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断情因为妹多心

下雨因为天有云

水流因为地不平

马瘦因为无夜草

断情因为妹多心

“马无夜草不肥”，这是人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歌者把这句话变为“马瘦因

为无夜草”拿来比喻“断情因为妹多心”，比喻用得比较贴切。这首歌的表现手

法，是连用三个比喻物的排比来说明断情的原因，这三个比喻物是千真万确的科

学道理，用来说明因为情妹多心才断情，使听者对后生的同情，对这位姑娘的愤

恨，达到了揭示主题的目的。

排比在山歌的表现手法上，甩得份量比较重，它的特点是一连用两至三个以

上结构大体相象的句段表现一个事物，它可以用三个以上不同的角度去描述一件

事物，用三个以上不相同的事物去和一个事物相比，把相互关联的成串的意思一

气说出，充分表达出对事物的思想感情，如《断情因为妹多心》这首歌，由于被

比的“断情”这一事物比较复杂，只用一个事物去相比，是不足以表现出它的全

貌和歌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来的，只有用排比一连用三个事物的形象，才能使

被比的事物的形象更加鲜明，才能充分表达歌者要表达的“断情”的原因和思想

感情。因此排比在某方面来说，它的形象更加鲜明集中，说服力更强，更有艺术

魅力。



病倒塘边因为莲

下雨三年晴不见

望睛望到眼睛穿

大雪茫茫去挖藕

病倒塘边因为莲

“莲”，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每年春天发芽生长，下面茎块叫藕，上面生花

苞开花叫莲花，山歌里“莲”谐“连”，“连”又关“恋”。

“晴”谐“情”，“晴不见”就是不见情人。

“藕”谐“偶”，指“配偶”，也指情妹。

这首歌是描叙青年男女思念情人至深，因而病了起来，在创作方法和表现手

法上很有特点，全歌全是运用双关语和谐音来暗比。如：“下雨三年晴不见，望

晴望到眼睛穿”，意思是说，很久不见情人了，望到眼睛穿都不见情人来。“大雪

茫茫去挖藕，病倒塘边因为莲”，意思是说，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去找情妹，病倒

在路边是因为情妹哩。

这首歌的歌者没有直接用上“想念情妹”和“爱恋情妹”的字眼，而是用几

个双关的事件，双关的比喻物来塑造感情真挚、意志坚强、迫切追求爱情的形象，

非常感人。

广西的传统山歌，比较善于运用双关和谐音的手法来抒发感情，往往把不相

关的事物通过巧妙的想象，串连成为丰满的人物形象，让人物充分地表达出丰富

的感情来。



水推不断是真丝

哥相思

哥真思妹妹也知

蜘蛛结网三江口

水推不断是真丝

“丝”谐“思”，“真丝”就是“真思”。

在情场中谈爱对歌，为了要说明对情人是真思还是假思的问题，歌者找到了

很有说服力而且很有艺术感染力的比喻物，即“蜘蛛结网三江口，水推不断是真

丝（思）”三条江水都冲不断的丝，还不是真丝（恩）吗？

这歌月夸张的表现手法。三条江水都冲不断的丝，还不算夸张吗？可这夸张

前面有了铺垫，即“哥真思妹妹也知”，可真思妹象什么样的呢?象蜘蛛结网在三

江口，三条江水都冲不断那样的真丝，这个手法既是暗比，又是夸张，暗比省去

个“像”字，直说了便是夸张，这是山歌创作的特点。

这歌还用谐音的手法，更增添了文采的美，“水推不断是真丝（思）”，这丝

（思）既亲诚而又含蓄，是一种意象的亲诚美，给人以无穷的回味，大诗人李商

隐的诗也用“谐音”，如“春蚕到死丝方尽”句中朦胧而含蓄的丝（思），是一种

意象的感伤美，各有千秋，都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因而都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哥妹恋情心对心

