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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 國 沾 之 什 103第五章

五．一　大詞人之初

像六十年代很多文藝青年一樣，盧國沾當年也是投稿學生園地而願意獻身文化界

的一員。記得一九八二年初他在《新晚報》為文談其《找不著藉口》得到「最佳作詞

獎」感受時，曾憶述：「十七歲時寫稿寄去《學生園地》，一期連刊出我兩篇大作，

那次我高興得在人前仰天打了幾個哈哈，顯出我多麼的少年傲氣。」

盧國沾是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的，人們常說中文系畢業的人往往不能在寫

作上有所發揮，觀乎盧國沾與林夕，此語可以休矣！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盧國沾開始他第一份工作——在「無線」的《香港電

視》周刊當記者，七年之後，已在「無線」身兼二職：既主持推廣部的宣傳工作，還

兼顧監製《Ｋ 100》。

一九七六年，無線同事林德祿找他寫詞，問他可有膽量一試，他拍心口應允，於

盧國沾之什

第 五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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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久就寫成了他的處男作：電視劇《巫山盟》的主題曲，值得注意的是，這首主題

曲是先由盧國沾寫詞，再由顧嘉煇譜曲的。不過，這首主題曲並沒有引起人們注意，

反而劇中的插曲《田園春夢》，卻非常流行，於是很多人都以為，盧國沾的第一首作

品是《田園春夢》。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田園春夢》的流行，使盧國沾的填詞之路豁然大開。幸

運之神對盧國沾看來是非常眷顧的。

五．二　習作期

一九七六至七七年間，是盧國沾的填詞練習期。別的詞人的「習作期」作品，我

們也許難以欣賞得到，但盧國沾的歌詞習作，卻都是曾出街（公開）的，只因為當時

「無線」有個《民間傳奇》的戲劇節目，劇中經常加插歌曲，其中《西廂記》、《寶

蓮燈》、《帝女花》、《梁山伯與祝英台》、《金玉奴》、《江山美人》、《三笑姻

緣．王老虎搶親》等七套劇目的主題曲和插曲，全由盧國沾撰寫。

這些全是古裝劇集，加上當時粵語流行曲初盛，所以歌詞是不得不剪紅刻翠，務

求麗藻華章，這對於後輩詞人如林振強、潘源良以至林夕，可能是可怕的夢魘，但對

於盧國沾來說，卻並非難事。

這批歌詞，幾乎從沒有人提過讚過（因為當時的樂評人眼裡都只有英文歌國語

歌，而專評論粵語流行歌詞的詞評人也未「出世」），很快就被人遺忘得一乾二淨。

然而，正是這幾十首歌詞，磨練了盧國沾的詞筆。

到盧國沾在其後一兩年寫出更受矚目的名作如《小李飛刀》、《每當變幻時》後，

人們更早忘了其實盧國沾也有他的「習作期」，並非一步登天的。事實上，縱使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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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名作，也常可見到技術上的失誤，例如電視劇《前程錦繡》主題曲中的詞句

