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河
今体诗的规则
引言
我在学习格律诗的过程中产生（或者叫发现）了好多问题，其中有：
1
、诗歌的起源问题。
诗歌的起源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目前的主流看法：诗歌起源于人们的生产劳动，诗歌与音乐、
舞蹈是同源同时产生的。第二种看法是目前的非主流看法：诗歌产生于人们的思想情感，思想情感包括
对爱情、劳动、原始宗教所产生的情感。
2
、七言今体诗和五言今体诗的起源和发展问题。
（暂略）
3
、今体诗（又称近体诗）读写的难易问题。
王力的格律诗词书中引用毛主席的话说：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
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容易学。
本文重点讨论的是第三个问题：今体诗是不是不容易学的问题。有关这种体裁束缚思想的问题，留
待以后谈。
一．今体诗的规则
（一） 规则的顺口溜：
①每句都有节拍（节奏）
②句中平仄相间
③联内平仄对立
④联间平仄相粘（相同）
⑤偶句句尾押韵
⑥首句随你方便
（二） 每句都有节拍的说明：
①任何国家的诗歌，甚至语言都是有节奏的。
节奏的表现：长短、平仄、强弱、重轻、徐疾（快慢）
中国语言的特点：长短、高低。
②古代汉语的语音：平声、上声、去声、入声。
③现代汉语的语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消失了，并入到平声、上声、去声各语音中。
不过，南方大部分地区的方言中，仍有入声。
④古代汉语特点的口诀：
平声高平尾音长， d
o
n
g（东）
（长尾音）
上声向上声响亮（无尾音）d
o
n
g（董）
（无尾音）
去声向下尾音短（有短尾音）d
o
n
g（冻）
（短尾音）
入声短促急收藏 d
u （笃）
⑤古代汉语声调归成两类：平声和仄声（上声、去声、入声）。
现代汉语声调也是归成两类：平声（阴平、阳平）和仄声（上声、去声）。
也就是说，声调只有两个变量：平声和仄声。因此，只能有四种句型。
即：
①平起仄收
②平起平收
③仄起仄收
④仄起平收
音乐歌谱有七个变量（音符或音阶）
，即：1、2、3、4、5、6、7
，而今体诗才有两个变量平声和仄
声，所以，从格律的形式上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三）应用规则确定四种基本句型
今体诗有五言和七言。现以七言基本句型为例。
（１）规则②—句中平仄相间的应用
第一句有几种排列方式？
平 仄 平 仄 平 仄 仄；
平 仄 平 仄 平 仄 平；
仄 平 仄 平 仄 平 仄；
仄 平 仄 平 仄 平 平；
或：
平平 仄仄 平平 仄；
平平 仄仄 仄平 平；
仄仄 平平 平仄 仄；
仄仄 平平 仄仄 平。
实际是分为两类：单个字平仄相间，或是两个字平仄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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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个字平仄相间符合音乐节奏美。
2
、两个字平仄相间符合汉语的特点。
因为大部份的汉语词组是两个字或三个字连在一起的。
我以《诗典新编》其中三页的统计结果，作为例证：
所选的第一页：两个字的有 2
1个，三个字的有 1
6个，四个字和五个字的共有 7个。
所选的第二页：两个字的有 2
2个，三个字的有 2
2个，四个字和五个字的共有 12个。
所选的第三页：两个字的有 2
4个，三个字的有 2
8个，四个字和五个字的共有 8个。
三个字连在一起的词组也不少，这是产生今体诗变体的原因之一。
两个字有四种类型：
平平（东方、天空等）
仄仄（大海、北国等）
平仄（天上、来去等）
仄平（下来、上天等）
平仄和仄平词组也是产生今体诗变体的原因。
依据统计结果和从音律节奏考虑，我们选定第 1句为：
平平仄仄平平仄
