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鲤鱼吃对茶麸水

想哥一日又一日

相在心中不敢提

鲤鱼吃对茶麸水

沤坏心肠哥不知

“茶麸水”：油茶打出了油，剩下的渣子叫茶麸，“茶麸水”：把茶麸拿来用

水煮沸后，倒到河里，鱼吃对了就会昏沉死去，轻的也要有着一段时间昏迷，是

鱼的毒药。

从一般情况说，男的想女的，比较大胆提出，而姑娘想男的，就不敢大胆说

出了，可心里又老是在想，想了一日又一日，象鲤鱼吃对茶麸水，沤坏心肠哥哥

怎么能知道呢?这样描叙把姑娘暗中思念情哥的心情淋漓尽致的表现了起来。

这歌的表现手法是先赋后比，先直说想念情哥不敢提的心情，后两句是用比，

用鲤鱼吃对茶麸水昏沉的情况来把这个形象具体化，文学作品最怕抽象，因此这

首歌，如果没有后面这个具体形象，就很难取得听者的同情，因而就很难说是一

首好歌。



哪个藕塘不结莲

哪个日头不照天

哪条江水不通船

哪块良田不种稻

哪个藕塘不结莲

“藕”谐“偶”、“莲”谐“连”，“连”关“恋”。

这首歌的表现手法是排比和借比，一般的歌，前面三句排比后，第四句便正

式点题，如：

风吹云动天不动，水推船移岸不移

刀切藕断丝不断，我俩从离心不离

第四句便点出“我俩人离心不离”，而上面那首，前三句排比过后，第四句

还是用借藕塘来比妹妹，即“哪个妹仔不连人”，借“哪个藕塘不结莲”来点题，

这样就比“我俩人离心“不离”文雅得多，含蓄很多了，因而它却另有一番风味。

这首歌词比较形象，哲理性较强，画面也很清新，一连四句都是质问式的语

言，使感情一步步浓烈起来，这些语言也是人民经过千锤百炼、经过千百年淘洗

过的精炼语言，因而能脍炙人口，像流水一样，长流不朽。



破开手臂栽红豆

破开手臂栽红豆

入肉相思痛透心

不怕千山万水远

偷天换日又来寻

“红豆”：乔木，生南国，种子红色，也叫相思豆。

“偷天换日”：比喻暗中玩弄手法，改变重大事物的真相来欺骗别人，这里

指暗中想尽一切办法，瞒过那些反对他们谈爱的人去找情人。

“破开手臂栽红豆”，这句是给下句铺垫，有破开手臂栽红豆，才有入肉相

思痛透心，这个不是表面相思，而是入肉相思，所以才痛透心，第一句为第二句

铺垫，第二句为第一句加深，这是山歌里第一流语言结构，这样的语言表现力极

强，真是“掷到地上响当当，丢到河里鱼惊慌”，份量非常重，力度非常强，达

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和精度。

“不怕千山万水远，偷天换日又来寻”，因为有了前面那样深沉的感情，所

以才有不怕千山万水远，都要想尽办法去寻找情妹，这首歌不但构思精巧，语言

也非常精炼，歌唱相思的歌很多，如：

红豆栽在天涯角 万里相思妹不知

一年三百六十夜 夜夜睁眼到鸡啼

这虽然也很好，但却比较消极，又如：

红豆栽在娥嵋月 相思哪日得团圆

扛铲上天铲月亮 不得团圆要半边

这些歌都比不上《破开手臂栽红豆》的艺术感染力那么强，在同类型的歌中，

可以说是佳作。



地裂当它梅花开

半夜想妹半夜来

碰着老虎脚踢开

天崩当它瓜棚倒

地裂当它梅花开

前面这两句是说两人有着坚贞的爱情，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武松为了兄弟

之情，最凶的老虎也挡不住他，这个后生为了情妹，黑夜、猛虎也挡不住他，后

面这两句“天崩当它瓜棚倒，地裂当它梅花开”，唱得气魄雄伟，意志坚决，表

现出他的极为乐观的精神，天崩了，一切都完了，可他只当瓜棚倒，地裂了，象

