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歌謠是中國歷史上存在了數千年，其數量之多堪稱數億亦不為過，其中所包藏的社會文化

及其風土人情各個層面的內容非常豐富，面對這樣的對象，需要一個很好的切入口，而在過去

的研究中，有文學的、藝術的、文化的、民俗的等學科的研究，為了尋求一個新的突破口，於

是就找到了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研究歌謠。

本書是從中國傳統歌謠作為基本出發點，加以心理學的觀點進行研究的著作。目前尚未見

與我的著作相同的圖書的出版。歌謠的產生，直接與人們的心理、感情相關，直接表達了人民

的思想感情和意志願望。《詩‧魏風‧園有桃》：「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漢書‧藝文志》：「自

孝武立樂府而採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

知薄厚雲。」從這裡，可以看出歌謠與人們心理活動緊密關聯，因此成為朝廷了解社會民眾的思

想感情最直接的來源。

本書是作者長期研究民間歌謠的一個總結。不僅對史書記載的歌謠，也對民間流傳的歌謠

進行了分析、研究，並從中發現中國歌謠的心理情感方面的抒發，是最真誠、最直接的，完全

用不著掩飾自己的情感與表達，這種淳樸的文化是田野勞動者、城市市民階層的感情表達方式，

因此也可以更加透徹地理解社會的底層文化，並且還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他們所創作的歌謠藝

術及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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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典書籍中記載著大量有關民歌學的論述，這些論述雖是零碎的分

散的，但卻有不少真知灼見。它可以使我們得知當時人們對民歌的種種看法，

也為今天研究民歌，繼承這豐富的民間文學遺產提供了基礎。 

一、民歌的產生及其發展 

民間文藝理論認為，民歌產生於人類的生產實踐，脫離了生產實踐活動，

就不可能有民歌的出現。 

從我國古代的一些文獻中，可以看到民歌起源於勞動的記載。《呂氏春

秋‧淫辭篇》曰：「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在漢代成書的《淮南

子‧道應篇》也有類似的說法，並加了「此舉重勸力之歌也。」這裡不僅說

明了勞動產生了民歌，而且也說明勞動歌的出現，原先並不是審美需要的產

物，是因當時生產力低下，勞動常常是集體性的，為了取得共同的勞動成果，

要求動作協調，於是以歌來和諧大家的動作，並以歌來解除繁重的體力勞動

的苦累。 

對於民歌的產生，除了有唯物主義的解釋之外，也有唯心主義的說法，

古今中外的民間文學研究者和民俗學者對此都有各自不同的見解，比如「天

籟說」、「討妖說」、「嬉戲說」等等，另外，按朱自清在《中國民謠》一書中

所提及的，外國還有其他關於歌謠起源的學說五種。我國古代學者對民歌的

起源也存在著不同的爭論。唐代孔穎達在他的《毛詩正義》裡說道：「上皇之

時，……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群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

為善則莫知其善，為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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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無有詩詠。」又說：「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