木鞋上楼木对木

照镜梳头人对人

铁锤打铁硬对硬

哥妹恋情心对心

两人谈爱一定要真心对真心，才有真正的爱情。

歌手为了表达两人有着真正的爱情，煞费苦心地找出适合表达这种真心真情

的形式，用“木对木”、“人对人”、“铁对铁”（硬对硬）来衬托出真心对真心，

这种比喻物形象非常鲜明，非常有说服力，歌者本身是劳动人民，对劳动人民的

生活，思想感情，有独特的感受，因而能找出强烈的表现出劳动人民心中的激情

的比喻物来。

《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在也，心为志，发言而诗，情动于中而

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这歌的作者，本

身是劳动者，在劳动中和在生活中有了生活感受，在谈爱中对真正的爱情的重要

性又有了深刻的体验，这种体验这种激情，就是歌情，有了这种歌情，就千方百

计地在生活和劳动中捕捉最适合表达这种歌情的比喻物来表达，达到了预期的艺

术效果。



拿妹好话当干粮

流水下滩时时响

得妹好花万年香

出门三天不带米

拿妹好话当干粮

“响”关“想”，“时时响”就是“时时想”。

山歌语言结构的特点是：用“流水下滩”来垫出“时时响”，“时时响”关“时

时想”．“得妹好花万年香”，这是夸张，用来给下面铺垫：“出门三夭不带米，拿

妹好话当干粮”，“花”关“话”，“好花”即“好话”，“好花万年香”还嫌不够具

体，下面又说“出门三天不带米，拿妹好话当干粮”，这样不但具体化，也使人

感到意料之外，可又在情理之中，因为好话当干粮，这是人们常说的“秀色可餐”，

有了这句“约定俗成”的俗语，好话能不能当饭吃，人们不但不愿去加以科学分

析，而且还承认它比喻得奇妙，这种初听（看）不像，而细思甚像，虚为实用，

实靠虚显，亦虚办实，虚实结合得非常巧妙而自然，这种例子，在传统山歌中是

很多的，这正如苏东坡咏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又似又不似，构思的巧妙，

就在这里。



望妹拿线帮哥连

天天走过藕塘边

两眼望藕心想莲

铁打肝肠都想断

望妹拿线帮哥连

“藕”是一年生草本植物，下茎叫藕，上面开花叫莲花，“藕”谐“偶”，“偶”

关“姑娘”，“莲”谐“连”，“连”关“恋”。

“哥”和“妹”在广西山歌里不是同胞哥妹，而是指。情哥”，“情妹”。

这首歌的表现手法，借比和谐音用得较好，开头两句意思是说，天天走过妹

门前，看见妹妹心想和妹谈爱，第三第四句，进一步把感情推进，用“线”和“连”