地震一样葬在地心了，可他还当作梅花开放来欣赏，这够乐观的了。

因为后面这两句是气魄雄伟情绪乐观，因此被人们广为引用和借鉴，如：

新打灯盏放心点 同哥情好放心连

天崩当它瓜棚倒 我俩恩情顶半边

又如：

山中猛虎我不怕 怕你家丁狗奴才

天崩只当瓜棚倒 地裂只当梅花开

这个被逼嫁给财主的穷姑娘，也引用了这两句歌来表示她反抗的坚决态度。

这首歌气魄这样雄伟，情绪这样乐观，而且文采又很美，这样的山歌真是令

人钦佩、令人拍手叫好！



扁担烧火炭无圆

天井种禾哥无田

花盆种菜哥无园

好花隔河哥无渡

扁担烧火炭无圆

“炭”谐“叹”，“圆”谐“缘”，“园”谐“缘”，“炭无圆”就是“叹无缘”，

“哥无园”就是“哥无缘”。

这首歌的主题主要是说明“哥无缘”，在歌词结构上主要是用“自垫”的手

法，如“天井种禾”给“哥无田”铺垫，“扁担烧火”给“炭无圆”铺垫，这首

四句全是用“自垫”的手法，“自垫”这个手法使歌词非常简练，用很少的文字

唱出更多的内容，可“自垫”这个手法比较难写，要经过一番构思的工夫，要有

丰富的生活和过硬的艺术功底才能写好唱好。

除了用“自垫”的手法外，还用“谐音”和“双关”，“无园”和“无圆”是

谐音，“无田”、“无渡”是“双关”，这些表现的手法用得很好，比喻物找得确切，

是一首形象生动、风趣幽默、耐人寻味的好歌。



今年不干明年干

火烧灯草细细炭

说哥千祈要耐烦

年三十晚晒衣裤

今年不干明年干

“灯草”关“心”、“炭”谐“探”，“细细炭”就是“细细探”。

“火烧灯草”为“细细炭”铺垫，灯草的炭是很细的，这就是说，请哥用心

把对方探问清楚，不要急燥，要耐得烦，这是双关也是谐音。

“年三十晚晒衣裤，今年不干明年干”，年三十晚晒的衣裤，过了几个钟头

便是明年了，今年不干明年就会干的，意思是说，今年谈不成熟，明年就会成熟

就能成亲的，这第三句是为第四句铺垫。第四句“今年不干明年干”却是出人意

料之外的妙句。这首歌构思巧妙内容奇特，语言非常清新而有特色，这样的歌，

一环扣一环，含意一层深一层，把主题揭示得又含蓄又风趣，诗意更加浓郁，是

一首内容奇特、语言清新的好歌。



酸菜重新转开花

若要情哥不想妹

冷饭重新转发芽

筷条重新变竹子

酸菜重新转开花

在歌圩上或在情场中，情妹真的叫他不要想她了，或是在试探他，他唱出表

态的歌，态度明朗、意志坚决、勿容置疑、令人感动。

在表现手法上，借三个比喻物来表明他的心情，就是说，若要情哥不想妹，

只有冷饭发芽、筷条变竹子、酸菜转开花，哥哥才不想，这是够坚决的了。

这首山歌的特点是连用否定的否定的辩证方法来证实他一定要想，连用了三

个“重新”、“三个转变”来表白他的心情，在方法上为了加深感情，运用音乐谱

曲的方法，大家都知道，在一首歌曲中，歌词很少，而作曲家作曲时，为了加深

感情，把主题升华，便反复强调、反复重唱，以达到感情加深、主题升华的目的，

歌手们把这个原理也用到山歌上，这首歌就用得很活，增强了音乐的气氛，达到

了强调的效果。



情妹好讲难定心

杉木好锯难定线

琵琶好弹难定音

糯米好吃难定水

情妹好讲难定心

这首歌的主题是“难定心”，为什么强调难定心呢？因为在谈情说爱中，是

真谈还是假谈，是真心真意还是假心假意，是有心有意还是无心无意，这是谈得

成不成的重要关键，不然，谈不成了，浪费了时间，浪费了金钱，浪费了感情等

等，损失之大，无可估量，因此在谈爱中，心定不定是个核心问题。

古今中外，对于人心的了解，从来是个谜，因为人的心是根据条件、时间、

地点而转移的，不是固定的、静止的，这是辩证观点，因此有“知人知面难知心”