「敢抵抗高山，攀過望遠方」就因為分句不妥，頗遭詬病。

五．三　填詞明星

七十年代中後期，香港曾經一度有三間私營電視台：無線、麗的、佳視，盧國沾

是曾在這三間電視台都任過職的少數人之一，事實上盧國沾是親歷佳視的興亡，被稱

為「佳視六君子」。

不管無線、佳視或麗的，電視台工作都是瞬息萬變、充滿驚濤暗湧，面對這些工

作壓力和衝擊，對一個性情中人來說，不把這些感受即時抒洩出去，是會憋死的，不

過盧國沾卻很幸運地可以通過歌詞創作來排遣這些情感。

所以，很多人都發覺，可以從盧國沾的歌詞，感受到他的思想感情，聽到他的個

人心聲，以致多年來成為「盧國沾詞」的「賣點」。

對於這樣的「賣點」，曾有些行家不以為然，理由是歌詞是代歌星言，幫助歌星

建立形象及發揮得更好，「盧國沾詞」只會常常搶去歌星的鏡頭⋯⋯這位行家的說法

不無道理。但筆者相信，在盧國沾的那個時代，人們不僅需要有歌星，也很需要有

「填詞明星」，因為中國人從宋代以來就崇拜大詞人，李後主、蘇東坡、辛棄疾、李

清照、納蘭性德、呂碧城、沈祖棻，大名無不令人神往，難得粵語流行歌詞界有一位

敢作敢為的大詞人，其光芒直教一眾名歌星失色，多好！

筆者反而遺憾自盧國沾之後，填詞人的「明星」味日減，常常只能安於「代言」

的本份。事實上，沒有思想、沒有感情、沒有心聲的作品，又怎會教人感動、教人共

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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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國沾著名的心聲詞當數《小鳥高飛》、《天蠶變》，這裡且舉一首不大有名的

《甜甜廿四味》（盧業瑂主唱）讓讀者欣賞：

《甜甜廿四味》（麗的電視同名電視劇主題曲，盧業瑂主唱）

人人望見掉頭走，但我依然跑上前，

為了今天的我，有我信念，耕種在瘦田。

人人問我做成點？漸覺心頭苦過黃連。

但我輕輕一笑，高聲講：不能信謠言！

曾偷偷數手指，一天加一天，數目也每日變，

從開始追求我美夢，也間中感慨萬千。

人人問我為何如此：但有苦茶先喝完？

廿四味「嗒」真 ，甘甘地，心頭似蜜甜。

這是一部電視劇《甜甜廿四味》的主題曲，為了切題，詞中也有提及「廿四味」，

但論緊扣題目，這首詞並非是最好的，而這首詞最為人樂道的是可以清晰地從散文化

的歌詞中感受到詞人的心底說話。

五．四　《洋蔥花》

當年電視主題曲雄霸一方，而寫電視主題歌詞的高手，當數盧國沾與黃霑。二人

都擅於緊扣劇名來寫。盧國沾的《驟雨中的陽光》、《風箏》便是這方面的傑作。這

裡以一首較少人知道的《洋蔥花》為例，看看詞人扣題的妙手：

《洋蔥花》（亞視同名電視劇主題曲，柳影虹主唱）

面前是一個你，好像洋蔥一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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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在你心又是甚麼？撕開片片先睇清楚。

但憑外表看你，心事誰可捉摸，

可是你給我陣陣刺激，不想計較如今可是錯。

明知接近你偏惹淚，但我抹淚仍追隨，

唯盼我逐片撕下你以後，把世間謠言都攻破。

別人或者領略過，今日你旁邊卻是我，

不論你真愛剩下有幾多，多少也盼望能交給我。

這詞中，「包在你心」、「撕開片片」、「陣陣刺激」、「偏惹淚」、「逐片撕

開」都是照應「洋蔥」這一物件的特點來生發的，但整首歌詞寫的其實是一個愛情故

事：一個女孩喜歡了一位難摸透其心事又不好惹的男孩，這種寫法有點「詠物」的意

味，而我們可從中看到詞人的巧妙扣題手法。

五．五　一次不理想的試驗

《血淚的控訴》（徐小明主唱）

行人在公園裡，都不會輕易行近，為了她專心於課本，無意令她分心。

行年十七多歲，她比那花放艷麗，貌美清秀甚迷人，誰料到那不幸來臨。

人說她曾遇到侮辱，報紙已經刊登，人說那強盜已判監，她的生命也犧牲。

再望見，公園裡面花放仍然艷麗。只見人人散步，有誰見到已乾血印？

盧國沾這首詞約寫於一九七九年，乃是他早期的「非情歌」試驗品。歌詞很短，

相信是若寫得太長也有「無米炊」之虞。

一名女學生在公園溫習卻慘遭狼吻及毒手，以歌詞這種體裁來說，肯定難用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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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下筆，而今盧國沾以側筆來寫，卻又似乎太含蓄，控訴的力度甚覺不足。

