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肚中无货讲虚心

肚中无货讲虚心

水性杨花讲多情

毛竹讲是顶梁柱

咀巴擦油哄骗人

“肚中无货讲虚心”这种人不是虚心，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山间竹笋，咀尖

皮厚腹中空”的那种人。

“水性杨花讲多情”，这是玩弄妹仔的色狼，可却给他美其名讲是“多情”。

“毛竹讲是顶梁柱，咀巴擦油哄骗人”，前面三句都是哄骗人的事，因而第

四句便下“哄骗人”的结论，是一首揭露丑恶灵魂的歌。

这歌虽然是说情场中的事，也是揭露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事，不管在

哪种场合，提醒人们要用眼睛去观察人，要用头脑去分析人，大家都知道，在旧

社会，骗子很多，谋财害命，无奇不有，无恶不作，现在虽然是新社会，可也还

有骗子，因此这首歌，还是很有现实意义。



妹是山中一枝梅

妹是山中一枝梅

哥是凤凰天上飞

凤凰落在梅树上

竹杆打来也不飞

“凤凰”是南方也是壮族的吉祥鸟。

这歌歌者把妹比喻作梅，把凤凰比喻哥哥，凤凰落在梅树上，竹杆打来也不

飞，这就是哥哥看准了的对象，而且情哥对情妹有了深厚的感情，所以竹杆打来

也不飞。这歌构思别致，感情深沉，凡是对对方爱得深沉的事，都喜欢借鉴这首

歌，特别是在解放后，借鉴得比较多，如：

党是山中一枝梅 我是喜鹊天上飞

喜鹊飞落梅树上 石滚打来也不飞

这是解放后人们对党无比的热爱的表现，到了人民公社时代，这首歌又被借

鉴，如：

社是山中一枝梅 我是凤凰天上飞

凤凰落在梅树上 竹杆打来也不飞

一首好歌，构思巧妙，哲理性强，就变成了宝贵的社会财富，可以拿来为社

会主义服务。



热锅蚂蚁急死人

出门看见妹挨打

打妹身上痛哥心

背着蓑衣难救火

热锅蚂蚁急死人

“蓑衣”，用草或用棕制成披在身上的防雨工具。

这歌的前面两句的表现手法是用赋，直陈其事，出门见妹挨打，打在妹身上

痛到哥的心，这句歌非常有感情，表现出了两人爱情的坚贞。

后面两句的手法是比。“背着蓑衣难救火”，因为妹妹是跟自已谈恋而挨打的，

这就象火烧草房，自己又是身上背着草制的蓑衣，去救火就要被烧得更旺了，自

己也挨烧了，由于不能去救，因此第四句情哥就象热锅里的蚂蚁一样急得团团转。

这首歇后面这三句很好，“打妹身上痛哥心”，表现出了两人坚贞的爱情，心

理描绘已很细致，后面这两句用了两件比喻物用得很确切，背蓑衣怎能去救火？

比喻得非常形象，包容了很多内涵，也是用得非常绝妙的语言，耐人寻味。热锅

蚂蚁急死人，这个比喻更妙，使人可以想见情哥在那里急得团团转，去救也不是，

不去救也不是的着急形象，把情哥的心理描绘得更加细腻，把情哥的形象刻划得

栩栩如生，这是心理描绘得比较好的歌。



皇帝女儿假正经

阳沟洗手假干净

皇帝女儿假正经

口口声声讲廉耻

谁知贪花第一名

“廉耻”：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协助齐桓公推行政令时所依循“祟礼”，“行

义”，“廉洁”、“知耻”的准则，历代皇帝也非常强调要人民推行“礼义廉耻”，

到处制匾张挂。

“阳沟洗手假干净”，这是批判和揭露那些伪君子的语言，本来还有一句“猫

哭老鼠假慈悲”的，歌手拆开来用了，大家都知道，阳沟里的水是最脏最臭的，

手脏了到阳沟里去洗，不是越洗越脏吗?所以说她是假干净，“皇帝女儿假正经”，

一般皇帝女儿是最淫荡的，“富贵思淫欲”嘛，笔者看过一部《中国通史》，其中

有个皇朝的公主，她见她哥当皇帝后，挑选了很多美女进宫，她也要他哥挑选三

十个美男子给她，这事使我终生难忘，可她们却口口声声讲“廉耻”，到处制匾