這裡孔穎達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真實情景，但他的觀點是

錯誤的。第一，他否定原始社會有民歌。我們以為，雖然在那時還不存在階

級關係，但人們賴以生存的生產鬥爭，是猿變成人的那天起就已開始了。依

照唯物主義的觀點，歌謠的出現是伴隨著人們有意識的生產勞動而出現的。

魯迅曾經對這時歌謠的產生說過一段十分精闢的語言：「我們的祖先的原始

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需發表意見，才漸漸地練出複

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

一個叫道『杭唷杭唷』，那麼，這就是創作。」這裡所說的有節奏的「杭唷杭

唷」聲就是最初的原始歌謠形式。據國外的人類學者或民族學者的大量調查，

從原始部落的藝術創作中，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民歌的產生與勞動生

產直接相關，勞動生產的特點和形式決定著民歌的節奏和韻律。第二，孔穎

達以為詩（其中包括民歌在內）純粹是主觀意識的自我表露，與人世社會皆

無關係。這個觀點，至今看來可謂是不攻自破的。 

從民歌最原始的產生形式來看，勞動是民歌產生的先決條件，除此條件

外，不可能有第二個條件。但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生產力的不斷提界，勞

動不再是產生民歌的唯一條件了，而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道德情操、審美

觀點等等均可以產生民歌。因此，民歌又成了表現不同時代勞動人民群眾

理想和感情的形式，從這層意義上來說，人民群眾創造了民歌是有道理的。

鄭樵說：「風者出於風土，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則淺

近重複，故謂之風。」近人田北湖在《論文章源流》一文中指出：「謠諺者，

猶在未有文字之前，習於委巷下里，傳於婦人孺子，人心之聲，鳴其天籟，

隨機感觸，獨到真趣，人人舞蹈之，時時詠嘆之。」關於這方面的論述還有

很多，都反映了一個真理：民歌是勞動的心聲的自然流露，它為民眾自己所

喜愛。 

另外，我們也應看到民歌的作者是功利主義者，他們不僅僅將民歌作品

作為酒飯之後的言談笑料，而是根據現實生活來表現自己的喜怒哀樂。《春秋

公羊傳‧宣公十五年解詩》中說：「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

勞者歌其事。」這段史料記載，實際上把進入階級社會之後的古代勞動者的

主要生活狀況，和民歌產生的原因、特點以及內容都概略地寫出來了。勞動

群眾唱不出有閒之士的心理，這是因他們的階級地位、生活境遇的嚴重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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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懸殊所造成的。「勞者」希望減輕繁重的體力勞動，「飢者」幻想能飽食一

餐，這種感情的披露是自然的，也決定了勞動人民群眾要把民歌作為表現自

己這些思想願望的工具了。 

當然，除此而外，民歌也反映其他方面的事物，如諷刺咒罵奴隸主、地

主階級的寡廉鮮恥和剝削成性的，揭露表現官僚、豪門狼狽為奸、枉行不法

的；反映對幸福與未來無限向往的等等，所有這一切就構成了豐富絢麗的民

歌的思想內容和情趣愛好。 

任何事物都有發生、發展的過程，民歌也不例外，按照傳統的觀念，好

像民歌一般只是產生於農村，它的題材和內容大都是反映農民生活的，只有

農民和手工業者才運用它。其實並非如此。哈拉普在《藝術的社會根源》一

書中就指出過：「民俗學者一般認為，民歌完全是鄉村的東西，但是特別是美

國一些研究工作把這個看法推翻了。在英國方面十九世紀早期，辣德幫毀壞

機器的工人們中就有民歌，他們造些歌來誨謾開始風行的機器。十九世紀

受殘酷剝削的英國工廠工人也做了一些很不高興的歌。不過工業民歌存在的

最充實的証據是美國方面的工業民間傳說的研究和搜集所提供的。」這段話

表明，民歌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即使到了資本主義階段，民歌仍然

存在。 

在我國，明清以後，雖有一些資本主義的生產因素，然而因封建制度的

重壓和外國資本的入侵，終究沒有發展起來，因此，古代民歌的發展只能按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軌道而向前移動。民歌由農村進入城市，可說是一個

發展。這不僅顯示了作者隊伍的壯大充實，創作題材的豐富擴展，而且也表

示了民歌的極大生命力和感染力。明代李開先在《一笑散》中就記載了城市

中演唱民歌的情景： 

有學詩文於李空同者，身旁郡而之汴省，空同教以若似得傳唱

瑣南枝，則詩文無以加矣。請問其詳，空同告以不能惡記也，只在

街市上閒行，必有唱之者。越數日果聞之，喜躍如獲重寶，即至空

同處謝曰：「誠如尊敬。」 

這裡可知民歌「瑣南枝」是產生於「汴省」這一城市之中的。這首民歌

竟使文人「喜躍如獲重寶」，即可見城市民歌其藝術感人之深。以此看來，民

歌進入城市是一種發展，並且這種發展是正常的，它在思想和藝術上都進到

了新的境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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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民歌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情歌多。《古今樂錄》：「《襄陽樂》者，宋隋

