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寫在前面

蛻老（1894—1973），原名宣穎，字兌之，晚號蛻園，

湖南善化（今屬長沙市）人，是著述等身的文史大家。僅以

詩學而論，他早在 1936 年，就同劉麟生、蔡正華（三人均

為《中國文學八論》的作者）合編過《古今名詩選》。這部

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四冊詩選，遴選精當，註釋簡明，不僅

在當年為佳編，即在今天仍不失為有眼光的選本。20 世紀

40 年代，他以詩配文的形式漫談北京掌故，發表《燕都覽

古詩話》四百餘篇；50年代，出版《楚辭今讀》；60年代，

完成了《李白集校注》（與朱金城合作）和《劉禹錫集箋證》

兩部功力深厚的古籍註箋之作，因「文革」擔擱，二書直

至 80 年代方始問世。同一時期他還編過一部《唐七言律詩

選》，寫有序言，惜未出版。此外，蛻老有兩部恐已亡佚的

手稿。一部是以七絕形式評論《全唐詩》中重要的詩人詩

作，大約寫了二三百首，現已下落不明，倘若留存至今，會

是別具特色的以詩論詩之作。另一部是《晚抱居詩話》，既



談軼事，也發議論，多言人所未言。他曾用一種從故宮流出

的帶脆性的深黃色紙為我書寫過 10頁。

《學詩淺說》並非他的重要著作，而只是一本關於如何

學習舊體詩詞的普及讀物。由於著者對古典文學有極深的造

詣和識見，對一部詩史瞭然於胸，本人又擅詩詞，故無論談

詩的結構與形式、鑒賞與誦讀，還是談詩的發展與流派、寫

作途徑與方法，都顯得遊刃有餘，可謂既循循善誘，平易親

切，又要語不繁，切中肯綮，令人讀後有豁然開朗之感。

要學習寫詩，必須對詩史及名家名作有所瞭解，所以本

書近半篇幅都用來談「詩的發展與流派」，談「由詩到詞」

的演變。由於並非文學史著作，其寫法就別有講究，給我印

象尤深的是如下兩點：

一是對所要介紹的對象的遴選十分精審，選定之後又總

是能一語道出其人其作的主要特色。譬如「韓愈 柳宗元」

一節，僅用「真樸而不華」、「拗健而不平」兩句話就概括

了韓詩的特色與優長。通過對孟郊、盧仝某些生硬之作的批

評，又指出了學韓詩需要避免的傾向。接著談柳宗元，認

為其五古得力於六朝而不著痕跡，「意深而語淡，情苦而氣

和」，這也是非常凝煉而得當的評語。類似的論述風格貫穿相

關各節。我們也許並不完全贊同他的每個觀點，也許會對他的

論斷提出補充和商榷，但我們不能不承認，作者富於真知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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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善於運用比較和比擬的方式。譬如談姜夔，認為姜

的才情氣概遠不及辛棄疾，「但他能運用自己的長處，以精

妙婉曲取勝。在音樂中辛詞可以比鐘，姜詞可以比磬，在山

水中辛詞可以比長江上的雲山萬疊，姜詞可以比深山洞壑中

清溪一曲。天才之雄厚當然讓辛，而人工之精到，也不得不

推姜，所以姜詞究竟是大家」。這樣的文字不但優美，而且

在生動的比較和比擬中讓我們認識到姜夔的風格與價值。又

如談吳文英，認為吳在詞壇的地位，「頗像詩家有李商隱。

從表面看來，只是刻翠雕紅，一片錦繡，然而所含的內容是

深曲的，組織也非常精細」。盡管一切比擬都有缺陷，但讀

過玉谿生詩的人，看了以上評語，對理解吳文英肯定會有幫助。

該書沒有像文學史著作那樣對時代背景、詩人生平、作

品的思想藝術及影響等等多費筆墨，然而我們通讀之下，似

乎對詩的歷程、歷代詩家面貌已恍然有會。

該書的另一重點是教會讀者如何寫詩。在「寫作方法」

一節中，著者從七個方面談了學詩的程序、方法、技巧和需

要注意的問題。在「論詩零拾」一節中，所談的不少問題如

「情與景」、「理與事」、「律詩的對法」、「用典法」等等，

對於寫作也都有啟發。譬如對於實詞和虛詞的搭配，在初學

者往往不易把握，而著者對此說得很清楚：「實字用得多，

就顯得厚重，虛字用得多，就顯得飄逸。實字用得多，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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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使讀者需要用心體會，虛字用得多，就使讀者可以一目瞭