张挂，要人奉行，说他们是假正经，是贪花第一名，非常确切。

这首歌虽然只是二十八个字，可却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唱出了人民的心声，

唱出了敢于反抗的骨气，因此，在这类歌中，它是阶级性和艺术性比较强比较典

型的歌。



三月离哥三月三

三月离哥三月三

倒在牙床睡不安

春色惹人眼不得

月移花影上栏杆

“三月三”是壮族歌节。

“牙床”，要象牙雕刻装饰的床，一般指装饰较好的床。

“三月离哥三月三”，这是哥妹在三月三歌圩上分离，难舍难分。

“倒在牙床睡不安”，想起情哥来，就是最好的床也睡不着。

“春色惹人眠不得”春色很美好，很容易惹人泛起对情人的思念，因而睡不

安。

“月移花影上栏杆”月儿慢慢落下山，把花影移上栏杆来了，天快亮了，这

就是说想情哥想了一夜，想到天光。

这歌思绪很浓，意境很美，很有文采，感情充沛，触景生情，诗意浓郁，是

一首好歌。

这歌是柳州市彩调团《刘三姐》创作组于 1959 年去宜山（今宜州市）采风

时，歌手吴矮娘唱，他们录下后，收进邓凡平等编的《刘三姐山歌集》中，这歌

和宋朝大诗人王安石的《春夜》很相似，王安石的诗是：

金炉香烬漏声残 剪剪轻风阵阵凉

春色恼人眠不得 月移花影上栏杆

诗和歌，前面两句不相同，后面两句却是一样，歌只把第“恼”字改为“惹”

字，而主题都是一样，都是怀人之作，这个情况一可能是撞车，二可能是一些文

人歌手，看了王安石的诗后，把它借鉴过来，唱了以后，吴矮娘拿来唱的，吴矮

娘唱的歌，不是首首都是她自己创作，人家唱的歌，传统的歌，她都可以拿来唱。

在我国有个习惯，歌可以借鉴诗，诗也可以借鉴歌，如唐朝大诗人李白的《静

夜思》就是借鉴民歌来的，民歌原歌是：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费思量

李白把民歌最后一句的“费思量”三字改为“思故乡”，就变成“举头望明

月，低头思故乡”的名诗。《千家诗新注》里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此说来，《三月

离哥三月三》这首歌，虽然是借鉴王安石的诗来的，可借得很好，在壮族地区广

为流传，因此也应该承认它是一首令人喜爱的好歌。



知人知面难知心

画虎画皮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哥你喊我种红豆

为何扯起种花生

“红豆”：即红豆树之子，山歌里红豆关“相思”，也叫“相思豆”。

“花生”关“新花”，即“新人”。

“画虎画皮难画骨”，这是给第二句“不知心”铺垫，这两句是人民总结出

来，哲理性很强的闪闪发光的语言，人的心是跟随着条件、时间、地点、利害关

系而变化的，它是动的，不是静止的，今天是这样想，明天条件变了，利害关系

变了，心也就跟着变了，怎么不难知呢？因此说这两句是人民总结出来闪闪发光

的语言。

第三第四句转入正题，“哥你喊我种红豆，为可扯起种花生?”种红豆是两人

相好，扯起种花生就不好了，花生是指生花，生花即新花，新花即新人，意思是

说，过去两人相好，现在为何又丢开了我另去找新人，弃旧迎新了呢？

这歌构思得很巧妙，开头用画虎难画骨，知人难知心这个哲理性很强的歌来

使人明白一个道理，后两句借来两件比喻物，即扯起红豆种花生这两事来非常形

象丽具体的说出了弃旧迎新的主题，既含蓄又不晦涩，很有文采而又很有诗意，

因此很有艺术感染力。

在《警世通亩》中，庄生看见扇坟的妇女后吟：

生前个个说恩爱 死后人人欲扇坟

画虎画龙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后面这两句脍炙人口，歌者可能是从这里借鉴过来的，也可能是庄生借鉴民

