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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哲藝：
李哲藝：
那之後的台灣文藝蓬勃繁榮

■ 「 戒嚴
戒嚴」
」 時期的台灣控
制下的大膽島心戰標語

人們總是感歎寶島台灣擁有蓬勃繁榮的創意文化，羨慕那是文青的樂園。但這一切
美好在台灣著名作曲家、編曲家李哲藝看來，絕非從天而降或一蹴而就。作為一名活
躍在兩岸三地的藝術工作者，他剖析了「戒嚴」時代的台灣禁歌現象，更道出了台灣
音樂發展及其背後的社會變遷的無盡滄桑和意義。 採訪、攝影：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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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聲樂團推
台灣民謠專輯

杯》
的《苦酒滿
■曾經被禁

■創作了
《少年中
國》、
《美麗島》
的李雙澤
■台灣著名作曲家
台灣著名作曲家、
、編曲家李哲藝
年 7 月，台灣官方解除了長達
三十八年的「戒嚴」，迄今也
已整整三十年。李哲藝認為，台灣文化的大
步發展、兩岸的文化交流，均受惠於這三十
年。所以他認為回顧「戒嚴」時期的台灣音
樂藝術狀況頗有價值。

1987

創意在當時是一種罪
問：「戒嚴」時代的台灣，禁歌現象很嚴重
嗎？當時禁止一首歌通常有哪些理由？
答：當時台灣總共禁止掉三四百首歌。至於
理由，包括政治方面，如《橄欖樹》被
禁，乃是因為歌詞提到「流浪」，似乎
「擾亂民心士氣」，被認為是影射從中
國大陸潰敗的國民黨政權；其他方面，
有的被認為是傷風敗俗，如《丟丟銅
仔》；而《泡菜》則被認為是亂搞，審
查者認為「泡菜」這種題材怎麼可以當
歌唱呢！
問：也就是說，台灣官方當時界定禁歌的標
準非常寬泛？
答：是。《補破網》這首純粹的台灣鄉土歌
也被禁止了，因為歌詞出現了問題。審
查者往往擁有比創作者更加豐富的想像
力，所以他們會覺得哪一首歌該唱、哪
一首歌該禁。
問：某個意義上看，禁歌時代的台灣無法容
忍創意文化？
答：對。可以想像，在三十多年前的台灣，
前衛的藝術往往不能夠被社會所接受，
也不能夠為執政當局接受，因為創意是
罪。當時的台灣，一個希望控制人民的
政權不希望你有太多的想法和思考，它
反而希望每一個人的思想都能夠合乎執
政當局的思維，規規矩矩。
在當時台灣的威權主義統治之下，一
切都是被控制的，尤其是思想層面，如
果不控制，便會散開，大家便會天馬行
空。所以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思想控
制必然不允許創意。在蘇俄（Soviet
Union）時代，官方首先控制的都是包
括音樂家在內的精英階層，因為他們很
容易有創意。例如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
（Dmitri Shostakovich） ， 他 的 作 品
《弦樂四重奏》中，有很強烈的敲門
聲。這是一種對秘密警察上門抓捕的恐
懼，每天都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下，其作
品就會反映這樣的思想。雖然他也妥
協，寫了不少歡慶的作品，但這種張力
和煎熬一直都存在。所以他的不少作品
都顯得比較沉重。
問：「戒嚴」長達三十八年，當時的您心境
如何？
答：「戒嚴」時期很長，社會是一個漸變的過
程。蔣經國比較開放，社會氛圍有些寬
鬆，但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時，高中時代
的我在求知的驅動下，已經喜歡看「黨
外」雜誌（記者注：指思想不同於彼時執

政當局的刊物）。尤其是在學校中，很
多同學會帶這些被禁的刊物前來與同學
分享，只要被發現，一定會被沒收。那
時的中學生正處於叛逆期，喜歡接觸和
官方思想不一樣的東西。越是被禁止
的，越會引發我們當時的閱讀興趣。
肖斯塔科維奇是指標性的人物，所以他
對高壓狀態有比較深刻的感受。但不能
忽略的是，很多平凡的民眾對那個時代
的感受並不強烈。與官方思想存在抵觸
的精英階層會比較有強烈的心境。一條
魚，出身在水箱中，永遠不知道大海是
什麼。但一旦牠被放回大海，才忽然發
現，原來世界如此廣闊。

