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中只有藤缠树

山中只有藤缠树

世上哪有树缠藤

青藤若是不缠树

枉过一春又一春

这是刘三姐跟李小牛唱的情歌。

刘三姐，传说是宜山下涧河边的下涧村人，很会唱歌，青年李示田请她教歌，

两个便边唱边谈爱起来。附近村有个财主叫莫仁怀，看见三姐生得美丽，便想要

她做小婆，三姐不肯，莫仁怀怀恨在心，看见三姐坐在葡萄藤上与李示田对歌，

他便把藤砍断，三姐跌下河，大水把三姐冲到柳江河里，老渔翁救起后，便又与

示田在鱼峰山上唱歌，后来在鲤鱼岩里成仙。

柳州市《刘三姐》创作组把传统情歌“进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

这两句反过来用：“山中只有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因此说，“青藤若是不

缠树，枉过一春又一春”，这就是说，如果你不来缠我那就枉过一春又一春了。

这首歌的表现手法是借比和双关暗示小牛要来缠她。这也是说歌词上说青藤

缠树的事，而另一个意思是说要小牛来缠她的事，他们改得很好，既含蓄又不隐

晦，既风趣又有文采，既幽默又耐人寻味，是一首很好的情歌。



早仰西方是妹姓

早仰西方是妹姓

月对良江是妹名

妹的姓名不好听

一手交给聪明人

“早仰西方”：早的上面有西，就是“西早覃”，妹是姓覃。

“月对良江”：月的对面有良，就是“良月朗”，妹名是朗。

“妹的名字不好听，一手交给聪明人”，“覃朗”这姓名是很好听的呀!怎么

又说不好听呢？为什么又说一手交给聪明人呢？山歌的表现手法惯用谐音，可以

用谙音把它谐出来。

“覃朗”：“覃”谐“寻”，“朗”谐“郎”这样便谐出

“寻郎”来了，妹的姓名叫“寻郎”，是有些不好听，可寻郎寻到情哥身上，

这是多么情深厚义的情妹呀！这歌这么一测一谐，就知道歌者的构思，更加巧妙

和别致，问答姓名的歌，一般只是第一层，测出“覃朗”算是有本事的了，再没

有测到第二层的“寻郎”来，可这首歌的第三第四句，就启发你还要再想下去，

这是构思得绝妙的地方。

这首歌运用测字和“谐音”，塑造了一个聪明可爱、想象力很强的情妹，也

塑造了一个聪明伶俐、想象力很强的情哥把这两个人的形象塑造得聪明可爱、栩

栩如生，非常可贵!

欣赏—首好歌，除了欣赏它词意上所说的意思之外，还要欣赏出它的弦外之

音，诗也是一样，柳宗元的《江雪》这首诗，除了欣赏出它对雪景绝妙之外，还

要从它的诗眼“独钓”二字来欣赏出他政变失败后自己顽强而孤独的战斗精神。

《早仰西方是妹姓》这歌，如果不抓住歌眼“不好听”三字来动脑筋，是谐不出

“寻郎”这个绝妙的构思来的，这歌虽只二十八个字，却有着这么丰富的内涵，

真是“言虽尽而意不尽”，这不得不佩服这位歌手的艺术才能呵!



一身乌肉转变白

妹娘打妹一身黑

大小医生医不得

哥在妹门咳声嗽

一身乌肉转变白

“妹”即“情妹”，“哥”即“情哥”，“哥妹”不是生活里的同胞兄妹，在情

场中，—般女的年纪小，称为妹，男的年纪大称为哥。

前面两句说出挨打一身黑，医生医不得，为下面铺垫，第三句—转，“哥在

妹门咳声嗽”，提出了悬念，第四句“一身乌肉转变白”，收得很妙，使人感到意

料之外，可又在情理之中，情妹和情哥深重的感情，全由这句话表达出来，歌颂

两人爱情的坚贞，真是神来之笔！

这首歌的表现手法，开头两句是赋，是敷陈其事面直言之，而第三第四句“哥

在妹门咳声嗽，一身乌肉转变白”这是夸张的手法，在一首歌里，对比和夸张同

时并用，更加显得姑娘控诉和反抗情绪的强烈，就更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山歌里，运用夸张的手法很多，如：

