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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通过研究周杰伦的歌曲作品： 

● 探讨时代变迁对周杰伦音乐题材和风格的影响 

● 让人们了解歌曲中深刻的含义 

 

1.2. 内容简介 

做此作业的意义，是把周杰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他的创作风格与歌词

内容含义，并对比同时期的歌手，探讨周杰伦的时代特色，以及他对华语乐

坛的影响。从中，让更多年轻人更了解（与欣赏）周杰伦的作品和独特的风

格。 

 

1.3.  文献研究 

周杰伦具有独特的唱腔 ，他依靠一种个性化的、自然率真的演唱风格完成其

声音的塑造，并通过恰到好处的假声以及语气词的控制来增加作品的表现

力。周杰伦的发音也是其鲜明风格的一部分，他打破了歌手吐字清晰的原



则，转而以一种不考虑平仄、突出旋律的方式唱出个性，并将这种个性同青

少年听众群对时尚音乐风格的需求进行了恰当的对接。  

新华网、《深圳商报》、《流行歌曲》评 

今天的周杰伦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他的走红程度以及作品的音乐性跟文学

性，让他的影响力不局限于流行乐坛——他的音乐作品被改编为交响乐曲，

他的歌词成为考试题目，他背后所带动的社会现象，让他已渗透在80、90一

代成长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胡译友 

索尼音乐前中国区总经理 

 

周杰伦是一位非凡的艺人，他的才华不仅体现在现场即兴创作能力和对乐

理、各种乐器的精通，还体现在其不入俗套的创作思路。他在乐曲中融入各

式东西方音乐，比如爵士乐、蓝调、摇滚、那卡西、民谣、嘻哈、美国乡村

音乐、电子音乐等等。他不仅将流行音乐进行复杂而微妙的相互融合，还大

胆的运用与搭配各类乐器，从而创造出其不意的效果。这种天马行空的创作

思路也使得周杰伦的歌曲具有很强的个人风格，并且与任何一种音乐形式都

不完全相同 。 

美国CNN、《南宁晚报》、《广州日报》评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研究方法 



● 问卷调查 

● 时代变迁（风格分析） 

● 作品分析 

研究框架 

● 作品分类 

● 歌词研究 

● 时代影响 

 

 

 

 

 

 

 

 

 

 

 

2. 内容 

 

2.1. 周董 - 艺人 

1979 年1月18日出生于台湾省新北市 

中国台湾流行乐男歌手、音乐人、导演、监制、商人 

主要成就 获得十五座金曲奖 



 两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 

 四届世界音乐大奖最畅销中华区艺人  

 入选美国 CNN 亚洲 25 位最具影响力人物 

 四届新加坡金曲奖最受欢迎男歌手 

 

华语乐坛影响 

自2000年周杰伦的《JAY》专辑横空出世，华语流行乐坛似乎就开始了一场

革命。所有歌手都开始效仿起周杰伦，玩起了中国风，唱起了R＆B，从此周

杰伦红遍了世界。他不仅改变了华语乐坛的死板的曲风，而且唱红了中国风

发扬了R＆B曲风。 

周杰伦对中国文化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像《第七章》、《以父之名》、《止

战之伤》，这些歌曲都是中西合壁古典与现代结合。这些歌曲促进了中国文

化发展也引进了西方文化，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接轨。 

周杰伦横空出世，迅速走红；周杰伦更创下金曲奖入围10项、 得奖6项的超

级纪录，自此奠定了亚洲天王的地位，每张专辑的发行都备受瞩目与期待，

一出片即为排行榜上的冠军，他所制作的歌曲也荣获海内外无数的音乐奖

项，周杰伦本身已经成为当今歌坛的一种指标。 

 

 

周杰伦在出道的 18 年来，他共发布了 24 张专辑 



 

 

 



2.2. 作品风格 

周杰伦与众不同。他出道初的抒情歌曲，讲述的是爱情的

主题，通过写实，在那个年代是流行音乐的代表。 

《稻香》 

《安静》 

《听妈妈的话》 

周杰伦渐渐转变到一个固定的中国风。在美妙的旋律中加

入中国风的元素，再加上王牌作词人方文山的填词，给歌

曲注入了文学韵味。 

《青花瓷》 

《东风破》 

《菊花台》 

最近，周杰伦转型到 R&B，说唱饶舌和摇滚流派的风格。

周杰伦在各个时代，结合了潮流、情感与个人特点，融合

了西洋风格。 

《告白气球》 

《以父之名》 

《牛仔很忙》 

 

2.3. 作品分析 

《稻香》 

● 稻香主要描述的是现代都市人对社会，生活的压力过重，想要放弃 

● 第一段唱「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

走」， 提醒我们该乐观的面对生活，不该抱怨反而珍惜自己的一切，

才能解决困难 



● 歌曲的名字代表浪漫的村庄与美好的童年 

 

 

 

《牛仔很忙》 

● 周杰伦尝试在歌曲输入不同的气氛，使他的作品与众不同 

● 《牛仔很忙》利用了美国牛仔时代的氛围，成为了一首嘻哈，欢快活

泼的歌曲 

● 歌词里有这个时代独特的描述，例如 “呜啦啦啦火车笛，随着奔腾的马

蹄” 

● 它的美式乡村风格以及复古的曲调一新歌迷的耳目，给大家一种畅快

淋漓的活泼趣味 

 

 

 

 

 

 

https://www.baidu.com/s?wd=%E7%BE%8E%E5%BC%8F%E4%B9%A1%E6%9D%91%E9%A3%8E%E6%A0%BC&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3. 最终报告 

3.1. 最终材料 - 编辑成网站 

https://sites.google.com/view/jaychouappreciation 

 

https://sites.google.com/view/jaychouappreciation


 



3.2. 最终材料 - 试点测验 

 
 

 

 

 

 

 

 

 

 

4. 反思 



4.1. 反思报告 

周葳瀚 

今年是我第一次做华文专题作业，在所有的过程中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例如

组员们协调与配合时间，再加上我们的华语发音不是最标准的，不过我认为

我们在过程中都合作克服了这些困难，我觉得我们获得了许多益处，也取得

了进步。我希望能通过这个作业让更多人认识周杰伦的作品，推广他的作

品。 

林嘉泓 

这是我做华文专题作业的第一年，从中得到了许多益处。我不只更深地了解

周杰伦的不种风格，还提高了我的华文水品。 通过和组员们一起分工合作，

我们一起克服了不种困难，成功地完全了这个专题作业。非常感谢我组员的

合作，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欣赏周杰伦的作品。 

杨宇涵 

今年的专题作业让我学到很多。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做华文专题作业，所以

遇到了许多挫折。但是我从中能够用个比较有趣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华文程

度，也通过研究周杰伦的作品，更了解周杰伦的风格与成长的过程。这个专

题作业让我更深刻了解华文音乐的文化，学会欣赏华文歌曲里的含义。 

翁智辉 

在做这专题作业时，我们遇到了不少挫折，以及从中获得启示。首先，组员



的时间表都不一样。由于我们从不同的班级和课程辅助活动，我们必须找到

最佳的时间一起完成专题作业。虽然一起做专题作业的时间不多，我们还是

尽力办了自己的角色，完成作业。其次，我也学到了改进的重要性。在中期

检，老师们提出了建议让专题作业更有价值和吸引力。所以我们决定听从她

们的建议，改进专题作业的方向。如果我们固执，没有做任何改进，最终作

品的质量不会那么好。 

这是我第一次做【华文语言与文化组】的专题作业。我很感激有这机会在学

习的过程中，让更多年轻人从我们的作品中受益，更了解周杰伦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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