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捞鱼生》歌词改写工作坊
创作歌曲的方式／过程
❖ 先写词，后作曲
❖ 先作曲，后写词
❖ 同步作曲和写词
歌词格式
❖ 主歌 Verse
❖ 导歌 Pre-chorus *
❖ 副歌 Chorus
❖ 桥段 Bridge *
❖ 结尾 Last/Coda * (*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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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
视觉: 物品、人、地点、动作、表情、神态、
颜色
例：年货市场、人们表情、生肖/红色装饰、贺
年卡片、对联、人们排队、人山人海
听觉：声音、说话、乐器等
例：鞭炮声、贺岁歌曲、大街小巷都是热闹的
喜庆气氛、吃瓜子的咀嚼声、 火锅滚烫的水
声、说祝贺词的声音、问候声
嗅觉：气味、香味、臭味、食物的香味等
例：烘烤蛋卷的碳烤香、烘焙凤梨酥的奶油
香、绿茶香、亲朋戚友的香水

味觉：食物、饮料的味道、好吃的、不好吃的
例：可口可乐的气泡感、肉干甜甜却有点硬、
凤梨酥的酸甜、火锅的麻辣

触觉：动作
例：握手、打开红包、祝福手势、交换橘子、
热情拥抱

运用感官去联想特别的细节（记忆里的画面）：
例：用红包做灯笼／装饰品、城市仿佛染上红色、每年领一次的压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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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运用不同的感官写下关于《新年团聚》的相关词汇

视觉: 物品、人、地点、动作、表情、神态、颜色
例：新衣新鞋、山珍海味、人们表情、生肖/红色装
饰、贺年卡片、新年礼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听觉：声音、说话、乐器等
例：打电动的声音、 笑声、贺岁歌曲、电视节目的
声音、小猫喵喵叫、捞鱼生说祝语的声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嗅觉：气味、香味、臭味、食物的香味等
例：绿茶香、凤梨酥的奶油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味觉：食物、饮料的味道、好吃的、不好吃的
例：可口可乐的气泡感、肉干甜甜却有点硬、
凤梨酥的酸甜、火锅的麻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触觉：动作
例：握手、打开红包、祝福手势、交换橘子、
热情拥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运用感官去联想特别的细节（记忆里的画面）：
例：捞鱼生捞得太兴奋，捞到满地都是食物。
团聚时，总会听到奶奶问某某是否应该结婚了，某某结婚了几年也应该生孩子
了。阿姨们会讨论怎么保养，食谱等等。叔叔们也会讨论时事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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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鱼生
曲：冯启胜 词：敏琳,

Intune Music Publishing

副歌:
筷子举起
我们一起
捞个好运气
鱼红得意
年年有余
橘皮添上吉利
五香一撒五福齐
油香绕盘财宝汇聚
(Oh my honey
Win more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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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改副歌的歌词

捞鱼生

曲：冯启胜 词：敏琳

改编词歌名 1：新年团聚

Chorus 副歌
筷子举起
kuai zi ju qi

我们一起

捞个好运气

wo men yi qi

（原版 4 ，4 ，5）

lao ge hao yun qi

万事如意

欢腾节庆

一起 来相聚

万事如意

欢腾节庆

一起 _ _ _

(汉语拼音)

（改编）

(学生改编。提示：活动：捞鱼生/吃火锅/打麻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学生改编）
鱼红得意
yu hong de yi

年年有余

橘皮添上吉利

nian nian you yu

（4，4, 6）

ju pi tian shang ji li

汽水年饼

吃得开心

彼此问候关心

__ __

吃得开心

彼此问候关心

(学生改编。提示：食品/饮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学生改编）
五香一撒五福齐

油香绕盘财宝汇聚

wu xiang yi sa wu fu qi

you xiang rao pan cai bao hui ju

嘻嘻哈哈多欢喜

有说有笑年年联系

嘻嘻哈哈 _ _ _

有说有笑年年联系

（7，8）

(学生改编。提示：活动：看电视/玩游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学生改编）
(Oh my honey Win more money)
____
____
(学生改编。提示：活动：恭喜发财，红包拿来/身体健康/新年进步）

（4，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学生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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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鱼生

曲：冯启胜 词：敏琳,

Intune Music Publishing

主歌 V1:
在新年我们约定好 有一餐 捞鱼生 不能少
招一家大小 准备好 我们围圆桌 热闹闹 (和音：难得相聚能聊聊)

主歌 V2:
期盼的新年又来到 (和音：新年 又来到)
每一年 捞鱼生 不能少 (和音：说好 不能少)
忙碌却更珍惜 不缺席 有些习俗美丽 传承心意

导歌 PC：
有些回忆 延续才有意义 (和音：新年同庆 暖暖温情)
传统将人联系 味觉牵动记忆

副歌 C1:
筷子举起 我们一起 捞个好运气 鱼红得意 年年有余 橘皮添上吉利
五香一撒五福齐油香绕盘财宝汇聚. (Oh my honey win more money)

副歌 C2:
萝卜鸿运 新春开启 年年更美丽. 花生果粒 金银遍地 甜酱圆满点缀
祝福你万事如意 捞个风生水起

结尾 Coda:
生意财源广进 学业温故知新. 阖家幸福洋溢 生活万象更新
恭祝一句 Happy New Year 心想事成 新年快乐

视频:
https://youtu.be/CiYqHJqLU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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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其他学生的作品以供参考：

海南鸡饭
筷子举起

我们一起

捞个好运气

鱼红得意

年年有余 橘皮添上吉利

假期快到 我们一起 约去吃鸡饭

白鸡烧鸡 配上油饭 点上辣椒黑酱

五香一撒五福齐

(Oh my honey Win more money)

鸡腿鸡胸鸡翅膀

油香绕盘财宝汇聚

鸡皮我通通都爱吃

海南鸡饭

海南鸡饭

大红包- HUAT 啊！
筷子举起

捞个好运气

鱼红得意 年年有余 橘皮添上吉利

每到新年 我们等待 收到大红包

我们一起

但是首先 要穿新衣 脸上要带微笑

五香一撒五福齐

(Oh my honey Win more money)

油香绕盘财宝汇聚

爸爸妈妈早上好 恭喜发财生体健康

(红包拿来 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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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Time No See
筷子举起

我们一起

捞个好运气

鱼红得意 年年有余 橘皮添上吉利

Long time no see 祝你一句 万事都如意

大小事情 你最幸运 一切都没问题

五香一撒五福齐

油香绕盘财宝汇聚

(Oh my honey Win more money)

心情每天都放晴

保持快乐才是福气

(Just be happy Don’t you worry)

Download This Handout

https://bit.ly/2HqDB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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