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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那些年所听的悦耳之声》 
组员：谢昌融 4P1（10） 萧涌翰 4P1（08）胡杰翔 4P1（01)  胡竣惟 4P1（07） 
 
 
1.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通过研究我国流行音乐的变迁， 
 

● 让更多人了解新加坡人在每个时代所喜欢的音乐和歌手 
● 激励年轻一代去欣赏并聆听本地不同时代的歌曲（如: 新谣） 

 
1.2  内容简介 
 
我们发现本地曾受欢迎的音乐一旦过了某个时代就不再流行，而年轻人对我国曾流行音乐并不熟
悉。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介绍不同时代的经典歌手及创作，提高年轻一代对我国音乐的了解和鉴赏能
力。我们也希望通过研究不同时代的音乐发展及其社会影响，让音乐爱好者获得独特的见解和知
识。 
 
 
 
1.3 文献研究 
政府怎样在那个年代，很仔细地把新加坡音乐的精神给杀掉。6、70年代新加坡的音乐背

景和发展，不是很好。摇滚音乐在夜店，没有办法找生活。因为政府不推荐新加坡人玩音

乐。你知道那个时候摇滚音乐，一定要有长头发，那些有长头发的，会被抓。 
                                                                                                           -袁志伟，新加坡即兴乐手、艺

术家。 
 
 
这些90年代非主流歌曲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被用来表示不满和反抗...这些音乐的主题

大致有两类，一是表现物质进步所带来的精神问题，如所产生的贪婪，虚伪，第二类时表

现新加坡的政治控制和自由的缺失。 
                                                                                       -彭慧 杨亚红 谢春海  
                                                                                                 “当代新加坡华人社会” 

 
 
 



 
1.4 研究方法于框架 
 
 
研究方法 

● 问卷调查 
● 音乐分析 
● 采访音乐认识 
● 阅读音乐书集 

 
研究框架 

● 各个时代的出名音乐歌手/歌团(新加坡) 
 

● 新加坡音乐发展和意义/历史价值 
 

● 音乐的社会影响 
 

● 音乐种类的变迁原因 
 
 
 
 
 
  2.内容 
 
 
 
2.1 音乐变迁因素及社会影响 
 
 
 

时代 流行音乐的演变 原因 对社会的影响 

1960-1969 流行音乐迈向西

方摇滚音乐 
六十年代的初期，新加坡还是被英国统治。当时

有很多英国军人被派到本国服役，有很多军营。 
为了满娱乐需求，英语大众服务俱乐部被建设，

我国音乐场景被西方摇滚音乐垄断了 

 
社会受到西方的影响，变得更开放，自

由。当时很流行所谓的“Tea Dances（茶

舞）”。人们都会聚在里，在这些摇滚音乐

的奏曲下，与他人共餐和舞蹈，促进感

情。 

摇滚音乐失红 1965 年独立后，政府想建立多元种族的社会，

脱离西方影响。而且当时有很多人都认为西方的

影响会导致社会紊乱的现象，渐渐开始拒绝西方

音乐摇滚音乐落榜了。 

政府觉得西方文化有着个不良影响，政府

就推出一系列措施，禁止茶舞和关于推动

英文摇滚流行音乐的活动。许多本地流行

的摇滚乐团开始解散了。社会对西方文化

产生反感 



1970-1979 东方抒情歌曲风

靡本地 
电视开始在我国普及，消闲娱乐有更多渠道传

播。台港流行音乐和爱情电影在我国热红。 
 
华语电影从甄珍进入秦祥林、秦汉、林青霞、林

凤娇的年代，与琼瑶的爱情故事打成一片。 

新加坡文艺团体在逆流中与流行歌曲抗衡
的海浪。当时的流行歌曲普遍称为靡靡之
音，很多文艺青年都认为歌曲体现不实际

的爱情梦。这是创作激励性文艺歌曲的思
想源头。但也有多人利用这些经典歌曲抒
发感情。 

文艺歌曲也随着

跟上 
文艺青年设定另一个框架，通过健康的文艺歌曲
与文化表演来拉拢民众，对抗泛滥的港台文化。 
 
很多青年想创造自己独特的身份，拒绝外国影响 

社会充满人情味。很多歌词都清楚记录了
新加坡年轻人的生活与抱负，与伙伴玩集
体游戏，享受甜蜜的感情。 

1980-1989 新谣的崛起 当时台湾民谣和诗乐受欢迎，一位南大学生尝试

把诗歌转变成歌曲。这鼓励很多中学学生创写华

文歌曲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诞生了新谣。歌里的
歌词讲述他们成长故事活。 
最早的新谣组合：水草三重唱，鱼尾狮小组，地
下铁小组 

新谣使新加坡特殊的文化标志，它也激扬

更多本地人们勇于创曲，扩展新加坡本地
音乐市场，给予国人身份认同感,增强归属
感，深感自豪 

1990-1999 独立音乐的崛起 
 
 
 
 
 
 
 
 
 
 
 
 
 
 
新谣落榜 

90年代，我国政府开始重视艺术发展， 
1991年设立了国家艺术理事会,为本地歌
手拨款，成立音乐空间，推广本地独立派
音乐 
 
国人颇受教育，对自己的生涯和经历有许多

感触。随着国际变得更加城市化，节奏快
，本地独立歌手通过音乐抒发情感和苦
衷 
 
 
 
 
 
 
 