间俗语彦语来的，无从考察了。



妹喉有棵山歌树

哥你歌多就唱来

妹也有歌打发开

妹喉有棵山歌树

半边含芯半边开

比歌多的歌很多，一般的都唱：

你歌哪有我歌多 我有十万八千箩

因为那年涨大水 歌书塞断九条河

这首歌这样唱，歌算是多的了，因而脍炙人口，当然这也算是一首夸张歌多

的好歌，可却没有前面那首的构思那么新鲜，那么巧妙，你的山歌有十万八千箩，

可以把它唱完，而这个姑娘的喉头里有棵山歌树，半边含芯半边开，这边开的唱

完了，那边含芯的又开了，如此循环永远唱不完，这不比你歌多吗？所以说它构

思巧妙而新鲜就在这里。

这首歌不但构思巧妙，而且内容奇特，非常清新，喉头有棵山歌树这个细节，

歌者有非常奇特的想象和联想，生活经验非常丰富，不然是无法唱出这样的歌来

的，这歌不但内容奇特，而语言既新鲜又幽默，既形象又生动，没有艺术功力是

唱不出来这样美妙的歌来的。



断肠人送断肠人

送哥送到五里亭

提起分离痛透心

流泪眼看流泪眼

断肠人送断肠人

两人谈爱未曾结婚，其中又有阻碍，便有相见欢喜分别难过的情景，现在情

妹送情哥送到五里亭，应该分手了，可两人情意缠绵，如胶如漆，因而极难分手，

此情此景，两人都控制不住感情，都泪流满面，虽然流泪，可总看不够，离别前

总还要注看一时，于是便有“流泪眼看流泪眼”了，因为两人感情极深，可又因

为有什么压力，别后不知情况如何，越想越痛断肝肠，于是便有“断肠人送断肠

人”。

后面这两句歌，这些情景，几乎人人都有体会，个个都有与情人分手时心情

难过的日子，因此这些语言，很容易唤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这两句歌把两人的

眼泪和断肠凝成一体，不但意炼得好，语言上雕章琢字亦极瑰丽，因此它是思绪

的导火线，是感情有炸药包，一点即爆，一触即发，有着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因

而这歌在同类歌中比较典型的歌，所以能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我俩人离心不离

风吹云动天不动

水推船移岸不移

刀切藕断丝不断

我俩人离心不离

“丝”谐“思”又是双关，“丝不断”就是“思不断”，这里的“藕”不作“偶”，

只是比喻物。

这歌的表现手法是排比，前面连用“云动天不动”、“船移岸不移”、“藕断丝

不断”这三个天经地义的哲理来说明人离心不离，这三个比喻物的特点是用动与

静、固定与浮游的具体对照来证实人离心不离，使听者信以为真，而这歌的前面

两句，是人民总结出来的哲理性语言，在生活中常常引用，藕断丝连这个自然现

象，在文学作品里却经常引用，它多是寓意男妇之间相思绵绵欲断还连之情，这

不但在山歌里常用，而古诗里也常用，如盂郊的《去妇诗》中说：“妾心藕中丝，

虽断犹连牵”，盂郊是女诗人，她丈夫出外，她便在诗中用“藕断丝连”来发泄

她的心情，可见歌手和诗人在爱情方面，感情还是相通的，由于这歌的哲理性强，

功能很大，因而能广被引用，广为流传。



石板砍鱼难下刀

哥妹互相偷眼瞄

路上人多难相交

心里虽有千句话

石板砍鱼难下刀

“偷眼瞄”俗叫“打眼角”，“互相偷眼瞄”就是互相打眼角，文人说是“秋

水送秋波”。

这首歌构思的妙处在“石板砍鱼难下刀”这个比喻非常确切而新鲜，两人互

相打眼角，很多情感已通过眼睛来传达，已是很妙了，因为路上人多，两人不好