之说。这首歌的表现手法有几个特点，一是用排比，连用四个“好”和四个“难

定”来说明主题，这是比较典型的排比，二是在歌词结构上，在每句歌词里全是

用一正一反的手法和对比的手法，如“杉木好锯”是正的“难定线”是反的，这

也是“好”和“难”的对比，因此这歌的四个排比，四个正反，四个对比，内容

丰富，含意深刻，是一首构思别致、手法新颖的歌。



一脚难踏两只船

一人难坐两只艇

一脚难踏两只船

有天狂风大浪起

就要跌下大深渊

这歌是警告那些搞多角恋爱的人，在情场中，男女双方搞多角恋爱，爱情不

专一，对方发现，就要闹垮，如果遇到对方野蛮，或破坏人家的幸福，就要挨毒

打，甚至挨明杀或暗杀，所以说，有天狂风大浪起，就要跌下大深渊。

这首歌，在表现手法上，全是用暗比和借比，歌者没有把主题明说。只是借

用“一人难坐两只艇，一脚难踏两只船”这两件事来说明，它的不可能和危害，

也只用“有天狂风大浪起，就要跌下大深渊”来加以强调，一脚踏两只船好不好、

危险不危险，那就由听者去揣摩，去联想了。

这首歌虽然是劝告或警戒歌，可搞多角恋爱的人光是劝告或警戒还不行，还

要看他有没有思想品德的修养，有没有自觉精神，不然，法律上不是规定得很清

楚了吗？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犯法呢?



慢慢熬来才成胶

油炸猪肝过了火

人人都说哥心焦

三两牛皮下锅煮

慢慢熬来才成胶

“肝”关“心”。

“胶”谐“交”，旧社会农村用人工熬牛皮胶，要耐心烧火，慢慢地熬才成

胶。

这首歌的表现手法全是用借比，全歌没有明说出主题，只用油炸猪肝过了火

和慢慢熬来才成胶这两件比喻物来说明。并不晦涩，一听就懂。

这歌的歌词结构是上句为下句铺垫，如上句有“油炸猪肝过了火”，下句便

有“人人都说哥心焦”，“猪肝过火”就是情哥心焦，第三句“三两牛皮下锅煮”