桥上打伞桥底荫 桥底鲤鱼有半斤

半斤鲤鱼四两胆 胆子不大不连情

“半斤鲤鱼四两胆”这也是够夸张的了，可夸张要铺垫好，如前面那首，有

因妹痴心连歌而挨毒打，对情哥感情极深，所以哥在妹门咳声嗽，一身乌肉转变

白，这样才使人可信，后面这首夸张就铺垫得不大好，因而就没有前面那首的感

染力强。



白的没有黑的甜

白白瘦瘦哥讨厌

乌乌黑黑哥喜欢

好比山中杨梅子

白的没有黑的甜

“杨梅”，常绿乔木，果实未成熟时是白色，是酸，成熟后是黑色，是甜。

歌者选择对象的标准，与一般不同，“白白瘦瘦哥讨厌”，因为白白瘦瘦的姑

娘，一是不大健康，二是没有参加野外劳动，和这种人结为夫妻，老婆奴有得来

做，“乌乌黑黑哥喜欢”，乌乌黑黑的姑娘，必定是参加野外劳动，给太阳晒黑，

也一定是热爱劳动，与这样的姑娘结为夫妻，能过幸福日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黑美”也就是糖色美，黑美是劳动人民审美观点的一种。

一般人特别是有钱人家的子弟，都喜欢白白嫩嫩苗苗条条的姑娘，这是另一

种人的审美观点，大家都知道，《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就非常喜欢白白瘦瘦、多

愁善感的林黛玉？他绝对不会去爱乌乌黑黑的姑娘。

为了更形象的表达这个主题，歌者不停留在抽象的叙说上，他很善于捕捉能

表现这个主题的比喻物——杨梅子．杨梅子在未成熟之前是白色的，是酸的，成

熟了以后是黑色的、是甜的。这个比喻物用得非常准确，非常能说明主题，把歌

者的审美观点具体化了、形象化了、深刻化了。因而有极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如果歌者不懂得杨梅子的特点，是找不出这样准确的比喻物来的。

这首歌的表现手法是先赋后比，开始前面两句是直率说出讨厌什么喜欢什

么，也是一种对比的手法，后面这两句是借比，借杨梅子的生长情况来阐明主题，

这么一说一比，是白的好还是黑的好，就不言而喻了，在一首山歌里，同时运用

几种手法，就更能增强艺术的感染力。



河水知情也断流

送哥送到大码头

情妹愁多塞心头

情妹愁多漂下水

河水知情也断流

这首歌的创作方法，是感情充沛的直陈，开头一句“送哥送到大码头”，把

送别的地点说了出来，第二句承上句，“情妹愁多塞心头”，把送别的愁情之多说

了出来，第三句一转“情妹愁多漂下水”这个“漂”字用得很好，第四句“河水

知情也断流”这句收得更加绝妙，歌者把河水拟人化，河水也有知觉、有感情，

善解人意，同情情妹和情哥离别的痛苦，因而把河水断流，船开不走把情哥给情

妹留下来了，这个构思非常巧妙，诗意非常浓郁，令人拍手叫绝。

关手别苦离愁的诗，古人也写了很多，如李白《劳劳亭》：

天下伤心处 劳劳送客亭

春风知别苦 不遣柳条青

这首诗的创作方法，和上面那首歌的创作方法差不多，前面两句说天下令人

伤心的地方要数劳劳亭了，第三四句“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这也是把春

风给予人格化，也知人意了。因此，这“春风不遣柳条青”和“河水知情也断流”