交谈，心里虽然有千万句话，却很难开口，难得象在石板砍鱼那样很难下刀，这

个比喻既含蓄又令人寻昧，真是妙趣横生。

为什么石板砍鱼难下刀呢?又为什么用它来作比喻呢?那是因为鱼有骨头，但

不很硬，用刀切又不能切断，必须要砍才能断，如果在木钻板上砍，很容易下刀，

一砍就断，现在是在石扳上砍，一砍下去砍对石头，刀口就要崩缺，所以在石板

上砍鱼很难下刀的，有些歌本，写成“石板切鱼难下刀，是不对的，不是切鱼，

是砍鱼。而这首歌还有个妙处是用很少的文字，说出很多的内容，四句歌讲了四

件事，特别是“心里虽有千句话，石板砍鱼难下刀”，笔者见到这首歌后，心情

为之激动，认为这个歌者对这首歌加工提高非常好，因为在很多歌本上都是这样

唱：

挑水码头步步高 一连见妹两三朝

路上人多难开口 石板砍鱼难下刀

这首歌前面两句话，只是说在码头上见妹两三朝，用较多的文字，说出较少

的内容，后面两句“路上人多难开口，石板砍鱼难下刀”这两句也是用较多的文

字，说出较少的内容，因为路上人多难开口，已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石板砍鱼

难下刀，只是形容难开口而已，内容不多，而前面那首就是用较少的文字说出了

较多的内容，如前面一句“哥妹互相偷眼瞄”这不光是看见，而是用眼来交流感



情了，第二句，两人虽然有心相好，可是路上人多难相交，也就是难开口谈话，

第三句“心里虽有千句话”心里有话不敢说，然后才说“石板砍鱼难下刀”这样

内容就丰富得多了。古代诗人孟郊，她写一家人的穷苦贫寒，只用“借车载家俱，

家俱少于车”，十个字就把那家贫寒之态说出了，而从“石板砍鱼难下刀”只七

个字，就说出了很多的内容，言简意赅，非常可贵！



手拿壮锦绣凤凰

日想哥来夜也想

手拿壮锦绣凤凰

凤凰挂在厅堂上

哪时会飞哪时忘

“壮锦”：壮族妇女用手工或木机编织的锦，经线一般用白色棉纱，纬线用

各种彩色丝线，巧手的妇女，可织各种花纹图案，也可织各种物植物。

“凤凰”：开始是壮家人的“鸟图腾”，后来是壮家人喜爱的吉祥鸟，也象征

着美丽，因而壮锦上面喜欢绣凤凰。

“凤凰挂在厅堂上，哪时会飞哪时忘”这不是神话，壮锦上的凤凰怎么会飞，

这是说明姑娘想念情哥之深，永远想下去。

这首歌构思的特点是抓住了“手拿壮锦绣凤凰”这个细节，表现出了民族特

色，壮锦和风凰都是壮族人民心爱之物，笔者到忻城县，有个老人家拿了一块银

牌出来，说她祖母是织锦能手，省里奖给她的银牌，她感到非常光荣，因此这歌

是抓住壮家人的心理素质，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歌。



天长地久不断情

妹打鞋底定九针

特地拿来定哥心

妹给鞋扣九根线

天长地久不断情

在旧社会，壮族男女互送定情信物，男的给女的送头巾，女的给男的送布鞋，

因此姑娘给情人做鞋时，做了很多文章，打鞋底一般打七根线，给情人做鞋要打

九根线，“九”谐“久”因此跟着唱出“地久天长不断情”的歌来。

壮族的习俗，女的不能随便给男的送鞋，两人谈爱到成熟阶段，女的认为她

已把男人了解清楚，可以做自己的丈夫时，才能送鞋定情，而男的得到姑娘的鞋，

就得吃了定心丸，这姑娘就是他心上的人了。因此姑娘做鞋送情人的心理活动，

是很微妙的，懂得了壮族的这个俗习，对这首歌就能欣赏出它别有一番风味来了。



唱着山歌带妹回

竹鞭打水浪飞飞

好情结交不用媒

不用猪羊不用酒

唱着山歌带妹回

这首歌表现壮族婚姻的习俗，壮族是歌的民族，有“侗不离酸、壮不离欢（歌）”