这两个内涵丰富的比喻物，进一步强调一定要和妹妹谈爱。

这首歌里说想得肝肠断了，望妹拿线帮哥连，这在生活里是不可能的，而在

文学作品里，不但使人可倍，而且使人感到印象更加深刻，更加有文采，感染力

更强，因为在文学作品里，只要求生活的真实，而不是要求生活的事实，歌者把

握了这一点，才能唱出使人印象深刻的歌来。



死去三天咀还甜

妹你生得嫩又鲜

好比冬笋用油煎

若是得吃油煎笋

死去三天咀还甜

“冬笋”：是冬季挖的毛竹的笋，生长在向阳而温暖的地方，还未出土，刚

露点尖就挖，因而肉质很嫩，味儿鲜甜。

冬笋是山区特产，歌者用油煎冬笋来比喻妹妹的美丽漂亮，很有地方特色，

冬笋虽然是山区特产，可油煎冬笋也不容易得吃，山区穷人，因生活所逼，要拿

冬笋去换粮、布、油、盐，真有如“种莱的人吃菜脚”的情况，因此，吃笋已很

难得，吃油煎笋就更难了。

因而也暗喻美好的姑娘虽生长在本出本乡，但要与这样好的姑娘成双也是很

不容易呵!“死去三天咀还甜”，这是夸张的手法，明知这句所说的是假，死人哪

有知觉呢?可有了第一二句的铺垫，却即信以为真了，表现出了歌者对美好的姑

娘非常爱慕的真情实意，这首歌的比喻物都是山里劳动人民日常所做、所见、所

闻、所想象到的事物，很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不是山里人，不是冬笋特产

的地区，没有这个生活，是唱不出来的，因此唱山歌也要有生活才能唱出有特点

的歌来。



唯有苦瓜最倒霉

冬瓜地瓜做一堆

葫芦牵藤去做媒

豆角无媒自成对

唯有苦瓜最倒霉

歌者找不到对象，并不是他长得不漂亮，只因家穷没有钱，姑娘不愿嫁，他

自己是农民，种有冬瓜、地瓜、葫芦、豆角、苦瓜，他看到这些植物生长情况，

触景生情，抒发自已内心的苦衷，冬瓜地瓜谈爱，葫芦帮它们做媒，豆角生来就

是自成双对，很是羡慕，把自己比做苦瓜，家里穷苦又没有人做媒，自己又不能

像豆角那样自成双对，因而自叹“唯有苦瓜最倒霉”。这些比喻非常准确、非常

形象、非常含蓄，也非常幽默，耐人寻味。

这首歌全用借比，借比之物是人所共知的，但被比的事物却意在言外，借比，

它比明比、暗比、隐比都较高一级，它是高度的概括，既简练又明快，使人一目

了然，又耐人寻味，而运用借比，歌者需要有较深厚的歌底，老歌手们为什么用

得那么话，就是歌底厚的缘故，可借比不是靠摹仿，而是靠自己有独特的生活感

受。才能用得维妙维肖。因此，这首歌是运用借比手法用得比较灵活巧妙的歌。



金丝绣球装红豆

金丝绣球装红豆

暗地相思哥不知

晚上箱里点蜡烛

暗暗流泪哥不知

“绣球”：用绸子结成的球形装饰品，壮族青年男女谈爱，成熟时就要抛绣

球，送绣球。

“红豆”：乔木多年生植物，生南国，子红色。

姑娘暗中想念自己心上的人，要送绣球给他，为了寄托思念之情，在绣球里

放红豆，红豆是相思之物，放在绣球里，当然是暗中相思的了，可歌者还要加深

姑娘思念之情，后面这两句“晚上箱里点蜡烛，暗暗流泪哥不知”。晚上已是黑

暗的了，在箱子里点蜡烛，箱子里也是暗，变成了“暗暗”，虽然两层暗地的相

思，哥哥也没法知道呵！

这首歌的特点主要是从“暗”字这个歌眼来做文章，用几个“暗”来刻划姑

娘暗想情人之深，还有用借比、谐音和象征手法来刻划人物，表现主题，也是这

歌的特点，这样来刻划，达到了既含蓄风趣，又显出了文采的美，使歌增强了浓

郁的诗意。



坐监好比坐花园

不怕死

怕死的人不偷莲

杀头好比风吹帽

坐监好比坐花园

“莲”谐“连”，“连”关“恋”，“偷莲”就是“偷恋”。

“偷恋”有几种情况：一是两人相好，父母不同意，因而偷恋；二是女方长