（２）规则③—联内平仄对立的应用
第一句和第二句结合，成为一联。
第一句（出句）为：平平仄仄平平仄
第二句（对句）的平仄如何排列？
依照第一句排，即仍用平平仄仄平平仄句型，这是不好的。因为从联句来讲，单调了，失去音乐美，
因此，应采用对立的方式，即你（第一句）平我（第二句）仄，你仄我平。所以，应该是：仄仄平平仄
仄平
（３）规则④—联间平仄相粘（粘即同）的应用
第三、四句组成第二联。第三句如何排列？
我们已经选定：
第一句为—平平仄仄平平仄
第二句为—仄仄平平仄仄平
第三句有两种排列方式：
方式（1
）
：平平仄仄平平仄（重复第一句）
方式（2
）
：仄仄平平平仄仄（重复第二句），但韵脚改变。
韵脚之所以改变，是规则规定，偶句脚字押韵，奇句脚字不押韵，即应为仄声。）
两种方法的选择是古体诗和今体诗的一个分水岭。古体诗不相粘；今体诗选择相粘，并且作为一条
规则。即：
第一句：平平仄仄平平仄
第二句：仄仄平平仄仄平
第三句：仄仄平平平仄仄
今体诗选择相粘的原因是：相粘可以使诗的节奏更加优美，更具回旋美，不会显得单调。
第四句的排列涉及到规则⑤即：
（４）规则⑤—偶句句尾押韵的应用
今体诗的押韵是押平声韵，押同韵部的韵，并且第三句和第四句平仄要对立，所以，第四句：平平
仄仄仄平平。
押韵问题：最可靠的办法是查韵书。韵书有两种，一种是平水韵（佩文诗韵）一种是新诗韵。目前
两种韵书仍在并行使用。前者依据的是古汉语，后者依据的是北京话（即普通话）。对于诗词写作者来说，
最终一定是使用新诗韵的。其理由为：语音既然发生变化，为什么还用古代语音呢？而且有的韵目前已
分不清了，如东韵和冬韵等，使用旧韵书不利于年青诗人和初学唐诗写作的写者。
首句可以押韵或不押韵，这里就不多说了。
押韵要押同韵，即押韵书上的同一韵部的韵，例：
杜牧：
《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其中：
“纷”字是上平十二文韵，
“魂、村”是上平十三元韵。
“纷”字是邻韵。按押同韵的规定，是
出韵了的，但第一句是可押，也可不押的，因此，这种情况大家都认为是不出韵。对此现象，特别取个
名字，叫《孤雁入群》
。如果是第四句（尾句）用邻韵行不行？意见就不一致了。认为是可以的，也给这
类现象取个名字，叫：
“孤雁出群”
。
二．如何遵守今体诗规则？
除了上述的规则外，沈约等人又提出了很多其他规定，如“八病”禁用，四声递用、用字不准和相
对等等。也有人提出不拘句，随诗人的意愿而为。先谈谈何谓“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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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病句。所谓“八病”
，沈约他们认为是音律上的
八种毛病，这八种毛病是不能犯的。现列举如下：
1
、平头；五言诗的首句和次句的第一字或第二字同声（即同一声韵）。如“一步登山易，一生无怨
难；
”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
。尤其是上下两句第二字同声，更为大病。
2
、上尾；邻近的两联出句句脚声调相同，就叫上尾，这是小病。若三联的出句句脚相同是大病；第
四联的出句也相同或首句入韵，其余三个出句句脚相同，是最严重的上尾。上尾的另一说法：上句第五
字跟下句的第五字同声，如“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这是大病。例：
储光羲：
《石瓮亭》
遥山起真宇（上）
，西向尽花林。
下见宫殿小（上）
，上看廊庑深，
苑花落池水（上）
，天语闻松音。
君子又知我（上）
，焚香期化心。
王维：
《送杨少府贬郴州》
明到衡山与洞庭，若为秋月听猿声。
愁看北渚三湘远（上）
，恶说南风五両轻。
青草涨时过夏口（上）
，白头浪里出湓城。
长城不久留才子（上）
，贾谊何须吊屈平。
3
、蜂腰：一句中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如：平平（东韵）仄仄平（东韵）平仄。如“闻君爱我甘，
窃独自雕饰”
