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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時針從上圖︰巡迴表演的鮑伯‧狄倫和瓊‧貝茲；戴安娜‧羅斯對著數千觀眾歌

唱；路易士‧阿姆斯壯和他的喇叭；DJ 傑力‧傑夫在轉動唱片；’NSync 樂團的演

唱會實錄；載歌載舞的艾維斯‧普萊斯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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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流行音樂正如許多美國文化一樣，是個反映各方貢獻的萬花筒，也是各種風格的異

花受精結果，更是許多夢想的結合。在這個移民國家幾乎總是如此。美國可說是一

間完美的音樂實驗室︰它接受來自世界各地的人，給他們創造的自由，將他們的努

力成果傳播出去，不管是用樂譜､留聲機､收音機，還是更年輕讀者所用的藍光光

碟､mp3 及網際網路串流。 
 
而成果是多麼豐碩﹗用非洲複節奏(polyrhythmic)質地改寫、或與古巴風味哈巴奈拉

舞曲(Habanera；粗體字術語在詞彙表有相關的定義)結合的歐洲敘事歌(ballad)，或



是比較「精緻」的倫巴舞曲(rumba)､「酷派」咆勃(cold bop)､「熱」爵士樂(hot Jazz)､
「酸性」搖滾(acid rock)及「幫派」饒舌(gangsta rap)。與其說有一種單一的美國流

行音樂，還不如說是一大群相互滋潤的多種流行音樂集合體。貓王艾維斯‧普萊斯

利(Elvis Presley)從非裔美人的藍調音樂汲取靈感，摩城(Motown)唱片黑人明星改寫

「白人」流行音樂。問問被稱為 PraCh 的高棉裔美國饒舌歌手 Prach Ly 關於美國流

行音樂的事情，他會談到成長過程中在收音機上聽到的史努比狗狗(Snoop Dog)､德

瑞博士(Dr. Dre)､Run DMC 和全民公敵(Public Enemy)的音樂，還有在他父母車庫灌

錄自己第一張專輯的經驗。在沒有混音板的狀況下，Prach 用一台卡拉 OK 伴唱機，

從前赤棉政權的政治宣傳講話中取樣，完成他對高棉種族大屠殺的強力音樂譴責。 
 
我們希望稍後的章節能傳達出一種創造性發酵與藝術動力之感，讓讀者瞭解美國人

如何從完全不同的音樂傳統中吸收，然後做出他們自己對人類真正普遍性語言的原

創性貢獻。讀者將在裡面遇到抒情歌手(crooner)､饒舌歌手､民謠歌手和搖滾歌手，

其中包括國王樂團､歌手王子和靈魂樂之后。這裡所說的是最新的音樂科技，從實

心電吉他到零失真的數位壓縮檔案。讀者將瞭解這些音樂人所表現的驚人多樣性可

是道地的美國風格。在所有的故事當中，他們的故事或許是最令人讚嘆的。 
 
一群音樂家聚在偉大的路易士‧阿姆斯壯(坐在鋼琴前者)周圍。阿姆斯壯成長於 20
世紀初期的紐奧良，他留給世人一項持久的遺產，即爵士樂。 
 
看看這位非裔美人小孩，1901 年出生的他，成長於紐奧良的貧窮社區。7 歲時，與

母親和妹妹一起過著窮困生活的他，在一個從事收破爛生意的家庭那裡找到工作，

那是一個幾乎和他家一樣貧窮的俄羅斯猶太移民家庭。他後來曾寫道：「他們總是熱

切仁慈地對待我」。的確，如某位學者所寫，他們「等於收養了他」。小男孩總是乘

著載破爛的馬車，吹小喇叭來吸引顧客上門。 
 
如他後來所寫︰ 
一天當我與莫利斯‧卡諾夫斯基一起坐在運貨馬車上時，我們經過一家當鋪，它的

櫥窗裡有一支老舊的降 B 調短號，只賣 5 美元。莫利斯從我的薪水預支 2 美元給我。

然後我每週從我那微薄的薪水裡存下 50 分，最後付清買下短號。天啊，當時我真是

個快活的孩子。 
 
那個男孩的名字就叫路易士‧阿姆斯壯(Louis Armstrong)。他將為世界帶來爵士樂。 
 
美國流行音樂是無數個路易士‧阿姆斯壯在分享他們靈魂裡音樂的聲音。它涵蓋一

個無與倫比的人類經驗範圍，從心情諸事，如法蘭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在《清

晨時分》(in the small hours of the morning)一歌中悲嘆逝去的愛，到鄉村喬與魚樂團

(Country Joe and the Fish)在〈我覺得自己會不名地死去〉(I Feel Like I’m Fixin’ to Die 
Rag)中的政治抗議。一些曲子將男女推入舞池去跳扭扭舞或吉魯巴､美式舞或探戈。

作曲者是如此生動地描繪出他們的繆司女神(Muse)，讓我們幾乎信以為真︰海灘男

孩(Beach Boys)的〈卡洛琳〉(Caroline)､鮑伯‧狄倫(Bob Dylan)的〈絕對甜美瑪麗〉

(Absolutely Sweet Marine)､恰克‧貝利(Chuck Berry)的〈梅寶琳〉(Maybellene)或里



奇‧李‧瓊斯(Rickie Lee Jones)的〈Chuck E. 〉。有時產生共鳴的不是歌曲中的女孩，

而是久久以前與你一起聽歌的那個人。 
 
 
「沒有音樂，生命將是個錯誤，」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寫道。你在

這裡將遇見許多同意這個看法的夢想者。 
                                  麥可‧傑‧福立曼(Michael Jay Friendman) 
 
順時針從左上圖︰1953 年哈林區索威舞廳(Savoy Ballroom)中旋轉起舞的一對男

女；1961 年紐約薄荷廳(Peppermint Lounge)的扭扭舞舞者；1943 年的抒情歌手法蘭

克‧辛納屈；1999 年的歌手兼作曲者里奇‧李‧瓊斯；1990 年代末期的鄉村喬‧麥

克唐納(Country Joe McDonald)。 
 
第一章 
傳統的流派︰流行音樂的根源 
 
今天被認定的美國流行音樂各個面向，都源自進口的傳統。這些傳統來源可以分成

三種廣泛的「流派」：歐洲美國(歐美)音樂，非洲美國(非美)音樂及拉丁美洲(拉美)
音樂。它們都是由多種音樂風格所組成，且深深影響到其他種風格。 
 
歐洲-美國流派 
直到 19 世紀中葉，美國流行音樂幾乎在性格上是全然的歐洲風格。英國人在文化和

語言上的支配，意味著他們的音樂很早就建立起一種由其他風格所環繞的「主流」。 
 
美國獨立戰爭期間，英國的職業流行歌曲作曲家非常倚重敘事歌(ballad)。敘事歌最

初是一種口述傳統，經由稱為大幅印面(broadside)的大張紙張流傳。一些大幅印面

敘事歌取自民俗傳統，許多則起源於都市，內容涉及時事。多數情況下，它們只有

文字，但會註明搭配的傳統旋律。敘事歌販子沿街哼唱叫賣大幅印面敘事歌。大幅

印面敘事歌作曲家經常增加悅耳易記的合唱(chorus)，那是一種重複的旋律，有著穿

插在主段間的固定文字。 
 
歡樂花園(pleasure garden)是 1650 至 1850 年間英國最重要的公共娛樂來源。它是大

型的都會公園，有著樹木夾道的步道，為不斷擴張的都市觀眾提供一種田園詩般的

鄉村體驗。歡樂花園成為職業作曲家散播印刷歌曲的主要場所之一。1760 年代，第

一座美國歡樂花園在紐約的查理斯頓(Charleston)開幕，後來也陸續在其他城市出現。 
 
英國敘事歌劇傳統也在 19 世紀初期的美國受到歡迎。最著名的或許是約翰‧蓋依

(John Gay)的《乞丐歌劇》(The Beggar’s Opera，1728)。敘事歌歌劇裡的主要人物都

是普通人，不是進口歌劇裡的國王和王后；那些歌曲的形式和內容都是大家所熟悉

的，歌詞全部是英文而不是義大利文。 
 
英國敘事歌傳統在美國繁衍下來。20 世紀初，民間傳說研究者還能記錄下在美國流



傳的許多不同版本英國老敘事歌。今天這些歌曲主要由民俗音樂愛好者保存，該傳

統的核心繼續存活在當代的美國鄉村及西部音樂之中。被稱為「高又孤獨之音」的

尖銳鼻音腔調，至今仍是南方白人身分的標記。 
 
愛爾蘭､蘇格蘭和義大利歌曲也影響早期的美國流行音樂。湯馬斯‧摩爾(Thomas  
Moore)的多冊《愛爾蘭歌曲》(Irish Melodies)合集在美國廣為流傳。《驪歌》(Auld  
Lang Syne)之類的蘇格蘭歌曲也相當受歡迎。到了 19 世紀的前幾十年，義大利歌 
劇在美國也受到歡迎，且歌劇的美聲唱法(bel canto)風格對流行歌曲的發展也產生重

大的影響。 
 
舞蹈音樂是歐洲對美國流行音樂的另一重大影響。一直到 19 世紀末，歐洲美國式舞

蹈都仿自從英國和歐洲大陸引進的風格。鄉村舞蹈是受歡迎的。在美國，鄉村舞蹈

發展出許多不同的變種，有城市的､鄉村的､精英的､下層社會的､黑人和白人的，

現仍存於鄉村及西部排舞(line dance)和對舞(contradance：跳舞者排成兩排與舞伴面

對面的土風舞)之中，這些舞蹈構成現代民俗音樂的一部分。 
 
除了職業作曲家製作的歌曲和舞蹈外，移民也把廣而多樣的歐洲民間音樂帶到美

國。流行音樂和舞蹈音樂的主流，很早就被歐洲其他地區移民所帶來的民間及流行

樂風所圍繞。北美洲和加勒比海的早期法國移民後裔，仍保有他們自己的音樂傳統。

數百萬名愛爾蘭和德國移民在 19 世紀來到美國。1880 至 1910 年間，又有 1700 萬

名移民進入美國。這些不斷的移民浪潮，成就了音樂生活的多樣性。源自歐洲的音

樂風格，諸如肯瓊(Cajun)的小提琴演奏､猶太人的克萊茲梅爾(klezmer)音樂及波蘭

的波卡舞曲(polka)，各自為主流流行音樂做出貢獻，同時又在特定的民族族群裡保

持穩固的基礎。 
 
音樂多樣性剪影(順時針從左圖):「波卡舞曲之王」法蘭克‧楊柯維區(Frank Yankovic)； 
克萊茲梅爾樂團 Golem；柴迪科(Zydeco：美國南部黑人舞蹈歌區)和其他的(經常用

手風琴帶動的)肯瓊表演風格，深深影響多種美國流行音樂。 
 
順時針從左圖︰節奏藍調歌手惠妮‧休斯頓(Whitney Houston)的唱片，估計已賣出

5400 萬張；邦妮‧雷特(Bonnie Raitt)被視為滑奏吉他大師；波‧迪德利(Bo Diddley)
協助將藍調過渡到早期的搖滾；巴弟‧哈利(Buddy Holly)22 歲死於一次墜機意外，

他被描述為「早期搖滾樂單一最有創造力的勢力」。 
 
非洲美國流派 
並非所有的移民都自願前來。100 至 200 萬名的非洲人在 17 至 19 世紀間被強制帶

到美國。這些奴隸來自西非和中非，那裡有著數百種不同的社會､語言和音樂傳統。 
 
美國的非洲美國(非美)音樂起源與兩個緊密相連的過程有關。第一個是類併，即選

擇性地將源自非洲和歐洲的傳統結合在一起。第二是創造出成為黑人音樂生活重心

的機構，如家庭､教堂､自願性協會､學校等。 
 



將「黑人音樂」(black music)說成一種同質體會造成誤導。非洲美洲文化在巴西､古

巴､海地､牙買加和美國各有不同的形式，是由特定的非洲和歐洲傳統根源混合後，

再加上當地的社會狀況所形成。在美國，從西非塞內甘比亞(Senegambia)地區來的

人，似乎構成奴隸人口的大部分。五弦琴(banjo)是一項非美的發明，發展自塞內甘

比亞常見的弦樂器；藍調的某些方面，是取自西非大草原的頌揚歌手(griot)傳統。 
 
非洲音樂的某些特徵形成非美音樂的核心，延伸後更是整體美國流行音樂的核心。

由主唱與合唱交替進行的提問與應答(call-and-response)形式，是非美音樂傳統的標

記。在許多非洲音樂中，重複被認為是一種美學力量，許多形式是由規律循環的反

覆短樂句構成。這些短樂句用不同方式組合起來，產生強力和高複雜性的音樂。在

非美音樂中，這樣的重複模式經常被稱為反覆樂句(riff)。 
 
許多非洲音樂的美學趣味是在於將多種重複的形式緊密連結在一起，形成濃厚的複

節奏音樂織度(polyrhythmic：很多節奏同時一起出現)。這個技巧在某些像是放克音

樂(funk music)的非美音樂風格裡非常顯著，特別是詹姆士‧布朗(James Brown)的作

品，及當代饒舌(rap)音樂唱片中的樂器伴奏。一種普通的西非節奏形式已在美洲產

生很多變型，包括 Hambone 反覆樂句(一種切分的布吉(boogie)節奏，有時透過節奏

性的拍打膝蓋和胸部產生)，它在搖滾樂年代因為波‧迪德利､強尼‧奧狄斯(Johnny 
Otis)和巴弟‧哈利等人的使用而流行起來。 
 
相較於崇尚清楚音調的西方藝術音樂美學，非洲歌手和樂器演奏家卻有著一個寬廣

的音色(timbre)調色板。嗡嗡音調的產生，是靠附在樂器上嘎嘎作響的設備，歌手經

常使用的咆哮和哼唱效果，是一種在藍調､福音和爵士樂等非美音樂類型中可以聽

到的技巧。在西非的敲打傳統中，主奏鼓手經常演奏樂團的最低音鼓。這種對低音

的強調，可能開啟了密西西比黑人鼓笛樂團中低音鼓的顯著角色，及饒舌音樂中的

「音爆低音」(sonic boom bass)美學。 
 
非洲音樂的美學和技巧，對美國流行音樂有著深遠的影響。它的歷史發展揭示黑人

音樂家的創造性，及種族主義在音樂產業和美國社會的持續存在。20 世紀初，非美

的雷格泰姆音樂(ragtime)和藍調，對美國流行音樂主流的塑成，有著深遠的影響。

1920 年代的「爵士樂時代」和 1930､40 年代的「搖擺樂時代」(swing era)，都包含

對非美舞蹈音樂的重寫，為的是吸引白人中產階級聽眾。 
 
雖然鄉村音樂通常被定位為「白人」音樂風格，最著名的歌星卻都是黑人，一些像

是吉米‧羅傑斯(Jimmy Rogers)､漢克‧威廉斯(Hank Williams)和威利‧尼爾森(Willie 
Nelson)等鄉村音樂家的風格，都強烈受到非美音樂的影響。我們可以引用更多的例

子來說明黑人音樂對美國音樂「主流」的影響︰1950 年代的搖滾樂，大部分是將節

奏藍調(rhythm & blues，簡稱 R&B)改寫，以應付一個以白人青少年為主的音樂市

場；1960 年代根植於黑人福音音樂(gospel)和節奏藍調的靈魂音樂(soul music)，其影

響幾乎可以在所有流行歌星的歌唱風格中聽到，從邦妮‧雷特和惠妮‧休斯頓到布

魯斯‧史普林斯汀(Bruce Springsteen)和麥可‧傑克遜(Michael Jackson)；重金屬音樂

的大師(virtuoso)吉他風格，得力於馬帝‧華特斯(Muddy Waters)和咆哮之狼(Howling 



Wolf)的都市藍調甚多；以源自非洲音樂及口說傳統為基石的饒舌音樂，繼續為許多

美國白人提供一「窺聽」黑人城市文化的替代性經驗。 
 
我們可以這麼說，每過一年，美國流行音樂就更接近非洲音樂的核心審美價值和技

巧。然這會使人誤解，因為事實上，非裔美人就是美國人，他們的祖先比許多美國

白人的祖先更早來到美國。歐美和非美音樂風格､音樂家及觀眾間的複雜互動歷史，

顯示出種族主義的荒繆。 
 
拉丁美洲流派 
如同在美國，拉丁美洲音樂家發展出範圍很廣的音樂風格，將歐洲的傳統與非洲音

樂混合在一起。加勒比海､南美洲和墨西哥傳統，早就在影響美國的流行音樂。 
 
第一個有主要國際影響力的拉丁美洲音樂風格是古巴的哈巴奈拉音樂。哈巴奈拉音

樂的典型節奏(3-3-2 的 8 拍節奏)影響到 19 個世紀末的雷格泰姆音樂，且是偉大的

紐奧良鋼琴家費迪南「傑利‧羅」摩頓(Ferdinand “Jelly Roll” Morton)所稱的美國爵

士樂中的拉丁風味。 
 
下一波對美國音樂產生影響的拉丁美洲音樂來自阿根廷。探戈音樂受到哈巴柰拉､

義大利和西班牙歌曲，還有牛仔(gauchos)歌曲的影響。探戈音樂的美國舞廳版本，

特色是跳舞男女的緊密接觸及不間斷的節奏，舞蹈明星愛琳和維農‧凱索夫婦(Irene 
and Vernon Castle)於 1914 年左右將它大為推廣。 
 
隨後的拉丁美洲音樂影響是倫巴音樂。在美國流行的倫巴舞廳風格，源自 1920 年代

稱為頌樂(son)的古巴「鄉村音樂」，它在傳到哈瓦那後，由專業舞蹈伴奏樂隊演奏。

這些音樂家借用倫巴的節奏，產生一種更令人激動的風格，那是一種深深根源於非

洲傳統的都市街頭擊鼓風格。 
 
左圖︰費迪南「傑利‧羅」摩頓自稱「爵士樂創始者」，某些評論家也同意。右圖︰

在 50 年的音樂生涯中，打擊樂器演奏者提多‧普安德幫忙推展曼波和其他拉丁爵士

樂類型。 
 
倫巴音樂的「改良」形式，被唐‧阿茲皮亞楚(Don Azpiazu)和他的哈瓦那賭場管弦

樂隊(Havana Casino Orchestra)引介給世人。阿茲皮亞楚 1929 年錄製的《花生販》(El 
Manicero)是首國際熱門歌曲。在該曲發行後的幾個月內，許多美國舞會管弦樂隊就

各自將它錄製成不同的版本。倫巴於 1930 年代在美國達到流行高峰，其後是一系列

源自古巴的舞廳舞蹈風尚，包括 1940 年代的曼波舞(mambo)及 1950 年代的恰恰舞

(cha-cha-cha)。 
 
美國源於古巴的音樂變體，從 1940 年代馬奇多(Machito)和迪里‧吉雷斯比(Dizzy 
Gillespie)所推動的現代爵士樂與倫巴的激昂混合，到以遊客為導向、《我愛露西》(I 
love Lucy)電視影集中由德西‧阿內茲(Desi Arnaz)管弦樂團表演的音樂風格。1960
年代出現騷沙音樂(salsa)，那是一種源於倫巴的音樂風格，由紐約市的古巴和波多



黎各裔移民將它推展開來。騷沙音樂明星包括偉大的歌手西莉亞‧克魯茲(Celia Crutz)
和樂團領導提多‧普安德(Tito Puente)。1980 年代，邁阿密之音樂團(Miami Sound 
Machine)創造一種商業上成功的騷沙與狄斯可音樂混合，「世界音樂節奏」(world beat)
音樂家，如保羅‧賽門(Paul Simon)和大衛‧伯恩(David Byrne)，開始以傳統的非洲

古巴節奏做試驗。 
 
巴西森巴舞(samba)是另一種強烈受到非洲音樂影響的舞蹈風格。在美國有最大影響

力的森巴舞變體是卡里歐卡(carioca)，那是種在里約熱內盧發展的流暢風格，1940
年代在一系列熱門音樂電影裡演出的卡門‧米蘭達(Carmen Miranda)更為它的發展提

供了的助力。一種風格冷調精巧，稱為巴莎諾瓦(boosa nova)的巴西音樂，在 1960
年代初期的美國受到歡迎，最終大量產出像《伊帕內馬來的女孩》(The Girl from 
Ipanema，1964)之類的暢銷歌曲。 
 
墨西哥音樂一直和里約格蘭(Rio Grande)北方的音樂風格有著共生關係。19 世紀末，

墨西哥音樂家造訪芝加哥的世界哥倫布紀念博覽會，稍後並在全美巡迴表演。今天

2 個最著名源自墨西哥的音樂風格是手風琴樂隊(conjunto acordeon)音樂，表演地在

北墨西哥和德州；另一是婚禮(mariachi)音樂，那是由吉他､小提琴和喇叭組成的室

內樂表演。美國鄉村流行音樂至少從 1930 年代起就已經受到墨西哥音樂風格的影

響。在加州的墨西哥移民也在搖滾樂的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這種持續的影響表

現在：李奇‧瓦倫(Ritchie Valen)1959 年的暢銷曲《La Bamba》，該曲源自維拉克路

茲(Veracruz)一地的民間曲調；吉他手卡洛斯‧桑塔納(Carlos Santana)在 1960 年代末

期發展出騷沙音樂與吉他為主之搖滾樂的混合；琳達‧朗斯黛(Linda Ronstadt)錄製

的傳統墨西哥歌曲；以及搖滾風強烈的洛杉磯灰狼(Los Lobos)樂團。 
 
左圖︰吉他手卡洛斯‧桑塔納 1968 年 12 月非耳摩現場(Live at the Fillmore)音樂會

原始海報的一部份。右圖︰桑塔納成功將搖滾樂､藍調､爵士樂和騷沙要素，融合

在他獨特的聲音之中。 
 
 
第二章 
流行音樂︰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期 
 
流行音樂在整個 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期，既形成又反映了美國的文化。這個時期出

現黑臉走唱秀，是美國第一個特有的流行文化形式，現代音樂產業也在此時興起，

觀眾人數迅速擴大，特別是因為新科技讓全國性的音樂傳播變得可能。一些此時興

起的歌曲和舞蹈將深深影響整個 20 世紀的美國流行音樂。 
 
黑臉走唱秀 
黑臉走唱秀(minstrel show)在歐洲觀眾的眼中，是第一種道地美國風味的音樂及劇場

娛樂形式，特色是以白人為主的表演者，他們將皮膚扮黑，以詼諧的方式模仿非裔

美人的音樂､舞蹈､服裝及方言。今天，人們卻帶著困窘或憤怒來看待這種表演。

但是有理由相信一般人將它詮釋為一種種族主義的表現方式，會過於簡化它所代表



的多種意義。無論如何，如果沒有一點關於黑臉走唱秀的知識，將很難理解美國的

流行音樂。 
 
黑臉走唱秀興起於種族間互動頻繁的工人階級社區。早期的黑臉走唱秀表演者率先

表達出一種獨特的美國流行文化。工人階級的白種青年，透過對非裔美人文化形式

的認同，來表達他們的邊緣化感覺。這不意味著黑臉走唱秀就不是白人種族主義的

投射，但它的意義既不固定也不含糊。 
 
湯馬斯‧達特茅斯‧萊斯(Thomas Dartmouth Rice，1808-60)，是個出生於紐約市第

七區貧窮家庭的白人演員，他用美國的第一首國際暢銷曲〈黑人〉(Jim Crow，1829)，
展現出黑臉走唱秀的潛在受歡迎程度。萊斯扮黑臉唱這首歌，還邊模仿一種稱為蛋

糕舞(cakewalk)、模仿自歐洲方塊舞的非洲版舞步。 
 
在萊斯於 1832 年將〈黑人〉帶到紐約後不久，從劇院到沙龍就開始湧現黑臉走唱秀

表演，沙龍裡的觀眾經常是種族混合。黑人及種族混雜的表演者出現在表演黑臉走

唱秀的當地「酒吧」(dive)中。早期黑臉走唱秀的音樂和語言傳統，就像它的觀眾和

表演者一樣，都是混合的。最可能啟發〈黑人〉的並不是非美歌曲，而是一個原為

愛爾蘭民俗曲調、後來卻變成英國舞台歌曲的音樂。 
 
「老爹」萊斯的〈黑人〉角色，在說唱時用的是一種源於白人鄉村角色的方言，如

肯塔基步槍手戴維‧克洛克特(Kentucky rifleman Davy Crockett)所說的，部分則是根

據萊斯年輕時在第七區所聽到的黑人和克利奧爾(Creole)方言。 
 
來，你們這些男孩女孩聽著 
我剛從塔克何那裡來 
我要唱一首短歌，我的名字 
是吉姆‧克羅 
轉一轉向後轉 
就是這麼做 
每次我轉一轉，我就跳 
吉姆‧克羅 
 
吉姆‧克羅(Jim Crow)這個黑人角色，用這種既不是黑人也不是白人、是而介於中

間的混合方言，來嘲諷自命不凡的政客及社會精英，其中的諷刺性內涵，讓被萊斯

鎖定的上層社會感到受威脅。 
 
1840 至 1880 年代，黑臉走唱秀成為美國流行文化的一種主要類型。當這個類型變

成更有正式組織的黑臉走唱秀時，許多它原本的顛覆性便跟著消失。19 世紀黑臉走

唱秀所表現的主題，有許多是我們這個調查報告所關心的。1830 年代興起的黑臉走

唱秀，是一種以白種都市青年文化為主的表現方式，他們借用黑人風格來表達自己

的獨立。當黑臉走唱秀於美國內戰前後數十年間成為一種大眾現象時，它的形式變

得固定，所描繪的黑人角色也變得更為僵化和定型。一種新音樂類型在一個邊緣化



社區興起後，進入大眾流行文化的主流，過程中卻失去它原先的反叛能量，這種基

本模式，將在本書中屢見不鮮。 
 
黑臉走唱秀的特色是扮成黑臉的白種人，或是自己來演的非裔美人。他們經常用一

種不奉承的方式描繪黑人。到了 20 世紀之交，黑臉走唱秀大體上已消失，被雜耍綜

藝秀所取代。 
 
順時針從左上圖︰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的雜耍綜藝秀，結合了各種不同的表演，

有古典音樂和流行音樂的表演，還有喜劇演員､舞者及受過訓練的動物的表演。這

種表演形式隨著電影的興起而逐漸式微；雷格泰姆音樂的主要作曲家史考特‧喬普

林(Scot Joplin)；約翰‧菲利普‧蘇沙是美國軍樂隊的主要作曲家和指揮；1861 年 7
月時的紐約州志願兵 33 團的艾邁拉短號樂隊(Elmira Cornet Band)。 
 
