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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我们的专题作业，研究对象是中学生。我们希望借这个专题作业，让同学

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华语歌曲。同学们不仅能了解歌词的意思，也能了解歌

曲背后的故事，从而提高他们对歌曲的鉴赏能力。我们也希望学生们在认

识更多华文歌曲的同时，可以提高自己的语文水平。 
 
1.2 内容简介 
此作业的研究意义：我们把著名的作词人 - 方文山， 作为研究对象，通过

他创作的歌曲，寓教于乐，提供给学生另一个多元视角，让学生了解到歌

曲中的诗情画意，并从中进一步了解方文山的性格特点。 
 
1.4 文献综述 
据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调查显示，在14至24岁的少年中，就有百分之七

十六的人热爱听音乐，并有百分之六十一的青少年常听华语音乐歌曲。 
《中国侨网》的一则报道提到，华文歌曲有助于培养学生对华文的兴趣。

比起死记硬背的读书方式，学生其实更喜欢欣赏音乐。 
《联合早报》2019年4月17日《新空下音乐分享会》报道美以美女校华文

老师余冬受访时说，学生们平日的学习仅限于课文，新谣音乐分享会能让

学生透过歌曲与歌词感受华文的美，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研究方法： 

- 作品分析 
- 人物背景调查 
- 问卷调查 

 
研究框架： 

- 作品与人物性格分类 
- 歌词研究 
- 时代、背景的影响 

  



2 方文山 
 
2.1 方文山 - 艺人的人生经历 
方文山出生于1969 年1月26日于台湾花莲乡富里乡学田村，一个蓝领家庭

，自小便勤工俭学，每到寒暑假就会到外头打工。学生时代时成绩就不佳

，常挨老师的骂，在班上属于默默无闻的学生。 
 
2.2 早期打工生涯 
方文山毕业后从事了许多蓝领工作，其中包括纺织厂机械维修工，电子设

备维修工，百货物流送货司机等等。方文山前往台北前最后一份工作则是

系统安装工人，他每天都戴着安全帽，手握电钻，顶着炎热的太阳，在尘

土瓦片中汗流浃背地工作。 
 
2.3 演艺经历 及 特色 
 

年份 主要成就 

2001 凭 《娘子》 而提名第十二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 

2003 凭 《东风破》 获得第四届百事音乐风云榜年度港台及海外华

人最佳作词人奖 
凭 《威廉古堡》获得最佳作词人奖 
凭 《直来直往》获得最佳填词人奖 

2004 凭《七里香》获得 2004MusicRadioTOP 排行榜年度最佳港台作
词奖和第五届百事音乐风云榜最佳作词奖 

2005 凭《发如雪》提名台湾第十七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 

2007 凭 《菊花台》入围第十八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 

2008 凭 《青花瓷》获得第十九届最佳作词人奖 
 

方文山是个声誉卓著的作词人，一再地以自己所写的歌词获得种种

名誉、奖牌。他写的歌，脍炙人口。他的歌会那么受众人喜爱，是因为歌

词里包含了丰富浓厚的感情。每一首歌都讲述着不一样的故事 - 真实体验

，设造出的故事情节，或怀念某件事的情意，通通都有。这独特的作词风

格让人非常欣赏、喜爱，使他成为从古到今最著名的作词人之一。 
  



3. 歌曲介绍：霍元甲 
这首歌是由方文山作词，洪敬尧编曲，周杰伦作曲及演唱。霍元甲在2006
年1月发行。周杰伦凭借这首歌荣获了第1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