然，不愁費解。但是實字用得太多，流弊是沉悶，虛字用得

太多，流弊是淺薄。要能儘管多用實字而無沉悶之弊，儘管

多用虛字而無淺薄之弊，那就是工夫到家了。」又說，「詩的

厚薄，在乎命意如何，在乎含帶的情感如何，也不能專在虛實

字的多少上計較。不過初學作詩，虛字太多的病是容易犯的。

與其虛字太多而流於淺薄，還不如實字太多的病容易矯正。」

「論詩零拾」完全不涉己作，而讀者於字裡行間自能體

認到一種來自詩壇耆宿的經驗信息。實際上蛻老的詩在圈內

從來都備受推崇。他是湖湘詩派領袖王闓運（字壬秋，號湘

綺樓主）的入室弟子，受王氏影響，早年即能寫骨力雄健的

五古。但他並無門戶之見，認為時代在發展，無論魏晉詩、

唐詩、宋詩乃至清詩，凡長處均可吸收，短處皆須避免，尤

其重要的是應在舊的基礎上，釀造新的風貌、新的意境。他

的詩曾受到「同光體」前輩陳三立的讚許，被評為「抒情賦

物，悱惻芬芳，而雅韻蒼格，階蘇窺杜，無愧健者」（《丙

子題識》）。同輩學人中，吳宓《空軒詩話》有「瞿兌之」

一節，在錄引瞿作《輓曾重伯詩四十韻》後，稱「兌之之

詩，博雅淵醇，固遠非予所可及也」；又說「予最愛兌之所

作《辛壬詠史詩》前後二十四首，曾倩其以錦箋寫貽，供我

玩讀」。汪辟疆《光宣以來詩壇旁記》中亦有一節，專談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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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七古《西園王孫草書墨竹歌》，認為此類蘊含史事的長

詩，始於《長恨歌》、《連昌宮詞》，至清代惟吳梅村、王湘

綺所作「可謂獨出手眼，詞旨恢宏」，而蛻老此作「頗有湘

綺老人《圓明園詞》筆意」，「雖不能上沿下溯，但於此義乖雅

廢之後，起而效之，固一時特起之異軍也」。該詩我在蛻老處

讀過手稿，題為《海上贈西園王孫》，與汪氏所記標題不同。

本書的另一作者周紫宜，名鍊霞，別號螺川，我在蛻老

家見過。據她自己告訴我，該書主要是蛻老寫的。不過既

為兩人合作，其中必有她的勞績。周氏早歲從朱古微習詞，

從蔣梅笙習詩，後被視為上海畫院最富詩才的畫家。我讀過

她的若干詩詞，就學養功底而論，不如蛻老深厚，古風尤非

所長；就情韻才氣而論，則不在蛻老之下。她的近體和長短

句尤為出色，曾有詞云：「但使兩心相照，無燈無月何妨。」

婉約流轉，真切感人。借用該書用語，可以說，蛻老的詩以

功力見長，而周紫宜的詩以天分見長。我們現已無法知道兩

人寫書時的具體分工，但以詩衡文，則當我們讀到書中一些

聰明機敏的比喻、妙語如珠的評議時，可以猜想，那或許正

出於一代才女之手。

俞汝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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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傳統形式的詩詞是大多數所愛好的，關於這方面的知

識也是大多數人所希望能掌握的。因此，很需要有一種指

導性的書，用最簡捷的方法給讀者說明怎樣欣賞，怎樣寫作

等等。

本書是作者根據多年講授的經驗，將所纍積的資料系統

地編成的。特別注重由淺入深，提綱挈領，使讀者不需要多

費時間，首先能掌握詩的主要形式和規律，然後在指導欣賞

方法和敘述源流派別時，順便介紹一些傳誦的名篇，在介紹

時又順便加以說明解釋。這樣，讀者不但看到了實例，而且

也就等於讀了一部精選的詩詞。在知識比較充實以後，才指

示習作的方法，讀者就更會有親切的感覺了。

本書在關鍵性的地方不厭反覆求詳，而初學所不必措意

的地方卻儘量從略，以免加重讀者的負擔。所談的詩以唐

詩、詞以宋詞為主。

前人詩話往往有精闢的見解，在今天仍然對學詩有幫助



的，本書採取其精意，改用淺顯的文字寫成，在本書的內容

中頗增一些分量。 

瞿蛻園  周紫宜

1961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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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詩的結構形式



 

