，摩登天空唱片公司旗下的同

名音樂節，則更注重融合多種藝術風格，凸顯年輕人文藝的特質。2007 年

曾在魔鏡環節中播放導演賈樟柯的作品。此外，香港唱作人林一峰、新生代

獨立音樂組合 My Little Airport、何超儀及梁翹柏均參與了演出，2014 年著

名演員張曼玉獻出音樂首秀，令人驚訝的還有 2011 年的草莓音樂節，網絡

歌手楊臣剛表演了搖滾版的〈老鼠愛大米〉。也就是說，音樂節在商業化進

程中並不排斥話題性新聞，以此增加關注度。 

當音樂節作為另一種噪音的社交形式，構成城市空間常見的一部分時，

或許能部分削弱音樂綜藝類節目的壟斷現狀。不少熱門的音樂人早在音樂節

中亮相，如畢業於北京迷笛音樂學校的主唱毛川（逃跑計劃樂隊），摩登天

空的宋東野等，同時，鮮少在官方電視媒介中露面的海外音樂人，也有了與

內地觀眾結識的機會。正如 2011 年西湖音樂節中黃耀明的歌迷，他們從

                                                
490 張帆：〈一個節日的誕生〉，載《藝術評論》，2011 年第 1 期，頁 68。 
491 吳虹飛、張瑩瑩：〈張帆：迷笛十年，平民狂歡〉，新浪娛樂，2009 年 4 月 16 日。下

載 自 新 浪 娛 樂 ， 2013 年 6 月 6 日 。 網 址 ： http://ent.sina.com.cn/y/m/2009-04-

16/1553247619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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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北京、上海來到杭州，就為了看一眼」492自己的偶像。總而言之，

音樂節以嬉戲和噪音的方式，回擊主導話語中的秩序與高亢，從這個意義上

來說，人們需要更多的、充滿差異性的音樂節。 

 

第二節  與黃耀明有關的歌迷：文藝地思考與發聲 

網絡的普及瓦解了以電台 DJ、排行榜、報刊雜誌、電視節目輸出為導

向的權威聲音，歌迷們的個體感受得以釋放，並逐漸以自發的形式組成群體。

在介入歌迷組織的網絡社群之前，本文需要首先回顧第一代黃耀明的內地歌

迷——確切來說是「達明一派」的歌迷，他們是如何在歌曲中獲得對香港流

行樂的「巨星」、「大路情歌」等標籤截然不同的認知與體悟。值得注意的

是，下文引述的歌迷故事均源於個人博客，音樂論壇，筆者反覆通過網絡通

信中確認了講述的真實性。 

本小節將展開較早時期的歌迷故事，觀看內地媒體、網民或歌迷，如何

建構與黃耀明以及「達明一派」有關的論述。它的確指向了一個內涵與外延

均不斷流動的次文化群體——文藝青年——他們傾聽，書寫，爭論，觀看演

出，緊跟明星動態以及網絡社區互動，不斷在「國族-資本」的框架之外尋

求出路。如果說人們在紙媒時代更關注歌詞寓意和音樂風格，在小圈子中相

互交流，那麼在近十年當中，社交網絡提供的便利，以及不斷湧現的社會矛

盾，讓文藝的歌迷轉向對性別、社會不公、新聞自由、中港關係等政治性議

題的討論。在這一過程中，黃耀明的歌迷傳達出一種批判的精神。 

一、重構「達明一派」之內地歌迷論述 

香港樂隊「達明一派」成立於 1985 年，1990 年解散。其後，在香港回

歸前夕，以及 2005 年 7 月 1 日兩度重組，分別推出了兩張頗具政治寓意的

大碟：《萬歲，萬歲萬萬歲！》和《The Party》。2005年 1月，「達明一派」

                                                
492 瀟瀟：〈中國音樂節該何去何從〉，《搖滾客》，2015 年 3 月 10 日。下載自搖滾客網

站，2015 年 3 月 15 日。網址：http://rockerfm.com/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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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二屆中國歌曲排行榜493中獲頒的「華語樂壇傑出獎」，這也是他們第

一次在北京露面。自 1988 年以來，「達明一派」從未能在內地進行公開演

出——事實上他們僅舉辦了三次演唱會。因此，最早的歌迷只能在音樂雜誌、

報刊中捕捉資訊，同時搜集音像製品。在資訊相當匱乏的情況下，熱愛「達

明一派」的普通人似乎在命運的眷顧下才能遇到同好。一位北京的樂迷，在

聽過引進版的精選集494之後，因爲原版太貴，只能用磁帶複製了《意難平》

專輯，他非常喜愛〈忘記他是她〉。在展開討論之前，我們不妨來看看這首

歌的文本解讀範例： 

這首詞可以說是描寫所有不為世俗所容的情感，亦可說帶有同性戀

的暗示……以帶同情的肯定筆法將「另類」的愛也可真摯的一面突出，

更進一步以此凸顯世俗目光的荒謬……495 

詞人最初刻意刪去他/她，目的是要刪除（erase）對他/她的兩性身

份的定位，為兩性的既定位置「解除定義」（dedefinition）。……〈忘

記他是她〉是自覺地運用文字技巧帶出對既存性別/異性戀霸權的批判

的成功作品。496 

有趣的是，當這首暗含同性感情的創作移置到北京，從 CD 變成磁帶之

後，卻擁有了另一番經歷： 

這首歌很迷幻，很電子，很飄渺，悠悠蕩蕩，極富韻味。糟糕，不

知是帶子有毛病，聲音斷斷續續，若有若無，夜晚放送，有如鬼哭，可

我恰恰愛晚上聽，誰知將錯就錯，效果反而更好，味道更足，意境更強

了。但是，好景不長，我到處吹噓這專輯如何好時，（帶子丟失了）再

去錄，那最後一張原碟已經叫人買走了。 

（直到 1994 年，他仍然對這張專輯念念不忘，因而拜託音像店的

老闆幫忙找碟。）「如果再從北京進貨，幫我看看有沒有達明一派的

《意難平》，錢不是問題。」 

「誰？」 

「達明一派，《意難平》。」 

「怎麼沒聽說過，幹什麼的？」 

「一組合，香港的，流行歌曲，很另類，一般人還真不知道，如果

有，一定要給我帶回來，多謝了。」 

                                                
493 簡稱中歌榜，1993 年由北京音樂台創辦，至今已經舉辦 20 屆。 
494 其中集合了「達明一派」早期知名的歌曲，如〈石頭記〉、〈迷茫夜車〉、〈馬路天

使〉、〈今夜星光燦爛〉、〈劉冰滾族〉、〈半生緣〉、〈末世情〉等。 
495 朱耀偉：〈光輝歲月：香港流行樂隊組合研究（1984-1990）〉（香港：匯智出版有限

公司，2000 年），頁 275。 
496 同上，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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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沒有，我可沒辦法！」 

   

半個月後。 

「怎麼樣，有我要的那張碟嗎？」 

「特意走了好幾家進貨商，都沒有，真不好意思！」 

我木在那裏，半晌緩過神來。 

「怎麼就沒有呢？北京那麼大一個地方，就不會有達明一派，就不

會有《意難平》，邪了門了！」我正喃喃自語，一個在旁邊立身看碟多

時的男子似乎插了一句， 

「你要誰的碟？」 

「達明一派，《意難平》！」 

「我正好有一張，你如果想要，我可以用磁帶給你複錄一盤！」 

…… 

我眼含熱淚，執定雙手，「同志，可找到你了」（心裏話沒說）。 

我們像多年失散的親人，走出音像店，看看左右無人，從達明一派

開嘮起，真是一見如故，互通姓名，互留地址，一個小時過去了……因

為天已黑，因為當時的氣溫是零下二十度，也是從那天我才知道，幾年

前那本地最後一張達明一派《意難平》CD，就是他買走的。 

當然，我們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497 

       

另一位歌迷的經歷以喜歡〈石頭記〉作為開始： 

熟悉和喜歡達明一派的朋友大概多是 60 年代末或 70 年代初生人的。

開始喜歡達明派時的我剛上高中。那時 CD 還沒有普及，對於學生來說

買磁帶都還是件奢侈事。……已經記不清當時最初是怎樣接觸到他們的

歌的，只記得聽過那首《石頭記》後，久久不能平靜，好像思緒在隨旋

律飄飛。然後在第一時間告知幾個死黨，……再然後就是幾個好朋友共

同的陶醉與熱愛了。4 個人開始四處搜集他們的歌帶，有關他們的報道

及詞譜。我甚至現在還保存著那時買的介紹達明派的音樂雜誌，一直不

舍丟棄。……很有文化底蘊。不像現在的同類雜誌好多都流於形式而不

夠深入。498 

相形之下，樂評文章則顯得相當理性和客觀499，並且在相當長一段時間

內停留在張貼「樂隊小檔案」的簡介階段。 需要說明的是，大段引述幾位

                                                
497 九氓：〈我的愛樂之旅（四）：不一樣的記憶 不一樣的達明〉，新浪博客，2008 年 7

月 9 日。下載自新浪博客，2013 年 9 月 7 日，網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f47440100a1tc.html。 
498 未名：〈永遠的達明派〉，載《新青年（朋友）》，2007 年第 5 期，頁 38。 
499 詳見阿瑟：〈不一樣記憶—達明一派作品析〉，載《音像世界》，1996 年第 10 期，頁

24-25。亞瑟（原名張磊），在該雜誌上設有「唱片街」、「摩登談話」等評介專欄，獲得

四星專輯很少。《音像世界》創辦於 1987 年，是中國首家音像娛樂月刊，是 90 年代瞭解

音樂動態相當重要的一本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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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迷的憶述，不僅是為了凸顯 1990 年代初資訊匱乏與追星之間的戲劇性張

力，更是出於重新審視歌迷體驗的必要性。我們當然懂得音樂雜誌、專業樂

評的指引意義，且很有可能他們同時也是「達明一派」的樂迷，但這並不意

味著忽略其他歌迷的存在——一位遠在北京（非粵語）的普通「直男」（非

音樂人、非同性戀）歌迷的難忘經歷，突破了地域、職業以及性向的人為限

定，並積極地將自我感受傳遞給親近的朋友，讓更多的人瞭解所謂「人文」、

「奇怪」、「罕見」的香港樂隊。可以說，他們生活化的表述，與權威和理

性的評述同等重要。 

傾聽「達明一派」的推動力體現在對香港流行樂的重新認識——這一點

在專業介紹和個人敘述中相當清晰。1990 年代的年輕人經歷了譚詠麟、張

國榮等巨星富有現代感的洗禮，很有可能引發「殖民地的流行樂不外乎翻唱、

勁歌熱舞和悲喜情歌」的價值優越感，但「達明一派」的傳播讓他們再次改

變看法：對文學經典如《紅樓夢》、《傷逝》、《半生緣》、《天問》及越

劇《情探》的創造性挪用，古琴、鼓和其他民族樂器的融入，甚至相當多皮

裏陽秋的創作手法，讓歌迷在反覆傾聽中思考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甜美生活》不像《十個救火少年》那麼戲謔，也不像《今天應該