政府重视英语教育，忽略了华文文化。.
大多数国人收到西方音乐的熏陶利用华

语的新谣毕竟失去知名度 

社会不再是以往的憧憬期盼未来。歌词

反映了生活压力，城市的冷漠无情，重
视金钱利益等主题 
 
人们心态随着歌变得复杂，青春苦恼，
充满了抱怨和对以往甘榜生活的惋惜。 
 
国人也对生活感到迷茫，有的也失去归

属感，觉得城市冷漠 ，变得更加独立 

2000-2009 台湾流行音乐  
       1. 台湾电视剧 

- 台湾戏剧带动了台湾流行音乐。像流
星花园和海豚湾恋的台湾电视剧推动

华语流行音乐成为新加坡的主流人气 
      2. 本地歌手 

 
台湾流行音乐给人们介绍了偶像概
念，并严重依赖偶像的外观和修饰

来销售唱片。这也引起了孙燕姿现

象和周杰伦现象 



-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1的华语流行音
乐场景中，就像孙燕姿和林俊杰一样

，新加坡人会在华语流行音乐中找到
安慰，并使华语流行音乐与当地人相
关。此外，新加坡人将被迫支持他们

自己的人民，这促使他们成为海外的
明星，新加坡和华语流行音乐在
2000年代在新加坡变得非常受欢

迎。 
 

2010-今日 韩流的起源 1. 偶像概念 
- 人们对帅气/漂亮的面孔非常感兴趣

，他们的美貌绝对是卖点。此外，他

们从被粉丝视为“完美”，吸引了大量

的关注和支持。人们会崇拜他们并不

断传播他们的好话，帮助他们提升人

气 
  
 
 
 

新加坡举办了许多大型韩流流行音乐节目

，如：“HallyuPopFest 2019”。韩流偶像将

齐聚狮城开唱。 
 

- 人们收到偶像穿着的启发，模范时

髦穿着。例如，国人学韩国歌手造

中分头发发型 
因此，服装款式和发型都大致相似

，并且具有韩国风格的外观。  
  

- 韩国流行音乐将粉丝文化带到了一

个全新的高度。粉丝会排队好几天

才能获得门票。 他们为了追星甚

至连饭都不吃。有些粉丝还会跟踪

他们的偶像，侵犯他们的隐私。因

此，人们太崇拜偶像，这种习惯不

健康。 
  



2010 - 今
日 

新谣的复兴 1. 新传媒推广电视节目 
- 新传媒发布了一些与新谣相关的节目

，如“起飞”，其中包含一些歌曲，并

有一些新加坡歌手，引发了人们的兴

趣 
      2. 比赛 

- “S-pop”激起了好多国人的好奇心和

兴趣，因为许多不知名的歌手都参加

了比赛，这为音乐界提供了许多新面

孔 

1. 对当地歌手的兴趣更大 
- 随着当地流行乐团和流行歌手

的崛起，更多人将倾听他们的

音乐并支持本地人才，让本地

音乐市场得以扩展。 
       2. 新谣的复兴 

- 由于人们对当地流行音乐界有

更大的既得利益，许多人可能

会重新审视标志性的新耀，许

多歌曲和比赛如今也与新谣有

关系。 

 
 

2.2  音乐分析 
1970 - 1979: 文艺歌曲 

蔡培强 -《 在那辽阔的大海旁》 
 

在那辽阔的大海旁，我们搭起了营帐。 
在那温暖的阳光下，友谊的花朵盛开怒放。 

昨天我们日忙夜忙搞工作， 
今天我们欢欣鼓舞， 在一起舞蹈歌唱。 

。。。 
 

● 反映了当年代新加坡青年团体活动的状况 
● 那时正当活动是到海边野餐，唱文艺歌曲，交流思想，男女间培养感情 
● 清楚记载了青少年的生活与抱负 

 
 
 
 
 



1980 - 1989: 新谣创作 
颜黎明 -《我们这一班》 

 
如今你和我都已长大 
如今志愿不再嘴边挂 

想起学校里的同学和老师 
那无忧无虑的日子 

我们这一班我们这一班 
。。。 

 
● 反映了学生长大后，对校园生活和友谊感情的怀念 
● 跨越族群、世代等极限，让国人深感认同 

 
 
 
3.最终报告 
 
3.1 最终材料-编辑成网站 
 
https://161636a.wixsite.com/projectwork 
 

 
 
4.反思 
 
萧涌翰: 
经过了这次的专题作业，我学到了许多关于新加坡音乐的资料。我学到了新加坡音乐的历史和许

多本地歌手。做了专题作业后，我也更懂得怎么欣赏那些年所听的乐耳之声。我们的组分工合作

https://161636a.wixsite.com/projectwork


，才能完成这项专题作业，我从中就学到怎么安排工作和齐心协力地把专题作业完成、也学到了

怎么跟别人合作、如何化解纠纷，和怎么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好 
 
谢昌融: 
这个专题作业使我更深刻地理解和鉴赏我国的音乐历史。我觉得音乐也是国家的特征文化，我得

到更多见解，做到了国人的本分。此外，身为组长，我不仅学会了如何分配时间和人际关系来化

解矛盾，最重要的收获是如何让大家发挥各自所长，专题才会尽善尽美。 
 
胡杰翔: 
从这项专题作业中，我学会了团队精神的重要性。所谓"人心齐，泰山移"只有大家的配合才能够

把专题作业完成得好。我组也从不同的方面搜查资料，也进行了采访，使我打开眼见，让我对新

加坡多年已久的音乐文化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也使我更加欣赏它。 
 
胡竣惟: 
这次的专题作业让我体会到组员合作的重要性。通过多次在国家图书馆约会，以及进行的采访和

深入研究，让我了解到只有齐心协力，各自为同一目标付出努力，发挥潜能，才能把专题作业顺

利完成。而且，我对本地音乐场景的转变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从而更加欣赏并珍惜我国丰富的音

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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