舞蹈音樂和銅管樂隊  
從一開始，美國流行音樂便與舞蹈有著密切的關係。一些最早發表的舞蹈音樂，是

仿效英國的流行風格。直至 20 世紀初，美國白人族群的社交舞蹈，主要是由鄉村舞

蹈傳統變化而來，像華爾滋舞､馬厝卡舞､蘇格蘭旋舞(schottische)和波卡舞，都是

由成雙成對的男女在跳。都市精英份子採用鄉村舞蹈，表現出對鄉村主題的一種浪

漫嚮往。 
 
上層階級的典型跳舞場所是舞會，依照事先選好的音樂進行安排，並由管弦樂隊按

排定好的舞蹈順序進行伴奏，一位舞會主人負責監督並喊出動作。舞會舞蹈比較著

重在統一與節制，而不在於即席創作或情感的表達。不過，隨著 19 世紀的推演，正

式舞蹈轉變得比較強調男女對舞。到了世紀末，華爾滋舞已經成為優雅和浪漫的最

終象徵。 
 
在整個 19 世紀，都市「上層社會」舞蹈與鄉村「下層社會」舞蹈間有著一種連續的

相互回饋。都市職業作曲家編寫供大眾使用的民俗舞蹈，某些大型紐約音樂公司出

版的流行歌曲，被納入鄉村舞蹈傳統中。美國流行音樂的多樣性，更被一批批來自

歐洲不同地區的移民強化了。起於 1830 年代、由黑臉走唱秀白人演員表演的蛋糕舞

步，是非美舞蹈的開端，待其大眾影響力強化後，就變成美國 20 世紀前數十年流行

舞蹈的主導力量。 
 
從內戰到 1910 年代，銅管樂隊音樂會是美國生活最重要的音樂面向之一。雖然軍樂

隊從美國建國後就存在，它們卻在內戰期間(1861-65)及之後迅速擴散。許多軍樂團

在戰後持續昌盛，很多退役的音樂家在他們的住家社區組成樂隊。到了 1889 年，美

國有超過 1 萬個銅管樂隊。 
 
「進行曲之王」約翰‧菲利普‧蘇沙(中間)領導美國海軍陸戰隊樂隊。 
 
銅管樂隊運動從愛國主義與流行文化的相互作用吸取能量，也從日益增強的美國民

族主義攫取能量。一個樂隊的曲目大多由愛國進行曲組成。銅管樂隊與國定假日有



關連，它們的音樂對那些在軍隊服務過的人有特別的意義。很多樂隊也演奏當令的

流行活頁樂譜暢銷曲。遊走在愛國音樂與流行音樂間，加強了銅管樂隊作為一種社

區機構的角色。 
 
從 1890 年代至一次世界大戰，最受歡迎的樂隊指揮是約翰‧菲利普‧蘇沙(John Philip 
Sousa，1854-1932)。蘇沙領導美國海軍陸戰隊樂隊，稍後則成立一支商業音樂會樂

隊。1895 至 1918 年間，該樂隊錄製了兩打暢銷留聲機音樂。蘇沙經常巡迴演出，

他的樂隊一出現就帶來轟動，能出其右的只有總統的鳴笛駐足(whistle stop)火車之旅

(名字取自總統和其他政治候選人用鐵路進行的競選活動，他們經常停靠一般火車除

非示意停止否則會略過的 whistle stop 小站)。蘇沙是最早與出版商談判版權的音樂

家之一，也是著作權改革的重要倡導者之一。 
 
錫盤巷的誕生 
到了 19 世紀末，美國的音樂出版業集中到紐約市。一些較有規模的出版商從古典音

樂和上流社會客廳(genteel parlor)歌曲賺到錢，但約莫 1885 年起，卻受到小型公司

的挑戰，這些對手專精於舞會､啤酒花園和劇院中表演的流行歌曲。 
 
這些新出版公司中有許多是由東歐的猶太移民所成立，他們沿著曼哈頓第 28 街開設

辦公室，形成大家所知的「錫盤巷」(Tin Pan Alley)，名稱讓人想起許多鋼琴同時以

不同音調和速度進行演奏所發出的鏗鏘聲響。1890 年代，現代美國音樂產業興起，

業者的目標是為不斷擴大的都會市場提供「暢銷曲」。歷史上第一次出現單一歌曲就

能賣出 100 萬份的現象。 
 
到了世紀之交，從音樂廳秀和黑臉走唱秀演變而來的流行劇場形式，即綜藝雜耍秀

(vaudeville)，成為推廣錫盤巷歌曲的最重要媒介。綜藝雜耍秀包含一系列的表演，

像是歌手､雜技演員､諧劇演員､雜耍表演者､舞者和動物表演等。每座城市至少

有一座綜藝雜耍秀劇院。 
 
錫盤巷歌曲主宰美國音樂產業將近 70 年之久。浪漫的客廳(parlor)歌曲仍受歡迎，

如同愛爾蘭和華爾滋歌曲一般。從黑臉走唱秀歌曲傳統演變而來的農場歌曲也受到

歡迎。農場歌曲最著名和最成功的作曲家之一是詹姆士‧布蘭德(James A. Bland，
1854-1911)，他是第一位在商業市場上成功的黑人作曲家。布蘭德寫了約 700 首歌，

並在歐洲受到歡迎。從風格上來看，布蘭德的歌類似同時期的白人作曲家。雖然布

蘭德被後來的觀察家批評為迎合白人對黑人的錯誤認知，卻也因被認為推動「純正」

的非美音樂而受到他人的推崇，但實際狀況卻更為複雜。出生於富有中產階級家庭

的布蘭德，決定取得與他同期白人一般的經濟成功。像其他力圖進入大眾市場的黑

人音樂家一樣，他必須在主流流行音樂裡業已建立好的黑人形象中創作。 
 
紐約市第 28 街(錫盤巷)沿街眾多活頁樂譜出版社之一，時間是 1885 至和 20 世紀中

葉。這個暱稱的由來也許是因為某些人將許多鋼琴彈奏不同曲調的聲音比擬為小孩

在錫盤上的敲打之音。 
 



為原創表演《奧克拉荷馬》(Oklahoma)所做的封面藝術。這齣早期的百老匯音樂劇，

是作曲家理查‧羅傑斯和作詞者暨腳本作家奧斯卡‧哈默史丹二世的首次合作。 
 
喬治‧蓋希文的美國民謠歌劇《乞丐與蕩婦》(1935)的演出。該部美國經典作品將

爵士樂和藍調元素融入歌劇形式。 
 
上圖︰為〈亞歷山大雷格泰姆樂團〉所做的活頁樂譜封面(1911 年)，它是作曲家歐

文‧柏林的第一首熱門暢銷曲。右圖︰藝術家傑伊‧坎貝爾‧菲利普斯(Jay Campbell 
Phillips)經常刻板地描繪美國南方黑人，這個五弦琴彈奏也是其中一例。 
 
雷格泰姆狂熱：1896-1918 
這一時期出現非美音樂影響力的強化，最能代表此一趨勢的就是雷格泰姆音樂。雷

格泰姆音樂崛起於 1880 年代，跨世紀後的頭 10 年達到最高峰。在某些方面，雷格

泰姆音樂狂熱是黑臉走唱秀的延續，然其風格也代表與非美音樂技巧及價值有了更

親密的接觸，原因是有更多的黑人作曲家和表演者加入音樂產業。 
 
雷格泰姆音樂這個名稱來自非美術語 to rag，意思是透過旋律重音轉移到弱拍上(一
種稱為切分(syncopation)的技巧)將音樂活化。這種技巧有加強節拍的效果，並創造

節奏性動力。這種雷格泰姆音樂的基本形式，是來自黑奴音樂家從非洲原型開發出

來的一種叫做五弦琴的弦樂器。雷格泰姆音樂也受了拉丁美洲節奏的影響，如古巴

哈巴奈拉和進行曲音樂。從 1890 年代末到一次大戰結束，它的受歡迎程度達到顛

峰，所有想像得到的樂團都在演奏雷格泰姆音樂︰舞蹈伴奏樂隊､銅管樂隊､鄉村

弦樂隊､交響樂團､五弦琴和曼陀林樂團，在古典的雷格泰姆音樂中，還有以鋼琴

獨奏的演奏形式。 
 
在世紀之交，雷格泰姆歌曲的市場逐漸增長，顯示白人持續對黑臉走唱秀以後的非

美音樂有著強烈的愛好。錫盤巷作曲家只是增加切分節奏和替代的黑人方言，為平

淡的流行曲調增添幾許趣味。他們想創造足以刺激觀眾興趣的新奇歌曲，但又不至

於前衛到讓聽者花很多功夫才能瞭解。正如黑臉走唱秀所表演的歌曲都是歐洲風

格，大多數流行的雷格泰姆歌曲是進行曲風格，中間穿插了「不規律」節奏以增加

效果。 
 
一些年輕的美國白人把他們自己與雷格泰姆連結在一起，來反抗他們父母及當權人

士的文化保守主義，在 1920 年代的爵士樂時期和 1950 年代的搖滾時期，此一模式

變得更為明顯。 
 
雷格泰姆是展現美國音樂史中錯綜複雜橫流的有趣例子︰這種風格源於有才華的黑

人音樂家對歐洲音樂形式的掌控，它穿越種族､階級､地區和世代的藩籬，並被各

個族群做不同的使用。 
 
二次大戰期間，歐文‧柏林慰勞陸軍婦女大隊的成員。 
 



史蒂芬‧福斯特 
史蒂芬‧科林斯‧福斯特(Stephen Collins Foster，1826-64)是美國第一位重要的流行

音樂作曲家，也是第一位以全職專業作曲家維生的美國人。他在匹茲堡附近西部邊

境成長時最早接觸到的音樂主要是傷感歌曲傳統，該傳統被向上提升的美國人視為

文雅的標記。福斯特也在作品中納入 19 世紀中葉美國流行的各種歌曲風格︰敘事

歌､義大利輕歌劇､愛爾蘭和德國歌曲及黑臉走唱秀歌曲。福斯特專精於將旋律與

文字做簡單卻動人的組合，就是後來所謂的「鉤子」(hook)。他的作品到處可以聽

到︰在沙龍､劇院､綜藝秀和樂隊音樂會。他最成功的暢銷曲〈家鄉的老友〉(Old Folks 
at Home)，於 1851 年賣了 10 萬份活頁樂譜，等於今天的百萬唱片。福斯特的一些

歌變成美國口說傳統的一部份，代代相傳。 
 
福斯特成功地成為「暢銷曲製造機」，原因是民眾能夠看得懂他在活頁樂譜和歌本中

的歌曲。在這期間，人們經常在家裡表演音樂。鋼琴一直是美國家庭音樂的中心，

直至 1920 年代，商業廣播電台被引進後才被取代。 
 
福斯特 37 歲時在貧困卑微的狀況下去世。他的第一首成功歌曲〈噢﹗蘇珊娜〉(Oh! 
Susanna)以 100 美元賣給一位音樂出版商。該出版商從這首世界暢銷曲賺了數千美

元，可是沒有一毛錢進到福斯特的口袋。這是一種典型的狀況，因為法律涵蓋了音

樂公司的權利，卻保障沒有作曲家的權利。 
 
第三章 
流行爵士樂和搖擺樂︰美國的原創藝術形式 
 
爵士樂是第一個定義明確的美國青年文化頌歌。為了反抗恐怖的機械化戰爭及 19
世紀的道德約束，數百萬名大學學齡的美國青年，用爵士樂來標示與父母親一輩的

不同。 
 
不可否認，對於年輕人來說，能否享受到好萊塢電影和費茲傑羅(F. Scott Fitzgerald)
小說《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裡所描繪的流行消遣，要看自己的社會地位，

畢竟，不是每個人都負擔得起豪華汽車､香檳和頂級舞蹈伴奏交響樂團。然而，象

徵感官､自由和歡笑的爵士樂，其吸引力確實超出地域､種族和階級之分，為搖擺

樂時代､節奏藍調和搖滾樂等音樂現象創立先例。 
 
爵士樂是美國原創的藝術形式之一，1900 年左右在路易士安納州的紐奧爾良興起。

紐奧良是美國與加勒比海間的通道，有著階層化的人口和強大的法國殖民時期殘留

文化，這些因素鼓勵一種在美國任何其他城市看不到的混合音樂文化的形成。爵士

樂是在紐奧良多種音樂傳統的統合影響下出現，這些傳統包括雷格泰姆音樂､進行

曲､油膩星期二(Mardi Gras)嘉年華和殯葬隊伍節奏､法國和義大利歌劇､加勒比海

和墨西哥音樂､錫盤巷歌曲及非美歌唱傳統的聖歌(靈歌)和世俗歌(藍調)。 
 
紐奧良出生的短號手暨歌手路易士‧阿姆斯壯，一般人都推崇他為爵士樂建立了一

些核心特徵，特別是它的節奏動力或搖擺，及對獨奏表演能力的強調。阿姆斯壯也



深深影響 1920 和 1930 年代主流歌唱的發展。一次大戰後，阿姆斯壯成為地方上一

位有影響力的音樂家，後來遷移到芝加哥加入他導師金(喬)奧利佛(King (Joe) Oliver)
的樂團，演奏出許多評論家所認定的第一批真正的爵士樂唱片。 
 
1924 年，阿姆斯壯加入紐約市的弗萊契‧韓德森(Fletcher Henderson)樂隊，將該樂

隊推往更熱烈、更即興的風格，並協助創造出爵士樂與舞廳舞蹈音樂的綜合體，也

就是搖擺樂。到了 1930 年代，阿姆斯壯已是世上最知名的黑人音樂家，這要歸功於

他的唱片及在電影和廣播中的出現。阿姆斯壯的音樂表現方式來自早期的紐奧良爵

士樂美學，也就是短號或喇叭手經常擔起表達歌曲旋律的責任。在他的音樂生涯中，

阿姆斯壯常常談到保持即興創作(或他所稱的 routining)與直接了當的處理旋律間平

衡的重要性。「如果一個音符就可以，沒有意義要用到一百個，」阿姆斯壯據說在他

70 歲生日時如是說。 
 
順時針從左圖︰爵士樂明星已成為國民偶像，連郵票上都有他們的畫像；新浪潮爵

士樂隊(New Wave Jazz Band)成員在紐奧良爵士樂及傳統節日的表演；「美國經典音

樂」與美國黑人經驗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這裡一個學生在做「金恩博士日」(Martin 
Luther King Day)的壁畫。 
 
爵士樂時代的舞蹈音樂 
雖然爵士樂最初被音樂界認為只是一時的風尚，但它的對流行音樂主流的影響卻代

表了一個重要的文化轉移。一種新的次文化出現在白人的中上階層，代表的是「爵

士寶貝」或「時髦女郎」(穿短裙並剪短頭髮的解放年輕婦女)，還有「爵士迷」(jazzbo)
或「小白臉」(sheik；仿效影星魯道夫‧瓦倫提諾(Rudolph Valentino)做酷而性感舉

止的年輕人)。這個運動牽涉到從「高等文化」混合而來的元素，如費茲傑羅的小說､

畢卡索(Pablo Picasso)的繪畫及尤金‧歐尼爾(Eugene O’Neill)的戲劇，也有來自流俗

文化的元素，如仿效美國黑人原型的音樂､舞蹈和語言。爵士樂時代的概念，是被

大眾媒體，特別是好萊塢，所鼓吹出來的。 
 
緊接著雷格泰姆音樂之後，爵士樂狂熱代表非美音樂對美國白人音樂品味與購買習

慣的影響，有了進一步的強化。它確實為一些黑人音樂家增加機會，舞會管弦樂團

的領域仍舊有著嚴格的種族區隔。非裔美人音樂家雖然越來越常出現在時髦的市區

餐廳秀館和飯店舞廳裡(不過他們只能以雇員而非顧客身份進入這些地方)。1920 年

代末，白人爵士樂迷開始流連在非裔美人社區的夜總會。在紐約的哈林區(Harlem)
和芝加哥的南區，這些黑白顧客均收(black and tan)的餐廳秀館為他們白人為主的顧

客提供一系列的爵士樂。在哈林區著名棉花俱樂部(Cotton Club)作秀的偉大爵士樂

鋼琴家暨作曲家艾靈頓公爵(Duke Ellington)，發展出一種叫做「叢林音樂」(jungle 
music)的風格，特色是濃厚的織度和陰暗咆哮的音色。 
 
爵士樂之王 
1920 年代最成功的舞蹈伴奏樂隊是由保羅‧懷特曼(Paul Whiteman)領導的大使管弦

樂團 (Ambassador Orchestra)。懷特曼在爵士樂史上的角色是曖昧的。一方面，他推

動一種稀釋過的「安全」爵士樂給大眾；另一方面，懷特曼確實有一些重要的貢獻，



像是為以爵士樂為基礎的舞蹈音樂拓展市場(並為搖擺樂時代鋪路)､雇用卓越的年

輕爵士樂演奏者和編曲家及建立一種黑人和白人舞蹈伴奏樂隊都廣泛模仿的職業水

準。他也捍衛爵士樂對抗道德評論家(他稱之為爵士 3K 黨)，且承繼卓越非裔美人音

樂家吉姆‧歐羅巴(Jim Europe)所懷抱的交響樂版本爵士樂。(喬治‧蓋希文 1924 年

的《藍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初演，就是用懷特曼的樂團) 
 
大使管弦樂團在 1920 年只有 10 名團員，但 10 年間擴大到 19 名(其中包括 5 把銅管

樂器､5 件簧樂器､4 把小提琴和 1 個 5 件樂器組成的節奏部門)。1927 年，懷特曼

開始雇用一些當時主要的白人爵士音樂家，包括傑出的短號手畢克斯‧貝德貝克(Bix 
Beiderbecke)及後來在搖擺樂時代成為成功樂團領導的多爾西兄弟(Dorsey 
Brothers；包括吉米和湯米(Jimmy and Tommy))。在音樂會和舞會中，他使用一種小

型的「樂隊中的樂隊」，成員是他管弦樂隊裡最好的爵士音樂家，來演奏「熱門」音

樂。懷特曼雇用開創性的舞蹈伴奏樂團編曲家，像是佛迪‧葛羅非(Ferde Grofe)和
比爾‧恰里斯(Bill Challis)，來編製他樂隊的「音樂圖書館」(book)。他也提攜受爵

士樂影響的抒情歌手，像是賓‧克羅斯比(Bing Crosby)。 
 
搖擺樂之王 
從 1935 年開始，一種最早於 1920 年代末期在紐約､芝加哥和堪薩斯市等地，由黑

人舞蹈伴奏樂團發展出來，並受到爵士樂啟發，名為搖擺樂的新樂風，改變了美國

的流行音樂。「搖擺」一詞(像是「爵士」､「藍調」和「搖滾」)，是從非裔美人的英

語演變而來。首先是作動詞用，指演奏出色的音樂所創造出的流動及「搖動」節奏

動力，延伸為一種以自由、活力和享受感覺為特點的情緒狀態。1920 年代和 1930
年代初期所做的爵士樂唱片，標題和歌詞裡經常提到 swing 和其動名詞 swinging。 
 
搖擺樂讓我們窺見新政時期(New Deal era)的文化價值與社會變遷。搖擺樂的基本文

化精神是沒有束縛､搖擺及開舞會。搖擺樂的觀眾跨越了分隔各族裔､原住民與移

民､南方人與北方人､城市居民與鄉村人士､工人階級､逐步擴大的中產階級與知

識份子精英前衛成員的社會藩籬。 
 
順時針從左圖︰ 爵士樂作曲家、鋼琴家暨樂隊領導艾靈頓公爵；樂隊領導保羅‧懷

特曼推廣一種比較不那麼即興創作、卻更令人尊敬的爵士樂；喇叭手約翰‧柏克斯

「迪里」吉雷斯比(John Birks Dizzy Gillespie)，開創咆哮音樂(bebop)和非洲古巴爵

士樂。 
 
對搖擺樂時代來說，神話般的「開創時刻」始於 1935 年夏天，當時一個舞蹈伴奏樂

隊，在年輕爵士樂豎笛手班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1909-1986)的領導下，踏

上一趟加州巡迴演出之旅。古德曼不僅是名熟練的爵士樂即興表演者，且是個嚴格

的厲行紀律者，堅持他的音樂家要用無懈可擊的精準來演出自己負責的部分。古德

曼樂團在全國廣播節目《讓我們來跳舞》(Let’s Dance)中的演出及其熱門的切分風

格，為他們建立一群相當大的追隨者。 
 
從左圖︰作曲家、作詞者暨鋼琴家尤比‧布萊克(Eubie Blake；坐者)一直到 90 歲以



後都還在表演他那獨特的雷格泰姆、爵士樂和流行音樂的混合體。路易士‧阿姆斯

壯談及短號手畢克斯‧貝德貝克(1903-1931)：許多爵士樂手都努力想像畢克斯一樣

表演，但沒有人可以像他一樣。法蘭克‧辛納屈(左)和賓‧克羅斯比，被許多人視

為最好的二位抒情歌手。 
 
左圖︰樂隊領導吉‧隆巴多(Guy Lombardo，1902-1977)受歡迎的除夕電視廣播成為

一個國家傳統。右圖︰多爾西兄弟的湯米在演奏長號，吉米則在演奏中音薩克斯風，

他們都是具有影響力樂團的領導。他們 1950 年代的電視節目《舞台秀》(Stage 
Show)，將貓王艾維斯‧普萊斯利介紹給全國觀眾。 
 
似乎在應和圍繞在保羅‧懷特曼公眾形象的廣告宣傳，媒體封班尼‧古德曼為「搖

擺樂之王」。然而，在所謂的爵士樂之王與搖擺樂之王之間，存在著一些很大的差異。

懷特曼終其一生為古典音樂家，古德曼其實是位優秀的(然而經常被低估)、對爵士

樂有著仔細研究的即興表演者。懷特曼樂團表演的是一種向爵士樂借名的切分舞廳

舞蹈音樂風格，古德曼的卻是一個真正的爵士樂隊，演奏的音樂是緊跟著非裔美人

音樂家､作曲家和編曲家所做的音樂創新。保羅‧懷特曼 1920 年代的舞會伴奏管弦

樂團，從未納入有色人種音樂家，古德曼卻是第一個雇用黑人樂手的卓越白人樂隊

領導，首先是 1936 年的鋼琴家泰迪‧威爾森(Teddy Wilson)，接著是卓越的年輕電

吉他手查理‧克里斯欽(Charlie Christian)､低音提琴手萊昂‧漢普頓(Lionel Hampton)
和喇叭手庫提‧威廉斯(Cootie Williams)。 
 
雖然大樂團(big band)相當依賴錫盤巷流行歌曲的編曲，有著 12 小節結構､3 和弦模

式､藍調音符及提問與應答形式的藍調，仍是搖擺樂的支柱之一。在所有大樂團中，

與藍調傳統有著最親近關係的是爵士鋼琴家威廉貝西「伯爵」(William “Count” 
Basie，1904-1984)領導的大樂隊。生於新澤西州的貝西，是在密蘇里州堪薩斯市擔

任表演者和樂隊領導期間，獲得許多的初期音樂經驗。1920 年代和 1930 年代初，

堪薩斯市的黑人舞蹈伴奏樂隊，發展出獨特的演奏熱門舞蹈音樂方式。堪薩斯市風

格比紐約市的樂隊，更與鄉村藍調傳統有著密切的關聯，且更依賴反覆樂句(重複模

式)。對堪薩斯市樂團的節奏概念有著重要影響的是布吉伍吉(boogie-woogie)藍調鋼

琴傳統：鋼琴彈奏者通常用左手在鋼琴的低音域彈出重複模式，右手則即興創作複

節奏模式。 
 
另一個突出的搖擺樂時代樂隊是艾靈頓公爵管弦樂團，領導是艾靈頓公爵

(1899-1974)，他普遍被認為是 20 世紀美國最重要的音樂家之一。艾靈頓是名實驗

者，他想出不尋常的音樂形式，用不尋常的方式來結合樂器，並建立複雜獨特的音

調顏色。 
 
第三個主要的搖擺樂隊是葛蘭‧米勒(Glenn Miller，1904-1944)所帶領的樂隊。1939
至 1942 年，米勒管弦樂團是世界最受歡迎的舞蹈伴奏樂隊，同時打破了唱片銷售紀

錄和音樂會觀眾人數紀錄。米勒發展出一種有活力、聲音清晰的音樂風格，吸引了

中西部小鎮居民，也打動之前支持搖擺樂的大城市､東岸和西岸民眾。純就受歡迎

程度而言，米勒樂團代表搖擺樂時代的頂端，不到四年就拿下 23 個排名第一的唱片



項目頭銜。 
 
但是，爵士樂和它對美國音樂和文化的深遠影響，都沒有在 1930 年代結束。也稱為

大樂隊音樂的搖擺樂，源自於爵士樂並強烈受其影響。在搖擺樂以外，每個世代的

音樂家都定義出自己的爵士樂風格，對這個源自紐奧良的聽覺遺產，作出回應與挑

戰。比咆哮､酷派爵士樂､融合爵士樂､靈魂爵士樂和酸性爵士樂只是從原先聲音

母體演發出來的一些變體罷了。 
 
第四章 
錫盤巷︰創造「音樂標準樂曲」 
 
美國「音樂標準樂曲」 
1920 和 1930 年代，專業流行歌曲作者在一套承繼自 19 世紀流行音樂、並受到雷格

泰姆狂熱及爵士樂影響 
的形式下工作，寫出一些當時最有影響力和商業上最成功的歌曲。這些作曲家有許

多是猶太裔移民，他們在音樂產業中比較找不到其他領域裡阻礙他們發展的社會偏

見。他們努力產出許多標準歌曲，這些歌曲至今仍在流傳。 
 
1920 至 1930 年代，作曲家和作詞者將早期的歌曲結構融合，製造出一種主調-副歌

(verse-refrain)形式，在更有創意的作曲家手裡，這種形式容許各式各樣的有趣變化。

主調通常被視為前奏，副歌則通常被當成「歌曲」，其典型結構是由 4 個等長的部分

組成，即 ABBA 形式。 
 
A 部分呈現主要的旋律､歌詞的基本形式及一套支撐旋律、歌詞的和弦變化。 
 
A 部分的音樂接著用新的歌詞重複；經常加入一些輕微的旋律變化，成為 A 部分的

變體。 
 
B 部分或稱為「橋段」(bridge)的部分接著進入。橋段呈現新的材料，包括一個新的

旋律､和弦變化及歌詞。 
 
最後，A 旋律及和弦變化用新的歌詞重複，有時有更進一步的旋律變化或稱為 tag
的附加段，產生另一個 A 部分，即 A 的第二個變體。 
 
熟悉這個形式的聽者可能通常會期望，A 部分應在某些點有不同和弦､文字及旋律

(橋段)的對比部分，也期待表演可能會以 A 部分的重現做為結束。作曲家､歌手和

編曲家(arranger)要選擇音調､速度及伴奏樂器，來配合歌手對歌曲所表現的聲音

特長，他們嫺熟於滿足這種預期，又能帶入足夠的意想不到的變化來保持聽者的注

意力。最好的錫盤巷作曲家能在這些架構的框架內發揮創意。 
 
總的來說，錫盤巷歌曲沒有直接處理當代的麻煩問題；它們出現在流行歌､音樂劇

和電影裡，目標通常是幫人們避開日常生活的壓力。不管在歌詞內容還是表演風格



上，錫盤巷歌曲總是探索浪漫的愛情理想。與老式歐洲敘事歌不同的是，錫盤巷歌

曲沒有經常用歌手自身經驗以外的角度來敘述角色的行為，其特點是用第一人稱來

敘述，如〈我要做什麼？〉(What’ll I Do?)､〈我為什麼愛你？〉(Why Do I Love You?)､
〈我就是喜歡妳〉(I Get A Kick Out of You)和〈某人愛我〉(Somebody Loves Me)等
歌曲中所顯示的，這可讓聽者更能直接與歌手的經驗產生認同。總的來說，錫盤巷

