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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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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一峰
尋覓音樂
生活在石屎森林的人，久經餵哺，漸

閱讀一個人，可以聽他的歌，
看他的書，和他談天。
通過這一切一切，感受到
新一代唱作人林一峰對音樂
的熱誠，對音樂的執 。

眼界耳界無限擴大，從此音樂支配了他的

應該懂得去找愛聽的音樂，懂得在框架以

生命。

外找尋自己喜歡的音樂─只是收看無線

有時候數字不代表甚麼，有時候數字

電視的人，不會聽到張立基、甄楚倩一些好

卻代表了一些甚麼。保守估計，他擁有CD超

聽的歌曲，不主動去找，一些動人的歌曲便

過四千張，尚未計算已送人、已賣出、不見

永遠緣慳一面。

了的。最大的花費都落在與音樂有關的事

他對音樂的沉迷，始於追尋八十年代

情上，每月花在買CD和網上下載歌曲的錢

盛極一時的改編歌曲的原唱版本。
「我記得

介乎二千元至四千元之間，餘下來便是投

第一首是聽劉美君的＜點解＞，原曲來自

資在自己的唱片上。旅行每去一處地方，少

Pet Shop Boys的＜What Have I Done to

買手信，當地的唱片店是必到的朝聖地，

Deserve This?＞，是聽收音機的。長大了，網

唱片是必然的囊中物。

旁邊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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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都是藤纏瓜的關係，都是一種緣份。」

漸失去原始覓食本能。正如林一峰所言，人

上有很多試聽，在Amazon發現John Mayer，

40

甚麼甚麼歌手，我會點擊入去聽一聽。所有

買John Mayer的CD的人也買別的

有規模的唱片店舖如HMV自是會光
顧的，驚喜卻往往在二手店出現。旺角、銅

鑼灣的二手唱片店舖，是他的尋寶地，運氣

伴。寫作時，播放純音樂；臨睡前，愛聽Kings

好，會發掘到很多便宜卻珍貴的唱片，或者

of Convenience、Simon and Garfunkel、黃韻玲

價值很高但罕逢知音人的唱片，甚至絕版

的作品。他相信：
「每個人不同時間所揀的

唱片，感覺像把它們拯救回來，有難以言喻

歌，會成為你那一刻生命的原聲唱片。」

的快樂。

這隻音樂上的饕餮從起身一刻聽歌，
食早餐，到廁所「辦事」
，做所有事情，身旁

說故事的CD

都有音樂。早上起來，睡眼惺忪，思想一片

CD買回來了，林一峰堅定不移地說：
「一定要順序聽，最起碼在第一次聽的時

混沌之際，配合心情的是歌聲醇厚如咖啡
的Julia Fordham。

候。」看書，單是抽看一個章節，你不會瞭解
整本書要表達的意念，聽 C D 亦如是。一張

唱作人愛唱作人

唱片特別是有完整概念的唱片，有它的脈

在林一峰來說，作曲的靈感無時無刻

絡呼吸，歌曲的編排自有精心考量的肌理，

都有，每個人都有，但不是每個人有能力把

領略創作者從作曲、填詞、編曲、監製以至

意念有邏輯地表達出來，那不關創作，視乎

封套設計的意旨，如何綿密緊扣，是對一張

EQ，是可以訓練的。他從小每當想到甚麼，

唱片基本的尊重，得到的樂趣也是以倍計

便寫下來，迫

的。經典例子有林憶蓮的《野花》
、黃耀明的

記，一枝筆，便是他的隨身裝備。

《我的廿一世紀》
、王菲的《寓言》
。林一峰的
《遊樂》
、
《一個人在途上》同樣在說

觸動

人心的故事。

自己坐下寫下來。一本筆

「我喜歡的唱作人有一共通點：他們
的原創性都很高。原創性不是來自他們的
音樂，而是他們的想法，因為我相信音樂可

特別喜歡一兩首歌，MP3機又裝不了

以留下來，不是因為音樂有多美，而是歌詞

太多歌，怎辦？林一峰笑說：
「我們喜歡一個

有多好。我很喜歡聽七十年代的歌曲，譬如

人的創作，不等於被它限死。先明白他的創

Bob Dylan、Joni Mitchell、Janis Ian的作品，

作，然後用自己的邏輯，套用在自己身上，

他們每人有自己的特質，而那是長青的，

才有意思。」創作人並無意限制聽歌人的

Janis Ian的作品訴說成長的悲哀，但不流於

自由。

自憐。B o b D y l a n 反映強烈的政治意識。

3. 王菲《寓言》

我最看重的是他們傳達的訊息。」

4. 林一峰《一個人在途上》

第一步瞭解了唱片的整體後，他便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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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ings of Convenience《QUIET IS THE NEW LOUD》
2. Pet Shop Boys《Pop Art》