很高興》那樣骨子裏是悲哀，它，是不動聲色的嘲諷……描寫了一種典

型的中產階級的生活。……先生是從洋參丸廣告裏走出來的，太太是從

洗衣粉廣告裏走出來的，小兒女們則是從嬰兒奶粉廣告裏走出來的。這

樣的甜美生活充滿了物質的登峰造極。……我知道達明譴責的是這背後

匱乏的精神。而讓我困惑的是，精神是否和物質對立呢？……我知道我

是很難抵禦物質的誘惑的，在這個充滿物欲的城市裏，經營自己的小情

小調，當然不叫「精神」。於是我一邊用達明的譏諷來質問著自己，一

邊又沉醉於都市的物質的發達。真的是一首讓人難以自處的歌，而這正

是達明的尖銳。500 

上文的作者網名為 LUC501，這篇文章發表於 2001 年，談及的歌曲〈甜

美生活〉源自 1996 年發行的大碟《萬歲，萬歲，萬萬歲！》。我們從 LUC

                                                
500 LUC：〈我愛達明（下）〉，載《國際音樂交流》，2001 年 6 期，頁 66。 
501 在西祠胡同論壇中以同樣的網名 LUC 書寫「達明一派」廿周年紀念演唱會（香港紅磡，

2004 年 12 月 9 日至 12 日）頭三場現場觀感，以及轉載「進念二十面體」的文章。天涯論

壇中以「甜牙齒鹿」的網名創辦粉絲網站（www.tatming.org，鏈接已失效），並且自費策

劃、徵集稿件並印發 2006 年「達明一派」在上海演唱會的場刊。詳見網址：

http://bbs.tianya.cn/post-music-110751-1.shtml。 

http://www.tatm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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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廣告的描述，不難推斷出商業文化已經日常化，開始為生活-消費的締結

關係而背書。〈甜美生活〉嘲諷了以生育為目的，一對一異性戀家庭結構的

真理性，歌詞描繪了「戀愛-結婚-生子」的遞進場景，讓 LUC聯想到的內地

廣告，以及自我該如何應對精神與物質的斷裂難題。簡言之，1990 年代中

後期，歌迷們傾聽「達明一派」的重心，已經從對本文的層層拆解，轉移至

更為迫切的現實思考。這並非將「歌曲-歌迷-社會」之間的關係化約為某種

決定論，更不是認定音樂直接引導生活的作用，而是嘗試說明，「達明一派」

的歌曲像是一則後現代寓言：在意蘊豐富但指涉不明的音樂文本當中，沒有

具體導向，卻只剩破碎和難解的線索，它的另類怪異、不確定性吸引著歌迷

們在流動的個人與社會、個人與生活的關係之中尋找短暫的平衡。 

最後需要提出的是，「達明一派」歌迷之間的交流，不僅局限於同輩群

體，代際之間也能夠傳承，這一點對華語流行歌手/樂隊來說並不普遍適用： 

某年夏天，媽媽買了張寶麗金合輯的卡帶，《今天應該很高興》是

達明一派唱給我聽的第一首歌。媽媽教育我說：「每天吃飯、喝水、鍛

煉，考試、上學、上班，天天向上，愛惜自己，懷有信仰，聽美麗的歌，

看有趣的戲，穿舒服的鞋子……去一個叫香港的地方，達明一派唱歌給

你聽才是正經事。」我認為媽媽說得很對，您真偉大！   （內地梅倩） 

回想起來，第一次接觸達明一派，也已是 17 年前的事了。那是由

一份生日禮物開始，當時我才是一名中二學生，正爲姐姐的生日禮物煞

費思量的時候，突然想起她極想擁有一盒《我等著你回來》的錄音帶，

最後就送給她做生日禮物。由那天開始，家裏的錄音機便經常播放著達

明的歌曲。502 

有關代際之間的流行樂交流與傳承，在當代中國並不常見。時代隔閡

（1970 年代的樣板戲，1980 年代的通俗歌曲）造成的審美差異是原因之一，

而流行樂的標準制式也表明了快速消費的一面。「達明一派」歌迷的代際傳

承，不僅是因為單飛後的黃耀明仍然保持跨界的創作動力，更因為他將「達

明一派」的所公認的批判精神延續了下來。因而，時隔 18 年後「達明一派」

再度於上海開唱，乘坐飛機或綠皮火車的中青年歌迷蜂擁「懷舊」，網絡時

代的年輕人也加入了這一行列503，這場積蓄良久的「達明一派熱」終於迎來

                                                
502 CFP：〈關於達明一派的 17 個私人版本〉，載《甲殼蟲》，2006 年 5 期，頁 29。 
503 以豆瓣網站的「永遠的達明一派」小組為例，在上海演唱會舉辦的前兩個月，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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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潮。樂評人及實驗音樂家顏峻卻提出了質疑，他認為這是盲目的跟風現

象： 

在北方，達明一派不過是個傳說罷了，另類的人聽更另類的，主流

的人聽更主流的，剩下的人什麼都不聽，而所有的人都曾經對電子樂說

過不，這一課還沒有補上呢怎麼就假裝是畢業生了？  

所以後來喜歡達明的北方青年，前面都冠上了「文藝」二字。也就

是說這些人率先不貼胸毛了，談論性別政治了，不歧視細膩了，以鮮艷

精緻為榮以暴力粗鄙為恥了……504 

簡言之，顏峻認為不諳電子樂和摩登感的北方青年，無法欣賞「達明一

派」，更不能接受人們以「文藝」的名義進行狂歡消費。問題是，文藝與消

費的關係我們暫且不談，但流行樂並不面向某一精英群體，也不為專業人士

背書，更不是可控的懷舊符號——正如演唱會戲謔性的名稱「為人民服務」，

「達明一派」以視聽的表演方式，為僅有聆聽經歷的朋友，帶來更真切的體

悟。也鑒於此，本小節沒有引述內地專業樂評的解讀，而以普通歌迷的憶述

作為對象，皆因闡釋的任務應該放置在可供延續的時空中，才能更好地理解

社交媒體語境中發生的其他改變。 

二、社交網站中的黃耀明 

自 2006 年上海演唱會短暫的合併之後，黃耀明開始協同自己創辦的

「人山人海」團隊，增加了在內地的公開演出場次，而他個人則在音樂節中

露面更多： 

表 5.4 黃耀明內地演出概況一覽表 

舉辦時間 名稱 地點 

1988 年 達明一派與夢劇院演唱會 廣州中山紀念堂 

2006 年 4 月 29 日 達明一派為人民服務上海演唱會 上海大舞台 

2008 年 12 月 7 日 舞林大會 表演嘉賓演唱〈春光乍

洩〉 

東方衛視 20:20 晚播

出 

                                                
們已經開始互相通知並商議購票事宜了。 
504 顏峻：〈人們都唱達明一派，但不聽〉，最初出處有待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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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6 月 16 日 人山人海——擁抱黃耀明北京演唱

會 

北京世紀劇院 

2011 年 6 月 6 日 Kama 愛音樂節 北京奧體中心 

2011 年 6 月 12 日 西湖音樂節 杭州太子灣公園 

2011 年 11 月 4-5

日 

黃耀明暨人山人海-一起來演唱會 上海大寧劇院 

2011 年 11 月 11 日 黃耀明上流社（交舞）會 廣州站 廣州星海音樂廳 

2011年 12月 24日 黃耀明上流社（交舞）會 北京站 北京壹空間 

2012 年 1 月 1 日 黃耀明上流社（交舞）會 上海站 上海 Mao Livehouse 

2012 年 5 月 1 日 北京 MMAX 大爬梯音樂節 北京朝陽體育中心 

2012 年 10 月 1 日 上海西岸音樂節 上海徐匯濱江綠地 

2012年 12月 22日 創意生活節 廣州天河體育中心棒

球場 

2013 年 8 月 31 日 達明一派兜兜轉轉演演唱唱會 廣州體育館 

2013年 12月 31日 嶺南天地千色狂熱音樂派 佛山嶺南天地 

2014 年 5 月 3 日 草莓音樂節 上海站 世博公園 

2014 年 5 月 18 日 草莓音樂節 深圳站 深圳大運中心 

 

由於音樂節正處於發展的階段，諸如音響設備、場地管理，以及政府、

安保交涉方面存有許多問題。事實上，黃耀明最初的幾場演出並不順利：

2006 年「達明一派」上海演唱會主辦方對王昕（媒體人兼樂評人）表示，

由於贈票過多，導致票房收入極不理想505；在東方衛視「舞林大會」中擔任

嘉賓演唱〈春光乍洩〉，節目時長被剪輯至剩 2 分 20 秒；2011 年 6 月在北

京奧體中心的演出卻被告知因為高考必須壓縮表演時間，音響效果也相當糟

                                                
505 個人訪談，2015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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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506。當然也不乏意外的情況。2012 年 4 月 23 日，黃耀明在「兜兜轉轉演

