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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香港推出了本土
有史以來的第一批 「粵語時代曲」唱片，距今已
六十年，實在值得我們紀念及重溫一下有關的歷
史。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仍是七十八轉黑膠唱片
的時代，每張唱片只有約六分鐘的容量。灌錄流
行曲的話，恰好一張能錄兩首，所以唱片公司習
慣一期期地推出唱片，每期推出十來張。故此，
唱片公司每當推出新一期唱片，常會在報上刊登
廣告。也幸而是這樣，筆者才得以從《工商日報
》查知，本港第一批 「粵語時代曲」唱片的上市
日期是五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1952年出首批唱片
然而，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據來自

大馬的粵樂名家朱慶祥憶記，一九五一年的時候
，他在馬來西亞的百代公司參與灌錄過一批粵語
時代曲的音樂部分。看來，星馬搞粵語流行曲，
比香港更早。事實上，也有不少老前輩指出，香
港早期生產的 「粵語時代曲」唱片，主要市場也
是在星馬地區。

向來，人們對於香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製
作的粵語流行曲，都有很深的成見，比如說，總
是認為原創作品全無、歌詞內容低俗。可是，觀
乎本港第一批 「粵語時代曲」唱片，無原創與詞
低俗的說法都是不成立的，甚至如果我們能有耐
心探究一下從五二年八月開始的兩、三年間香港
所推出的粵語流行曲唱片，會發現那兩個說法都

仍然是不對的。
本港第一批 「粵語時代曲」唱片，是由和聲

唱片公司推出的，屬該公司第三十六期的出品。
從廣告上可推知，該公司看重的仍是粵曲唱片，
「粵語時代曲」唱片位居粵曲唱片（廣告上稱之

為粵語歌劇唱片）之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和
聲這一期唱片所附贈的曲詞紙，特地標註了 「一
九五二」這個年份，彷彿是要樂迷好好記住這一
年─首推 「粵語時代曲」之年。這首批 「粵語
時代曲」唱片，共四張，按廣告的排列順序為：

《春來冬去》（呂紅唱）／《漁歌晚唱》
（白英唱）（唱片編號49972）

《胡不歸》（呂紅唱）／《有希望》（呂紅
唱）（唱片編號49973）

《忘了他》（呂紅唱）／《銷魂曲》（白英
唱）（唱片編號49971）

《好春光》（呂紅唱）／《望郎歸》（白英
唱）（唱片編號49970）

向國語時代曲靠攏
由於年代久遠，當中的《胡不歸》、《忘了

他》和《好春光》並未見歌詞與歌譜留存，但從
其他幾首歌曲看，相信這八首歌曲的內容都是頗
為正經，並無低俗、謔笑成分。這批歌曲，有幾
首都由周聰填詞，其中三首曲調還是全新創作，
《有希望》和《望郎歸》由呂文成作曲，《銷魂
曲》由馬國源作曲。馬國源是夜總會的音樂領班
，精通音樂，上述八首歌曲，很多都由馬國源負

責編曲，而筆者有緣聽過的，僅有《漁歌晚唱》
。這《漁歌晚唱》是周聰據呂文成的同名粵樂名
曲作本意式填詞，馬國源的編曲甚有韻味，且用
進不少西洋樂器，聽來頗富 「時代」感。

記得周聰生前說過，他創作這些 「粵語時代
曲」歌詞，有意識地向國語時代曲曲詞的風格靠
攏。現在細看這首批 「粵語時代曲」唱片內的八
首歌曲，也感到唱片公司的製作亦有意向國語時
代曲風格靠攏。

雖說當初 「粵語時代曲」唱片的市場焦點不
在香港，但和聲唱片公司創舉地推出這種唱片，
還是引起同行的注意，並且要在這領域上分一杯
羹，甚至對和聲的製作方針亦步亦趨。單以原創
而言，其他同行都有所加強。就以美聲唱片公司
的第五期唱片（推出日期是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
三日）為例，這一期推出了五張 「電影插曲」
（其實大部分是 「偽電影歌曲」），共十首歌，
其中《惜分釵》、《光明何處》、《睇到化》、
《舊燕重臨》四首俱由何大傻的愛徒梁漁舫包辦
詞曲，《富士山戀曲》由胡文森寫曲詞，《仲夏
夜之月》由韓楝寫曲詞。十首歌曲佔了六首是原
創，而歌詞內容都是相當正經的，只是《睇到化
》略帶口語化。至於音樂方面，這些原創作品也
有頗西化的一面的，比如《仲夏夜之月》就恍如
西方的小夜曲。