5. 黃耀明《我的廿一世紀》

個人口味把歌曲輸入iPod，容量40GB的

幾年前，他為了影響他一生的女歌手

iPod裝載了9,000首歌伴他走天涯。歌曲分

Janis Ian，飛去美國佛羅利達州一個小鎮看

7. 盧巧音《天演論》

類為Booster、Sad Songs、Groovy、Soothing。

她無與倫比的演唱會。這是他為音樂，為喜

8. 劉美君《最後一夜》

向健身院進發時聽Booster，讓精神亢奮起

歡的歌手做過最值得驕傲的事。而那只是

來；回家途中，找出Soothing組別的歌曲作

一個開始。

6. Joni Mitchell《BLUE》

9. Sarah McLachlan《Mirrorball》
10. 林憶蓮《野花》
11. 黃韻玲《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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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鞋與CD
林一峰曾經為文談及波鞋與CD，有人

銷售一空。這便是尊重。在香港，盧巧音出

心甘情願奉上千多元甚至數千元，買一雙

了那麼好聽的大碟，為甚麼大家提都無提

從另一個層面看，他相信如果一首流

波鞋，但嫌幾十元一張的CD太貴。
「很多人

過？只是亂說她的歌名不文？為甚麼一個歌

行曲有它的作用，作用是記錄那個時代，一

覺得你買一樣東西，要值得，怎樣謂之值

手做完演唱會後，報章只是報道她唱哪一

個社會的縮影，就如＜獅子山下＞。他認為

得，他們是看它的用料、矜貴程度， 眼點

首歌時走光，而不是她唱了甚麼歌？」

＜The Best is Yet To Come＞反映大家對很

通常限於大家知道或者摸得到的東西，譬

在香港，太多流行曲是做來唱，不是

多東西不甘心，有很多放不下的事。他希望

如牛皮、蛇皮、人造皮，大家可以分辨出來。

聽，是為了成為K歌。有K歌的時候，你的

這歌超越流行曲，記錄一個時代。這有待時

九百元一對的波鞋，大家看到的只是自己

眼點會放在：我要快快學識唱，而不是聽歌

間證明，十年後，我們會知道答案。

多有品味，是很表面的價值觀。」

手演繹。

的CD。在美國，最初有些盲人買了這些CD，

波鞋背後的設計、市場策略研究、廣
告、包裝固然花盡心思，一張CD的創作、市

他最討厭有拷貝控制（copy control）

最好的尚未來臨

放進電腦，這個設計把整台電腦弄壞了，他

很可能是本地第一個歌手這麼做。年

們賴以維生的資料悉數不見了。雖是意外，

前林一峰把曲詞一手包辦的歌＜The Best is

但那設計是基於不信任。他堅信，大家不應

分別在於，波鞋代表眼睛看得見、可

Yet To Come＞上載讓人免費下載。他的信念

該防止盜竊，而是想一想為甚麼要支持。

供炫耀的優越感，CD的音樂歌曲卻是無形

是相信「這世界上充滿有良心的人，因為我

的，管他是非法下載抑或「借來」的，都是

們相信消費者不是賊」
，聽眾聽了你的歌，

聽得到的歌，提供娛樂和話題，讓人快快學

欣賞你，便會買你的碟。

場推廣企劃、宣傳、包裝何嘗不是融匯各方
專才的心血？

識唱最新K歌，分文不付坐享其成，是很多
人臉也不紅正在做

的事。

「＜The Best is Yet To Come＞不是一

息才是最重要。這首歌概括了我

對於音樂，一水之隔的台灣聽眾、媒

這些年來做的事：林一峰這個人

體有更高的尊重。
「at 17和Pixel Toy去了台

其實只是一個m e s s e n g e r，這首

灣演唱宣傳，過千個網上留言百分之九十

歌背後的意思比個人崇拜

九是研究他們的歌、他們的音樂，帶去的碟

重要。訊息大於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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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把新碟其中一首歌＜活下來＞
放上網讓人免費下載。我要開個窗給你。」
窗開了，天空多大，看各人造化罷。

首流行曲，不是用來催谷人氣的歌。
哪一個人來唱，不重要，帶出的訊

尊重

今天，信念不變。

文章內容只代表受訪者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