都是用拟人化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劳劳亭》是李白大诗人写的，而《河水

知情也断流》是普通的歌手唱的，可把诗和歌摆在—起，可以说各有所长，歌并

不比诗逊色，《劳劳亭》是名诗。而《河山知情也断流》也可以说是一首好歌。



情哥在妹肚里头

妹娘打断九根棍

滴滴泪水肚中流

妹娘拿刀破妹肚

情哥在妹肚里头

“九根棍”：“九”：是指很多的意思。

“妹娘拿刀破妹肚，情哥在妹肚里头”这是用夸张的手法，用得非常巧妙而

别致，可以这样来理解：妹妹死心踏地和哥哥相好，父母不同意，用打骂的办法

也不见效，于是妹娘改变了方法，做了非常细致的思想工作，仔细地了解妹妹的

思想，才知道妹妹已把哥哥的形象印在心坎上，哥哥是妹妹的心上人，把他们拆

散就会出人命案，歌者这样“破”的构思，非常巧妙而别致，画面非常形象，语

言非常清新，只少少的二十八个字，却说出了这么多的事情，言简意赅，妙趣横

生，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里说：“盛唐诗人惟存兴趣，

如同“‘水中之月，镜中之影，言有尽而意无穷’”，《情哥在妹肚里头》这歌，就

象“水中之月，镜中之影”，是言于此而意于彼。它的意思，用多少语言才能说

得清呵！



险些走进肉棺材

连夜想妹连夜来

豹子和我走平排

老虎走先我走后

险些走进肉棺材

“肉棺材”是指豹子、老虎的肚子。

想起情妹，心急赶夜路，路的两旁有豹子，前面有老虎，它们都是吃人的猛

兽，只有后退才不危险，可心急要去找情妹，怎能后退，于是猛兽也不怕，仍是

往前冲。“险些走进肉棺材”如果说险些给老虎和豹子吃掉，就没有什么味儿了。

“险些走进肉棺材”，多形象多风趣的语言，写这类的歌很多，可语言上都是—

般化，如：

连夜想妹连夜来 脚踩南蛇当草鞋

撞着老虎当是狗 石板做门要打开

南蛇无毒没有什么可怕，撞着老虎也没有把险情唱出，语言比较—般，没有

新鲜感，而“险些走进肉棺材”既新鲜又风趣，在一首歌里有—句清新的语言，

就是一首令人难忘的歌。



眼泪发芽五寸高

泪湿枕头无心洗

枕巾沤烂几多条

哥你不信来翻看

眼泪发芽五寸高

这首歌构思巧妙、语言清新，主要表现在歌者用“眼泪发芽五寸高”这个细

节来刻划情妹想情哥的深情，这句“眼泪发芽五寸高”并不是随手捡来，而是有

生活体验，对生活感受至深而独特，才能喷出“眼泪发芽五十高”这句清新的歌

词来。

“眼泪发芽五寸高”是用夸张的手法，这种夸张不同于“白发三千丈”，因

为“白发三千丈”没有经过转弯，人有白发，白发长有三千丈长，这是可以理解

的，而眼泪怎么会发芽呢？这就经过转弯了，可从整首歌来看，也并不转弯，如

开头一句“泪湿枕巾无心洗”这“无心洗”三字，为下面作了铺垫，第二句“枕

巾沤烂几多条”，因为无心洗，枕巾枕头才沤烂，一般沤烂的东西，就容易生白

毛，歌者的想象力非常丰富，联想力非常强，联想到生白毛就是眼泪发芽，于是

就有下面这两句，“哥你不信来翻看，眼泪发芽五寸高”的歌唱了出来，这歌经

过歌手巧妙的构思，层层铺垫，到了眼泪发芽五寸高，可信性就很强，这样说不

但不感到唐突、别扭，反而感到主题更加鲜明，画面更加形象，语言更加感到清

新，因而也就更加有文采，更有艺术感染力，更加耐人寻味。

也许有人会说，眼泪怎么会发芽呢?这样注析，有些牵强了吧?而我认为可以，

大诗人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这诗，头一句是“风吹柳花满店香”，李白把“柳

絮”变成“柳花”，又说“柳花满店香”，有人说他乱来，而《唐诗小札》中刘逸

生先生却给他这样注析，他说：“这里牵涉到艺术上的虚与实、真与不真的问题，

柳絮没有香味，这是事实，但是一则柳絮本来就有点象花，容易引起香的联想，

二则从诗人此际的感受来说，即从诗人对金陵风物的留念所引起的感情来说，却

不妨承认柳絮也是香的，中国的水墨画，常有不似之似，或初看不似，而熟悉甚



似的例子，在诗歌中也可以取得一些例证，正如苏东坡咏杨花词：“似花还似非

花”，是似又是不似……这里的“风吹柳花满店香”也是乍看不似而细思甚似的

一例，却无需加以科学分析，诗人不妨说：“柳花有香”，读者也勿宁承认这种诗

的现实，不去破坏他完美的意境，这样这两句诗就好解释好理解了。李白可以写

“风吹柳花满店香”，刘逸生先生可以给他这样注析，而歌手唱的“眼泪发芽五