作曲家採用一種切切實實的說話方式，如〈天啊！妳那雙眼睛是從哪兒來的?〉
(Jeepers Creepers, Where’d You Get Those Peepers？)等歌曲所顯示的，任何一個勞工

都能體驗到浪漫愛情的快樂，或藉由「傷感歌曲」(torch song)，感受到一段變調愛

情的悲傷。 
 
稱為抒情輕唱的歌唱風格，其發展加強了流行音樂與個人經驗的連接。聽聽綜藝雜

耍秀表演者的早期錄音，如艾迪‧坎度(Eddie Cantor)或艾爾‧瓊森(Al Jolson)，他們

那誇大的風格是為大型劇院表演所發展的，讓人覺得是被「對著唱」(有時甚至有被

對著吼的感覺)。一張在 1920 年代中期電子麥克風開始使用後所錄製的賓‧克羅斯

比或弗雷德‧阿斯泰爾(Fred Astaire)錄音，給人一種完全不同的音樂經驗，那是一

種私人經驗。歌手以絲般溫柔、層次分明的聲音，邀你分享最切身的私密；它是單

獨對你說話的聲音。有時，聽者想像進入歌手的聲音，一種心理上的融合，發生在

實際上絕不會面對面碰到的二人之間。 
 
錫盤巷巨人 
猶太裔移民，特別是從中歐和東歐來的，在 20 世紀初的音樂產業扮演中心的角色，

範圍包括作曲家､作詞者､表演者､出版商和推廣者。在綜藝雜耍秀及後來的整個

娛樂產業，他們不會像在其他既有產業一樣經常碰到反猶太主義。結果是，很多，

但也不是所有當代最成功的作曲家，都是猶太人。 
 
歐文‧柏林(Irving Berlin)原名以色列或伊薩多‧巴林(Israel or Isadore Baline，
1888-1989)，四歲時與家人來到紐約市的下東城，成為逃離俄國大屠殺的難民。他

八歲就在街上討生活，以賣報紙維生，十四歲離家後也就沒有回去過。他為一位街

頭盲人音樂家擔任嚮導，在沙龍彈過鋼琴，也作過唱歌服務生。 
 
首先為柏林帶來群眾讚賞的歌是 1911 年出版的〈亞歷山大雷格泰姆樂隊〉

(Alexander’s Ragtime Band)。它幾乎立刻就賣出 150 萬份。像其他錫盤巷作曲家一

樣，柏林為百老匯舞台劇和新媒體有聲電影(他為 18 部電影譜寫音樂)寫歌。柏林的

〈藍色天空〉(Blue Skies)一歌，由艾爾‧瓊森在《爵士時代》(The Jazz Age)中表演。

1942 年的電影《假期飯店》(Holiday Inn)讓人聽到柏林最成功的歌曲，即〈白色耶

誕節〉(White Christmas)。1946 年的百老匯音樂劇《飛燕金槍》(Annie Get Your Gun)，
由柏林負責作曲，裡面的暢銷歌曲可能比任何其他表演都還多，像是〈他們說是很

棒的〉(They Say It’s Wonderful)､〈我娶的女孩〉(The Girl That I Marry)､〈順其自然〉

(Doin’ What Comes Naturally)及〈娛樂業是獨一無二的〉(There’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柏林是錫盤巷作曲家中最多產且持續的，維持將近 60 年的活躍作

曲生涯。 
 



左到右︰艾迪‧坎度是百老匯､廣播電台和早期電視的寵兒。最初從事秘書工作的

艾瑟‧莫門(Ethel Merman，1908-1984)，先轉換跑道到綜藝雜耍秀，接著在蓋希文

兄弟的百老匯音樂劇《瘋狂女郎》(Girl Crazy，1930)初次擔綱，該劇也是金姐‧羅

傑斯(Ginger Rogers)的初次登台。 
 
左圖︰喬治‧蓋希文用筆譜出古典和爵士樂標準歌曲，一起合作的是他的哥哥，即

作詞者伊拉‧蓋希文(Ira Gershwin)，他們的許多曲子構成今天的「偉大美國歌本」

(The Great American Songbook)。右圖︰作曲家理查‧羅傑斯(坐者)，與他的作詞搭

檔羅倫茨‧哈特。在哈特死後，羅傑斯與奧斯卡‧哈默史坦二世，創作出第二批轟

動暢銷的百老匯音樂劇，包括革命性的《奧克拉荷馬》在內。 
 
左圖︰愛蕾諾‧鮑威爾(Eleanor Powell)和弗雷德‧阿斯泰爾隨著〈比跟舞〉(Begin the 
Beguine)一曲起舞，該首 1938 年的暢銷曲，是由單簧管家亞提蕭和他的管弦樂隊

(Artie Shaw and His Orchestra)錄製，作曲者是柯爾‧波特(右圖)，波特的細緻節奏和

複雜音樂形式，讓他成為美國的主要作曲家之一。 
 
原名雅各‧葛蕭維茲(Jacob Gershowitz)的喬治‧蓋希文(George Gershwin，
1898-1937)，父親為一移民美國的皮革工人，其生涯和成就是獨特的。當他於 38 歲

不幸早逝(因為腦瘤)時，他已聞名全世界，至今仍可能是最為人知曉的美國作曲家。

在錫盤巷眾多的同期卓越人才中，葛希文是孤獨的，他在音樂會樂曲領域追求並獲

得成功，如《藍色狂想曲》和《一個美國人在巴黎》(An American in Paris)，也在流

行音樂領域追求成功。他與哥哥作詞家伊拉‧蓋希文，創作出許多錫盤巷經典歌曲，

像是〈我有了節奏〉(I Got Rhythm)､〈迷人節奏〉(Fascinating Rhythm)和〈噢，女士，

要乖﹗〉(Oh, Lady Be Good!) 
 
蓋希文的流行歌曲和「古典」作品，展現出他將源自非美音樂的風格設計做一細膩

的結合，例如切分節奏與藍調音符，這種結合遠勝於當時大多數美國白人音樂中對

相同設計所做的膚淺運用。蓋希文最偉大的創作、自己稱為「美國民謠歌劇」的《乞

丐與蕩婦》，代表他對歐洲古典樂､流行音樂主流及非美風格的影響，所做的最徹底

綜合，這種綜合仍然是他自己的，但也歌頌美國文化的寬廣多樣性。 
 
柯爾‧波特(Cole Porter，1891-1964)出生於一個富有的印地安納州家庭，並在耶魯､

哈佛和巴黎的聖樂學校(Schola Cantorum)研究古典音樂。他對「美國歌本」(American 
Songbook)的持久貢獻，包括〈日與夜〉(Night and Day)､〈我就是喜歡妳〉和〈愛妳

愛到心坎裡〉(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理查‧羅傑斯(Richard Rogers，1902-1979)
與作詞者羅倫茨‧哈特(Lorenz Hart，1895-1943)及奧斯卡‧哈默史坦二世(Oscar 
Hammerstein II)，合作生產了許多當時最好的歌曲，他的父母是醫生和鋼琴家，自

己則受過大學教育。他的暢銷曲有〈不浪漫嗎？〉(Isn't It Romantic?)和〈藍色月亮〉

(Blue Moon)。 
 
這些人和其他一些人所寫的歌，不論就質還是量來看，都代表一項至今看來仍很奇

特的成就。他們一些最好的嘗試，造就錫盤巷與附近百老匯劇院長期的互利關係，



百老匯劇院在諷刺歌舞劇(revue)和「諷刺喜劇」(folly)上有著極大的成功，諷刺喜劇

包含一系列不同的諷刺劇､歌曲､舞蹈及表演者，明顯是在接替雜耍綜藝秀。柏林､

波特､蓋希文兄弟､羅傑斯､哈特和當時其他突出的作曲家，都為百老匯寫過音樂。 
 
流行歌曲既反映又協助塑成 1920 和 1930 年代美國社會的深沈變化︰高低文化的混

合､新科技的採用和企業資本主義的擴大､惡性種族主義時期白人與黑人文化間越

來越親密的相互作用及一種真正全國性流行文化的興起。這些歌不再如以前一般支

配大眾的口味。不過，它們持續被新一代的音樂家和聽眾重新發現。錫盤巷和被稱

為抒情唱法的歌唱風格，在 1950 和 1960 年代，對節奏藍調和搖滾樂都是重要(雖然

經常不被承認)的影響。許多錫盤巷歌曲，至今仍為當代爵士樂音樂家使用，當成即

興創作的基礎。當今的流行音樂明星仍然在表演這種音樂，如艾維斯‧科斯特羅(Elvis 
Costello)錄製的〈我那有趣的情人〉(My Funny Valentine；理查‧羅傑斯和羅倫茨‧

哈特作曲)､威利‧尼爾森(Willie Nelson)詮釋的〈藍色天空〉(歐文‧柏林)､U2 主

唱 Bono 與法蘭克‧辛納屈合作的〈愛妳愛到心坎裡〉(柯爾‧波特)及非凡人物樂團

(Smashing Pumpkin)於 1996 年重新翻唱的〈我的藍色天堂〉(My Blue Heaven)。1990
年代初期，老牌抒情歌手湯尼‧班內特(Tony Bennett))在 MTV 不插電系列節目中的

表演，為他在「另類」(alternative)音樂歌迷中找到新的聽眾，他們珍惜班內特及老

標準歌曲裡既有感情強度又有細膩度的風格。 
 
第五章 
美國南方早期音樂︰黑人音樂與鄉村音樂 
 
1920 年代初至 1940 年代末，美國音樂產業用黑人音樂和鄉土音樂來區分並推廣南

方的音樂。「黑人唱片」指的是非裔美人音樂家表演的錄音，主要是賣給非裔美人聽

眾。「鄉土」或「舊時」音樂，在另一方面，就是由南方白人表演，並以他們為主要

銷售對象的音樂。縱然有例外，音樂產業通常反映出美國社會中更為廣泛的種族隔

離型態。弔詭的是，這些唱片也是音樂跨越種族藩籬的主要方法之一。 
 
雖然黑人音樂(race music)與鄉土音樂(hillbilly music)之間有著清楚的劃分，也各自由

數十種特定的風格所組成，但兩者具有許多重要的共同特色。兩者主要起源於美國

南方，根植於長期的民謠音樂傳統。進入大眾市場後，它們將這些較老的鄉村音樂

風格，與全國性流行文化的各個面向融合在一起，後者包括黑臉走唱秀､雜耍綜藝

秀及錫盤巷流行歌曲之音樂形式､詩化主題和表演風格。黑人音樂和鄉土音樂都是

音樂產業為了在全國唱片銷量下降時，努力發展替代市場所連帶產生的，它們透過

電子錄音､廣播和有聲電影等新媒體，也因 1920 至 1930 年代涵蓋數百萬美國鄉村

人口的都市遷徙過程，而傳播到全國。更且，這二種音樂為二次大戰後興起的流行

音樂形式，如節奏藍調､鄉村與西部音樂及搖滾樂，提供形式上的基礎，其吸引力

跨過地區界線，最終也超越國與國的界線。 
 
黑人唱片 
音樂產業對黑人音樂(及一般南方音樂)的發現，可以追溯到 1920 年所做的一套錄

音，內容是黑人雜耍綜藝秀表演者梅蜜‧史密斯(Mamie Smith，1883-1946)的表演。



裴利‧布拉德福(Perry Bradford)是名成功的黑人作曲家及音樂店老闆，他讓史密斯

獲得 Okeh 唱片公司的注意。一張由史密斯演唱、裡面有二首布拉德福所寫歌曲的

唱片，於 1920 年七月發行，雖然唱片公司沒有刻意去宣傳，但銷售量卻出人意表地

高。二個月後，史密斯再次進錄音間錄製了〈瘋狂藍調〉(Crazy Blues)，還搭配〈就

在這裡給你〉(It’s Right Here for You (If You Don’t Get It . . . Tain’t No Fault of Mine)
這首歌。唱片公司在黑人社區推出〈瘋狂藍調〉的廣告，一個月內就賣了 75000 份

拷貝(當時，任何一張錄音賣到 5000 份拷貝就能讓唱片公司回本，多賣的幾乎都是

利潤)。梅蜜‧史密斯的唱片，不久在音樂店､藥局､家具店､北部和中西部通路商

及整個深南部(Deep South)，都買得到。 
 
藍調歌手史戴明‧錢(Stavin’ Chain)1934 年在路易士安納州拉法葉的吉他演奏。他的

名字錢(chain)可能是指深南部被鎖在一起的黑人囚犯腳踝上常有的鏈子。 
 
「黑人音樂」這個宣傳用的標語最先是由雷夫‧皮爾(Ralph Peer，1892-1960)採用，

他出生於密蘇里，是個為 Okeh 唱片公司工作的星探，之前在梅蜜首次錄音時擔任

過助理。雖然這個詞語今天可能聽起來有貶抑的意思，但在 1920 年代卻以正面的意

義在都市的非裔美人社區內使用，是個黑人民族主義的早期例子；一個想要對自己

出身表示驕傲的人，可以稱自己為黑人(race man)。這個術語不久就被其他公司採

用，也獲得黑人媒體的廣泛使用。黑人唱片裡的表演包含許多不同的音樂風格，如

藍調､爵士樂､福音唱詩班､人聲四重奏､弦樂隊和自製樂器(jug-and-washboard)
樂隊，還有講道､說故事和慣用喜劇套路在內的口說演出。不是全部以非裔美人音

樂家為主角的錄音都會自動被歸類為黑人唱片。例如，黑人舞蹈伴奏管弦樂隊或有

相當白人聽眾的爵士樂隊，其錄音就被納入流行歌曲主流唱片之列。一些非裔美人

音樂家的錄音甚至進入鄉村音樂之林。 
 
1920 和 1930 年代最受歡迎的藍調歌手之一貝西‧史密斯(1894-1937)，深深影響到

後代的爵士樂歌手。 
 
黑人唱片的興起，建立起一個美國流行音樂史上被重複多次的模式，即有才能的企

業家，經常與小型的獨立唱片公司連結在一起，帶頭探索及提倡商業主流以外的音

樂。 
 
1920 年代也出現非裔美人擁有的唱片公司。第一家是 1921 年在紐約由哈利‧佩斯

(Harry Pace)建立的黑天鵝(Black Swan)公司。在宣佈新公司成立時，佩斯表示，公

司打算滿足美國 1200 萬非裔人口「合法及逐步增強的需求」。 
 
到了 1927 年，每年共有約 500 張黑人唱片發行。在整個 1920 年代，美國黑人一年

就買了多達一千萬張的藍調和福音音樂唱片，幾乎是每人一張，這個數字如果與主

流唱片市場相比是出奇的高，尤其是很多黑人是生活在貧困中。這些社區裡的許多

年輕人因此在成長過程中，每天都會接觸到留聲機的聲音。從鄉鎮移居都會中心的

人會週期性地返鄉，並將最新的流行音樂唱片帶回家鄉，因此創造城市與鄉村之間

音樂風格與品味的持續流動。 



 
清楚的是，音樂產業不是憑空創造黑人音樂或它的目標觀眾群。比較正確的說法是，

非裔美人聽眾的基礎早已存在，渴望新市場的唱片公司，便著手利用(有時候是塑造)
這種獨特的黑人認同感。這個過程協助創造一種真正的全國性非裔美人音樂文化，

居住在紐約市､蓋瑞(印地安納州)､傑克遜(密西西比州)及洛杉磯的人們，第一次可

以大約在同一時間聽到相同的留聲機唱片。就在這個期間，第一代的全國性黑人音

樂明星出現，包括貝西‧史密斯(Basie Smith)，盲眼的雷蒙‧傑佛遜(Blind Lemon 
Jefferson)和羅伯‧強生(Robert Johnson)。 
 
早期的鄉村音樂︰ 
鄉土音樂唱片 
「鄉土音樂」稍後被重新命名為「鄉村和西部音樂」或「鄉村音樂」，主要源自不列

顛群島移民所帶來的民謠､敘事歌和舞蹈音樂。第一代錄製鄉土音樂的藝術家也熟

悉錫盤巷的感傷歌曲，這種素材成為鄉村音樂曲目的一個重要部分，與更老的英美

敘事歌和方塊舞曲調擺在一起。 
 
有趣的是，1920 年代初期建立的黑人唱片市場，促成了第一批鄉村音樂唱片。第一

張在商業上成功的鄉土音樂唱片，主打北喬治亞州的音樂家約翰‧卡森(Fiddlin' John 
Carson)，是 Okeh 唱片公司於 1923 年在亞特蘭大進行錄音探索期間製作的。這趟由

雷夫‧皮爾和當地唱片行老闆波克‧布洛克曼(Polk Brockman)引領的實地考察，實

際上是想給黑人唱片市場尋找新的素材。 
 
左圖︰一場紀念 1927 年 Bristol Sessions 邁入 75 週年的音樂會，當年唱片製作人雷

夫‧皮爾錄製了阿帕拉契山脈地區鄉土音樂家的作品，其中包括吉米‧羅傑斯和卡

特家族。右圖︰德州「遊唱詩人」戴爾‧塔伯(The “Texas Troubadour “ Ernest Dale Tubb)
協助創立鄉村音樂的酒吧音樂(honky-tonk)風格。 
 
收音機這種新媒體，實際上對鄉土音樂市場的迅速成長至關重要。1920 年，美國第

一家商業廣播電台(匹茲堡的 KDKA)開始播音，到了 1922 年，全國就有超過 500 家

的全國性廣播電台，包括南方的 89 台。很多買不起新留聲機唱片的農夫和勞工，可

以用每月分期付的方式購買一台收音機，因此得以聽到範圍很廣的音樂節目。 
 
大多數 1920 和 1930 年代的鄉土音樂家一開始並不是全職音樂家。鄉村音樂史學家

比爾‧馬龍(Bill C. Malone)表示，這些音樂家大多是紡織廠工人､煤礦工､農夫､

鐵路工人､牛仔､木工､馬車運貨夫､畫家､一般勞動者和理髮師，偶爾也有律師､

醫生或傳教士。一個重要的例外是弗農‧達哈特(Vernon Dalhart，1883-1948)，這位

德州出生的前輕歌劇歌手，錄製了第一首鄉村音樂暢銷曲。1916 年開始錄音演唱生

涯的達哈特，在事業開始走下坡時，說服了 Victor 唱片公司讓他錄製一首鄉土音樂

歌曲，試圖從這個日益走紅的音樂類型賺到錢。1924 年，達哈特錄製二首歌︰分別

是關於維吉尼亞州一起火車碰撞事故的敘事歌〈97 老火車失事記〉(Wreck of the Old 
97)和〈囚犯之歌〉(The Prisoner’s Song)。後者是將一些現有歌曲的片段做感傷的組

合，其中最有名的詞句是「如果我有天使的翅膀，我將飛越這些監獄的牆壁」。這是



鄉土音樂的第一首暢銷曲，總共賣出 100 萬份拷貝，促成新興鄉村音樂的成功。 
 
早期鄉村音樂最受歡迎的二個表演者或團體是卡特家族(Carter Family)和吉米‧羅傑

斯(Jimmie Rogers)。卡特家族生於維吉尼亞州克林奇山脈(Clinch Mountains)偏僻的

山麓，被視為鄉村音樂史上最重要的團體之一。三重奏的領導人是亞文‧卡特(A. 
P .”Doc” Carter，1891-1960)，他收集並編寫啟發他們許多曲目的民謠；他也唱男低

音。他的妻子莎拉(Sara，1899-1979)多半負責主唱部分，並演奏自動豎琴(autoharp)
或吉他。弟媳梅寶兒(Maybelle，1909-78)唱和聲，演奏鋼弦吉他和自動豎琴，並發

展出一種有影響力的吉他風格，就是在低音弦上彈出旋律，同時在弱拍上撩撥上面

幾根弦以製造節奏。 
 
卡特家族在 1927 年開始錄音生涯時並不是職業音樂家。當被問及他們在 Bristol 
Session 後做什麼時，莎拉這麼說：「怎麼，我們回家去種穀物。」卡特家族的形象， 
經由廣播中的演出和訪問，展現出一種安靜的保守主義；他們的舞台演出是簡單直 
接的，他們通常避免雜耍綜藝秀的表演和宣傳性質的巡迴演出。 
 
如果卡特家族的公眾形象和音樂曲目讓人想起鄉村的教堂和家裡的爐邊，吉米‧羅

傑斯(1897-1933)則是典型的漫遊者。他是個自由自在的人，雖然心懷家庭，卻對周

遭的變動世界深深著迷。他是早期鄉村音樂錄音藝人中最多才多藝､進步和有廣泛

影響力的。這位來自密西西比州美里迪安(Meridian)的前鐵路煞車操作員，歌頌大路

(open road)的誘惑並紀錄放棄穩定生活便利之人們的生活︰漫遊者､流浪工人､賭

徒､罪犯､牛仔､鐵路員工和無助的情侶。他的影響可以在漢克‧威廉斯､韋倫‧

詹寧斯(Waylon Jennings)､威利‧尼爾森及幾乎每一位當代男性鄉村音樂明星的公

眾形象中看到。 
 
黑人音樂和鄉土音樂代表南方民間音樂和錫盤巷流行音樂間的混雜過程。歌手可能

對他們歌曲所喚起的鄉村起源保持著距離，卻能用一種尊重那些起源的風格來做表

演。最後，許多錄音只是一種隨著美國流行音樂往前發展，會變得越來越重要之現

象的早期例證︰就是跨越市場(cross-over)的暢銷曲，是一種源自地方文化或邊緣市

場的唱片，經過大眾媒體傳播後獲得更多和更廣的不同聽眾。 
 
第六章 
節奏藍調:從跳躍藍調到嘟哇音樂 
 
R&B 以節奏藍調這個類型名稱逐漸為人所知，是個多種風格所組成的鬆散集合體，

其根源是南方的民俗傳統，返鄉退伍軍人及成千上萬名二次大戰期間及之後遷徙到

紐約､芝加哥､底特律和洛杉磯等都會中心的美國黑人，他們的經驗型塑了這種音

樂類型。 
 
1940 年代末至 1950 年代初的頂尖節奏藍調錄音作品，包括受搖擺樂影響的跳躍樂

隊(jump band)､由抒情歌手演出的錫盤巷風格情歌､各種不同風格的都市藍調及受

福音音樂影響的人聲和聲團體。小型的獨立唱片品牌(label)再次出現，為被主要唱



片公司忽略的表演者提供一個出路。隨身卡式錄音機的發展，讓以前負擔不起製作

名家唱片設備的企業家，有機會成為唱片製作人和錄音室老闆。他們拜訪夜總會尋

找新人才，將他們的唱片賣到地方唱片行，並試圖引起特定錄音領域之主要唱片公

司或具有跨越市場潛能之藝術家的興趣。到了 1951 年，超過 100 家的獨立音樂品牌

在奮力爭食節奏藍調市場。 
 
跳躍藍調 
跳躍藍調(jump blues)是第一個在商業市場成功的節奏藍調類型，於二次大戰期間和

之後興盛起來。戰爭期間，由於資源短缺，更難維持有利可圖的巡迴行程，一些大

樂團領導被迫裁員。他們組成小型爵士樂團(combo)，通常由一個節奏部門和號角手

組成。這些跳躍藍調樂團，專精於強力搖擺樂及以布吉伍吉為基礎的宴會音樂，還

用幽默歌詞和狂野舞台表演來加料。 
 
最成功和最有影響力的跳躍藍調樂隊是由路易士‧喬丹(Louis Jordan)領導的

Tympany Five，他於 1939 年開始為 Decca 唱片錄製作品。喬丹明顯受到黑人聽眾的

歡迎，在戰爭期間和之後還建立起廣大的白人聽眾群。 
 
喬丹的第一首暢銷曲〈大兵宅姆〉(G.I. Jive)，登上告示牌(Billboard)的「哈林勁歌大

閱兵」(Harlem Hit Parade，節奏藍調排行榜於 1940 年代早期的名稱)，在流行歌曲

排行榜維持了二週的榜首，更賣出 100 多萬份拷貝。1945 至 1948 年，喬丹與一位

名叫米特‧加布勒(Milt Gabler)的白人唱片製作人合作，錄製了一連串跨市場暢銷

曲，其中包括〈卡多尼亞〉(Caldonia)､〈市場裡冷的要死〉(Stone Cold Dead in the 
Market)和〈這裡沒其他人，除了我們這些雞外〉(Ain’t Nobody Here but Us 
Chickens)。Tympany Five 的受歡迎程度，又透過一系列以該樂團為主角的電影而更

為強化。這些短音樂影片，不但租給個別的電影院，還在樂團抵達前幾天當成宣傳

工具放映。喬丹的電影，就像他的唱片一樣，同時在白人及黑人電影院受到歡迎，

甚至在深南方也不例外。不過，我們不該因為他的音樂吸引了跨種族的聽眾，就認

定他的音樂生涯沒有受到種族主義的影響。 
 
當喬丹之類的節奏藍調藝術家開始吸引更多的不同觀眾時，白人與黑人歌迷間的分

隔仍然以各種方式存在。有時白人節奏藍調歌迷坐在種族隔離劇院或舞廳包廂中，

看著底下的黑人舞蹈家，以瞭解最新的舞步。有時，舞池中間拉起一條繩子，以維

持秩序。在其他時候，流行音樂的跨越種族界線傳播，不一定表示種族主義在日常

生活裡有所改善。 
 
藍調抒情歌手 
如果跳躍藍調樂團代表節奏藍調光譜中熾熱的一端，酷的一端則是由藍調與流行歌

唱的混合體､有時稱為藍調抒情歌手風格的音樂所支配。這種文雅的藍調唱法，要

追溯到 1920 年代末至 1930 年代初，由鋼琴家雷羅伊‧卡爾(Leroy Carr)和吉他手史

圭波‧布萊克威爾(Scrapper Blackwell)所做的一系列黑人錄音作品，這些錄音作品

是非裔美人製作給自己人聽的，特別是那些往北方城市進行「大遷徙」(Great 
Migration)、卻又希望聽到成長過程所接觸之南方風味非裔美人音樂的人。卡爾發展