奖。这首歌也是周杰伦融入京剧花旦唱腔的第一首歌。 
 
3.1 歌名分析 
霍元甲这首歌取名自一代中国武术宗师，爸爸霍恩地以保镖为行业。前来

中国淘金的英国大力士，本来在举重的舞台上表演，过后公然表示要与华

人打一场擂台。霍元甲为维护民族尊严，挺身而出，与挑衅者一决高下。 
 
3.2 歌曲背景 
歌曲的背景来自于2005年开拍，且由李连杰主演的电影——《霍元甲》。

此电影以“关心国家社会民生“为主题。李连杰表示，开拍《霍元甲》的原

因是，鉴于中国每年有平均28万名青年自杀，深感事态非常严重，希望借

着这部电影可以唤醒年轻人珍惜生命。于是，周杰伦和方文山再次合作，

为电影创作主题曲。 
 
3.3 歌曲分析 
在电影中，霍元甲虽然国威一代武术宗师，赢得擂台赛冠军，但是满门却

惨遭杀害，自己也神志不清，武功全忘记了。不仅如此，这也导致他忘却

自己年少时不顾父亲的禁止而继续练武的初心。后来，霍元甲决定隐居于

山林田野中，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这不但让他慢慢忘记仇恨，也让他逐

渐恢复记忆。 
 
  



3.4 与方文山的联系 
方文山从小就出生于蓝领家庭，家境贫困。他没有上过幼儿园或任何的才

艺班。贫困的家境更是迫使他从小就开始打工赚钱，减轻家庭的负担。国

小暑假时，方文山会到工地捡拾废铁罐及铁丝变卖。毕业于工商职业学校

后还从事了纺织厂机械维修员及防盗器维修员等等。方文山从小就经历了

许多困难与风雨。在闻知《霍元甲》需要主题曲后，他对年轻人自杀的事

件感触颇深。他身为一个父亲，不忍心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因此，他

想借助霍元甲的人生经历及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年轻人逆流而上。方文

山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然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成为众人的榜样，鼓励年轻人继续奋斗，朝自己的梦想及目标前进。这显

出方文山是个热爱生命、关怀他人的一名作词人，希望可以尽自己所能去

关注，关怀社会。 
 
  



4. 歌曲介绍：布拉格广场 
这首歌是由方文山作词，钟兴民编曲，蔡依林演唱的。布拉格广场早在

2003年3月发行。钟兴民凭借这首歌荣获了金曲奖最佳编曲奖。 
 
4.1 歌名分析 
布拉格是捷克里的著名旅游胜地，也恰好是故事主角卡夫卡的家所在地。 
 
4.2 歌曲背景 
歌词讲述着卡夫卡和密伦娜夫人之间悲惨的爱情故事。歌词描述了卡夫卡

失恋时的悲哀、心痛、空洞。故事说明了他与密伦娜夫人分开居住在不同

市区，无法见面，长距离的恋情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后以他失恋告终。

卡夫卡为这段逝去的爱情伤心欲绝。 
 
4.3 歌曲分析 
歌词显示出卡夫卡与密伦娜夫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并不激烈，就算是共处一

地，他们也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根本无法融洽相处。歌词也表现

出卡夫卡的悲伤，表现出他对于与密伦娜夫曾经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有所

怀念。可是就算再想念，他还是无奈地接受了恋情结果——他们无法回到

当初。歌曲所传达的悲伤与思念，在副歌里重新扩大。歌词 “不远地方” 与 
“远远吟唱” 营造了意境的破碎感、即使近在眼前也似乎远在天边，触摸不

到。 
 
4.4 与方文山的联系 
方文山非常喜欢探讨不同的文化，这让他喜欢在旅游时去观赏当地的建筑

物以及历史丰富的地标。 同时，他也经常上网搜查关于其他国家的讯息。

通过亲身的旅游体验及空闲时所搜索的资料，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这里

我们可以了解他是一个非常向往自由的一个人，喜欢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培

养自己的兴趣。这首歌是在他上网认识到捷克后，受到了当地著名的爱情

——卡夫卡与密伦娜故事的影响，激发了他向往自由浪漫，感情澎拜的一

面。因此他从那儿得到灵感，写下了《布拉格广场》。从这首歌我们可以

看出方文山向往自由与浪漫，以及感情丰富澎湃的性格。 

 
 
  



5 歌曲介绍：上海 1943 
这首歌是由方文山作词，林迈可编曲，周杰伦谱曲与演唱的。上海1943发
行于2001年9月。方文山在2002年5月8日凭借着这首歌曲荣获了台湾第十