效果雖是不理想，但能選擇寫這樣的題材，盧國沾也實在大膽。

五．六　《蓮一朵》

從上述那首《血淚的控訴》，我想到他另一首作品《蓮一朵》，是一九八三年的

作品：

《蓮一朵》（甄妮主唱）

蓮一朵花葉帶淚滴，自傷身世孤寂，

未知他心中怎去想，他的說話竟帶壓力！

莫傷於身世在何地，泥濘難染蝕。

蓮，紅在色素淡，顯見真正心跡。

蓮一朵花葉撲浪蝶，內心討厭之極，

或者他始終冇認識，把你折辱損你傲直。

請不必嗟怨此生，生也常吃力。

蓮原傲於冷逸，知他可會珍惜？

這詞的靈感相信來自「蓮出淤泥而不染」的名句，但也可能是刻意讓欣賞者想起

這名句。這也是個絕少粵語流行歌詞會寫到的題材：雖出淤泥（要解得死一點，不留

想像空間的話，「淤泥」或是用以借喻娼門或虎狼之窩之類）而不染，卻被戴著有色

眼鏡者所不齒，他們才只看見蓮花旁邊的淤泥，就認定蓮是不值得尊重的壞東西，可

以侮之辱之。這詞既是詠花也是詠人，我們可以視為情歌，但作為勵志歌或哲理歌，

亦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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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蓮一朵》既顯出盧國沾詠物詞的功力，也顯見他的確敢於常常試寫近乎另類

的題材。

五．七　《星語》

《星語》（余安安主唱，調寄《All Kinds of Everything》）

少時，我醒來，半夜暗驚；那時，到窗前，發現了星，

那知，星會沉，墮到天底；傷嘆他竟然，永別蒼冥。

少年，我追求，美麗遠景；少年，到長成，我夢已醒。

世間，千萬人，在我身邊，苦我不可能，獻盡真本領。

無數夢想，陪著我年漸長，

記得當年理想，漸覺世事不平。

世情，有規條，有若鐵鎖；要逃，也不能，有恨怨聲。

為了些，親情，世間的眼光，使我的生存，似做些反應。

曾恨我自己，從未似自己，

為了他人喜歡，極勉強亦應承。

有時，我只求，冷落似星；冷然吐光茫，也濁也清，

或者光盡時，自己消失；真正的生存，見盡真本性。

以第一身來寫少年人的心境，在盧國沾的作品中是鮮見的，上舉的一首卻是鮮見

中的一例。詞一開始便有很奇異的意象：「那知，星會沉，墮到天底」這是偶像的幻

滅，又或是偶像的猝死帶來的巨大內心衝擊。這開首一段，奠定全詞的基調，從少年

到成長是如此的不快樂不如意，因為美夢難圓、本性和自我難存，⋯⋯這其實是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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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憶寫少年人的情懷，真由少年人來寫，恐怕寫不出那份深刻的感慨！

五．八　全包宴

填詞人替歌星包辦整整一張唱片中的所有歌詞畢竟是較少見的事，近幾年，林夕

和黃偉文都做過這些事情。作為這二人的前輩，盧國沾很早就有這光輝的一頁，如果

初出道時全包一部《民間傳奇》劇集的主題曲插曲並不算數的話，那麼他在八十年代

初先後為甄妮和張德蘭包辦全碟歌詞，則肯定是算數的。盧國沾這兩次「全包」還有

一個特點：兩張都是概念大碟，甄妮那張是整張唱片的歌合起來能串成一個故事，張

德蘭那張則是每首歌或隱或顯的說及一種顏色。

五．九　親情

雖然寫親情這個題材的粵語流行曲詞向來不多，一百首可能也不見一首，但當我

們大量接觸盧國沾的詞作，發覺他的親情歌詞少說也有十餘首，數量實在不少：

一、《一歲生辰》（黃思雯主唱）

二、《仔女一條數》（張德蘭主唱）

三、《搖籃曲》（李韻明主唱）

四、《學爬爬》（薰妮主唱）

五、《小安琪》（關正傑主唱）

六、《父與子》（葉振棠主唱）

七、《孩子，不要難過》（薰妮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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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娃娃》（薰妮主唱）