出一種柔順慵懶的藍調唱歌方式，與查里‧巴頓(Charlie Patton)和盲眼的雷蒙‧傑佛

遜的粗邊(rough-edged)鄉村藍調形成強烈的對比，而且他吸引了全國性的黑人聽

眾。國王柯爾三重奏(King Cole Trio)1930 年代末的爵士樂錄音，由於用鋼琴､低音

提琴和吉他的編曲，對戰後藍調抒情歌手有著更直接的影響，不過他後來的錄音卻

進入了流行音樂的主流。 
 
1940 年代末至 1950 年代初最成功的藍調抒情歌手是查理斯‧布朗(Charles Brown)，
他是個講話輕柔、德州出生的鋼琴家暨歌手。從小學習古典鋼琴的布朗，於 1943
年移居洛杉磯並參加強尼‧摩爾(Johnny Moore)的 Three Blazers 樂團，該小型 combo
樂團在好萊塢的全白人宴會上演奏流行歌曲，也在洛杉磯中央大道上的黑人夜總會

表演比較藍調取向的曲目。他那柔順敏感、有點絕望的發聲方式引起了注意，《漂浮

藍調》(Drifting Blues)一片的發行，也開啟了他全國性的名聲。1948 年，布朗脫團

組起自己的四重奏樂團，隔年以〈惱人藍調〉(Trouble Blues)一曲獲得節奏藍調排行

榜上的第一名。接下來三年，他為阿拉丁唱片公司(Aladdin Records)錄製了十首排行

榜前十名的歌曲，成為全國最受歡迎的節奏藍調歌手之一。布朗是個英俊、乾淨俐

落的優雅之人，表現出一種自然細膩的形象。他的曲目包括藍調､流行歌曲和像華

沙協奏曲(Warsaw Concerto)那樣的半古典歌曲，這顯示出他沒有忘本，但也沒有因

此受限。布朗從未突破到得以進入流行音樂排行榜，哥倫比亞唱片公司(Columbia 
Records)曾於 1947 年給他一份獨唱合約，但他為了忠於團員而拒絕。1980 年代，他

重新被新一代的節奏藍調歌迷發現，接著發展出成功的國際巡迴演唱生涯，最終獲

得一項葛萊美獎(Grammy)提名。 
 
被封為「自動點唱機之王」的薩克斯風演奏者路易士‧喬丹，不但受到節奏藍調黑

人唱片排行版的青睞，還跨越市場到 1940 年代仍以白人為主導的流行音樂領域。節

奏藍調､都市藍調和早期的搖滾樂藝術家，都以喬丹的作品為基礎。 
 
芝加哥電子藍調 
芝加哥電子藍調(Chicago electric blues)是戰後一種非常不一樣的都市藍調傳統，比

較直接的來源是查理‧培頓(Charley Patton)和羅伯‧強森的密西西比三角洲傳統。

芝加哥是伊利諾州中央鐵路線的終點，該鐵路線從密西西比三角洲上行經過中西

部。雖然芝加哥的黑人社區在二次大戰前就已建好，但在 1940 年代成長得特別迅

速，當時數百萬個鄉村移民在城裡的工廠､鐵路商店和屠宰場找工作。南區的夜總

會有著活潑的黑人音樂現場，可媲美紐約的哈林區和洛杉磯的中央大道。芝加哥黑

人有許多是新近來自深南部的移居者，他們的音樂品味傾向比較粗獷和草根性，與

非裔美人的傳統緊緊相連，卻也反映出他們的新都市取向。 
 
芝加哥電子藍調是對這些需求的回應。可爭論的是，鄉村藍調傳統到了二次大戰期

間幾乎完全消失，成為一種商業現象，因為城市化的黑人觀眾在尋找更世界性的娛

樂形式。從這種觀點來看，羅伯‧強森於 1930 年代中期的錄音，代表了三角洲藍調

的最後開花結果。不過，老式的三角洲藍調風格其實並沒有消失，它以一種重現生

機、電子強化的形式出現。馬帝‧華特斯(原名 McKinley Morganfield)的音樂生涯正



見證了這些發展。華特斯在密西西比三角洲被民俗音樂學人約翰和艾倫‧洛馬克斯

(Alan Lomax)發現，他們在 1930 年代末期為他錄音，以供國會圖書館收藏。1943
年，他移居芝加哥並在一家造紙廠工作，同時繼續在夜總會和宴會場合擔任樂手。

為了因應嘈雜的人群和舞蹈音樂的需求，華特斯很快從木吉他轉換到電吉他

(1944)，最終將他的樂團擴大，成為擁有第 2 把電吉他､鋼琴､低音提琴､麥克風

強化之口琴及鼓組的樂團。1940 年代末至 1950 年代初，他是芝加哥最受歡迎的藍

調音樂家，在全國的黑人聽眾中有相當多的追隨者。 
 
像許多偉大的密西西比吉他手一樣，華特斯精通吉他的瓶頸滑棒奏法(bottleneck 
slide)。他用吉他創造一種穩固攪拌的節奏，點綴著藍調短奏，再用他本人的聲音予

以平衡，以達成一種音樂對話。電吉他能用來創造濃密、嗡嗡作響的音調(透過破音

效果(distortion))，及聽起來像是尖叫或哭喊之長而持續的音符(透過迴授

(feedback))，這對延續密西西比藍調吉他傳統而言是個完美的工具。華特斯那粗糙､

咆哮､呻吟和具強烈情感的唱風，也根植於三角洲藍調。他所唱的歌，本於該音樂

傳統長期的中心主題︰一方面是孤獨､挫折和不幸，另一方面是獨立和性方面的誇

大。 
 
1950 年代芝加哥藍調現場的領導音樂家馬帝‧華特斯，影響了不同音樂類型的藝術

家，從節奏藍調到鄉村音樂，民歌到爵士樂都有。據聞滾石樂團(Rolling Stones)取
名自華特斯 1948 年的「滾石」(Rollin’ Stone)錄音。 
 
嘟哇音樂 
在戰後節奏藍調的花團錦簇裡，另一條重要的支線是人聲和聲團體。(雖然這個傳統

現在有時被稱做嘟哇音樂(Doo-Wop)，但最早的演出者並不用該術語)。在戰後，黑

人教堂裡訓練出來的年輕歌手開始錄製世俗的題材。許多這些人聲團體，是由來自

紐約和華盛頓特區等都市黑人社區的中學生組成。從這些歌手的訪談中，可以看出

他們團體所具有的一些功能︰表達音樂､脫離都會幫派及成名。這些團體的成員很

少一開始就將唱歌視為謀生的方式；在第一個人聲節奏藍調取得商業市場成功之

後，這個看法很快就改變。 
 
最能帶頭脫離米爾斯兄弟(Mills Brothers)流行音樂導向的聲音，並創造一種新的、更

能與黑人福音音樂結合，具有比較硬邊(harder-edged)聲音的人聲和聲團體是

Dominoes 樂團，領導者是發聲教練比利‧華德(Billy Ward)，他是一位嚴格維持紀律

的人，也是精明的企業家。1950 年，華德開始與一些他最有前途的學生排演，其中

包括 17 歲的男高音歌手克萊德‧麥培德(Clyde McPhatter)，他是華德從一個福音音

樂團體那裡請來的。Dominoes 第一首暢銷歌曲是〈60 分鐘人〉(Sixty Minute Man)。
他們的第二首暢銷曲〈憐憫吧！寶貝〉(Have Mercy Baby)，才將人聲的團體節奏藍

調推向更為硬邊，感情更明確的聲音。〈憐憫吧！寶貝〉是第一張將 12 小節藍調形

式及以舞會為導向的節奏藍調驅動拍子，與黑人福音歌唱的強烈感情風味結合在一

起的唱片。該首歌在商業市場的成功，得力於麥培德的熱情表現。麥培德是位浸信

教會傳教士暨教堂風琴演奏家的兒子，就像許多其他節奏藍調音樂家一樣，黑人教



堂對他音樂感性的塑成扮演著主要的角色。〈憐憫吧！寶貝〉是首 12 小節藍調，基

本上是穿著節奏藍調外衣的福音音樂。只要稍微改一下歌詞，麥培德的表演就可以

擺在美國任何一地的黑人浸信會教堂。 
 
從左到右︰1950 年代受歡迎的嘟哇團體 Flamingos。比利‧華德和該年代的頂尖節

奏藍調團體 Dominoes，他們開啟了傑基‧威爾森(Jackie Wilson)的音樂生涯。其暢

銷曲包括〈60 分鐘人〉。 
 
的確，這種流行音樂與教堂音樂的結合，在某些地區引起爭議，且麥培德和稍後以

福音音樂為基礎的節奏藍調歌手，都偶爾碰到教會領袖的反對。但回想起來，黑人

音樂的神聖與世俗面向，在戰後產生共同的影響，並遭到音樂產業的商業剝削，似

乎都是不可避免之事。〈憐憫吧！寶貝〉雖然沒有出現在流行音樂排行榜，卻吸引了

許多的白人青少年，他們被歌曲中的擺動拍子和直接情感打動。另外，Dominoes
出現在一些最早的搖滾巡迴表演中，裡面的觀眾通常是種族混合的。雖然麥培德不

久就離開 Dominoes，轉而成立一個叫做 Drifters 的新團體，他所唱的〈憐憫吧！寶

貝〉，卻留下深遠持續的影響，該唱片是 1960 年代靈魂音樂運動的前身，也帶出雷‧

查爾斯(Ray Charles)､詹姆士‧布朗和艾瑞莎‧法蘭克林(Aretha Franklin)等人的錄

音。 
 
嘟哇四重奏 The Delroys。 
 
大媽桑頓 
身為浸信會牧師的女兒，大媽桑頓(Big Mama Thornton)一開始的音樂生涯是擔任歌

手､鼓手､口琴手和黑人雜耍綜藝秀的喜劇演員。她的壯碩體格和有時惡毒的個性，

反而幫她在騙子及幫派份子橫行的粗野混亂世界中生存下來。 
 
1950 年代初，桑頓來到洛杉磯，開始與希臘裔美人強尼‧奧狄斯合作，奧狄斯在節

奏藍調界是個主要力量。他為了替桑頓找尋灌唱題材，請教了兩個一直向他兜售歌

曲的白人大學生。傑瑞‧雷柏(Jerry Leiber)和麥克‧斯托勒(Mike Stoller)寫出一首他

們認為適合她的歌︰〈獵狗〉(Hound Dog)。雷柏和斯托勒帶有鄉村風味的幽默歌詞，

搭配強尼‧奧狄斯的鼓樂，再加上桑頓強而有力的粗聲唱法，產生 1953 年最暢銷的

節奏藍調唱片之一。 
 
現在大多數人都知道〈獵狗〉這首歌，但都是經由貓王艾維斯‧普萊斯利所唱的版

本。如果你只熟悉貓王的版本，原始的錄音可能會給你天啟般的感覺。從歌曲的第

一個字開始，桑頓就掌控整首歌曲。她用深沈命令式的聲音，訓斥一個沒用的情人，

表現出 1950 年代流行音樂很少表達出的全然女性力量形象。歌詞的直率，在音樂的

伴奏下得以強化，其中包括一把藍調風格的三角洲式電吉他､以手鼓為主的簡單鼓

樂部門及手的拍打。速度是放鬆的，表演充滿活力卻又鬆散。歌的基本形式是 12
小節的藍調，但樂團到處增加一些額外的節拍，好回應桑頓的樂句，這又是另一項

將這張都會錄音與鄉村藍調連結在一起的特色。最後一個巧妙安排是，全部是男性

的樂團在大媽的命令下嗥叫和吠，加強了唱片的幽默和非正式性。 



 
詹姆士‧布朗和艾瑞沙‧法蘭克林 
1960 年代眾多與靈魂音樂連結在一起的重要音樂家中，詹姆士‧布朗和艾瑞莎‧法

蘭克林作尤為突出，他們不但很受歡迎，歌唱生涯更是橫跨數十年；實際上，他們

是這個整個時期最頂尖的二位節奏藍調音樂家。他們將福音音樂的經驗，帶到對世

俗材料的處理上。他們都對流行音樂發展出一種強烈､華麗､寫實及高度個人走向

的唱法。 
 
詹姆士‧布朗 
如果雷‧查理斯用靈魂音樂作為處理不同素材的方式，詹姆士‧布朗則是一開始就

顯示不同的傾向。他的第一張唱片《請，請，請》(Please, Please, Please，1956)有指

標性︰歌曲採用 1950 年代節奏藍調敘事歌的形式，而布朗的歌聲緊黏著個別重複的

字，有時一整段的詩節活動集中在切分、強烈加重之重複的單一音節。結果是驚人

的，且令人著迷。像一位呆立不動傳教士的俗人版，布朗拋下傳統的文法概念和意

思，試圖傳達一種提升的情感狀態。後來，布朗又將 1950 年代節奏藍調的架構遠遠

拋開，並在許多作品中揚棄和弦的變化。到了 1960 年代稍晚，典型的布朗曲調，如

〈曾經〉(There Was a Time)這首歌，是以節奏與音色間的遊走為重點。歌手確實在

講一個故事，但人聲旋律只是對一些少量簡短、公式化(formulaic)的音調型態做非

正式的重複，和弦音是完全靜止的，樂器部分簡化到只剩下重複的反覆樂句或支撐

的和弦。這樣的描述對這首歌曲來說並不公平，因為由布朗來表演時，是能讓人因

此著迷的。由布朗完全發展的這種靈魂音樂，變成是一種強度極端集中的音樂，目

的在展示「少就是多」。 
 
政治味十足的〈大聲說我是黑人，我是驕傲的〉(Say It Loud – I’m Black and I’m 
Proud)，於 1968 年攀升到節奏藍調排行榜第一名，布朗在歌曲中將他的聲音減為高

度節奏性的講話。雖然「饒舌歌」這個術語至少要十年後才會開始出現，〈大聲說我

是黑人，我是驕傲的〉這首歌十足就是一首饒舌歌，很神奇地預見了後來的重要黑

人音樂。在 1960 年代初期的都會民俗運動之後，白人歌手就以他們這一代的政治和

社會關懷發言人自居，布朗領導黑人音樂家為黑人社區進行一項類似的運動。靈魂

音樂家逐漸被視為非裔美人生活與經驗不可或缺的貢獻者和發聲者。 
 
1960 年代末至 1970 年代的狄斯可音樂，再從饒舌歌的開端到嘻哈音樂(hip-hop)於
1990 年代的開花結果，沒有任何一個音樂家，能在黑人音樂的聲音與風格上有像詹

姆士‧布朗一樣的影響力。他那重複、以反覆樂句為基礎的樂器演奏風格，將節奏

提升為比和聲更高的主要趣味來源，為此一時期多數以舞蹈為導向的音樂提供了基

礎。 
 
詹姆士‧布朗 
 
布朗對於節奏和音色的強調，顯示出他與非洲音樂風格在概念上的強大關連性。盡

量減小或者消除和弦變化，以及隨之而來對於和聲的不強調，讓布朗的音樂看來，

不但是在概念上也在實際聲音上，比許多之前的非裔美人音樂，在取向上更沒有那



麼的「西方」。一方面，這種特質與 1960 年代末至 1970 年代非裔美人的許多文化面

向產生共鳴，當時的非洲「根源」意識顯著抬頭。另一方面，或許可以說，布朗音

樂的「非西方」面向所受到的接納和發揮的廣泛影響力，為新近對多種世界音樂產

生爆炸性興趣的現象提供了基礎。 
 
艾瑞沙‧法蘭克林 
像雷‧查爾斯和詹姆士‧布朗一樣，艾瑞沙‧法蘭克林先是經歷長時間的學徒生涯，

才在 1967 年一躍成為流行音樂明星。1960 至 1966 年她在哥倫比亞唱片度過一段不

是那麼光耀的日子後，轉到大西洋唱片(Atlantic Records)後，阿莫特‧艾特剛(Ahmet 
Ertegun)和傑瑞‧韋克斯勒(Jerry Wexler)鼓勵她錄製適合她壯麗聲音的強力素材，並

聘請明星級和能理解她處境的音樂家來支援她。其他，正如他們所說的，都寫下了

歷史。從 1967 年的〈從未愛過一個人(以我愛你的方式)〉(I Never Loved a Man (The 
Way I Love You))開始，法蘭克林在五年內錄製了 13首排行榜前 10名、銷售量達 1300
萬張的一系列暢銷唱片。雖然 1970 年代末至 1980 年代初，法蘭克林不再像以往那

麼暢銷，卻從未在排行榜缺過席，且在 1980 年代中期她又重新流行起來。到 1994
年為止，法蘭克林仍在排行榜佔有一席之地。 
 
法蘭克林是跟著福音音樂長大；她的父親是底特律一個大型浸信會會眾的牧師。法

蘭克林的第一批錄音是以福音歌手的身份灌錄，當時才 14 歲。當了流行歌手後，她

偶爾會回去錄製福音音樂，尤其驚人的是在教堂錄製的現場錄音專輯《奇異恩典》

(Amazing Grace，1972)。《奇異恩典》將許多流行音樂愛好者引領到福音音樂。這張

專輯是前十名的暢銷唱片，是法蘭克林整個音樂生涯最成功的專輯，賣出 200 多萬

張。 
 
關於艾瑞沙‧法蘭克林最重要的是，她的聲音釋放出的壓倒性力量和強度。在她所

處的流行文化中，女歌手等同於文雅､馴良和多愁善感，她的聲音卻吹起陣陣的巨

大新鮮空氣。當她要求「尊重」或勸告她的觀眾去「想想你試圖對我做的」時，她

詮釋的力量，將她的歌帶離傳統的個人關係領域，進入更大的政治和社會範疇。特

別是在 1960 年代那個時空環境裡，公民權利和黑人權力運動都達到高峰，婦女要求

權利的運動也在興起，要在這名特別的非裔美人婦女的唱片中，很難不聽到大規模

的影射。雖然艾瑞沙‧法蘭克林沒有變成一個明顯的政治人物，她透過她表演的性

格，做出強力的政治和社會陳述。 
 
法蘭克林不僅是她唱片的人聲詮釋者，還在唱片聲音與許多製作層面扮演主要的角

色。在她的曲目中，有相當大的比例是由她自己譜寫或與他人合寫。法蘭克林是一

強力的鍵盤樂器手；在她的許多唱片中，可以清楚聽到她的鋼琴彈奏。她也做人聲

的編排，她從成長過程中就熟悉之福音音樂的提問與應答傳統，也為她的歌曲增加

特色。 
 
法蘭克林不僅在她的唱片聲音裡，也在唱片的製作過程中體現女性的賦權

(empowerment)。當她於 1985 年錄製〈姊妹們在為自己做〉(Sisters Are Doin’ It for 
Themselves)這首歌時，她講的就是自己的故事。1960 年代，女性賦權在流行音樂裡



是個新的重要東西。它的新奇性和重要性，並沒有在新一代女性歌手和創作者身上

消失，例如蘿拉‧奈羅(Laura Nyro)和瓊尼‧米契爾(Joni Mitchell)，她們的崛起，就

是在艾瑞沙‧法蘭克林征服流行排行榜之後。 
 
艾瑞沙‧法蘭克林 
 
爵士樂名人錄 
在搖擺樂時代，爵士樂音樂家站在美國流行音樂的最前端。隨後的幾十年，從搖滾

樂､鄉村音樂到嘻哈音樂等音樂類型，大多是取代爵士樂在這方面的角色。但爵士

樂繼續影響美國音樂的其他形式，即使是當它往新方向分支發展時。咆哮音樂､酸

性爵士､融合音樂和其他風格的音樂，吸引了少量卻更專業，但熱情不減的聽眾。

這裡的照片描繪許多後搖擺樂時期(post-swing)的爵士樂巨人，他們是有著無比創造

性､細膩度和才華的藝術家。 
 
葛萊美獎得主爵士樂歌手卡珊卓拉‧威爾森(Casandra Wilson)，2006 年在瑞士巴塞

爾的 Avo Session。 
 
普利茲獎得主溫頓‧馬薩利斯(Wynton Marsalis)，是名傳統爵士的當代衛士。 
 
硬咆哮(hard bop)爵士鼓手阿特‧布萊基(Art Blakey)與他那個時代許多的主要爵士樂

明星合作，還創立爵士樂信使樂團(Jazz Messengers)。 
 
薩克斯風演奏家歐內特‧柯爾曼(Ornette Coleman)首創「自由爵士」風格，拋棄固

定的和弦模式，以容許更多的即興創作。 
 
麥爾斯‧戴維斯(Miles Davis)的門徒鋼琴家賀比‧漢考克(Herbie Hancock)，領導一

些初期的爵士搖滾融合團體。 
 
賽農尼爾斯‧蒙克(Thelonious Monk)在任何音樂類型都是最有創意的鋼琴家之一，

於 1940 年代引領了咆哮革命。 
 
被稱為「鳥」的查理‧派克(Charlie Parker)，是刺激半音階和節奏複雜之比咆哮風格

的主要天才。 
 
「歌唱第一夫人」艾拉‧費茲傑羅女士(Ella Fitzgerald)，有長達半個多世紀，是美

國最受歡迎的女性爵士樂歌手。 
 
極有創意的約翰‧科川(John Coltrane)探索咆哮音樂和自由爵士樂即興創作的界限。 
 
成功且受到備受好評的吉他手培特‧梅思尼(Pat Metheny)，過去 30 年來都在巡迴演

出，每年演出 120 至 140 場音樂會。 
 
順時針從上圖：喇叭手麥爾斯‧戴維斯站在許多爵士樂革命的最前端，從 1950 年代



的酷派爵士到 1970 年代的爵士､搖滾和放克的融合。喇叭手暨歌手切特‧貝克(Chet 
Baker)與毒癮奮鬥，但他獨特的悲哀音調是無法複製的。史丹‧蓋茨(Stan Getz)開拓

西岸的酷派爵士風格，後來將巴西風格的巴莎諾瓦介紹給美國的聽眾。 
 
賴斯特「培瑞茲」楊(Lester “Prez” Young)因與爵士樂偉人比利‧哈樂戴(Billie Holiday)
及貝西伯爵一起表演而成名，也因斜著演奏次中音薩克斯風而聞名。 
 
第七章 
鄉村音樂：傳統與變化之歌 
 
「如果我寫信給妳，你不會讀 
你叫我不要打電話給你 
可我有事要告訴你， 
所以我寫在這首歌的歌詞裡 . . .」 
酒吧音樂歌手漢克‧湯普森(Hank Thompson)的〈生命狂野面〉(The Wild Side of Life) 
 
鄉村音樂總是關於農村與城市､家與遷徙及過去與現在間的關係。如果我們看看

1920 年代這種音樂的主要聽眾，就不會感到驚訝︰他們是一群生活模式因農業機械

化和美國經濟變化而受到根本改變的鄉村人口，還有離家到都市找工作並建立新生

活的移民。 
 
在那個迅速變化的時期，早期的鄉村音樂唱片為傳統畫出一幅立體圖像︰一方面是

民歌､情歌､過去的美好光景､家人､爐床和家，另一方面則是破碎的愛情故事､

與愛人分隔及在城市間的不安遷徙。 
 
鄉土和西部音樂在二次大戰後迅速普及成長。雖然南方仍是巡迴表演者的有利地

區，但戰爭時期數百萬名白種南方人的遷移，意謂著鄉村和西部音樂已在賓州､俄

亥俄州､密西根州和加州等地的城鎮，建立起龐大且熱忱的聽眾群。戰後，廣播電

台的鄉村音樂節目迅速傳播開來，到了 1949 年，超過 650 家廣播電台在實況播出鄉

村音樂表演。1950 年，Capitol 唱片公司成為第一家在田納西州納許維爾(Nashville)
建立鄉村音樂營運部門的主要唱片公司，據估計，鄉村音樂在全國唱片的總銷量中，

足足佔了 3 分之 1 強。 
 
在某些方面，鄉村音樂在戰後的發展範圍，很像同一時期節奏藍調的發展。像是鄉

村抒情歌手，他們專精一種流暢、以流行音樂為導向的風格，還有藍草(bluegrass)
音樂家，他們著重在將傳統的南方音樂改編，成為適合時代風味的一種音樂，另外

有酒吧音樂家，他們用一種比較硬邊、電子放大的風格來表演，並在歌中寫出這個

強烈社會變遷時期城市移居者的試煉與苦難､性別角色及男女關係。 
 
某些音樂家想辦法把鄉村音樂搬到主流音樂排行榜上，其他人則返回美國南方的音

樂傳統，將老的風格翻新以適應新的時勢。這種「新傳統主義者」(neotraditionalist)
的動力以許多形式展現，最有影響力的可能是藍草音樂的興起，那是一種根植於可



敬的南方弦樂隊傳統。藍草音樂的開拓者是比爾‧蒙羅(Bill Monroe，1911-97)。肯

塔基出生的蒙羅，從年輕時就開始演奏音樂，並受了他的叔叔(一位鄉村提琴演奏者)
和黑人音樂家暨鐵路工人阿諾德‧舒茲(Arnold Schulz)的影響，舒茲的影響可以在蒙

羅音樂中獨特的藍調特質看出；白人與黑人的風格互動，向來都是鄉村音樂的一個

重要面向。1935 年，蒙羅與他的兄弟查理(Charlie)組成一個二重奏。蒙羅兄弟在整

個美國東南部巡迴表演過一遍，他們的人聲和聲及名家小提琴和吉他演奏，轟動一

時。1938 年，蒙羅創立自己的藍草男孩樂團(Blue Grass Boys)，隔年加入大奧普里

(Grand Ole Opry)的卡司，那是一個極受歡迎的鄉村音樂廣播節目，它固定的音樂家

成員被廣泛地認定為該音樂類型的精英。從 1974 年起，該節目就從田納西州納許維

爾城外可容納 4400 人的大奧普里劇院(Grand Ole Opry House)對外放送。 
 
戰後鄉土和西部音樂第三個主要方向，是有時被稱為「硬式鄉村音樂」(hard country)
的酒吧音樂。那是一種傳達路旁酒吧或自動點唱機場所聲音和精神的風格。在經濟

