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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bstract： 

Foot and Stress 
San Duanmu 

 

The notion of the foot originates from the study of poetic rhythm. Rhythm refers to the repetition 

of an alternation, and the foot refers to the unit of repetition in poetic rhythm, whose unit is 

usually an alternation between a strong syllable and a weak one. Therefore, the most common 

foot consists of a strong beat (S) and a weak one (W). In generative phonology, the foot is also 

used to analyze word stress. Previous studies tend to assume a typological approach, according to 

which different poems can have different rhythms and different feet. It is also assumed that 

rhythm itself can be based on different phonetic properties, such as alternations in syllable 

length, in stress, or in tone. After examining occurring and non-occurring poetic rhythms in 

English, Chinese, and Japanese, it is found that all the rhythms can be accounted for by a single 

foot type, although it is hard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WS (an iamb) or SW (a trochee). Further 

examination of occurring and non-occurring patterns of word stress in various languages shows 

that a single foot type is again sufficient, and SW is superior to WS. 

 

 

内容提要： 
 

音步的概念源于对诗歌节奏的研究。节奏指某种现象的交替重复，而音步即诗歌节奏的重

复单位。诗歌节奏主要指音节的轻重交替，因此常见的音步包含一个重拍（S）、一个轻

拍（W）。在生成音系学里，音步也用来分析词重音。前人研究多强调分类，认为不同诗

歌有不同的节奏、不同的音步，而节奏也可以基于不同的音节特征，如音节长短的交替、

音节轻重的交替、声调的交替等。我们分析英语、汉语、日语中各种可出现和不可出现的

诗歌节奏，发现它们都可以用一个统一的音步来解释。不过，这个音步是轻重的 WS 还是

重轻的 SW 不容易确定。我们进一步分析各种语言可出现和不出现的词重音类型，发现一

个统一的音步也是可行的，而重轻步 SW 比轻重步 WS 更为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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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凡例及常用符号 
 

 

1．本书的文字例子、图、表统一用两个数字编号，其中第一个指章号，第二个指序

号。比如，（3.5）指第三章的第五例。 

 

2．英文如果直接在有关术语后，加括号不加引号，如：节奏（rhythm）。其他情况加

引号，如：“双声”，英语叫“alliteration”。 

 

3．英文例词加引号，其汉译加括号不加引号，如：“safe and sound” （安全健康） 

 

4．引用的诗句，有出处的一律注明作者和作品名，但不注年代和版本，如：贺知章

《回乡偶书》。英文作品，常见的只注中文，如：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不常见英文

作品则英文、中文皆注，如：Longfellow “The Song of Hiawatha”（朗费罗《海野瓦达之

歌》）。网上收集的诗句注“网上收集”，一般不注作者、作品名。自造的诗句只注“自

造”。 

 

5．本书的常用符号如下（多义符号的义项，分行说明）： 

符号 所指 

X 节拍位 

 重音 

S 重拍（strong） 

W 轻拍（weak） 

0 空拍（有拍无音节），如“SWSWSWS0” 

 无重音 

C 辅音（consonant） 

V 元音（vowel） 

- 英语单词内的音节划分，如“Chi-ca-go” 

* 结构或节奏不好的例子，如 “*技工人” 

/ 句法段落界，如“少小/离家/老大/回” 

 音步分界，如“SW/SW/S0” 

[ ] 句法结构，如“[名名]” 

 句法层次，如“[[买[辆[汽车]]][[送给]你]]” 

 国际音标在内，如“wet [wɛt]” 

< > 多余音节，如“<W>SW/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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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节奏与音步 
 

 

 节奏是一种普遍现象，跟语言有关，又不限于语言。非语言的节奏有见于音乐舞蹈

等。一些生理现象，如心脏的跳动，也有人认为是一种节奏。Maas（ 1962：36）引用希

腊学者 Galen 的说法，认为诗歌的节奏跟心跳的速度有关，都是大约每秒重复一次。有人

还把节奏的定义推得更广。朱光潜（1943：155）说，“节奏是宇宙中自然现象的一个基

本原则”，它包括“寒暑昼夜的来往，新陈的代谢，雌雄的匹配，风波的起伏，山川的交

错”等，还包括“历史方面兴亡隆替的循环”。文炼（1994：22）说，“寒暑代迁，朔望

交替，这是自然界的节奏; 秋收冬藏，晨兴夜寐，这是人类社会的节奏”。不过，本书的

范围仅限于语言，所以只讨论语言的节奏，也即语音的节奏。 

 节奏（rhythm）的本质是重复。语音的重复有各种不同方面。比如，声母（或辅

音）可以重复，如英语的“safe and sound” （安全健康）重复的是[s]-[s]、“flip-flop”

（翻来翻去）重复的是[fl]-[fl]，汉语的“玲珑”重复的是[l]-[l]、“明媚”重复的是[m]-

[m]。这种重复汉语叫“双声”，英语叫“alliteration”。押韵也是一种重复，如普通话的

“家、花”押韵，重复的是[a]-[a]；“湾、烟”押韵，重复的是[an]-[an]。不过，语音上

最主要的重复还是音节的轻重交替，我们将其称为轻重节奏，简称节奏。音节长短的交替

以及声调的交替相对少见，不过我们也会讨论。 

 音步（foot）指轻重节奏的重复单位。这种节奏在诗歌里特别明显。例如

Longfellow “The Song of Hiawatha”（朗费罗《海野瓦达之歌》）中的几行诗句，见

（1.1）。为了醒目，我们用黑体表示英语的重读音节。 

 

(1.1) 英语诗歌节奏举例（取自朗费罗《海野瓦达之歌》，笔者译） 

… 

Dark behind it rose the forest, 

Rose the black and gloomy pine-trees, 

Rose the firs with cones upon them; 

Bright before it beat the water, 

Beat the clear and sunny water, 

Beat the shining Big-Sea-Water. 

 

…… 

后面升起那黑色的森林， 

升起那黑色阴郁的松树， 

升起那挂满果实的冷杉； 

直到那水边又开始明亮， 

直到那充满阳光的清水， 

直到那闪亮的大海之水。 

 

 英语的重音如何判断，第五章会具体讨论，这里暂时以所标注的为准。为了更清楚

地表示节奏和音步，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术语和符号。我们用“节奏”来指音节（或节拍）

的轻重序列，用“音步”来指对节奏的切分，用 S（strong）表示重读音节（重拍），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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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k）表示轻读音节（轻拍），斜线表示音步分界。这样（1.1）的节奏和音步可以分

析为（1.2）。例中每行有八个音节，四重四轻，其节奏是 SWSWSWSW。该节奏是 SW

的四次重复，因此，这例的音步就是 SW。 

 

(1.2) 《海野瓦达之歌》的节奏和音步分析（S 表示重，W 表示轻，斜线表示音步界） 

节奏：SWSWSWSW 

音步：/SW/SW/SW/SW/  

  

 这个例子里，音节和节拍的数量和位置是一样的、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不过，音节

和节拍的数量、位置不必一样。音节可以比节拍多，这时有的节拍会有两个音节，这两个

音节必须快读。音节也可以比节拍少，这时有的节拍会没有音节，这种节拍叫“停顿”或

“休止”（rest），也叫“空拍”（empty beat）。正如 Burling（1966）指出，要正确理

解节奏，必须考虑快读和停顿。音节比节拍多的例子见（1.3）。 

 

(1.3) 音节快读举例（美国公园提示语，笔者译） 

节拍: S W S W 

音节: Take only  pictures  

 Leave only  footprints 

 

  带走的只有照片 

  留下的只有脚印 

 

 这里的单词“only”有两个音节，但是只有一拍，所以要读快一点，两个音节只占

其他一个音节的时间。 

 一首诗也可以既有快读也有空拍。试考虑一首英语童谣，见（1.4），其中“亨布

体-敦布体”是个漫画角色的名字。 

 

(1.4) 快读和空拍（停顿）举例（英语童谣《亨布体-敦布体》，笔者译） 

节拍: S W S W S W S W 

音节: 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   

 

  亨布体-敦布体坐在墙头顶 

  亨布体-敦布体一跤摔下地 

 

 这两行诗的节奏完全是一样的，分别有四个 S 拍、四个 W 拍，可以看成是 SW 步

的四次重复。第一行的“on a”是两个音节，但只有一拍，必须快读。第二行的“had a”

也是两个音节，也只有一拍，也必须快读。还有，两行末尾的 W 都是空拍、都没有音

节。 

 同样的例子还有“说唱”（rap）文体。我们用 EPMD“It's My Thing” （EPMD

《我的东西》）的几行举例。该说唱的文字各处版本略有不同，我们主要根据 Att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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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91）的版本及重音标注，见（1.5）。例中“knowin' ”的普通写法是

“knowing”。EPMD 是两位艺人名字绰号的简写。我们仍然用黑体表示重读音节。 

 

(1.5) 英语“说唱”（rap）文体举例（取自 EPMD《我的东西》，笔者译） 

Style of the rap, makes your hands clap  

Take care of myself because the lines are strapped  

They mean business, no time for play  

If you bite a line, they blow you away  

The more you bite, your body gets hot  

Don't get too cold, because you might get shot  

Knowin' that my rhyme’s like a poisonous rat  

Don't play dumb boy, you're smarter than that  

 

说唱的风格，双手可打拍 

自己多注意，句子不能错 

这可是当真，不是闹着玩 

如果你说错，马上会头晕 

错的越是多，浑身越发热 

不要不经意，免得挨一枪 

且知我的韵，像个毒老鼠 

不要当傻瓜，你是聪明人 

 

 这首说唱诗，每行音节数量不一，起头的音节轻重不一，重音之间的音节数量也不

一。不过，如果使用快读和空拍，这首诗演唱起来节奏就非常清楚，见（1.6）。其中原

来书写在第二开头的“Take”，在节奏上位于第一行的末拍；原来书写在第五开头的

“The”，在节奏上位于第四行的末拍。根据这个分析，这首诗的节奏跟前面的一样，每

行都是四个 S 拍、四个 W 拍，可以看成是 SW 步的四次重复。 

 

(1.6) 《我的东西》的节奏分析 

S W S W S W S W 

Style  of the  rap  , makes your  hands  clap  Take 

care  of my- self be- cause the  lines  are  strapped   

They  mean  business  , no  time  for  play   

If you  bite a  line  , they  blow   you a- way  The 

more  you  bite  your  body  gets  hot   

Don't get too cold, be- cause you  might  get  shot   

Knowin'  that my  rhyme’s  like a  poison- ous  rat   

Don't  play  dum  boy you're  smarter  than  that   

 

 Attridge（1995）把英语诗律分为两类。一类称为“stress meter”（重音诗律）或

“strong-stress meter”（强重音诗律）；这类诗每行的重音（或主重音）数量一致，但音

节数不一致，所以我们只需要考虑重拍，不需要考虑轻拍，当然也不需要考虑音步。另一

类称为“syllable-stress meter”（音节-重音诗律）；这类诗每行的重音数量、音节数量都

基本一致，所以我们既需要考虑重拍，也需要考虑轻拍，进而可以考虑音步。Attridge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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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唱诗归于重音诗律，不过我们的分析说明，说唱诗的节奏不是只跟重拍有关，而是跟轻

拍重拍都有关。另一个重音诗律的例子，是 Yeats “Into the Twilight”（叶慈《走进暮

年》），见（1.7）。 

 

(1.7) 英语“重音诗律”举例（取自叶慈《走进暮光》，笔者译） 

Out-worn heart, in a time out-worn,  

Come clear of the nets of wrong and right;  

Laugh, heart, again in the grey twilight,  

Sigh, heart, again in the dew of the morn.  

 

 磨碎的心啊，消失的时光 

 离开那谁对谁错的罗网吧 

 欢笑吧，心儿，在灰色的暮光中再次欢笑 

 叹息吧，心儿，在晨露中再次叹息 

 

 这首诗也是每行音节数量不一，首尾的轻重不一，重音之间的音节也数量不一。不

过，这首诗的节奏也有规律，即每行有四个重音，每段有四行（我们只引了一段）。如果

再运用快读和空拍，那么这首诗可以变得更有节奏，分析见（1.8）。其中原来书写在第

二开头的“Come”，在节奏上可以移到第一行的末拍。根据这个分析，这首诗的节奏还

是跟前面的一样，每行都是四个 S 拍、四个 W 拍，可以看成是 SW 步的四次重复。 

 

(1.8) 《走进暮光》的节奏分析 

S W S W S W S W 

Out- worn  heart,  in a  time  out- worn,  Come 

clear  of the  nets  of  wrong  and  right;   

Laugh,  heart, a- gain  in the  grey   twi- light,  

Sigh,  heart, a- gain  in the  dew  of the  morn.   