之说，壮族对恋爱结婚比较自由，一般青年男女在歌圩上唱歌对歌选对象，看中

了以后便通过对歌来互相了解情况建立感情，成熟后告诉了爸妈，就可以结婚，

有些是再通过媒人来帮办结婚手续，有些根本就不通过媒人，自己操办，结婚时，

有些是用牛车接亲，有些不用牛车，一群接亲送亲的男女边唱歌边把新娘接回家。

所以有“唱着山歌带妹回”的歌。

这首歌是用兴开头，“竹鞭打水浪飞飞”是兴句，可和下面的歌没有什么内

在联系，只起到押韵的作用，也叫“带头句”、“搭头句”，在歌圩上对歌，有不

少歌手为了不给歌声断，往往边唱兴句边思考下句的正意，这也是“兴”句的作

用之一。

“兴”也有两种，一种与下文无关的，如“竹鞭打水浪飞飞”，一种是与下

文有关的，如：“斑鸠树上叫咕咕，叫哥无嫂妹无夫”。“兴”用得好，也给歌带

来文采的美。



情妹学得套阳术

情妹学得套阳术

情哥莫怕日落西

把它套在英雄树

我俩继续赶歌圩

“套阳术”：就是能把太阳套住不给它落下西山的仙术，古代壮家英雄莫一

大王有压阳术，能把即将升起的太阳压下去，这个“套阳术”是不是从“压阳术”