大蕭條期間，德州和奧克拉荷馬州的油田是提供穩定及報酬優厚工作機會的有利(且
稀有)來源，吸引了數以千計來自美國西南方和更遠地方的人。當禁酒令於 1933 年

被廢止時，以前這些工人常去的非法喝酒場所頓時倍增，成為美國鄉村和西部音樂

音樂家的一個主要工作來源。這些被常客稱為音樂酒吧的場所，提供喝酒和跳舞類

型的調劑，讓工人得以從每日的油田工作壓力抒解開來。到了戰後，數千家這類吵

鬧的夜總會，在整個美國西南部和更遠的地方散佈開來。 
 
集歌手､作曲者和曼陀林演奏者於一身的比爾‧蒙羅，是藍草鄉村音樂的創始人。 
 
鄉村和西部音樂可以決定音樂酒吧的獲利能力。這些酒吧多以彩色發光的自動點唱

機為特色，那是一種在二次大戰期間和之後迅速受到歡迎的機械式唱機。在適應音

樂酒吧的環境時，鄉村音樂家將他們的表演做了一些變化。首先，許多關於家庭和

教堂的舊時歌曲，在新的環境好像並不適當。音樂家開始創作跟許多聽眾有直接關

係的各種生活面向歌曲︰家庭的不穩定､男女關係的不可預測性､酒精的吸引力和

危險及享受現在的重要性。當提及在鄉村的過往時，經常要帶著一層懷舊和思慕的

面紗。酒吧音樂的人聲風格經常直接訴諸感情，應用黑人音樂中的聲音變聲和風格

上的特徵，例如裝飾奏唱(melisma)和藍調音符。鄉村音樂家將傳統樂器和演奏技巧

做調整，以適應自動點唱機場所吵鬧的氣氛。一個酒吧音樂樂團的典型樂器，有一

把小提琴、一把鋼棒吉他、一把主奏吉他、一把低音大提琴和一架鋼琴。吉他透過

電子設備放大，且音樂家在演奏時，用一種敲擊、固執的節拍(有時稱為 sock 節奏)，
蠻適合跳舞的。 
 
當今天的音樂家在說「好的舊時鄉村音樂」時，他們最經常指的是戰後的酒吧音樂

風格，而不是南方的鄉村民歌音樂。酒吧音樂明星，諸如歐尼斯特‧塔伯(Ernest 
Tubb)､漢克‧威廉斯､雷夫帝‧福里澤爾(Lefty Frizzell)､漢克‧史諾(Hank Snow)､
喬治‧瓊斯(George Jones)和韋伯‧皮爾斯(Webb Pierce)等，從 1950 年代初期到中期

主宰了美國鄉村和西部音樂的排行榜。雖然他們的氣勢在搖滾樂出現後下降，但酒

吧音樂仍舊是現代鄉村音樂的核心及靈魂。 
 



1960 年代，這個時期許多較年輕的鄉村音樂家，並沒有立刻接納貓王艾維斯‧普萊

斯利或巴弟‧哈利的鄉村搖滾(rockabilly)風格，但仍想更新他們的酒吧音樂之音。

他們選擇一新興的細膩路線，來做人聲的演出和樂器上的編排，這種具有高度影響

力的方式，稱為「鄉村世界音樂」(countrypolitan)，就是將鄉村(country)和四海為家

(cosmopolitan)這兩個字融合在一起。納許維爾是此一發展的中心，其風格也經常被

稱為「納許維爾之聲」。 
 
派西‧克萊恩(Patsy Cline，1932-63)於 1957年用〈午夜後行走〉(Walkin’ After Midnight)
這首歌，開始她暢銷曲製造機的生涯，該首歌在鄉村和流行音樂排行榜都很成功。

她 1961 年的 2 首暢銷曲，即〈我墜成碎片〉(I Fall to Pieces)和〈瘋狂〉(Crazy)，反

映出一種特別的感性︰它們是有著寬廣訴求的敘事歌，絕不是「青少年」唱片，克

萊恩的表演方式，一方面有著細膩的用詞和發音，另一方面卻有著足夠的鄉村和藍

調變音風味，來彰顯她的根源所在。以抒情歌曲做為背景聲音，賦予這幾張唱片一

種流行音樂的外衣，而高音域鋼琴則喚起這類音樂的酒吧音樂起源。克萊恩繼續在

鄉村和流行音樂排行榜上佔有一席之地，直到 1963 年因一次墜機意外而早逝。 
 
由搖滾樂手艾維斯‧普萊斯利從 1960 年起(剛從軍隊服役回來)所錄製的唱片，可看

出一些越來越廣泛的影響力，但納許維爾之聲還是裡面特別突出的，像是他 1961
年的暢銷曲〈無法不愛〉(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和 1965 年的〈教堂中哭泣〉(Crying 
in the Chapel)，後者最初還是 1953 年的鄉村音樂暢銷曲。 
 
「鄉村音樂之王」洛伊‧阿卡夫(Roy Acuff)，於 1943 年在田納西州納許維爾著名的

大奧普里劇院，與史墨基山男孩(Smokey Mountain Boys)一起表演。 
 
左下圖︰一般公認漢克‧史諾於 1954 年在大奧普里啟動了貓王艾維斯‧普萊斯利的

音樂生涯。右下圖︰查利‧普萊德是鄉村音樂史上排名前 20 名的暢銷音樂家之一。 
 
左上圖︰派西‧克萊恩據說是唱片史上最受歡迎的女鄉村歌手。她的〈瘋狂〉一曲，

至今仍可在全美各地的自動點唱機聽到 
右上圖︰吉姆‧李維(Jim Reeves)的受歡迎程度超越了國界。 
 
納許維爾之聲在 1960 年代初期延伸到節奏藍調也許讓人有點驚訝，但考量一下美國

流行音樂史上白人與黑人音樂家間的經常性互動，我們不應對這個發展感到意外。

兩首由所羅門‧柏克(Solomon Burke)錄製的暢銷曲：〈就是搆不到(我張開雙臂)〉(Just 
Out of Reach (Of My Two Open Arms))和〈對著我哭〉(Cry to Me)。對所有人來說，

它們聽起來就像是黑人聲樂家所演唱的鄉村音樂，許多類似的唱片，就在它們成功

之後陸續發行，由柏克和其他與節奏藍調相關的音樂家錄製。到了 1960 年代稍晚，

以鄉村音樂聽眾為主要訴求的非裔美人音樂家查里‧普萊德(Charlie Pride)達到事業

的顛峰；1983 年，普萊德累積了驚人的 29 首鄉村排行榜第一名歌曲，再次說明音

樂和它的聽眾有時可以是超越種族顏色的。近年值得注意的是 1994 年一張名為〈節

奏鄉村與藍調〉(Rhythm Country and Blues)的專輯，裡面將節奏藍調與鄉村音樂的

聽眾配對成二重奏，還有 2006 年柏克一張就叫做〈納許維爾〉(Nashville)的專輯，



那是美國與鄉村音樂最有關係的城市。 
 
1970 年代，鄉村音樂成為一個巨大的產業，不但將觀眾群延伸到年輕人與中產階

級，同時也加強傳統的南方及白種勞工階級聽眾基礎。1974 年，大奧普里從破爛的

納許維爾劇院搬走，它從 1941 年起就一直在那裡播音，新的所在是一棟造價數百萬

美元的設施，還有一座佔地 110 英畝、名為奧普園(Opryland)的主題公園。當時美國

全國普遍的保守心態，可以從理查‧尼克森(Richard Nixon)在 1972 年與喬治‧麥高

文(George McGovern)的總統選舉中獲得壓倒性的勝利看出，這也強化鄉村音樂在美

國中產階級的受歡迎程度。 
 
從那時起，鄉村音樂繼續在普及度和影響力上成長。它仍然是一個重要的文化力量

和一個大型的賺錢產業。以納許維爾之聲為代表的傳統表現方式，每年持續產生許

多暢銷曲和音樂家，對許多美國人來說，納許維爾之聲就是鄉村音樂。於此同時，

許多通常以行銷目的綁在一起、稱為「另類鄉村音樂」(alt country)的音樂風格，也

提供了豐富多樣的聲音及音樂表現方式，並持續保持與鄉村音樂傳統的關係。 
 
鋼琴手弗洛伊德‧克拉默(Floyd Cramer)的招牌風格，被描述成一種「孤獨的牛仔聲

音」。 
 
漢克‧威廉斯 
漢克‧威廉斯(1923-53)是在二次大戰後出現的最重要的鄉村音樂人物。在他短暫的

音樂生涯中，威廉斯譜寫並唱出許多極受鄉村聽眾歡迎的歌；1947 到 1953 年間，

他累積了 36 張鄉村排行榜前 10 名的唱片，包括〈相思藍調〉(Lovesick Blues)､〈冷，

冷的心〉(Cold, Cold Heart)､Jambalaya(on the Bayou)及〈你那欺騙的心〉(Your Cheatin’ 
Heart)。這些暢銷歌曲，加上許多其他的威廉斯歌曲，至今仍是鄉村音樂的最愛，

且是該音樂類型確立的「標準歌曲」。此外，他的歌曲成功地被當代主流音樂家採用，

因此顯示出新鄉村音樂素材的廣大吸引力。 
 
漢克‧威廉斯為戰後的鄉村音樂聽眾，恢復那個關於一個活得辛苦、愛得熱烈之漫

遊者的恆久神話。威廉斯的一生有著如此相近的形象，一般人可能會誤以為，唱片

促銷者是在為歌手量身定做一首傳記型歌曲：出生於阿拉巴馬州貧困小佃農家庭的

威廉斯，很小就在街頭賣藝討生活，師事黑人街頭歌手魯夫「提多」佩恩(Rufe 
“Tee-Tot” Payne)。16 歲時，他已有了自己的地方電台節目，不久就組織樂團，開始

在全阿拉巴馬州巡迴演出。到了 25 歲左右，威廉斯獲致巨大的成功，但也碰到一些

問題。1952 年，他離了婚，又被大奧普里解雇(因為太多次沒有出現)，還嚴重倚賴

酒精和止痛藥。他於 1953 年元旦去世，享年 29 歲，他是在作秀途中因心臟病發而

死在他汽車的後座上。 
 
威廉斯透過錄製一些福音素材，來肯定鄉村音樂裡宗教傳統的重要性。但他是用假

名來錄製宗教歌曲，而不是用真名，這讓他更接近黑人世俗歌手的作法，而不是白

人音樂家。 
 



第八章 
搖滾樂︰一個世代的身份認同 
 
搖滾樂於 1950 年代中期興起，改變了美國流行音樂的版圖，更進一步鞏固源自南

方、原始起源為藍調及鄉村音樂的音樂風格，並將青少年轉變為一個行銷概念和文

化指標。搖滾樂唱片的播放場合及對象包括舊城中心(inner-city)的舞會，主要是黑

人的公立學校，還有以白人為主的郊區私立學校的社交聚會，及迎合年輕人的鄉村

社交場合。如果你是 1950 年代的美國年輕人，不論住哪裡，也不論種族階級，搖滾

樂就是你的音樂。 
 
搖滾樂於 1950 年代中期降臨，為美國流行音樂帶來巨大的變化，這些改變所帶來的

影響至今仍感受得到。本來一直在流行音樂邊緣的音樂風格，開始滲入最終並支配

音樂的中心。節奏藍調和鄉村音樂錄音不再以專業和區域化市場為導向，開始可以

在主流音樂排行榜上聽得到，許多這類音樂可以在全國各地的音樂商店買到。 
 
搖滾樂的出現是一件具有重大文化意義的事件。但我們要注意幾點︰首先，搖滾樂

既不新，也不是真正的單一音樂風格；其次，搖滾樂時代並不是首次為吸引年輕人

而譜寫音樂的時代；第三，搖滾樂當然不是第一種將黑人與白人流行風格融合在一

起的美國音樂。 
 
新的聽眾群主要由二次大戰後出生、所謂嬰兒潮的世代所組成。他們是一群年輕許

多的目標團體，這個龐大的聽眾群具有一些團體文化身份特徵。他們是一群 1950
年代成長的孩子，當時的經濟狀態是相對的穩定繁榮，特色是社會和政治上回歸保

守。他們也是第一個由電視陪伴長大的世代；這種新的大眾媒介終究成為一股龐大

的勢力。 
 
搖滾樂這個術語被用在商業與世代用途，是由 DJ 艾倫‧夫立德(Alan Freed)首創。

1950 年代初，夫立德發現日益增多的年輕白人，都在聽並點播他在克里夫蘭夜間節

目播放的節奏藍調唱片，他開始稱這些唱片為「搖滾樂」(rock’n’roll)。夫立德推出

以黑人音樂家為主的巡迴音樂會，聽眾是一群種族混合的年輕人，他用「搖滾輕鬆

歌舞」的名稱來推廣這些音樂會。搖滾這個名稱是取自節奏藍調歌曲歌和黑人唱片

中經常提到的「搖」(rockin)和「滾」(rollin)兩個字。 
 
紐約 DJ 艾倫‧夫立德發明「搖滾」這個術語。 
 
1950 年代，小孩購買搖滾樂唱片是在認定他們那一代的身分，他們在反叛成人訂的

標準和限制。因此，與搖滾樂一起成長的經驗，變成嬰兒潮這個世代的明確特性。

所以，音樂在迎合這個年齡群，並不令人驚訝，這個年齡群在 1950 年代末期有自己

獨特的文化和相關儀式︰如〈學校日〉(School Day)和〈夏日藍調〉(Summertime Blues)
之類的歌；時尚，如〈黑色丹寧布褲子加機車靴子〉(Black Denim Trousers and 
Motorcycle Boots)和〈小小件的黃色點狀花紋比基尼〉(Itsy Bitsy Teenie Weenie Yellow 
Polkadot Bikini)這首歌；社交舞蹈，如〈在舞會〉(At the Hop)和〈留最後一支舞給



我〉(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男女追求，如〈青少年之戀〉(Teenager Crush)､
〈純純的愛〉(Puppy Love)､〈戀愛青少年〉(A Teenager in Love)及〈可憐的小傻瓜〉

(Poor Little Fool)。一些搖滾歌曲，如〈搖過貝多芬〉(Roll Over Beethoven)和〈搖滾

就此留駐〉(Rock'n'Roll Is Here to Stay)，宣示成為新審美觀和文化秩序的標誌，其

中的主宰是年輕人的品味和渴望。 
 
節奏藍調音樂 
三名傑出的非裔美人代表了搖滾樂中以節奏藍調為基礎的部分。恰克‧貝利 
是位作曲者及表演者，他的歌是針對 1950 年代的美國青少年(白人和黑人)；李多‧ 
理查(Little Richard)刻意培養一種驚世駭俗的表演風格，其吸引力的來源是陌生感､ 
新奇和性別上的曖昧；費茲‧多米諾(Fats Domino)的作品以搖滾樂延續了節奏藍調

的生命。多米諾是這三位之中最早成名的表演者，他們三位都在白人搖滾歌手比爾‧ 
黑利(Bill Haley)以〈晝夜搖滾〉(Rock Around the Clock)一曲取得巨大成功後的幾個 
月內，橫跨到主流音樂。 
 
從鄉村音樂發跡的搖滾樂巨星是貓王艾維斯‧普萊斯利。1955 年，主要唱片品牌之

一的 RCA Victor 唱片公司，嘗試將這位鄉土歌手轉變為一位主流的表演者，卻又不

想損及他對青少年的吸引力。他們的成功超越任何人的預期。雖然普萊斯利的電視

表演被有關當局指責為粗俗，但他的節目擠滿成群尖聲喊叫的年輕歌迷，並受到數

百萬名電視觀眾的崇拜。普萊斯利的唱片從 1956 年到 1960 年代初期，創下天文數

字的銷售量，讓他成為搖滾樂史上唱片銷售量最高的獨唱藝人，也是任一時期和任

一音樂風格唱片銷售量最高的獨唱藝人，這個頭銜到了 21 世紀初還是沒變﹗ 
 
左圖︰恰克‧貝利用〈強尼‧古德〉(Johnny B. Goode)和〈梅寶琳〉這樣的曲子破

除種族間的藩籬。中間︰李多‧理查以鋼琴彈奏風格和豐富的人聲演唱聞名，經典

作品包括〈水果甜點〉(Tutti Frutti)和〈噢，天啊！莫利小姐〉(Good Golly, Miss Molly)
等。右圖︰費茲‧多米諾的暢銷曲包括〈藍莓丘〉(Blueberry Hill)和〈不可恥嗎？〉

(Ain’t That a Shame)。 
 
普萊斯利不凡的受歡迎程度，讓搖滾樂成為一個空前的大眾市場現象。他的表演者

及唱片藝人名聲，一直持續到他 1977 年 42 歲去世，連入土後都還維持著。普萊斯

利在音樂生涯的某些段落錄製了一些好唱片，但他的重要性主要是他在搖滾樂早年

所達成的成就。1956 年，普萊斯利錄製了一些改變他自己和周遭人音樂世界的唱

片。在那個年代，他現場表演所具有的奔放活力，成為每個想要以胡亂彈吉他､搖

晃臀部及高聲喊叫來撼動山岳的孩子們模仿的範本。 
 
搖滾樂女性 
1950 年代對一名被視為反叛且被賦權(empowered)的年輕女性來說，並不是個好時

機。早期搖滾樂反叛及被賦權的年輕男性形象就已經很有爭議性，多數青少年都從

一個安全距離外愉快地欣賞他們。以引領風潮的女性搖滾樂手汪達‧傑克遜(Wanda 
Jackson)為例，她錄製了一些經典單曲，還享有貓王艾維斯‧普萊斯利的鼓勵和指導，

但她就是沒有任何一首暢銷曲。二戰後家庭婦女的理想形象顯然是強而有力的，直



到 1960 年代才受到廣泛的挑戰。 
 
到了 1960 年，美國終於準備接受有著壞脾氣公眾形象的年輕女錄音歌手，仍是青少

年、人稱「小炸藥小姐」(Little Miss Dynamite)的布蘭達‧李(Brenda Lee)，剛好填

補這個空缺，錄製了〈甜蜜沒事〉(Sweet Nothin's)和〈繞著聖誕樹搖滾〉(Rockin' Around 
the Christmas Tree)等動人的搖滾樂曲。她也有很多慢而傷感的情歌。 
 
1960 年代︰搖滾樂的第二代 
美國歷史上很少有像 1960 年代那麼具有爭議性的年代，期間發生了民權運動､越戰､

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和馬丁路德‧金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的刺

殺事件。流行音樂對於定義 1960 年代的特性和精神，扮演著一個無可爭辯的角色。

嬰兒潮世代在這個時期的政治與文化事件中，發揮了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是被視

為等同於搖滾樂的世代。 
 
1960 年代初期出現三股重要的趨勢。一種靈感來自扭扭舞(twist)的新社交舞蹈，讓

搖滾樂有了一套獨特的運動和社會風俗。與搖滾樂一起長大的第一代成員，開始擔

任音樂產業形塑力量的角色。搖滾樂一些可能的新風格開始在加州出現，為首的是

海灘男孩。 
 
布萊恩‧威爾森(Brian Wilson)於 1961 年在加州霍桑(Hawthorne)組成海灘男孩樂團。

樂團在一年內取得全國排行榜暢銷曲。威爾森是第一位有自我意識的第二代搖滾樂

手。他明確承認他對搖滾樂前輩的倚賴和尊敬，他會在作品中涵蓋且引用他們的唱

片。同時，他打造出獨特的新領域，方法是刻意將他歌曲的歌詞和音樂，從前輩畫

定的領域移出，擺入對他、對他那個時代及對他的美國定位有特別意義的新奇領域。 
 
如果我們將一個自給自足、創造趨勢之 1960 年代搖滾樂團的生涯模式，予以明確的

概念化，結果就像這樣︰ 
• 一開始先展示對早期搖滾樂敘事歌和快活(uptempo)風格的掌握；  
• 創造以那些風格為基礎且向外延伸的原創材料； 
• 最終從搖滾樂的傳統形式､聲音和歌詞內容完全分離出來，以創造真正不同的

獨特東西。 
 
根據《滾石》(Rolling Stone))雜誌，汪達‧傑克遜是第一個將女人的直覺帶進搖滾

樂的人。 
 
〈我將不會礙著你〉(I’ll Never Stand in Your Way，1953)是貓王艾維斯‧普萊斯利的

第一張已知的錄音。這位搖滾樂之王，創下最多排行榜前 40 和前 10 名暢銷曲的紀

錄，還擁有最多的連續排行榜冠軍､及排行榜冠軍持續最多周的頭銜。 
 
多數人在建立這麼一個模式時，使用的參考點或許是披頭四樂團(the Beatles)。但是

首先建立這個模式，並獲得相當成功的團體，是海灘男孩。海灘男孩事實上對披頭

四來說，是一個清楚且明白的模範，特別是在 1965 至 1967 年那段特別有生產力和



創新力的時期(對二個團體都是)。 
 
摩城唱片 
1960 年代的音樂，涵蓋了範圍廣泛的風格和影響力。在底特律，貝利‧葛迪(Berry 
Gordy Jr.)在創造自己的作曲､生產及行銷組織。摩城唱片(Motown)的名字取自美國

汽車生產中心、人稱汽車城(Motor Town)的底特律。這家唱片公司成為非裔美人最

驚人的事業成功故事之一。摩城唱片在商業市場成功的強度和持續時間，反映出葛

迪視野所特有的雙重推力。 
 
首先，他決定讓非裔美人來控制事業的創意和財務面向。此一策略確實奏效，因為

葛迪有一種神祕的能力，能讓自己身邊圍繞著唱片製作流程所需的各類第一流音樂

人才，並讓他的音樂家保持相當時間的忠誠度。有效的原因還有，葛迪有個機靈的

生意和音樂頭腦，由此可以引到構成他願景的第二元素。摩城唱片的音樂不是以黑

人聽眾為主。葛迪想辦法做出一種可以讓最廣的聽眾聽到的非裔美人流行音樂。 
 
葛迪創辦企業的目的幾乎看似要反擊對非裔美人音樂的徵收和對非裔美人音樂家的

剝削，因為非裔美人音樂家對搖滾樂早期的發展，就和對美國流行音樂其他時期的

發展一樣，都是個重要因素。葛迪的獨特天才是在創造一種黑人音樂，目標雖然是

商業的主流市場，但卻從未喚起或激起被出賣的感覺或指控。除了少數例外，摩城

唱片錄音避免直接喚起較早期的節奏藍調形式和風格；12 小節的藍調形式出奇的

少，典型的嘟哇設計或者任何暗示恰克‧貝利､費茲‧多米諾或李多‧理查等 1950
年代聲音的任何元素也是一樣的少。然而一種一般性的藍調或福音模式，仍舊是摩

城唱片表演者的明確特性；有時會很細膩，像是威廉‧羅賓遜(William “Smokey” 
Robinson)，有時會非常奔放，就像瑪莎‧里夫(Martha Reeves)一樣。如此便足以為

摩城唱片偏重流行音樂架構與口味的歌曲，賦予一種明確的非裔美人觀點代表。 
 
左圖︰海灘男孩的創始成員(左到右)麥克‧樂夫(Mike Love)､艾爾‧賈丁(Al Jardine)､
布萊恩‧威爾森(Brian Wilson)､丹尼斯‧威爾森(Dennis Wilson)和卡爾‧威爾森(Carl 
Wilson)，他們以人聲合音聞名。右圖︰貝利‧葛迪創立摩城唱片公司。他那無敵的

辨別流行口味能力，開啟了許多流行音樂巨人的生涯。 
 
雷‧查爾斯和靈魂音樂 
就像貝利‧葛迪的摩城唱片錄音確立 1960 年代流行音樂的一條分支，另一個極有才

能的音樂家也訂出一條通往那個年代稍後才出現的「靈魂」樂的道路。雷‧查爾斯

在 1950 年代是節奏藍調排行榜上的常客，但在跨越市場方面，卻要到 1959 年才有

所突破。查爾斯對從未對被定位為搖滾歌手感到興趣，也從未有意識地針對青少年

市場灌錄唱片。他在 1959 年靠著以藍調為基礎、充滿福音音樂色彩的〈我要說什麼〉

(What’d I say)這首歌曲建立起大眾市場藝人的地位後，他開始想辦法征服新的世

界；他的下一張唱片是將漢克‧史諾 1950 年的暢銷曲、也是鄉村音樂有史以來最重

要的唱片之一，即〈我在往前〉(I’m Movin' On)，做一高度個人化的詮釋。在一年

內，查爾斯用他對老錫盤巷暢銷曲〈心繫喬治亞〉(Georgia on My Mind)的詮釋，首

次得到流行曲排行榜的冠軍頭銜。 



 
查爾斯不是第一個試驗美國流行音樂各種不同類型的音樂家，也只是取得跨越市場

成功的眾多歌手之一。什麼讓他的音樂生涯如此獨特、讓他成為不管是聽眾､樂評

家還是其他音樂家，都一致推崇的流行音樂家，也讓「天才」這個名號跟了他數十

年？ 
 
部分原因是查爾斯培養了各種的驚人才能。他是位好的作曲者，寫出許多他早期的

節奏藍調暢銷曲，包括〈我有個女人〉(I’ve Got a Woman)和〈感謝上帝，我是這麼

愛她〉(Hallelujah I Love Her So)等類型的經典作品。他是位非常熟練的編曲家，也

是對爵士樂和主流音樂語彙都在行的優異鍵盤手。最重要的是，他是位傑出的歌手，

他的音色是如此的獨特，一聽就可以辦認，他的表達強度，一旦聽過就很難讓人忘

記。但這仍不足以說明一切。查爾斯最具有特點的錄音，不僅是傑出的個人陳述，

還道出美國流行音樂風格的獨特及包容性。 
 
雖然「靈魂音樂」這個名稱直到 1960 年代稍晚才成為一般的詞彙，但顯然雷‧查爾

斯在 1950 年代所做的福音及藍調的綜合體，就是在開創靈魂音樂。他現在普遍被視

為第一個重要的靈魂音樂家，他的作品後來也對詹姆士‧布朗､艾瑞莎‧法蘭克林､

柯帝士‧梅菲爾德(Curtis Mayfield)､奧提斯‧瑞汀(Otis Redding)､史萊‧史東(Sly Stone)
和無數其他音樂家，有著無法計算的影響。當查爾斯接著在 1960 年代錄製錫盤巷和

鄉村素材唱片時，他不但沒有丟掉靈魂音樂的創作風格，還靠它的幫忙鑄造出新的、

範圍更廣及可能是更大膽的風格綜合體。 
 
雷‧查爾斯是位贏得葛萊美獎的歌手，他在〈心繫喬治亞〉之類的動人敘事歌中結

合了福音和藍調音樂。 
 
反文化和迷幻搖滾 
民歌搖滾(folk rock)爆炸性的進入美國流行文化的寬廣領域，剛好與搖滾樂唱法的益

發創新一起發生。這是個美國在政治上不安與騷動的年代。流行文化的年輕聽眾，

直接和越戰政治有所牽連，因為當時 18 至 26 歲的美國青年都可能被徵召入伍。另

外，有相當數量的年輕人，參與代表民權運動的多種組織､遊行示威和法律行動。 
 
1960 年代，一種另類的搖滾樂界在舊金山建立起來。該城市早就是個藝術社區和次

文化中心，涵蓋了 1950 年代的「敲打」(beat)文學運動､活潑的都會民歌音樂和可

見度及勇於表達的同性戀社區。「迷幻搖滾」(psychedelic rock)包含許多風格和音樂

的影響，像是民歌搖滾､藍調､硬式搖滾､拉丁音樂和印度古典音樂。用地理術語

來說，舊金山的迷幻搖滾現場，集中在嬉皮區(Haight-Ashbury)一帶，那裡是嬉皮運

動的中心。 
 
傑佛遜飛機(Jefferson Airplane)是第一個從舊金山迷幻搖滾界取得全國性成功的 
樂團。一起，傑佛遜飛機與水銀使者(QuicksilverMessenger Service)和 Grateful Dead
樂團都是舊金山原始的「酸性搖滾」樂團，表演場地在 Matrix 俱樂部(舊金山另類