王誕之所作也。誕始為襄陽郡，元嘉二十六年，仍為雍州刺史，夜聞諸女歌

謠，因而作之，所以歌和中有襄陽來，夜樂之語也。」這裡所說的《襄陽樂》

原是襄陽城中少年男女行樂表示愛情的歌謠，劉誕就是根據這種歌謠而作樂

曲的，另外還有《石頭樂》、《華山畿》等「吳聲」、「西曲」中的歌辭絕大部

分是情歌。第二個特點是：表示商旅的男女關係，特別是少婦閨思，想念行

商在外的丈夫，責備他們重利少情的本質，所以歌中充溢著懷念、鬱恨的多

種感情。 

這些民歌的產生和發展，和當時城市的繁榮是分不開的。據有關學者考

証，六朝時期的「吳聲」「西曲」中的民歌，如《讀曲歌》、《阿子歌》、《丁督

歌護》、《華山畿》、《石城樂》等等大多產生於城鎮之中，或大城市的周圍。

正因為城市的繁榮和發展，也因為傳統的禮教束縛比農村少得多，所以大膽

地表示愛情的民間歌謠就多了起來。 

二、民歌的藝術特點 

關於民歌的藝術特點，早為古人所注意，他們在論民歌時一般總或多或

少地談到了民歌在藝術上的某些特點。 

真實，是一切文學藝術的生命，也是創作的一條規律。民歌是勞動人民

有感而發的作品，它毫不隱瞞地表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因此，真實成了民

歌重要的藝術特徵之一。 

十五國風，出諸里巷婦女之口者，情詞婉曲自非後世詩人墨客，

掭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註 1﹞ 

謠諺皆天籟自鳴，直抒己志。﹝註 2﹞ 

《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詳而有體，五言之史也。而皆渾樸

自然，無一字造作，誠為古今絕唱。﹝註 3﹞ 

這三段論述，從不同的角度都談及了民歌真實性的問題。民歌是勞動者

反映思想情操、理想感情的代言者，它無需迎合官方，爭奪名利，因此它是

真誠的，發自內心的。這些真誠的聲音是有感於某件事物，非唱不可，而不

是無病呻吟。我們查閱一下民歌創作及其歷史，就不難發現這一現象：民歌

                                                      

﹝註 1﹞ 李開先《一笑散》。 

﹝註 2﹞ 《古謠諺》劉毓崧序。 

﹝註 3﹞ 胡應麟《詩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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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於勞動人民的生產勞動實踐，它的作者憑借長期生產鬥爭的經驗，直抒

胸懷，用歌表達自己的心聲。正因為如此，近人沈昌直也不禁讚嘆道：「閭巷

歌謠，所陳者不出一鄉一里之間，而語本天真，事皆徵信，寥寥短章，亦實

為一方志乘之所自出。」再者，正是民歌的真實，超過文人故意雕琢的作品，

以《孔雀東南飛》為例，之所以會成為「古今絕唱」，主要的原因是：「渾樸

自然」、真實可信。 

真的對立面是假。民歌之真與封建衛道士詩文之假，是一對矛盾的兩個

方面。由於兩者的比較，明眼的人更可以看出它們之間差異來。馮夢龍以為

世界上只有假詩文，而無假山歌，這並非信口開河，而是總結了這樣一條帶

規律性的論點，特別是針對明朝封建社會末期更是這樣。詩文大都為文人雅

士所撰著，由於種種緣故（其中根本的是個人因素）使他們不能抒發慾吐之

言，因此就不得不偽作詩文，以牟利進爵。而山歌的作者毫不顧忌這些，隨

編隨唱，隨唱隨傳，不需要在社會上爭名奪利，只消表現寄託抒發之意即

可。所以馮夢龍說：「自楚騷唐律，爭妍竟暢，而民間性情之響，極不得列於

詩壇，於是別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竪矢口寄興之所為，荐紳學士家不道也。」

又道：「有假詩文，無假山歌，則以山歌不與詩之名，故不屑假。」 

與其實性相聯繫的民歌的第二個特點是質樸、自然。 

胡應麟在《詩藪》中指出：「漢樂府雜詩，自《郊祀》、《饒歌》，李陵、

蘇武外，犬率里巷歌謠，如上古《擊壤》、《南山》，矢口成言，絕無文飾，故

渾樸真至，獨擅古今。」採集入樂府的詩中，除一部分文人作品和祭祀性的

作品外，很大部分是來自民間的「里巷歌謠」。這些歌謠還保持了質樸自然，

清新純正的形態，故應麟從「矢口成言，絕無文飾」的民歌中，得出結論：「渾

栱真至，獨擅古今」，是不無道理的。 

《擊壤歌》相傳是帝堯之世時的民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這樣的民歌看來似乎過於簡單，然而其中包

含著質樸、自然，富有鄉土氣息，正因如此，把上古時代勞動的勞作情形和

思想狀況坦率地表露在讀者面前，這樣的表現方法是很具特點的。另外，在

藝術上也表現了一種質樸的美。 

民歌的第三個特點是富有音樂性。 

《全唐詩》將劉禹錫《竹枝詞》前面的小引節錄下來，做了一個《竹枝

詞》的題解，現錄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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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6－ 

《竹枝》本出於巴、渝、唐貞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

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新辭》九章，教里中兒歌之，由是

盛於貞元、元和之間。其音協黃鐘羽末，如吳聲。含思婉轉，有淇

濮之艷。 

這裡所說的，「其音協黃鐘羽末」，絕非只是指劉禹錫改作民歌的作品，

其實應看做「竹枝詞」本身就富有音樂感，符合樂理的。因為劉禹錫對流傳

於沅、湘、巴、渝之間竹枝詞只作了稍稍的修飾而已，特別是民歌的曲調基

本上保持了原來的風格和特點；如非這樣，我們很難想象竹枝詞被仿作之後，

為什麼還依然盛行民間？ 

《樂記》上說：「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

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魏文侯喜聽民歌，以致到了「不知倦」的程度，有內容方面的原因，也有藝