为第四句铺垫，垫出“慢慢熬来才成胶”，意思是说谈爱心急不得，要象熬牛皮

胶那样，慢慢谈来才能成交，上句为下句铺垫的歌，要经过考虑和艺术的构思，

才能做到耐人寻味、令人深思。



听哥说话又回生

挑水想哥跌下井

爹娘捞起泪淋淋

离开阳问三天了

听哥说话又回生

这歌是用夸张的手法，铺垫得好，虽是夸张，令人可信，因为妹想情哥想得

痴迷，失脚跌下井是很可能的，“离开阳间三天了，听哥说话又回生”，这是歌手

根据民间习惯说的，民间有个说法，即人死后不久，亲人来到一问一说，尸体就

有反应，一般是鼻子流血，或口出泡沫，甚至张开眼睛，因此听哥说话又回生也

是有可信性，但主要是情妹对情哥爱得深沉，这爱操纵了情妹的生死权，为情哥

而死，为情哥而生，情义深重，令人感慨万千！

类似这样的歌很多，如：

坐在板凳打瞌睡 人人讲哥酒多杯

因为那天同妹讲 三魂去了未曾回

又如：

去年吃哥一碗粥 饿到如今象枯藤

妹的冤魂走过路 见哥人影又回生

夸张的歌，艺术感染力强，可要铺垫得好，才能收到艺术效果。



细雨淋蔸又标苗

高山岭顶种芭蕉

狂风吹来野火烧

火烧芭蕉心不死

细雨淋蔸又标苗

“芭蕉”：多年生草木植物，叶子很大，有“最大芭蕉叶”之说，果实很甜，

产于亚热带。

前两句是说，他们两人公开谈爱，引起红眼人的打击和破坏。

第三句是火烧芭蕉心不死，芭蕉皮很厚一般野火是烧不到心，心不死。

后两句是说，两人的感情很深，爱情很坚贞，红眼的人打击和破坏，是破坏

不了的，现在暂时给你们压下去，一有时机两人就又相好起来。

歌者的构思，抓住芭蕉皮厚野火烧不死、细雨淋蔸又标苗这特点来抒发受压

压不住的感情，因而这歌不但反映情场中的生活，也更深刻地隐喻着世间万物都

有极强的生命力，只要有点机会，就能新生，因此“火烧芭蕉心不死，细雨淋蔸

又标苗”，这两句歌，真实地反映了歌者自己的生活感受，也抒发出了人们受压

的心情，既有诗味，又有哲理，成为后人常常引用的富有哲理的名歌。



侧面生芽起横心

吃了火炭黑了心

燕子飞进别人门

竽头拿来破开种

侧面生芽起横心

“吃了火炭黑了心”火炭是黑的，吃进肚里，把心肠染黑，这是民间骂人最

尖锐的话。

“燕子飞进别人门”这是借比，借燕子来比妹妹，意思是说现在和情妹不好，

情妹像燕子一样飞进别人的门去了。

“芋头拿来破开种，侧面生芽起横心”，穷人为了省一些芋头本，大个的芋

头就破开两边，分成两蔸种，这样它就要在侧面生芽，这就叫“起横心”，意思

是说，情人心变了，下了横心不来和情哥谈了，找出这样的比喻物，是歌者的别

出心裁！这首歌第一句“吃了火炭黑了心”，是人民提炼出来闪闪发光的语言，

第三第四句则是非常新鲜的语言，用破开芋头种半边起横心这个比喻物来比妹妹

起横心而断了情是最确切的了，可这个比喻物不是随手拿来，他独创一格、与众

不同，没有生活体验是绝对想不出来的，不但歌者有生活体验，而听者也要有这

个生活体验，才能欣赏出味来，当然农民是有这个生活的，别的听者，不经过注

析，是不会懂得的，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生活也是欣赏作品的本钱呵！



妹留黑路给哥行

下雨拿筛当帽戴

两眼望穿不见晴

墨砚拿来做桥板

妹留黑路给哥行

“筛”关“望穿”，上句有“下雨拿筛当帽戴”，下句就有“两眼望穿不见晴”，

这是铺垫手法。

“睛”谐“情”，“不见晴”就是“不见情”。

“墨砚”：旧社会用毛笔写字，必须用石头做墨砚，拿墨砚做桥板，垫出黑

路，非常绝妙。

“下雨拿筛当帽戴”，本来，下雨时，人们是不会拿筛子当帽戴的，可山歌

中，有着上句为下旬铺垫这个习惯手法，以及歌中习惯用“双关”和“谐音”的

手法，如“下雨拿筛当帽戴”、“两眼望穿不见睛”，不但是铺垫，而且又是“双

关”和“谐音”，“晴”谐“情”，不见晴就是不见情人。

又如“墨砚拿来做桥板”给“妹留黑路给哥行”铺垫，在构思上也想得非常

绝妙。

这首歌的语言也很清新、很有文采，既含蓄又易懂，画面形象，诗意浓郁，

是一首耐人寻味的歌。



十年兴败几多人

新起楼房不盖顶

特地留来看天星

莫把情哥来看小

十年兴败几多人

在情场中，失恋是常有的事，可由于思想素质不同，表现各异，有些心灰意

冷，有些看破红尘，有些不服气，暗中发奋。

“新起楼房不盖顶，特地留来看天星”，这是借比，意思是说，你嫌我家穷，

看不起我，我也用冷眼来看你。

“莫把情哥来看小，十年兴败几多人”，这是动的观点，辩证的观点，事物