句法章法與體裁

學習舊體詩詞，首先應當掌握其結構形式，這對於閱

讀、欣賞、寫作，都是必具的基本知識。

先談詩的結構，第一就是句法。當然，詩可以有不

同長短的句子，但這是不常見的，可以慢慢再談。一般說

來，不外五言、七言兩種。五言就是五字一句，七言就是

七字一句。不過詩的句子與散文的句子不同，總要兩句才

能算一個整句，也就是說：上句是沒有韻的，下句才有韻。

必須包括有韻的在內，才能算詩的一整句。舉例如下：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

一層樓。

這是五言詩，前兩句末一字是「流」字，後兩句末一

字是「樓」字，「流」、「樓」協韻，所以前兩句是一整句，

後兩句又是一整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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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單是一句不能把意思說明白，總要兩句才能完

整，比如這首詩的第一句能不能說明一個意思呢？當然

不能。若是配上第二句，就勾畫出一幅遠景的圖畫來了，

這就成為詩了。尤其是第三、第四句，更可以看出，一

拆開來，便不像句話。因為作詩的人是說：如果欲窮千

里目，就必須更上一層樓。沒有下句，單是上句怎能成

立呢？

由此可見：詩的句法要有確定的規律，五言就是五言，

七言就是七言。意思是活的，句法是死的。但是又要把活

的意思在死的句法中表達出來，並不因為句法的約束和限

制，就把意思也變死了。上面一首的第三、四句，正說明

詩句的死板和詩意的靈活。

人所要表達的意思是變化無窮的，而詩句的格式又這

樣簡單，怎樣能作得出詩來呢？這當然不是幾句話可以說

明的，但也有幾點可以先介紹一下。

第一，一句不夠容納的意思，可以分在兩句中容納；兩

句還不夠，可以衍成四句，總把它說明白才算數。

第二，詩中所用的字是可以自由伸縮的，長的可以縮

短，短的也可以拉長。有些字在散文中不能沒有而作詩卻

可以省去。

這樣一來，就不至於感覺句法的拘束了。當然，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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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東西總是要通過人的智慧，精心烹煉才能成功，絕不

能像說話一樣不假思索。不過只要抓住要點，得到訣竅，

也絕不是什麼非常困難的事。

句法簡單地談過了，現在再談章法。

詩的一篇，名為一首。怎樣才算一首詩呢？至少要像

前面所舉一例，四句兩韻，不能再少了。

若要作成一首詩，必須具備下列一個主要條件。那就

是句子必須協韻，讀起來才好聽。可以每一句的末一字都

協韻，也可以每一整句的末一字協韻。前者不是常見的，

一般總是用後者的辦法。像上述的例子，「流」、「樓」協

韻，都在整句的末一字上。這個例子只提示最短的章法。

當然不限於兩句有韻，推廣到六句、八句，以至更多都是

一樣。

另外有一個附帶條件，就是短篇總要雙數的句子才能

成章，五句七句九句是通常不許可的。如果是長篇，倒有

時可以不拘。

總的說來，詩要儘量求其句法整齊，聲韻和諧，為的

是可以引起美感。也就是說：詩是通過細緻加工的語言。

掌握了上述的簡單原則以後，就要了解一下詩的各種

體裁。

按照章法長短來說，各種體裁的次第如下：（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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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二）七絕，（三）五律，（四）七律，（五）五古，（六）

七古。短的在前，長的在後。

按照歷史上產生的先後來說，則大致次第如下：（一）

五古，（二）七古，（三）五律，（四）七律，（五）五絕，

（六）七絕。

以上所舉，只是主要的體裁，其他還有些雜體，不是

常用的，暫時就不去談它了。

（一）五絕一稱「五言絕句」，就以上述一首為例，四

句兩韻，可以每兩句相對，可以兩句對兩句不對，也可以

全不對。

（二）七絕等於五絕的每句加兩個字，其餘相同。

（三）五律一稱「五言律詩」，是八句四韻，每句五言。

一般是前六句每兩句相對，最後兩句不需要對。

（四）七律也等於將五言變為七言的律詩，其餘相同。

（五）五古是五言詩，不一定要對的，句數多少也不限

定。除每句必須五字外，幾乎沒有固定規律。

（六）七古大體上是不拘規律的七言詩，其中也可以雜

有長短不等的句子。

古人的名篇總不出以上幾種體裁。今天也還應當把這

幾種體裁看作正宗，尤其是五七律與七絕是常見的，最引

起人們的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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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仄與四聲