演唱唱會」紅磡最後一場發表「出櫃」宣言後，他在內地的各類演出並未受

到影響。2013 年廣州站的演出同樣如此，「達明一派」演唱了〈天問〉，

舞台幕布上更是投射了諸如「黨叫幹啥就幹啥」的時代標語，而且在〈禁色〉

表演之後，他解開脖子上意味著社會價值觀的枷鎖，並直陳雖然出櫃，但人

生仍有更多枷鎖——這或許是第一次在內地演出中相當明確地唱出抵抗之聲，

在管控嚴格的演出市場中實屬幸運。 

2010 年前後，雜誌媒體對黃耀明的直接採訪也時有出現：以男性時尚

奢侈品消費為賣點的《智族 GQ》雜誌，邀請黃耀明成為 2012年 5月刊的封

面人物，並附帶長篇報道；在南方報系中，黃耀明能夠暢談對待政治的看法： 

有很多人問我是不是一個很喜歡談政治的歌手，已經回答過很多次，

我沒有選擇。我們活的世界是一個很政治化的世界，你沒有選擇參與不

參與的權利，你反正都會「被參與」。所以有些時候我是用我的歌來響

應這個世界，但是我覺得不是每一個社會議題都能放進歌裏。因為有時

候一首歌裏面放了一些議題，就變得跟政府的宣傳歌曲一樣，那種音樂

就變成了一種工具。我喜歡的類型是自己的音樂在整體上在傳播某一種

理念，慢慢地推廣一種自己嚮往的價值觀。不一定所有事情都需要呐喊

出來，很多時候你是慢慢地講出來。所以我的歌很多時候可能要講的事

情很暴力，但是我們用很溫柔的方法去講。507 

演唱會中的呼籲，報紙媒體上的宣言，均不及社交網站的傳播效應。黃

耀明個人認證微博於 2010 年 5 月 10 日淩晨近三點開通，同一時刻，豆瓣社

區中「我愛明哥」小組裏的歌迷奔相走告。黃本人也非常樂於互動，上文提

到的顏峻評論，他也在微博上轉發過。雖然歌迷數目不算太多，但立場相當

堅定： 

黃耀明在微博上活躍度很高，白色 iphone4 是最佳道具，各種自拍，

各種轉貼。 

他關注了四百來號人，身為明星，他粉的自然也是一水兒「加 V」

的。扒了一遍，各行各業、各色各款都有，音樂圈的佔大頭，齊秦，朱

哲琴，方大同，周雲蓬，伍佰……也有影視圈的，比如鄧萃雯、王喜和

                                                
506 康沛：〈黃耀明演出「被結束」 主辦方喊冤很無奈〉，載《新京報》，2011 年 6 月 7

日。 
507 杜婷、舒欣編輯整理：〈張鐵志 X黃耀明：歌不一定要政治但人是政治動物〉，載《南

都週刊》，總第 565 期，2011 年 10 月 24 日，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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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淇。 

看上去黃耀明也很心系熱點，關注了免費午餐、隨手拍照解救乞討

兒童等，竟然還有《獨唱團》，只可惜是個短命的主，現在連《大方》

都散夥了。 

黃耀明挺勤奮，常在微博上做互動，但粉絲不算多，剛過 40 萬，

這個數字還不及因演《步步驚心》而紅的鄭嘉穎的一半，但各個都是死

忠級別的。2008 年，曾在雷迪森給黃耀明做過一次專訪，一小圈記者

圍著他，外面一大圈粉絲圍著記者，有人提稍微尖刻的問題，護明心切

的女歌迷立馬甩出剜人的眼神……508 

歌迷的維護同樣體現在上文提到的 2011年 6月 6日的演出當中。由於臨

時通知「明天要高考」，黃耀明與人山人海的演出時間被壓縮至 20 分鐘，

音響也出現了嚴重問題，他於當晚 23:10 發出了一條微博，「希望改善我們

以後的演出」之後，歌迷們十分憤怒，要求主辦方公開解釋原因，同時他們

也希望明白，臨時的安排是否與政治議題有關（如黃耀明是否會演唱〈天

問〉？）。但很有可能僅是流程或調音環節過於拖遝造成的509。事實上，關

於這些問題，黃本人曾在新浪微博固定時段的微訪談中表明了看法： 

我們不應該要禁止唱什麼歌，玩什麼音樂。因為能從音樂釋放我們

的喜怒哀樂出來，這樣，這個社會會更加和諧。510 

同時，他在微博上積極投身內地的各種突發事件當中：2013 年發生的

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中國夢，憲政夢》換稿事件、海南萬寧校長官員性侵幼

女案、四川什邡重金屬污染事件，等等。遺憾的是，在黃耀明發出的數張

「支持 6·22公投」的圖片之後，這一個人認證平台在 2014年 6月 20日左右

被新浪的徹底刪除，意味著黃耀明在內地社交平台的話語權被取消了，這種

局面再一次地印證傳播學者楊國斌提出不以挑戰國家權威作為底線的論斷。 

儘管如此，黃耀明的歌迷、粉絲仍活躍在社交媒體當中，繼續討論包括

歌曲在內的一切話題。在新媒體時代，年輕歌迷已不滿足於單面向、悉數接

受、完全崇拜的不對等關係，在虛擬社群當中，他們分享著明星形象、性別、

                                                
508 韓曉娟：〈黃耀明：一面上流，一面下流〉，載《杭州日報》，2011 年 11 月 10 日，

A04 版封面報道。 
509 個人訪談，2015 年 10 月 5 日。 
510 柴子文：〈黃耀明：下流〉，載柴子文，張鐵志主編：《愛上噪音》（新北市：八旗文

化出版，2012 年），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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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初步對社會問題的認識。 

三、豆瓣社區的「我愛明哥」小組 

「文藝青年」這一指稱與現代化進程有著密切聯繫，但並不隸屬任何具

體的階層。文藝青年的形象與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筆下的「遊手好閒

者」（flaneur）十分接近： 

波特萊爾的天才是寓言性的，憂鬱是他天才的營養源泉。由於波特

萊爾的緣故，巴黎第一次成為抒情詩的題材。……不如說他凝視著異化

的人。這是遊手好閒者的凝視，他的生活方式依然為大城市的人們與日

俱增的貧窮灑上一抹撫慰的光彩。遊手好閒者仍站在大城市的邊緣，猶

如站在資產階級隊伍的邊緣一樣，但是兩者都還沒有壓倒他。他在兩者

中間都感到不自在。他在人群中尋找自己的避難所。511 

雖然他們有共同的疏離感，但在當代中國，「文藝」的定義時常被政治

需求或商業邏輯所借用。譬如，1942年 5月，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

上的講話》中明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文藝創作被視為階級立

場問題。到 1980 年代的文化熱、尋根熱，文藝重回知識分子群體，這群社

會精英在中西文化思想的碰撞中思考、辯論、實踐。然而很快地，1990 年

前後的政治變革與市場政策衝垮了這一群體，文藝讓位與經濟建設和技術官

僚，成為無足輕重的事物。需要說明的是，文化與文藝不盡相同，因為文化

可與產業聯結，具備相當的生產力。 

創辦於 2005 年的豆瓣社區強調文藝色彩，被稱為文藝青年集中地。一

方面，豆瓣以分享書籍、影像和音樂為主要支撐，另一方面，廣告投放量佔

比重很少，也就意味著商業性直接介入的成分並不明顯。豆瓣小組的功能於

2005年 3月 8日上線，同年 10月「永遠的達明一派」小組成立，次年 2月，

「我愛明哥」小組宣告誕生。後者的人數更多一些，大約為 7700 多用戶，

是「永遠的達明一派」小組人數的兩倍。 

與費斯克提出的影子文化經濟（shadow cultural economy）類似，「我

                                                
511 【德】瓦爾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張旭東、王斑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

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北京：三聯書店，1989 年），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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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明哥」小組建立了自己的產品製作和傳統途徑，如搜集境外的雜誌、媒體

訪問、原版演唱會 DVD、1990 年代中期報道，以及編撰內部刊物等，借

「被授權的社會行為」512來建構認同與維護自我利益。具體而言，活躍在豆

瓣中的黃耀明粉絲，從審美認識、性別、新興次文化和身份政治議題類別，

他們均有所涉獵，在不斷跟隨、討論與爭辯中探索偶像與自我認同之間的互

動關係。 

在「我愛明哥」小組中有一個測試歌迷的年齡分佈的熱門話題，得到了

400多個回答。本文統計之後數據為：1985-89年出生的比例為最多，66%，

其次是「其他選項」，也就是 90後，接近 25%，而 1975-79年與 1980-84年

相差無幾，各自佔 4%左右。與上文提到「達明一派」時期以 70後為主的歌

迷群體分佈已有明顯不同。當然，豆瓣社區主要用戶群為大學生，以及工作

4-5 年左右的青年群體，約 18-30 歲。可以看出，不斷有 25 歲左右的青年加

入，成為黃耀明的歌迷。這表明了一位年介 50 歲的歌手，他的外形、歌曲

以及態度，並不能被時代及潮流所淘汰。 

小組成員們普遍默認這樣一個事實：黃耀明的形象是美麗且妖嬈的，帶

有渾然天成的獨特感。高偉雲認為他的形象刻意保持著一種晦澀難懂的性向

身份，這無疑與同性話題有關513。與張國榮相當驚艷的舞台形象相比，黃耀

明並沒有被塑造成完美的典型，例如他的歌迷很清楚黃不適合跳舞——在東

方衛視的亮相被善意地稱為「攞命舞」（同名歌曲），黃耀明本人在微博上

也分享了相當多自拍照片，這些圖片不講究光線和構圖，僅有臉部特寫與不

同的背景：街道、地鐵、原野、工作室或浴室。且與很多明星不同，黃的自

拍照沒有修圖（PS）的痕跡。這些細節縮短了偶像與迷之間的距離，因此

在小組中對他的昵稱既有「黃美麗」，也有「老黃」、「黃老頭」。 

在欣賞並迷戀「妖冶的美」的同時，意味著歌迷們對既定的男子氣概

（masculinity）的否認。在流行音樂中，男子氣概常用於形容硬搖滾、金屬

                                                
512 John Fiske,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Fandom,” in Lisa Lewis ed.,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pp.43. 
513 Jeaoen de Kloet, China with a Cut: Globalisation, Urban Youth and Popular Music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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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滾或是油漬搖滾等風格，涅槃樂隊（Nirvana）即為一例。在名為「818 你