九、《救救孩子》（柳影虹主唱）

十、《親》（何國禧主唱）

十一、《教堂鐘聲》（區瑞強主唱）

十二、《漁火閃閃》（區瑞強主唱）

這是筆者所見到過的，但肯定會有遺漏。這批歌曲，肯定會有兩三首是寫他與其

掌上明珠的感情的。不過，也不管是不是，我們都可以感到這些作品中充滿對兒女的

關懷、祝福、寄望⋯⋯

筆者自己最喜歡的是《漁火閃閃》：

《漁火閃閃》（區瑞強主唱）

漁火閃閃擦浪濤，隨那海浪舞，

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桅高？

南風輕輕送木船，誰去掌木櫓？

小娃娃，你可知道，碰著風急看運數？

小娃娃，牙牙學語，何曾遇過風暴？

好一個家，人船共處，茫茫碧海正是父母。

歌的調子是民謠風格的，所以詞也力求有民謠的淡樸風味，盧國沾不但做到了這

個要求，而且詞短而意豐，這一方面得力於詰問法，也得力於意象都有豐富的外延。

歌的背景是成人陪小孩子在海邊耍樂時的隨想，而詞人就很自然而然的借海邊必然見

到的海浪和船作比喻，像是信手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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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　龍壁懷古

《龍壁懷古》（麥潔文主唱）

威逼的星眼凝望，哀傷的夕陽殘照，

多少的風雨侵蝕，刀刻的故事已散掉，

孤清的一塊小石，現在龍城又更渺小！

火捲過大地，任它灰燼風裡飄，

石頭記：弓箭在腰？風捲去舊事，或有壯烈怎再昭？

石頭冷：不再炫耀！或者往事已盡遺忘，事跡早消失了。

哪個奪勝？哪一個戰敗？日後已寂寥？

誰曾在此處，痛失家國悲叫？

無奈情景遠逝，時人在歡笑。

消失的一個朝代，竟不知誰曾憑弔？

幾多飛機過頂上？問有幾架路過陳橋？

它身邊坊眾千萬，但有幾個駐腳靜瞄？

香江的一塊古石，在這海角漸已無聊！

這是盧國沾繼《螳螂與我》後另一首寫給麥潔文唱的「非情歌」，不過，這作品

不及同一唱片中也是盧國沾寫的「非情歌」《堂吉訶德》流行。

其實，流行曲常以捕捉潮流為能事，因此，最多只有懷舊，卻絕不會「懷古」，

盧國沾肯定不會不知這個道理的，故此這首作品應是他執意想寫的題材。筆者猜，寫

及宋王臺的粵語流行歌詞，盧國沾這首作品也許會是空前絕後的！

懷古是古代文人常見的題材，今人來寫，實難以超越古人，盧國沾這首詞，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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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能脫箇中的窠臼，只是像「幾多飛機過頂上，問有幾架路過陳橋？」如此的把古今