 

 不过，要判断节奏的音步，很快会遇到一个理论问题。比如，最简单的节奏应该是

轻重交替，每个重复有两拍，如（1.9）所示，可是它的音步是 SW 还是 WS 呢？ 

 

(1.9) 两拍节奏有两种音步分析 

节奏： …WSWSW… 

WS 步： …/WS/WS/W… 

SW 步： …W/SW/SW/… 

 

 如果这个节奏无头无尾，不知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如心脏的跳动、或老式时钟的

滴答声），那么判断其音步的确不容易，WS 和 SW 好像都有可以。有的节奏还不止两种

音步分析。比如（1.10）这个节奏，每次重复有三拍，起码有三种音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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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三拍节奏有三种音步分析 

节奏： …WSWWSWWS… 

SWW 步： …W/SWW/SWW/S… 

WSW 步： …/WSW/WSW/WS… 

WWS 步： …WS/WWS/WWS/ … 

 

 当然，语句或诗行是有头有尾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开头的音节（以及末尾的音

节）来判断，这也是传统的做法。以两拍节奏为例，如果第一音节有重音，那么音步就是

SW；如果第一音节无重音，那么音步就是 WS，分析见（1.11）。 

 

(1.11) 从第一个音节来判断两拍节奏的音步 

重读音节开始用 SW 步： /SW/SW/S… 

轻读音节开始用 WS 步： /WS/WS/W… 

 

 同样，三拍节奏也可以通过开头的音节（以及末尾的音节）来判断的。比如，如果

开头是 WWS，就用 WWS 步；如果开头是 SWW，就用 SWW 步；如果开头是 WSW，就

用 WSW 步。 

 上面举的几首诗歌例子都是 SW 步。下面我们考虑 WS 步的例子。WS 步也叫“抑

扬步”，其中“抑”指无重音、“扬”指有重音。有名的例子是莎士比亚的诗句，如

（1.12）。这例每行有十个音节，五轻五重，组成五个抑扬步，所以也叫“抑扬五步

格”。 

 

(1.12) 英语 WS 步举例（取自莎士比亚《国王里查德二世的悲剧》，笔者译） 

/WS/WS/WS/WS/WS/WS/ 

The lion dying thrusteth forth his paw 

And wounds the earth, if nothing else, with rage 

 

 那垂死的雄狮猛地伸出前爪 

 愤怒地抓伤了大地却未及他物 

 

 上面这个例子很规则，轻重音节数量相等。下面考虑一个轻重音节数量不等的例

子，见（1.13）。 

 

(1.13) 英语俗话，笔者译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每天吃苹果 

 不用看医生 

 

 这个话读起来挺有节奏，而且“day、away”押韵，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两行的诗。如果实词（名词、动词、副词）都有重音，那么第一句有两个重音，第二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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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重音，看不出节奏的规律。不过，我们可以把这首诗的节奏看成是强重音诗律

（“strong-stress meter”），只考虑强重音、不考虑次重音，分析见（1.14）。 

 

(1.14) 英语俗话（1.13）的分析 

W S W S 

An  ap- ple a  day  

Keeps the  doc- tor a- way  

 

 动词“keep”的重音少于宾语“doctor”，可以不算，这样每行是两个重音，节奏

是 WSWS，正好是两个 WS 步。其中有的音节需要快读，不过这是常见现象。 

 下面我们考虑一个复杂点的例子，见（1.15）。我们仍然用黑体表示重读音节。这

例的节奏很清楚，仍然是轻重交替。 

 

(1.15) 节奏清楚、音步难判断之例（取自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笔者译） 

Through the forest have I gone. 

But Athenian found I none, 

On whose eyes I might approve 

This flower's force in stirring love. 

 

我穿过了森林 

却没见到雅典人 

我想用他的眼睛来试试 

这花是否有激起爱情的力量 

 

 前三行的节奏一样，都是 SWSWSWS。如果音步是 SW，那么末尾缺了一个 W、

或多了一个 S；如果音步是 WS，那么开头缺了一个 W、或多了一个 S。几种分析见

（1.16）。我们用 0 表示空拍（原来无、但计算有的节拍），用尖括号表示多余音节（原

来有、但不计算的音节）。 

 

(1.16) 对 SWSWSWS 节奏的四种音步分析（0 为空拍、尖括号为多余音节） 

SW 步分析： /SW/SW/SW/S0/ 

SW 步分析： /SW/SW/SW/<S> 

WS 步分析： /0S/WS/WS/WS/ 

WS 步分析： <S>/WS/WS/WS/ 

 

 该诗的第四行情况稍微不同，开头比前三行多一个 W（即第一个单词“This”），

节奏是 WSWSWSWS，正好四个 WS 步，即/WS/WS/WS/WS/。那么，能否说前三行也应

该如此，只不过开头少了一个 W 呢？这个问题，牵涉到如何判断不同假设的合理性。如

果我们假设每行都有相同的节拍，而且 S 不能省略、也不能增加，那么仍然有两种分

析，见（1.17）、（1.18）。我们仍然用 0 表示空拍（原来无、但计算有的节拍），用尖

括号表示多余音节（原来有、但不计算的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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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对（1.15）的 SW 步分析（0 为空拍、尖括号为多余音节） 

/SW/SW/SW/S0/ 

/SW/SW/SW/S0/ 

/SW/SW/SW/S0/ 

<W>/SW/SW/SW/S0/ 

 

(1.18) 对（1.15）的 WS 步分析（0 为空拍） 

/0S/WS/WS/WS/ 

/0S/WS/WS/WS/ 

/0S/WS/WS/WS/ 

/WS/WS/WS/WS/ 

 

 在（1.17）中，每行末尾加了一个空拍（相当于 W）、第四行开头去掉一个 W。

在（1.18）中，前三行开头加了个空拍。两种分析哪个更合理？如果根据节拍跟音节的不

同点的数量来看，那么（1.17）有五个不同点（增加四个空拍、减少一个 W），而

（1.18）只有三个不同点（增加三个空拍）。是不是可以说，（1.18）的分析更合理？可

是，不同点的数量是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音节的类型是不是更重要？比如，朱光潜

（1943：216）认为，“各国语言节奏大半有先仰后扬的倾现向”（即都有使用 WS 步的

倾向）。王力（1979：854）也认为，英语诗歌最自然的音步是抑扬步（即 WS 步）。如

果 WS 步是最基本的音步，那么，我们无论什么情况，也许都应该尽量用 WS 步来分析。

可是也有人认为，SW 步才是最基本的音步（Abercrombie，1965; Kager，1993; Vijver，

1998; Duanmu，1999），如果如此，我们无论什么情况，也许都应该尽量用 SW 步来分

析。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英语例子，摘自一个球迷讨论网页，见（1.19），其中 Izzo Tom

是一个大学的篮球教练，黄色蓝色是另一个大学的代表色。 

 

(1.19) 英语顺口溜（网上收录，笔者译） 

 重音 SW 步分析 WS 步分析 

Izzo Tom, SWS /SW/S0/ /0S/WS/ 

Call your mom. SWS /SW/S0/ /0S/WS/ 

The maize and blue, WSWS <W>/SW/S0/ /WS/WS/ 

Will soon crush you. WSWS <W>/SW/S0/ /WS/WS/ 

 

 伊佐汤姆 

 快叫你妈 

 黄色蓝色 

 要把你打垮 

 

 这个例子读起来很有节奏，但是其音步是 SW 还是 WS 仍然不容意判断，因为前两

行是重音开始，后两行是轻音开始。是不是可以说前两行是 SW 步，后两行是 WS 步？可

是一般的假设是，一首诗应该用同一种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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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也许会说，WS 步的分析要简单一些，因为它只用了两个空拍，而且没有多余

音节。SW 步的分析，却需要四个空拍，还有两个多余音节。不过，如果我们根据节奏，

把每行的词稍微调整一下，结果却相反了，见（1.20）。 

 

(1.20) 英语顺口溜（1.16）的重新分析 

 重音 SW 步分析 WS 步分析 

Izzo Tom, SWS /SW/S0/ /0S/WS/ 

Call your mom. The SWSW /SW/SW/ /0S/WS/<W> 

maize and blue, Will SWSW /SW/SW/ /0S/WS/<W> 

soon crush you. SWS /SW/S0/ /0S/WS/ 

 

 根据新的分析，SW 步更简单，只有两个空拍，而且没有多余音节。WS 步却需要

四个空拍，还有两个多余音节。 

 可以看出，节奏和音步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节奏基本上是客观的，一组音节

（或节拍）序列，重音落在什么位置，一般是可以确定的。而音步是个理论概念，主观性

比较强，不确定性比较多。因此有人认为，我们在研究节奏时，不一定非得考虑音步

（Burling，1966；Attridge，1995）。难道有的节奏真的是没有音步？这些疑难的节奏会

不会也有音步？会不会所有的节奏都不需要音步？这些问题我们在下面会深入讨论。 

 在汉语界，语言节奏的研究相对来说不多，不过其作用也不难发现。下面我们举两

例。先考虑诗歌的节奏，见（1.21）、（1.22）。我们用“诗歌”泛指有节奏的、由两行

或多行语句组成的单位，内容不拘。 

 

(1.21) 节奏像诗句： 

等我挣到大钱时， 

买辆汽车送给你。 （自造） 

 

(1.22) 节奏不像诗句： 

等我挣到大钱时， 

买新汽车送给你。 （自造） 

 

 有人认为，汉语诗歌的节奏只跟音节数量有关，跟语义无关（王力，1979；松浦友

久，1990）。上面两例，音节数量完全一样，不过我问过不少人，大家都同意，（1.21）

的节奏好，（1.22）就差些，后者不如前者。这说明，汉语的诗句，除了文字和音节以

外，也有节奏因素。可是，汉语的节奏是由什么决定的？跟英语的一样吗？是不是也跟重

音有关？因为汉语的重音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往往没有英语的那么容易判断，所以这些答

案都不那么一目了然。 

 汉语音步的划分也是一个问题。有人认为，认为，汉语的音步划分基于句法结构

（Chen，1979；施向东，2008）。比如，“君子/意/如何”分三个音步，音节数分别是

2+1+2，而“江湖/秋水/多” 也分三个音步，音节数却是 2+2+1。我们试看《三字经》中

的几行，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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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按照语义或句法分音步（斜线表示音步界）： 

为学者， 

必有初。 

小学/终， 

至/四书。 （《三字经》，作者不详） 

 

 如果按照语义或句法结构来划分音步，那么上例最后两行的音步结构就不一样，一

行是 2+1、一行是 1+2。既然《三字经》是有节奏的问题，难道音步结构跟节奏无关？或

者，也许音步的切分跟语义无关？ 

 下面我们再来看两个非诗句的例子，见（1.24）和（1.25），其中 2 指双音节，1

指单音节，* 表示节奏不好的词长搭配用。 

 

(1.24) [名名]复合词的词长搭配 

2+2 技术 工人 

2+1 技术 工 

1+2* 技 工人 

1+1 技 工 

 

(1.25) [动名]短语的词长搭配 

2+2 种植 大蒜 

2+1* 种植 蒜 

1+2 种 大蒜 

1+1 种 蒜 

 

 “技、技术”基本同义，“工、工人”也基本同义，两词结合时，应该有四种长短

搭配，可是 1+2“技工人”的节奏不好。同样，“种、种植”基本同义，“蒜、大蒜”也

基本同义，两词结合时，也应该有四种长短搭配，可是 2+1“种植蒜”的节奏不好。而

且，值得注意的是，[名名]是 1+2 不好，而[动名]是 2+1 不好，两者恰恰相反。这类例子

不少，自吕叔湘（1963）以来，已经有很多讨论，也有明确的量化证据（Duanmu，

2012）。可是，要解释其原因，也并不容易。 

 以上例子说明，节奏跟诗歌语句和普通语句都有关。因此，本书先讨论诗歌，包括

诗歌的定义，诗律理论（metrics），以及音步理论。因为西方的诗歌往往跟重音有关，本

书也讨论节拍和重音，以及汉语的诗歌是否有重音。同时，本书还将讨论跟音步有关的其

他现象，如词重音和词长搭配现象。 

 研究音步、诗律、和重音的书，中国和西方都有很多。不过，前人往往要么讨论西

方语言，要么讨论汉语，将两者的规律进行比较的不多。还有，前人一般要么局限于诗歌

文体，要么局限于非诗歌文体，探讨两者共同规律的也不多。本书的重点是语言的普遍规

律，不限于西方语言或东方语言，也不限于诗歌文体或其他文体，而是一切兼顾。 

 本书以普通读者为对象，不需要语言学专业背景，对各种术语和理论都深入浅出地

逐一解释。只要对诗律、韵律、语音规则、语言对比有兴趣，无论是学者、学生、或其他

人都可以阅读。同时，本书的内容也不限于一本入门书或教科书，不限于对前人理论的介

绍，还希望指出前人研究的不足，并提出新的、更简单的、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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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诗歌与节奏 
 

 

 在讨论诗歌的节奏前，我们先考虑什么是诗歌。严格讲，诗不必有音乐，歌是有音

乐的。诗本身应该有节奏，而歌里面的语言（歌词）本身可以有节奏，如（2.1），也可

以没有节奏，如（2.2）。 

 

(2.1) 有节奏的歌词（电影《上甘岭》主题歌，《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2.2) 无节奏的歌词（民歌，《浏阳河》） 

浏阳河， 

穿过了几道弯？ 

几十里水路到湘江？ 

 

 不过，因为歌词经常是有节奏的，所以诗、歌经常并列使用。我们也用诗歌泛指有

节奏的语言（没有节奏的歌词不讨论）。 

 说到诗歌，人们往往会想到唐诗这样的经典作品。比如（2.3）中这两首，读起来

琅琅上口，即有节奏，又有意境。 

 

(2.3) 有节奏，有意境 

a.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贺知章《回乡偶书》） 

 

b.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孟郊《游子吟》） 

 

 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没有严格的定义。有人认为诗歌的本质在于意境，而意境

是一种难以表达、难以翻译的东西。比如，美国诗人弗洛斯特说：“诗就是翻译中失去的

东西”（Robert Frost ：“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冯胜利（2011：46）

也认为，诗歌除了有节奏以外，还应该有意境。 

 不过，诗歌的定义不必局限于意境高低，也不必局限于经典作品。正如朱光潜

（1943：1-2）所说，诗歌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表达自然感情，一个是便于记忆。前

者体现于民谣歌舞，其历史“与人类起源一样久远”（朱光潜 1943：11）。后者体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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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历史文献，不管什么民族，不管什么内容，一般都是诗歌形式。所以，看上去没有

什么意境的，但读起来有节奏的句组，也可以叫诗歌。汉语的如（2.4），英语的如

（2.5）。 

 

(2.4) 汉语有节奏，幽默搞笑类 

a. 江山一笼统 

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张打油《雪》） 

 

b. 勺子沉到底 

慢慢往上提 

心里不能慌 

一慌全是汤  （《盛汤技术》，网上收集） 

 

(2.5) 英语有节奏，幽默、搞笑类 

a. Attridge （1995: 52），笔者译，黑体表示重音 

Send for the doctor, make him come quick; 

John has a cold and he's feeling sick. 