心中最妖嬈的明歌」帖子中，〈春光乍洩〉、〈漩渦〉、〈這麼遠那麼近〉、

〈罅隙〉、〈阿姆斯特丹〉，以及《滿天神佛攞命舞會》名列其中。吊詭的

是，「妖冶的美」的定義更多地指向聲音與文字的部分，其次才是舞台形象。

如果說黃的表演頗有坎普（camp）般華麗戲劇的意味，觀眾能夠直接體悟

這一奇異的中性化表達；但談到聲音與文字層面呈現的視覺感性，莫不與迷

幻氛圍的編曲和歌手的唱腔有關。自「達明一派」解散之後，黃耀明仍然堅

持以電子樂風格為主，他的演唱風格保持了延異（differance）的效果。 

另一個共同點與性別議題有關，所有發言的成員幾乎都認同並支持同性

戀應獲得的權利。由於這個話題與上面提到的審美共識有關，因此幾乎沒有

被認真討論過。直至黃耀明發表「出櫃」聲明，並且在內地媒體過度興奮的

報道之下成為熱門話題後，小組成員表達了相當的不滿與無奈。在「無櫃可

出」的話題中，發佈者「ashleyjing」說道： 

黃耀明一出櫃，不知多少少女粉絲要跳樓，要不是他前面還提到

了「達明一派」，我好想問他有沒有看清是黃耀明還是黃曉明。      

不知明哥是 GAY 的粉絲只能是僵屍粉。 

新浪微博的話是「昨晚演唱會現場突然承認是同性戀，祝他順

利。」 

於是有人問：祝他順利？為什麼？哪方面的順利？514 

但這並不意味著小組成員們坦承自己的性取向。事實上，在題為「喜歡

黃耀明的男的都是什麼樣的」問題討論中，一方面，僅有一個 ID 承認了自

己是同性戀，而其他回復認為「我認識的朋友是」，或「自己是直的」；另

一方面則出現不少偏離問題的回答，如「非直女+同人女」，又如再一次討

論黃耀明與林夕之間關係的「腐女」式想像等。結合其他有關主題的討論，

可以認定在小組成員構成當中，黃耀明的「出櫃」宣言的確吸引了不少

1990-95 年出生的年輕人，同時也出現了其他新興的亞文化，如「同人女」，

「腐女」群體等。總體而言，相較其他的大型社區如新浪微博或天涯論壇，

豆瓣的「我愛明哥」小組對性別認同文化有相當大的理解與包容，其他與性

                                                
514 Ashleyjing：〈無櫃可出〉，豆瓣網，2012 年 4 月 24 日。下載自豆瓣網，2015 年 1 月 2

日。網址：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915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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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創作有關的次文化群體也能參與其中。 

黃耀明個人認證微博被刪除這一突發事件，致使小組成員轉向另一平台

「Instagram」。對「支持 6.22公投」事件也出現了不同的看法，認為他越老

越憤青，甚至「晚節不保」，也有回應質疑他「撈金太多」。需要指出的是，

豆瓣社區的自我審查並不比其他平台寬鬆，因「含有社區指導原則不受歡迎

的時政或意識形態內容，以轉為僅自己可見的日記」現象時有出現。鑒於

「敏感詞」內容，小組成員並不能就具體事件展開討論。其中 ID 為「親愛

的瑪嘉烈」一個回答獲得了最多認同： 

這次去他紅館演唱會，聽了很多讓我感動的話，設計了很多使人

深受啟發的細節，如果是單純商業撈金，誰還用大談半生身世……傳

遞的是文化的力量，鼓勵和關懷，這些東西拿錢都買不到。515 

也就是說，人口流動的加快讓互聯網的嚴密防範成為不可能——這也是

本章第三節談論的要點之一。與其他明星塑造的公眾角色不同，黃耀明不直

接提供情感支援。舉例來說，如陳奕迅的歌曲是一種坦白的、讓人樂意接受

的文化資源，而周杰倫則再次凸顯了酷（coolness）的重要性516，大量雷同

的勵志自傳更讓人心生同情。但顯然黃耀明不屬以上類型，他不是拯救者

（survivor）517。在「我愛明哥」小組當中，鮮少出現崇拜明星常見的非理

性傾訴與相互謾駡的帖子。在他們看來，黃耀明更像是一位思想的引導者，

成員「愛彌兒」總結道： 

現在明白，即使沒有讀很多書，沒有拿到很多學位，一個人也可以

憑藉自己獨有的天賦來反思這個世界，用歌聲、用藝術來表達和抗

爭。……發現仍然有人在用自己微薄的力量說主流文化不敢說的真話，

為小眾群體發聲，為弱勢群體爭權，讓人覺得心頭一暖，……什麼人美

聲靚那都是他的天賦，被他用於表達而已。每個人應該都有一些獨特的

天賦，不分高下貴賤，如何好好地開發利用，在自己的位置上發光發熱，

做無愧此生的事，是一個值得終身思考的話題。 

                                                
515 豆瓣用戶「親愛的瑪嘉烈」：〈黃耀明老了〉回帖，豆瓣網，2014 年 4 月 11 日。下載

自豆瓣網，2015 年 7 月 11 日。網址：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9040950/。 
516 兩個例子均引自 Anthony Y. H. Fung, “The iTunization of pop: Mobile music and youth social 

networks,” pp.35. 
517 Nick Stevenson, “Talking to Bowie fans: Masculinity, ambivalence and cultural citizenship,”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2-1 (2009): p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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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彌兒」與「親愛的瑪嘉烈」一樣，觀看過數場黃耀明的紅磡演唱會。

不同的是，前者如今在香港念書，對音樂和政治關係的體會更深刻一些。總

體而言，社交網站為知名人物提供了直接與人們交流的平台，粉絲或歌迷之

間的交流也愈加頻繁，針對「我愛明哥」小組的內容分析，我們得出文藝的

歌迷們不僅對諸多次文化表示認同，更在音樂與政治之間積極地為自我價值

賦權。雖然這更接近一種補償性的想像，但它的確展現了作為偶像的黃耀明，

以積極介入社會的態度創作音樂的努力，得到了歌迷們的讚賞與支持。 

 

第三節  跨地域的發聲策略 

本小節著重探討的兩種方向的文化流動：一是在香港本地，內地年輕人

參與流行樂的體驗，二是再次回到內地官方平台，觀察香港流行樂的最新動

態。 

兩種互動方式均浮現出積極的實踐可能，採取這一觀察方式，是基於對

網絡社會認知的補充：全球聯繫但地方分隔（globally connected but locally 

disconnected）518的悖論，提醒著我們不能忽略著眼於本土實踐的實況。黃

耀明 1999 年創辦的「人山人海」音樂製作公司和 2012 年成立的「文藝復興

基金會」，為年輕的愛樂者提供創作和表演的平台。可以說，這是一個以創

辦人為中心而聚集的共同體。通過對特定音樂人成長與表演的考察與解讀，

從中發現跨地域抗爭，以及重回中心發生新聯結的可行性。簡言之，獨立音

樂為香港流行樂帶來新的契機。 

一、內地來港大學生與「文藝復興基金會」 

「文藝復興基金會」（Renaissance Foundation）成立於 2012年，黃耀明

既是創辦者，也是理事長。這是一家以香港為基地，聯合兩岸四地的藝術資

源以支持青年創作的非盈利性機構。相較純粹的物質資助，基金會更強調創

                                                
518 邱林川：《資訊時代的世界工廠：新工人階級的網絡社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2013 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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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導與自由環境，在導向層面，人文、批評、獨立的精神更甚於美學判斷。

也就是說，這一機構既是跨地域、跨界別的，也是政治的，高度介入當下社

會環境的。當被問及創立之初衷時，黃耀明坦承對單一與強勢的主流文化衝

擊感到憂慮： 

我覺得經濟猶如一隻巨大的生物，不斷吞噬好多事情，經濟強大應

該令其他事情更精彩，更好的經濟應該提供更好的條件讓大家從事創作，

而不是反過來，經濟好卻埋沒所有不依附主流的創作，這不是一個好現

象。519 

基金會成立後緊鑼密鼓地發佈一系列活動預告，包括影片欣賞，導演座

談會，戶外音樂節，以及黃耀明一天接近六次的媒體訪問。彼時的香港正處

於風暴的前夜：被鉗制的本土身份在不安、焦慮的感受中歷經數年時間的發

酵，，終於在 2012 年 7 月的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運動中爆發，特區

政府不得不在當年 10 月初停止有「洗腦」嫌疑的課程指引。可以說，基金

會的任務便是以積極的入世態度，謀求本土文化的更多去向。 

基金會第一場大型活動名為「2012 文藝復興音樂節」，在香港的西九

龍文化區的戶外舉行。登臺表演的大多為獨立音樂人：內地的周雲蓬、左小

祖咒、「五條人」樂隊，台灣的陳珊妮、巴奈等，音樂風格以民謠、搖滾為

主。前 at17組合成員盧凱彤曾坦承：受限於本地不多的音樂場所，赴港演出

的藝人常常是「大牌」，更看重影響力和票房收入，因此很多香港人此前並

不認識他們520：「五條人」來自南方縣城海豐，並以方言演唱；左小祖咒

2011-2014 年期間在內地被禁止演出，他遊走於體制與商業的邊緣地帶，不

乏爭議；台灣的巴奈為原住民唱作人，也是一名積極的社運人士（如公開反

對台東美麗灣的度假村方案）。可以說，聯合三地獨立音樂人的同台演出並

非易事，周雲蓬的經紀人郭小寒曾感歎道： 

這個演出為何在香港？因為巴奈辦不了進北京的證，老周（指周雲

蓬）他們辦去台北的證也很麻煩。這個過程中，香港變成兩岸三地文化

                                                
519 Bill Kwok：〈文藝.需要.復興：新獨立創作年代的來臨〉，載《信報 lifestyle-Journal》，

2012 年 12 月 28 日，頁 41。 
520 盧凱彤：〈Live House：養起音樂人〉，載柴子文，張鐵志主編：《文藝復興我地》

（香港：天窗出版社，2014 年），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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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中轉站。香港最大的可能性是做一個平台，讓兩岸三地的人集中展

現，在一個華語的環境下在香港發生碰撞。521 

      

