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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风歌词中的文化符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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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歌词的“中国风格”是当代中国的一种文化符号。而当代古风歌曲的盛行，也正是中

国文化符号在歌词中凸显的体现。古风歌词中包含大量的典故、传统故事、传统意象等，其中都深
藏着中国的“文化符号”。中国古风歌词中的“文化符号”, 既是产生美学共鸣的重要因素，也是凝
聚“文化中国”民族性的独特力量，更是复兴中华乐教和诗教传统的有效途径之一。古风歌曲特有
的符号表意，只有依靠共同的“文化符号”。这样一个国家民族群体的参与，才会变成其意义的真
正落实点，这也是古风歌曲最突出的功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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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艺术领域，“风”与中国音乐的关系最为

号。而当代古风歌曲的盛行，也正是中国文化符号在

密切。中国第一部歌集《诗经》中的“国风”便以此

歌词中凸显的体现。目前，学界和音乐界对古风歌曲

“风”为名辑集。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指出：“诗总六

的定义还比较模糊，广义的古风歌曲是指所有的中国

艺，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

[1]

风歌曲,狭义的古风歌曲 , 是指近年在网络上流传、伴

钱钟书的阐释更为详细：“言其作用，‘风’者，风谏

有 念 白 和 文 案 、用 明 显 的 古 代 故 事 的 中 国 风 歌 曲 。

也，风教也。言其本源，‘风’者，土风也，风谣也。今

在所有的歌曲体裁中，这两种带有明显风格标志的歌

语所谓地方民歌也。言其体制，风咏也，风诵也，系

曲都对传播“中国风格”有着特殊的功能。

乎喉舌唇吻，今语所谓口头歌唱文学也……‘风’之
一字而于《诗》之渊源体用包举囊括。”

所有古风歌词，都包含大量的典故，传统故事，或
者传统意象，都深藏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古风

[2]

而在所有的文字符号中，作为一个语义丰富的

歌词仅需要“文化符号”去理解音乐的意义，也需要

词汇，“风”使用频率极高，它和中国文化的各种语

“文化符号”去理解音乐的“美”。比如较早的中国风歌

义场紧密相连：从自然到艺术，到社会，甚至每个个

曲，方文山的《菊花台》《东风破》《青花瓷》《兰亭序》，

体的人格精神。就像鲁枢元的总结，“风”这个词，更

都来自唐宋诗词；王力宏的《花田错》和《在梅边》，在

具有中国汉字特有的文化繁殖能力，围绕它所展开

歌词上分别是对京剧《花田错》和元曲《牡丹亭》形式

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活力充盈、生机盎然的‘文化

和内容上的化用；陶喆的《苏三说》源自京剧《苏三起

生态系统’，它浓缩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大智慧，集中

解》；林俊杰的《曹操》直接取材于中国文学名著《三国

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有机性、整合性。”

演义》；后弦的《西厢》脱胎于元杂剧《西厢记》；张学友

[3]

歌词的“中国风格”是当代中国的一种文化符

的《楚歌》、屠洪刚的《霸王别姬》取材于楚辞；王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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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兰操》以及邓丽君的《在水一方》取材于先秦歌

品，才能明白这些歌词中的互文意义。

词，还有龚琳娜、萨顶顶目前致力创作与演唱的新

这种互文性来自于借用式的重复。克里斯蒂娃指

国风歌曲等。这些作品在音乐风格上，多以改造和

出“互文性意味着任何单独文本都是许多其他文本的

创新中国传统的调式，在音乐编配上，也善于用中

重新组合；在一个特定的文本空间里 , 来自其他文本

国乐器，古筝、箫、琵琶等民族乐器的音色，而中国

的许多声音互相交叉 , 互相中和” [4]。其中的“重新组

民歌或各种戏曲唱腔，更为这些作品增添了鲜明的

合”“互相交叉”“互相中和”都为不同形式的重复。

中国风风格。

当代古风歌曲创作，充分发挥了这种“参互成文，

即便像宋小明作词的《中国功夫》，也算是广义

含而见文”的传统修辞效果。互文在古风歌曲无处不

的中国风歌曲的一种，因为歌词从题材到意象，都

在，互文形式也多种多样。“互文引语，或被直接引用，

蕴含了中国“文化符号”，展现了中国武功的刚柔并

或被曲解，或被位移，或被凝缩，总是被不断重新组

济、兼容并蓄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织，每一次重新组织，也是一次创造新意义的过程。”[5]