寸高”，笔者给他那样注析，理由和刘逸生先生说的很相似，因此也应该说是可

以的，是好的。



床头架有流泪枧

想哥迷

想哥夜夜枕头湿

床头架有流泪枧

长流不断哥不知

“枧”：同笕，引水的长竹管，安在檐下或田间。

这首歌别致的地方，是“床头架有流泪枧”这个细节，这个细节就更形象的

表现出想哥流泪多的情况，本来笕是安架在田间引水的，歌者把这生产劳动里架

水笕的情况用到床头架流泪笕这方面来，这是歌手想得别致的地方，这样对想哥

流泪的形象就更加突出了。

想哥流泪的歌还有很多，如：

夜里想妹哥不睡 日里想妹哥不吃

床头流有三缸泪 床底开沟养得鱼

这首歌别致的地方是“床底开沟养得鱼”，这些泪歌，都描叙了在情场中两

人谈恋，哥想妹，妹想哥这种深沉的爱情，大家都知道。泪”，是极为痛苦之物，

唱出歌者的口，洒进听者的心坎，真情实感，情深意长，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和概

括性，因而感人至深。



黄牛挨打几多鞭

今早牵牛去犁田

一犁犁到田中间

见妹打伞田头过

黄牛挨打几多鞭

这首歌是用“起，承、转、收”的创作方法，结构比较严紧，“今早牵牛去

犁田”，这是起，把犁田的事提出，“一犁犁到田中间”这是承上句并为下句铺垫，

第三句一转“见妹打伞田头过”，妹从田头过，他在田中间，把矛盾提出，第四

句“黄牛挨打几多鞭”，他在田中间为什么要密密猛打牛，歌者没有明说，由听

者（读者）去揣摩，去联想，这样收尾，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歌的表现手法前面两句是赋，赋就是直说，就是白描，后面这两句用词

虽是一般，可就不像赋了，有些人可能认为肤浅，词意明白如话，但意思却很经

得吟味。“黄牛挨打几多鞭”，你可想见这个妹仔对于那个犁田的后生有多大的吸

引力，她究竟怎么美法，一笔肖像描写也没有，他爱她，追求她的心理状态是哪

样呢？似乎只有这条无辜挨打的黄牛才知道，这是一种比较高明的“深入浅出”

的手法，这真正是达到了“言简意骸”的境界。

这种手法，在古诗的《陌上桑》也运用得很好，诗里写罗敷的美，也没有一

句肖象描写，全靠着“行者见罗敷，下担捋胡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悄头，耕

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表现，这诗的写法，和《黄牛挨打几多鞭》的写

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歌却是更加精炼，更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既含

蓄又深远，记得《论文偶记》（清朝刘大魁著）里说：“文贵远，远必含蓄……”

他说的远和含蓄，就是令人回味无穷，像《黄牛挨打几多鞭》这个艺术形象，也

就够深够远的了。

在山歌里，类似这样构思的歌很多，如：

哥在田边唱山歌 妹在田里捡田螺

扬眉偷看哥一眼 错把石头放进箩



又如：

哥在外头喊补锅 妹在房中织绫罗

情妹听见哥声气 丝线不知断几多

这两首歌也是运用这种手法，跟《黄牛挨打几多鞭》的形象—样生动、艺术

也很感人，在山歌里能用这种手法来描写和刻划人物，说明山歌的水平，已达到

了令人惊喜的高度。



阳沟洗手假干净

纸剪金鸡假的凤

笔画脚鱼假的龟

阳沟洗手假干净

猫哭老鼠假慈悲

这首是揭露和讽刺假情假意谈爱的人的歌。

在歌圩上，两人谈情说爱，发现对方不是真心，假情假意，歌者便唱歌辛辣

的讽刺对方，可歌者没有直言对方是假情假意，只是用四件事四个“假”来说明，

如金鸡虽然是好看，但是纸剪的是假的，龟是值钱，可是笔画的脚鱼是假的，阳

沟的水是最脏的，到阳沟里去洗手却是假干净，猫和老鼠是天敌，猫见老鼠是要

咬死吃掉的，老鼠死了，猫去哭它，不是假慈悲吗？

歌者用四个比喻物来说明对方是假情假意，一气哈成，使对方气都透不过来，

既准确又辛辣，既幽默又含蓄，哲理性强，寓意深刻，真是入木三分。

这首歌，歌者有丰富的生活体验，有极为丰富的想象力，不然是不能唱出“阳

沟洗手假干净，猫哭老鼠假慈悲”来的，这首歌不但寓意深刻，文采也很美，可

以说是歌，也可以说是诗，在某种情况下，诗和歌，诗人和歌手只是一曲之隔，

歌去掉曲谱，便是诗了。

这歌的构思还有个特点，就是四句全是用歇后语的方法来写，如“纸剪金鸡”