郭提到的碰撞，恰巧是中港台三地社會問題的音樂式交流，它們關乎現

代化進行中掙紮沉浮的縣城青年，經濟提速中屢被踐踏的環境問題，以及僵

化刻板的性別劃分等——而不僅是風格層面的相互展示。也就是說，音樂節

為來自不同地區，尤其是中國內地、香港、台灣的年輕人看到各自環境的盲

點，提供音樂性的反身性（reflexivity）思考，接下來，本小節將借助參與

式觀察的方法，聚焦內地來港年輕人的觀賞感受，試圖在香港本地尋找獨立

音樂對他們的影響。 

雖然我們無法統計數千參與者的個人資料，但不能否認香港諸多文化活

動場合中，幾乎都能看到以普通話發音的留港學生。《號外》前任主編張鐵

志是台灣人，他也留意到了這點： 

很多大陸學生在香港讀書，他們的到來對香港有一定的衝擊。上週

末來音樂會的人很多是專門從廣州深圳過來，還有在香港讀書的大陸生。

在香港的各種文化活動中，大陸生都佔有很大比例，這就對香港的文化

有一定衝擊。對香港的好處是，支撐了香港本地的文化消費市場。522 

筆者在豆瓣社區的「同城活動」（香港）欄目下也發現了這一活動的宣

傳網頁，上面顯示了「160 人感興趣，249 人參加」523，在獨立音樂節類別

中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除此以外，這個活動的論壇中還張貼了六個尋求

同伴的發言貼，出發點既有深圳（詳細的集合時間和路線規劃），也有香港

中文大學、新界、九龍塘和港島（香港大學）。觀看黃耀明的演出是目的之

一。更吸引人的是，音樂節僅需網上登記，不繳任何費用。就筆者的現場觀

察，從文化長廊開始，遠未到演出場地，順著演出場地邊界售賣 CD、T 恤、

海報以及小吃的各種攤檔，都能清晰地聽到普通話交談聲。另一個突出的印

                                                
521 佚名：〈文藝復興音樂會：渡海合唱一首歌〉，《陽光時務週刊》，2012 年 12 月 20 日，

第 36 期，頁 69。 
522 石劍峰：〈張鐵志：年輕的力量正在崛起〉，載《東方早報》，2012 年 11 月 28 日，第

B02 版。 
523 豆瓣「同城活動」：「2012 文藝復興音樂節」，豆瓣網，2012 年 8 月 7 日。下載自豆

瓣網，2014 年 1 月 17 日。網址：http://www.douban.com/event/17549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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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在左小祖咒演唱〈釘子戶〉時，筆者明顯聽到了類似北方腔調的叫好

聲——這種喝彩常見於戲劇類表演高難度段落，以此來確認演唱技藝的精湛。

顯然香港聽眾沒有這種習慣，即便欣賞節奏強勁的搖滾類表演時，本地的年

輕聽眾也仍保留著理性的態度524。香港文化評論人鄧小樺也談到了本地觀眾

的「自持」： 

台上五條人已經像要打群架的樣子，左小指東打西，陳珊妮柔媚入

骨，台下觀眾還多是站得筆直，一手拿瓶啤酒一手插褲袋，頂多是 un

兩下頭岳岳，超乖超文靜超壓抑，簡直要對表演者造成打擊了。我一邊

深深歎息，一邊感到親切熟悉，我們「一切在心中」的香港人呀…… 

不過這次有點不同，我目前有一群八九十後的文藝青年，有些是字

花之友，七八人聚集叫囂，天未黑已混了幾種酒一起喝，在肚裏浸著法

國麵包，輕飄飄、暖洋洋、放浪起來。到陳珊妮出場他們再不顧什麼儀

態，尖叫跳躍，陳珊妮在台上都有反應，互動連連，到後來甚至笑道

「煩死了」。能夠如此旁若無人，到底是愉快的，也拜他們感染，我前

所未有的鬆弛下來。525 

值得一提的是，陳珊妮演唱時，音樂節已近尾聲，而且她本身擁有不小

的知名度。因此我們幾乎可以確定，那些非常激動的、擁簇在台前的年輕人

很可能來自內地。 

關於反應熱烈的問題，留港内地學生的看法或許能提供一些思路。A 曾

經是香港浸會大學傳播學院的女研究生，如今她在深圳從事大型展覽的策劃

工作。她雖然自詡為文藝青年，但此前並沒有聽過左小祖咒或者巴奈的歌曲： 

在參加音樂節之前，我只聽說過「左小祖咒」這個名字，好像是報

紙說他五音不全……當然，我是周筆暢的超級粉絲，很想畢業之後加入

她的唱片公司做企宣，或是文案工作。明哥我以前也聽過，但僅限於熱

門歌曲。……當然，對陳珊妮也比較熟，是因為她幫「筆筆」製作了不

少好歌。526 

A 本科就讀於內地南方的某所重點大學，主修漢語言文學。到香港轉為

學習傳播理論，平日也積極參加香港各類不同的文藝活動、講座等。她不諱

                                                
524 這或許是一種偏見，就筆者在港觀看的各類演出中，以獨立搖滾樂隊 Evanescence 為例，

只有在熟悉的副歌部分觀眾才揮舞雙手，樂聲稍有降低人群則很快恢復冷靜。筆者注。 
525 鄧小樺：〈世紀翩翩不戒：那些文藝青年呀〉，載《明報世紀版》，2012年12月3日。 
526 個人訪談，2015 年 10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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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自己是追星一族。雖然受過良好的本科教育，但在香港學習生活的經歷卻

並不輕鬆。作為年輕女性，她並沒有如台前的年輕人表現出相當的激動，但

內心卻感受到同樣的震撼： 

你知道內地的新聞報道，流行樂無非是年輕人彰顯的特權，美麗的

外形，或者是技巧過人。歌曲唱的也是一些小清新的愛情（題材），更

大眾化一些的，勵志類最受歡迎：〈隱形的翅膀〉之類的……我和朋友

們平常也常去書店，或者聽演唱會，但從不會想到音樂與社會（不公）

的關係。（本科）學校自然不會宣傳這方面的東西。我當然知道強拆，

但那都是社會新聞版的內容，與音樂相去太遠……所以當你看到畫面中

那些抽象卻可怕的起重機時，會感到非常的震驚。527 

作為在港的內地學生 A，她對中國社會-音樂的感性認識卻是在香港形

成的，一方面可見在內地音樂市場繁榮的表像中隱藏著愈加單一的價值取向，

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即便人們認為香港流行樂已然沒落，但仍然保留著多元表

達的空間。 

事實上，音樂節的聽眾不僅僅是消費者，他們也是潛在的意義生產者，

在這個被標籤為「文藝青年」集中的場所，也有著積極尋求自我定位的音樂

愛好者。T 便是其中特別突出的一位。與 A一樣，她也是一名在港內地生，

只是學校與專業不同，T 憑藉過人的成績獲取獎學金，在港接受本科教育

（會計專業），但她後來發現自己非常熱愛音樂，便想盡辦法尋找與音樂相

關的機會。當時她已經在音樂節負責接待工作，是基金會的義工。當筆者在

音樂節第一次與她交談時，便已感受到 T的焦慮——熱愛音樂卻無從突破的

焦慮。雖然她並沒有體現出對華語流行樂的豐富認知，但或許在香港的學習

生活已然賦予她獨立思考的自主性。大約一年後，T 經過半年的吉他訓練，

在 2013 年夏季繼續參加了基金會主辦的夏令營，同時也拿出了相當有趣且

大膽的創作。自然，這一類創作很難在內地的主流媒體上得到承認。我們不

妨看一下部分歌詞： 

幸福就是每個月的姨媽正常 

幸福就是坐在馬桶上永遠通暢 

找個好對象  拿個鐵飯碗 

                                                
52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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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二十五歲就要沒市場 

吃了一頓飯  人生被圍觀 

也許你只是覺得我應該活給你看 

有趣的是，T 的用詞與情感卻是與內地語境密切相關的，例如後者影射

了當下非常普遍的相親經歷，表達出對生活在社會既定框架中的困惑與不滿

之情。T 的確是第一位自音樂節開始，並受益於基金會資助的內地年輕創作

者。歸根到底，文藝復興基金會舉辦的音樂節，的確為不少內地學子展現認

識流行樂的另類表達，同時音樂現場也為全新的身份想像，提供了可行的實

踐途徑。 

二、林二汶與《中國好歌曲》之旅 

《中國好歌曲》是一檔音樂真人秀節目，目前已播出兩季。與其他側重

遊戲形式（我愛記歌詞）、純競技類（全國青年歌手大獎賽）、青年次文化

（我型我秀、快樂男聲、快樂女聲）、意識形態（中國紅歌會、一聲所愛·

大地飛歌）和商業及收視（我是歌手，中國好聲音）類型不同的是，《好歌

曲》只關注原創作品的展示及潛質，更是將藝術生產過程祛魅化，原創的另

一重含義則以再度挪用古典、傳統甚至少數民族音樂元素作為手段，重新包

裝「中國」流行音樂，消除全球化影響下的焦慮。 

表面上看，重視創意似乎是為了反擊過度消費經典、任意挪用歐美、日

韓經驗的現狀，是內地文化產業針對作品匱乏而作出的「造血」創舉；但同

時我們不能忽略其背後權力與商業合謀的結構：在制播分離的時代，一方面，

節目的內容來自「燦星」製作團隊——這家隸屬於星空傳媒的娛樂節目製作

公司已經推出了不少成功之作，其中最為人知的是版權購自荷蘭的「好聲

音」；另一方面，節目的播出平台為央視三套（CCTV-3）亦即綜藝頻道。

前文中已經提到過，中央電視台相當於權威「喉舌」的符號，綜藝頻道（三

套）同樣擁有廣泛固定的、以北方為主的收視群體。可以說，由「燦星」製

作並在央視播出的《中國好歌曲》節目，既體現了內容重心從消費轉向生產

環節的努力，也再次暗示了既定的二元對話模式：中心/邊緣、北方/南方、

搖滾民謠/流行、普通話/方言的不平等關係。 



 

 203 

因此，在招攬創作者的旗幟下，參與者同樣需要深諳既定的遊戲規則。

這一規則自然沒有明確條文，但可以確定的是，選秀節目的宗旨是「為了創

造再現而建構一種真實」528，不僅如此，內地的選秀節目更折射出現代性的

焦慮，如何在層出不窮的全球經驗中唱出「中國」之聲，已然成為知名節目

的首要任務。換句話說，招募海外華人加入中國現代性論述的建構529，更能

凸顯以北京為中心530的、中國聲音的號召力與優越性。「高歌」、「放聲歌

唱」可說是最直接熟悉且不容商量的實踐路徑。理解了這一需求，當聽到陝

北民歌（如阿寶演唱的〈蘭花花〉），草根心聲的流行搖滾（汪峰的〈北京，

北京〉，〈存在〉），英文名曲的高難度翻唱531時，我們應該在疊疊聲浪中

意識到，以競技 vs.審美的議論不應遮蔽另一個事實：「高大響」歌曲與個

人成功神話一起，在感性地挑撥個體神經的同時，已悄然植入了（現代）大

中國的概念。 

隨著「高歌」策略進一步演進，中文歌曲，尤其是內地創作，正獲取更

多的話語權力。相應地，跨國唱片公司或海外華人的市場優勢不復以往。具

體而言，對當下香港歌手來說，開拓內地市場充滿了未知，北行便意味著雙

重冒險：既要遵循不同的審美話語及綜藝規則（訴說困苦的個人奮鬥史），

也要面對背離或失去本土的可能。如何在層次衝突和矛盾之間，為流動的主

體發聲尋求新的表達而不失本土立場，這種靈活的空間正開始萎縮。 

令人驚訝的是，林二汶在《中國好歌曲》的表演具有相當的啟發性。林

二汶早前為女子組合 at17成員，得益於黃耀明創辦的人山人海獨立音樂廠牌

的培養，她們斬獲了不少音樂獎項，甚至在亞洲博覽館成功舉行了演唱會。

林毫不諱言黃耀明「開了我們通往音樂世界的門」532。她並未遵照內地綜藝

                                                
528 Graeme Turner, Understanding Celebrity (London: Sage, 2004), p.68. 
529 周耀輝、高偉雲著，王睿譯：《多重奏：香港流行音樂聲像的全球流動》（香港：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17。 
530 可參照劉德華章節中探討央視春晚的部分。 
531 對英文流行抒情歌曲的熟練演繹，同樣是衡量一名（有志於做）歌手，尤其是女歌手技