不动不摇坐如钟,走如一阵风。

中国历代学者早就注意到了，这种互文借用中的重

南拳和北腿,少林武当功,

复，对人类文化和艺术的重大作用。

太极八卦连环掌,中华有神功。

文本和文化的互文性，编织了一条流动的文化河

同 样 的 例 子 ，要 理 解 方 人 也 作 词 的 《一 梦 千

流，它将传统和现代拉通对接。比如，古风歌曲《清明

年》，就要熟悉李清照的诗词，因为此歌重复性地引

上河图》《琵琶行》《归去来兮》等，一看歌名，就能将听

述了宋代词人李清照的多首诗词。

者拉回传统。这首《清明上河图》，并不是再现北宋画

多少次雨疏风聚，海棠花还依旧，点
绛唇的爱情故事你还有没有？
感怀时哪里去依偎你的肩头，一梦千
年你在何处等候。

家张择端笔墨下的往日繁华市井，但念念不忘的依然
是上河图的意义。
绫罗飘起遮住日落西，
奏一回断肠的古曲。

知否谁约黄昏后?知否谁比黄花瘦？

抬起画面如此的美丽，

谁在寻寻觅觅的故事里，留下这枝玉

孰不知是谁的墨笔。

簪头。

淡淡胭脂遮住了思绪，

这种“文化符号”不仅是理解中国自《诗经》以

小酌几杯却有醉意。

来 “风 雅 颂 ”精 神 以 及 “兴 观 群 怨 ”这 样 的 歌 词 功

多少能人将相书画三千里，

能自古不变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歌词之美、歌词

上河图雕琢的意义。

之力量的钥匙。

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是过往历史与当下意义的

而近年被称为古风歌曲的作品， 不仅在意象的

重要链接，“每次体验都是一次意义活动积累，这种新

选择上回归传统，甚至在具体的情景和人物叙述中，

一层的意义重复也就成为人类传承和体验传统文化

更是似乎营造古代的某种情境，比如这首在网络

的普遍形式。”[6]

上比较流行的一首古风歌曲《长安李白》：

歌词文化对某个比喻集体地重复使用，或是使用

一袭白衫鎏金鞍，那年你愤世出长安。

文化符号的个人有意对某个比喻进行重复，都可以达

到了洛阳赏牡丹，得知己千杯不停盏。

到意义积累变成象征的效果。这些文化符号使人类不

朝如青丝莫等闲，叹骨中侠气自一篇。

仅形成经验，而且这种经验能够借助重复延续下去，

安能事权贵谗言，使我负气不开颜。

在意识中形成记忆，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传达，在代与

要读懂这样的歌词，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唐代诗
人李白的生平、性格，还需要熟悉他的许多代表作

代之间形成传承。
毫无疑问，这种对传统的理解和体会，并不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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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地对某些对传统概念的理解和接受，相反，更多

值，更重要的是具有‘认同’价值。”[8]尽管不同社会阶

的是一种对传统文化艺术精神的领悟。歌曲将歌唱

层的人有不同的生活品位，面对同一首歌会产生不同

主体与生活世界的经验发生关联，靠共同遭遇的感

的审美体验，且认同也是在时间变化中的认同。作为

情震动发生关联，正如黑格尔所说：“分配给音乐的

共享汉语聆听和演唱经验的文化方式，古风歌曲是

艰巨任务就是要使这些隐藏起来的生命和活动单

“文化中国”重要的凝聚力量，是发扬中国诗教和乐教

在声乐里获得反响，或是配合到乐词及其所表达的

传统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古风歌曲特有的符号表意，

观念，使这些观念沉浸到上述感情因素里，以便重

只有依靠共同的“文化符号”。这样一个国家民族群体

新引起情感和同情共鸣。”[7]

的参与，才会变成其意义的真正落实点，这也是古风

古风歌词的功能在于,以共同的文化符号为基

歌曲最突出的功能之一。

础 , 建立起中国人之间的情感共鸣。歌词在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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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Code Function in Chinese Ancient Style Lyrics
Lu Zhengla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The "Chinese style" of lyrics is a cultural symbol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revalence of contemporary ancient songs is also the embodi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codes in the lyrics. Ancient lyrics contain a lot of allusions,
traditional stories, traditional images and so on, all of which contain Chinese "cultural
codes". The "cultural code" in Chinese ancient style lyric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factor to produce aesthetic resonance, but also a unique force to condense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cultural China", and also an effective way to revive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music and poetry education. The unique symbolic meaning of
ancient style songs only depends on the common "cultural code", the participation of
such a national group can become the real implementation point of its meaning,
which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functions of ancient style songs.
Key words: ancient songs; cultural codes; traditional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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