。第二字是第一音节的节点，与句尾不能同声调。一联出句尤其不能犯蜂腰。此外，第二字
与第四字同声如冬节南食稻，春日复北翔，也是犯病。
4
、鹤膝：第一句和第三句末字同声。即第一句末字为上声，第三句末字也为上声，如此类推。如，
“拔棹金陵渚，遵流背城阙，浪蹙飞船影，山挂垂轮月。”
5
、大韵：同一联中用了和所押的韵同韵部的字。除非叠韵、联绵字。
6
、小韵：同一联中用了同韵部的两个字。若是叠韵，如飘摇、窈窕、徘徊等，则不算犯小韵病。
7
、旁纽：一联中有两字叠韵。叠韵意为二字同韵母。汉语字音可分为：声母、韵母和字调三部分。
一个字起头的音叫声母，其余的叫韵母。字音的高低、升降叫字调。如五言诗有一句中用了“月”字，
再用“鱼”
、
“元”
、
“阮”
、
“愿”等字。
8
、正纽（亦名小纽）
：一联中有两字双声。双声意为二字同声母。大部份字的声母是辅音声母，原
音起头的声母极少。如丰（f
e
n
g
）
，e
n
g是韵母，f是声母。元音起头的声母叫“零声母”，如爱（ai）
。
（二）四声递用
朱彝遵说：老杜（杜甫）律诗单句句脚必须上、去、入俱全。单句就是出句；如首句句脚用平声，
则平、上、去、入俱全了。例：
杜甫：
《西郊》
时出碧鸡坊（平）
，西郊向草堂。
市桥官柳细（去）
，江路野梅香。
傍架齐书帙（入）
，看题检药囊。
无人觉来往（上）
，疏懒竟何长！
这种四声的递用，无疑是对诗人的不必要的一种束缚。既然上、去、入三声都归到仄声里去了，何
必多此一举呢？
还有一种“四声递用”的说法，即“一句之中，四声递用”。有人说，这是格律诗艺术的最高峰，这
种“四声递用”
，是指在一句的五个字或七个字之内，具备平上去入四声，而且相间地应用。例如，
杜审言：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入上去平平 平平入去平 平平入上去 平上去平平
淑气催黄鸟，晴江转绿蘋。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入去平平上 平平上入平 入平平上去 平去入平平
这种一句之中四声俱全，有几个人能做得来？首首如此，更是天下难找了。片面追求声调的和谐，
对于格律的创作来说更是一种不可忍受的束缚。只要能做到两个同调的仄声字不在一起，也就可以了。
依我看来，上、去、入声都为仄声字，就不要再去细分了。
（三） 同字相对。如：
杜甫：汝书犹在壁，汝妻已辞房。
（上下句汝字同时出现。）
席金友说：
“从平仄格式来说，第一字可平可仄，不违格律。如果是在节奏点上，如第二、第四和第
六字，就应该注意尽量避免。
”但是从出句与对句平仄相对规则来说，这是不允许的。
按传统说法：有两种情况可以不避同字。一是句中自对。二是同字在本句出现。如：
魏源：
《秋兴》第二联两句：
荒年谷贸丰年玉，下赋田征上赋钱。
荒年对丰年是句中自对，两个年字又是出现在同句，虽在节奏点上，但对平仄无碍。格律是允许的。
（四）不拘句。有人说：作为诗人，有最后一点活动余地，那就是不拘句。如：
白帝城下雨翻盆（杜甫：
《白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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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不相间）
故人西辞黄鹤楼（李白：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仄平平平平仄平（句中四连平）
复恐匆匆说不尽（唐 张籍：
《秋思》
）
仄仄平平仄仄仄（句尾三连仄）
春眠不觉晓（唐 孟浩然《春晓》
）
平平仄仄仄（句尾三连仄）
况乃潇湘秋（唐 王昌龄：
《送胡大》
）
仄仄平平平（句尾三连平）
新丰美酒斗十千（唐 王维：
《少年行》
）
平平仄仄仄仄平（句中四连仄）
上人一向心入定（顾况：
《赠僧二首》
）
仄平仄仄平仄仄（孤平，又，第六字应为平声）
野火烧不尽（白居易：
《赋得古原送别》
）
仄仄平仄仄（孤平，第四字应为平声）
一年三百六十日（明 戚继光：
《马上作》）
仄平平仄仄仄仄（句尾四连仄）
人事有代谢（孟浩然：
《与诸子登岘山》
）