能多樣性的重要指標——同樣可以理解為追求現代性的舉措之一。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如大量被翻唱的 Christina Aguilera，Mariah Carey，Alicia Keys，Beyonce 的知名歌曲，在諸

多版本中，張靚穎、吉克雋逸（彝族）、茜拉和李佳薇（馬來西亞）等女歌手的演繹廣為

人知。筆者注。 
532 林二汶：《肥妹與脂脂肪肪》（香港：Kubrick，2008 年），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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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中「高歌」與苦情的路徑，反而在性別（身體）、現代性神話和香港身

份認同等不同層面消解了大國邏輯。同時，林二汶在內地贏得了廣泛認可，

在音樂上也找到了新的聯結方式。接下來，本文將以電視台官方視頻網站中，

林在節目中的表演片段作為分析對象，並結合媒體的相關訊息，對其積極的

多重身份表達進行意義解讀。 

首先，在性別與身體的意義層面，林的穿著、妝容及髮型打破了舞台與

日常的界限。當然這並非特例，事實上，幾乎所有創作者拒絕了正式或誇張

的舞台裝束（不否認可能經過節目組的考慮和建議），這一選擇也微妙地透

露出人們默認的不平等關係：創作與唱功、專業與外形的無形區隔，音樂人

似乎擁有對形象、表演的豁免權，以此凸出音樂理念的重要性。即便如此，

作為一名香港女音樂人，她需要面對內地電視觀眾的雙重凝視的考驗，纖瘦

的身材是女性表演者必須具備的，而所謂香港身份也成為大國凝視下的陰性

角色。周耀輝曾精闢地總結出：「如果一個來自中國性邊緣的女性可以、也

願意服從傳統的秩序，那些在中國性中心的女性就更沒有理由反抗。」533  

其次，林二汶以微胖的日常生活形象出現，並在演唱後的個人資訊問答

環節成功地回應與香港有關的話題： 

我叫林二汶，32 歲，來自中國香港。我是一個香港唱片公司的老

闆。（觀眾驚呼，周華健驚訝地對著鏡頭，接著蔡健雅問是哪一家公

司。）旗下藝人只有我一個。（笑聲） 

我寫這首歌的時候自己在房間，然後我十分鐘寫出來，（開始閉眼，

握拳，哼唱副歌部分的旋律），一直走下來所以寫下來。所以我一直的

夢想是賣給一些穿大裙子，穿高跟鞋，站在很高台上面，（再次模仿了

歌手唱至高音時，自我陶醉的伸出手，觀眾再次大笑），可是賣不出。

（笑聲） 

在以上對話中我們不難看出，林二汶此番亮相的身份為：一名非常自信

且詼諧的香港獨立音樂人。這一自我定位讓內地觀眾看到被忽略的，香港流

行樂的另一面：所謂傾慕以致哀歎的香港流行樂現狀，更多地與商業宣傳、

「造星」能力有關，而香港的獨立音樂同樣在發展當中。舉例來說，在《中

                                                
533 周耀輝、高偉雲著，王睿譯：《多重奏：香港流行音樂聲像的全球流動》，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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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好歌曲》第二季中，公開播放的香港創作者實為兩組，除了林之外，還有

早已成名的、年齡相當的鍾舒漫、鍾舒祺姐妹，但後者的表演被剪輯，僅剩

下不多的鏡頭。鍾氏姐妹的公司是英皇娛樂，一家與央視合作緊密的香港演

藝娛樂公司，但顯然鍾氏姐妹在《中國好歌曲》中並未得到節目組的認可。

有趣的是，〈至死不渝〉的創作源於迎合商業性，最終以獨立的面目出現，

這過程也折射出香港流行樂本身的問題。 

但是，重申香港身份並非易事，新的討論空間生成為此提供了條件。在

「12 小時極限創作」環節中，林交出了歌曲〈只怕不夠時間看你白頭〉，

一首訴說親情的抒情曲，卻有著更深刻的意蘊： 

開始創作之前我收到那個題目，就是「團圓」。因為我這十幾年來

一直在工作，我真的離家很久了。我錯過了媽媽六十一歲的生日，（鏡

頭切換至林母的特寫）我一直覺得我希望給你更好的生活……我就怕突

然不夠時間看你白頭了……（導師周華健和陳羽凡幾近落淚） 

「看你白頭」意味著陪伴家人的願望，「只怕」兩字卻道出了現實的不

可能。吊詭的是，只有在「不可能」中才真正體會到何為失去。這種複雜的

表達將它與同類型主題的歌曲區分開來。另一層含義，〈只怕〉也暗含了自

我的態度：對「家-香港」的深情，林在《立場新聞》的訪談中，當記者問

她是否為了市場北上而放棄香港時，她說道： 

唔會，我好鍾意香港，我一定會返來。因為我又好鍾意唱廣東歌

啦，我好鍾意呢度㗎。」她始終深愛香港。「係呀，我們的世界、環

境，的確有些東西是我們不滿意的，但是一個家就係咁㗎喇，一個屋

企就係咁㗎喇，有啲嘢你唔鍾意，但那個地方始終都是你的。534 

值得慶幸的是，《中國好歌曲》並未如央視其他的大型晚會般，將「團

圓」主題貼上政治標籤使之成為大國的呼召。除此以外，林二汶的立場對所

謂「現代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一面提出了不同看法。正如在創作環

節中，林已在規定時間內提前完成了創作，卻因幫助競爭對手彈奏吉他而推

                                                
534 亞裏：〈林二汶：好歌曲 然後怎樣？〉，《立場新聞》，2015 年 3 月 11 日。下載自立

場新聞網站，2015 年 3 月 26 日。網址：https://thestandnews.com/culture/林二汶-好歌曲-然後

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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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交卷。她坦言音樂的初衷是相互欣賞，而非競技的名次，否則「勝之不

武」。這一態度讓她再度贏得場內觀眾的喝彩。音樂類真人秀節目層出不窮，

雖然敘事模式更加貼近生活，但競技的核心沒有改變：它需要不斷地營造平

民神話的假像來煽動觀眾——只有最強勁、最理性的選手贏得勝利——這一

理念的反覆灌輸讓人們鮮少想像其他的可能。可以說，林二汶在《中國好歌

曲》的發聲，不僅讓內地觀眾重新認識當下的香港流行音樂，更是在性別、

香港身份以及現代性等層面創造了新的想像空間。 

 

第四節  小結 

本文以香港歌手、音樂人和社會活動家黃耀明作為討論的最後一位對象，

既出於回顧香港流行樂雄心勃勃的「北上」征程，更是借重新審視這一段歷

史，對既定的論調如「香港流行樂已死」，提出另一種取徑方式。1992 年

四大天王進入內地市場，同年黃耀明與詞人周耀輝也踏上了上海之旅： 

……不是玩，是覺得我離開之前我們要一起去一次旅行，這是第一；

你知道 1992 年的時候，沒有互聯網，交通也沒洗澡那麼方便，離開還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有一點生離死別的感覺——哦，你要走了，去荷蘭

那麼遠的地方，那麼我們去一次旅行。第二個原因，改革開放是 1978

年，1992 年的上海已經有變化了，知道它未來會改變得更快，所以想

在上海還不至於變成香港之前，去看一看。535 

我們無法判定，上海是否已經變成香港，可以確定的是，各地人口的流

動愈加頻繁，逐步削減了地域性的局限，而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所

說的流離公共領域，的確在撬動著大國與資本合謀的主導價值。通過觀察

「達明一派」、黃耀明歌迷、以及「@人山人海」與「文藝復興基金會」中

獨立音樂人的發展軌跡，我們發現，新媒體技術為人們帶來多元化視野的同

時，國家的技術管控與文化霸權也在日常生活中逐漸滲透。但黃耀明及其創

作團隊為我們展示了，如何文藝地批判社會，而普通的歌迷、文藝青年、獨

立音樂人憑藉音樂持續地獨立思考和發出批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香港流

                                                
535 王莫之：〈周耀輝〉，載《掘火檔案》，2015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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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樂並沒有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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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文的研究對象由劉德華開始，到黃耀明作爲論述的終點，既是出於內

地大衆文化語境變遷的需要，同時也是在反思這種歷時性的參照標準。劉德

華最早以影視演員的身份出道，演而優則唱，於 1985 年初啼試聲，發行專

輯《只知道此刻愛你》；同是第 10 期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學員的黃耀明，

次年與劉以達組成「達明一派」並推出同名 EP。劉德華早在年代初期榮膺

泛華人地區偶像，而黃耀明的知名度，在 1997 年的一份流行歌手知名度調

研中顯示，他的排名在張學友、Beyond、王菲和張國榮之後，並且約有

40.8%的年輕北京人並不認識他536。然而，隨着網絡的普及、人口頻繁流動，

這一差異巨大的局面得到了迅速的改變。在豆瓣網站的小組一欄，「我愛明

哥」的成員人數是劉德華小組的七倍。這意味着在越來越多元化的媒介平台

當中，空間的重要性似乎並不亞於時間，如果僅僅以商業成功判斷香港流行

樂的興衰，以經濟數據彰顯「香港身份」的優越性，這種化約式的做法不僅

無助於我們從整體上把握香港流行樂的歷史，更會影響到對未來中港文化交

流的認識。 

 