——“假的风”，“笔画脚鱼”——“假的龟”等等，这种手法，更能令人深思，

耐人寻味。



妹是公主卖金藕

哥无福

墙头种菜哥无园

妹是公主卖金藕

哥穷难得贵人莲

“藕”，“藕”谐“偶”，“偶”关“姑娘”。

“金藕”就是高贵的配偶，高贵的姑娘。

“公主”是皇帝的女儿，皇帝的女儿是“金藕”，谁“买”得起？

“哥无园”：“园”谐“缘”，“哥无园”就是哥无缘。

“莲”谐“连”，“连”又关“恋”，“难得贵人莲”就是难得和贵人谈恋。

歌的第二句用“墙头种菜”这件事来暗点“哥无缘”这个主题，第三句把“无

缘”更加具体化和形象化，公主是最高贵的姑娘，她卖金藕是形容她身价的高贵，

这是比喻他要想跟她谈的那姑娘的高贵，穷家的后生怎能高攀得上，这两句仍是

借比，没有把主题明点出来，由听者去揣摩去吟味，这歌的别致。就在这里。

这歌的歌者，在思想上有着明确的阶级观点，认识到穷人和富人很难捞在一

起，因而见到了美丽的姑娘，要经过了解分析，有自知之明，因此这首是思想性

和艺术性较强的歌。



藤死树生死也缠

进山看见藤缠树

出山看见树缠藤

树死藤生缠到死

藤死树生死也缠

这首歌虽然词意很显浅，没有什么深奥，可意思却很耐人寻味，进山看见藤

缠树，树缠藤，这是—般事物的景象，可歌者却触景生情，抒发出对情人缠到死，

死也缠的深厚感情，既巧妙又含蓄，令人拍手叫好。

这首歌是用借比的手法，借比的特点是不说出那一事物，而只说这一事物，

但说的这一事物，实际上是说那一事物，是借这一事物来比那一事物，这也就是

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有寄托的比，如这首歌从表面看只是唱藤和树相缠这

一事物，而不直接唱到人的爱情生活，但唱的“藤和树”相缠，实际上唱的是人

的爱情相缠，婉转、含蓄地把歌者不便或不愿直接表达“缠到死”、“死也缠”生

死相恋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

借比要比暗比和隐比更高一层，运用它可以更形象地概括复杂的生活内容，

表达隐蔽曲折的思想感情，这种借比，也是物的人格化的一种手法，它省略了被

比喻的“此物”的主体面直接把比喻的“彼物”当成被比喻的“此物”的主体，

这和一般修词学上讲的借比有些不同，修词学上讲的借比往往指个别的词句，而

山歌的借比不光是个别的词句，是指山歌的通篇寓意。

这首歌由于构思巧妙，借比寓意比较深刻，感情比较深沉而缠绵，是一首比

较典型的情歌。



后生看见步难提

今早妹去赶歌圩

后生看见步难提

走过园边百花放

路过青山百鸟啼

“赶歌圩”：壮族三月三歌节，后生姑娘们要到歌圩上去唱歌，叫赶歌圩。

“今早妹去赶歌圩，后生看见步难提”，后生看见姑娘时睁目注望，脚步都

提不起来，忘记走路了，歌者为什么不吟唱姑娘的美，因为姑娘太美了，很难用

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用“后生看见步难提”这个动作来描叙姑娘的美，给听者

自己去揣摩去想象，这姑娘的美对后生有多大的吸引力，歌者描叙后生步难提还

不停止，下面那两句又进一步用拟人法来描叙，

“走过园边百花放，路过青山百鸟啼”，歌者还是不直接唱出姑娘的美，又

用“百花放”、“百鸟啼”这旁观者的反应来烘托渲染出姑娘的美，这是多么高超

的表现手法呵!