篳路藍縷值得珍視
幸運唱片公司看來不那麼看重 「粵語時代曲

」，但每期都會推出一兩張，以示不會完全放棄
。比如說，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推出的第
六期唱片，就有兩張屬 「電影插曲」唱片，當中
包括《櫻花處處開》在內的四首歌曲，都由胡文
森作曲。

既然最初的 「粵語時代曲」唱片製作並不是
沒有原創，也不是歌詞低俗，甚至音樂都並非全
是土氣的，有些富於 「時代」感，何以後來人們
卻有成見，口口聲聲無原創、詞低俗曲老套呢？
筆者覺得那是受星馬的粵語流行曲唱片製作取向
的影響所致。星馬當地製作，歌曲不但罕有原創
，歌詞內容屬詼諧逗笑也不少，亦多用口語，著
名的《賭仔自嘆》就是一例。據筆者查考所得，
這首歌曲原唱者是馬來西亞華僑馬仔，歌詞也是
他填的，約產生於一九五四年前後，後來成了香
港藝人鄭君綿的名曲。像《賭仔自嘆》這種粵語
歌，當時非常受低下階層歡迎，傳唱不絕。香港
的唱片公司有見及此，估計是不能不應變的，因
而既加入戰團跟着生產鬼馬逗笑歌曲，也少了原
創。到五十年代後期，港產粵語歌之中，鬼馬逗
笑之作數量不少。

六十年轉瞬便成雲煙。 「粵語時代曲」初生
歲月，自是及不上七、八十年代振興時期的美好
風光，但前人篳路藍縷之功，很值得珍視。更何
況日子太久遠，視差太嚴重，前人的創作心血很
多都被埋沒，不見天日。際此紀念時刻，但願這
些心血，能有重新得到珍惜與展現之時。

黃志華

第一批出版的 「粵語時代曲」，共
八首。但現時尚能見到詞與曲譜的只有
五首。《漁歌唱晚》據呂文成的同名粵
樂作品填詞，《春來冬去》據國語時代
曲《支那之夜》填詞，《銷魂曲》、
《有希望》、《望郎歸》都是全新創作
，第一首馬國源作曲，後兩首呂文成作
曲。這五首歌曲，前四首俱由周聰填詞
，最後一首由 「九叔」（即粵曲撰曲人
黃警球）填詞。

周聰填的四首歌詞，《漁歌晚唱》
填的是樂曲標題的本意，注重對優美月
夜的描繪，亦寫到 「漁人共樂，捕魚要
勤力，工作大眾歡樂暢，願漁人心安。
」當時香港仍多漁民，這些詞句對他們
頗加勉勵。

《春來冬去》亦有勵志成分： 「大
眾唱歌慶共聚，不須傷春空自慮，更莫
棄春宵趁住春未去，啊啊，有花堪採須
當折，不待無花空悲悴……」

《有希望》顧名思義是勵志歌：
「……大家要堅剛，決心去求上，總會

有希望……」至於《銷魂曲》，也許是
馬國源寫的曲子有強烈的森巴舞曲之風
，周聰的歌詞強調了舞步中 「狂」的一
面，它甚至是長輩所不能忍受的： 「跳
跳跳跳森巴……啊哈哈哈瘋狂樣，噢媽
媽媽不用罵……」

但詞人更用不少篇幅正面述說森巴
舞之好： 「似星一般晶亮，柳絲銷魂樣
；像月一般光亮，與君永結雙……」。

至於九叔填的《望郎歸》，是典型
的老一派的花前月下，郎情妾意。

其實周聰當時是填詞新進，唱片公
司這樣放手讓他填，甚是難得，但技巧
確是時見拙稚。這幾首歌詞裡，勵志成
分不少，也許因為當時社會普遍未見富
裕，詞人希望藉歌曲多為民眾打氣，周
聰生前也曾這樣透露過。