平仄仄仄仄（四连仄）
南朝四百八十寺（唐 杜牧：
《泊秦淮》
）
平平仄仄仄仄仄（五连仄）
向晚意不适（李商隐：
《乐游原》
）
仄仄仄仄仄
就是说，为了表达思想的需要，不拘平仄，舍声取义，不以词害意。所以，是允许的。我个人认为，
由于各种清规戒律，限制太死，阻碍了今体诗的写作和发展，这是不行的，应该解禁；但是，随意放宽，
任意违反规则也是不行的。其实，这种任意放宽的“诗”就不应该叫“格律诗”了。但是，在诗词界也
和其他各界一样，存在“名人效应”
，如：
“雄鸡又唱东方红”和“主人为卜林塘幽”
，“东方红”和“林
塘幽”
，都是句尾三连平，按说，都不是格律诗句，但是，后者是杜甫大诗人所作，在许多诗书和刊物中
还是作为典型的律诗而赏析的。
三．五禁则。
为了避免“过宽”和“过严”
，我综合考虑，提出如下的“五禁则”（或叫“五不准”）：
禁则１：不准句子犯孤平
何谓孤平？在今体诗上公认的有三种句式为孤平，即：
五言：仄平仄仄平
七言：仄仄仄平仄仄平
平仄仄平仄仄平
不过，也有人认为，只有两种句式为孤平。
即：
仄平仄仄平
仄仄仄平仄仄平
有的书中说：上述三个平脚句中，五言的第二字，七言的第四字，都是一个孤独的平声字，被仄声
包围，所以称为孤平。王力在其《格律诗词》著作中指出：孤平是律诗（包括长律、律绝）的大忌，但
他没有对孤平下定义，只是说：在五言“平平仄仄平”这个句式中，第一字必须用平声；如果用了仄声
字，就是犯了孤平。因为除了韵脚之外，只剩下一个平声字了。王力在《诗词格律十讲》中又说：
“所谓
孤平，只限于平脚的句子，指的是五言句的“仄平仄仄平”，七言句的“仄仄仄平仄仄平”。由于除了韵
脚必须用平声字以外，只剩一个平声字，所以叫孤平。”王力在《格律诗词》注脚中特别指出，“注意：
犯孤平指的是平脚的句子；仄脚的句子即使只有一个平声字，也不算犯孤平。”按王力的意思，也就是说，
仄脚句是没有孤平的。这样，就给“孤平”作了一个特别的限定：
“孤平”问题只存在于平脚句中，在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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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情况下，只存在于偶数句中。这样的限定，是不科学的，不是科学地总结格律诗的规则。因为，
为什么仄脚句就可以不用考虑平仄相间、联内对立和联间相粘呢？而且，如果诗句押仄韵，是不是也有
此限定呢？格律诗强调不能犯孤平，是从声律角度考虑的，犯孤平的句子，由于句中平声字少，就体味
不出格律诗的抑扬顿挫，就没有音乐美了。句尾是仄声字的句子，本身就少了一个平声字，按理在别的
位置应有更多的平声字，才能使音律调和。所以，仄脚句子，没有孤平的说法是不科学的。因此，我认
为，需要将孤平作出一个严格的定义，没有必要去分仄脚句或平脚句。
我们所下的孤平的定义是：在句子中，只要有两个平声字连在一起就不算孤平。如：仄仄仄平平，
或仄平平仄仄，他们都不是孤平，纵使除了韵脚的平声字之外，只剩下一个平声字了，也不是孤平。所
以“仄平平仄平”不是“孤平”
。但是，如果句子中的两个平声字是散开的，就像两个人分住天南地北，
那他们还是孤身一人的，所以，
“仄平仄仄平”和“平仄仄平仄”句，就是犯“孤平”了。
禁则２：不准句尾三连平，即不准平平仄仄平平平这样的句式。
禁则３：不准句尾三连仄，即不准仄仄平平仄仄仄这样的句式。
上面已经说过，古代诗人为了诗意往往打破今体诗的规则（格律）
，特别是诗仙李白更是如此。诗句
中出现四连仄，甚至五连仄的情况也都存在（见（四）、不拘句）
。但有人却认为，这些诗都属于格律诗
的范畴。我的意见是：这些诗只能算是古体诗了。
禁则４：不准句中四连平。
禁则５：不准句中四连仄。
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四连平或四连仄，跨越了两个音节，即为：平平平平仄或仄仄仄仄平。
本来，今体诗的平仄格式是使诗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富有韵律节奏感；由于平仄发音的不同，平仄