時空故意錯接在一起的手法，卻是十分精警的。

但筆者還是喜歡這首歌詞，它畢竟還是寫出（反映）了香港人真實的一面：向來

欠缺歷史感！

五．十一　寫歌詞只忠於一剎那的感情

從一九八○年開始，盧國沾甚是關注對後輩的培育及誘導。當時他的太太搞了一

本《歌星與歌》的流行音樂雜誌，為增招徠，盧國沾便在這雜誌上主持一個「批改歌

詞」的專欄，歡迎填詞愛好者把作品寄給他批改。雜誌上還另有一個「盧沾專欄」，

在這專欄中他經常談到他的寫詞經驗，下面摘錄了當中頗能給填詞愛好者啟發的兩篇

文字。

先不說一首歌詞怎樣產生，且談一談，作為一個寫詞人，我對自己的作品，是忠

於自己的感情，還是先忠於社會良心。

前年，某大學的校刊搞了一個專題報道，探討歌詞內容對社會的影響，我當時很

率直的回答：沒有影響。是因為想寫的歌詞是忠於自己，不忠於社會。因此我個人對

事物的觀感，從來不打算改變別人。

例如寫「哲理」式的歌詞。如果你稍為留意，便知我所寫的哲理歌詞，甲詞跟乙

詞常常互相矛盾。有時我認為人生應該奮鬥，有時我認為人生如戲劇，因此我對「人

生」這回事，基本上是沒有固定的看法。尤其隨著年紀長大，觀點經常有所改變。如

果真有人企圖從我七八百首歌詞裡找出統一的「人生觀」，我只能道歉——因為根本

就沒有統一的人生觀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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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寫歌詞的時候，一開始是沒有題材的。到我偶然想到了題材，下筆便

寫。通常我心情不好的時候，無法下筆；心情太好，也便繼續開心下去，也不會乖乖

坐下寫歌詞。個人習慣是：寫歌詞時，心境是絕對寧靜。

心境寧靜，卻不等於絕對沒有感覺。有時我回想起日間，或者不久前的一些遭

遇，或朋友間的一些遭遇，我的情緒亦有波動。就趁情緒有點波動的時候，我便努力

去扮演那段情節的主角，全面代入，就像演戲一樣。

可以說，那時的我，其實不是我自己。

好像寫《戲劇人生》的時候，我是幻想自己是《浮生六劫》的男主角程瑞祥（岳

華飾），他的波折一生，細細品味，立刻便使我悲從中來。之所以「悲」，是想到自

己便是程瑞祥，要賣了太太，孤身求存，在淒風淒雨的人海中浮沉，那情那景，可是

容易？再想想三十多年來身邊的親人、好友中許多不幸的遭遇，更使我淚湧不已。

憑著自己的豐富感情，我以兩小時完成了《戲劇人生》。寫完之後，心情久久不

能平靜，但是很奇怪，我下筆時，人是冷靜的。哭在心裡，冷在思想。其實是一種思

想分裂的處理。

也許我天生是個雙重性格的人。我外面看來是冷峻無情，所以給人一個兇惡的感

覺。不過任何陌生人跟我談上半個小時，都會後悔他自己太早給我下了判斷。

⋯⋯

如果有人天天寫日記，到他六十歲，重溫幾十本日記簿，會發覺他自己的人生觀

反反覆覆的從來不固定。⋯⋯你老哥午夜夢迴，可曾後悔以前種種錯誤？若有，便是

你今日已推翻了昨天所想。嗚呼！

我不否認自己其實沒有固定的人生觀。所以我寫「哲理」歌詞，都是執筆那個晚

上的想法，第二晚寫第二首，想法又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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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點我從不幹：我從不去鼓勵別人去姦去淫，也不鼓勵人去盜去賊，更不鼓

