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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ot Me, It’s You》是Lily Allen發行的第二張專輯，當中犀利的歌詞受到不少
討論。（圖片來源／莉莉艾倫中文官網）

英國女歌手Lily Allen於2009年二月發行她的第二張專輯《It’s Not Me, It’s You》（干我屁
事），延續2006年首張專輯《Alright, still》（好膽ㄇㄞˋ走）和其它單曲的音樂風格，她在
輕快的搖滾歌曲裡，透露出對現今社會現象的觀察和思考，用甜美浪漫、略微神經質的聲音唱出
她的想法。

出生於1985年的Lily Allen，可以說是「當下世代」（Generation Now）的縮影。在英國倫敦
成長的她，有一個不太一樣的童年；從小到大因為抽菸和喝酒，換過十三所學校。十五歲時，Lil
y Allen決定走上她的音樂路。她批評社會每天總是上演的不公平，認為很多事情都太過保守而且
荒唐，小至情侶間的分手，大至同性戀、男女權力地位關係……等，都成為她歌曲探討的主題。

 英國女歌手Lily Allen氣質甜美，在創作歌曲中被許多人賦予
社會觀察家、批判者的角色。（圖片來源／莉莉艾倫中文官網

）

 

 

干我屁事干我屁事　唱你我的事　唱你我的事

在《It’s Not Me, It’s You》這張專輯中，一共包含了十二首歌曲，Lily Allen可以說是包辦了

所有的詞曲創作，儼然成為繼Jewel和Tori Amos後，新一代的創作型女歌手。而事實上，第二

張專輯的發行，同時也意味著創作者將受到聽眾更嚴格的檢視。作品一旦帶有社會批判意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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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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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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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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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不會被當成一般的通俗小品聆聽，而且也不僅僅只是專輯名稱所標舉的「It’s Not Me, It’s 

You」──「干我屁事」那樣無關痛癢了。

Lily Allen的崛起，讓音樂市場覺得很新鮮，就像是奈良美智畫作中的甜美小女孩，撇著眼、歪

著嘴，以諷刺眼光觀照周遭的一切。而基本上，這些歌曲的時代意義可以說是大於音樂本身。搭

配強烈的節奏音樂，歌詞喃喃自語地自主歌到副歌層層展開。Lily Allen所擅長處理的情感表達

方式，在於透過成堆看似滿不在乎的一連串贅詞贅字，輕巧地反擊社會現狀。

 

 

去誰的？去誰的？

「…Fuck you, fuck you very very much…」（去你的，真的是去你的。）歌曲〈Fuck You

〉可以說是唱片公司宣傳的專輯主打歌。其歌詞內容主要批判了種族主義者、並對於性別認同傾

向多元理解；而人們也對歌詞當中大量重複使用的情緒性字眼留下深刻印象。國內外為抒發個人

情緒的髒話歌不在少數，〈Fuck You〉特別之處，在於隱藏在甜美包裝下少女式的絮叨和憂愁

，而這或許也讓Lily Allen走在反權威的音樂路上，不至於被歸類成非理性的謾罵。

現代社會對美一致性的追求和評價標準，成為Lily Allen大力抨擊的對象。我們或許可以說，這

種青春氣息背後透露出的世故與早熟，正以一種綿密的、低語的方式，取代原本抗議式的激越控

訴，對社會不公做出另一種抵抗。甜美嗓音容易被接納，然而歌詞本身所欲傳達的想法是否真能

進入聽者耳朵，又或者「Fuck You」只是再次淪為不滿情緒的投射？形式背後意義的理解，實

則為一待釐清的課題。

 

 

反顯張力　反顯張力　平凡小事情平凡小事情

〈The Fear〉和〈Not Fair〉兩首歌中不乏輕快搖擺的旋律，它們都是非常合乎主流市場的作品

。Lily Allen是個擅長拼貼、製造對比的創作者；我們可以在她饒富鄉村味的曲調中，發現早期

木匠兄妹的歌曲片段。一如她給人的甜美印象與歌曲內容辛辣批判的落差，這些清純的老歌，也

和複雜難解的社會議題形成強烈的對比，而這番嘗試的確讓她的創作多了戲劇性的張力。

比起《It’s Not Me, It’s You》專輯前半段的話題歌曲，後半段的〈Who’d Have Known〉、

〈He Wasn’t There〉，以及〈Chinese〉反倒比較有平凡生活的況味，而不僅止於對於近年

來社會現實的反抗。這幾首歌曲所觸及的層面，包括少女過早擁有浪漫情懷的想像、愛情中自欺

欺人的現象，還有少女在享用電視晚餐時表現對戀愛無能為力的心情。

專輯中，Lily Allen以旁白式的口吻，輕描淡寫出深刻的情感，有點歇斯底里的瑣碎歌詞中，反

而可以感受到她所營造小劇場裡面，女主角的忐忑不安的心情。細碎地唱出她的所見所思，描寫

少女的感情世界或許不比社會上種族議題或是性別議題來得崇高，但是卻因為包含個人經驗、以

及自我解嘲的成分，讓人不覺得只是「為賦新辭強說愁」的年少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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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甜蜜的反覆低語，Lily Allen輕巧的表達了她對社會不公的反擊，也透過記敘式的表
現方法，讓聽眾進入她設計的情境中。（圖片來源／莉莉艾倫中文官網）

 

 

甜蜜捍衛　所謂的道理甜蜜捍衛　所謂的道理

不必推敲歌詞背後的隱喻，就能直覺掌握Lily Allen賦予歌曲的中心思想；我們甚至可以說，這

些歌曲都有鄰家女孩般的親切感。〈The Fear〉其中一段歌詞寫道：「I want loads of cloth

es and want loads of diamonds. I heard people die while they are trying to find th

em」（我想要一大堆的漂亮衣裳、還有數不清的鑽石；我聽說有很多人為了得到這些東西而丟

了性命。）基本上在思考弦外之音同時，類似上述柔軟的修辭法，還是滿足了我們對於一般少女

該有的想像。

而Lily Allen的成功，或許在於她扭轉了青少年與時事脫節的普遍印象，讓她的音樂跟著城市消

費文化的步伐，得以走到一個較高的格局。然而從單一歌曲來看，Lily Allen的敘事能力仍強過

評論能力，無論是在以議題為取向的〈Fuck You〉或是以故事為主軸的〈Who’d Have Known

〉等作品中，都可以發現此特點。作為時代下的產物，音樂作品無可避免地反映社會的樣貌；一

旦將《It’s Not Me, It’s You》列入「社會評論集」的行列，雖然其內容頗有見地，還是不免讓

人覺得稍嫌淺薄、不夠細緻。

一方面捕捉了社會的醜陋，另一方面又用少女的甜蜜氣息緩和了原有的緊張；顯然在女聲創作歌

手輩出的現今，甜美已經不能作為足以獨樹一幟的唯一武器。Lily Allen的歌曲中，反省主流文

化的精神值得讚許，但如何避免掉入〈The Fear〉描述的名流與消費者文化黑暗面，成為另一個

被消費的玩意，也值得漂浮在輕聲低語中的聽者們多加留意。

The Fear沒在怕沒在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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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Who'd Have Known誰會知道誰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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