凝聚信心希望 為《美麗島》編曲
問：在禁歌中，《美麗島》為何影響巨大？
答：是的。我自己聽到《美麗島》之後，已
經是「解嚴」之後從事藝術工作時的事
情了。因為在「解嚴」之前，台灣社會
甚至連「美麗島」三個字都不可以講。
因為這是一本「黨外」反對運動的雜誌
名稱。那是「美麗島」不見容於官方的
年代。其實，這三個字沒有任何的問
題，它就代表美麗的寶島，沒有任何政
治意涵。
問：您為《美麗島》進行交響編曲的背景是
什麼？
答：我為《美麗島》進行交響編曲乃是在
2009 年 。 那 一 年 ， 台 灣 發 生 八 八 水
災。「國家交響樂團」受官方委託找到
我編曲。因為是任務型的工作，所以不
到一個月就完成了。表演時，我也在現
場。那一天的氣氛非常肅穆。大家懷有
的心情也是祈福和祝願仍健在生活的
人，特別是被滅村的小林村村民。在我
看來，他們是那一場「八八水災全國追
悼大會」的重點。
《美麗島》的歌詞是讚美台灣這塊土
地，是一個很漂亮的、形容人民富足生
活的歌曲。從編曲的角度而言，我希望
透過編曲讓歌曲產生更大的效果和感染
力。所以這首歌無論從聆聽抑或閱讀歌
詞，情感色彩都非常正面，讓大家對未
來的生活和生命產生無限的憧憬和希
望。而且在節奏上，李雙澤在創作時也
是以三拍的形式完成的。在西方古典音
樂中，三拍子所代表的圓舞曲是開心、
歡樂的意象和感受，而絕對不是黑暗的
宣洩。所以我編曲出來的《美麗島》不
再具有悲情色彩，如中間的間奏部分就
是將情緒向上烘托，讓人們從天災的陰
影中走出來。
問：那一天演出時的場景您依然記憶猶新？
答：是啊。那一天的演出，開頭是胡德夫的
鋼琴演奏獨唱，然後是交響樂伴奏的合
唱。這一形式是我們討論出來的。因為

胡德夫的獨唱是那個年代的特色，而交
響樂團的加入讓整個歌曲充滿了層次
感，特別是讓孩子們站到前面來唱，代
表了台灣未來的希望——無論發生什麼
事，生命都可以延續，對土地的愛也可
以延續，未來才會美好。
所以，《美麗島》是一首很純淨而誠
摯的對土地的禮讚，很平實記錄下土地
的美好。我覺得，台灣在民歌時期，最
珍貴的特色就是所有事物都是生活而真
實的，沒有渲染。

「解嚴」催生藝文的自由奔放
問：解除「戒嚴」對文藝創作有何影響？
答：「解嚴」過後，對音樂創作的最大影
響，乃是在言論自由的條件下，人們不
需要再去思考用何種方式去講話。剛
「解嚴」時，人們還不習慣到來的自
由，顯得躊躇和猶豫。閘門打開的瞬
間，人們仍舊顯得謹小慎微。反而最先
跑出去的，是衝撞「戒嚴」體制的那些
社會運動人士。
「解嚴」之後，藝術界開始注重對真
理的探求。核心議題是：究竟什麼是真
理。如果一件事是真理？它就會慢慢被
大家接受。錯誤的事無論以何種方式去
美化和粉飾，大家都會發現有問題。而
真實是無法被掩蓋的。「解嚴」之前，
執政當局的思維乃是將台灣當作一個
「復國基地」，並沒有很認真去經營這
一塊土地。如同一個租房子的人，通常
不會很用心去裝修自己租住的房屋。所
以，台灣的在地文化，在那個時代是被
壓制的，很多民間歌謠被壓制和禁止。
問：所以原住民的音樂的奔放發展也得益於
「解嚴」？
答：對。「解嚴」帶來了多元藝術自由發展
的可能性。我們需要認真思索的是，若
將外來文化全部拿掉，台灣可能就沒有
了自己的文化。即使是早期的原住民音
樂，也帶有外來文化的風格，這和當年
的傳教士有關。我曾經在原住民音樂中
聽到了希臘調式的旋律，這是基督教、
天主教聖歌的風格。
我從事原住民音樂的系統化編曲乃是
在最近十年。這種音樂在台灣存在了兩
千多年，原汁原味。「戒嚴」時代是被
壓制的。但原住民音樂有自己獨特的風
格。原住民大多數是基督教或天主教
徒。例如作為原住民的二二八事件受難
者的高一生，他的作品必然無法在「戒
嚴」時代被公開傳唱。
在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一切，都屬於這
塊土地。唯有如此，才能更長遠、更長
久。音樂因為意識形態而遭殃，實在是
非戰之罪。應該讓音樂回歸音樂。