交替，平仄相粘等规则，就能使句子具有音乐美，使一首诗具有整体的节奏美。在一个句子中，平三仄
四，或平四仄三，是较好的搭配。
四．基本句式的推演。
我们有了四个基本句式和以上所说的规则和禁则（不准），就可以推演出“五花八门”的句式了。下
面谈谈为什么用四个基本句式，就可以推演出各种句式呢？具体说明如下：
先说说五言句式的推演。这很简单，七言句砍去前面的两个字，就是五言句句式。
如：
⑴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
⑵ 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⑶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
⑷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
七言今体诗的所有规则和禁则都可以应用于五言今体诗，只不过是二、四、六成为二、四，一、三、
五成为一、三罢了。所以我们只说明今体诗的七言绝句（每句七个字，共四句）或七言律诗（每句七个
字，共八句）或排律（每句七个字，共八句以上），而这些句子，都是由下面基本句式推演出来的。如：
⑴平起平收式 平平仄仄仄平平
红军不怕远征难，
⑵仄起平收式 仄仄平平仄仄平
万水千山只等闲。
⑶仄起仄收式 仄仄平平平仄仄
五岭逶迤腾细浪。
⑷平起仄收式 平平仄仄平平仄
金沙浪拍云崖暖。
我们先谈今体诗的七言绝句：
⑴平起平收式或叫平平脚，如：
平平仄仄仄平平
红军不怕远征难，
仄仄平平仄仄平
万水千山只等闲。
仄仄平平平仄仄
五岭逶迤腾细浪。
平平仄仄仄平平
乌蒙磅薄走泥丸。
这一七言绝句只是把基本句式的⑴式、⑵式、⑶式和⑴式组合起来。为什么第四句不是用⑷式，而
是重复用⑴式呢？这是今体诗押韵规则规定的。七言绝句或律句的第一句绝大多数情况下要押韵，而五
言绝句或律句，一般来说是不押韵的。而且都是押平韵 ，都在偶句上押韵。对今体诗（即通常说的格律
诗）来说，要押韵书《平水韵或叫佩文诗韵》上的同一韵部的字，或押《中华新诗韵》书上的同一韵部
的韵。例如，上面所举的毛泽东主席的诗，其中的难、闲、丸，难和丸是上平声十四寒韵 ，而闲是上平
声十五删韵。寒韵和删韵是邻韵，但按今体诗的规定，只有第一句和第四句才能押邻韵。所以，从佩文
诗韵的角度来说，闲字是出韵了。但是，从《中华新诗韵》来说，这三个字都属于十四寒韵，也就不算
出韵。有关押韵的问题，以后再谈。
从上面列举的诗中还可以看出：第一句和第二句（即出句和对句）的平仄是对立的，而每句的平仄
是相间的。而第二句（即第一联的对句）和第三句（即第二联的出句）的平仄是相同的，即相粘的。不
过，这里要指出，无论是相对或相粘也好，一般来说，都只是第二字和第四字，而第五字往往是不相对
或不相粘的。至于第七字（韵脚和白脚）绝对是平仄相对立的。这里说的“白脚”指的是不押韵的脚。
今体诗的律诗（八句）
，是在绝句的基础上增加一倍而成，但要注意到二个绝句之间的相粘。不过，
必须指出：律诗不是在绝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也不是有人认为的那样，绝句是律诗截取四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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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他们是有其各自发展的道路。这里所说的“增加一倍而成”
，不是论证“起源”，而是从数理推理
来说的。
⑴平起平收
平平仄仄仄平平 红军不怕远征难
仄仄平平仄仄平 万水千山只等闲
仄仄平平平仄仄 五岭逶迤腾细浪
平平仄仄仄平平 乌蒙磅礴走泥丸
平平仄仄平平仄 金沙浪拍云崖暖
仄仄平平仄仄平 大渡桥横铁索寒
仄仄平平平仄仄 更喜岷山千里雪
平平仄仄仄平平 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里，顺便介绍几个名词：律诗的第一句和第二句合起来叫第一联，也叫首联；第三句和第四句合
起叫第二联，也叫颔联；第五句和第六句合起来叫第三联，也叫颈联；第七句和第八句合起来叫第四联，
