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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泮（笔名伍宜），国家一级

词作家、文艺评论家，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系中国音乐家
协会第六届、第七届理事、中国音
乐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委员，中国音
乐家协会《词刊》编委，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会员， 福建省音协副主
席，四川音乐学院特聘教授、硕士
生导师。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
授。 应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江西
省文联、北京市总工会等地讲学。

一、 了解歌词的创作过程

歌词作品是作者的创造物， 作者
把自己对世界的感受， 把他的人生体
验转化成语言文学， 作品是作者的生
命对象化的形式 。 歌词的创作过程 ，
同一切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一样， 如
果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 实质上就是
作者使自身本质力量逐步显现为作品
艺术形象的过程。 具体地说， 也就是
词作家在审美实践中捕捉审美感觉
(产生创作冲动 ) ———深化审美感觉
(孕育审美感觉 ) ———表现审美感觉
(运用语言创造艺术形象) 的过程。 词
作者了解歌词的创作过程， 就能理智
地、 自觉地根据各个创作阶段的心理
特点， 促进塑造艺术形象的任务圆满
地完成。 下面我们就创作过程的这三
个主要环节作简要的说明。

(一 ) 创作的准备阶段———捕捉
审美感觉 ：

审美感觉发生在主体心理与客体
对象的接触之中， 表示主客之间的一
种动态关系 。 一方面主体被客体吸
引， 被客体感动， 另一方面， 客体被
纳入主体， 染上主体的情感色彩。 主
客体的这种碰撞与契合， 产生歌词创
作的种子， 如受孕的胚胎， 似酿酒的
米粬。

（二） 创作的构思阶段———孕育
审美意象：

艺术构思的任务， 就是把词作家
在捕捉审美感觉阶段所获得的丰富的
感受与体验， 在意识中进行综合、 加
工、 改造， 反复酝酿， 使之形成蕴含
着作者思想感情并能显示一定生活意
义的审美意象。 这审美意象既体现了
对象的外形与内涵的统一， 也体现了
客观对象与主观情思的统一。

在构思过程中， 主体可以将外在
的生活对象内化为自己精神世界中的
艺术对象 ， 也可以把自己的内心生
活 、 自我心灵外化为艺术表现的对
象， 这是一种心物交融的过程。 如同
酒在酿造过程之中。 在构思过程中的
想象活动， 遵循的是情理逻辑或心理
逻辑， 其思绪驰骋于心理时空之中。

（三） 创作的表现阶段———艺术
形象的创造：

歌词构思阶段孕育的审美意象 ，
属于审美意识的范畴， 它还不具有可
感的形象外壳， 只有审美意识的物化
形态 (用语言符号定格 ) ———艺术形

象， 才具有可感性的特点。
在语言符号化阶段， 词作家的任

务就是把心灵中形成的生动、 丰富的
审美意象， 用最鲜明、 准确、 生动的
语言表现出来， 这一过程要求词作家
具有熟练地驾驭语言的能力。

这里着重说一下捕捉艺术感觉 ，
只有感觉了的东西才是有感染力的 。
如果说歌词是香醇的美酒， 感觉就是
酿酒的曲； 如果说歌词是美妙的百灵，
感觉就是孕育它的母体中的受精卵 。
这种由审美感觉引发创作的观点即所
谓心物感应的创作发生论。

歌词是能唱的诗，歌词的感觉就是
诗的感觉，歌词的感觉就要用鲜活乃至
变形的诗的语言来定格。 正如画家的
感觉用色彩、线条与图案来定格，音乐
家的感觉用旋律与节奏来定格一样。

歌词作者要注意这样三个方面:首
先， 一旦有了富有诗意的感受， 就要
反复咀嚼 ， 用鲜活的语言把它定格 ，
以免丧失。 这时只求把最鲜明的感觉
写出来， 一句也好， 两句也行， 千万
不要急于去谋篇。 其次， 所选用的语
词、 句子必须忠于自己的感觉， 有角
有棱， 是什么感觉就写什么， 让它着
上 “我” 的个性色彩， 绝不滑到人云
亦云路上去 ， “惟陈言之务去 。” 第
三， 力求用感觉化、 心理化、 个性化
的言语， 创造性地表现出那微妙的只
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感觉 ， 收取
“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的效果。