是不会静止的，它是在动、是在变，十年内，有些人就转败为兴，有些人则由兴

转败，一个人的兴败不用多长时间，十年内就可看见。

这歌有很大社会功能，他不但劝告丢他的姑娘，也提醒一些人，得志时不要

骄傲，看不起人，要知道世间事物都不是静止的，要懂得“十年兴败几多人”这

个动的辩证哲理，因此在处世做人上也很有教益。

这歌充分运用了人民语言：“新起楼房不盖瓦，特地留来看天星”，这是闪闪

发光的人民语言，还有“十年兴败几多人”也是人们的辩证观点的语言，哲理性

比较强，因而常常给人借鉴和引用。



榕树无花果像金

有意栽花花不发

无心插柳柳成荫

牡丹开花不结果

榕树无花果像金

歌者想追求一个姑娘，姑娘不愿意，“有意栽花花不发”，而他不想要那个姑

娘又死来缠他，在半推半就之下和她好了，“无心插柳柳成荫”了，于是他悟出

了个道理，牡丹花是美，可光开花惹人而不结果，榕树虽然无花开，可结的果像

金子一样喜人，人生追求什么，值得深思。

这歌在表现手法上，一是借比，借“栽花”和“插柳”、“牡丹不结果”和“榕

树果像金”这四件比喻物，来说明主题，把主题明确的比了出来，这歌还有一个

手法是“正和反”对比，“有意栽花”和“无心插柳”是个对比，“花不发”和“柳

成荫”又是一个对比，后面“牡丹有花不结果，榕树无花果象金”又是一个正和

反的对比，人们常说：“不怕不识货，最怕货比货”，这么一比，好和不好，就不

言而喻了。

这歌前面这两句，是人民脍炙人口的语言，前两句和后面两句组成一首歌，

有机的融合起来，使歌玲珑剔透，朴质深沉，达到了美的境界，使人广为传唱。



万般情义望哥收

绣球里面放红豆

几多相思在里头

绣球抛到哥身上

万般情义望哥收

“绣球”：是壮族姑娘用丝绸巧手绣成的彩球，它是爱情的信物，姑娘中意

了那个后生，才把绣球抛给他。

“红豆”：是相思树的种子。“红豆”关“相思”。

这首歌构思别致的地方就是把红豆放在绣球里，本来，绣球已是很使人相思，

使人激动感情之物了，歌者再把更引人相思的红豆放进去，这样使对方相思的感

情更加浓烈，更加深沉，相思的份量更加深重，所以这首歌能激动人心，人人爱

唱，个个爱听，是相思歌里比较好的歌。

关于这类的歌很多，如：

唱得好 情妹为哥绣花球

绣球挂在相思树 心动情哥树点头

这首又是把绣球和相思树联系起来唱，有些歌绣球时不是放红豆，而是放头

发，如：

夜睡不着起五更 绣个绣球送情人

扯把头发绣进去 永缠情哥这颗心

绣球是一种能动情思之物，姑娘们为了表达对情哥思念之情，在绣绣球时做

了很多文章，使对方唤起了美好的情思。



劝妹栽株公蕉树

劝妹栽株公蕉树

千年万代不生梳

劝妹饭后煲放好

千祈莫要乱丢锅

“公蕉树”就是公的芭蕉树。

“不生梳”：“梳”谐“疏”，芭蕉结果像梳子，不生芭蕉就是不生梳，意思

是两人谈爱，千年万代不生疏。

“煲”，就是瓦罐，旧社会穷人家里人少都习惯用瓦罐煮饭，味道特别香甜

好吃。“锅”谐“哥”，不丢锅，就是不丢哥。

这首歌用谐音、双关和借比的手法，借用“公蕉”和“煲”作比喻物来暗示

情妹不要变心，全歌没有把主题点明，比喻物用得很确切，表现力很强，虽然不

点，但也很鲜明。

这歌的比喻物，歌者不是顺手拿来，而是有了生活体验，有了独特的感受后，

经过一番构思的，如公蕉树，不生梳谐不生疏，就想得很绝，还有“煲”关“锅”，

“锅”谐“哥”，饭后把煲放好，不要乱丢锅，这些都是构思得很巧妙，想得很

巧，因而这歌别开生面，妙趣横生，意味深长。



成连来听伯牙琴

成连来听伯牙琴

哥遇情妹成知音

灯草浸在蜜糖里

几多甜味在哥心

“伯牙”：古代传说人物，相传生于春秋时代，善弹琴，据《乐府解题》伯

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后随成连先生到东海蓬莱山，闻海水澎湃，群鸟

悲号之声，心有所感乃援琴而歌，从此琴艺大进，伯牙有了知音。

“灯草”：植物名，可作灯心用。“灯草”关“心”。

这首歌的表现手法是借比，比喻物与一般不同，借古人有知音来比他们两人

有知音，借得很好，看来这个歌者不是一般农民，或有一些文化的农民，或他听

人说后而借来的，在生活里，也有不识字的歌手唱历史典故的歌，如柳城县歌手

黄三弟，他与柳州市桂剧团演员对歌，演员唱了一首历史上的事的歌问他：

闻说元霸好武艺 手舞铜锤世无敌

威逼哪个写降表 夺回玉玺和玉笔

黄三弟没有文化，答不出，连夜跑回家去问他爹，弄清了以后，马上又到柳

州答歌：