也叫尾联，律诗中除了平仄对立外，还要要求对仗。一般来说，颔联和颈联要求对仗，有关对仗问题，
也要留待以后谈。
我们把绝句扩展为律诗的其他句型，列出如下：
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⑵平起仄收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⑶仄起平收
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⑷仄起仄收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这就是绝句的四个基本句式推演为律诗的四个基本句式。如果我们再做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凡是
仄收的句式，如⑵式和⑷式，无论是平起还是仄起，都是绝句的完全相同地扩大两倍，而平收的句式，
如⑴式和⑶式，则由于相粘的要求，第一句是平收，第五句是仄收，因而略有不同。但是都是在四个基
本句式的基础上推演而成的。
同样，五言律句的四个基本句式也是在五言绝句的四个基本句式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列举如下：
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⑷仄起仄收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⑴平起平收
平平仄仄平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⑵平起仄收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⑶仄起平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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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律诗同七言律诗一样，⑵式和⑷式完全是绝句扩大一倍，而⑴式和⑶式则必须考虑
相粘引起的变化。
有了这些推演出来的四个律诗的基本句式，本来就可以照章办事，就像填词一样，照句
式写诗就行了，但是，正如前面说过的，由于写诗时的意境和情感的表达，如果硬要为了符
合规则而换字，有时会有损于诗的本身。例如，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
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首诗绝对不是今体格律诗，但是，李白是个诗仙，是今
体诗的奠基者之一，难道他就不知出格了吗？绝对不是。如果是按“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
平。
”来做，这是很容易的事。例如，我试改成：床前月亮光，疑是院中霜；举首看明月，
低头想故乡。这样虽然合律了，但是，李白的这一首诗经这样改过后，也就不会流传下来了，
至少不会在不识字的儿童口中朗读出来。诗为美，诗为情，诗为志；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包
括李白、杜甫在内，也写出了许多不符合格律规则的诗。李、杜后来的许多名诗人，如白居
易等也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在唐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许多诗人都能随情而写随意而写。
于是，变格诗、各类古体诗出现了，于是一些规则被突破了，甚至于对基本句式提出了修正，
出现了各种变体。施向东著的《诗词格律初阶》中就提出了如下的四种七言的基本格式：
①平平仄仄平平仄
②仄仄平平仄仄平
③平仄仄平平仄仄
④仄平平仄仄平平