術上的原因。在藝術上有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民間音樂不僅新，而且有音樂性，

否則，毫無樂感的噪音是不能引起生活在貴族音樂之中的魏文侯賞識的。這

是民歌富有音樂感的一個佐証。 

民歌富有樂感不僅體現的曲調，在文字上，或明確地說，在歌詞上也同

樣有著這一特徵。 

第四個特點是勇於創新。 

勞動人民的民歌創作，不固守一格，而是根據各個地區、風俗習慣、思

想情緒、職業愛好等不同，編製出各種民歌，以滿足各種審美要求。就地區

而言，有青海花兒，陝北信天游，山東秧歌，湖南盤歌，江蘇吳歌，鄂西山

歌等；就職業區分，有船歌、漁歌、樵歌、牧歌等。就是同一形式在不同地

區也有種種變異，這正表現了民歌作者的創新精神。 

明袁宏道曾說：「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就是

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

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慾，是可喜也……」明朝中期，「前七子」主張

「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袁宏道則以民歌為例，駁斥了這種復古主義的主張。

這一駁斥之所以有力，在於找到了有說服力的論據。民歌從國風開始遵循的

是一條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有感而發，不依據歷史上早有固定的陳式，正

因如此，就能準確真實地表現出人的各種感情。郭沫若在《屈原研究》裡曾

指出：「大率古時白語詩的土俗歌謠是不遵守一定格律的，而一到詩人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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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經意做起來的時候，更立地為四言的格律所限定了。」此語頗有道理，道

出了民歌不為舊格律形式所禁錮善於依據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景，「任情而發」

的客觀現實，從本質上來說，表現了民歌的創作精神。 

第五個特點是「言有盡而意無窮」。 

劉毓崧在與杜文瀾《古謠諺》的序言裡說過：「謠諺皆天賴自鳴，直抒已

志，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盡而意無窮。」我們隨手取來歷史上存在

的民歌，都會發現這一特點，之所以造成這一特點，不是靠故意雕琢，而是

「自然成文」，把繁複的生活現象，深刻的思想內容，點滴的感受體會，用真

實樸素的語言、獨特的構思和巧妙的聯想表達出來，從而成為一種「言有盡

而意無窮」的藝術境界。 

徐文長《奉師季先生書》說道：「詩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

已然。樂府蓋取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懸殊，而婦女兒童

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技詞，無不皆然。此真天機自

動，觸物發洱，以啟其下段慾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

者。」這裡所說「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者」，與「言有盡而意無

窮」可謂是同義概念。雖然徐文長論及詩歌的起興句「絕無意味」的看法，

我們不以為然，但他認為這是民歌作者「天機自動，觸物發聲」的唯物主義

的看法，又是可取的。由於這種即興式創作方式，使民歌文字質樸、淺近、

通俗，又非一攬無餘，毫無回味的。相反地通過簡樸的字面，可以沉浸到作

品所造成的意境之中去，有時還將出現「只有意會不可言傳」的自我欣賞的

現象。 

關於民歌的藝術特徵，古人涉及的還有一些，在此不一一介紹了，但從

上述五個方面來說，古人對民歌的認識雖不是全面的，但從某一角度講，達

到了一定的水平，也為後人從理論上總結民歌的藝術特點奠定了現實基礎。 

三、民歌為詩歌之母 

我們通常稱民歌是詩歌之母，這是從詩歌的起源來說的。因為人類早期

的勞動歌，已具備詩歌的節奏、韻律等方面的雛形因素。但是，隨著社會進

化和歷史發展，勞動歌逐漸分化為詩人創作和勞動人民創作兩大部分，一是

詩歌，二是民歌。這就提出一個問題，詩人創作還要不要向勞動人民的口頭

創作──民歌學習，回答是不盡相同的。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凡是有一定

成就的詩人，總是注意從人民群眾的民歌創作中吸取營養，借助民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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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8－ 

或詩句，創作新的詩歌形式，和充實提高詩人的詩歌創作。 

《詩品》說曹植的詩歌：「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

怨，體被文質，粲溢古今，卓爾不群。」﹝註 4﹞又說：「行卿少年，甚擅風謠

之美。」﹝註 5﹞宋田錫在《貽宋小著書》中提及白居易作品時說：「樂天善於

歌謠」﹝註 6﹞。曹植的詩被鐘嶸譽為「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

文質」，而之所以產生如此強烈的藝術效果，與民歌有著淵源關係，這些評價

是十分精闢的。從匯編成冊的作品來看，曹植的詩很多來源於樂府歌辭，他

利用富有民間特色的相和歌、雜曲歌，寫下了許多著名詩篇，如《白馬篇》、

《名都篇》、《姜女篇》、《泰山梁甫行》、《蝦鱔篇》等等。在詩歌創作中，曹

植還吸收了民歌中的養料，充實和豐富自己的作品。在一首懷念他異母兄弟

曹彪時寫的雜詩裡說道：「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這裡的「北林」，見

於《詩經‧秦風‧晨風》：「鳥穴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借用「北林」，為了使人聯想得「未見」二句，含不盡眷念之情於未語之中，