二、 歌词的构思

（一） 构思过程概述
词作家有了创作冲动， 并不宜立

即动手创作 ， 他必须从形象出发 ，
“精鹜八极， 心游万仞”， “思接千载，
视通万里”， 作一番艺术思考与酝酿的
功夫； 心物交融， 深入开掘， 提炼主
题， 剪裁谋篇， 选择角度， 孕育审美
意象， 这个过程就是构思。 郑南先生
说: “灵感之神第一次上门， 你只可备
笔， 第二次上门， 你只可铺纸， 第三
次上门， 你才可写作。 否则， 它会摇
头的。”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一般说来， 歌词的创作过程应完
成对以下七个环节的思索， 其中前两
个环节是准备阶段， 中间三个环节是
构思阶段 ， 后两个环节是表现阶段 。
为了完整起见， 我们把七个环节都概
述一下 ：

1、 缘情而发， 寄情于形

明确自己心中有什么 “情” 要抒
发的， 找到抒发这感情的形象， 再从
选取的形象出发， 抓住形象的特殊性
进行观察与体味， 通过观察得其形貌，
经过体味领其精神。

2、 捕捉感觉， 片言只语打腹稿
进一步细细体味、 玩索心中欲抒

发的感情 ， 从而在某一契机启发下 ，
或情感白热状态下找到独特而新鲜的
审美感觉， 并找出一个最适合表现它
的语言， 运用片言只语打腹稿， 用这
鲜活的语言把审美感觉定格。 这时候，
不要急于贪求完整， 那样会磨平了你
那有角有棱的独特感觉。 如果有人问
歌词创作从哪里下笔， 就是从这富有
个性的 “片言只语” 开始下笔， 用画
家的话来说， 就是 “先画眼珠子吧”，
用诗人的话来说， 就是 “构筑诗眼”，
眼睛有神， 人就活灵活现了。

3、 发现新意， 独辟蹊经
提炼新的思想内涵， 拓展新的艺

术天地。 所谓 “新”， 就是不要与别人
雷同， 不要人云亦云， 未得新意不下
笔， 应当跳出案臼， 独辟蹊径。 这就
非常需要想象的功夫 ， 立意要脱俗 ，
要抓住形象特征性的细节， 作出神入
化的想象。 有想象， 才有诗意， 才有
虚境， 才会传神， 才会新鲜。 正如洪
源先生说的: “我们认为一个作者对客
观事物的感受应该更新些。 这个 ‘新’
很重要， 它是指在同一事物中能发现
别人所没有发现的东西。 比如发现其
独具的个性与这个个性的独特的表现
形式； 发现事物中具有的可触发艺术
联想的素质； 发现事物的独具的美与
它存在的方式等等。” （《词刊》 1982
年11月号）

4、 剪裁与谋篇， 取其一点作文章
“立主脑， 减头绪， 密针线” 把

提炼出来的新意集中到一点， 寻找一
条最合适的叙述途径 ， 即叙述方式 ，
然后通篇向最优美、 最传神、 最感人、
最有价值处集中， 跳荡地写出你的审
美感觉。 提纯很重要， 歌词情感立意
的浓度是单纯之美所显现的， 这种美
越是纯， 也就越深。

叙述技巧很重要， 运用得好， 可
以增强作品内容的表达效果， 运用不
好， 就会适得其反。 下面我们会专门
谈到叙述技巧。

歌词是抒情的， 所以不能把事物
发展过程当作歌词的发展过程， 一句
一句应该跳跃式地发展。 否则， 像通

讯报道式叙事 ， 一方面会拉得很长 ，
另一方面也会填得很满， 会没有了抒
情歌诗的灵气 ， 因为 “情 ” 被 “事 ”
挤了。

5、 角度与结构， 要量体裁衣
根据表现内容的需要， 选择表现

的角度 、 结构 ， 运用各种技法手段 ，
使题材内容与创作技巧尽可能完美地
结合， 创作出诗化的艺术境界， 孕育
出理想化的审美形象。 重要的是对不
同的内容找到不同的却是最贴切的表
现形式， 要多想想为什么要用这种形
式， 用它有什么好处， 用另一种形式
可以吗？ 准备表现什么情调？ 怎样能
把这情调表现得更鲜明、 突出？

6、 语言定格， 创造艺术形象
运用最生动、 准确的语言把心中

孕育的审美形象表现出来， 创造出具
体可感的艺术形象。

7、 冷静审视， 修改润色
作者在强烈的创作冲动中写下的

东西， 往往考虑不够周全， 初稿完成
后， 可搁数日， 再冷静地理智地审视，
作进一步的修改润色， 然后定稿。 这
七个环节只是对歌词创作过程大致的
描述， 在实践中， 会因人因作品各有
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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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讲讲人人：：魏魏德德泮泮歌歌词词创创作作略略谈谈（（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