幻化过来的呢？

“英雄树”：即红棉树，传说壮家人在江河两岸居住，耕田种地过幸福日子，

有一天有个恶霸带来一群人，要叫壮家人种得的谷子给他一半，壮家拿起长矛大

刀跟他们搏斗，双方打死很多人，敌人的尸体丢下河，壮家英雄埋在红河两岸，

第二年春天，每堆坟上都长出了一颗红棉树，开出鲜艳的花，从此人们便叫红棉

树为英雄树，红棉花为英雄花。

“歌圩”是壮家“三月三”歌节，节日那天，男女青年都要到坡上去唱歌，

叫“赶歌圩”，不是歌节，平时也都到坡上

唱歌，歌圩的来历，相传古代壮家人婚姻也不自由，有一对情人相爱，父母

干涉，两人便自杀，后人唱歌纪念他们，久而久之，父母亲也不敢干涉了，青年

们唱歌纪念他们，便成了歌圩。

这首歌是青年们抒发赶歌圩欢快的心情，在表现手法上是夸张，在歌圩上唱

到兴趣浓烈的时候，最怕太阳落下西山，于是便想起要把太阳套住，以便继续赶

歌圩，这些青年对歌对到痴迷时，才想出套太阳的歌来，套太阳用神话来理解是

可以理解的，有压太阳就有套太阳嘛！

关于套太阳的歌很多，如：

日头落岭又落山 我俩未曾过水滩

哪样打把日头锁 锁住日头在半山

又如：



不怕日头落西边 妹绑日头在树尖

哥拖日头从西上 黑夜我俩当白天

这些套太阳的歌，表现出了一对情人坚贞的爱情，也表现出了人们人定胜天

的乐观主义精神，很有艺术感染力，因而都能广为传唱，而《我俩继续赶歌圩》

这首，民族特点更浓，使人感到更加清新。



蚂蟥过水无脚印

妹不连哥不要紧

唱歌玩耍又何妨

蚂蟥过水无脚印

水面抛刀无损伤

“蚂蟥”：蛭纲动物，生活在水田、湖沼中，能刺伤人畜皮肤吸血，平时躲

在草下，听见水响，马上就游出来找吃。

这是一首邀请歌，在歌圩上，一般都是男的逗女的唱歌，这歌从内容上和表

现手法上都是一般，没有什么别致，可在语言上却很有风味，“蚂蟥过水无脚印，

水面抛刀无损伤”，这是哲理性很强的语言，含蓄有趣，形象生动，因而脍炙人

口，平时在人民生活中，歌手们都喜欢把它变意变韵来唱，如：

妹不连哥不要紧 唱个山歌来开心

蚂蟥过水无脚印 水过鸭背无湿痕

一首歌，只要有好的人民语言，就会得到人民的喜欢，它就会象流水一样长

年不朽。



经过几多雪和霜

掌上生毛妹老手

半夜杀猪妹老行

妹是山中松柏树

经过几多雪和霜

这歌的表现手法，主要是用“铺垫”，“铺垫”又分为“借垫”和“自垫”，

前面这两句是“自垫”，如“掌上生毛”为“妹老手”铺垫，“半夜杀猪”为“妹

老行”铺垫，在一句歌里自己铺垫叫“自垫”。而“借垫”就是上句为下句铺垫，

如“妹是山中松柏树”这句，是为下句“经过几多雪和霜”铺垫，这叫“借垫”。

还有这歌还用“谐音”和“双关”的手法，“霜”谐“双”，“经过几多雪和

霜”，这是谐音“和”双关“并用”，就是说妹妹象山中松柏树那样，不知经过多

少霜雪，跟多少个男人成双成对过了。

这歌运用这几种表现手法，把一个多角恋爱的姑娘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评，

真是令人震惊，这样的手法，既幽默又含蓄，所咏之词，引面不发，戳而未穿，

令人深思，耐人寻味，让听者慢慢去揣摩，去品味，说它妙就妙在这里。



早晚和哥得相亲

若能变

变朵香花给哥闻

变条脸巾给哥洗

早晚和哥得相亲

这首歌词明白如话，没有什么费解的词句，可它可贵之处是歌者构思出“变

条脸巾给哥洗，早晚和哥得相亲”，脸巾早晚是要洗脸的，洗脸时得到和哥哥相

亲，这是歌者构思得非常巧妙，情妹想情哥，情意多么缠绵，想象力多么丰富，

洗脸相亲，情绪比较健康，形象比较亲切，多美的诗情画意，多细腻的心理描写，

山歌里，对姑娘细腻的心理描绘的歌很多，如：

若能变 变朵香花给妹闻

变颗扣子给妹扣 时时扣着妹的心

山歌里，歌手们变过来变过去，就是黄勇刹同志说的“三变”，可变得健康

优美或低级庸俗，就看歌者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了。

这歌歌小含量大，意味隽永，把听者领入了一个诗的境界，却由听者去想象

和领会。歌惯用“变”的手法，而古诗也惯用“变”的手法，如柳宗元的《与浩

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这首诗的后面两句：“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

故乡”，柳宗元认为如果能将自己的身体用分身法变成千千万万个，他就可以站

在无数的山头去望自己的故乡了，而这个姑娘说她若能变条脸巾给哥洗，就可早

晚和哥得相亲了，这都是诗人和歌手对理想深切的寄托！



竹篮打水一场空

枉费了

灯草架桥枉费工

水里捞月枉费劲

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是描叙失恋后心情的歌，这失恋者还有自知之明，连用“灯草架桥”、“水