烘托懷人之情，加強藝術感染力。曹植還借用民歌句子，稍稍改變一下原來

說法，造成新的詩句，與整篇詩混為一體。《美女篇》：「羅衣何飄飄，輕裙隨

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行徙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在？

乃在城南端。」所謂「行徙用息駕，休者以忘餐。」這兩句是說休息和駕車

的人因看到一位非常貌美的女子而忘了就餐停車不走了。類似這樣的描繪句

子和方式在漢樂府《陌上桑》中也有，「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

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對於羅敷的美貌，不作任何直接的固定性的描寫，可以使讀者有充分想像的

餘地。這種側面烘托、使人物的形象達到極致的寫法，就不能不影響文人創

作。「偶有一點為文人所見，往往倒吃驚，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為新的養

料。」﹝註 7﹞的確，正如魯迅所說，歷史上曾有許多騷士學者為民間的藝術所

驚嘆不已，並勇敢地吸收進自己的作品中來，曹植可謂是其中一員。另外，

曹植還學習民歌的語言、風格等方面，這在作品中保留著明顯的迹象。 

鮑照也是善於向民間歌謠學習、並取得一定成就的詩人。他經常善於利

用樂府中的歌、行、吟和民間歌謠，進行擬作，創作了大量的作品。郭茂倩

                                                      

﹝註 4﹞ 鐘嶸《詩品》。 

﹝註 5﹞ 鐘嶸《詩品》。 

﹝註 6﹞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第 168頁。 

﹝註 7﹞ 魯迅《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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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樂府解題》曰：《行路難》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按《陳武

別傳》曰：『武常牧羊，諸家牧竪有知歌謠者，武遂學《行路難》，則所起亦

遠矣。」﹝註 8﹞可知，《行路難》原為歌謠。鮑照《擬行路難》共製十八首，

大多表現對封建士族社會種種不合理觀念的感憤和不平。在他的作品中，有

創作性而對後代較有影響的，是那些吸收了民間營養的歌行。這類作品，以

七言為主，也雜用長短不齊的語句，語言較為質樸，能變化自如，具有俊逸

的風格，打破了當時詩壇只講雕澡淫艷、死氣沉沉的詩風。從曹丕以來，七

言歌行在他的筆下，表現出一種新的藝術特質，對七言詩的發展，產生了很

大的影響。鐘嶸說他「甚擅風謠之美」，是不為過譽的。 

白居易更是眾所周知的勇於向民歌學習的人。首先，他在理論上肯定了

民歌的社會功能，因為從不同的民歌中反映了不同時代人民的思想願望和社

會精神面貌。「聞《北風》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判，則知重

斂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獲者婦與

姑』之言，則知徵役之廢業也。」﹝註 9﹞上面所舉《北風》、《碩鼠》都是《詩

經》國風中的民歌，「廣袖、高髻」之謠和「誰其獲者婦與姑」之言，都是漢

代的民謠，它們都反映了當時人民的思想和社會生活。正因民歌有如此的社

會功能，白居易以為要使詩歌達到「救濟人病、禪補時闕」的作用，就必須

向樂府民歌學習，所以他大力提倡新樂府。在《新樂府序》中，他提出了詩

歌不僅要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而且還要做到像民歌民謠那樣語言通俗、流

暢的藝術主張，這對他不能不產生深刻的影響。其次，白居易十分愛好民間

樂府和歌辭，這為他積極參加新詩體的創作實踐，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他的

《揚柳枝詞》、《竹枝詞》、《浪淘沙詞》以及其新樂府詩，都是受有一定民樂、

民歌的影響，清新自然，質樸生動，富有民間歌辭的風味。 

從上面所舉的三個詩人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詩人的成就直接

與民歌有著親緣關係，他的善於發現民歌中閃光的東西，善於吸收民歌的營

養，融合於自己的詩歌創作中，使之日臻完美。 

這是從詩人創作與民歌的關係，來証明民歌是詩歌之母的，另外，我們

亦可從詩歌新形式的產生，來說明這一點。 

從我國詩歌發展史來看，凡是一種新詩體的出現，在此之前必然民間早

                                                      

﹝註 8﹞ 轉引《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第 496頁。 

﹝註 9﹞ 《策林‧樂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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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一形式（成熟的或雛型的）的存在，然後，為文人所發現所利用，在實