第一節  商業、技術、審美與自反的現代性 

我們需要重新理解香港流行樂的商業成就。港台文化商品一向飽受詬病，

批評者認爲，音樂行業爲了迎合虛假的個性需求而過度商業化、標準化，以

至於甜膩情歌氾濫成災。情歌現象與發達的歌手包裝策略有關，是一種忽視

社會關係的「封閉性的個人主義」537。如果說，大量生產標準化的文化產品

                                                
536 Jeroen de Kloet, China with a Cut: Globalisation, Urban Youth and Popular Music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30. 
537 香港政策透視：〈霸權主義下的流行文化 剖析中文金曲的內容及意識研究（節錄）〉，

載吳俊雄、張志偉編《閱讀香港普及文化 1970-2000 修訂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2 年），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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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暢銷，源於遵循市場經濟規律、追求效率至上的現代性（理性主義），

且受益於無需考慮文化、政治因素介入的大環境；那麼當離開本土，「北望

神州」之時，原本直接、便捷的商業運作策略勢必要作出調整。上世紀九零

年代初期，內地開始全面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策，爲境外資本、技術、

文化的傳入提供了巨大的商機與挑戰。在所有試圖分一杯羹的海外競爭者之

間，香港作爲連接中西文化、傳統與現代、且高度現代化的大都市，其優勢

最爲明顯，不過，中港兩地對「身份認同」的看法一直存在著差異，這也是

香港流行樂在內地市場如何斬獲商業利潤的最大障礙。與此同時，中國政府

也在思索冷戰過後，如何重新定義並宣傳「中國人」身份。一九九零年代頻

繁舉行、積極參與體育盛事是融入全球文化的一大標誌；在文化層面，官方

媒體「重構」共同的血緣與歷史，以此召喚出「華人」的歸屬感： 

「華人」可以這樣來理解：國家中立，但族群與文化相當明確的身份，

保留「中國人」的稱謂，即中國公民，以及漢民族後裔，或者是任何官方認

可的少數民族。538 

重寫「民族神話」，爲香港在內地實現「商業理性」提供了最便捷的機

會。換句話說，中港雙方以同一的、共同的中華傳統文化作爲共識前提，香

港也的確獲得了經濟上的特別優待，但是這種商業利益是在去中心的、多種

語言以及多種文化組織交錯中形成的539。正如香港歌手蹩腳的普通話不會受

到質疑，卻有可能備受推崇，甚至模仿者衆。中港關係在上世紀九零年代，

仍處於「不是異域的異域想像」蜜月期——一方渴望實現現代化，另一方對

原初（primitive）不乏激情。也就是說，只要承認並扮演被賦予的「國族」

身份，香港兜售什麼樣的文化商品，內地市場幾乎都是無條件接受，香港的

「商業理性」遂得以實現。在論文第二章中，筆者重點考察了香港流行歌手

如何在重要的「家國時刻」，演唱和表演「中國人」這一身份。「中國人」

角色不僅不讓香港歌手在內地各大城市的演出市場賺得鉢滿盆滿——如劉德

                                                
538 Chua Beng Huat, “Pop Culture China,” Chua Beng Huat, Structure, Audience and Soft Power in 

East Asian Pop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versity Press, 2012), p.39. 
539 Jinna Tay, “Television in Chinese geo-linguistic markets: Deregulation, regulation and market 

forces in the post-broadcast era,” Graeme Turner and Jinna Tay eds., Television Studies after TV: 

Understanding Television in the Post- Broadcast Era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10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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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1993 年 8 月的演唱會票房收入爲 400 萬元540，而 1992 年北京地區人均年

收入僅 4858 元541——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內地同行對「低俗」港台文化

的偏見。一方面，香港音樂人在內地創立唱片公司，推行簽約制度，明星們

積極投入各類「義演」、籌款等公益活動、在電視晚會中大放異彩；另一方

面，除了在特定時刻需要表演「中國人」角色，香港明星的言談舉止、舞台

或演唱風格、商業包裝等，均無須投入做出任何適應性的改變，就像劉德華

不標準的國語、張學友的顫音與蘭花指、郭富城的中分髮型，內地觀衆悉數

全都接受。簡言之，只要達成「國族」身份的共識，香港流行樂便能夠打開

內地市場並獲取巨大的商業利益。 

靈活的商業策略爲香港流行樂正式打開了內地市場，但只有商業特性是

不夠的。香港文化產業在一九九零年代攀至巔峰，最重要的經驗便是將明星

中心制度發揮到極致，像梅艷芳、張國榮、成龍這樣演、唱樣樣俱佳的超級

巨星，如今恐怕是難以再現當年的輝煌了。筆者認爲，這套完整高效、資源

互通的工業體制能「生產」出風靡全球的跨界人物，技術理性起到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但本文不是單純藉助技術理性來證明工業化商品的價值，而是要

指出，以理性爲導向的標準化大量生產，在特殊的歷史機遇下，最終脫穎而

出的卻是十足「反理性」的「Faye 港式」明星。 

對喜愛香港流行文化的朋友來說，一九九零年代，香港電影中或刻意、

或戲謔地對中國內地的調侃並不罕見（如《表姐，你好嘢！》Her Fatal 

Ways）。彼時，內地是前現代的、土氣的、不自由的「他者」，映襯出香

港人身份的優越與理想。內地歌手要在這樣的社會文化環境中謀求一席之地，

困難之大可想而知。令人驚訝的是，王菲做到了。她不僅是專輯累計銷量最

高的香港粵語歌女歌手（共計 970 萬張），更弔詭的地方在於，這位「天后」

心心念念想唱的卻是國語歌542。 

                                                
540 張林江、高向東：<對港台歌星偷稅的法律思索>，載《稅收與企業》，1994年第 3期，

頁 26。 
541 國家統計局編：《1994 年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 年），頁 38。 
542 Yiu-Wai Chu, Hong Kong Cantopop: A Concise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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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王菲是繼鄧麗君以來，在華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流行女歌手，時

至今日，坊間對她的評價依然兩極化。追隨者推崇她「愛誰誰」式的酷，反

對者則貶斥她的音樂與形象實踐不過是照搬歐美另類流行文化或是深受北京

搖滾樂人的影響，簡言之，王菲沒有甚麼創造力。鮮少有論者將她的成功與

一九九零年代的香港流行文化聯繫起來，特別是強調香港文化工業的完整與

專業性，如何在製造大量過剩情歌的同時，爲異質的、叛逆的反常元素留有

發展空間。進而，在不破壞主流價值觀的前提下，打造出新的流行指標，供

人們膜拜與消費。 

本文第三章重點突出唱片監製角色、錄音與演唱技術的必要性。與歐美

一樣，當時的香港也啓動了拍攝音樂錄影帶的風潮——人們可以「觀看」流

行樂了。MV 的流行對歌手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便是展現過人的視覺魅力。

從紐約學成回港的區雪兒，以及肯定王菲「現代感」543的王家衛，他們通過

鏡頭塑造一個出個性奇特、少言但感情豐沛的都市女子形象。王菲的個案印

證了在環環相扣的香港文化工業運轉過程中，母語非粵語的女歌手能夠在技

術、聲音、影像等多重層面，很好地使用並傳達（後）現代都市語言。但是，

幾乎所有研究都忽略了香港流行樂最爲突出的翻唱特色，亦即王靖雯時期的

三張專輯，是掌握全球流行音樂風格的必要條件之一。在整個以技藝爲標準、

不同藝術門類相互接連與協作的行業生產中，王菲的明星、歌手（參與詞曲

創作）、演員三重身份，才能互文式地生產出有趣的論述空間。「九七」之

後王菲在內地的影響力毋庸置疑，她在香港以「反主流」態度贏得主流市場，

而內地音樂行業的不成體系卻無法延續並複製這一模式。最終，王菲的流行

被迫定格成了一個「神話」。 

網絡的普及、地緣政治的改變凸顯了香港流行樂的頹勢，但這不代表內

地崛起的娛樂文化已經具備足夠的競爭力，只能說技術與資本已不再是難題：

後期製作能輕鬆修補不完美的演唱，天賦過人的歌手在商業包裝下錦上添花；

                                                
543 王家衛對王菲的評價非常高，他形容她像天使，同時也提到在 1990 年代的香港，王菲

（無論是演唱還是各類報導）以現代、高雅的特點爲香港觀衆接受。詳見 Wong Kai Wai and 

John Powers, WKW: The Cinema of Wong Kai Wai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Inc., 2016), 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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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的、細微的都市觸覺也能部分實現了，但同時在視覺、個性塑造層面營

造現代感還需時日。音樂類綜藝節目的廣告投入，動輒以億爲單位。節目的

熱播提升了人們的鑒賞歌曲的能力，卻限制了從業者想像和實踐多元風格的

可能，其中最缺乏的是多元審美觀與批判意識。 

在內地，與流行樂有關的文化政策、法律規條無法提供應有的收入保障，

依靠唱片賺錢從來都不現實。在消費者看來，CD 更像是儲存音樂的載體，

而很少考慮它的文化價值544。因此，現場演出成了唱片公司保證收入的主要

方式。陳奕迅是內地演出市場遲到的「巨星」，比他晚 5 年時間出道的台灣

歌手周杰倫，卻提早五年在北京舉辦了個人演唱會。 

流行樂演出會市場手續非常複雜，拿到演出批文遠遠不夠，還要協調與

當地消防、公安等部門的合作關係。也就是說，演唱會提案的通過不是以商

業條款、業界聲望、市場回報爲主要參考標準，而是「取決於以中國政府及

國營企業爲核心的地方政商關係建立」545。即便如此，陳奕迅、周杰倫、五

月天、張學友等港台巨星依然是大型體育場館演出市場的票房保證。在最高

規格的商業演出排名中，除了排名第二的內地音樂人汪峰之外，2014 年入

榜的前十位歌手均來自香港、台灣和韓國546。近年來，多個內地收視率高企

的音樂綜藝節目，其音樂總監大多來自香港。換句話說，演唱會的籌辦、創

意團隊、技術支持和行銷網絡，是衡量文化產業現代化、專業化、系統化程

度的重要標準，可見在這個體系內，內地工業與港台仍存在着不少差距，香

港仍有重要的影響力。 

2000 年前後，國語歌曲已經成爲市場主流，香港歌手爲了適應這種變

化，自然會增多一曲雙語的歌曲，也會加強與台灣音樂圈的合作。陳奕迅有

不少膾炙人口的國語歌，如〈十年〉、〈好久不見〉、〈愛情轉移〉、〈白

玫瑰〉，在填詞人的生花妙筆下，均對應着粵語版本；台灣音樂人亂彈阿翔

                                                
544 Will Straw, “The Music CD and Its Ends,” Design and Culture 1-1 (2009): p.79-92. 
545 張容瑛、周志龍：〈政治脈絡中的創意專案網絡——兩地跨界演唱會案例研究〉，載