里捞月”、“竹篮打水”这三件不可能的事来比喻歌者找这个对象谈爱不可能成功，

失恋后还能总结不可能的原因，思想还算是健康的。

这歌用了这三句歌词，是经过千百年来淘洗过的，掷地有声的哲理性极强的

人民语言，在人民生活里，会经常遇到枉费工的事，这时便自然地说出或唱出“枉

费了，灯草架桥枉费工”，用灯草来架桥，虽然有心（灯草关心）却是不能走人，

因而是枉费工了，如果情绪再发展下去，便又顺口说：“水中捞月枉费劲，竹篮

打水一场空”，这些歌这些语言，已成为人们的谚语、俚语、口头蝉，山歌语言

的精华，给予后人的继承和发展，常用常新，这是山歌伟大的功劳。

反映失恋的歌很多，如：

妹不连哥哥不忧 再不扛伞把妹求

三月桃花处处有 四月江水到处流

这后生失恋后，唱出了有骨气的歌，心情也很乐观，认为到处有妹仔，为什

么一定要杠伞去求你，可这首歌的语言，却没有前面那首淘洗锤炼得那么好，因

此没有前面那首脍炙人口，没有成为人们的口头蝉。



柴刀无钢枉妹磨

枉连哥

燕子无双枉做窝

塘里无鱼枉戽水

柴刀无钢枉妹磨

这是一首指责哥哥无心谈爱的歌。

表现手法是用排比，选择的比喻物比较有说服力，用“燕子无双”、“塘里无

鱼”、“柴刀无钢”来比哥哥的无心。用“枉做窝”、“枉戽水”、“枉妹磨”来申诉

妹妹的枉费心机，形象鲜明，画面生动而清新，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创作构思方面，是用反复重叠的语言来体现主题，反复用“三个无”、“四个

枉”来揭示主题，而“三无四枉”不是原地踏步，而是步步深入、步步升华，最

后点出枉妹磨，主题更加鲜明了。

三字头歌式有个特点，一般就是歌的主题，如“枉连哥”就是，下面就连用

三个排比来说明“枉连哥”，步步揭出哥哥无心谈爱的主题。

但也有例外，有些歌就不是，如“妹鸳鸯．哪个连情不想长”这三字头变成

“兴”的起头了。因此《柴刀无钢枉哥磨》这歌，是在同类歌中比较典型的歌式。

这歌还有个特点：运用反复重叠的手法，是学习了歌曲反复重唱的那个手法，

有些歌曲，歌词很少而曲谱反复重唱，反复强调，象香花一样，给一阵阵的和风

把香味一阵阵的散发出来，令人心旷神悦，回味无穷。



如今为何水捞油

后园韭菜是哥种

为何扯起种石榴

当初象是水捞奶

如今为何水捞油

“韭菜”：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细长而扁，开花时一条心，因此“韭菜”

关“一条心”。

“石榴”：落叶灌木，果实球形，内有很多种子，因此，“石榴”关“多心”。

这歌的前两句是说：“哥哥种韭菜是一条心的，后来为何扯起种石榴，搞多

心起来？”

后面这两句是说：“当初两人是象水和奶一样水乳交融的，后来为什么水和

油捞不在一起了呢?即两人感情为什么破裂了呢？

这两个质问，理直气壮，令人同情，感情上受到了渲染，这两个对比，是好

是坏，便不言而喻了。

这歌的表现手法，全是用借比和对比来表达思想感情，全歌没有明说哥哥变

心，全是用比喻物来巧妙的体现既含蓄又不晦涩，非常得体，这四样比喻物，都

是农民生活中和劳动中亲自经历的事，可不是随手拿来，而是经过一番构思，经

过精雕细刻的优秀的歌。

关于捕捉语言形象的功力问题，朱自清的诗《细雨》中“星呀星的细雨，是

春天的绒毛呢。”评论家给他评论：“他以‘绒毛’来比喻春天的细雨，十分贴切

而准确地抓住具体事物的特征，直诉于人们的感觉和视觉。”给予很高的评价。

而这歌把两人的关系“过去象是水捞奶，如今为何水捞油?”，歌者以形象的清新

流丽的内涵，丰富的语言勾勒了这对情人的关系，也是十分贴切而准确地抓住了

具体事物的特征，也是很有功力的呀！



画师难画妹心肝

山歌好唱起头难

雕工难雕百花山

织女难织龙凤锦

画师难画妹心肝

歌者描叙情妹不可捉摸的心情，是从工艺劳动生活提炼出来的，生活感很强，

内容也很深刻，歌者的生活深度和艺术高度，是令人钦佩的，在表现手法上，构

思得也比较巧妙，前面连用三个排比来说出“难”字，最后用“画师难画妹心肝”