啟示：真理與多元不可被壓制

問：您成立了「灣聲樂團」，演奏台灣本土
的歌謠，這在「戒嚴」時代亦不可能？
答：沒有錯。無論曾經在哪裡、祖籍在哪
裡，只要在這片土地上生活，就會對這
片土地充滿情感。所以，不可以用一個
窄化的框架去限制人的思維。任何意識
形態的爭議，某個意義上其實就是勢力
範圍的衝突。所以，在一個絕對正確的
意識形態之上，人性最高。一旦為了意
識形態去互不容忍，人性的部分就會被
省去。很多時候，文化被拿來當作是一
個托詞，而心中真正想要的則是利益。
「戒嚴」就是如此。它壓制了多元文化。
我們的「灣聲樂團」去年七月已經
開始排練，今年二月正式成立。今年度
會有二十多場演出。創立這個樂團去演
奏台灣的聲音，就是要將很多不同的元
素放在其中。只要它在台灣發生過，它
就是台灣的文化。九月份，我們打算進
行一場演出，找了不少耳熟能詳、其實
來自外部世界的台灣音樂。如《甜蜜
蜜》，其實來自印尼民謠；《失戀陣線
聯盟》， 源 自 泰 國 ； 周 華 健 的 《 花
心》，源自日本沖繩民謠。
問：在你們「灣聲樂團」的專輯中，有中國
大陸民歌《茉莉花》？
答：當然。《茉莉花》在中國大陸有二十多
個版本。我之所以將它收入到台灣的情
歌序列中，乃是基於我自己的藝術觀。
從歷史來看，原住民之後，台灣就是一
個移民社會。如今更有超過百萬的東南
亞新住民。台灣之所以是台灣，就是因
為它包容了不同地域的文化，海納百
川。所有在這片土地上出現過的藝術，
都應該獲得呼吸的空間，都應當得到尊
重。
問：「解嚴」也讓兩岸藝術交流變得熱絡？
答：可以這樣說。「解嚴」帶來了兩岸的藝

術交流與合作。我和中國大陸進行藝術
交流與合作已經有十多年，多為台灣的
製作團隊邀請。我們規劃明年去中國大
陸進行巡迴演出。曲目方面，三分之一
是台灣傳統的音樂，三分之一是兩岸共
同的音樂，三分之一是中國大陸的音
樂。始終，文化是一個界面和平台。
問：從今天的角度看，「戒嚴」帶給台灣文
藝發展的教訓是什麼？
答：「戒嚴」是台灣當時全面性的思想禁
錮。對台灣的藝術而言，一旦被禁錮便
無法創作出真正有價值和真實的作品。
藝術是帶領文化向前走的力量。當藝術
的思考被限制時，無形中影響的是整個
世代，禁錮之下，藝術家的創作在思想
上會內縮，造成社會的退步。
台灣所謂禁歌，都是因為歌詞。這是
文字獄的變種。但越是被禁，越是後來
聲名大噪。一首歌原本可能不出名，但
是被禁之後，人們反而會好奇它被禁的
原因，反向促進了這首歌的散播。當時
的執政當局以為透過禁歌制度可以消滅
這些歌曲，但是完全失敗了。這些歌曲
在台灣民間社會依然存在，否則今天怎
麼會有這麼多人唱？「解嚴」之後，台
灣也出現了禁歌演唱會，整個活動都是
演唱當年的禁歌，和大家分享一首歌當
年被禁的原因。
所以站在文化工作者的立場上，台灣人
應該是思考如何讓文藝的發展得到應有
的空間和尊重。從歷史上看，只有文化
和藝術才是天長地久的，經過千年傳承
而得到延續。當年的執政者為了政治的
利益去消滅文化，但是越是想消滅，文
化越是能夠生根發芽。文化控制只會帶
來相反的結果。這是「解嚴」帶來的啟
示，也是必然的結果。因為不「解
嚴」，就會無法再控制，一旦台灣社會
到達臨界狀態，就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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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
「戒嚴」
與
「解嚴」

■台灣媒體當年報道「解嚴」

台灣的「戒嚴」與「解嚴」與兩岸關
係的發展密切相關。1949 年，在國共
內戰中失敗的國民黨政權撤退至台灣之
後，為了穩定內部的統治秩序開始在台
灣實施「軍事戒嚴」，民眾的生活、權
利、自由受到了極大限制，更多文化藝
術的創作產生了非常大的鉗制。隨住兩
岸局勢的逐漸緩和以及台灣社會內部發
展情勢的演變，到了1987年7月，蔣經
國以「總統令」的方式宣佈「解除戒
嚴」。從文化發展史的角度而言，這一
政策的實施使得台灣的創意文化開始漸
漸發展和繁榮。
■文：徐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