夜總會界的中心)､阿瓦隆跳舞廳(Avalon Ballroom)和菲爾莫爾(Fillmore)之類的較大



型音樂會場地及即興表演(happening)和反文化聚會(be-in)之類的社區戶外活動。該

樂團 1967 年推出的黑膠(LP)唱片〈超現實主義枕頭〉(Surrealistic Pillow)賣出 100
多萬張。它最出名的成員是主唱葛瑞絲‧史立克(Grace Slick，1939-)，她是舊金山

音樂界最重要的女音樂家。 
 
唯一可以和葛瑞絲‧史立克競爭舊金山搖滾樂之后頭銜的是 1960 年代最成功的白人

藍調歌手賈妮斯‧喬普林(Janis Joplin，1943-70)，她在 1960 年代中期來到舊金山，

參加一支稱為老大哥與控股公司(Big Brother and the Holding Company)的樂團。他們

在 1967 年的蒙特利流行音樂節(Monterey Pop Festival)登台後為他們贏得了一份哥

倫比亞唱片的合約。當時的哥倫比亞一方面想搭 RCA 與傑佛遜飛機的順風車，另

一方面也想在全國的酸性搖滾聽眾與日俱增時乘勝追擊。老大哥 1968 年的專輯《便

宜的震顫》(Cheap Thrill)登上流行排行榜的榜首。在流行排行榜上，喬普林的全速

(full-tilt)唱法和直接的表達，是受到貝西‧史密斯那類藍調歌手和大媽桑頓節奏藍調

錄音的鼓舞。 
 
左圖︰1966 年的傑佛遜飛機。右圖︰賈妮斯‧喬普林。 
 
吉他英雄吉米‧亨德里克斯 
1960 年代出現新一代的電吉他手，他們為年輕的樂迷發揮文化英雄的作用。他們的

成就是建立在前幾代電吉他大師的肩膀上：像是勒斯‧保羅(Les Paul)，他在電子科

技上的創新，啟發了新一代的放大器 tweaker；1940 年代末期把電吉他引進節奏藍

調的 T-Bone 沃克(T-Bone Walker)；馬帝‧華特斯和 B.B.King 之類的都市藍調音樂

家，他們那原始的聲音和直接的感情，鼓舞了搖滾樂吉他手；恰克‧貝利和巴弟‧

哈利等早期搖滾樂吉他大師。從 1960 年代中期開始，吉米‧亨德里克斯(Jimi 
Hendrix)､艾利克‧克萊普頓(Eric Clapton)､吉米‧佩吉(Jimmy Page)､傑夫‧貝克

(Jeff Beck)和披頭四樂團的喬治‧哈里森(George Harrison)在內的新吉他手，不論是

從技巧､音量，還是即興創作的傑出性來說，接受了這些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 
 
吉米‧亨德里克斯是搖滾樂時代最原創、最有創造才能和影響力的吉他手，也是 1960
年代末期最突出的非裔美人搖滾樂音樂家。他早期的吉他手經驗，來自與節奏藍調

樂團的巡迴演出。1966 年他搬到倫敦，在那裡與二位英國音樂家，即大提琴家諾爾‧

雷丁(Noel Redding))和鼓手米奇‧米契爾(Mitch Mitchell)，組成一個稱為吉米‧亨德

里克斯經驗(Jimi Hendrix Experience)的樂團。該樂團的美國首演是在 1967 年的蒙特

利流行音樂節，亨德里克斯用光彩炫目的表演震撼了觀眾。這類以吉他為主的表演

方式，不久便成為搖滾樂音樂會的常態，與一些節奏藍調表演者的狂野舞台滑稽動

作不無關係。 
 
搖滾樂永遠不死嗎？ 
1970 年代，音樂產業創造出許多搖滾樂類型，目的是要讓音樂人口變得儘可能的寬

廣，排行前 40 名的廣播和電視節目都在做推廣。各類不同的音樂家，如齊伯林飛船

(Led Zeppelin)､史提夫‧汪達(Stevie Wonder)､艾爾頓‧強(Elton John)､卡洛‧金(Carole 
King)､平克‧佛洛伊德(Pink Floyd)､保羅‧賽門､尼爾‧戴門(Neil Diamond)､Crosby, 



Stills and Nash 樂團､滾石樂團､法蘭克‧札帕(Frank Zappa)､發明之母(the Mothers 
of Invention)及桑塔納，都被唱片公司放在搖滾樂這個廣泛的類別下宣傳。到了 1980
年代中期，搖滾歌手布魯斯‧史普林斯汀找到許多觀眾。史賓斯頓的歌反映出他的

工人出身及對他們的同情，歌詞說的是一些雖仍年輕但正在老去的男人和女人，做

著沒有發展的工作(或根本沒有工作)，面對著不斷的失望，他們只能尋找浪漫和刺

激。史普林斯汀與他的 E 街道樂團(E Street Band)一起表演，他們音樂的特點是一種

強勁、根源搖滾(roots-rock)的聲音，強調史賓斯頓與 1950 和 1960 年代音樂的關連。

樂團甚至還有一支薩克斯風，事實上在那個搖滾時期是個年代錯誤的擺置，但其目

的是要標明與較早時期之節奏藍調和搖滾樂的關聯。 
 
純粹主義者堅持說搖滾樂已過了高峰。時代已經改變，時代的精神也在改變。許多

人也熱切的堅持說，搖滾樂至今還存活著，也很健康，很多人也會同意這點，因為

證據就在那裡。搖滾樂和各種可以稱為搖滾樂的，其形式和類型的豐富實在驚人。

某個網站列出 32 種搖滾樂。這裡簡單列出一些，如龐克(Punk)､鞭打金屬(thrash)､
金屬､油漬(grunge)､鄉村搖滾和華麗搖滾(glam)，它們都發展自 1950 年代開始的

搖滾樂傳統，至今仍持續被演奏和聆聽著；而同樣重要的是，它們也為美國和全世

界流行音樂提供刺激，產生了新的形式和風格。 
 
吉他手吉姆‧亨德里克斯融合搖滾樂､靈魂樂､藍調和爵士樂的元素。 
 
鮑伯‧狄倫 
從 1950 年代初開始，一種稱為「城市民歌」(urban folk)的流行音樂類型開始出現在

流行音樂的排行榜上。編夢者合唱團(Weavers)和他們的領導彼特‧席格(Pete 
Seeger)，加上幾年後的京斯敦三重奏(Kingston Trio)及彼得､保羅和瑪莉樂團(Peter, 
Paul, and Mary)，這些音樂家把政治抗議主題和都市的知性，結合到一種鄉村民歌所

激發的音樂風格之中。城市民歌持續在搖滾樂初期昌盛，一直到 1960 年代。但到了

1967 年，電子樂器和鼓已經加入彼得､保羅和瑪莉樂團的木吉他陣容，這個著名的

民歌團體用〈我喜歡搖滾樂〉(I Dig Rock and Roll Music)這首歌打入流行音樂排行

榜前 10 名。這個轉變的推手是該樂團最暢銷木吉他歌曲〈隨風而飄〉(Blowin＇in the 
Wind)的作者，他也是獨自一人，將城市民歌拉入搖滾樂的現代時期。他就是鮑伯‧

狄倫。 
 
狄倫原名羅伯‧齊默曼(Robert Zimmerman)，他在紐約市的城市民歌界建立自己的

木吉他歌手及作曲者地位。1960 年代初期是木吉他城市民歌經歷爆炸性成長的一段

時期。嬰兒潮世代到了上大學的年紀，益發展現對文化和政治的興趣和意識，他們

越來越多人對以傳統為基礎的民歌音樂，以及新近創作、以當今議題(如與蘇聯的冷

戰､核武測試儲存及種族偏執)為題材的「大幅印面」歌曲感到興趣。 
 
鮑伯‧狄倫在 1963 年演奏口琴和木吉他。2006 年他仍在巡迴表演。 
 
狄倫的同時期人物有瓊‧貝茲(Joan Baez)和朱蒂‧科林斯(Judy Collins)等有才華的表

演者，還有湯姆‧派克斯頓(Tom Paxton)和菲爾‧奧克斯(Phil Ochs)等出色的作曲者。



但狄倫很早就嶄露頭角，原因是他原創歌曲所具有的驚人特質，裡面反映出他對詩

化意象和隱喻的天賦，還有灼熱的感情強度，他時而用一種急轉的反諷來做中和，

另外他那未加修飾的表演風格，結合了侵略性的人聲､吉他和口琴，展現出與藍調

和早期鄉村音樂之鄉村模式的密切關係。 
 
除了寫〈隨風而飄〉之類令人深刻印象的時事歌曲外，狄倫還以人際關係為主題，

創作出一些更為親密卻高度原創的歌曲，這一點讓他與眾不同。1965 年是狄倫生涯

的關鍵；他從一位最獨特的美國城市民歌音樂家，轉變為一個對整個美國流行文化

有著時代性影響力的人物。 
 
1965 年初，狄倫發行了他的第五張專輯《都帶回家》(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
裡面有木吉他歌曲，也有使用電吉他和鼓的歌曲。這張專輯的幾首主打歌，將狄倫

營造強烈不尋常詩化意象的天賦，帶入超現實的境地。〈手鼓先生〉(Mr. Tambourine 
Man)這樣的一首歌，由甫出道的加州搖滾樂團 Byrds 翻唱；他們的版本衝上 1965
年 6 月的排行榜冠軍，這首歌因此成為民歌搖滾第一首劃時代的暢銷曲。狄倫沒有

錯過這個經驗，他在夏初帶著自己的搖滾樂團回到錄音室，灌錄自己的突破性單曲

〈有如滾石〉(Like a Rolling Stone)。這首六分鐘、史詩般的流行單曲，證明美國流

行文化正在發生大變化。 
 
到了 1960 年代中期，搖滾樂的變化正在醞釀中。但狄倫的電子樂風和其他民歌搖滾

的表現，對流行音樂界發揮了成長賀爾蒙的效用。突然間，搖滾樂可以像嬰兒潮世

代一樣變為「成人」，rock’n’roll 突然長成 rock。以嚴肅主題為題材、帶有政治和詩

化歌詞的流行歌曲唱片到處湧現；不久，這股衝力影響到概念專輯的製作。1960 年

代晚期在流行音樂的發展上，是個有著強烈驚人創新和創造力的時期。 
 
儘管〈有如滾石〉和後來的幾首歌都受到歡迎，狄倫從未真的將自己確立為一個單

曲藝人。反之，他是另一個流行文化現象的第一個重要代表︰主要靠專輯來支撐音

樂生涯的搖滾音樂家。雖然他的影響力在 1960 年代達到顛峰，但進入新的世紀，他

仍然是一個廣受推崇且被緊密追隨的音樂家。狄倫絕不滿足於被歸類為或成為任何

運動或音樂風格長者之類的可預期角色；在他的音樂生涯中，他推出的獨特、特異

和古怪的專輯，就是流行音樂創造精神的不凡明證。在這些專輯中，可以發現鄉村

搖滾，如〈納許維爾天際線〉(Nashville Skyline，1969)､稍後被稱為基督教徒搖滾

的〈慢車來了〉(Slow Train Coming，1979)､甚至到後期突然又回歸到木吉他民歌

素材，像〈如我對妳這般好〉(Good as I Been to You，1992)，還有最初為他在美國

音樂萬神殿攻下一席之地的多首民歌搖滾歌曲。《沒有回家的方向》(No Direction 
Home，2005)是部獲得艾美獎(Emmy award)的紀錄片，由馬丁‧史科西斯(Martin 
Scorsese)執導，裡面記錄了狄倫音樂生涯的演進，他至今仍然多產，也還在不停的

巡迴演出和錄音，挑戰他的聽眾去猜想他的下一個動作會是什麼。 
 



第九章 
音樂︰產業面 
 
要了解美國流行音樂的歷史，我們需要對音樂產業的運作有所認識。流行音樂的生

產，牽涉到眾多扮演不同角色之個體的通力合作。 
 
音樂產業塑造了流行音樂的製作及傳播給消費者的方法。從 19 世紀到 1920 年代，

活頁樂譜是向大眾傳播流行歌曲的主要方法。這個過程通常牽涉到一個由人和機構

組成的複雜網路︰作曲家和作詞者；購買歌曲版權的出版公司；到唱片行宣傳歌曲

並說服大明星將歌曲納入他們表演的歌曲廣告播音員(plugger)；明星本身，他們經

常在劇院間巡迴表演，而劇院又被其他組織所控制；一直到去買活頁樂譜並在家表

演的消費者。 
 
收音機､錄音和電影興起後，成為推廣音樂的主要方法，更為音樂製作過程增加許

多層複雜性。今天，數百人會介入到你所聽音樂的製作過程。在主流流行音樂中，

作曲家和作詞者仍然重要；他們所寫的歌，在編曲家重新安排後，補強了表演者的

強度，編曲家還要決定使用哪些伴奏樂器，歌曲要用什麼音調，要重複多少次，及

其他諸多細節。一家唱片公司的藝人及曲目(A&R)人員負責尋找人才，經常得造訪

夜總會和排練現場，聽聽新樂團的表演。一張唱片的製作人要扮演好幾個角色︰先

是說服唱片公司董事會支持某項特定的計畫，還要型塑新人的發展，經常得直接在

錄音過程裡進行干涉。工程師在錄音室工作，得做出數百個重要決定，那是關於人

聲與樂器間的平衡､回音及殘響(reverb)效果的使用､及其他構成一張唱片整體「聲

音」的因素。宣傳部門計畫廣告活動，公關部門處理與媒體的互動。 
 
搖滾樂在 1950 年代的出現，說明這種操作模式在適應科技和大眾口味上的改變，還

有一個越來越有影響力的青年文化。美國經濟在二戰後的整體活力，協助將娛樂業

的利潤推上新的水平。電唱機和收音機的銷售在戰後顯著地成長。美國每年的唱片

銷售總額，從 1951 年的 1.91 億美元，提升到 1959 年的 5.14 億美元。伴隨著銷售量

的增加，主流大眾口味也逐漸多樣化，獨立唱片公司也再次興起，這類公司在 20
年前的大蕭條時期被徹底消滅。這類較小型的公司，是由紐約和洛杉磯的企業家成

立，地點位於芝加哥､辛辛那提､納許維爾､孟菲斯和紐奧良等次級音樂中心。它

們大多專精於節奏藍調及鄉村和西部音樂，這類音樂已開始吸引全國性的聽眾。看

在 RCA Victor､Capitol､Mercury､哥倫比亞､MGM 和 Deca 等「主要唱片公司」

(major)的主管眼中，這個發展可是既有趣又令人警覺，因為他們的公司仍專注於抒

情歌手表演的錫盤巷音樂。部分的主要唱片公司，如 Decca，已從節奏藍調和鄉村

音樂的銷售賺到數百萬美元，它們也想辦法生產一些搖滾樂暢銷曲。其他大型唱片

公司還要花個幾年的功夫，才對搖滾樂的出現做出回應。以 RCA Victor 為例，該公

司於 1956 年，以凱‧斯塔爾(Kay Star)的〈搖滾華爾滋〉(Rock and Roll Waltz)一曲，

拿下排行榜第一名。歌曲描述一名青少年看著父母努力隨著新音樂起舞，伴奏的音

樂比較像是舞廳裡的華爾滋，而不是搖滾樂。但 RCA 也簽下鄉村搖滾歌手艾維斯‧

普萊斯利，著手把他從好萊塢的帥哥偶像，變成搖滾樂第一個真正的超級明星。 
 



《告示牌》(Billboard)和《錢櫃》(Cashbox)等音樂期刊在 1950 年代所做的銷售排行

榜，記錄了大眾口味的變化､獨立唱片公司(indie)將之前邊緣的音樂類型帶到流行

音樂的主流位置､及新青少年市場的出現。排行榜也顯示音樂風格間的複雜競爭模

式。舉例來說，看看 1955 年 7 月 9 日的告示牌排行榜，比爾‧黑利和慧星樂團(the 
Comets)，以〈晝夜搖滾〉(Rock Around the Clock)一曲，成為第一首搖滾樂暢銷曲，

並拿到唱片行銷售排行榜的第一名位置。這個事件被搖滾樂史學家稱為革命性事

件，代表美國流行文化新時代的開端。不過，兩張截然不同、令人想起流行音樂較

早形式的唱片錄音，分別在 7 月 9 日拿下自動點唱機和廣播播放排行榜的第一名位

置，它們是裴瑞茲‧普拉度與他的管弦樂團(Perez Prado and His Orchestra)表演的拉

丁美洲舞廳暢銷曲〈粉紅櫻桃與白蘋果花〉(Cherry Pink and Apple Blossom White)，
及前大樂團抒情歌手法蘭克‧辛納屈演唱、尼爾遜‧瑞多與他的管弦樂團(Nelson 
Riddle and His Orchestra)伴奏的〈學習藍調〉(Learning the Blues)。這種風格上的對

比，會讓人認定是小型與大型唱片公司間的大鬥法，但要注意的是，這些唱片都是

主要唱片公司(分別是 Decca､RCA Victor 和 Capitol)發行的。 
 
二個月後將〈晝夜搖滾〉趕出第一名位置的唱片是《德州黃玫瑰》(The Yellow Rose 
of Texas：19 世紀黑臉走唱秀歌曲)，歌手米奇‧米勒(Mitch Miller)以刻意的老式唱

法唱出該曲。米勒是哥倫比亞唱片藝人及曲目部門的強力領導，在位時協助建立桃

樂絲‧戴(Doris Day)､湯尼‧班內特和法蘭基‧倫恩(Frankie Laine)等抒情歌手的歌

唱生涯。他也是搖滾樂的主要敵人，針對搖滾樂對調幅(AM)廣播的日益影響，他嘲

笑說是「弄給 8 到 14 歲之人，那些沒鬍子的只佔全國人口的 12%，購買力則為零」。

不難理解米勒對廣播電台遭到前 40 名歌曲清單的掌控所產生的憤怒。這些由少數音

樂家表演的播放清單是事先就決定好的，經常由唱片公司幹部賄賂廣播電台人員以

尋求支持。1960 年代末出現的自由形式調頻(FM)廣播，及在 1980 和 1990 年代興起

的另類廣播電台，都讓電台 DJ 自由播放經過挑選且經常有挑戰性的音樂，這樣的

發展可視為對播放清單的反抗。可是米勒拒絕承認青少年市場卻是非常短視的。一

份 1958 年針對美國 1900 萬名青少年購買模式所做的調查顯示，青少年一年的花費

達 90 億美元，並強烈影響他們父母的每一樣選擇，範圍從牙膏､罐頭食品到汽車和

留聲機。當然，他們也購買了無數的唱片。 
 
流行音樂的製作和宣傳 
在音樂唱片上架販售和在廣播播送之前，代理商､影像製片人､繪圖藝術家､文字

編輯､唱片行､舞台工人､卡車司機､T 恤公司及音樂硬體生產公司(經常是由製作

唱片的公司所擁有)，都在現今的流行音樂製作與宣傳過程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一

個已經擴展到許多商業與文化面向的產業，已經很難去劃分界線了。 
 
另外，以上所述的許多角色，已經用複雜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像昆西‧瓊斯 
(QuincyJones)之類的音樂家，可以同時是表演者､作曲者､編曲者､製作人(也做許 
多工程上的決定)，也可以是唱片公司主管。此外數位錄音設備更寬廣的利用性，意

味著表演者可以做自己的編曲者､製作人和工程師，史提夫‧汪達和王子(Prince) 
就是這種角色瓦解的好例子。 



 
1940 至 1950 年代著書立言的德國哲學家希歐多爾‧阿多諾(Theodor Adorno)，強而

有力地批評資本主義和工業化對流行音樂的影響。他表示，音樂工業提倡一種幻覺，

讓我們覺得自己是非常獨立的個體，有著個人的口味 — 「我是鄉村樂迷」，「你是

重金屬樂迷」。事實上，阿多諾辯稱，音樂產業操縱個人口味的概念，好吸引我們去

買它的產品。對電視和電影中描繪的富有超級明星產生感情認同，即「富人和名人

生活方式」症候群，在阿多諾的看法，是對健康社區之人性化及道德社會關係的糟

糕替代品。 
 
在某些方面，阿多諾是正確的︰美國人或許不是他們想像的那麼的個人主義，且唱

片公司會利用音樂風格上的極小差異，來哄騙我們去買最新的唱片，卻也是千真萬

確的事情，相當於用小小的設計上的變化，來推出不同款式的汽車､mp3 播放器或

網球鞋。可以確信的是，用耳機來聆聽音樂的私人經驗，像在汽車裡搖下車窗的單

獨駕駛經驗，是會把人與人隔了開來。 
 
但是事情遠不止於此。問問看任何一個已經在音樂產業工作且為了預測下一個趨勢

而得了潰瘍的人。與其他生產消費性產品的產業相比，音樂產業相當不可預期。今

天，八張唱片中約只有一張賺錢。一張白金唱片，像是麥克‧傑克遜的《戰慄》

(Thriller)、瑪丹娜(Madonna)的《宛如處女》(Like A Virgin)、超脫樂團(Nirvana)的《沒

關係》(Nevermind)或德瑞博士的〈可悲的〉(The Chronic)，都必須用來貼補其他數

百張不賺錢、由默默無聞音樂家或過氣明星錄製的唱片。唱片公司主管在設法用舊

瓶裝新酒的方式來確保獲利時，也要緊張地盯著邊緣市場看，好發掘最新的趨勢並

從中獲利。 
 
有著許多資本和權力的大型唱片公司，與邊緣市場的小型獨立唱片公司間的關係，

一直是美國流行音樂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多數情況下，大型唱片公司扮演保守

的角色，想辦法用為大量中產階級聽眾生產的可預期性(有人稱為溫和的)音樂來確

保獲利。由創業家經營的小型獨立唱片公司，經常必須更大膽，找尋新的人才，創

造專業化的利基，並把新的音樂風格供應到音樂主流裡。以這些小型唱片公司為主

的音樂品牌，將藍調､鄉村音樂､節奏藍調､搖滾樂､放克音樂､靈魂音樂､雷鬼

音樂､龐克搖滾､饒舌音樂､油漬搖滾､世界音樂節奏(world beat)和其他另類風格，

做了最早的普及。有時候，小型獨立唱片公司的品牌也會變得大而有力；其中一個

例子就是是大西洋唱片公司，它起先是 1940 年代末一個小的節奏藍調唱片品牌，後

來發展成數百萬美元規模的公司。 
 
今天，小型獨立唱片公司與大型唱片公司間的關係，已擴展到全球，五家公司(實際

只有一家總部設在美國)現下控制全球至少 75%的商業錄音合法交易。這些跨國公司

每一家都買下了許多更小的品牌，將它們用來培訓人才，這讓人想起大聯盟和小聯

盟棒球隊間的關係。 
 
這種結盟不可能是故事的終結。隨著 mp3 及其他數位形式的崛起(第十章會討論)，
加上網際網路和個人數位化設備的傳播模式，音樂產業將持續演進。一個常數將會



保持︰聽眾將繼續尋找並欣賞他們最喜愛的曲子。 
 
比爾‧黑利和〈晝夜搖滾〉 
比爾‧黑利似乎不太像是個會成為第一個搖滾樂大明星的人，但在 1950 年代初，這

位領導著默默無聞西部搖擺樂樂團的人，在尋找一種風格，好捕捉日益增多的年輕

聽眾及跳舞者的熱情。他扔掉他的牛仔形象，將伴奏的樂團改名為彗星，並在 1953
年譜寫並錄製〈瘋了，瘋了〉(Crazy, Man, Crazy)這首歌，那是對以舞蹈為導向的黑

人節奏藍調音樂所做的合理模仿。該唱片曾爬到流行排行榜的第 12 名。 
 
比爾‧黑利和彗星樂團，在 1950 年代中期錄製節奏藍調暢銷曲的翻唱版本，特別是

〈搖､響､滾〉(Shake, Rattle, and Roll)和〈稍後見，短吻鱷〉(See you later, Alligator)。
但他們取得流行音樂的獨特地位是在 1955 年，當時他們的〈晝夜搖滾〉，成為第一

張登上流行音樂排行榜冠軍的搖滾樂唱片。它在 1955 年夏天連續八周蟬聯冠軍，最

終在全世界賣了 2200 多萬張。 
 
〈晝夜搖滾〉其實是在 1954 年錄製，剛發行時並不是熱門歌曲。但該唱片 1955 年

在電影《黑板叢林》(Blackboard Jungle)中的開頭部分，有著顯著的位置，接著就廣

受歡迎。比爾‧黑利宣稱自己「發明」了搖滾樂，就和早一代的保羅‧懷特曼宣稱

自己是「爵士樂之王」一樣，都沒有很高的可信度。但黑利確實是一個能將以前被

忽視的邊緣化音樂聲音和想法普及化的重要人物，也讓比較有創意的藝術家，變得

更為大眾所接受。 
 
〈晝夜搖滾〉展現的是，一個有著鄉村音樂背景的白人團體，能用一首 12 小節、以

電吉他､低音提琴和鼓聲驅動的藍調歌曲，取得空前的成功。它預示了即將發生在

美國流行音樂的巨大變化，並為貓王艾維斯‧普萊斯利､卡爾‧珀金斯(Carl Perkins)
和巴弟‧哈利之類的音樂家，打開了大門。〈晝夜搖滾〉也讓一群具有包容性的廣大

聽眾，準備好接受節奏藍調的聲音，還有以節奏藍調傳統為基礎的黑人音樂家。該

首歌於 1955 年仍然是流行排行榜的榜首，恰克‧貝利的開路歌曲〈梅寶琳〉，也同

時出現在同一個排行榜上，不久就進了前十名。 
 
第十章 
音樂科技︰創新與爭議 
 
從 19 世紀活頁樂譜的全盛時期，到 1920 年代留聲機唱片､廣播網和有聲電影的興

起，再到現在的數位錄音､電腦化取樣和網路收音機，科技不但形成流行音樂，並

且幫忙把它傳播給更多的人。 
 
雖然我們偏向把「科技」一詞，與新穎和變化連在一起，較老的技術，其價值經常

在於它是一個更早時期的代表。音樂硬體和軟體的老舊形式，像是音樂盒､自動鋼

琴､留聲機､活頁樂譜､78 轉唱片､45 轉唱片及 LP 唱片，成為熱情收藏家構成的

次文化基礎。有時候，舊音樂技術被認為優於新的。有些當代音樂家刻意使用類比

而非數位化的錄音技術。偏好類比錄音的音樂家說，它的音質比較溫暖､豐富且人



性化。 
 
有時拒絕電子科技，是在彰顯「純正」，例如，在 MTV 電視台的不插電系列節目中，

艾力克‧克萊普頓之類的搖滾樂手，用原聲樂器來展現他們真正的音樂能力。不過，

許多例子也顯示科技的使用方式，會鼓勵科技的積極介入，像是嘻哈舞曲 DJ 利用

多台唱片轉盤來操控音樂，還有美國夜總會及一般家庭中日漸普及的卡拉 OK 伴唱

機和電腦軟體。 
 
數位科技和流行音樂 
1980 年代，包括數位卡式錄音機､光碟､合成器､取樣器和編曲音序機(sequencer)
在內的新科技，變成流行音樂的中心。這些設備是電子產業､音樂產業､個別發明