来点题，点得也很绝妙，技巧是渗透思想、生活，形象素质的艺术手法，它是远

非机械性的技术所能比拟的，因此这歌确实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和精度。

类似这样的歌很多，如：

山歌好唱难起头 泥匠难起八角楼

窑匠难烧琉璃瓦 铁匠难打钓鱼钩

前面那首《山歌好唱起头难》开头句不是主题，它是用来说明主题的比喻物，

而这首开头句“山歌好唱难起头”却是主题，后面三句都是为前面这个主题服务，

因此后面这首歌虽然也用了生活气息很浓的比喻物来进行排比，可只说明了“山

歌好唱难起头”这个主题，没有《画师难画妹心肝》这首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

得那么巧妙、那么深刻、那么天衣无缝，所以它是同类歌中比较典型的好歌。



人不风流枉少年

大树无荫枉占地

乌云无雨枉遮天

月亮不亮枉十五

人不风流枉少年

“风流”：是指有功绩又有文采的，英俊杰出的人，亦指男女谈爱的风流韵

事。

这首歌在情场中，它是劝告少年们珍惜青春，该谈爱时要谈爱，不要给宝贵

的青春白自度过。

在社会上它可以指导人们做人的道理，劝告人们生在世上，趁年富力强好好

的学习做人的道理，好好的学习为人类做一番事业的本领，在人世上做个英俊杰

出的人，不要给枉过少年时，枉过一生。

这歌在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上有很多特点，歌者连用三个排比，用三个比喻

物来说明“人不风流枉少年”，这些比喻物很确切，很有哲理性，语言上也很有

文采，对仗工整，音韵铿锵，琅琅上口，可以说是“能粘着一切东西的蜜”的语

言。

还有这首歌，歌词的反复重叠，运用得很巧妙，歌里有两个“无”、两个“不”，

四个“枉”，每一次的反复重叠，都是不同的形象，不同的画面，特别是四个“枉”

每一次反复重叠，都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内容的推进，形象的翻新，意境的升华，

使人觉得新鲜，生动、别开生面、另有一番风味，因而能脍炙入口，广为流传。



那有风吹花上枝

十七十八正当时

还不风流到几时

只见风吹花落地

哪有风吹花上枝

“风流”：指有功绩而又有文采的英雄杰出人物，也指男女间的爱情的事，

这首是邀请歌，邀请唱歌谈爱，劝妹应该谈爱了，后面这两句，是人们非常熟悉

的语言，“只有风吹花落地，哪有风吹花上枝”，这是哲理性很强的语言，意思是

说，现在正当时候不谈爱，等到年纪大了，人老了，就不能再返老还童了，白白

虚度美好的青春。

这首歌，前面两句是赋，把事情提出，为了形象的说明正当时，用哲理性很

强的自然现象，而且用很有文采的语言来表现。

这首歌的构思和语言，跟古诗人杜秋娘的《金缕衣》很相似，如：

劝君莫惜金缕衣 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 莫待无花空折枝

她后面这两句“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与歌的“只见风吹花

落地，哪有风吹花上枝”有异曲同工之妙，这诗和歌看来似乎是劝人及时行乐，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诗的“劝君惜取少年时”和歌的“还不风流到几时”，风流

是指有功绩而又有文采的英雄杰出人物，从这方面来看，诗和歌都颇有劝人少壮

之年，应该积极向上的进取之意，立志作个杰出的人物。



铜锣哥妹两边打

铜锣哥妹两边打

两边共响一个音

灯草哥妹两头点

哥妹两人共条心

“灯草”：多年生沼泽草本，产地遍及全国，尤以江南湖广盛产，茎髓俗称

灯草，可作灯心。

这歌构思比较别致，一般打锣是一边打，而哥妹是同时两边打，响的是一个

音，比喻两人共个音共条心。

灯草作灯心，一般是只点一头，现在哥妹一个人点一头，一看哥妹两人共一

条心，这样描叙非常形象，画面非常鲜明，令人拍手叫好。

关于歌颂两人一条心，心连心的歌很多，如：

鱼也不能离开水 鸟也不能离开林

灯草拿来穿猪肺 我俩相爱心连心

“灯草”关“心”，“猪肺”关“猪心”，灯草穿猪肺，就是心连心，这首歌

也还有一定的艺术构思，可没有“灯草哥妹两头点，哥妹两人共条心”，画面那

样形象，那样鲜明，因此这歇构思的“两边打”，“两边点”、“共个音”、“共条心”

比较别致，语言比较清新，艺术感染力较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