唐朝元霸好武艺 威逼反王写降书

夺回玉玺传国宝 回到潼关挨雷劈

这就是不识字的农民唱历史典故的歌，因此既是传统山歌，不管歌者是文人

还是农民，都应该承认它是好歌，文人写山歌的也有，大诗人刘禹锡和李白，就

写过山歌，所以在文坛上，诗人和歌手，诗和歌，都可以相通的。



日绞肝肠夜绞心

想起情哥泪纷纷

好比织女想郎君

绣花把线吞下肚

日绞肝肠夜绞心

“牛郎织女”指牛郎星和织女星。古代神话中人物，织女是天帝的孙女，与

牛郎结合后，不再给天帝织云锦，天帝用天河将他们隔开，只准每年农历七月七

日相会一次。这里比喻两人相隔很久不能见面，因而象牛郎织女一样思念。

“绣花把线吞下肚，日绞肝肠夜绞心”，姑娘绣花时，用咀咬断线，想哥想

得痴迷，把线吞下肚，这是有可能的，吞下肚后，就变成日绞肝肠夜绞心了。

这首歌，在思念情人的歌中，它又是另一种构思，把线吞下肚的夸张可能性

很大，可信性也很强，这样唱，情意比较缠绵感人，没有象一些歌那样恐怖可怕，

如：

想哥迷 想哥迷迷哥不知

三寸钢刀吞下肚 割断肝肠哥不知

这歌虽然感情也很深沉，可有些恐怖比不上前面那首缠绵优美，又如：

实在想 日夜想妹妹不知

想妹好比刀割肉 想到几时痛几时

这首虽然没有那么恐怖可怕，但文采不美情意没有那么缠绵，那么激动人心，

总的来说，这三首歌，都是思念情人感情比较深沉，而且夸张得比较令人可信的

好歌。



哪有利刀能割愁

大水涛涛冲五岭

愁洪滚滚泡九州

只有筑坝能拦水

哪有利刀能割愁

“五岭”：指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瘐岭，在广西、广东北

部和湖南交界处。

“愁洪”：指特大的愁苦。

“九州”：传说我国上古行政区划，后用作“中国”的代称。

这歌把离愁别恨和大水、五岭、九州融在一起，形象鲜明，感隋充沛，特别

是最后一句“哪有利刀能割愁?”反问得激动人心、感人肺腑，这位歌手抓住了

触景生情这个极为敏捷时机，抒发了内心的感情，这样的歌和李煜的“问君还有

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不是很相似的吗？李煜才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而

这歌却是洪愁滚滚泡九州的哩！这不比李煜的词厉害吗？

“只有筑坝能拦水，哪有利刀能割愁?”这和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

杯消愁愁更愁”，也不是很相似的吗？

这首歌是用赋的手法，歌者通过白描畅叙、直抒胸臆、晴景交融，形象生动、

气魄雄伟、感情充沛，是一首艺术感染力较强的好歌。



灯草绚牛莫望牵

莫望了

灯草绚牛莫望牵

家里无谷莫望碓

旱塘栽藕莫望莲

“灯草”：植物名，农民点植物油灯的灯心，质脆易断，“灯草”关“心”。

“碓”：旧社会舂米的工具，用柱子架起一根木杠，杠的一端装一块圆形石

头，用脚连续踏另一端，石头连续起落，去掉下面石臼里糙米的皮，“碓”谐“对”。

“藕”谐“偶”、“莲”谐“连”。

这歌的表现手法是借比，如“灯草绹牛莫望牵”，灯草关心，意思是说，你

有心去和她谈，可她不愿意，这就像用灯草去绹牛那样，哪里牵得动。

“家里无谷莫望碓”，这也是双关语，家里没有谷子你去找碓是白费的，也

就是说家里无钱莫望她成对了。

“旱塘种藕莫望莲”，旱塘种藕藕不生，怎么有莲来，也就是说，家里无钱，

就莫望去连她了。借这三个比喻物来说明连妹没有希望的原因，理由非常充分。

这歌还有一个手法就是运用歇后语的写法，如“灯草绹牛——莫望牵”、“家

里无谷——莫望碓”、“旱塘种藕——莫望莲”，都是用歇后语的写法。

这歌还有一个手法，就是谐音运用得很巧，如“莫望牵（牵即是连）、莫望

碓（对）、莫望莲（连），这些谐音又是双关，都用得很确切，特别是语言精炼、

构思巧妙、寓意深远、蕴蓄着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思想内容，叫人听后能产生深沉

的联想，这种联想大大超过了歌者的歌唱意图，令人深思！



菩萨听了也心寒

十年相好一朝断

利刀落肚割心肝

石狮听了流眼泪

菩萨听了也心寒

这歌用的表现手法比较复杂，是赋、借比、拟人法和夸张四种手法并用。

“十年相好一朝断”，这是赋、直陈其事。

“利刀落肚割心肝”，这是借比，也是夸张，明比前面是带“像”，“好比”