者及音樂家間長期互動的結果。 
 
類比錄音將聲波的能量轉換成實體的印跡，或是跟著聲波形狀的電子波形。另一方

面，數位化錄音將聲波取樣，分解成一連串的數字。一種稱為類比轉數位的轉換器，

可以做這方面的轉換。要把音樂還原，用數位轉類比轉換器(DAC)，把一連串的數

字還原成類比波。DAC 產生的類比波，被放大後再傳送到喇叭發出聲音。 
 
讓音樂家製造樂音的合成器，於 1970 年代初期開始出現在搖滾樂唱片，但它的歷史

其實更早就開始。合成器的一個重要前身是特雷門(theremin)，它是個用電子振蕩器

來產生聲音的聲音製造機。 
 
在科學發明與音樂科技的互動歷程中，另一重要階段是 1935 年問世的哈蒙德

(Hammond)風琴。哈蒙德 B-3 風琴的聲音，在爵士樂､節奏藍調和搖滾樂唱片裡是

很普通。演奏者可以用一種稱為音調棒(tone bar)的控制裝置來改變風琴的音色，各

種節奏形式和敲擊效果，是稍後才加的。 
 
1980 年出現第一種完全數位化的合成器，能同時播放數十種「聲音」。1983 年問世

的 MIDI(樂器數位界面)規格，讓不同製造商生產的合成器，可以互相連接與溝通。

數位取樣器可以儲存預先錄製及合成的聲音。數位編曲音序機，記錄下音樂數據而

不是聲音，可以製造出重複的聲音順序(稱為 loop)､操控節奏律動(rhythmic groove)
以及將錄音數據從一個程式或設備傳到另一個。電子鼓機倚賴可由表演者敲打並啟

動的「鼓墊」(drum pad)。 
 
數位科技可以讓音樂家製造複雜的 128 聲組織､創造自然界並不存在的細膩合成聲

音以及對任何聲音來源做取樣操控，這樣建立起可以被精密控制的聲音順序。在有

了體積小、便於攜帶和越來越便宜的音樂設備及軟體後，錄音工作室可以在任何地

方成立。當個別音樂家對完整的音樂錄音有著越來越多的掌控時，作曲家､表演者

和製作人之間的區別，有時會完全消失。 
 
在流行音樂發展過程中的每個階段，新科技已為音樂家打開創造的可能性，也為消

費者創造更大的選擇範圍。我們習慣於認為科技是一種改變元素。不過，有時新的



數位科技會讓音樂家挖掘過去的音樂。科技音樂家摩比(Moby)在他 1999 年的暢銷

專輯《演奏》(Play)中就是這麼做，他從喬治亞海島(Georgia Sea Islands)歌手貝西‧

瓊斯(Bessie Jones)及其他人那邊，取樣了表演的片段。 
 
在 21 世紀，科技繼續影響流行音樂的製作､錄製､再製､銷售及聽眾的享受。一種

叫做 Alesis ADAT 的新數位音樂標準，於 1992 年問世。ADAT 的核心是 8 軌的數位

合成器/錄音機，增加機器後可以擴大到 128 軌。這意味消費者能以相對少的花費建

立一間基本的家庭錄音室，專業人士則能使用相同的技術，建造高度複雜的數位聲

音設施。 
 
左圖︰音樂家尼克‧霍沃斯(Nick Hawworth)和另類搖滾樂團 La Rocca，2006 年 8
月 2 日在洛杉磯的 Napster 的現場錄音室，灌錄他們的首張專輯。 
右圖：Napster 的宣傳貼紙。 
 
1990 年代也出現 Pro-Tools 之類、在個人電腦上使用的音樂軟體程式。這種軟體讓

錄音工程師和音樂家對樂音的每個參數，有著更大的控制，不僅包括音高和速度，

還有歌手的聲音特質或樂器演奏者的音色。一些音樂家對 ProTools 和類似軟體的抱

怨是，軟體容許修正音樂上的錯誤，包括替換個別的音符和樂句，以及改變音樂家

的聲波特質。從這個角度來看，作為人類的一種表達形式，音樂勢必要有「不完美」

的一面。 
 
網際網路 
流行音樂最深沈的轉變，可以說是已經由網際網路催化。用音樂術語來說，與網際

網路有關、最有影響力新媒介是 MP3，它讓聲音檔案被壓縮到原來大小的 12 分之 1。
假定你想從一個有原創音樂的網站下載 4 分鐘的音樂。在還沒解壓縮的數位編碼形

式中，這段音樂需要 40 個百萬位元組(megabyte)的資料。有了 MP3 壓縮，這檔案可

以壓縮到只有 4 個 megabyte，卻仍保留 CD 的聲音品質。 
 
曾經以點對點(peer-to-peer)檔案交易服務引發爭議的 Napster 公司，激起了對侵犯版

權的論辯。它現在以合法的論件計費歌曲下載網站重新營運。 
 
消費者用蘋果 iPod 聽音樂或播客(podcast)，這對傳統廣播構成一項挑戰。 
 
MP3 技術的引進，刺激了一連串娛樂企業與小規模企業家間的激烈鬥爭，讓人想起

過去主要唱片公司和獨立唱片公司間的衝突，不過這次的規模更大。1997 年，麥克‧

羅伯森成立一家名為 MP3.com 的公司，他一開始提供 3000 首歌免費讓大家在網路

下載。到了 2000 年，MP3.com 成為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有史以來最成功的

音樂網站，有超過一千萬名註冊會員。就像數位取樣一般，這種新的傳播音樂素材

方式，引發了許多棘手的法律問題，其中主要是版權問題。MP3 檔案本身就是不合

法的，用數位方式複製版權光碟上的音樂，且在沒有得到藝人或唱片公司許可的情

況下就將音樂免費釋放出去，是不合法的做法。 
 



個人音樂播放裝置 
新個人音樂播放裝置的發展，與網路上檔案分享的興起，是同步並進的。2001 年，

蘋果電腦推出 iPod 播放器，裡面的硬碟能儲存 1000 首 CD 品質的歌曲。iPod 和其

他 MP3 播放器，逐漸主宰了可攜式音樂播放裝置市場，因為它們讓聆聽者有建造一

座獨特音樂圖書館的能力。iPod 所具有的「隨機播放」(shuffle)功能，不僅對個人

聆聽習慣有影響，且為消費者文化的當今狀態提供了一個隱喻。 
 
針對 iPod 與使用者間親密關係的研究，顯示對許多聆聽者來說，這個設備可以作為

聽覺上的義耳､一種耳朵及音樂心靈的延伸，以及一個與更廣數位資訊傳播迴路相

連的連接點。透過這些可攜式設備，流行音樂的消費者連接到一個全球娛樂母體，

裡面包含家用電腦､網際網路､音樂下載服務及開始取代傳統廣播功能的新機制。「播

客」(Podcasting)是一種線上廣播，先是讓數位聲音檔案上載到一個網站，聽眾可以

自動將其載入到可攜式播放器上，它的興起讓一些文化觀察者預見收音機的死亡。 
 
爭議 
無法為音樂科技板塊的迅速移動下一個定論。光就數位科技讓一首錄音內容，從實

體媒介解放出來這個事實，就已經很有爭議性。較早的錄音技術牽涉到一種從某個

媒介到另一個媒介的「轉譯」(translation)過程︰像類比唱片是將空氣中的聲波，轉

譯成光碟表面上的實體凸紋，或磁帶上的氧化鐵分子組合。但數位錄音牽涉到將樂

音轉譯為單純的、用 1 和 0 進行編碼的訊息。這表示音樂可以用一種「虛擬」(virtual)
的形式進行傳送､再製及操控，沒有任何特別的技術限制。這個發展引發一些無疑

將影響美國流行音樂未來幾年發展的問題︰當消費者取得使用某個專輯內容的權

利，而不是去商店買它時，代表的意義為何？當數千名消費者透過網路同時下載相

同的音樂時，要如何保護版權？「版權」的意義又是什麼？音樂轉換成純訊息，會

怎樣影響音樂家和消費者？套用在 MTV 上促銷的第一首歌〈假如影像殺了廣播明

星〉(If Video Killed the Radio Star)，網路將會毀了 CD 商店嗎？未來的音樂產業會

是什麼樣子？ 
 
電吉他 
無法想像手裡沒有電吉他的恰克‧貝利，會是什麼樣子。搖滾樂對流行音樂的最重

要影響之一，是將電吉他提升到中心位置。電吉他的發展，反映出科技發展與不斷

變化音樂風格間的複雜關係。從二次大戰結束起，吉他主要出現在起源於南方的流

行音樂，還有各種異國的音樂類型(夏威夷和拉丁美洲吉他唱片在 1920 和 1930 年代

十分受歡迎)。因為音量不大，木吉他很難在大型舞蹈伴奏樂團裡使用。1931 年，

Electro String Instrument Company 推出第一把電吉他。到了 1930 年代中期，吉布森

公司(Gibson Company)推出一種中空、有著新型拾音器的吉他，拾音器是一種附在

吉他上的磁盤或線圈，能將吉他弦的物理振動轉變為電能模式。 
 
實心木頭琴身電吉他在二次大戰後問世，首先為節奏藍調､藍調和鄉村樂團使用。

第一把商業製作的實心木頭琴身電吉他是 Fender Broadcaster(不久改名為

Telecaster)。這把於 1948 年上市的吉他，特色是有 2 個電子拾音器､控制音量和音



調的鈕以及一個可以讓 2 個拾音器單獨或同時使用、製造出不同聲音調色盤的開

關。1954 年，Fender 推出 Stratocaster，那是第一支有 3 個拾音器的吉他，也是第一

支有「顫音搖桿」(whammy bar 或 vibrato bar)的吉他，那是一種附在吉他琴橋上的

金屬桿，可以讓吉他手用左右手來調整音調。Fender 最成功的競爭者吉布森公司，

於 1952 年推出一把實心電吉他，名為勒斯‧保羅，用以紀念這位協助普及此種新樂

器的吉他手。 
 
左圖︰在洛杉磯吉他商店試彈吉他。右圖︰流行音樂明星瑪丹娜 2001 年在柏林的

「沈淪世界巡迴演唱會」(Drowned World Tour)中彈奏電吉他。 
 
為什麼電吉他對音樂家和樂迷有那麼大的魅力？像任何有影響力的科技一樣，吉他

的影響是複雜的。首先，該樂器進入流行音樂主流時，名聲還有一點曖昧，原來中

世紀歐洲人將弦樂器與魔鬼連在一起，且吉他也與邊緣化地區的音樂也有關聯。許

多主流媒體對 1950 年代的年輕搖滾樂手都有過貶抑，像是嘲笑他們所用的吉他，說

它是任何人都能玩的一種樂器。電吉他卻成為擠身美國流行音樂主流所需之強力多

樣性的象徵。這種過度和侵略的感覺，因可攜管式放大器的發展而更為強化，該裝

置提供一種濃烈、嘶嘶作響的巨大聲音，在哇哇(wah-wah)踏板和 fuzz 效果器等特

效裝置的補強下變得更為強烈。久而久之，吉他有了一股危險興奮的氣氛。 
 
順時針從左上圖︰布魯斯‧史普林斯汀和恰克‧貝利 1995 年在俄亥俄州克里夫蘭的

搖滾樂名人堂。鄉村及流行音樂明星威利‧尼爾森在他 50 年的音樂生涯中，錄製了

數百首暢銷單曲。電吉他發明者勒斯‧保羅彈奏 B.B.King 的藍調吉他 Lucille，當時

是 2003 年的一場合奏(jam session)。 
 
第十一章 
嘻哈音樂︰饒舌歌手的最愛 
 
在所有流行音樂類型當中，沒有一種可以比饒舌音樂更能激起熱烈的公眾辯論。饒

舌音樂已被描述為：非洲和美洲數世紀以來的文化與音樂鏈結中，一個至關重要的

環節；真實表達被壓迫都市下層階級的聲音；一種利用長期以來對黑人刻板形象的

形式。實際上，這些觀點中的每一個，都在告訴我們一些關於饒舌音樂的歷史和意

義。 
 
饒舌音樂取材於非洲的音樂與口語傳統。它與非美音樂的深厚延續性，包括強調節

奏動力與創造､偏好複雜音調色彩與濃厚質地､強烈崇尚即興創作技巧(文字和音樂

來表達)及對音樂科技採取統合創新的方法。 
 
饒舌音樂有相當大部分是對歷史上曾有過的壓迫及種族主義，所做的文化回應，也

是全美國黑人社區間的溝通系統(饒舌歌手 Chuck D 曾稱其為美國黑人的 CNN)，還

可以幫助瞭解生活在美國孤立都會區人們的價值､觀點和生活條件。最後，雖然饒

舌音樂的起源和靈感來自黑人文化，但這個音樂類型的聽眾，已明顯變得多種族､

多文化和跨越國界。當饒舌音樂歌從紐約市部分社區的地方現象，搖身一變成為數



百萬美元產值的產業和全球性文化現象時，它已經變得更複雜和更多面向。 
 
饒舌音樂於 1970 年代興起時，是一種稱為嘻哈音樂文化複合體的一部分。由紐約市

非裔美籍及加勒比海裔美籍青年所形成的嘻哈文化，包括了視覺藝術風格(塗鴉)､
舞蹈(一種稱為霹靂舞的雜技獨舞風格和一種叫做怪舞(freak)的精力旺盛雙人舞)､音
樂､服裝及語言。嘻哈舞曲最初是一種地方現象，集中在紐約市布朗克斯(Bronx)區
的某些社區，該地是紐約經濟上最困頓的地區。 
 
開拓嘻哈音樂風格的青年人，會在夜總會､街區聚會和市區公園表演霹靂舞和饒舌

音樂，他們經常屬於稱為饒舌團(crew)或說唱群(posse)的非正式社會團體，每個團體

都和某特定地區或街區有關。要瞭解嘻哈文化一開始是在表達在地的身分。即使是

今天在全球銷售的多白金饒舌音樂唱片，裡面都會提到特定的地區､都市景觀特色､

社會團體和網絡。 
 
如果嘻哈音樂是年輕黑人和波多黎各聽眾對主流舞蹈的拒絕，它的形成也深受狄斯

可 DJ 的影響。第一批嘻哈名人，有 Kool Herc (本名：Clive Campbell)､閃手大師

(Grandmaster Flash；本名 Joseph Saddler)和 Afrika Bambaataa (本名：Kevin 
Donovan)，他們都是從 1970 年代中期開始音樂生涯的 DJ，地區街區聚會､體育館

舞會､跳舞俱樂部及社區活動中心或公園之類的公眾空間，都可以看到他們在做旋

轉唱片的工作。這三個年輕人，還有分散在布朗克斯､哈林區､紐約市其他區及新

澤西州的許多較不知名的 DJ，都在這個激烈競逐名氣與社區榮耀的圈子裡，發展出

他們的個人風格。 
 
首先將狄斯可 DJ 在兩個轉盤間平順轉移唱片音樂的混音技術，應用到嘻哈美學的

人，是 12 歲從牙買加京斯敦遷徙到紐約市的酷赫(Kool Herc)。酷赫注意到他聽眾裡

的年輕舞者，對於放克和騷沙唱片中所謂的間奏(break)，反應最為活躍，那是去除

旋律後以節奏為主的短暫部分。酷赫便從一些流行唱片，如詹姆士‧布朗的〈起個

好腳〉(Get on the Good Foot)，取出其中的間奏，然後混入其他舞蹈唱片中。這些匯

集了各種節奏音的音樂，被稱為碎拍(breakbeat)音樂，這個名稱後來又被用到霹靂

舞(break dance)上。霹靂舞這種雜技式的獨舞，是由參與嘻哈舞蹈的年輕 B-boys 即
興創作出來的表演形式。 
 
另一項協助形成早期嘻哈音樂聲音與感性的創新手法是︰將唱片轉盤從播放錄音的

媒介，轉變成可以演奏的樂器。1970 年代中期的某個時候，酷赫開始把兩張相同的

唱片放在他的轉盤上。在轉盤間來回穿梭時，酷赫發現他可以「回轉」其中一張唱

片，即用手往逆時針方向回轉，此時另一張唱片持續透過喇叭播放。這讓他可以一

再重複播放某個間奏，方法是在兩張唱片間來回穿梭，並回轉到間奏的開頭。這個

技術又被閃手大師改進，他採用了狄斯可 DJ 的混音技術，特別是用耳機來協調唱

片速度，並創造從一個舞蹈律動到下一個間的平穩轉移。藉由耳機，閃手大師能更

精準地找出間奏的開頭，方法是聆聽轉盤上回轉的唱片聲音。閃手大師花了許多時

間來練習這個技術，在地方上以「打入」短暫、機關槍式片段聲音的能力聞名。 
 



DJ 酷赫 2006 年在發行《嘻哈不會停：拍子､韻文及生活》(Hip-Hop Won’t Stop: The 
Beat, The Rhymes, The Life)的記者會上發言，地點是在史密森美國歷史國家博物館

(Smithsonian’s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右圖和更右邊的圖︰未來的 DJ 在練習刮盤(scratching)技巧，就是掌控轉盤唱針與

LP 唱片的接觸。  
 
閃手大師(中後方)與憤怒五人組(Furious Five)，2007 年在紐約的一場典禮中，被引

入搖滾樂名人堂。 
 
嘻哈舞曲藝術家、來自愛俄華州滑鐵盧的帕科，展示霹靂舞舞步給高中生看。 
 
Afrika Bambaataa 在 2006 年的記者會上描述斯密森學會的一項計畫，該計畫將追溯

嘻哈音樂的發展，從 1970 年代的起源，一直到現今的狀態。 
 
一種稱為刮盤(scratching)的新技巧，由閃手大師的年輕門徒希歐多爾(Theodore)發展

出來。希歐多爾年僅 13 歲時就自立門戶，組織自己的嘻哈團員。1978 年，希歐多

爾發表一種新技巧，很快就傳遍整個 DJ 族群。當希歐多爾在房間裡練習回轉時，

他開始更注意逆時針轉動唱片時耳機裡所產生的聲音。他很快發現這種技巧能產生

刮擦、敲擊的音響效果，可以打入舞蹈律動中。最初希歐多爾並不確定人們會有什

麼樣的反應︰ 
 
第三大道舞廳擠滿了人，我估計我最好試一試。因此，我放上兩張詹姆士‧布朗的
《性愛機器》(Sex Machine)，開始刮其中的伊張。大家都很喜歡，他們瘋狂了。 
 
刮盤的獨特聲音，成為嘻哈音樂聲波調色板的一個重要部分，甚至在 1990 年代，在

數位化取樣已大致取代轉盤，成為饒舌音樂唱片建立音樂質地與律動的方法後，製

作人仍經常用這些聲音，來標明與「老一派」嘻哈舞曲起源的關聯性。 
 
雖然所有的 DJ 都用麥克風做宣告，但酷赫也是最早在轉盤所製造的碎拍之上，複

誦押韻詞語的 DJ 之一。酷赫的一些饒舌歌，是基於一種稱為說唱(toasting)的口語表

演傳統，那是一種詩化的說故事形式，根源於西非的搗蛋鬼(trickster)故事傳統。搗

蛋鬼是個狡猾的角色，其人生的主要目標是在違抗權力及打亂正常的事情順序，他

成為美國黑奴說故事傳統的一個共同人物，在美國更象徵了文化的生存和秘密的抵

抗。內戰後，搗蛋鬼這個角色，部分被更具侵略性的男性人物取代，即稱為 toast
之冗長、半即興創作詩化故事中的中心人物。說唱傳統經常將焦點放在「壞人」､冷

酷無情的匪徒及被棄的情人身上，描寫他們如何消滅敵人，有時依靠才智，但更常

用肢體暴力。 
 
雖然說唱傳統基本上到了 1970 年代已從黑人社區消失，卻在監獄裡生了根，黑人犯

人發現老的敘事形式適合他們的生活經驗及現況。布朗克斯早期嘻哈音樂 DJ 所創

作韻文的主要來源之一是賈拉‧尤瑞丁(Jala Uridin)的專輯《騙徒大會》(Hustler’s 



Convention，1973)，尤瑞丁領導著一個由好鬥、名為「最後詩人」(Last Poets)前獄

友組成的團體。《騙徒大會》動人地描述都會下層社會的「生活」，其中包括賭徒､

皮條客和騙子，由〈被判死刑〉(Sentenced to the Chair)之類的監獄說唱歌曲表達出

來。這張唱片有著由放克､靈魂樂和爵士樂明星家音樂所做的伴奏，在布朗克斯受

到巨大的歡迎，還激發酷赫和其他 DJ 譜寫他們自己的韻文。不久，DJ 就招募說唱

群成員作為口語表演者，或稱為 MC(節目主持人的縮寫)。MC 在越來越大型化、有

DJ 表演的舞會中，扮演控制人群行為的重要角色，MC 很快就變成比 DJ 更重要的

人物。如果 DJ 是今天饒舌音樂製作人(負責形塑音樂的質地和律動)的前身，MC 就

是當今饒舌歌手的始祖。 
 
直到 1979 年，嘻哈音樂大體上仍是個地方現象。讓這個音樂類型顯露出更寬廣商業

潛力的第一個指標是 12 吋舞蹈單曲〈饒舌樂翻天〉(Rapper’s Delight)，該曲是由哈

林區的糖丘幫(Sugarhill Gang)灌唱。這張唱片將饒舌歌手一詞普及化到等同於 MC
的程度，也將總部在新澤西州、由黑人擁有的糖丘(Sugarhill)獨立唱片公司，塑造成

1980 年代初期饒舌音樂主要的機構性力量。這張錄音重新使用 Chic 的〈好時光〉

(Good Times)，由糖丘公司通常雇來支援節奏藍調歌手的客席音樂家(session 
musician)表演。三位饒舌歌手，包括「神奇麥克」萊特(Michael “Wonder Mike” 
Wright)､大師基‧歐布萊恩(Guy Master Gee O'Brien)及亨利「大班克漢克」傑克遜

(Henry Big Bank Hank Jackson)，朗誦連珠砲式的韻文，表現嘻哈舞曲典型的 MC 表

演。 
 
嗯，它在在在在在  
節拍直到黎明才停止 
我說 M-A-S，T-E-R，1 個 G  
2 個 E  
我說我有個難忘的名字 
他們所稱的 Master Gee 
嗯，我的名字全世界都 
知道 
所有的性感女士和漂亮 
女孩都知道 
我在歷史上沈淪 
成為有史以來最壞的 
饒舌歌手。 
 
〈饒舌樂翻天〉的歌詞內容，穿插著三位 MC 的吹牛､描述舞步､規勸觀眾及講述

幽默的故事與典故。特別讓人記憶深刻的一段，是在描述一位碰到朋友母親送上腐

爛食物的客人，他想要用有禮貌的方式拒絕，最後卻只能奪門而逃。該張唱片在節

奏藍調的排行榜是第四名，流行排行榜則是 36 名，嘻哈音樂因而被介紹給數百萬名

的美國和國外聽眾知道。〈饒舌樂翻天〉出乎預期的成功，開啟了一系列百萬銷售、

由紐約饒舌歌手演唱的 12 吋單曲，其中包括克帝斯‧布羅(Kurtis Blow)的 The 



Breaks､Afrika Bambaataa 和靈魂聲波力量樂團(Soul Sonic Force)演唱的〈行星搖滾〉

(Planet Rock)及閃手大師和憤怒五人組演唱的〈訊息〉(The Message)。 
 
饒舌音樂參與社會的傳統，從紐約的全民公敵樂團(Public Enemy)那裡得到最大的動

力。1982 年成立的全民公敵，核心成員是大學時就認識的朋友，他們因為對嘻哈文

化與政治激進主義有興趣而集合在一起。標準的嘻哈音樂組成是兩位 MC，他們是

恰克 D(Chuck D；本名 Carlton Ridenhour，1960-)和風味弗拉福(Flavor Flav；本名

William Drayton，1959-)，加上一位 DJ，也就是終結者 X(Terminator X；本名 Norman 
Lee Rogers，1966-)，另外還有一位訊息部長(Minister of Information)，即葛瑞菲教授

(Professor Griff；Richard Griffin)，及第一世界安全(Security of the First World)；他們

是一群穿著準軍事服裝的舞者，手拿烏茲衝鋒槍，表演受武術啟發的編舞。 
 
全民公敵 1988 年發行的第二張專輯《要有數百萬人的國家才能把我們擋住》(It Takes 
a Nation of Millions to Hold Us Back)，是饒舌音樂的一項突破。該專輯融合了恰克 D
的尖銳社會和政治分析(由深沈權威的聲音表現出)，及他助手風味弗拉福所穿插之

具有街頭智慧的感嘆。弗拉福表演時戴著滑稽眼鏡，脖子上套著一個大大的鐘。他

們複雜的口語交互作用，是在一個濃厚多層次的聲波網裡，由樂團的製作團隊 Bomb 
Squad 所製造，他們的成員有漢克‧夏克理(Hank Shocklee)､基斯‧夏克理(Keith 
Shocklee)和艾利克「越南」沙德樂(Erick “Vietnam” Sadler)。裡面的歌曲有〈世界末

日倒數〉(Countdown to Armageddonan；啟示錄般的樂器演奏開場歌曲，錄於倫敦的

一場現場音樂會)､〈不要相信宣傳〉(Don't Believe the Hype)(批判白人支配的大眾傳

媒)及前一年度的〈為你爭鬥權利而舉行的宴會〉(Party for Your Right to Fight；該曲

諧仿野獸男孩(Beastie Boys)的暢銷曲〈為你的(宴會)權利奮鬥〉(Fight for Your Right 
(to party))，這些歌曲將數位取樣的科技，轉換成新的藝術目的，並堅持饒舌音樂將

繼續與都會黑人社區的真實生活狀況接合。 
 
1990 年代，一些重要的饒舌音樂藝術家取得主流音樂的成功，其中包括 M.C.哈默 
(M.C. Hammer；本名 Stanley Kirk Burrell，1962- )，他的〈拜託哈默，不要傷害他們〉