‘Away with the doctor,’ Johnny said, 

‘All I need is a week in bed!’ 

 

马上找医生，让他快点来， 

约翰感冒了，浑身不舒服。 

约翰回答说，别去找医生！ 

我只想睡觉，一周就会好。 

 

b. 英语民谣（有人说来自爱尔兰），笔者译 

Oh love is teasing and love is pleasing 

And love is a pleasure when first it's new 

But as love grows older it grows colder 

And fades away like the morning dew 

 

爱情是玩笑，爱情是快乐， 

爱情的快乐，就在一开始。 

爱情会变老，爱情会变冷， 

就象露水珠，不久就散尽。 

 

 意境的高低也有主观性，有人认为好的，别人不一定认为好。比如，大家可以看一

下，（2.6）的意境好不好？ 

 

(2.6)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汪洙《神童诗》） 



15 

 

 

 有些人可能认为（2.6）有道理，体现了知识的重要性。但别的人可能认为，该诗

对社会的行业、或获取知识的方法，有偏见、有歧视。 

 还有一些提示性或宣传性的文体，无所谓意境，不过很有节奏，也可以算是诗歌。

如（2.7）的这类例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十分常见。 

 

(2.7) 有节奏，提示性或宣传性内容 

a. 上车请买票 

月票请出示  （公交售票员用语） 

 

b. 保持车厢清洁 

果皮抛出窗外  （列车内提示语） 

 

c. 少生孩子多种树 

少养孩子多养猪  （农村计划生育标语） 

 

 诗歌也不必从头到尾都有节奏，只要部分有就行了。试看（2.8）李白《蜀道难》

的开头几句。 

 

(2.8) 噫吁戏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 

 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 

 始与秦塞通人烟 （取自李白《蜀道难》） 

 

 这首诗的开头三行长短不一，没有明显的节奏。可是因为该诗的其他部分有节奏

（从第四行开始），所以也叫诗歌，也收到了《唐诗三百首》里。 

 有的文体，读起来节奏感不强，可是如果其内容好像有一定的意境，或者其作者被

认为是诗人，或者作者自认为写的是诗，都可以算诗歌，有时候叫“自由诗”，例如

（2.9）。 

 

(2.9) 自由诗举例（无节奏） 

a. 我是个无产阶级者： 

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  

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  （取自郭沫若《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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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啊，祖国， 

多么庄重的词组， 

当一个在海外飘零的游子想起你 

眼睛里应该挂满泪花， 

从心底里为你祝福。  （《我深情地说》，网上收集） 

 

 当然，如果既没有节奏，又没有意境，恐怕就不是诗歌了。比如，如果我们造 

一个（2.10），恐怕没人认为是诗歌吧。 

 

(2.10) 无节奏，无意境（自造） 

我 

 今天 

 不上学 

 也没功课 

 要不就 

 在家 

 玩 

 

 可是，有人可能会说，虽然（2.10）没有节奏上的规律，却有视觉上的规律，每行

长短的字数是 1-2-3-4-3-2-1，像个金字塔，这不也是规律的吗？的确，还真有人写这样的

诗。比如，（2.11）是网上收集来的例子，视觉上像个金字塔（或三角形）。 

 

(2.11) 有视觉结构的语句（《集报歌》，网上收集） 

集 

 报纸 

 好处多 

 通今博古 

 修身更养性 

 广交神州报友 

 同磋祖国报文化 

 推进两个文明建设 

 增强国民素质大提高  

 

 诗歌虽然不好定义，但一组语句有没有节奏，一般还是可以判断的。严格说起来，

我们应该做个试验，比如把上面引的例子，找些人来打分，看看每一段文体的节奏感有多

强，可惜这工作还没人做过。下面我们只好随便一点，根据自己的感觉，再问一些人，来

作一些判断。比如，古诗、律诗、打油诗、民谣、顺口溜的节奏感好像都不错，而朦胧

诗、自由诗、欧化诗的节奏感就不那么清楚。这点，大概没有什么争议。 

 冯胜利（2011）认为，诗歌语言（“诗语效应”）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语义、一

个是节奏，见（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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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诗语效应（冯胜利，2011：46）： 

诗家语（诗语效应）是一种恃殊的、通过一种潜在涵意的广泛所指而达到的最相关

的，且具有适当韵律结构的话语效应。 

 

 我们认为，对语义的要求可能会排除很多有节奏的文体，而对节奏的要求会排除自

由诗、或其有视觉形式的文体。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给诗歌一个松散、广义的定

义，见（2.13）。 

 

(2.13) 诗歌的（广义）定义： 

诗歌必须具有以下特征之一 

a. 意境 

b. 语音形式（节奏） 

c. 其他形式（如视觉形式） 

 

 以视觉形式为基础的诗歌，相对比较少。对意境的看法也有主观性。本书的兴趣在

于语言的节奏，一方面因为节奏比较客观，另一方面因为对节奏的研究还有很多空白。所

以，本书就以节奏为标准，给诗歌一个狭窄的定义，见（2.14）。 

 

(2.14) 诗歌的（窄义）定义： 

 诗歌是诗行节奏的重复。 

 

 每行诗歌（简称“诗行”或“语句”）都有一个节奏，即其音节的轻重交替。英语

的例子我们在第一章讨论了很多。比如，（1.1）的《海野瓦达之歌》，每行的节奏都是

SWSWSWSW。要重复诗行的节奏，一首诗起码需要两行。因此，一个语句不是一首诗，

两个节奏不同的语句也不是一首诗。以节奏定义诗歌，跟朱光潜（1943）、王力（1979）

的看法基本一致。根据这个定义，上面的（2.9）、（2.10）、（2.11）都不是诗。（2.8）

的前三行也不是，不过第四行开始就是了。我们再来看个联句，取于《全唐诗》，见

（2.15）。 

 

(2.15) 《全唐诗》的一首联句 

 东，西， --鲍防 

 步月，寻溪。 --严维 

 鸟已宿，猿又啼。 --郑概 

 狂流碍石，迸笋穿溪。 --成用 

 望望人烟远，行行萝径迷。 --陈元初 

 探题只应尽墨，持赠更欲封泥。 --陈元初 

 松下流时何岁月，云中幽处屡攀跻。 --张叔政 

 乘兴不知山路远近，缘情莫问日过高低。 --贾弇 

 静听林下潺潺足湍濑，厌问城中喧喧多鼓鼙。  --周颂 

 

 这首联句出自八个作者，有一人写了两行、其他七人各写了一行。该联句的新颖之

处是它的视觉效果，每行增加了两个字，越来越长。不过，每两行之间的节奏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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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整体来说不是一首有节奏的诗。可是如果我们把每行分开来看，那么，从第三行起，

每行都可以分成两行，都是一首有节奏的两行诗。 

 节奏不一定或有或无，有时候也可能是程度问题。试考虑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见（2.16）。 

 

(2.16) 节奏不易判断的诗（徐志摩《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该诗每行长短不一，看起来好像没什么节奏，可是读起来好像有些节奏。如果我们

把这首诗重新分行，那么节奏就比较明显了，见（2.17）。 

 

(2.17) 《再别康桥》重新分行后（黑体表示重音）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重新分行后，更容易看出节奏的成分。首先每行的字数相同了，而且两行有部分押

韵（“来、彩”韵母相同、声调不同）。还有，假如我们按照黑体所示的位置来安放重

音，那么每行有相同的重音数量（或者说可以用相同的重音数量来读），都是前半行两个

重音、后半行三个重音。 

 英语的打油诗（limerick）也有一定的节奏，例见（2.18）。我们用黑体表示重读

音节。我们还把每行的音节轻重序列列于右边，其中 0 表示轻读音节、1 表示重读音节。 

 

(2.18) 英语的打油诗（limerick）的节奏：There Was an Old Woman of Norwich 

（《诺里奇的老太太》，笔者译） 

There was an old woman of Norwich, 010010010 

Who lived upon nothing but porridge; 010010010 

Parading the town, 01001 

She turned cloak into gown, 001001 

This thrifty old woman of Norwich. 010010010 

 

 诺里奇有个老太太 

 她每天都是只喝粥 

 城里走不停 

 大衣改长裙 

 这勤俭的诺里奇老太太 

  

 这首诗前两行押韵，而且轻重序列，都是 010010010。第三四行也押韵，而且轻重

序列基本相同，只不过第四行开头多出一个轻读音节。第五行又恢复到第一二行的节奏。

虽然五行的长短不一，但是这种打油诗已经形成一个固定格式：五行的长度分别是“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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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长”，押韵是“AABBA”，重音数量是“3-3-2-2-3”。因此，这也是一种独特的

诗。 

 可以看出，如果我们用非凡的意境，或严格的文体（比如律诗的文体）来定义诗，

那么只有少数有造诣的人才能写诗或欣赏诗。可是如果我们用节奏来定义诗，那么诗所指

的范围就很广。在中国，不光学者们能做诗，很多普通人也能做诗，不管有没有读过书，

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 

 我们用节奏定义诗歌，并不是说没有节奏的诗就不是诗或者价值就不高，我们也不

是说意义、情感对诗歌来说不重要。实际上，对诗歌的研究中，探讨意义和情感的论著比

探讨节奏的多得多。而且，有人认为节奏本身就能表达情感。比如，文炼（1994：23）

说，四音节语段“给人以稳定的感觉”，而“三音节的语言单位的特点是活泼、轻快，但

是单独使用容易使人产生一种不稳定的感觉”。松浦友久（1992）说，结尾有“休音”

（即我们所说的空拍）的诗行可以增加诗歌的“弹性”和“节奏感”，因为空拍能使人产

生一种想要“填充真空” 的“能量”。松浦友久（2000：57）还说，五言诗的节奏“典

雅”，而七言诗的节奏“流丽”。不过，节奏这个概念本身已经很复杂，有很多问题尚无

答案，如果现在就讨论节奏的意义和情感，恐怕为时太早，不容易把问题说清楚。因此，

我们暂时不讨论诗歌的意义或情感，只分析有节奏的诗，而且只分析其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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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汉语的节奏 
 

 

 前面有关节奏的讨论，英语例子主要是根据重音，汉语例子主要是根据语感。这一

章我们具体探讨汉语节奏的基础是什么。 

 汉语的诗歌前人有不少研究。比如，赵元任（1927）讨论过诗歌的押韵，刘大白

（1927）、陈源泉（Chen 1979、1980）、Yip（1980）、松浦友久（1990、1992）、冯胜

利（2008、2011）讨论过律诗的韵律，而朱光潜（1943、2001）、王力（1979）都是全面

研究诗歌形式的力作。不过，汉语诗歌的节奏到底是什么，跟英语的是不是一样，讨论却

不多，一些问题仍然不清楚。下面我们举些例子。 

 一组语句的节奏好不好，一般可以凭语感来判断。比如，（3.1）的节奏很好。把

它稍微改动一下变成（3.2），节奏就不好了。为醒目起见，改动过的句子加下画线标

记。 

 

(3.1) 贺知章《回乡偶书》原版：节奏好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3.2) 《回乡偶书》修改版：节奏不好 

少小离家老大回   

 音如旧发毛全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问客人从何处来 

 

 这两组句子语义基本相同。为什么原版的节奏好， 改动版的不好？我们来考虑一

下哪些因素可能和节奏有关。 

 传统汉语诗歌 ，包括象《回乡偶书》这样的“绝句”，要求比较严，前人的研究

经常提到的因素有平仄、押韵、以及每行的字数等（王力，1979）。也许它们都与节奏有

关，所以我们将其简单概括一下，见（3.3）。 

 

(3.3) 可能与节奏有关的因素 

 押韵：第二行和第四行的最后一个字应该押韵 

 平仄：第二、四、六字有平仄变换的要求（一、三、五字比较自由） 

 字数：每行的字数应该相等 

 

 根据这些标准，我们来看看该诗的原版和改动版是否满足了条件，见（3.4）和

（3.5），其中的 X 是对平仄要求不严的字位。（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衰”在普通话读

cui，跟“来”lai 不押韵，可是两者在古代是押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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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回乡偶书》原版的押韵、平仄、字数分析 

 少小离家老大回 X 仄 X 平 X 仄 X   

 乡音无改鬓毛衰 X 平 X 仄 X 平押   

 儿童相见不相识 X 平 X 仄 X 平 X   

 笑问客从何处来 X 仄 X 平 X 仄押   

 

 押韵：符合要求 

 平仄：符合要求 

 字数：符合要求 

 