踐的過程，使這一形式逐步完善並加以固定下來，於是新的詩歌就確立了，

被認為是屈原、宋玉所創建的楚辭體，其實在古代南方民間歌謠中早就有這

種形式了。現在被保存下來的《越人歌》即為一例，「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

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還有一首《滄浪歌》、《風兮》

也是由長短不一的詩句所製作，歌中的「兮」相當於今日普通話中的「啊」

字，是古漢語的原始語音，可見這些民歌對楚辭的形成和發展有著重要的承

繼關係。所以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滄浪》、《風兮》二歌，已開楚

辭體格。」聞一多在他的《人民詩人──屈原》一文中曾這樣說過：「屈原最

主要的作品──《離騷》的形式，是人民藝術形式，……至於他的次要的作

品──《九歌》，是民歌，那更是明顯，而為歷來多數的評論家所公認的。」

﹝註 10﹞這兩位學者所論述的文字，均表明這一點，詩人屈原和宋玉正是吸取

了人民群眾創作的民歌之精華，特別是在楚國民間歌謠的基礎上，加以提煉

集中，才創造了這一獨具一格的詩歌形式。 

五言詩產生於漢代，這也是為學術界所認可的。中國經過五百年的歷史，

到了東漢末期五言詩才達到了成熟的階段，其代表作是：「古詩十九首」這一

類型的文人抒情短詩的發生和發展，並成為一種受人注目的五言詩體，與吸

收民間歌謠的養料、借鑒民間歌謠的形式是分不開的。 

傳為孔子編撰的《詩經》和其他一些更為早期的歌謠中，就有了五言詩

句的出現和運用，所以鐘嶸說：「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餘曰

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註 11﹞到了西漢，民間歌謠中

的五言詩更為多了。例如漢武帝時，李延年兄妹入宮被幸，民間為之作謠諷

刺：「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註 12﹞《漢書‧五行志》也載成帝時的五

言民謠，「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羨，

今為人所憐。」另外，在被採入樂府的漢代民間歌謠，最多的也是五言句。

劉勰的《文心雕龍》也說：「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

豫優歌，遠見春秋；邪經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証，則五言久矣」。 

                                                      

﹝註 10﹞ 《聞一多全集》甲集，上海開明書店，1948年版，第 260頁。 

﹝註 11﹞ 《詩品‧總論》。 

﹝註 12﹞ 《漢書‧五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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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漢初期，文人中依然「繼軌周人」製作四言詩，因為那時以四言

詩為主要形式的《詩經》被認為是「聖人垂教萬世」的「經典」，因此，文人

寫詩也爭相模仿，而對早已流行於民間的五言詩則不聞不問。藝術的規律是

不可違背的，任何一種新興的詩歌形式，總是勞動人民創作出來，然後在民

間廣為實踐。在這種新型的形式得到逐步發展的情況下，就不能不影響當時

的文人創作了。他們吸收民間清新樸素的五言民歌形式，進行模擬、改造，

於是，被稱為文人班固的第一首《詠史》詩出現了。風氣一開，這一新的富

有表現力的五言詩形式逐漸取代了舊的表現內容受到局限的四言詩體，而在

詩壇上成為獨霸的地位。 

再舉宋詞為例。詞早在唐代就流傳於民間。《舊唐書‧音樂志》上就曾說

過：「自開元以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據此記載，開元教坊雜曲大多

來自民間的各種曲調。到了宋代，由於大都市的發展和繁榮，市民階層的出

現，統治階級追求逍遙淫糜，需要精神上的享受，再則，詞對表現當時的現

實生活有一定的長處，於是人們開始利用民間詞曲，雕章琢句，比聲協律，

使之一躍成為主要的詩歌形式。元代的散曲，是繼詞之後而起的新詩律，它

也是根據民間已有的小曲小調，後經文人加工修繕而成的。故明騷隱居士《衡

曲塵談》說：「自金元入主中國，所用胡樂，嘈雜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

製新詞以媚之。」所謂胡樂乃是一種流行於蒙古族人民中間的音樂形式，用

少數民族的民間形式，改造傳統的詞，更製新詞，以適新的音樂形式的需要，

散曲就這樣應運而生了。 

四、民歌之價值 

民歌既然稱之為詩歌之母，那麼如何看待和評價它的社會價值呢？ 

民歌的社會價值，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娛樂作用，二是反映民俗。（其

他如審美作用，教育作用，認識作用等等，就不一一論述了。） 

關於娛樂作用，恩格斯曾在《德意志人民故事書》中說：「人民作品有娛

樂葨民的任務」，這不僅是對故事而言，也可指民歌。民歌的創作一方面是勞

動人民心聲的必然反映，另一方面，民歌短小精悍，善於表現人民群眾的各

種情緒，能與現實生活緊密聯繫起來，從而使民歌有娛樂群眾的作用。明代

劉繼莊在《廣陽雜記》卷二曾寫道：「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

性天中之詩與樂也。」劉繼莊這裡所說的「小人」應指生活底層的勞動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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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反映了文人的思想局限，但縱觀全句，也說明了一個真理：勞動人民是