不过，这些突破今体诗规则的诗，就不要说成是格律诗。在百花齐放的古代盛唐时期，
广大诗人都能为情而发，在建立和完善今体诗格律的时期，同时创作出不按格律的诗作，我
们也太可不必把不是格律诗的诗，由于某种原因，硬性地说成是今体诗。或者，再去修改规
则。自由诗正处在发展和建立其律则的时期，今体诗应该删除不必要的清规戒律，使之更为
人们所接受、所喜爱。
五．对“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分析。
有人为了帮助今体诗写作者掌握格律，提出了“一、三、
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口诀，有人在基本句式和推演出来的各种句式的字句上加了圆
圈。加上圆圈表明：在那个位置上的字可平可仄。无可置疑，上述的两种做法，都起了一定
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就有关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以
及字上加圆圈的问题，发表我个人的看法。
㈠ “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人提出一、三、五不论，而二、四、六却要分明呢？因为一、三、五的位置，
不是处在句中的节拍点上，对句子的节奏美不是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二、四、六的位置，正
是节拍点，起着关键作用。正是因为如此，提出这一“口诀”的人，抓住了这一情况，提出
了上述的口诀。但是，他没有全面分析，任何事情，绝对化了就会出现问题。句子中平声字
和仄声字的变动，即平声字改用仄声字或仄声字改用平声字，可以不可以，都必须具体地进
行分析，必须对句子进行综合考虑。我认为只要按照上述的五条规则和五条禁则，就可以进
行判断。我以五言绝句为例进行分析：
①平平仄仄平。
这是平脚。特别要注意，所有尾句的“脚”字是不能改动的，这是今体诗押韵规则规定
的。第一字的平声字能否改为仄声字呢？不可以。因为改为仄声字后就变成孤平句了。但是，
把第一字平声字改为仄声字后，再把第三字仄声字改为平声字，可以不可以呢？我认为是可
以的，因为句子就成仄平平仄平了。句中有两个平声字连在一起，不犯孤平。
②平平平仄仄。
这个句子有三个平声字连在一起，把第一个平声字改成仄声字，即为仄平平仄仄，这是
完全可以的，因为还有两个平声字连在一起。《诗词格律初阶》作者施向东把这个句式，作
为五言律句的四个基本格式之一。如果改成平平仄平仄，即把第三的平声和第四的仄声对调，
可不可以呢？还是可以的，因为不犯孤平。但是，这种位置的调换，即该平而仄，或该仄而
平，由于处在节拍上的仄声字被改为平声字，破坏平仄相间的原则。按理来说，也是不对的。
不过古代不少诗人已经这样做了。
③仄仄平平仄。
第一仄声字可以改为平声字，这不用再解释了。顺便指出，处在第一字的仄声字，在任
何情况下，都可以改为平声字，而处在第一字的平声字则不可任意改为仄声字。不过，有人
把仄脚句，排除在孤平之外，即连平仄仄仄仄都不算犯孤平，那又当别论了。可以不可以把
第二个字仄声字改为平声字呢？第二个仄声字的位置是处在节拍点，严格来说，是不能改动
的，因为改动后，虽然不犯孤平，但是损害了节奏美。格律诗的优点之一就是具有音乐的节
奏美。如果是两个仄声字都改动，成为平平平平仄，就犯了句内四连平的禁则。第三字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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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字能否改为仄声字呢？即成为仄仄仄平仄？显而易见，这一改动就变孤平句了。
④仄仄仄平平。
在这类句子中，处于第一位置上的仄声字可以改变为平声字，但第二和第三位置上的仄
声字都不能改为平声字。这因为第二位置上的仄声字处在节拍点上，其道理上面已讲过，第
三位置上的仄声字，如改为平声字，就成为句尾三连平了。当然，前面说过，句尾三连平、