呂紅、白英，可說是香
港最早唱 「粵語時代曲」的
歌手。

呂紅，廣東音樂大師暨粵
曲子喉名家呂文成的長女。呂
紅幼受庭訓，又曾師從伶人衛
少芳、樂人易劍泉（《鳥投林
》一曲的作曲者）等，能自奏
揚琴唱粵曲，獲譽為 「天堂小
鳥」。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由於
呂紅父親呂文成主張和聲公司
創舉地推出 「粵語時代曲」唱
片，又積極寫新曲以助聲勢。
相信呂紅也是在呂文成的游說
和鼓勵下轉唱 「粵語時代曲」
，成為首批 「粵語時代曲」唱
片的主唱者之一，並漸漸唱出
名聲，後與周聰齊名，代表作
是和周聰合唱的《快樂伴侶》
（面世日期是一九五三年八月

四日），這闋歌曲由呂文成作
曲，周聰填詞。

白英（亦作白瑛），即鄧
白英，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
，已是香港有名的夜總會歌手
，以唱國語歌為主，也應有唱
些當時的粵語電影歌曲。一九
五二年夏天，和聲唱片公司推
出首批 「粵語時代曲」，白英
是兩位主唱者之一。同年底，
白英受百代唱片賞識，獲羅致
為該公司的新人，灌唱了著名
的電影歌曲《月兒彎彎照九州
》及《未識綺羅香》，名聲大
噪。難得白英沒有唾棄 「粵語
時代曲」，其後數年，仍不斷
為和聲唱片公司灌唱了多首粵
語歌曲，當中有不少屬原創作
品，題材亦很正經，已故國語
時代曲史家黃奇智稱賞是 「水
平頗高的粵語歌曲」。

在一九五二年的時候，和
聲唱片公司要把旗下的音樂產
品跟 「國語時代曲」相仿地稱
作 「粵語時代曲」，那絕對需
要勇氣，也需要高瞻遠矚。當
時，基於粵劇粵曲當道，是平
民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因而一
般音樂消費者面對 「粵語時代
曲」這個新品種，首先就會跟
粵劇粵曲裡的 「小曲」相混淆
，又由於 「小曲」在粵劇粵曲
裡地位並不高，於是 「粵語時
代曲」的形象也甚受影響，即

使在愛聽粵劇、粵曲的人士的
眼中，它也難有較高的地位，
更不要說跟國語時代曲及歐西
流行曲相比了。

自和聲唱片公司首推 「粵
語時代曲」唱片後，香港的幾
間唱片公司如美聲、南聲、幸
運等其實也推出同類音樂產品
，期望在市場上分一杯羹，但
他們卻沒有使用 「粵語時代曲
」這個名堂，美聲、幸運兩間
公司用的名堂是 「電影歌曲」
或 「電影插曲」；南聲唱片公

司則稱這種歌曲為 「跳舞歌曲
」或 「跳舞粵曲」。

幾年前，筆者曾與幸運唱
片公司的元老伍連昌聊過，他
曾指出，所以要稱 「電影插曲
」而不叫 「粵語時代曲」，是
有感於稱 「粵語時代曲」，電
台不願意播放，要是稱為 「電
影插曲」，卻樂意播放。

筆者考證過，美聲、幸運
所灌製的 「電影插曲」唱片，
其中不少歌曲根本跟電影無關
，是一些 「偽電影歌曲」。

初生歲月
港產

▲鄭君綿唱腔詼諧惹笑

◀和聲唱片公司灌錄的粵樂唱片，
以呂文成的頭像作招徠

▶鄧白英唱
片《玫瑰玫
瑰我愛你》
封面
圖片來自黃
奇智《時代曲
的流光歲月》
（三聯，二○
○○年）

◀鄧白英唱
片《聽我歌
唱》封面
圖片來自黃
奇智《時代曲
的流光歲月》
（三聯，二○
○○年）

▲和聲唱片公司為呂紅、鄭君綿灌錄的黑
膠唱片

▲歌星呂紅▲約一九五五年六名女歌手合照。前排左起：逸敏、
張露、陳娟娟，後排左起：姚莉、鄧白英、龔秋霞
圖片來自黃奇智《時代曲的流光歲月》（三聯，二○○○年）

▲美聲唱片一九五四年的
廣告，其中把粵語時代曲
稱為 「電影插曲」

▶和聲唱片廣告，其中包括本港首批粵
語時代曲唱片

▲一九五二年的粵語時代曲唱片歌紙封面

粵語時代曲粵語時代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