(3.5) 《回乡偶书》改动版的押韵、平仄、字数分析 

 少小离家老大回 X 仄 X 平 X 仄 X  

 音如旧发毛全衰 X 平 X 仄 X 平押  

 儿童相见不相识 X 平 X 仄 X 平 X  

 问客人从何处来 X 仄 X 平 X 仄押  

 

 押韵：符合要求 

 平仄：符合要求 

 字数：符合要求 

 

 分析结果表明，原版和改动版都满足了平仄、押韵、和字数的要求，可是节奏却仍

然不一样。所以，看来这些要求都不是决定节奏的关键。朱光潜（2001：143）也说，平

仄的要求“对于中国诗的节奏影响甚微”。律诗的很多要求都不是“自然艺术”，而是

“人为艺术”（朱光潜，2001：172）。川本皓嗣（2010：119）也认为，声调的要求对汉

语诗歌的节奏来说是“次要的因素”。那么，真正影响节奏的因素是什么？“自然艺术”

的本质是什么？ 

 陈渊泉（Chen，1979）提出，决定节奏的最大因素是句法结构。具体说，七字一

行的诗句（七言诗），节奏上分成 4+3 两段，句法上也应该是 4+3 两段。陈先生的说法

跟传统的所谓对仗有一定的关系。王力（1979：142）说，对仗一般指两句之间名词，动

词，等的位置要对应。比如，如果甲乙两句有对应关系，那么如果甲以名词开头，乙也应

该以名词开头。对仗虽然没有直接谈到句法，但是如果词类都对应了，句法一般也就对应

了。所以，对仗实际上也是要求两个句子的句法要相似。那么，我们从句法结构的角度，

再分析一下《回乡偶书》的原版和改动版，见（3.6）和（3.7），句法分段用斜线表示。 

 

(3.6) 《回乡偶书》原版的句法分段 

 少小离家/老大回 4+3   

 乡音无改/鬓毛衰 4+3   

 儿童相見/不相识 4+3   

 笑问客/从何处来 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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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回乡偶书》改动版的句法分段 

 少小离家/老大回  4+3 

 音如旧/发毛全衰  3+4 

 儿童相见/不相识  4+3 

 问客人/从何处来  3+4（4+3） 

 

 果然，原版的前三句都是 4+3。第四句的“从”是个虚词，陈渊泉（Chen，2000）

说单字虚词可以看成是词缀，节奏上附属于前面的一个词。这样，原版的第四句也可以算 

4+3。而改动版的第二行不是 4+3，而是 3+4，所以，看来陈先生的说法有道理。不过，

改动版的第四行跟原版一样，也可以算 4+3，可是节奏为什么不好呢？ 

 我们再考察例（3.8）。这次我们改动的是第一句和第三句，读起来节奏仍然没有

原来好。 

 

(3.8) 《回乡偶书》另一改动版：节奏仍然不好 

我远离家/老再回 X 仄 X 平.X 仄 X 4+3  

 乡音无改/鬓毛衰 X 平 X 仄.X 平押 4+3  

 童初见我/不相识 X 平 X 仄.X 平 X 4+3 

 笑问客/从何处来 X 仄 X.平 X 仄押 3+4（4+3） 

 

 这里的修改句都是 4+3，平仄、押韵、字数也都没问题。那么节奏为什么仍然不好

呢？同样的例子很容易找，如（3.9）。 

 

(3.9) a. 节奏好（光未然《河边对口曲》） 

 张 老 三 ， /我 问 你， 3+3 

 你 的 家 乡 /在 那 里？ 4+3 

 

b. 节奏不好（《河边对口曲》改动版） 

 张 老 三 ， /我 问 你， 3+3 

 你 们 的 家 /在 那 里？ 4+3 

 

 在原版里，第一行“三”后的逗号有一顿，对应于第二句的“乡” 。所以，第一

行的六个字正好配上第二行的七个字。在改动版里，如果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应，用“的”

对“三” ，用“家”对逗号的停顿，那么节奏就不好了。 

 （3.9）两个版本的句法分段一样，可是节奏不一样。这首不是传统诗，没有平仄

要求，字数和押韵也看不出区别。所以，各种因素都不能解释节奏的区别源于何处。 

 王力（1979：468）说，汉语的律诗有对仗的要求，但是古诗没有对仗的要求。既

然律诗、古诗都有节奏，说明对仗和节奏没有直接关系。不过，对仗的定义比较窄，一般

只指词类的对应，所以，即使对仗和节奏无关，我们还不能说节奏跟句法完全无关。 

 可能有人会说，对句法只要求 4+3，是不是太粗了一点？我们能不能把句法分得细

一点，比如，是不是可以把 4 分成 2+2，让全句的分段是 2+2+3?  

 陈渊泉（Chen，1979）提出过这个观点，他认为，七字一行的诗句，句法分段应

该是 2+2+2+1 和 2+2+1+2 两种。后来，他又认为分得太细了也不好，还是用 2+2+3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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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Chen，1980）。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说法对不对。我们重新分析《回乡偶书》的原

版和改动版，见（3.10）和（3.11）。 

 

(3.10) 《回乡偶书》原版的句法分段 

 少小/离家/老大回 2+2+3  

 乡音/无改/鬓毛衰 2+2+3  

 儿童/相見/不相识 2+2+3  

 笑问/客从/何处来 2+2+3? 

 

(3.11) 《回乡偶书》改动版的句法分段 

 少小/离家/老大回  2+2+3 

 音/如旧/发毛/全衰  1+2+2+2 

 儿童/相见/不相识  2+2+3 

 问/客人从/何处来 1+3+3 

 

 原版的前三句都是 2+2+3。第四句的句法不那么清楚，不过如果把“笑问”当作一

个词，把虚词 “从” 字看成是附属于“客” 字（Chen，2000），那么这句也可以算 

2+2+3。改动版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二、四两句的句法结构都不是 2+2+3，这也许就是改

动句节奏不好的原因。所以，陈渊泉的理论可以解释原版和改动版的节奏区别。下面考虑

另一个改动版，分析见（3.12）。 

 

(3.12) 《回乡偶书》另一改动版的句法分段 

我/远离/家/老再回 1+2+1+3  

 乡音/无改/鬓毛衰 2+2+3  

 童/初见/我/不相识 1+2+1+3 

 笑问/客从/何处来 2+2+3? 

 

 分析显示，两句修改句都是 1+2+1 开始，不是 2+2 开始。所以，陈渊泉的理论又

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改动版的节奏不好。 

 下面我们考察《河边对口曲》的原版和修改版，见（3.13）。如果我们不算标点符

号，把“张老三”算 3，那么第一句是 3+3。 

 

(3.13) a.  《河边对口曲》原版节奏好 

 张老三，我问你， 3+3 

 你的/家乡/在哪里？ 2+2+3  

 

b.  《河边对口曲》改动版节奏不好 

 张老三，我问你， 3+3 

 你们的/家/在哪里？ 3+1+3  

 

 3+3 如何跟 2+2+3 对应，陈渊泉的理论不知道如何解释。如果我们把“张老三”算

1+2，那么第一句是 1+2+3，仍然存在两句之间的对应问题。现在我们暂时不管 3+3 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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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只看第二句。如果“的”可以附属在前面的字上（Chen，2000），那么原版的第二

句的分段是 2+2+3，而改动版的第二句的分段是 3+1+3。所以，原句跟改动句的确不一

样，陈渊泉的理论还是有可能解释为什么原版的节奏好，改动版的不好。 

 可是，3+1+3 真的不好吗？试考察（3.14）这个例子，其中的“展览馆路”是北京

的一条街名。 

 

(3.14) 张老三，我问你， 3+3 

 展览馆/路/在哪里？ 3+1+3  （自造） 

 

 这例的节奏没什么问题，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同样是 3+1+3，却有的语句节

奏好，有的语句节奏差呢？也许句法结构也不是问题的真正关键？ 

 下面我们再考虑（3.15）。这两组语句，我问过不少人，一般都认为（3.15a）的节

奏不错，而（3.15b）的节奏不大好。 

 

(3.15) a.  节奏好 

 等我挣到大钱时  

 买辆汽车送给你 （自造） 

 

b.  节奏不好 

 等我挣到大钱时 

 买新汽车送给你 （自造） 

 

 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句法结构。这两组语句的句法比较复杂，层次比较多，我们用方

括号[ ]分析，见（3.16）。 

 

(3.16) a.  节奏好 

 [等[[我[挣到[大钱]]]时]] 1+1+2+2+1 

 [[买[辆[汽车]]][[送给]你]] 1+1+2+2+1 

 

b.  节奏不好 

 [等[[我[挣到[大钱]]]时]] 1+1+2+2+1 

 [[买[新[汽车]]][[送给]你]] 1+1+2+2+1 

 

 如果我们不管句法的层次，只管分段，那么这几句都是 1+1+2+2+1，看不出什么

区别。如果我们放弃陈渊泉的理论，那么节奏问题就更加是个迷，因为如果没有更好的理

论，那前面的例子也都不能解释了。 

 如果我们保留陈先生的理论，那么可以考虑两种说法。第一种是，节奏是个程度问

题， 2+2+3 的节奏最好，1+1+2+2+1 其次（见 Chen，1979）。按照这种说法，（3.16）

中的句子都不大好，也不太坏。这种说法的缺点是，没有证据来验证什么样的句子好，什

么样的句子差。比如，陈先生认为（3.16a）和（3.16b）的节奏应该一样，可是我问过不

少人，一般都认为前者的节奏比后者好。还有一个缺点是，陈先生认为（3.16a）也不大

好。那么我们来作个比较，见（3.17）和（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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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等我挣到大钱时 1+1+2+2+1 

 买辆汽车送给你 1+1+2+2+1 

 

(3.18) 我们挣到大钱时 2+2+2+1 

 买了汽车送给你 2+2+2+1 

 

 根据陈先生（Chen，1979）的说法，（3.17）的节奏应该比（3.18）的差。可是这

两组句子读起来好像差不多，起码陈先生没有提供证据说明后者的确要好些。 

 第二种说法，也是陈先生提出来的（见 Chen，2000）。其关键是，有的词可以

“附属”到前面的词上去。有“附属”性的词包括“我、时、辆、你” ，等，但不包括

“新” 。我们再来分析上面的例子，见（3.19）。“附属”词用下画线表示。 

 

(3.19) a.  节奏好（“辆”是附属词） 

 等我/挣到/大钱时 2+2+3 

 买辆/汽车/送给你 2+2+3 

 

 b.  节奏不好（“新”不是附属词） 

 等我/挣到/大钱时 2+2+3 

 买/新/汽车/送给你 1+1+2+3 

 

 节奏好的句子都是 2+2+3 了。只有（3.19b）的第二句是 1+1+2+3（因为“新”不

是附属词），不是 2+2+3，所以节奏不好。 

 “附属”词的概念对不对仍然有待讨论。有了这个概念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还不

清楚。比如上面举过的“展览馆路”是 3+1，节奏却好像没什么问题，而“你们的家”也

是 3+1，节奏好像就有问题。 

 总之，汉语的节奏，语感上好像挺清楚，挺容易判断。可是它到底由什么决定，却

不容易解释。前人对汉语诗歌的形式有过一些研究，可是对节奏这个基本概念的研究仍然

不够。陈先生（Chen，1979、1980、 2000）对汉语诗歌的分析下了不少功夫，可是他的

分析十分复杂，而且好像是专门为汉语设计的，对英语来说完全不适合，因为英语的诗

歌，必须用重音来分析，而陈先生跟朱光潜（1943、2001）、王力（1979）一样，认为重

音对汉语无关。下面我们会看到，他们的看法不完善，因为重音对英语、汉语来说都一样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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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节拍与重音 
 

 

 很多有节奏的东西，如唱歌跳舞等，我们都可以通过节拍来反映。“节拍”，英语

叫 “beat”或“tap”，是对节奏的一种测量或记录。通过节拍结构，还可以判断轻重

位，进而为讨论音步和重音打下基础。 

 对一个多音节的英语单词，或是一行诗句，节拍应该落在那些音节上，一般都比较

清楚。Hayes（1995）认为，节拍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可以判断重音位置的好办法。下面

我们考虑节拍的细节。 

 节拍的速度可快可慢，而不同速度的节拍有不同的落拍位置。我们先考虑一个英语

单词“reconciliation（和解）”，见（4.1）。我们用 X 表示落拍位。节拍数量多时，我们

称为“快速落拍”或“快拍”，节拍数量少时，我们称为“慢速落拍”或“慢拍”。这种

多级节拍的表示法，重音理论中称为“metrical grid”（Prince，1983）。为了便于讨论，

我们还用数字表示音节位。 

 

(4.1) 英语单词“reconciliation（和解）”的节拍分析（X 表示落拍位） 

    X  最慢落拍位 

X    X  慢速落拍位 

X  X  X  中速落拍位 

X X X X X X 快速落拍位 

1 2 3 4 5 6 音节位 

re- con- ci- li- a- tion   

 

 这个单词有六个音节。快拍时每个音节都落拍。节拍稍慢时，只有第一、三、五音

节落拍。节拍再慢时只有第一、五音节落拍。如果只排一次，应该落在第五音节。 

 无论速度快慢，节拍都有固定的次数和位置。比如，这个单词没有四次的拍法，也

没有五次的拍法。拍三次时，只能拍第一、三、五音节，不能拍其他音节。拍两次时，只

能拍第一、五音节，不能拍其他音节。这个例子说明，有的音节被拍的可能性大，拍子多

拍子少都有它。有的音节被拍的可能性小，拍子多的时候有，拍子少的时候就没有。这个

性质，即音节的可拍性，可以用来判断重音，具体陈述见（4.2）。 

 