(Please Hammer Don’t Hurt ‘Em)，保持了連續 21 周的排行榜冠軍頭銜，更賣出一千

多萬張，成為有史以來最暢銷的饒舌音樂專輯，另一則是白人饒舌歌手香草冰

(Vanilla Ice；本名 Robert Van Winkle，1968-)。地區性嘻哈方言也興起，特別是在南

加州，那裡出現一種更平順與懶洋洋風格的饒舌歌。 
 
今天，饒舌音樂和嘻哈文化繼續影響並鼓舞著全世界的音樂家和觀眾。 
 
王子 
王子原名王子‧羅傑斯‧尼爾森(Prince Rogers Nelson，1958-)，他讓人特別有印象

第一件事之一是他的多產。1982 至 1992 年間，他有 9 張專輯進入排行榜前 10 名。

在同一段時間內，他有 26 首單曲進入前 40 名。在他的音樂生涯中，他已經賣出將

近四千萬張錄音。更重要的是，他是取得廣大商業市場成功、最有才華的音樂家之

一。 
 



王子的唱片產量反映來自各方的靈感，其中有放克音樂､以吉他為主的搖滾樂､都

市民歌音樂､新浪潮和迷幻搖滾。他從一開始就想辦法嚴格控管他的音樂，還有音

樂的創作與分銷。王子擁有自己的錄音室，自己製作錄音，負責專輯中多數的樂器

演奏，並努力對抗華納兄弟對他音樂的掌控。到了 1990 年代末，他完全用他自己的

商標發行音樂，包括透過他的網站及直銷的電話熱線。 
 
流行媒體對王子個性的描述，呈現出一系列對比的形象︰他被描繪成一個身上配花

的嬉皮，卻也是個獨裁者；也被說成一個只能與女性形成親密個人關係的大男子主

義者；還是個強烈注重個人隱私之人和機靈的自我促銷者；是個色情狂，也是高度

虔誠之人。 
 
王子的英國傳記作者巴尼‧何斯金(Barney Hoskyns)封王子為「搗蛋鬼」(the Imp of the 
Perverse)，指的是他明顯以搞亂聽眾的預期為樂。作為一個名人，王子介於麥克‧

傑克遜的隱士般遁世和瑪丹娜的旺盛表現主義之間。在他的音樂生涯中，王子很少

接受媒體專訪，卻能持續讓自己引人注目。最能展現他在操控公眾與私我界線上的

技巧，是電影原聲帶專輯《紫雨》(Purple Rain，1984 )，該片確立他超級明星的地

位。這張專輯賣出一千三百多萬張。《紫雨》的情節和角色有相當大程度取自王子的

生活。電影的結尾是樂觀的，主角基德(Kid)採用他父親的一個作品，再將他革命樂

團(Revolution)成員創作的節奏納入，因此成就〈紫雨〉一歌。 
 
要在虛構人物､名人的表象及私我間畫出界線，並不容易。這部電影對王子歌迷的

主要吸引力來源之一是，大家都覺得這是個難得的機會，可以一探這位躲在幕後人

物。如果《紫雨》是部有告解成分的電影，卻也是 1980 年代娛樂公司細膩行銷策略

下的產物。 
 
訊息 
由閃手大師和憤怒五人組演出的〈訊息〉(1982)，為饒舌音樂建立一股有影響力的

趨勢︰社會寫實主義。〈訊息〉嚴峻地描繪紐約市南布朗克斯區的生活景況。在僵硬

冰冷的電子律動上，閃手大師歌誦饒舌的鉤子︰  
 
它有時看起來像叢林，讓我 
想知道我如何不會往下掉 
 
突如其來的玻璃粉碎聲，引導出一段節奏複雜且表達清晰的表演，其中穿插著閃手

大師平順狡猾的幽默風格，及 MC 梅樂‧梅爾(Melle Mel)急躁受挫的的音調︰ 
 
不要推我，因為我接近邊緣 
我嘗試不要慌張 
啊哈哈哈哈 
 
這兩位 MC 精準地設定他們的表演時間，並壓縮與伸展字與字之間的空間，還照著

穩定的音樂脈動建立起複節奏。歌詞在典型嘻哈 MC 表演的幽默文字遊戲和絕望的



景象描繪間相互交替，貧民區生活的嚴酷事實，要由心智堅定的幽默感來解救，兩

者間的關係，總結在梅樂半開玩笑式的詼諧︰「啊，哈，哈，哈，哈」(Ah huh huh 
huh huh)。〈訊息〉的第二部分，冰冷地描繪一名出生於貧困南布朗克斯區的孩子，

接著出現在街角聚會之憤怒五人組的聲音。一輛發出刺耳聲音的警車來到，警官下

車後對年輕黑人做出咆哮式的命令。「你們是幹什麼的，幫派嗎？」其中一名警察大

喊道。「啊，老兄，我們和閃手大師及憤怒五人組在一起。」閃手從旁邊進入為他的

朋友辯護︰「警官，什麼問題？」「你就是問題」，警察回叫著，「進到車子裡！」我

們聽到汽車開走，裡面坐著被扣留的憤怒五人組，他們很顯然是因為在街角聚集而

被逮捕，歌曲「慢慢淡出」。 
 
一連串饒舌音樂可以追溯自這張寫實的唱片，從 KRS-One 及全民公敵的政治饒舌

歌，到洛杉磯如 N.W.A.､史努比狗狗及吐派克(2Pac Shakur)等 MC 的幫派(gangsta)
風格音樂，都算在內。作為第一首因為寫實描繪美國 1980 年代都會貧民窟，而取得

廣泛商業流通的歌曲，〈訊息〉建立起真實與有街頭可信度的標竿，這種特質對饒舌

音樂家和聽眾來說，仍是極其重要。 
 
閃手大師 2007 年在紐約的表演。 
 
第十二章 
世界音樂的合作︰穿越文化界線  
 
1980 年代，主流音樂與邊緣音樂之間的界線變得更為模糊，此時擴大美國流行音樂

的全球市場，並在美國市場創造新的另類音樂類型及聽眾，變得越來越有壓力。這

個過程所產生的結果之一，就是世界音樂。這個詞在 1980 年代末期，為獨立唱片公

司老闆和音樂會行銷者採用，進入市場後取代了較老的音樂類型，像是「傳統音樂」､

「國際音樂」和「民族音樂」。 
 
那麼，什麼是世界音樂？依照嚴格的音樂標準來說，它是一個假類型，裡面包羅萬

象，像是非洲都市流行音樂(juju)､巴基斯坦舞蹈俱樂部音樂(bhangara)､澳洲原住

民搖滾樂(Yothu Yindi 樂團)，甚至連保加利亞國家廣播電台和電視台女聲合唱團都

在列，她們 1987 年發行的《保加利亞聲音的祕密》(Le Mystere des Voix Bulgares)，
於 1988 年爬上告示牌專輯排行榜第 165 名。告示牌世界音樂排行榜上的暢銷專輯，

有塞爾提克團體 Clannad､西班牙佛朗明哥音樂､西藏佛教歌曲，還有美國和英國

搖滾明星與非洲､拉丁美洲和南亞音樂家之間的各種不同合作。 
 
到了 1990 年代，美國與外國音樂家的合作變得更普遍，原因之一是民歌和另類音樂

樂迷在尋找更寬廣的音樂經驗，另一方面是音樂產業的全球化。這類跨國合作的兩

個有趣例子是贏得 1994 年葛萊美獎最佳世界音樂錄音獎項的《談起廷巴克圖》

(Talking Timbuktu)，及靈感來自電影《越過死亡線》(Dead Man Walking)、1996 年

專輯排行榜第 61 名的一張取樣機製作的專輯。 
 
《談起廷巴克圖》是由歌手暨吉他手萊‧庫德(Ry Cooder)製作，他的客席音樂家和



樂團領導經歷，讓他涵蓋了各式的音樂風格，其中包括藍調､雷鬼音樂､德州墨西

哥音樂､都市民歌､夏威夷吉他音樂､迪克西蘭爵士(Dixieland jazz)和福音音樂。《談

起廷巴克圖》的聲音和感性，是取自阿里‧法可‧圖日(Ali Farka Toure)的音樂，圖

日是西非馬利共和國的一名吉他手和傳統頌揚歌手。 
 
阿里‧法可‧圖日在馬利出生，被稱為非洲藍調最重要的詮釋者。 
 
碰到像 Diaraby 一樣的曲子，美國聽眾很可能會對該音樂與藍調的緊密相似度感到

吃驚。這並不意外。首先，密西西比州､德州和其他南方諸州的藍調風格，強烈受

到非洲奴隸傳統的影響，他們許多人來自西非的薩赫勒(Sahel)地區，也就是阿里‧

法可‧圖日族人班巴拉族(Bambara)的所在。一些特徵，如圖日歌曲中高音、幾近哀

嚎的特色､敲擊式吉他風格及將歌曲當成社會與個人評論的一種媒介，都代表西非

頌揚歌手傳統與美國深南方黑人音樂所創造的藍調，數世紀以來所演進的關聯。結

果是，圖日的風格直接受到約翰‧李‧胡克(John Lee Hooker)之類美國藍調音樂家

影響，他在奠定他的非洲音樂事業後發掘胡克的唱片。 
 
《談起廷巴克圖》有來自藍調吉他手和提琴手克拉倫斯「蓋特茅斯」布朗(Clarence 
“Gatemouth” Brown)及許多其他各類傑出客席音樂家的貢獻，產生了近似它的非洲

根源的音樂成果，美國音樂家的表演變成是在給圖日提供支援。歌曲的歌詞令人想

起一些美國藍調歌曲裡又苦又甜的情感︰ 
 
怎麼我的愛？我愛的 
是妳 
妳的母親已經告訴妳不要 
與我結婚，因為我什麼 
都沒有。但是我愛妳。 
妳的朋友已經告訴妳不要 
與我結婚，因為我什麼 
都沒有。但是我愛妳。 
妳的父親已經告訴妳不要 
與我結婚，因為我什麼 
都沒有。但是我愛妳。 
怎麼我的愛？我愛的 
是妳。 
不要忿怒，不要哭泣，不要 
因為愛而哀傷。 
 
順時針從左圖︰巴基斯坦音樂家努斯瑞特‧法塔‧阿里‧汗被視為蘇非敬神音樂的

主要表演者之一。印度學生表演蘇非的敬神音樂卡瓦里。 
已故的藍調音樂家克拉倫斯「蓋特茅斯」布朗 1996 在羅得島的紐波特民歌節

(Newport Folk Festival)中演奏小提琴。 
 



右圖︰來自南非的休‧馬塞凱拉(Hugh Masekela)，2004 年在紐奧良爵士樂及傳統節

中表演。右圖︰美國吉他手､歌手及作曲家萊‧庫德，2005 年在紐約的麥迪遜花園

廣場表演。 
 
從 1950 年代中期直到 2003 年去世為止，傳奇歌手強尼‧凱許(Johnny Cash)譜出､

製作並演唱一系列的鄉村､愛國及宗教歌曲。 
 
Diaraby 的聲音和感性，為非洲與美國音樂間的深厚關聯性，提供額外的證據。這不

是音樂在發揮普遍性語言的作用，而是在複雜統一的非洲大西洋地區(Afro-Atlantic)
的音樂語言裡，進行兩種方言的對話。 
 
〈愛的容貌〉(The Face of Love)這首歌曲是一種不同的合作，裡面有西雅圖另類搖

滾樂團珍珠果醬(Pearl Jam)的主唱艾迪‧維德(Eddie Vedder)和偉大的巴基斯坦音樂

家努斯瑞特‧法塔‧阿里‧汗(Nusrat Fateh Ali Khan)，製作人則是萊‧庫德。汗是

個卡瓦里(Qawwali)的主要表演者，那是巴基斯坦和印度蘇非(Sufi)回民所施行的一

種神祕歌唱類型。卡瓦里歌唱由一面稱為 dholak 的雙面鼓和一台叫做 harmonium、
在歌聲下發出連續單調聲音的可攜式鍵盤樂器伴奏。在傳統的背景下，主唱在傳統

詩文與壯觀複雜之即席創作旋律間交替，試圖激起聽眾的精神層面，讓他們的感情

接近神性。 
 
1990 年代，努斯瑞特‧法塔‧阿里‧汗成為第一個有著龐大國際支持的卡瓦里藝術

家，原因是他在每年舉行的世界音樂､藝術和舞蹈節(World of Music, Arts and Dance, 
WOMAD)的表演，該活動由搖滾明星彼得‧蓋比歐(Peter Gabriel)主辦。汗開始用非

傳統樂器做實驗，並與卡瓦里傳統以外的音樂家合作，導致有人批評說，他的音樂

已經偏離精神上的根源。「這些專輯都是實驗品」，汗於 1993 年告訴採訪者肯‧漢特

(Ken Hunt)。「有人完全不瞭解，卻喜歡我的聲音。我加入新的歌詞和現代樂器來吸

引觀眾，非常成功。」 
 
1996 年的電影《越過死亡線》，描述一名修女試圖拯救一個瀕臨處決罪犯的靈魂。

它是第一部將汗的貢獻放在顯著位置的影片。許多對於該部電影的評論，都強調汗

的聲音，對於電影中縈繞不斷之神秘及宗教氣氛所做的貢獻。〈愛的容貌〉一歌，是

根據汗所唱的一首簡單旋律，當時的歌詞是用烏爾都語(Urdu)，後來才由珍珠果醬

的主唱艾迪‧維德改成英文歌詞︰ 
 
什麼是沒有愛的生活 
既然你已來到這個世界 
彼此相愛 
看著愛的容顏上的眼， 
看著她的眼睛，因為有和平 
不，沒有什麼會在純淨之光下死去 
只要一小時這種純愛 
就能支撐三十年的生命 



僅要一小時，如此的平靜與黑暗 
 
這不是一個音樂在發揮普遍性語言功能的例子，因為大多數看過該部電影的美國觀

眾，並不理解汗在唱些什麼，也不瞭解蘇非神祕傳統的數百年歷史。不過，可以說

這個例子顯示出，藝術家立意良好地努力跨過文化與音樂界線，確實產生一種類似

美學上的共享，那是體現在音樂質地與詩文裡的共同目的。 
 
汗在電影《越過死亡線》原聲帶上的出現，讓他被獨立唱片公司美國錄音(American 
Recordings)簽下，該公司由雷克‧魯賓(Rick Rubin)管理，他以前可是 Run-D.M.C.
和野獸男孩等饒舌歌手的幕後推手。美國音樂產業將世界音樂，定位為另類音樂的

另一不同類型，這反映在該唱片公司旗下的藝術家群，其中不僅包括努斯瑞特‧法

塔‧阿里‧汗，還有死亡金屬音樂(death metal)的 Slayer 樂團、饒舌音樂家 Sir MixA-Lot
和鄉村音樂指標人物強尼‧凱許。 
 
珍珠果醬主唱及吉他手艾迪‧維德，2003 年在墨西哥城的表演。 
 
詞彙表 
阿卡貝拉(A cappella): 沒有樂器伴奏的歌唱。 
 
藝人及曲目(A&R：artists and repertoire):「藝人及曲目」的縮寫。指的是唱片公司負

責發掘培養新音樂人才､為藝人尋主表演素材及對商業潛能別具慧眼的部門。由於

現今許多藝術家自己譜寫並灌錄材料，A&R 後面的一項功能已在某種程度上萎縮。 
 
編曲家(arranger):改寫(或改編)歌曲旋律及和弦的人，好充分利用音樂團體的能力和

樂器資源。例如，一首本來為人聲和鋼琴所寫的簡單曲調，可以經過改編，供爵士

大樂隊演奏，這種樂隊有許多管樂器及一個節奏部門。 
 
敘事歌(ballad):一種通常由重複旋律 (參看反覆歌)之主調組成的歌曲，內容多是浪

漫的､歷史性或悲劇性故事，用敘述形式唱出。 
 
藍調音符(blue notes):主要在藍調和爵士樂裡面發現之表現式音符或無向量轉調。藍

調音符源自非洲音樂，雖然不完全符合西方的大調和小調音階系統，但可以想像成

相對應音階的降半音，因此有所謂的藍調降三度､降五度和降七度(參看第五章)。 
 
藍調(blues):音樂類型的一種，主要源自 19 世紀下半葉美國南方鄉村黑人的田野喊

叫和工作歌。藍調歌曲的主題包括非裔美人遭受壓迫､變調的愛､疏離､痛苦及超

自然事物。歌詞經常因為一種密碼示的隱喻性語言而變得晦澀難懂。藍調音樂有著

豐富的非洲主義和質樸節奏。最初是人聲音樂的藍調，在 20 世紀中葉移到北方的都

會區，過程中有了電子化風格(參閱第 5 和 7 章)。 
 
橋段(bridge):由新的相對比素材組成的片段，功能是在連接旋律素材的重複部分。有

時被稱為 Release(參看第四章關於錫盤巷歌曲形式的討論)。 



 
終止式(cadence):一種旋律或和聲，表示某樂譜或樂節的終結，抑或整部作品的終結。 
 
和弦(chord):同時發出的不同音高。 
 
合唱(chorus):歌曲中的重複部分，有著固定的旋律及歌詞。歌詞重複出現，通常是

在一個或多個主調(verse)之後。 
 
尾聲(coda):音樂作品的尾端，通常是最後完整樂節後面的簡短片段，作用在將作品

結束。 
 
作曲家(composer):創造音樂作品的人。雖然這個術語可能是，且經常是，用來描述

流行歌曲的創作者，但更常是在指創造更寬廣具正式音樂符號之音樂作品的人。 
 
反文化(counterculture): 一種反對主導文化的次文化，擁護與主導文化相反的價值。

這個術語最常用來描述 1960 年代末和 1970 年代初一些年輕人的價值觀和生活型態

(參看第十章)。. 
 
對位法(counterpoint): 兩種相對的獨立旋律線條或聲音同時進行的音響。 
 
方言(dialect):地區性的語言變種；可以用地區性音樂方言一詞，來描述同一基本音

樂類型在風格上的變種，如密西西比三角洲藍調或東德州藍調。 
 
不協和(dissonance):不和諧或刺耳的聲音。(對不諧和的認知，是受到文化的制約。

例如，亞洲和中東音樂裡的較小音程，在西方人聽來，也許會不協調和不諧和，但

在它們原先的環境裡，卻被視為完全的和諧)。 
 
破音效果(distortion):一種嗡嗡､脆裂或朦朧的音色，最初是透過超速轉動吉他放大

器真空管所得到的效果。現在這種效果可以用固態及數位聲音處理器模擬出來。破

音效果經常可以在硬式搖滾或重金屬音樂裡聽到。 
 
唱片操作員(DJ：deejay):播放唱片錄音的人(如廣播節目裡的)。 
 
迴授(feedback):技術上，是一種失控的擺盪聲音。當揚聲器輸出重新回到麥克風或

電子樂器唱頭時，被再次放大所產生的一種漸次增強，除非刻意打斷否則會持續下

去的聲音循環。隨然迴授可能不好處理，在某些藍調和搖滾樂音樂家的手裡，卻變

成一個強力的表現設計，特別是吉他手吉米‧亨德里克斯。迴授可以被認為是尖叫

或哭喊聲。 
 
律動(groove):最初被爵士樂､節奏藍調和放克音樂家用來描述搖擺樂､放克或 phat
節奏的聲道流動。 
 
哈巴奈拉舞曲(habanera):一種慢的，類似探戈舞的古巴音樂風格，其元素被傑利‧



羅‧摩頓在內的紐奧良音樂家納入爵士樂。 
 
鉤子(hook): 一種引人入勝或讓人印象深刻的音樂樂句或形式。 
 
作詞者(lyricist): 提供詩文(歌詞)給人聲音樂作品的人，不一定是作曲家。 
 
大調(major): 西方音樂兩個主要音階系統之一(參看小調)。大調音階是按以下的全音

和半音音程順序來排列︰1-1-1/2-1-1-1-1/2。由這個形式可輕易看出，只要從鋼琴的

C 調開始，奏出接下的 7 個白色音符，就產生 C 大調音階: CDEFGABCK。一首被

稱為大調調性或調的歌曲，其旋律及和弦皆來自大調音階。當然，一首歌可以(且經

常)從某特定的大調音階以外，「借用」音符及和弦，並在歌裡「轉調」或從某個調

換成另一個調。 
 
裝飾奏唱(melisma): 橫跨許多音的一字歌詞。 
 
小調(minor): 西方音樂兩個主要音階系統之一(參看大調)。小調音階按以下的全音和

半音音程順序來排列︰1-1/2-1-1-1/2-1-1。(這個形式代表所謂的自然小調音階，常見

於藍調及以藍調為基礎的流行音樂。由這個形式可輕易看出，只要從鋼琴的 A 調開

始，奏出接下的 7 個白色音符，就產生 A 小調音階: ABCDEFGA。另外兩個常用的

小調音階，即曲調小音階與和聲小音階，都有與自然小調音階不同的上升及下降形

式。一首被稱為小調調性或調的歌曲，其旋律和和弦皆來自小調音階。當然，一首

歌可以(且經常)從某特定的小調音階以外，「借用」音符及和弦，並在歌裡「轉調」

或從某個調換成另一個調。與大調音階相比，小調音階經常被說成悲傷或憂鬱之音。 
 
MP3: 一種 MPEG 壓縮系統的變種，可以讓聲音檔案被壓縮到原先尺寸的 12 分之 1。 
 
賄賂(Payola): 非法卻長期存在的廣泛做法，就是用錢或其他誘因，要求廣播電台或

DJ 顯著播出某特定的唱片錄音。 
 
複節奏(polyrhythm): 兩個或兩個以上相對的拍子，同時發出節奏，例如 3 對 2 或 5
對 4 形式。複節奏廣見於非洲和亞洲的音樂中。 
 
製作人(producer): 錄音藝術家或唱片公司(比較常見)，聘來指導協助錄音過程之

人。製作人的職責包含確定客席音樂家的服務､決定編曲､做技術決定､有創意地

激勵藝術家､協助用商業可行模式來達成藝術的願景､及確保計畫在預算內執行(這
並非不重要)。好的製作人經常發展出獨特的可辨識聲音，而成功的製作人總是有人

要。他們經常因為努力付出而獲得高額獎賞，可分得一張唱片錄音收入的相當部分，

另外還要加上佣金。 
 
節奏藍調(R&B): 二次大戰後興起的美國黑人音樂類型，由源自黑人音樂傳統的各

種音樂風格，所匯成的鬆散集合體，特色是活力十足及強烈的搖擺節奏。最初都由

黑人音樂家表演且鎖定黑人聽眾的節奏藍調，逐漸取代較老的黑人唱片類型(參看第



七章)。 
 
雷格泰姆音樂(ragtime): 一種源自非裔美人的音樂類型，稍後被白人表演者大為利

用。興起時間是 1880 年代，世紀之交時變得十分受歡迎。雷格泰姆音樂的特色是旋

律強音落在弱拍及高度的切分技巧。史考特‧喬普林被公認為這音樂類型的大師，

已為鋼琴譜過許多的雷格泰姆音樂(參閱第二章) . 
 
副歌(refrain): 在主調 — 副歌(verse-refrain)架構的歌曲裡，副歌就是歌曲的主要部

分，通常的結構是 AABA 或 ABAC 形式(參看第四章關於錫盤巷歌曲形式的討論)。. 
 
Release：參看橋段。 
 
殘響(reverb): 回響(reverberation)的縮寫。在一個由堅硬反射面構成的環繞音響空間

裡，所做的聲音延長。聲音從這些表面反彈，並與原先的聲音重新結合，但稍微有

些耽擱(殘響是用秒及多少分之秒來衡量)。殘響可以自然發生，也能用電子或數位

聲音處理器模擬出來。 
 
反覆樂句(riff): 一種簡單重複的旋律或形式，可產生節奏動力，爵士樂團中通常由

管樂或鋼琴來演奏，搖滾樂則由吉他。 
 
鄉村搖滾(rockabilly): 一種強力的鄉村和西部音樂(鄉土音樂)形式，其活力來自黑人

的節奏藍調和電子藍調。代表人物是卡爾‧柏金斯和年輕時的艾維斯‧普萊斯利。 
 
倫巴舞(rumba): 一種源自非洲古巴風格的舞廳舞蹈，特點是每小節 2 個快橫步和 1
個慢前進步，與這種舞蹈相關的是切分、4/4 拍的音樂風格。 
 
取樣(sampling): 一種數位的錄音過程，先是用麥克風錄下從某個聲音來源或將其

「取樣」，再轉換成代表聲音輪廓的二進位數字串，量子化後儲存到電腦記憶體裡。

這種數位化聲音，可以用許多方式取出，包括電腦專用的「虛擬錄音室」，也可用電

子鍵盤或敲打樂器來啟動這種聲音。 
 
襯詞唱法(scat singing): 運用無意義的音節，媒介出無言人聲即席創作的技巧。常見

於爵士樂中。 
 
山谷回聲(slap-back): 一種獨特､很少重複的短回響，經常在鄉村搖滾藝術家的錄音

裡聽到，例如艾維斯‧普萊斯利為太陽唱片公司所做的錄音。 
 
獨奏(soli：solo 的複數): 樂團裡一小撮團員一起表演某些音樂片段，所達到的樂團

質地。與獨奏相對的是整個樂團都動起來的全體奏(tutti)，(參看第 3 章關於搖擺樂

團的討論)。 
 
詩節(strophe): 詩裡的節，經常是指構成一首詩之結構的一對形式上交替的詩節。這



些可以成為一首反覆歌的主調和副歌部分。 
 
反覆歌(strophic): 一種歌曲形式，用相同的音樂搭配歌詞中的每個詩化單位。 
 
切分(syncopation): 將重音擺在通常是弱節拍位置的節奏形式，因而取代或延緩拍子

的規律性。 
 
速度(tempo): 字義上是拍子(源自義大利語)的意思。一部音樂作品進行的速率，由

它的表演拍子或節拍速度來調節。 
 
音色(timbre): 樂器或人聲的音色(tone color)或聲音特色，由其頻率和泛音的組成來

決定。音色是聲音的一個面向，可以讓我們在小提琴與長笛同時演奏同一個音高時，

區分兩者的聲音。 
 
主音(tonic): 指的是音樂作品或有時只是其中一部份，所有的中心或主音高或和弦。 
 
顫音(tremolo): 重複快速震動某單一音高，所創造的一種振動聲音質地。這種效果

可以透過原聲樂器或電子方式產生。 
 
全體奏(tutti): 字義上是一起(源自義大利語)的意思。在音樂作品中某段，表演團體

(樂隊或管弦樂團)所有的樂器同時進行表演。 
 
主調(verse): 按照一般的用法，指的是一組經常押韻､有著規律重複出現韻律形式

的詩句。在主調 — 副歌形式的歌曲裡，主調出現在歌曲主體(即 refrain)之前的前

奏部分(參看第四章關於錫盤巷歌曲形式的討論)。 
 
顫音(vibrato): 一種表現力的音樂技巧，裡面牽涉音高的細微顫動或擺動。 
 
華爾滋(waltz): 一種三拍子的舞曲，特別強調每小節的重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