得美，被迫与有钱人订婚，因而偷恋。在旧社会，偷恋时，小的是挨毒打，大的

就要被明杀或暗杀，所以歌者才唱“杀头好比风吹帽，坐监好比坐花园”，这是

对恶势力的强烈反抗，可歌者不怕死的乐观精神，也被充分的表现了出来。因而

被广为传唱，成为家喻户晓的歌，人们遇到什么不怕死的事情时，总爱引用后面

这两句歌，壮族革命家韦拔群号召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时，革命群众觉悟提高后也

唱道：

木檑当捶竹当剑 也跟拔哥闹翻天

砍头不过风吹帽 坐牢好比坐花园

在山歌中，凡是脍炙人口的人民语言，都被人民广为传唱，这首歌，是比较

典型的歌，借鉴和传唱的就更多了。



猪肚翻来当帽戴

妹你好比鹰爪刺

东也勾来西也勾

猪肚翻来当帽戴

喜欢这个臭名头

“鹰爪剌”：植物名，在枝上生出很多又长又利的勾刺；人们进剌蓬就要挨

勾得出不来。

“猪肚翻来当帽戴”，猪肚是装猪屎的袋子，把它翻过来恰像一顶帽子一样，

可以戴在头上，但这个头便是臭头了。

“妹你好比鹰爪刺”就是说这个姑娘作风不好，跟很多男人勾勾搭搭，乱来

一场，所以第三句说她是自己把猪肚翻来当帽戴，自己喜欢这个臭名头，极为尖

锐地批评了这个姑娘的坏作风，因为她自己喜欢这个名头，她认为她很漂亮，博

得很多男子的喜欢，或是她认为自己很有本事能玩弄男人，因而不但不引以为耻，

反而引以为荣，这是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为此必须要给她进行严厉的

批评，使她觉悟而改正过来。

这首歌找到鹰爪刺来作比喻物，已够尖锐的了，而歌者还嫌不够深刻，又说

她自己把猪肚翻来当帽戴，说她喜欢这个臭名头，这就更尖锐了。

“猪肚翻来当帽戴”，虽然是毒骂人的话，可用在这歌里却非常形象、非常

清新，使人印象非常深刻，非常耐人寻味，使歌造意清新、蓄意深长。



看紧有晴又无晴

昨天约妹妹答应

今天等死不见人

一阵日头一阵雨

看紧有晴又无晴

“晴”与“情”谐音，又是“双关语”，“有晴又无晴”就是“有情又无情”。

“看紧”：马上看到的意思。

这歌的表现手法开头这两句是赋，直接说出昨天约妹妹答应，今天等死不见

人，后面这两句是用比，是暗比“一阵日头”就是约妹妹答应有了情，“一阵雨”

就是今天等死不见人，就是无情，因此才说“看紧有情又无情”。

在山歌里，运用“谐音”和“双关语”很多，而且用得很活，如：

妹想连哥又怕丑 妹想连情又怕人

天边一朵乌云起 又想下雨又想晴

运用这样的谐音和双关语，把这位姑娘的心理描写得非常细腻，这种谐音和

双关语，不但山歌有，古诗词也有，如大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也就用了这样

的双关语和谐音：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岸上踏歌声

东边日头西边雨 道是无晴还有晴

刘禹锡这首诗，也是从民歌来的，他说他在建平作官时（今四川巫山），看

见当地人唱着一种用笛子伴奏的歌曲，他采用了他们的曲谱制成新的《竹枝词》，

裁体和七绝一样，这首诗，在唐代就已流行。

刘禹锡写出的这首《竹枝词》人们称为杰作，如果从构思和“双关语”的运

用来看，《看紧有晴又无晴》这首歌也是运用得比较好的，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刘禹锡的《竹枝词》是杰作，而《看紧有晴又无晴》这首歌，在山歌中也可算是