三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 
 
5.1 歌名分析 
歌名是取自于1943年的上海，讲述了一个平凡人家的“上海往事”。 
 
5.2 歌曲背景 
上海1943的背景是由1943年的战争时代而设，让我们一下子随着歌曲进入

了那个日占时代的老上海。1943年是世界大战的那一年，也是国民三十二

年。台湾眷村里有很多老兵的父母亲都是战乱时代的儿女。这些老兵逃难

到台湾后，住在了政府机关为其兴建的眷村。他们因此与父母隔离好几十

年，直到开放探亲才回到中国大陆，不过有些父母亲可能早已不在。许多

人回到家时，只能单凭泛黄的旧照，看看父母亲当年热恋时神采飞扬的风

貌及脸庞，在上海滩活跃的点滴时光，或看着家里老旧的墙瓦找寻自己失

去的记忆。 

5.3 歌曲分析 
1939年，二战爆发。之后的几年里战争愈演愈烈，波及很多国家，人民流

离失所……而1943年，是战争在中国的最高潮时期。战争的存在让空气中

都带着淡淡的忧伤，方文山吧自己幻化成主人公，想象着自己没有回去过

的老家那能让人心灵得到归属感的恬静。姥姥酿制的豆瓣酱，爸妈黑白照

片上年轻的轮廓，那外滩上说着银铃般悦耳的吴侬软语的小姑娘，让主人

公在一片祥和中感受了逝去的时光的可贵。老街坊，小弄堂，也许现在已

经物是人非。落满尘埃的唱片机已经播不出过去的音符，锈迹斑斑的铁盒

里却依旧装着那瓣玫瑰色的记忆。 

  



5.4 与方文山的联系 
方文山有一次写词时，突然想起了家，心思顿时飘摇在了一九四三年的老

上海滩，心里突然激发了灵感。他于是写了《上海一九四三》这首歌，融

入了对家的眷恋及祖先的思念与怀念。歌词里行间皆见得了黄金脂粉，有

若一段浮想联翩的倾城之恋。方文山浪漫的写词作风，让人恍如回到了飘

摇的一九四三年，老上海滩。方文山的前辈也来自于战乱时逃难的难民，

经历了战乱带给他们的困难与烦恼与方文山的生活相似。方文山年幼时，

生活简单纯朴，今日名成利就，还莫忘自己前辈所为他付出的一切。我们

不难发现方文山是个慎终追远的人，在他成名后，固然没有忘记追念那久

远并为他今日的成就所建立基础的祖先。况且，方文山由于常常出差的缘

故，很少待在家，让他有了想念家人的念头。这首歌能显示方文山是多么

懂得饮水思源、懂得孝顺爱家。 

 
  



6 最终报告 
 
6.1 最终材料 - 资料编辑成网站 
我们把所有的研究与分析结果加入了我们所设计的网站，以方便老师与同

学们用于参考。 
网站地址：https://jingxianglim2004.wixsite.com/fangwenshan 
  

https://jingxianglim2004.wixsite.com/fangwenshan


7 反思 
 
7.1 反思报告 
 
7.1.1 组长 - 吴万胜 
作为组长，我认为我的工作分配能力以及积极度不达标。这是我的首次参

加华文的专题作业，也是第一次当上了小组组长。可惜，我却没把机会珍

惜好。一开始，我们四人之间的合作能力不够，不但拖延了很久才开始想

出题目并找导师，在专题作业的前两回时也是等了足足几个月才在最后两

个星期开工。的确，我们的表现也因此也受到大大的影响，只不过刚及格

罢了。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听从老师、评判们的劝告，把我们四

人团结起来，一起为这个作业努力。从这几个月里，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一

个组长的责任重大，当大家没有了奋斗心时，一定要踏出那一步带领着组

员，不能守株待兔等着奇迹发生。当然，从这个专题作业里，我也更深一

层地了解到方文山这个人，从他的歌曲中明白了他的性格特点，而不旦旦

只是文笔上的美词。 
 
7.1.2 组员 - 钟咏琦 
今年是我第一年参与华文的专题作业。我从专题作业里发现到自己的华文

基础相当弱，的确需要花多些时间练习华文。我也发现我和组员都有点懒

惰，总是拖延专题作业，在最后一分钟才赶紧把任务完成，最终作业效果

根式没达到预期所望，在年终评估时仅刚刚及格。我们痛定思痛，决定更

用功地把任务好好完成，不敢再拖延时间了。我认为做为学生，自己应该

更负责任，做事应该更勤奋，才能考到更好的成绩，做事更完美。我从专

题作业学到了在这样的任务不能总是等到最后才开始做，应该不断地把它

改善和进步。 
 
7.1.3 组员 - 林敬翔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华文专题作业， 华文并非是我最擅长的语言，但我还是