《地理學報》（2006），第四十六期，頁 73-103。 
546 道略音樂產業研究中心發佈的數據，2014 年明星個人演唱會票房十強分別爲：陳奕迅，

汪峰，周杰倫，孫燕姿，鄧紫棋，EXO，王力宏，左麟右李，李宗盛，蘇打綠。有趣的是，

陳奕迅以全年 33 場，共約 3 億人民幣遠超汪峰 15 場 1.5 的億收入。筆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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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爲他創作了台語歌〈我甲你〉。可以肯定的是，陳奕迅擁有絕佳的語言天

賦547和駕馭不同風格的專業素養，因此，追隨他的不僅有普通歌迷，專業歌

手也不在少數。在翻唱、模仿頻率最高的歌曲當中，最熱門的粵語歌是〈浮

誇〉現場版本。這首歌曲講述了小人物的奮鬥史，對社會充滿了自嘲與無奈

之感。在囈語般的剖白背後，〈浮誇〉質疑現代社會中「奮鬥就會成功」的

空洞許諾，掩蓋的卻是對個體的無盡剝削。「奮鬥-成功」的概念在當代中

國正大行其道，陳奕迅雖然順利地融入了內地音樂市場，但他常常藉助高度

設計的、有時帶有戲劇色彩的演唱技法，來強調平凡的、日常的、甚至怪異

的事物和感受。正是這些特質讓歌迷們深感共鳴。 

內地音樂行業的現代化之路仍在繼續，不過，中、港、台三地似乎已經

無法推出「天王」、「天后」了。筆者認爲主要原因在於內地現代性的「未

完成」，以及香港「現代性」的失效。學者馮應謙在談到「後粵語流行曲時

代」時，認爲如今香港主流唱片公司不清楚聽衆的需求，但不同的獨立音樂

卻成爲了主流選擇548。同樣，在 2005 年前後的全民「造星」高潮之後，獨

立音樂人開始在主流運作之外尋找出路。不過，筆者無意在新人中想象論述

的可能，而是回到過去，回到本文甫一開始就已存在的香港「現代性」，一

直被遮蔽、壓抑甚至禁止的音樂實踐，回到實行市場經濟的初期，無意中偶

遇「達明一派」音樂的內地樂迷身上。從翻錄盒帶到網絡社區，「黃耀明」

被禁，但他的作品、主張、行動卻在不同媒介、不同代際、不同空間得到了

延續。筆者重點關注黃耀明粉絲在音樂實踐上的多種可能。這其中既包括了

內地與香港的雙向創意流動，也發現了「異見」表達的不同位置與方式。林

二汶在黃耀明創立的「人山人海」廠牌中得到鍛鍊，她選擇在央視這一「喉

舌」平台唱出她的主張；而來自內地的高考精英 T，穿梭於「文藝復興基金

會」與深圳音樂圈之間，將另類的自我放入音樂。本文希望最後包含了回顧

與展望：作爲個體的黃耀明，無法在內地新媒體語境中直接發聲，但得益於

                                                
547 在發音準確度方面，陳奕迅對自我的要求是相當高的。他不僅能很好地區分國語中前後

鼻音（〈一夜銷魂〉），也特別留心內地與台灣的不同發音，如「迴」字，分別爲「huai」

和「hui」。在台灣著名音樂 DJ 馬世芳的節目中，他曾經興致勃勃地探討過發音問題。筆

者註。 
548 馮應謙於 2016 年 11 月 18 日在中國傳媒大學的講座，題爲「後粵語流行曲時代的香港

音樂」，資料來源於微信公衆號「中國流行音樂研究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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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迷群體代際間的情感接力、年輕創作力量在中港之間的遊走及發聲，這些

行動均指向並挑戰着，自一九九零年代開始便備受肯定的香港流行樂之「現

代性」。 

需要指出的是，在已有的香港流行樂論述當中，本文首次將香港流行樂

放置在中國內地的位置上進行檢視，這種嘗試自然存在諸多盲點，有太多香

港歌手未能納入討論範圍，特別是忽略了香港創作羣體的北上經歷。此外，

自始至終，由於內地市場從未建立起完整的流行音樂產業體系，筆者已經儘

可能地尋找可靠的數據，但肯定與實際情況存在偏差。再者，經濟收入、教

育程度甚至地理位置的不同，很有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論點。從這個角度來

看，針對特定的羣體或地區進行更爲具體的研究，這個任務也非常迫切。 

 

 

第二節  香港流行樂與香港身份認同 

本文主要聚焦 1990 年之後的香港流行樂，也就是「四大天王」開啓的

偶像工業化時代，這是最炫目的時期，卻不是最繁榮的時期。如果要討論香

港流行樂和香港身份認同之間的關係， 我們首先需要知道「粵語流行曲」

的來由。 

「粵語流行曲」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已經出現：1965 年風行唱片

發行的《行正桃花運》，封套標爲「粵語流行曲」，以及 1966 和 1967 年天

聲唱片分別發行的《相會小河邊》、《二八佳人》，都以「粵語流行曲」命

名549。它經由「粵曲」、「粵劇」轉變而來，這一劇種在上世紀二、三十

年代的香港非常興盛。但 1920 至 1950 年代，拜電台播放所賜（香港電台與

麗的呼聲），國語時代曲和歐西流行曲才是主流音樂，粵語流行曲面向的是

新加坡的草根市民550，不被當時香港的文化階層所重視。 

                                                
549 余少華、楊漢倫著：《粵語歌曲解讀：蛻變中的香港聲音》（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2013 年），頁 2。 
550 黃志華：《早期香港粵語流行曲：1950-1974》（香港：三聯書店，2000 年），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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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0 年代開始，來自全球不同國家的唱片公司先後涌入香港，設立

香港分部，如百代（法國）、EMI（英國）、飛利浦（德國）、邵氏（新加

坡）、鑽石（葡萄牙）等，加上已成立十多年的當地中國人投資設立的和聲、

美聲、幸運唱片公司，和 1967 年 IFBI 香港分部成立551，音樂投資環境變

得非常多元化；1964 年披頭士樂隊（The Beatles），帶動了年輕人組建樂隊

的熱情。這一時期關係民生的社會事件也是頻頻發生：大陸移民數量陡增引

發了制水難題，銀行股災、小輪加價引起騷亂，以及六七暴動等。當進入

1970 年代，免費播出的無線電視迅速得到大衆歡迎，仙杜拉演唱的粵語歌，

1974 年電視劇《啼笑姻緣》同名主題曲成爲粵語流行曲的開篇之作。習慣

翻唱西洋歌曲的年輕本地樂隊，也開始了粵語歌曲的創作實踐。許冠傑在

1972 年的《雙星報喜》節目中推出〈鐵塔凌雲〉，1974 年收錄在首張專輯

《鬼馬雙星》中的〈制水歌〉、以及其後大熱的專輯《天才與白癡》、《半

斤八兩》，都表明粵語流行曲的創作、傳播與接受，與當時大多數市民的日

常生活與真實感受息息相關，到 1980 年代步入輝煌時期，粵語流行曲發展

方向顯然是由下之上的。 

遺憾的是，如今我們能查閱到粵語歌和香港身份認同的論述，幾乎都緣

於因逆向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而產生的一種補償心態。1984 年年底

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1989 年震驚社會的六四事件，以及面對即將到

來的「九七大限」，打破了香港人獲得政治話語權的願望。很多學者認爲，

基於「政治權力」的缺失，人們唯有寄情經濟發展，重新認識並珍視香港文

化。在這種情形下，與國族有關的粵語流行曲，如 1982 年汪明荃演唱的電

視劇《萬水千山總是情》的插曲〈勇敢的中國人〉，「六四」事件催生的一

系列抗爭歌曲〈自由花〉、〈爲自由〉〈祭好漢〉，收錄在「達明一派」

《神經》專輯中的〈天問〉，這些歌曲獲得的不同反響，也證實了香港身份

認同的另一種特質：高度區分我們「香港」與他們「中國」，前者是現代的、

文明的、自由的，後者則充滿了獨裁與盲從。 

但是現在，主流的粵語流行曲在過度商業化運作之後，逐漸遠離了日常

                                                
551 Wong Zhi Chung. The Working of Pop Music Culture in the Age of Digital Reproduc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hD Thesis, 2010). p.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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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同時，中國內地在新千年加入世貿組織之後，2003 年至 2007 年的

GDP 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態勢，現代化進程顯著加快。從商業包裝、技術

革新等層面區分「我們」和「他們」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以說，爲了

與全球接軌，中國和香港不惜過分自我客體化，以此滿足不斷轉喻

（metonymical process）552的消費慾望。 

本文研究的最終目的，是藉助批評性回顧香港流行樂在中國內地發展的

近三十年歷史，尋找重新對話的可能。如果說香港正逐漸被大陸同化，從另

一面看，內地大都市如今也面臨着「房價逐日攀升」的魔幻現實。身份認同

的建構永遠都在行進之中，有危機也有轉機。簡要回溯香港流行樂與香港身

份認同之間的關係，也是爲了指出重回生活、真實創作的必要性。 

 

 

                                                
552 相關討論可見彭麗君：《黃昏未晚：後九七香港電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0 年），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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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陳奕迅演唱會歌迷回饋調研問卷 

 

 

問題部分（回答字數不限）： 

1. 觀看演唱會時間、次數、地點場館、票價及觀看位置，隨行的朋友身份

等。 

2. 看演唱會的原因？ 

3. 看演唱會的最深刻感受？（舞台佈景，舞蹈編排，歌手表現，觀眾的反

響等方面考慮） 

4. 喜歡陳奕迅的粵語歌是哪些？在演唱會上，哪幾首歌（語言不限，原創

不限，可以是翻唱）是你最喜歡的？為什麼喜歡？（加深既有的印象，

與個人經歷有共鳴，可詳細說） 

5. 你更喜歡或欣賞，陳奕迅的明星身份，還是他的歌曲，或者作曲填詞等

創作團隊？（需要舉例） 

6. 你喜歡的香港流行樂歌手有哪些？他們（或歌曲，或言談，或表演）對 

7. 你的生活有什麼樣的影響？ 

8. 你覺得與陳奕迅風格相近的內地男歌手是哪幾位？理由是？（如果沒有，

請簡略說明你對內地流行音樂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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