一首佳作了。



如今打横盖被窝

露水入耳妹心野

纸包灯草妹心多

当初又讲连到老

如今打横盖被窝

露水是野外之物，进耳心就野起来，意思是说爱情不专一。

“纸包灯草”，“灯草”关“心”，纸包一包灯草意思是说妹心多，爱情不专

一，这是在谈爱当中最忌讳的事。

“如今打横盖被窝”，被窝是直的长，直盖可以盖到头，横的窄，横盖就盖

不到头，这是比喻连不到头的形象化。

这首歌前面两句的歌词结构比较特别，用“露水入耳”垫出“妹心野”，用

“纸包灯草”来垫出妹心多，这是“自垫”的手法，文字简练，用很少的文字说

出了很多的内容，最后一句“如今打横盖被窝”把连不到老的情况形象化了，人

们常说“横盖被窝不到头”就是这个意思。

这些歌词，都不是顺手拿来，都是经过一番的构思的功夫，才能做到用较少

的语言，说出了较多的内容，耐人寻味，令人深思，这是这首歌构思巧妙的地方。



熬来熬去未成胶

牛皮切碎放锅煮

熬来熬去未成胶

灯草挂在灶头上

你讲心焦不心焦

“胶”就是牛皮胶，“胶”谐“交”。

“灯草”关“心”。

“牛皮切碎放锅煮”，是为“熬来熬去未成胶”铺垫，“熬来熬去未成胶”意

思是说两人谈来谈去，现在还未答应定情结为夫妻。

“灯草挂在灶头上”，是为“心焦”铺垫，意思是说，两人谈了很久，情人

还未答应定情，心里焦急得象心儿挂在灶头上，你讲心焦不心焦呢？这是“铺垫”

手法的妙用。这首歌运用“熬胶”和“灯草”两个比喻物来比，而且词语都是双

关，用久熬牛皮不成胶来比久谈未成交，已是非常巧妙的了，而后面这两句又进

一步用“灯草挂在灶头上熏得焦燥，来比久谈不成心里焦急的样子，就更加形象，

更加感人，全歌没有正面说出歌者所要说的事，全用借比和隐喻，意在言外，仅

用二十八个字，非常具体而形象地说出了久谈爱未成，心里焦急的情况，言简意

深，令人回味无穷。

歌者唱出这些歌的语言，都是从农民生活里提炼出来的，生活气息很浓，有

着极为浓郁的诗意，难能可贵。



哥拍胸口顿脚回

牡丹种在瓶子里

气死蝴蝶瓶外飞

情妹头上结髻子

哥拍胸口顿脚回

“牡丹”是花王，是国色天香，这里比作美人。

“结髻子”过去农村姑娘出嫁后把头发盘结成球形在脑后，叫“结髻子”。

“牡丹种在瓶子里”就是说美姑娘在人家家里，“气死蝴蝶瓶外飞”就是说

哥哥看见想得要死，“情妹头上结髻子，哥拍胸口顿脚回”：后来看见情妹头上结

髻子，知道情妹已出嫁了，情哥拍着胸口，感到非常可惜，于是顿脚跑了回来。

这首歌是讲道德的歌。这个歌者在谈情说爱当中，发现姑娘已经出嫁，就不

再去追她了，不然，做了第三者，破坏人家的家庭幸福，是不道德的行为，说明

歌者很有道德心，在现实生活里，有些人见到漂亮的姑娘，不管她结婚与否，都

要去追，以致破坏了人家美满幸福的家庭，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为此，也有劝告的歌：