(4.2) 重音的判断: 

 重音即音节的可拍性。一个音节被拍的可能性越大，重音就越强。 

 

 根据这个方法，“reconciliation”的主重音在第五音节，次重音在第一、三音节，

其中第一音节略强，而第二、四、六音节无重音。同样的方法可以用于其它单词。下面我

们分析两个三音节单词，见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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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芝加哥 田纳西 

      X 

 X   X  X 

X X X  X X X 

Chi- ca- go   Ten- ne- ssee  

 

 这两个单词长度相同，分别有三个音节，可是节拍不一样，说明重音不一样。

“Chicago（芝加哥）”要么每个音节都拍，要么只能拍第二音节。“Tennessee（田纳

西）”可以每个音节都拍，或只拍第一、三音节，或只拍第三音节，但是不能只拍第二音

节。这说明，“Chicago”的重音在第二音节，其他音节无重音。“Tennessee”的第一音

节是次重音，第三音节是主重音，第二音节无重音。 

 用节拍来判断重音偶尔也有错漏。比如，Chomsky and Halle（1968）认为，

“alpine”和“alpha”的重音不一样：前者是“重+次重”，后者是“重+轻”。可是节拍

上两者是一样的：拍多时都是拍两次，拍少时都是拍一次。因此，对双音节词，我们不容

易用节拍区别主“重+次重”和“重+轻”。不过，在多数情况下，用节拍判断重音还是

非常有用的。 

 英语诗歌的节奏也可以用节拍和重音来表示。我们先考虑 “抑扬五步格”。前面

说过，“抑”指轻拍，“扬”指重拍，“步”指重复单位，即音步。抑扬五步格即每行有

五个重复单位，每个单位是先轻后重。这种节奏莎士比亚用得很多，比如他的十四行诗

（英语叫“sonnet”），以及他戏剧中的很多对白，都是抑扬五步格。试看（4.4）中这两

句。例中我们只标出两种节拍速度。 

 

(4.4) 英语抑扬五步格的节拍分析（取自莎士比亚《国王里查德二世的悲剧》，笔者译）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1 2 3 4 5 6 7 8 9 10 

The li- on dy- ing thrus- teth forth his paw 

And wounds the earth, if no- thing else, with rage 

 

 那垂死的雄狮猛地伸出前爪 

 愤怒地 抓伤大地却未及他物 

 

 抑扬五步格每行可以拍十次，即每个音节都拍，也可以拍五次。拍五次时必须拍双

数位的音节。也就是说，单数位无重音，是轻拍，双数位有重音，是重拍。因此，我们可

以用更简练的方式来表达节拍和音步，即用 W（英语的“weak”）表示轻位、用 S（英

语的“strong”）表示重位，见（4.5）。 

 

(4.5) 英语抑扬五步格的轻重拍表示（W 表示轻，S 表示重） 

W S W S W S W S W S 

1 2 3 4 5 6 7 8 9 10 

The li- on dy- ing thrus- teth forth his paw 

And wounds the earth, If no- thing else, with 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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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中的轻重拍，一般跟单词或句子的重音有关。比如，第一句的重拍中，第二、

四、六音节都是词重音所在，第八、第十音节是副词或名词，可以重读。而轻拍中，第

一、第九音节是冠词或代词，一般是轻读，第三、五、七音节是没有词重音的音节。同

样，第二句的双数位（重拍位）要么有词重音（“nothing”的第一音节），要么是实词

（动词、名词、副词），可以重读。而单数位（轻拍位）要么是虚词（连词、冠词、介

词），不重读，要么无词重音（“nothing”的第二音节）。关于英语的重音和诗律，

Halle and Keyser（1966、1971）有详细讨论，朱光潜（1943、2001）、王力（1979）也有

一些讨论。 

 前面见过的英语童谣《亨布体-敦布体》也可以用节拍来分析，见（4.6），省略翻

译。这里我们只考虑三个节拍速度，其中快速的最后一拍无音节，也叫“停顿”（rest）

或“空拍”（empty beat）。 

 

(4.6) 《亨布体-敦布体》的节拍结构 

X  X    慢速 

X X X  X  中速 

X   X X   X X X X X 快速 

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    

 

 快速打拍时几乎每个音节都落拍。中速打拍时只有四个音节落拍。慢速打拍时只有

两个音节落拍。按照以上分析，第一行的第七音节“a”完全不落拍，所以完全无重音，

第二、四、六音节略重，第三、八音节再重，第一、五音节最重。同样，第二行的第六音

节“a”完全无重音，第二、四、七音节略重，第三、八音节再重，第一、五音节最重。

这个例子还说明，节拍不完全是由音节决定的，即使落拍最多的时候，节拍和音节也不一

定一一对应。 

 这首童谣的节拍也可以简化表示，即节拍只分轻重、S 表示重、W 表示轻，结果见

（4.7）。这首童谣第一行的第六拍、第二行的第五拍，分别有两个音节，必须在此快

读，使两个音节只用一拍的时间。 

 

(4.7) 《亨布体-敦布体》节拍、音步的简化表示 

S   W S   W S W S W 

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不同的诗歌可以有不同的节奏，即不同的节拍序列。每首

诗的节拍序列，英语叫做 “meter”或“template”（Halle and Keyser，1966、1971；Fabb 

and Halle 2008），汉语可以叫“节奏模板”。比如，抑扬五步格的模板是

WSWSWSWSWS，而《亨布体-敦布体》的模板是 SWSWSWSW。有人可能会问，每个

语言是不是都有一个最自然的，最常用的节奏模板呢？ 

 朱光潜（1943：216）认为，虽然其他节奏有时会出现，但“各国语言节奏大半有

先仰后扬的倾向”。吴为善（2008）也认为，汉语的音步跟英语一样，都是抑扬步。王力

（1979：854）又对英语为什么使用抑扬步提出了一个解释：他认为，这是因为“英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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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多是单音，和冠词介词之类配起来恰是双音”，两者组成一个抑扬步。我们来看看王力

先生的说法有没有道理。首先，我们对莎士比亚的用词长度（音节数量）进行抽样统计，

见（4.8）。 

 

(4.8) 莎士比亚用词长度抽样统计（《汉姆莱特王子》的一段自白，以“To be or not to 

be”开始，一共 35 行） 

 类频 次频 类频比 次频比 

单音节 108 219 64.7% 78.8% 

双音节 41 41 24.6% 14.7% 

三音节 13 13 7.8% 4.7% 

四音节 5 5 3.0% 1.8% 

共计 167 278 100% 100% 

 

 这段自白共 35 行，节奏基本上是抑扬五步格，一共有 167 个不同单词（类频），

总共词数是 278 个（次频）。其中单音节单词的类频、次频的出现率都远远超过其他词

长。看来，王力先生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下面，我们用英语词典 CELEX（Baayen et al.，

1995）再做一次统计，结果却不一样，见（4.9）。 

 

(4.9) 英语词典 CELEX 中的基本词汇（lemma lexicon）的词长统计 

词长 数量 百分比 

单音节 6760 12.9% 

双音节 18536 35.3% 

三音节 15180 28.9% 

四音节 7951 15.2% 

五音节 2891 5.5% 

超过五音节 1129 2.2% 

共计 52447 100% 

 

 现代英语的基本词汇（lemma lexicon）有 52447 个，单音节词一共 6760 个，不到

13%，远远不是多数。而且，在 18536 个双音节单词中，有 13891 个重音在前，占 75%，

重音在后的只有 4645 个，占 25%。 以上结果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英语的双音节单

词大多数都适合于 SW 步。第二，莎士比亚的用词，看来不代表现代英语词汇的总体面

貌，要么是他那个时代的单音节词比现在多，要么是他喜欢用短词。值得指出的是，

Burling（1966）在研究了各种语言的童谣后，得出跟朱光潜、王力不同的结论。他认

为，各种语言的童谣，最明显的规律是每行都有四个重音，但是不能确定这些重音来自什

么音步。 

 在《亨布体-敦布体》这个童谣里，还有两个现象，即有的节拍没音节（每行的最

后一拍），有的音节没节拍（如第一行的第七音节）。前者习惯叫“空拍”，后者可以叫

“缺拍”。我们把两者定义于（4.10）。 

 

(4.10) 空拍：有节拍无音节 

缺拍：有音节无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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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空拍和缺拍有相通的地方。如果我们把《亨布体-敦布体》这个童谣的快拍

速度加倍，结果见（4.11）。 

 

(4.11) 《亨布体-敦布体》的空拍和缺拍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Hump-  ty   Dump-  ty   sat   on  a  wall      

Hump-  ty    Dump-  ty   had   a  great   fall      

 

 在快速打拍时，所有音节都落拍，没有缺拍，不过空拍的数量也增加了很多。在中

速打拍时，空拍少了，但是开始有缺拍。这说明，缺拍出现在节拍慢时，而空拍出现在节

拍快时。 

 从（4.11）还可以看出，第一行第七音节、第二行第六音节的重音最弱。因此，在

有缺拍时，应该最先跳过这两个音节，而不能先跳过其他音节。比如中速不能先跳过第一

行的第六音节，而不跳过第七音节。 

 “空拍”的概念跟英语的“catalexis”有一定关系（王力，1979 称其为“不完全

律”），但两者不完全一样：“catalexis”只是指该有的音节缺了，但不假设诗律跟节拍

有关，或者跟重音有关。“缺拍”的概念跟英语的“elision” 也有一定关系（王力，1979

称其为“略音律”），两者都指有的音节在诗律中可以忽略不算。但两者也不完全一样：

“elision”指原有的音节删除了、完全不读，而不是指快读或读了而不落拍。比如，英语

的“every” 本来是三个音节，诗句中可以省略第二个音节，读成两个音节“ev’ry”。 

 下面我们再看一首稍微复杂一点的英语儿歌，见（4.12），笔者译。这首儿歌有很

多快读音节，为了醒目起见，皆用下画线标出。第一、二行的中间还有停顿，对应一个轻

拍。 

 

(4.12) 英语儿歌《三只瞎鼠》（Three blind mice）的书面分析（下画线表示快读音节） 

W S W S W S W S 

 Three  blind  mice  ， three  blind  mice.  

 See  how they  run  ， see  how they  run.  

They  all  ran  after the  far- mer's  wife,  

Who  cut off their  tails  with a car- ving  knife,  

 Did you  ever  See such a  sight  in your  life? 

 

 三只瞎鼠，三只瞎鼠 

 跑得快，跑得快 

 他们跟着农妇追 

 农妇切掉它们的尾 

 这事你能见几回？ 

 

 这首儿歌有四个重拍。那么，这首歌是重拍开始还是轻拍开始？从书写上来看，第

一、二、五行是重拍开始，而第三、四行是轻拍开始。如果我们根据实际读法（或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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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那么重拍开始更合理，分析见（4.13）。原来第三行的第一个词“they”，实际上

是第二行的最后一拍，原来第四行的第一个词“who”，实际上是第三行的最后一拍。 

 

(4.13) 英语儿歌《三只瞎鼠》的实际读音分析（下画线表示快读音节） 

S W S W S W S W 

Three  blind  mice  . three  blind  mice.   

See  how they  run  . see  how they  run.  They  

all  ran  after  the  far- mer's  wife,  who  

cut off their  tails  with a car- ving  knife,   

Did you  ever  see such a  sight  in your  life?  