这种手法在汉乐府宝库中的《陌上桑》也这样运用，它描写好女罗敷的美，

也不是直接写出，而是用“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鬃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梢头”

这样的描写来体现，用从旁观者的反应来烘托渲染姑娘的美，可是《陌上桑》只

是光从旁观的人的反应来写罗敷的美，而《后生看见步难提》这首歌，不但是人

对姑娘的美的惊羡，连动物、植物对姑娘的美也惊羡起来，把百花和百鸟拟人化，

使它们也有思想有感情，也懂得美的可爱，这就比《陌上桑》更多一层的表现手

法，因而就更加广阔、更加深刻、更加形象、更加有艺术感染力，因此，说《陌

上桑》是汉乐府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而《后生看见步难提》这首歌，也可以说是

山歌宝库里的一颗明珠了。



奈何桥上等三年

连就连

我俩真心连百年

哪个九十七岁死

奈何桥上等三年

“奈何桥”：旧社会说人死了，到阴间管死人的阎罗王那里报到，必须经过

奈何桥．意思是说人死了无可奈何，只得走这条桥，所以叫“奈何桥”。

这歌运用了“起、承、转、收”的创作方法，前面这两句是起句和承句，第

三句一转，“哪个九十七岁死”提出了悬念，“奈何桥上等三年”转得很巧，收得

更妙，起到使人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这歌是用赋的表现手法，“直抒胸臆”这种白描手法，常常是在感情非常炽

烈的时候抒发吟唱，是形象最集中、性格最突出的直说，它不需要转弯抹角，也

不需要隐隐约约，而是非常明快的，感染力极强的抒发感情，所以人们都说“赋”

是山歌比较突出的表现手法的一种。

“提到这首歌，人们就会想到柳州市彩调团《刘三姐》里著名的歌，是刘三

姐与李小牛定情时两人合唱的歌，作者是这样改动的：

连就连 我俩结交定百年

哪个九十七岁死 奈何桥上等三年

作者只改了“结交定”三个字，演唱后，观众反应非常强烈，暴起了热烈的

掌声，李白把民歌的“低头费思量”改为“低头思故乡”便是名著，因此这首歌

也算是《刘三姐》创作组创作的好歌。



分情好比刀割肝

送妹送到分水滩

分水容易分情难

分水好比刀切菜

分情好比刀割肝

这首歌是抒发哥妹难舍难分的感情，也是歌颂两人爱情的坚贞，它构思的特

点，就是把离别的地点放在“分水滩”这个很能激起离别伤感之情的特定环境上，

因而容易触景生情，可歌手还不停留在分水容易分情难这个抽象的叙述上，还要

具体地，形象地描叙分情难的情景：“分水好比刀切菜，分情好比刀割肝”，刀切

菜是容易，而刀割肝就要死人，把难舍难分的心情描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这首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表现手法上“赋、比、兴”一起用，第一句是

与下文有联系的兴，第二句是直陈的赋，第三四句“分水好比刀切菜，分情好比

刀割肝”这是比。“赋、比、兴”的手法一起并用，把“分水容易分情难”的具

体形象描叙出来，使人感到深刻、感人，有些歌也唱“分水容易分情难”但比较

抽象，如：

山路陡陡你慢走 大路平平你慢行

送你送到分水岭 分水容易难分情

这首歌在手法上只是用赋，在内容上也只是说难分情，怎么难就不说了，抽

象的东西，很难有艺术感染力，而《分情好比刀割肝》这首歌，既具体又形象、

又深刻，艺术感染力又强，因而在这类歌中，它是被广为流传的好歌。



天做棋盘星做子

月亮出来亮晶晶

照着我俩在谈心

天做棋盘星做子

飞车走炮任纵横

“月亮出来亮晶晶”，这是与下文有关的“兴”，“照着我俩在谈心”，两人在

谈心时，月亮照在身上，顺着月光抬眼仰望天空，心中突然开朗，联想到天空象

是个大棋盘，于是“天做棋盘星做子”的意念喷了出来，第四句。飞车走炮任纵

横”，便有着—个完整的意想，磅礴的气慨，棋盘上只有纵横两条线，天这个棋

盘这么大，飞车走炮可以任意纵横了，气魄宏伟，意气不凡，真是令人振奋，虎

跃龙腾，这也就是说，两人谈爱成熟，结婚之后，在人生的征途上走南闯北，创

造美好的未来，这又是多么令人鼓舞的前景呵！这歌使人意气风发，奋发向上，

因而是一首力量巨大的鼓舞人心的歌！这歌的社会功能很大，它不光是用在情场

上，在人生的征途上，都应该有“天做棋盘星做子，飞车走炮任纵横”这个气魄，

做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这种宏伟的气概，因此一首好歌，是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