决定试一试，希望可以从中多学一些华文词汇及提升自己的语文水平。从

这次的专题作业中，我学到了时间管理的重要性。虽然我的组别在年头拟

定了一个时间表与工作分配，但都因时间无法配合以及个人活动的繁忙，

无法如期地根据时间表完成所需的工作。此外，我也通过了这次的专题作

业更深入地了解了方文山这个人，也希望更多学生能通过我们所制作的网

站更了解他。 
 



7.1.4 组员 - 许佳奇 
我除了今年，去年也选择做华文组的专题作业，而今年的获益并不少过去

年。升上中三，功课，准备考试，课外活动都让我忙得不可开交，还要加

上专题作业。。。幸亏，专题作业我做的还是相当的轻松，因为组员们都

有做自己的本份；除此，从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不仅是知识，还有做专

题作业的各种技巧，如时间管理等。我也学到了沟通的重要性，因为只有

顺利的沟通方式才能确保大家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8 参考资料与索引 
● 霍元甲. (2019, June 05). Retrieved from https://zh.wikipedia.org/zh-sg/

霍元甲 
● 霍元甲. (n.d.). Retrieved from https://baike.baidu.com/item/霍元甲 
● 七里香. (n.d.). Retrieved from https://baike.baidu.com/item/七里香

/12009481 
● 刀马旦. (n.d.). Retrieved from https://baike.baidu.com/item/刀马旦

/3894792 
● 话题的优秀回答者, 冯 L., & 匿名用户. (2015, May 11). 周杰伦的音乐

好在哪里？. Retrieved from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900720 
● 方文山. (2019, July 07). Retrieved fro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9%E6%96%87%E5%B1%B1 
● 方文山. (n.d.). Retrieved from https://baike.baidu.com/item/方文山 
● 联合早报. (2017, January 25). 听听唱唱学华文. Retrieved from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talk/story20170126-718093?am
p 

● (n.d.). Retrieved from  
           http://www.chinaqw.com/hwjy/jsyd/200707/27/81248.shtml 

● National Music Consumption Survey 2017. (n.d.).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ac.gov.sg/whatwedo/support/research/Research-Main-Page/
Arts-Statistics-and-Studies/Participation-and-Attendance/National-Music-
Consumption-Survey-2017.html 

● 知乎用户. (2016, March 31). 布拉格广场歌词的意思?. Retrieved from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5347360 

 

 

https://zh.wikipedia.org/zh-sg/%E9%9C%8D%E5%85%83%E7%94%B2
https://zh.wikipedia.org/zh-sg/%E9%9C%8D%E5%85%83%E7%94%B2
https://baike.baidu.com/item/
https://baike.baidu.com/item/
https://baike.baidu.com/ite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80%E9%A9%AC%E6%97%A6/38947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80%E9%A9%AC%E6%97%A6/3894792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90072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9%E6%96%87%E5%B1%B1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talk/story20170126-718093?amp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talk/story20170126-718093?amp
http://www.chinaqw.com/hwjy/jsyd/200707/27/81248.shtml
https://www.nac.gov.sg/whatwedo/support/research/Research-Main-Page/Arts-Statistics-and-Studies/Participation-and-Attendance/National-Music-Consumption-Survey-2017.html
https://www.nac.gov.sg/whatwedo/support/research/Research-Main-Page/Arts-Statistics-and-Studies/Participation-and-Attendance/National-Music-Consumption-Survey-2017.html
https://www.nac.gov.sg/whatwedo/support/research/Research-Main-Page/Arts-Statistics-and-Studies/Participation-and-Attendance/National-Music-Consumption-Survey-2017.html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5347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