 

 按照这个分析，这首儿歌有四个 SW 步，其中重拍都落在实际音节上，轻拍有时落

在实际音节上，有时落在停顿上。 

 下面我们考虑几句说唱诗（rap），引自 EPMD“It's My Thing”（EPMD《我的东

西》），见（4.14）、（4.15）。黑体表示重读音节。 

 

(4.14) 英语说唱诗的书面分析举例（取自 EPMD《我的东西》，笔者译） 

Style of the rap, makes your hands clap  

Take care of myself because the lines are strapped  

They mean business, no time for play  

If you bite a line, they blow you away  

 

说唱的风格，双手可打拍 

自己多注意，句子不能错 

这可是当真，不是闹着玩 

如果你说错，马上会头晕 

 

(4.15) 英语说唱诗《我的东西》的实际节奏（下画线表示快读音节） 

S W S W S W S W 

Style  of the  rap  , makes your hands  clap  take  

care  of my- self be- cause the  lines  are  strapped   

They  mean  business , no  time  for  play   

If you bite a  line  , they  blow   you a- way  

 

 这首说唱诗，如果仅仅从书面或音节考虑，很难看出音步。如果从节拍考虑，音步

就很清楚。首先，原来第二行开头的“they”应该在第一行的结尾。而且，每行都是四个

SW 步。这个例子再次说明，节奏分析应该按照实际读音，包括空拍和缺拍（即快读）。 

 上面举的都是英语的例子。汉语的诗歌很少有人用节拍或轻重来分析。相反，不少

人认为汉语无重音，或重音不重要。比如，王力（1979：834）说，古代汉语没有轻重

音，“现代汉语仍有许多方言是没有轻重音，或轻重音不大显著的，因此，多数诗人都不

大理会轻重音的关系，他们的诗可认为每字都该重念的。”这个说法有什么根据，王先生

没有具体解释，不过看来有两点。第一，王先生可能是根据自己对一些汉语方言的了解和

语感得出的结论。第二，汉语学者们对重音的讨论，除了有关普通话以外，的确凤毛麟

角。我们认为，王先生的说法有一定道理。汉语的重音感觉上不如英语的那么明显，总体



32 

 

上来说是事实，而且有此看法的学者不止一人。比如，沈同（Selkirk and Shen，1990）认

为上海话无重音。赵元任（Chao，1968）说，北京话除了轻声字以外，其他字之间的重

音区别不显著。华卫民（Hoa，1983：7）说，普通的北京人并不觉得自己的发音有轻重

之别。施向东（2008：166）说，“古汉语没有显性的轻重音节区别”。Bao（2003：

157）也说，“汉语没有重音结构的确凿证据”（“there is no compelling empirical 

evidence for metrical structure”）。 

 如果汉语没有重音，节拍也许就不适合用来分析汉语诗歌节奏。那么，汉语诗歌的

节奏是什么决定的呢？有人认为，汉语诗歌的节奏主要基于声调的平仄交替：平仄交替的

边界界，就是音步界（王力，1979；Chen，1979；施向东，2008）。比如，（4.16）的平

仄交替体现了一个典型的七律诗行。 

 

(4.16) 用平仄分析汉语律诗的音步： 

平平/仄仄/平平/仄 

 

 这个诗行一共有四个平仄单位，也就是四个音步。这个分析有两个问题。第一，正

如朱光潜（1943：217）所说，平仄的要求只适合于律诗，不适合于古诗。因为古诗也有

节奏，而且不比律诗的差，因此，平仄不是节奏的根本。第二，正如吴为善（2008：

174）指出，音步是节奏单位，节奏的交替应该体现在音步之内，而不是两个音步之间。

比如，英语的每个音步都体现了音节的轻重交替。而汉语的平仄交替，却只能反映在两个

音步之间，每个音步内却没有平仄交替。基于这些问题，朱光潜（1943：234）认为，平

仄的要求不是“自然艺术”，而是“人为艺术”。 

 如果汉语的节奏不靠轻重、也不靠声调，又靠什么呢？朱光潜（1943：218）认

为，汉语的音步分界靠的是停顿：汉语诗歌读起来是两字一顿，而且停顿前的音节被拉

长，所以，汉语的节奏单位是“短长”，相当于英语的“抑扬”或“轻重”。Chen

（1979）、王力（1979）、Yip（1980）、松浦友久（1990）、吴为善（1988、2008）也

持类似看法。王力将音步称之为“节”、松浦友久称之谓“拍节”。他们还认为，每个节

有个“节奏点”，即音步的第二音节。王力没有说节奏点有什么声学特征。松浦友久

（1990：108）则说，节奏点就是“强调点”。而吴为善（2008：176）认为节奏点就是重

音，因为音步的第二音节在停顿前有所拖延，而拖延使得音节变长，进而显得更重。他们

对七言诗的分析见（4.17），其中括号表示“节”、D 表示“节奏点”。 

 

(4.17) 汉语七言诗的“节奏点”（朱光潜，1943；王力，1979；松浦友久，1990；吴为善

2008） 

 D  D  D D  

(少 小) (离 家) (老 大) (回 X) 

 

 这个分析有不少问题。第一，节奏点的位置不一致：前三音步的节奏点在右边，而

末一音步的在左边。第二，如果节奏点指“强调”或重音，那么最后两个节奏点处于相邻

位置，形成一个不合理结构，即音系理论里常说的“重音冲突”（stress clash）。第三，

音步间的停顿，只出现在一种特别慢的吟诵，吴为善（2008：177）称之为“老先生、老

教授”的吟诵方法。其他人读诗时，没有这些停顿，照样可以有节奏。第四，节奏点的分

析根语音事实不符。比如，汉语的三音节单位（如七言诗的最后三个音节），重音分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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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认为是“重-轻-重”（或赵元任说的“中-轻-重”，见 Chao，1968），而节奏点的分析

认为三音节单位的重音分布是“轻-重-重”（或“轻-中-重”）。第五，“节奏点”的位

置跟节拍不符合，这点我们马上会讨论。 

 因为节拍和节奏是紧密相连的，如果诗歌有节奏，那么无论什么语言的诗歌，都应

该可以用节拍来分析。下面我们来看看，如果给汉语的诗歌加节拍的话，有什么规律。例

（4.18）是一首七言诗。为了简练，我们只标两级节拍，同时加上从节拍结构推导出的轻

重拍。 

 

(4.18) 汉语七言诗的节拍和音步分析（贺知章《回乡偶书》） 

S W S W S W S W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少 小 离 家 老 大 回  

乡 音 无 改 鬓 毛 衰  

儿 童 相 见 不 相 识  

笑 问 客 从 何 处 来  

 

 这首诗的节拍分析跟刘大白（1927）所说的一致，重拍只能落在单数音节上，不能

落在双数音节上。每行是四个音步，其中最后一步有个空拍，跟英语童谣《亨布体-敦布

体》的节律相同。可以看出，这首诗的重拍位，除了最后一个音节外，跟朱光潜

（1943）、王力（1979）、松浦友久（1990）、吴为善（2008）等人说的“节奏点”或重

音位完全不符合：他们认为重音位在双数音节上（即二、四、六音节），而根据节拍分

析，重音位在单数音节上（即一、三、五音节）。 

 还可以看出，如果把七言诗分析为三个音步（如 Chen，1980；冯胜利，2008），

即 2+2+3，如“/儿童/相见/不相识/”，将与节拍有所不符。如果把七言诗看成 2+2+1+2

这四个音步（如 Chen，1979；Yip，1980；施向东 2008），如“/儿童/相见/不/相识/”，

这也是不符合节拍的。 

 如果汉语诗歌的节奏可以用节拍来分析，为什么汉语的重音不明显呢？Duanmu

（2007）解释说，英语的重音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声调（Fry，1958），而汉语的声调有别

义作用，不能随意改变，因此人们就感觉汉语的“轻重音不大显著”。同时，如果汉语的

轻重音不显著，古代的学者们自然也很少讨论，所以，王先生先恐怕因此认为古汉语也无

轻重音。不过，感觉明显不明显，跟重音有无，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很多东西人们并不一

定能直接感觉到。比如，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细菌存不存在，靠一般的感觉很难得出正

确答案。学者们虽然一致同意汉语的重音很难感觉到，但是有的仍然提出了十分精确的重

音分析，如赵元任、华卫民。而且，如果要说汉语的诗律跟重音无关，不但无法解释节拍

结构，还遇到很多其他问题，这点我们下面还会讨论。 

 汉语五言诗的节拍和七言诗相似，只是少了两拍，即 SWSWSW，见例（4.19）。

这首诗只有这样拍最自然，比如，不能拍 WSW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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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汉语五言诗的节拍分析（张打油《雪》） 

S W S W S W 

江 山 一 笼 统  

井 上 黑 窟 窿  

黄 狗 身 上 白  

白 狗 身 上 肿  

 

 汉语的诗歌也有其他的节拍形式。比如，可以从 轻拍 W 开始，不从重拍 S 开始，

例见（4.20），其中每行还有一个缺拍（即无拍的音节“的”）。 

 

(4.20) 轻拍开始的诗歌（自造）  

W S W S 

带 上 海的 表 

骑 蒙 古的 马 

喝 四 川的 酒 

吃 广 东的 菜 

 

 上面的例子说明，用节拍来分析汉语诗歌的节奏是可行的。而且，跟英语一样，汉

语也有空拍和缺拍。比如，（4.19）的最后一拍是空拍，（4.20）的第四个音节是缺拍。

同类例子还很多，见（4.21）和（4.22）。 

 

(4.21) 汉语诗句的空拍（光未然《河边对口曲》）：节奏好 

S W S W S W S W 

张 老 三 ， 我 问 你 ： 

你 的 家 乡 在 哪 里 ？ 

 

(4.22) 汉语诗句的空拍和缺拍（《河边对口曲》修改版）：节奏好 

S W S W S W S W 

张 老 三 ， 我们 问 你 ： 

你 的 家 乡 到底 在哪 里 ？ 

  

 这两例中，空拍出现在第一行的第四、第八拍，以及第二行的第八拍。同时，

（4.22）还有缺拍，出现在第一行的“们”，和第二行的“底、哪”。冯胜利（2011）认

为，三言诗的音步分段是 2+1，而七言诗的音步分段是 2+2+3。也就是说，同样一个三字

组，在三言诗里是两个音步，在七言诗里是一个音步。根据这一说法，（4.21）这样的诗

句应该怎样分析，恐怕会有一些问题。 

 缺拍的出现是不是因为音节太多，超过了节拍数量？（4.22）第二行的音节的确太

多，可是的第一行音节并不太多：该行有七个音节，节拍却有八拍，不算最末一拍也有七

拍。那么，这行能不能用一个空拍抵消一个缺拍，将（4.22）读成（4.23）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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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用空拍抵消缺拍（《河边对口曲》修改版）：节奏不好 

S W S W S W S W 

张 老 三， 我 们 问 你 ： 

你 的 家 乡 到底 在哪 里 ？ 

  

 很明显，（4.23）的节拍不自然，没有（4.22）好。我们再换个别的结构试试，把

第一行的缺拍从“们”换到“你”，结果见（4.24）。 

 

(4.24) 《河边对口曲》另一修改版：节奏不好 

S W S W S W S W 

张 老 三 ， 我 们 问你 ： 

你 的 家 乡 到底 在哪 里 ？ 

 

 这里的字和字数跟前面完全一样，只是第一行的缺拍换了一个位置。不过（4.24）

的节奏好像不如（4.22）。这是为什么？王力（1979：866）提出过，缺拍的音节（被跳

过的音节）必须是轻声字。（4.22）好，大概因为“们”可以读轻声。（4.24）不好，大

概因为“你”不应该读轻声，所以不应该缺拍，应该自己有个重拍。王先生的这一说法用

到了重音的概念，有一定道理。不过，他的说法还不完善，不能解释（4.23）的问题：这

里的第一行没有缺拍的音节，为什么仍然不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先考虑诗律理

论，见下章。 

 最后，我们考虑一个日语的例子。日本有两种常见的诗歌，一种叫“短歌”、一种

叫“俳句”。短歌有五行，音节数分别为 5-7-5-7-7，共 31 音节。 俳句有三行，音节数分

别为 5-7-5，共 17 音节。我们以俳句为例，见（4.25），其中 X 表示空拍。 

 

(4.25) 日语俳句《古池塘》（作者：松尾芭蕉）的分析（川本皓嗣，2004：401） 

S W S W S W S W 音节 日文 中文 

fu-ru- i-ke  ya X X X  5 ふるいけや 古池塘 

ka-wa- zu X to-bi- ko-mu  7 かわずとびこむ 小蛙跃入 

mi-zu  no X o-to  X X 5 みずのおと 水声响 

 

 川本皓嗣认为，俳句每行有四个音步，每步可以是两个音节、一个音节一个空拍、

或两个空拍。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三行的第四音步没有音节、全是空拍。川本皓嗣指

出，如果要给俳句打拍子，只能落在每步的第一个位置上，无论这个位置是音节还是空拍

（川本皓嗣称之为“休止”）。因此，他的分析即跟节拍事实相符合，也符合 Burling

（1966）的说法，即每行四个重拍的诗歌是最自然、最普遍的节奏。 

 松浦友久（2002）认为，每个音步（他称为“拍节”）起码应该有一个音节、不能

全是空拍。因此，俳句每行只有两个音步、而不是四个。他的分析见（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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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松浦友久（2002）对日语俳句的分析 

拍节 拍节 音节 日文 中文 

fu-ru-i-ke ya X X X 5 ふるいけや 古池塘 

ka-wa-zu X to-bi-ko-mu 7 かわずとびこむ 小蛙跃入 

mi-zu no X o-to X X 5 みずのおと 水声响 

 

 这个分析有几个问题。首先，节拍不能是空拍的说法缺乏根据。第二，四个音节的

音步是十分罕见的，其他语言里很少有这种现象。第三，松浦友久（2002）没有明说节拍

到底落在那个音节上。如果每步的节拍落点一致、而节拍不能落在空拍上，那么节拍也许

应该落在每步的第一音节。第四，节拍的速度可快可慢。慢拍时每行两拍大概没问题。节

拍稍快时，每行应该是四拍，如川本皓嗣所说，因此，每行四个音步看来更合理，而且两

个音节的音步是最常见的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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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诗律理论 
 

 

 西方的诗律理论，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的，要数 Halle and Keyser （1966、

1971）影响最大。该理论是为分析英语诗歌提出来的，后来有人提出过一些修改（如

Kiparsky，1975、1977；Hayes，1989；Fabb and Halle，2008），不过其基本原则并无改

变。我们先介绍 Halle and Keyser 的理论，然后将该理论试用于汉语，看看是不是适合。

Halle and Keyser （1966；1971）认为，诗律理论包括三个基本方面，列举于（5.1）。 

 

(5.1) 诗律理论的三个方面（Halle and Keyser，1966、1971） 

a. 语句的重音结构 

b. 诗歌节奏的模板（template） 

c. 语句重音跟诗歌节奏模板的对应原则（correspondence rules） 

 

 英语语句的重音，主要来自词重音。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复合词，那么基本的规则

见（5.2）。 

 

(5.2) 英语语句重音规则 

a. 多音节词有词重音 

b. 单音节实词有重音（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 

c. 单音节虚词无重音（如介词、代词、冠词等） 

 

 诗歌节奏的模板，可以由一组轻重拍的序列来表示。每个格律有自己特有的轻重拍

序列。（5.3）是些常见的例子。 

 