等字眼，暗比是带“是”字，而借比什么也不带，借这件事来比那件事，如“利

刀落肚割心肝”就是借这件事来比十年相好一朝断，象利刀落肚割心肝那样痛苦

难过，其实利刀是不会落肚的，这里为形容心里难过而用夸张的说法来说明，这

样就把更具体更形象的断后痛心肝的情况表现出来。

“石狮听了流眼泪，菩萨听了也心寒”，这是拟人法，也是夸张，把石狮和

菩萨比作人，给它们以感情、善解人意，同情这位断情后的痛苦，把夸张和拟人

法用得水乳交融，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

这歌一开头就直说出“十年相好一朝断”的情景，给下面的借比、拟人法，

夸张打上了扎实的基础，使人感到后面说的事可信，《西厢记》里“泪添九曲黄

河溢，愁压三峰华岳低”这是夸张她的眼泪之多，愁思之重，可如果没有崔莺莺

对张生深情做基础，这个夸张就会变成虚伪，失去了感人的力量，因此夸张一定

要有铺垫，有扎实的基础，才能产生感人的艺术效果。



自怨自己无眼珠

当初见面笑嘻嘻

如今见面反脸皮

瞎子过桥跌下水

自怨自己无眼珠

这首歌在内容上可贵之处，就是有自知这明，失恋后有几种心态，一是自杀，

二是杀人，三是有自知之明，不怪人家，只怪自己无眼珠，自己总结后，把思想

素质提高了一步，非常可贵，而在人生征途上，也应该自己有眼珠。

创作上也有个可贵之处，就是找到了非常确切的比喻物，即“瞎子过桥跌下

水，自怨自己无眼珠”既确切又形象，如果自己有眼珠，过桥怎能跌下水，如果

自己有眼珠，看清这样无心肠的入，怎么会失恋呢？

失恋后也有很多自己知错的歌，如：

千错万错是哥错，滚水飘飘也急喝

错在当初不查问，错把乌鸦当八哥

这歌虽然也有自知之明，可在艺术构思上却没有前面那首巧妙，“滚水飘飘

也急喝”没有“瞎子过桥跌下水，自怨自己无眼珠”那样含蓄，那样有文采，那

样耐人寻味。



是哥魂魄到妹家

妹家有蔸芙蓉树

蝴蝶来采芙蓉花

蝴蝶进家妹莫打

是哥魂魄到妹家

这首是痴恋情妹的恋歌，痴恋情妹的歌很多，可这首构思得比较巧妙，开头

两句是借芙蓉树和蝴蝶来比妹妹和哥哥，妹家有蔸芙榕树，就是说妹象一朵美丽

的芙蓉花，蝴蝶来采芙蓉花，就是说哥哥来妹家和妹谈情说爱，蝴蝶进家妹莫打，

就是说哥到妹家妹妹要好好招待，因为哥哥的魂魄早已飞到妹妹的身上了，这全

是借比，有趣而巧妙，令人寻味。

过去有个习惯的说法，说蝴蝶是人的魂魄的化身，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

两人相爱不成夫妻，梁山伯气死埋在路边，祝英台嫁给马家，花轿抬到坟前，英

台下轿祭奠，坟忽然裂开，英台跳进坟去，一会，坟内飞出一双蝴蝶，双双飞上

天空，所以歌者借用蝴蝶是哥魂魄，人们都会理解，这样说又幽默又含蓄，又不

晦涩，山歌是口头文学，既要幽默含蓄又要明快易懂。

用蝴蝶来作比喻物的歌很多，如：

一只蝴蝶金又黄 蝴蝶摇翅进妹房

不是蝴蝶来看妹 是哥魂魄来探双

蝴蝶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美好的动物，可爱的动物，因此用蝴蝶来作比喻物，

使人感受到一种优美的情思，有较大的艺术感染力，是一首另有一种风味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