吹僥倖的成功：例如發橫財之類。關於這一點，我目前只見一個同志，那就是鄭國

江。我之特別提他，是他早年為譚炳文等人寫的諧趣歌詞我沒有看過；但從近年的作

品看：他是立場堅定的。

——摘自《歌星與歌》月刊，一九八一年四月號。

五．十二　情歌創作的八字真言

許多作品在寫「愛情」時，喜歡用呼口號的方式表達。每讀到這些作品，無論是

文章小品，還是歌詞，我都有不忍睹之感。

⋯⋯寫愛情歌詞，可以用率直、暗喻或其他任何方式，卻絕對不能用「呼口號」

的方式為之。「呼口號」式的愛情歌詞，令人聯想起「嫖妓」與「做愛」的分別。

如果承認愛情是人生真正浪漫的一面，承認愛情是盲目地不去想麵包的事，那

麼，執筆去寫愛情歌詞的人，必須執掌這一點純真感情，不可把自己的淫褻獸性也放

進去，用歌詞「強姦」聽眾。

我無意針對任何一位寫詞人，反正我從來不想知道，也實在不知道誰曾寫上這類

「呼口號」的愛情歌詞。只是從收音機聽過，毛骨悚然過。

常常覺得，寫愛情，感情要真。

「真」並非寫詞人要「真」正遇上一段如此這般的愛情，才去寫如此這般。「真」

的意義，我個人覺得：是不要造作，不要呼口號。

五年來我起碼寫了六百首愛情歌詞，不「真」的很不少，但誠懇的也不少。

對「愛情」我是有一套頗為主觀並且堅定的看法，我覺得愛情的最終目的是「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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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面、心靈溝通」這八個字。

「常常見面」有其悲喜劇情。初戀時經常約會，約會時有一方面不露臉，及至相

愛至深時要暫且別離⋯⋯諸如此類，都因「可以常常見面」、「不能常常見面」，而

產生許多喜悅及悲苦。

「心靈溝通」是達到真正相愛的地步。不能「溝通」，只能說是「結識」或「單

戀」。而分手常常是為了「心靈不能溝通」引起的。

我寫《殘夢》、《雪中情》、《人在旅途灑淚時》、《相識也是緣分》等歌詞，

都環繞這八個字的正反兩面去取材。《願君心記取》是我所有歌詞中，寫得最率直、

最悲切的一首。

個人認為：愛情之最悲壯，在於愛上一個自己絕對不應該去愛的人。

另一方面，我喜歡捕捉愛情道路上的一剎那感覺。不管是快樂的一剎或是悲哀的

一剎，總之是未有結局的一剎那，我都喜歡寫，例如關正傑的《是誰沉醉》。

「追悔」的更喜歡寫。我認為若有人因愛情而搞至一身傷痕，是人生最有成績的

其中一次。

所以我從來都用「歌頌」的立場寫「愛情」。如果主人翁是受了傷在罵人，我雖

是寫他罵人，也在歌頌他過去一段快樂。

無疑我是個「唯美派」。

愛情的結局若是好，若是不好，都有其淒美的一面。不過，我對「婚姻」的看法

是相反。

事實上我寫婚姻的歌詞也不少，但少受注意。也許買唱片聽收音機的大多是年輕

人，對這類歌詞欠缺體驗；ＤＪ也年輕，不知「婚姻」問題，故此也少播這類歌曲。

「婚姻」是愛至最燦爛後的果實。有愛情基礎而結婚，按道理應可同諧白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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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生活於今天都市，這個願望常遭生活問題擊破。

說來可笑：結婚是愛情生活的最美滿安排，但此時此地，愛情卻因生活問題而將

遭打擊。

我認為，「結婚」是從「浪漫」轉向「現實」，「離婚」是遭現實凌遲的結果，

堪稱恐怖。

無數朋友在吐苦水，我搬了不少進歌詞中。

人，工作是為了生存，生存是為了好好生活；愛情比生活更重要。這是我喜歡寫

愛情歌詞的原因。

——摘自《歌星與歌》月刊，一九八一年五月號。

五．十三　詞人的掙扎

自看過《冬暖》之後，我才真正的佩服李翰祥；然而《冬暖》之後，我再沒見過

李導演拍過更出色的電影。

從事商品藝術化的人，有些時候，真是無法自己作主，《冬暖》應是李翰祥感滿

意的小品，因為當時他當老闆，喜歡怎樣就怎樣，但到了受僱於老闆，受命去拍一部

電影時，我們知道，包括李翰祥，沒有人能充分發揮他自己的創作意願及自由。

⋯⋯

投資大的電影，導演必須考慮到市場口味；小如唱片，寫詞人也難逃過遭退稿的

命運。故此，如要活下去，作品必然要商業化，繼續的「商」下去。

然而比較起來，寫詞人的創作自由，還是多一些。因為一張十二吋唱片，有歌十

二首。即是說，要是其中一首不那麼「商業」，還有其他十一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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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年三月開始寫歌詞，以後七年，我也是在這不能自主的環境下，力求自主。