(5.3) 诗歌节奏模板举例（W 表示轻拍，S 表示重拍, 0 表示空拍）： 

节奏模板 常用名称 

WSWSWSWSWS WS 五步格 

SWSWSWSW SW 四步格 

SWSWSWS0 SW 四步格 

SWSWSW SW 三步格 

SWSWS0 SW 三步格 

 

 语句重音跟节奏模板之间的对应原则（简称“对应原则”），是用来判断一个语句

跟一个节奏模板是否相符。Halle and Keyser （1966：197）认为，这个对应原则很简单，

只有一条，见（5.4），“重音峰”的定义见（5.5）。 

 

(5.4) 语句重音跟节奏模板之间的对应原则（Halle and Keyser，1966：197）： 

语句的重音峰（stress maximum）必须对重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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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重音峰”定义： 

重音峰指一个有重音的音节，而且其前后皆无重音。 

 

 如果我们用“0”代表轻音， “X”代表重音，A、B、C 代表音节，那么重音峰的

图示见（5.6），对应原则的图示见（5.7）。 

 

(5.6) “重音峰”图示（0 = 轻音， X = 重音，A、B、C 代表音节）： 

B 是重音峰（重音左右无重音） 

0 X 0 重音 

A B C 音节 

 

 B 不是重音峰（有相邻重音） 

X X 0  0 X X  X X X 重音 

A B C 或 A B C 或 A B C 音节 

 

 B 不是重音峰（无重音；“…” 表示任何重音） 

… 0 … 重音 

A B C 音节 

 

(5.7) “对应原则”图示： 

违反对应原则（重音峰必须对 S，不能对 W） 

S W S 节拍 

0 X 0 重音 

A B C 音节 

 

 符合对应原则（无重音峰时，0 可对 S、X 可对 W） 

S W S  S W S  S W S  W S W 节拍 

X X 0 或 0 X X 或 X X X 或 0 0 0 重音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音节 

 

 一个重音峰，本身必须是重音，不能是轻音。而且，重音峰左边不能是重音，右边

也不能是重音；两个或多个相邻重音的序列没有重音峰。对应原则的要求，只针对重音

峰，即 0X0 这一重音序列，与其他序列无关。重音峰还可以出现在语句的边缘，即重音

在一行的第一或最末一个音节，见（5.8）。 

 

(5.8) 边缘重音峰（0 = 轻音， X = 重音，A、B 代表音节）： 

A 是重音峰  B 是重音峰 

 X 0  0 X  重音 

# A B 或 A B # 音节（# 代表每行的首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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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违反对应原则的边缘重音峰： 

 W S  S W  节拍 

 X 0  0 X  重音 

# A B 或 A B # 音节（# 代表每行的首末） 

 

 如果第一个音节是重音，第二个音节是轻音，那么第一个音节就是重音峰，因为它

左右都没有重音。同样，如果最后一个音节是重音，前面一个是轻音，那么最后一个音节

也是重音峰。 

 现在我们用济慈（John Keats）的一行抑扬五步格的诗举例，见（5.10），笔者

译。我们用 X 表示重音， 0 表示非重音，下画线表示重音峰。 

 

(5.10) 对应原则分析举例（取自济慈《秋颂》，笔者译） 

W S W S W S W S W S 

0 X 0 X 0 X 0 X 0 X 

To swell the gourd, and plump the ha- zel Shells 

 

 “使葫芦胀大，使榛子圆满” 

 

 这行有五个重音，其中四个来自单音节实词（动词 “swell、plump”，名词 

“gourd、shells”），一个来自双音节单词“hazel”的第一音节。五个重音都是重音峰，

而且都在重拍位，所以符合对应原则。 

 前面说了，重拍位不一定非得有重音，也可以和轻音相对。下面我们用莎士比亚的

一行诗举例，分析见（5.11），笔者译。我们仍然用 X 表示重音， 0 表示非重音，下画线

表示重音峰。 

 

(5.11) 重拍位可以对轻音节（取自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笔者译） 

W S W S W S W S W S  

0 X 0 X 0 0 0 X 0 X 0 

The slings and ar- rows of out- ra- geous for- tune 

 

 “难以忍受的命运，充满飞石、暗箭” 

 

 这行有四个重音，一个来自名词 “slings”，三个来自多音节单词“arrows、

outrageous、fortune”。四个重音都是重音峰，而且都在在重拍位。剩下一个重拍对应的

是轻音“of”，但是这不违反对应原则。有人可能会说，这行诗句有两个问题。第一，有

个重拍位对的是轻音。第二，句末多出一个无拍的音节。Halle and Keyser （1966；

1971）认为，这些问题会影响诗句的节奏，产生一些“紧张点”（tension）或“拗”，使

得诗句不那么流畅。不过，因为诗律的大原则（“对应原则”）只管重音峰，不管其他情

况，所以这行诗句是合格的。 

 上面例子，重音都在重拍位。重音也可以出现在轻拍位。比如，我们考虑莎士比亚

的另外一行诗句，见（5.12），笔者译。我们仍然用 X 表示重音， 0 表示非重音，下画线

表示重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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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重音峰、重音谷都少的诗句（取自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笔者译） 

W S W S W S W S W S 

0 X 0 X X X 0 0 0 X 

Thus con- science does make cow- ards of us all 

 

 “于是顾虑使我们都变成了懦夫” 

 

 这个句子有五个重音，其中两个是重音峰，皆在重拍位。有一个重音在轻拍位（第

五音节“make”），还有一个轻音在重拍位（第八音节“of”）。不过，因为重音峰都在

S 位，本句仍然符合对应原则。下面我们再考虑一例，见（5.13）。 

 

(5.13) 重音对轻拍位（取自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笔者译） 

W S W S W S W S W S 

0 X 0 X X X 0 X X X 

The course of true love nev- er did run smooth 

 

 “真正的爱情，从不一帆风顺”  

 

 这个句子有七个重音，六个来自单音节实词“course、true、love、did、run、

smooth”，一个来自双音节单词“never”。七个重音里只有一个是重音峰。另外，有两

个重音出现在轻拍位（“love、run”）。不过，因为重音峰在 S 位，所以节奏符合对应

原则。 

 下面我们考虑《亨布体-敦布体》的第一句。该童谣的节奏模板是 SWSWSWSW，

分析见（5.14）。 

 

(5.14) 《亨布体-敦布体》的节奏分析：符合对应原则 

S W S W S W S W 

X  0 X  0 X 0 X  

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这句有四个重音，都是重音峰，而且都在重拍位。虽然有一个缺拍音节（第七音节

“a”），行末还有一个空拍，但仍然符合对应原则。 

 （5.14）里既有空拍又有缺拍，两者能不能互相抵消呢？我们来试试看。如果我们

把节拍挪一下，结果见（5.15）。我们仍然用 X 表示重音， 0 表示非重音，下画线表示重

音峰。另外，我们用方框表示出错节拍。 

 

(5.15) 《亨布体-敦布体》的修改版分析：不符合对应原则（方框表示出错节拍） 

S W S W S W S W 

X  0 X  0 X 0 0 X 

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这里重音峰仍然是四个，不过只有三个在重拍位，最末一个不在，所以，这个结构

不符合对应原则。这个节奏的语感也明显不好，跟理论的预测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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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英语例子说明，诗律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节奏好，有的不好。下面我们

考虑汉语的情况。 

 汉语的节奏模板、以及对应原则，跟英语一样。不过，在重音分布上，汉语的情况

有些不同。首先，汉语多音节单词很少，而复合词特别多。还有，不少人注意到，汉语的

双音节词，在非句末一般是前重，而在句末一般是后重（见 Chao，1968；Hoa，1983；

林茂灿、等，1984；杨顺安，1992；王韫佳、等，2003、2004；王蓓、等，2004；Tseng 

et al.，2004，等）。比如，北京话的“大学”在句末时重音在“学”（如“上大学”），

而在非句末时重音在“大”（如“大学生”）。所以，汉语的重音规则，跟英语也有些不

同，见（5.16）。 

 

(5.16) 汉语重音规则 

a. 双音节、多音节词重音在第一音节 

b. 句末（停顿前）的双音节词重音可在第二音节 

c. 1+2 的复合词，重音同多音节单词 

d. 双音节语法单位可以当双音节词用 

e. 语重音规则：辅助词有重音，中心词无重音 

 

 1+2 的复合词，由一个单音节词和一个双音节词组成，如“高血压、棉手套，张老

三”等。它们的重音跟三音节词一样，如“马拉松、加拿大，曼德拉”等。 

 “辅助词”（或辅助成分），句法中常用 XP 表示。因此，（5.16d）这条规则也叫

“辅重规则”（“Nonhead Stress”，Duanmu，1990b；端木三，2007）或“重读 XP”

（“Stress-XP”，Gussenhoven，1983；Truckenbrodt，1995）。我们举几个例子，见

（5.17）。 

 

(5.17) 中心词与辅助词举例（辅 = 辅助词；中 = 中心词） 

语句 分析 

[新 汽车] [辅 中] 

[技术 工] [辅 中] 

[在 学校] [中 辅] 

[买 汽车] [中 辅] 

[不 相识] [中 辅] 

[月亮 圆] [辅 辅] 

[月亮 圆 了] [辅 辅 中] 

[我们 的 教室] [辅 中 辅] 

 

 上面的前四例比较清楚。第五例是个“否定短语”，中心词是“不”。第六例是个

句子，“月亮”是主语，“圆”是谓语，两个都是辅助词。有人可能觉得奇怪，难道可以

没有中心词？按照现代句法理论的分析（如 Pollock，1989），这种结构的中心词是个语

态类的虚词，相当于英语的时态（inflection）或助动词（auxiliary verb），这里虽然没有

出现，但它的空位还是有。第七例，按照现代句法分析，中心词是语态虚词“了”，“月

亮、圆”是辅助词。最后一例，按照现代句法分析（如 Abney，1987），也是个虚词短

语，中心词是“的”，“我们、教室”是辅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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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的双音节单位，无论原来是什么结构，经常可以当单词使用。赵元任

（Chao，1968）举过一些例子，如动宾的“有钱”当形容词用，动宾的“垫肩”当名词

用，主谓的“头疼”当形容词或动词用，等等。Duanmu （2007）将这类现象称为“音步

屏蔽”（foot shelter），即音步将双音节单位内部的句法结构掩蔽了。冯胜利（1996）将

这类结构称为“韵律词”。 

 下面我们举例。先考虑《回乡偶书》，其节奏模板，如果不算最后一个空拍，应该

是 SWSWSWS。我们将每行分别分析，见（5.18）。我们仍然用 X 表示重音， 0 表示非

重音，下画线表示重音峰。 

 

(5.18) 《回乡偶书》的节奏分析（下画线表示重音峰） 

SW SW SW S 

X 0  X 0 X 0 X 

少小 离家 老大 回 

 

SW SW SW S 

X 0  X 0 X 0 X 

乡音 无改 鬓毛 衰 

 

SW SW S WS 

X 0  X 0 0 0  X 

儿童 相见 不 相识 

 

SW S W SW S 

X 0  X 0 X 0 X 

笑问 客 从 何处 來 

 

 第一行有三个双音节单位，重音分别在每个单位的第一音节。第七音节是谓语，也

有重音。这四个重音都是重音峰，而且都在重拍位，所以符合对应原则。第二行的情况跟

第一行一样，不再重复。 

 第三行有三个双音节单位，前两个重音在第一音节，末一个重音在第二音节。第五

音节“不”是个中心词（“否定短语”的中心词），没有重音。三个重音都是重音峰，而

且都在重拍位，所以符合对应原则。值得注意的是，“不”的重音是 0，但是可以在 S

位，因为对应原则不管轻音。 

 第四行有两个双音节单位，重音皆在第一音节。宾语“客”、谓语“来”都不是中

心词，也有重音。四个重音都是重音峰，而且都在重拍位，所以符合对应原则。 

 以上分析说明，《回乡偶书》的四行语句有统一的节奏，都符合 SWSWSWS 这个

节奏模板，所以这首诗是有节奏的。 

 下面我们考虑《回乡偶书》的改动版，见（5.19）。这里第一、第三行如前，第

二、第四行有改动。我们仍然用 X 表示重音， 0 表示非重音，下画线表示重音峰，方框

表示出错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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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回乡偶书》改动版（方框表示出错的重音峰） 

SW SW SW S  

X 0 X 0 X 0 X  

少小 离家 老大 回 （原句无错） 

 

S WS W S WS  

X X 0 X 0 0 X  

音 如旧 发 毛 全衰 （改动句有错） 

 

SW SW S WS  

X 0 X 0 0 0  X  

儿童 相见 不 相识 （原句无错） 

 

S W S W SW S  

0 X 0 0 X 0 X  

问 客 人 从 何处 來 （改动句有错） 

 

 第二行有三个双音节单位“如旧、发毛、全衰”，前两个重音在第一音节，末一个

重音在第二音节。单音节主语“音”也有重音。四个重音有两个是重音峰，其中一个在轻

拍位，所以违反了对应原则。 

 第四行有两个双音节单位“客人、何处”，产生两个重音，都在第一音节；谓语

“来”不是中心词，也有重音。动词“问”是动词短语的中心词，没有重音。三个重音都

是重音峰，但第一个在轻拍位，所以不符合对应原则。 

 应该指出，（5.19）的问题出在各句的节奏不协调，即不能用同一个节奏模板，而

不是因为第二行或第四行不能用于诗歌。比如，如果每句的节奏都跟（5.19）的第二行一

样，那么这样的诗还是有好节奏，例见（5.20）。 

 