人妻貌美莫思量 光图貌美不久长

浮萍不是生根草 长江不是养鱼塘

前面那首歌很有自觉性，很有道德，很好，而后面这首不够自觉，所以就要

劝，人们常说山歌是指导青年们谈爱的教科书，从这两首歌来看，是起到了这个

作用的。后面这首歌，“浮萍不是生根草，长江不是养鱼塘”，这是很有哲理性的

语言，给人的启发教育更大，因而也是一首好歌。



路过青山树也枯

妹拿断棍给哥扶

心里有毛又有毒

塘中洗手鱼也死

路过青山树也枯

这位姑娘在与情哥谈情说爱中，不但没有真心，反而运用种种欺骗的手段，

象拿断棍给他扶，使他跌倒受伤，因而心里怀恨而唱歌骂她，骂她心里有毛又有

毒，这还是抽象的说法，“塘中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后面运用夸张的

手法来说，她有毒，就非常形象而具体了，这两句歌，后来变成骂人的名言，流

传很广，被歌手们借誉、引用，如到了解放后土改时，贫雇农斗地主也引用后面

这两句：

树上斑鸠叫咕咕 地主心肠最狠毒

塘中洗手鱼也死 路过青山树也枯

柳州市彩调团《刘三姐》剧组创作《刘三姐》时，运用“变意”法，写刘三

姐骂莫怀仁时也引用了后面这两句：

莫夸财主家豪富 财主心肠比蛇毒

塘边洗手鱼也死 走过青山树也枯

演唱后，观众反应强烈。前面那首歌传说在歌圩上对歌，后生唱不过姑娘，

后生知道姑娘是寡妇，便唱歌骂她：

妹命毒 青春年少死丈夫

塘中洗手鱼也死 路过青山树也枯

这只是传说，到底是谁先唱，就没有必要去考察它了，因为山歌是在传唱中

经过很多歌手加工提高的，也经过互相引用“变意的”。

（《刘三姐》创作组成员简介，请看《你敢伸头我敢锥》后面的介绍）



家中无柴不敢烧

哥不敢

妹富哥穷不敢交

狂风吹倒社王树

家中无柴不敢烧

“社王”：解放前每村都有个社王庙，社王是管全村人畜生命财产的神，得

罪了社王，人畜生命就要遭殃，这个怪罪是无形的，非常使人可怕，因而不敢触

犯。

“柴”谐“财”，意思是“家中无财不敢交”。

解放前在农村，富家姑娘嫁人都要门当屋对，木门对木门，如果富家姑娘看

中了穷家的后生，就被说成是后生去调戏富家的姑娘，这样后生就要挨毒打或暗

害，因而穷家后生对富家姑娘望而生畏，不敢结交。

这首歌连用三个“不敢”来说明后生不敢跟富家姑娘结交，怕得罪了富家，

就像怕得罪了社王一样人畜生命就要受遭殃。

这首歌的阶级观点很鲜明，把穷家后生害怕跟富家姑娘结交的心理，描叙得

淋漓尽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超过了同类的歌，

通俗、生动、形象，给人印象极为深刻。这首歌运用比喻物用得非常巧妙，怕富

家怕得像怕社王一样，还不深刻吗？还不巧妙吗？



有个妹仔恨死他

茄子生来倒开花

蚂蚁拖虫反倒拉

托人给哥带句话

有个妹仔恨死他

这首歌的艺术构思很是别致，前面两句强调个“倒”字，找到了两件非常确

切的“倒”的比喻物，别的植物开花，花朵都向上，而茄子开花，花朵倒向下，

蚂蚁拖虫也是反倒拉，没有生活体验是找不出的，而前两句却是为后面两句铺垫。

“托人给哥带句话，有个妹仔恨死他”，因为有了上面那两个“倒”的事件

作比喻来铺垫，因此有个妹仔恨死他，这个“恨”字，也要倒过来理解，“恨死

他”就是“爱死他”。

由于在歌场上，歌手们都有这个知识和经验，妹仔这样唱，后生马上这样还

她：

听见啦 听见鲤鱼翘尾巴

尾巴越翘鱼越大 妹越恨哥越爱她

这歌塑造了一个调皮而又风趣的妹仔，也塑造了一个聪明的哥哥，而在风格

上，用反唱倒说的手法，使人感到含蓄、风趣、妙趣横生、印象极为深刻，吸到

了一口清新的气味。



如今世界妹看尽

如今世界妹看尽

哥你多象果子狸

得吃荔枝想龙眼

墙高又搭二层梯

“果子狸”：是以吃果子为主来养活的野兽。

“荔枝”：常绿乔木，果肉多汁，味道很甜，是我国南方特产。

“龙眼”：龙眼果，常绿乔木，果肉多汁，味道很甜，也叫桂圆，南方特产。

这是姑娘揭批她的对象爱情不专一，弃旧迎新，好色之徒的歌，可这歌与一

般批判多角恋爱的歌不一样，因为这歌一开头就说：“如今世界妹看尽，哥你多

像果子狸”她把她的对象（丈夫）当作果子狸一样，什么好果都想吃，什么漂亮

的姑娘都想勾，后面两句“得吃荔枝想龙眼，墙高又搭二层梯”，意思是说得了

这漂亮的姑娘又想要那美丽的妹仔，想尽一切办法去要，墙高又搭二层梯，把一

个好色之徒的思想和行为，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歌虽然是在旧社会时唱的，而现在还有现实意义，前几年看了一本书，批