十分愛好歌謠和觀戲的。沈德符的《野獲編》也說：「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

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紐絲之屬，自兩淮以

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媟情態，略具抑揚而已。去年以來，又有

打棗杆、桂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良賤，人人

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致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這是敘述喜

靖、乾隆以及萬歷年間俗曲在民間流行的盛況，它產生「人人習之，亦人人

喜聽之」的社會效果，就在於這些俗曲有娛樂百姓、陶冶心情的作用。 

正因為如此，民歌在人民群眾的現實生活中就不能不占有一定的位置。

「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音也。凱歌詞甚多，皆市井鄙

俚之語。」﹝註 13﹞這裡描述的是戍邊戰士勝利歸來、引亢高歌的情形，他們

用「市井鄙俚之語」，表現自己勝利凱旋的愉快心情，以示慶賀。在少數民族

中，別有一番風情，他們以聲代歌，寄託情誼，更是自我娛樂的常見手段。《蠻

書》記載雲南一帶古代少數民族生活片斷時說：「少年子弟，暮夜遊行閭巷，

吹葫蘆笙，或吹樹葉，聲韻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新蠻書‧南蠻傳》

也說：「吹瓢笙，笙四管，酒至客前，以笙推盞勸釂」。可見，在古代少數民

族中也是將民歌作為一種娛樂手段，穿插在整個生活之中。 

民歌不僅受到人民群眾的喜愛，並廣為傳播，而且也是統治階級欣賞和

娛樂的工具。早在戰國時期的史料中，就有記載當時統治者喜聽民樂的事。

《呂氏春秋‧遇合》篇曰：「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

繆，越王不喜，為野音而反悅之。」野音可直譯為粗野的民間樂曲。從這個

事例中，可以充分証明越王之所以不喜聽嚴格按照宮廷音樂編製的曲調，而

願聽粗俗的清新活潑的民間樂曲，這是因為民間樂曲中有值得他欣賞和愛聽

的因素。 

作為統治階級的上層人物有的不僅欣賞愛好民間樂曲，甚至還模仿民間

樂曲進行製作，或重新填詞。 

《樂府詩集》卷四十六引《古今樂錄》稱：「《懊儂歌》，宋少帝更製新歌

三十六曲。」這裡所說《懊儂歌》就是一首民歌。《宋書‧樂志》曰：「《懊儂

歌》，晉隆安初民間歌謠之曲。」又，《舊唐書‧音樂志》：「《石頭城》者，宋

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為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群少年歌謠通

                                                      

﹝註 13﹞ 沈括《夢溪筆談》卷五。 



 

 

 

 

中國歌謠學總論（代序） 

 

－序 13－ 

暢，因作此曲。」從這兩個例子中，可以看到南北朝時期上層統治階級採

擷、潤色、製作民歌的一個側畫。像這樣的事例，在文學史上真可謂是數不

勝數的。 

為什麼會產生兩個不同利益的對立階級對民歌都有一種特殊的愛好和興

趣呢？因為在民歌中反映了作為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共同的審美情趣。因為

「民歌乃是一種民族的產物，它反映整個社會的情感和趣味，它隨時在溶解；

它的創作永遠不會達到止境，在它的歷史任何階段中，它總同時生存在許多

形式裡。」﹝註 14﹞審美情趣是在這一民族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形成、發展起

來的，盡管由於階級的差異，存在著不同的審美要求和審美理想，這是主要

的根本的一面；同時也應看到不同的階級又有著相同或相近的審美情趣；以

上的事實作了肯定可靠的回答。 

古人論及民歌的社會價值時的另一個較多的方面，是民歌反映了人民群

眾的生活習慣、婚葬禮俗、宗教道德、衣食住行等等。概言之，民歌保存

著大量豐富生動的民俗資料，從這裡可以了解廣大群眾的理想願望、思想

感情。 

因此，有遠見的統治階級總是從民歌中「考其俗尚之美惡，知其政治之

得失」﹝註 15﹞。從民歌中觀察民情民俗，最早的當推至唐堯時代。《列子‧仲

尼篇》說：「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載己歟？

不願載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聽了童謠後，堯便得知民心所向，因此把帝位禪讓給了舜。到了周代