量，是社会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把杜甫的“中天悬明月”、谢灵运的“明月照积

雪”、谢姚的“大江流日夜”，认为是“千古壮观”的名词，而山歌里的“天做棋

盘星做子，飞车走炮任纵横”、“天崩当它瓜棚倒，地裂当它梅花开”、“妹心装得

千江水，妹胸装得万重山”，这样的歌，也算是“千古壮观”的名歌了吧！



把哥画在眼珠上

想哥想哥真想哥

请个画师来画哥

把哥画在眼珠上

看到哪里都见哥

这是在想念情哥的歌中，构思比较巧妙，想得比较绝的歌，一般想念情哥，

都说“晚晚想到月亮落”呀，“床底泪水想得鱼”呀，而这个姑娘，她不哭，她

请个画师来画哥，可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像壮族民间故事的《百鸟衣》那样，把

象画下来时得看就行，可这个姑娘即想得很绝，她不用纸来画哥哥的象，而是请

画师把哥哥的象画在她的眼珠上，这样她看到哪里都可见到哥哥，这样的歌，使

人听了，顿时耳目一新，这可谓是非常绝妙的构思，这个歌者，能够想得出这样

绝妙的点子，能够想得这样绝妙的细节，想得出这样清新的语言，这不光是有生

活感受而是要有充沛的感情和高度的艺术才能，不然的话，就是聪明的大诗人，

也不会凭空主观写出这样绝妙的诗来，诗和歌，有时是分不出明显的界线，一首

好歌也是一首好诗。



爱做栋梁情做瓦

爱做栋梁情做瓦

人人赞美我新家

洞房门帘挂壮锦

名声大过土司家

“壮锦”：壮族妇女用手工编的锦，经线一般用白色棉纱、纬线用彩色丝绒

组成。

“土司”：元、明、清各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授予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官职，以

统治该族人民的制度，也指被授予这种官职的人。

“爱做栋梁情做瓦”说明这个家庭是由爱和情来组成，因而人人赞美我们新

家的幸福这两句构思巧妙，想得很绝，这样的家庭是最幸福的了。

“洞房门帘挂壮锦，名声大过土司家”，提到“洞房”已使人有了“美”的

感觉，而用美丽的壮锦做洞房的门帘，就更加使人感到更美，这是非常惹人想入

非非的歌词，难怪最后下了个结论，“名声大过土司家”，这是人民自豪的歌，表

现出了人民豪放的情怀。

由于这首歌构思巧妙，语言清新，是一首耐人寻味的歌。



为何不闰五更天

我俩正在唱得甜

忽听鸡仔叫连连

世上三年逢一闰

为何不闰五更天

“闰”：农历把一年定为 354 或 355 天，所余的时间约每 3 年积累成一个月，

加在一个年里这样的办法，在历法上叫做闰。

这首歌在创作方法上，运用“起、承、转、收”用得比较好，第一句把“唱

得甜”的情况说出，第二句听到鸡仔叫，把时间提出，第三句一转提到有三年逢

一闰，第四句反问“为何不闰五更天”，就是说如果有闰五更天，我俩就可谈得

久一些，唱得久—些，这个反问得很绝，心理描写得很细腻，艺术感染力很强，

两人难舍难分，希望时间延长，这类的歌很多，有的要把太阳套住，有些要把太

阳锁在树梢等等，可这首歌的歌者又另有一种想法，想起世上有三年逢一闰，有

闰年闰月闰日，如果有闰五更天就好啦!可没有，因而就反问：“为何不闰五更天”

这一问，问得非常绝妙。

由于这歌构思巧妙，唱出来耐人寻味，因而在全国各地都有互相借鉴，互相

引用，互相传唱，如广东的《客家山歌》这样唱：

城头更鼓打五更 听到更鼓心就惊

闰年闰月都有闰 样般无人闰五更

《民间情歌三百首》上又是这样唱的：

五更鸡仔叫连连 送歌送到大门前

三年还有两头闰 为何不闰五更天

从各地借鉴、传唱来看，说明这首歌构思得好，人们都非常喜爱，是这类歌

中比较典型的歌，给社会增加一项美好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