舊體詩的美妙，有一大部分是由於聲調的和諧。這種

和諧不是由於樂律的關係，而是由於字音的關係，並不需

要懂得音樂的人才能掌握，只要讀音準確，人人都能領會

的。但由於各地的方音不同，對於所謂四聲的區別可能有

不同的感覺，因而對於平仄的體會就有難有易。

四聲是漢字讀音的重要特徵，也是最基本的聲調，在

日常的口語中總是用得著的。一般說來，每一個字都可以

念成平、上、去、入四個聲。不過必須注意：這裡的上字

不能讀成上下的上，要讀作「賞」。請讀者先把這四個字

放在口頭準確地念一下，看看有沒有聲調上的不同。然後

再把四種水果的名字分別念一下。首先，平聲是「梨」。

變成上聲，就是「李」，再變成去聲，就是「荔」，再變成

入聲，就是「栗」。如果說，梨子、李子、荔枝、栗子四

樣東西叫起來是一樣的，絕對不能想像。任何地方的人，

叫這四樣東西，一定都是很清楚，不至於誤會的。果真能

把它們的名稱區別一下，那就對四聲

容易了解些。

進一步就應當把四聲作成一個圖

表如右：

上

平

去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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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圖表表示一個字的四聲可以用位置來說明。從左

下角起，位置是低的，就作為平聲。從平聲向上一轉，轉

到左上角，就是上聲。再一送，送到右上角，送得最遠，就是

去聲。收回來，向右下角一按，按得用力，就是入聲。

從前有四句歌訣，描寫四聲的聲調，是很扼要的，讀

者可以從這裡得到些啟發。

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強。

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收藏。

這個歌訣告訴我們：凡是一個字，不需要費力，只要

平平讀去的，就是平聲。如果將舌頭用力轉一轉，彷彿向

上提起，就是上聲。如果將這字向遠處送，聲調拉得長些

變得尖些，就是去聲。如果將這字用力截住，不拖長，不

提高，就是入聲。

字的聲音和意義往往是有關係的。除平聲不須說明

外，試舉幾個上聲和去聲的字來對照一下：

少、小、簡、短、老、減、忍、狠。（上聲）

媚、麗、妙、俏、俊、秀、亮、脆。（去聲）

這樣，可以知道上聲字往往有用力費事的表情，去聲

字則偏於秀媚、清脆、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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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入聲字，尤其容易看出表情的關係。形容詞方面

有「急」、「迫」、「辣」、「雜」、「狹」、「窄」等，動詞方

面有「勒」、「刻」、「殺」、「壓」、「切」、「割」等，顯然

都表示深切而直截的意思。

當然，這並不是說一切的字都可以用一個公式來歸

納。以上所舉，只是概括的說法，不能膠柱鼓瑟。在這裡

提出這一點，乃是要說明作詩為什麼必須留意四聲的適當

使用，學詩的人為什麼首先要掌握四聲的辨別。

如果對於四聲的辨別還感覺困難，那麼，不妨暫時放

在一邊，先弄清平仄再講。

四聲可以歸納成兩大類，平聲就是平聲，而上、去、

入都是仄聲。換句話說，不輕不重的是平聲，需要用一點

力的是仄聲。按歐洲文字的通例來說，平聲就是非重音，

仄聲就是重音。西文的詩句，重音非重音必須相間使用，

漢文的詩句，平仄也必須相間使用，正是同樣道理。

現在舉出一首平仄規律最嚴格的唐人五律詩，作為

示範：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

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

歸思欲沾巾。（杜審言《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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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是四聲相間使用的，暫且不去管它，只把平仄

的主要規律指出。首先，每逢雙句的末一字必定是平聲、

押韻 1。其次，每句凡押韻的上一字必定是平仄相間使用

的，如第一聯 2「新」字押韻，上一字「候」字是仄聲；第

二聯「春」字押韻，上一字「江」字是平聲；第三聯「蘋」

字押韻，上一字「綠」字又是仄聲；第四聯「巾」字押韻，

上一字「沾」字又是平聲。再其次，每句的第二字必定是

平仄相間使用的，如第一句第二字的「有」字是仄聲，第

二句第二字的「驚」字就是平聲，第三句第二字的「霞」

字又是平聲，第四句第二字的「柳」字又是仄聲。以下類

推，無有例外。末一句第二字的「思」字本是平聲，但在

詩中若作名詞用，須讀仄聲，所以在此處仍與一平一仄的

規律相符。

以上三點是基本的，凡是正規的律詩總不能越出這個

軌道，讀詩的人如果讀到這種詩，一定感覺和諧悅耳，而

且易於讀熟。

現在取五律七律中的平仄定律列出表來，以期簡明易

1　押韻也可以寫作壓韻，就是在句尾用韻的意思。

2　詩的一整句（包含上下兩句）稱為一聯。律詩的第一第二句稱「首
聯」，第三第四句稱「頷聯」，第五第六句稱「腹聯」，第七第八句
稱「末聯」或「尾聯」。這與對聯中稱上下句為上下聯的習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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