建立了採風獻詩的制度。《詩經》中的國風就是周代各國的民歌，是當時的採

詩官員從民間搜集而來的。由各國諸侯獻給周天子，因此可知各國的風土人

情、人民生活、政局治亂、國家盛衰等。朱熹在解釋國風時說：「國者，諸侯

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註 16﹞正說明民歌與人民群眾風俗

習慣是密切相關的。 

正因為民歌可以「觀風俗，知薄厚」，所以從周開始的統治階級進行了一

系列的採風活動。關於采風之說，古籍中有記載，我們姑且舉幾例：《禮記‧

                                                      

﹝註 14﹞ 罘安‧威廉士《民族音樂論》，第 35頁。 

﹝註 15﹞ 朱熹《詩集傳》卷一。 

﹝註 16﹞ 朱熹《詩集傳》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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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命太師陳風以觀民俗。」《公

羊傳‧宣公十五年注》：「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

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

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知。」《漢書‧藝文志》：「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

是有代、趙之謳，奉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

厚云。」 

《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

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天子。」周代以來的采詩制度，到了漢武帝

時，設立樂府，大規模地採集歌謠，可謂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漢哀帝後這

種大批搜集歌謠的制度逐漸被淘汰了被取消了，但就某一歷史時期某一地區

某一個人而言，采風聽謠的事還是很多的。這種情況，我們從史書、筆記以

及成冊的民歌集子中可以看到。 

我們知道，一個民族的各種風俗習慣，與它的歷史、地理、生產方式等

因素有關，是長期沿襲積久的結果。正因為這樣，從某一民族的各種民歌中，

又可以考察出它的歷史狀況、社會生活以及人民群眾的思想、意識、道德等

等。《呂氏春秋‧先識覽》：「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因

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

這裡所說的是中山國中之人任意婚配，極重享樂，容易傷感的風俗，這些風

俗就不能不在歌謠中有所反映；另外，作者將歌謠並列於「淫昏，康樂」，實

際上也把它當作中山國風俗之一了。 

以下我們具體而談： 

反映招魂之俗。楚國位於周王朝的南面，這與文化發達的中原地區相

比，還更多地保存著上古時代的某種風俗。招魂是楚國民間流行的一種風

俗，直至解放之前，在湖南、湖北一帶還能經常見到。朱熹在《招魂篇》注

中，這樣寫道：招魂者，「古者人死，則使人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號

曰：『皋！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履尸，此《禮》所謂復。而說者

以為招魂復魂，又以為盡愛之道而有禱祠之心也，蓋猶冀其復生也。」我們

從這裡可以看到招魂乃是民間的一種風俗，以此推理，招魂對所謂的「履危

北面而號」的招魂歌亦產生於民眾之中。現在所記載的「招魂篇」無論是屈

原的作品，還是宋玉的作品，都是模擬民間風俗歌的產物，在這一點上，應

該是無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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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巫覡之俗。民間風俗不僅影響文人創作，同時更重要的是在自己創

作的民間歌謠中得到了真實的反映。我們同樣以戰國時期的楚國為例。「昔楚

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

這裡很清楚地表明：當時楚國百姓「信息而好祀」的，祭祀時，巫覡所唱的

娛神歌，其中很大成分是群眾創作的東西。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滿族薩滿

祭詞和納西族東巴經中看到這個跡象。 

《詩經》陳風中有許多民歌是表現巫覡生活的，之所以出現這些作品，

是因為當時陳地的確巫風盛行，這就不能不深深地印入人民群眾的藝術創作

之中。 

反映婚姻之俗。在表現愛情方面，民歌同樣保存豐富的民俗資料，一般

來說，婚姻形式與當地的人民群眾的風俗習慣相聯繫的。孔子曾說：「鄭聲淫」

﹝註 17﹞這是偏激之詞，他沒有將鄭國民歌談情說愛多的原因，放在特定的歷

史和環境中進行考察，所以得出了錯誤的判斷。「土峽而險，山居谷汲，男女

亟聚會，故其俗淫。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

稱鄭、衛之音。」﹝註 18﹞這段史料，把鄭、衛之民歌形成的地理原因和社會

原因都交代了。所謂地理原因，即是交通不便，人們深居簡出，需要各種交

往活動，因此聚會較多；所謂社會原因，即保存著男女自由戀愛的場所和習

慣。所謂「桑問濮上」就是當時青年男女自願往來、集會，尋找愛人的地方。

由於這些原因，所以鄭、衛民歌中戀歌和情歌就占據了很重的成分，是不足

為怪的。 

                                                      

﹝註 17﹞ 《論語‧衛靈公》。 

﹝註 18﹞ 《漢書‧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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