三连仄的情况，就是唐代名诗人的诗作中也存在。如杜甫的“悲秋宋玉宅”，就是句尾三连
仄，韦应物的“相问良殷勤”就是句尾三连平了。不过，由于他们是大诗人，就有人作出这
样那样的解释，我认为这大可不必了。在古风中句尾三连平是流行的句子。为何不就说，他
们写的那些诗是古体诗呢？
总的来说，
“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口诀有其优缺点。我们不能不加分析
地照用。对句中平仄字的调动，要从基本规则和禁则去分析，是改变一个字还是二个字，甚
至三个字，都要做综合分析。
六．关于加圆圈的问题。
平平○
仄仄仄平平，表示第一字平声字可变
在平仄字上加上圆圈是表示该字可变动的，如○
动为仄声字，第三个仄声字可变为平声字。有的格律诗书上，把所有的平仄格式都加上了他
们认为可以加的圆圈，如：
1
、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
○
仄仄平平仄
平平
○
○ 仄仄平
○
2
、
仄仄平平
平仄仄，也有书上写成仄仄
平平平仄仄；
○
○ ○
○ ○
平平
仄仄仄平平
○ ○
平平仄仄
平平仄
○
○ ○
仄仄
平平
仄仄平
○ ○ ○
我就列举五言和七言各一种，加以讨论，其他句式的加圆圈问题的讨论略去。
加圆圈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在写作格律诗时，可以依样画葫芦，注意那些仄音或平音
字是可以改动的。值得肯定的是，有他好的一面，写诗者可以不假思索地照做。但是，如果
不加以分析，就有可能违反格律诗规则，上列的五言和七言的各一种格式分析如下：
五言的前三个格式所加的圆圈不会带来什么问题，但是第四个格式平平仄仄平就应该分
析了。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仄平仄仄平，即第一个平声改变成仄声字，而第三个仄声字不作变
动，可以不可以呢？我认为是不可以的，因为改动后的仄平仄仄平是一个孤平句。有的书上
说，仄仄仄平平句，除了尾字韵脚为平声外，句中也只剩下一个平声字，而仄平仄仄平，与
其类似，也有一个平声字，前者不作为孤平句，后者也应该不作为孤平句。所以，他就下了
另一种孤平的定义：孤平应该是一句中只有一个平声字的句子。仄平仄仄平这句式不能说是
孤平。也就是说，如果一句中已有两个平声字，就不存在孤平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孤平的定
义。我们在前面已作过说明，就不再多说了。我们的意见是：仄仄仄平平不是孤平，而仄平
仄仄平是孤平。但如果我们把平平
○ 仄仄平同时变动，变成仄平平仄平，这就不犯孤平了，而
○
且这是一种变体，一种常用的变体。
我们转入分析七言格律诗句的加圆圈问题。仄仄
○ 平平
○ 平仄仄的这种加圆圈是不正确的，
○
虽然它符合一、三、五不论的口诀。同样地，如果坚持凡是仄脚的诗句，就是仅存在一个孤
独的平声字，也不犯孤平。如果作出了这样的定义，那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我前面
说过，这种定义是不科学的，在这个句式中，如果变成平仄平平仄仄仄，那就成为句尾三连
仄，是违规的。如果变成 平仄仄平仄仄仄，则除了三连仄外，也是犯孤平的。只有变成平
仄仄平平仄仄，才是合律的，诗句中前面四个字的仄平平仄的句式是常用的句式。
平平仄仄
平平仄句式的加圆圈，如果同时改动，即改为仄平平仄仄平仄，还是合律的，
○
○ ○
但是，如果只把第一和第五的平声字变成为仄声字，那成为仄平仄仄仄平仄，我们认为也是
犯孤平的。
仄仄平平
仄仄平句式的加圆圈也存在不妥之处，如果我们只把第三个平声字变成为仄声
○
○ ○
字，即成仄仄仄平仄仄平，这就是众所公认的典型的孤平句子。但如果都改变，即成为平仄
仄平平仄平，就不是孤平句。这是一种合律的变体，或者说是一种拗句，这里暂不作进一步
的讨论。
关于今体诗规则，暂说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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