判一个好色之徒，用了四句话来概括：“稳定老大、狠抓老二、发展老三，物色

老四”，这不是跟“得吃荔枝想龙眼，墙高又搭二层梯”一样的思想和行为吗？

这歌开头说：“如今世界妹看尽”这是一句世故较深的话，歌虽是廖廖四句，却

胜过洋洋万富，令人深思！



眼泪滴穿独秀峰

象鼻山边心换心

叠彩山上难分情

望夫山头肝肠断

眼泪滴穿独秀峰

“象鼻山”、“叠彩山”、“望夫山”，“独秀峰”这四座山均是桂林风景区的名

山。

这对情人在象鼻山定情，在叠彩出分情，在望夫山头触景生情，想起过去与

情人话别分手的情景，心胸绞痛，寸断肝肠，如今又独自一人登上独秀峰，独人

对独峰，感慨万千，泪如泉涌，滴穿了山峰。

游览甲天下的桂林风景，如果是心情舒畅或与情人同游，可以触景生情抒发

出优美的情怀，唱出浓郁的诗篇，可是这位歌者，来到桂林，触景生情，生出过

去在这里与情人分手的思念，回忆往事，心情激动而唱出肝肠寸断的歌，令人同

情而为之洒泪！

这首歌的歌词用字精工，很赋于情思，诗情画意，文雅多姿，给人以美的艺

术享受。



吊兰无土自开花

莫拿火笼当枕垫

季节不到不扬花

蛋子无门盐自进

吊兰无土自开花

“火笼”：旧社会农村用的取暖器，用竹片编成一个篮形，里面放一个瓦盆，

盆里放上木炭，便可取暖。

“吊兰”多年生草本，用一个小篮装进小盆或小桶，放水不放土，吊兰靠水

生长开花。

“莫拿火笼当枕垫”，火笼做枕，头脑就会发热，意思是说遇事不要头脑发

热，要冷静的思考，如谈爱不要急于求成。

“季节不到不扬花”，凡事不要违反自然规律。植物、庄稼都一样，季节不

到是不会开花的。意思是说，谈爱不要性急，条件成熟了才能成亲。

“蛋子无门盐自进，吊兰无土自开花”，这两句是进一步证实万物有它的自

然规律性，要人们不要去违反，如果煮蛋时为了给盐进去而开个洞，吊兰给它放

进土，不但违反了规律，还要出问题闹笑话，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拔苗助长”，

希望它快长，反而把它搞死。

因此这首歌的哲理性很强，不但在情场里有启示，就是在做人的道理上、待

人处世上也是有很大的启示的。



生同高结死同柴

妹情愿

松柏树下把藤栽

青藤攀上松柏树

生同高结死同柴

“高结”：“结”谐“洁”，“高结”就是高洁，松柏的性格是高尚纯洁。

妹情愿在松柏树下把藤栽，这是情妹了解情哥是个象松柏树那样高尚纯洁的

人，因此把“松柏”比喻哥哥，把“青藤”比喻自己，意思是说情妹愿意跟情哥

相好。

“青藤攀上松柏树，生同高结死同柴”这首歌可贵之处是情妹表示“生同高

结死同柴”，“生同高结”高结一是高尚的结合，一是哥哥象松柏一样高尚纯洁，

跟哥哥相好，得到哥哥的感化，使自己也和哥哥一样纯洁高尚，死了以后，也象

松柏树一样成为有用之材。

这歌构思比较别致，意境非常高雅，给人以高尚纯洁的情怀，是一首风格高

尚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