還記得初期寫歌詞，一旦不寫「兩情」，唱片公司老闆就笑臉盈盈蓋著未爆發的怒

氣，公然上門，請小弟改詞。

後來我的慾望就乘著名氣爆發了。交詞四首，我照例就三首情歌的詞，一首其

他；唱片公司見我也是笑臉盈盈蓋著未爆發的怒氣，也只好忍氣吞了一首「非情

歌」。

這類的掙扎，八年於茲，迄未停止過。間中有些「非情歌」受市場歡迎，唱片公

司老闆心裡既想嘉許一下，口裡還是覺得說不出來，怕因此會助長小弟的「霸氣」。

偶然也有些有良心的說說：「想不到幾年後的今天還賣錢哪！」

⋯⋯

——摘自盧國沾在《大公報》的「四方談」專欄，見報日期不詳。

五．十四　第四個改詞理由

最近有個女歌星忽然雌威大發，認為香港當代「名」詞人的作品，都一一表示不

合水準，要退，要再寫，甚至有替她寫了五次，才獲得她勉強接受的。

她的上一張唱片，我本也寫了幾首，可是只採用了一首。原因是其他未採用的，

我都為她改過一次，改了她還說不好！我幾乎想發脾氣，但是念在昔日的情誼，就對

唱片公司說：這樣吧，你找別人寫，反正那段日子我忙得二佛升天，許是這個情況，

令我無法集中精神。

然而唱片公司說：唉！實不相瞞啊盧兄，你寫的那些，早就給了某君寫過，寫了

兩次也不為她接受，故此轉交給你試試。聽了他們這麼說，我只好啞口。

香港詞人詞話/內文 8/20/20, 3:33 PM118



盧 國 沾 之 什 119第五章

然後某君、盧君，又交到乙君去試。乙君也是每首又寫了三次，她才勉強接納

了。故此數起手指來，一首旋律共由三人先後嘗試，前後寫了七首歌詞，才為她勉強

接受最後一首。

某詞人一向脾氣沒我的壞，就約她外出，破費請她喝茶，問她到底需要哪一類題

材，她也陪了兩個小時，那兩個小時內不停不停又不停地說：「唔知啊！你話喇！」

改寫歌詞是常有的事，一般而言，是出於詞跟曲不配合，詞的內容跟歌星形象不

配合，跟歌星唱歌技巧不配合，故此必須改。我不知別的寫詞人怎樣，遇上這三類情

況，我是樂意去改的，改三次都改。

某女歌星的情況，就是上述三大理由以外的第四個理由，她「唔知」又不喜歡，

故此寫詞的就去捱幾個晚上痛苦，為她改之，改了又交之，又改之。

最近又有一首，我根據她自己的要求寫了，寫了又改之，改了又說不好之至。實

在我的經驗也不淺了，於是我致電唱片公司說：「嗨！你找某人試試吧！祝他好

運。」

遇到這個史無前例的奇遇，我實在也有些不相信。要不是知道其他寫詞人有同等

命運，我還以為她是故意跟我反面的。可是我自問還是對她很好，儘管以前幾年來往

多些，近兩年來往少些，但是唱片行業裡，誰不知我多麼維護著她。

畢竟到了今天，我還不能明白她對歌詞有甚麼新的要求，但卻被這種氣焰先嚇怕

了，幾乎因這些給人退稿幾次的羞家事，從此躲起來不敢見人。

我想了很久，決不再替她改歌詞了。為了友誼，第一稿我會寫，第二稿就請各路

英雄去試試。寫詞要寫得那麼受氣的，我乾脆拿粉筆到軒尼詩道寫大字，還見角子猛

擲在地上哩。

——摘自盧國沾在《城市周刊》的「詞話」專欄，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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