(5.20) 《回乡偶书》完全改动版 

SW W SW WS 

X 0 0 X 0 0 X 

多年 后 重返 故里 

 

S WW SW WS 

X X 0 X 0 0 X 

音 如旧 发毛 全衰 

 

SW W SW WS 

X 0 0 X 0 0 X 

儿童 们 含笑 相问 

 

SW W SW WS 

X 0 0 X 0 0 X 

客人 从 何处 赶來 

 



44 

 

 第一句有三个双音节单位，两个重音在前，一个重音在后。方位词“后”是中心

词，无重音。三个重音都是重音峰，而且都在重音位，所以本句符合节奏。第三、第四句

分析也一样。第二句上面分析过，四个重音有两个重音峰。现在跟新的模板对应，两个重

音峰都在重音位，所以节奏也没问题。 

 下面我们考虑《河边对口曲》。这首诗的模板是 SWSWSWSW，分析见（5.21），

其中最后的 W 是空拍，第一行“三”后的停顿也是空拍。 

 

(5.21) 《河边对口曲》的节奏分析 

S W S W S WS W 

X 0  0 0 X 0 X  

张老 三 ， 我 问你 ， 

 

S W SW S WS W 

X 0 X 0 0 0 X  

你 的 家乡 在 哪里 ？ 

 

 第一行的“张老三”算多音节词，重音在第一音节（如果把“张老三”的重音算

“重轻重”，结果也一样）。末尾的双音节单位“问你”也有重音。 另外， “我” 是主

语，不是中心词，也有重音（如果把“我”当虚词，算轻音，结果也无妨）。三个重音都

是重音峰，都在重拍位，所以这行的节奏也没有问题。 

 第二行有两个双音节单位，产生两个重音。“你”是“的”的辅助词，也有重音。

动词“在”是动词短语的中心词，无重音。三个重音都是重音峰，都在重拍位，所以节奏

没有问题。 

 下面我们考虑《河边对口曲》的改动版，见（5.22），改动处在第二行，“你的家

乡”改成了“你们的家”。 

 

(5.22) 《河边对口曲》改动版的分析（方框表示出错处） 

S W S W S WS W  

X 0  0 0 X 0 X   

张老 三 ， 我 问你 ， （原句无错） 

 

SW S W S WS W  

X 0 0 X 0 0 X   

你们 的 家 在 哪里 ？ （改动句有错） 

 

 第二行有两个双音节单位“你们、哪里”，产生两个重音。“家”是“的”的辅助

词，也有重音。三个重音都是重音峰。可是，“家”这个重音峰在轻拍位，所以这个节奏

有问题。 

 不过，（5.22）的两行也可以读得有节奏，办法是不要把“的” 字读到重拍上。比

如，按照（5.23）这样读，节奏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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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节奏好：在“的”缺拍，在“家”后加顿 

S W S W S WS W 

X  0 0 0 X 0 X  

张 老 三 ， 我 问你 ， 

 

S W S W S WS W 

X 00 X 0 0 0 X  

你 们的 家 ， 在 哪里 ？ 

 

 这样读的话，两行的第四拍都是顿。第二行仍然有三个重音峰，不过现在都在重音

位，所以节奏也好了。这个例子说明，语句的节拍有灵活性。下面再看一例，见

（5.24）。 

 

(5.24) 节奏好： 

S W S W S WS W 

X 0  0 0 X 0 X  

张老 三 ， 我 问你 ， 

 

SW S W S WS W 

X 0 0 0 0 0 X  

展览 馆 路 在 哪里 ？ 

 

 这里第一句分析如前。第二句，“馆”是“展览馆”的中心词，无重音；“路”是

“展览馆路”的中心词，也无重音。所以，一共两个重音，皆是重音峰，皆在重拍位，所

以节奏没有问题。 

 最后，我们再看两例，节拍模板都是 SWSWSWS。（5.25）节奏好，因为两行都

跟所选节拍模板相符。 

 

(5.25) 节奏好（自造） 

SW SW SW S 

X 0 X 0 X 0 0 

等我 挣到 大钱 时 

 

S W SW SW S 

0  0 X 0 X 0 X 

买 辆 汽车 送给 你 

 

 第一行有三个双音节单位，产生三个重音。“时”是中心词，无重音。三个重音都

是重音峰，都在重拍位，所以节奏没问题。 

 第二行有两个双音节单位“汽车、送给”，产生两个重音。“你”是宾语，也有重

音。“辆”是量词短语的中心词，无重音。“买”是动词短语的中心词，也无重音。三个

重音都是重音峰，都在 S 位，所以节奏也没问题。 

 如果我们把第二行改一个字，结果见（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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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节奏不好（自造） 

SW SW SW S 

X 0 X 0 X 0 0 

等我 挣到 大钱 时 

 

S W SW SW S 

0 X 0 0 X 0 X 

买 新 汽车 送给 你 

 

 第一行分析同上。第二行“新汽车”是个 1+2 复合词，算多音节词，重音在

“新”。“买、送给、你”的分析同上。三个重音都是重音峰，可是第一个在轻拍位，所

以节奏不好。 

 下面我们考虑缺拍音节的位置。上面看到，有些例子中有的音节有缺拍，必须和另

外一个音节一起快读。我们以《亨布体-敦布体》的一句为例，见（5.27），其中“on a”

这两个音节必须快读。 

 

(5.27) 快读举例：《亨布体-敦布体》的一行 

S W S W S W S W 

X  0 X  0 X 0  0 X  

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值得提问的是，缺拍音节是不是可以挪到别的位置？比如，（5.27）是不是可以按

照（5.28）或（5.29）来读？ 

 

(5.28) 《亨布体-敦布体》的快拍改动：把“on”往左移，节奏不好 

S W S W S W S W 

X  0 X  0 X 0 X  

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5.29) 《亨布体-敦布体》的快拍改动：把“a”往右移，节奏不好 

S W S W S W S W 

X  0 X  0 X 0 0 0 X  

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可以看出，（5.28）、（5.29）的节奏都不如原来的好。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又如

前面讨论过的英语说唱诗 EPMD“It’s my thing”（《我的东西》），也有一些快拍，见

（5.30）。这里一共有七处快读，我们用下画线标出。 

 

(5.30) EPMD“It’s my thing”（《我的东西》）的节奏（下画线表示快读音节） 

S W S W S W S W 

Style  of the  rap  , makes your hands  clap  take  

care  of my- self be- cause the  lines  are  strapped   

They  mean  business , no  time  for  play   

If you bite a  line  , they  blow   you a- way  



47 

 

 

说唱的风格，双手可打拍 

自己多注意，句子不能错 

这可是当真，不是闹着玩 

如果你说错，马上会头晕 

 

 这些快读处，好像一般也不能改动。比如，第一行的快读“of the”有两种改动方

法，两者都不好，见（5.31）。 

 

(5.31) 修改快读“of the” 

 S W S W 

原节奏：节奏好 Style  of the  rap  , 

修改一：节奏不大好 Style of the   rap  , 

修改二：节奏不好 Style  of  the rap  , 

 

 这类情况，语感上好像很清楚，可是还没有见到过前人有所讨论。这里我们提出一

个分析，其中包括两条新的要求，见（5.32）。 

 

(5.32) 有关快拍的限制 

a. 快拍的两个音节，重音顺序不能是“轻重”（不能是 0X）。 

b. 每拍的韵素（mora）数应该尽量相同。 

 

 第一条限制跟诗律理论的对应原则有一定关系。我们先考虑快读音节的节拍。前面

说过，节拍可快可慢。如果我们把原来的节拍加快，使得每个快读音节都有节拍，结果见

（5.33）。快拍的轻重，仍然根据可拍度来决定：与原来节拍相同的位子是 S，增加的位

子是 W。 

 

(5.33) 用快拍表示快读音节  

原节拍： S  W  

增加的快拍： S W S W 

 

 可以看出，原来的 S、W 拍，分别都由一个更快的 SW 拍组成。因此，快读的两个

音节的最佳重音应该是 X0，也可以是 00 或 XX，但不应该是 0X。这个要求，跟诗律理

论的对应原则是一致的，两者关心的都是重音和节拍的对应。 

 韵素（mora，也称“莫拉”）指音节的长短（Hyman，1985）。一般来说，重读音

节长、轻读音节短（Prince，1992）。根据这个规律，我们可以通过（5.34）来统计韵

素。 

 

(5.34) 韵素数统计方法 

X（重读音节）： 两个韵素 

0（轻读音节）： 一个韵素 

X0（一重一轻）： 三个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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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两轻）： 两个韵素 

 

 下面我们分析快读“of the”的三种处理方法，见（5.35）-（5.37）。被违反的限

制，我们用*表示。 

 

(5.35) 快读“of the”的原来结构 

 S W S 

节拍 Style  of the  rap  

快拍重音  00  

韵素数 2 2 2 

 

(5.36) 快读“of the”的一种改动结构 

 S W S 

节拍 Style of the   rap  

快拍重音 X0   

*韵素数 3 1 2 

 

(5.37) 快读“of the”的另一种改动结构 

 S W S 

节拍 Style  of  the rap  

*快拍重音   0X 

*韵素数 2 1 3 

 

 从韵素数来看，两个改动结构都不如原来：原来的韵素数是 2-2-2，改动后则成了

了 2-3-1 或 2-1-3，节拍间的韵素数差别比原来大。从快读的重音来看，（5.36）符合要

求，而（5.37）是 0X，违反了要求。因此，我们的分析是（5.36）的节奏不如原来，而

（5.37）的节奏更差。可以看出，《我的东西》里的快读“of my-”、“’cause the”，以

及《亨布体-敦布体》里的快读“on a”，分析也一样。 

 下面我们考虑快读“makes your”的分析。如果重读的“makes”和“clap”必须留

在 S 位，仍然有三种处理方法，见（5.38）-（5.40）。值得注意的是， “hands”是个实

词，虽然没有在 S 位，应该也有重音，我们也给它标注黑体。 

 

(5.38) 快读“makes your”的原来结构 

 S W S 

节拍 makes your hands   clap  

快拍重音 X0   

韵素数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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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 快读“makes your”的一种改动结构 

 S W S 

节拍 makes  your hands   clap  

*快拍重音  0X  

韵素数 2 3 2 

 

(5.40) 快读“makes your”的另一种改动结构 

 S W S 

节拍 make  your  hands  clap  

快拍重音   XX 

*韵素数 2 1 4 

 

 从韵素数来看，第一个改动版跟原来相似，但第二个改动版不如原结构，节拍间的

韵素数差别比原来大：原来的节拍间韵素数最多只差一个，改动后最多差了三个。从快读

的重音来看，（5.39）的重音是 0X，违反了要求，而（5.40）的重音是 XX，不违反要

求。因此，我们的分析是，两个改动版各违反了一条限制，所以节奏都不如原来。可以看

出，《我的东西》里的快读“business”的分析也一样。 

 最后我们分析《我的东西》中的“if you bite a line”，见（5.41）-（5.43）。值得

注意的是，“bite”是个实词，虽然不在 S 位，也应该有重音。 

 

(5.41) 快读“if you bite a line”的原来结构 

 S W S 

节拍 If you bite a  line  

快拍重音 X0 X0  

韵素数 3 3 2 

 

(5.42) 快读“if you bite a line”的一种改动结构 

 S W S 

节拍 If  you bite  a line  

*快拍重音  0X 0X 

韵素数 2 3 3 

 

(5.43) 快读“if you bite a line”的另一种改动结构 

 S W S 

节拍 If you bite a line  

*快拍重音 X0  0X 

韵素数 3 2 3 

 

 从韵素数来看，原结构和改动结构相似。从重音来看，原结构没有 0X，而两个改

动结构都有。因此，两个改动结构都不如原结构节奏好。 

 下面我们分析汉语的快读。我们以《河边对口曲》的改动版为例，见（5.44），其

中有两处快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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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河边对口曲》的改动版 

S W S W S W S W 

张 老 三 ， 我们 问 你 ， 

你 们的 家 乡 在 哪 里 ？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 不能分开，必须是一个快读单位，而“你们”可以分

开，不必是一个快读单位。我们先分析“我们”，见（5.45）-（5.47）。其中“问”是实

词，有重音。“我们、你”分别是主语、宾语，也有重音，其中“我们”的重音落在

“我”上，“们”无重音。 

 

(5.45) 快读“我们”的原来结构 

 S W S 

节拍 我们 问 你 

快拍重音 X0   

韵素数 3 2 2 

 

(5.46) 快读“我们”的一种改动结构 

 S W S 

节拍 我 们问 你 

*快拍重音  0X  

韵素数 2 3 2 

 

(5.47) 快读“我们”的另一种改动结构 

 S W S 

节拍 我 们 问你 

快拍重音   XX 

*韵素数 2 1 4 

 

 第一个改动版，韵素数没问题，但是产生了一个快读的 0X，所以节奏不好。第二

个改动版，韵素数差别比原版大，所以节奏也不如原版。因此，两个改动版都不如原版。 

 下面我们分析“你们”，见（5.48）-（5.50）。其中“家”是实词，有重音，

“的” 是虚词，无重音。“你们”是“的”的辅助词，也有重音，其重音落在“你”

上，“们”无重音。 

 

(5.48) 快读“你们”的原来结构 

 S W S 

节拍 你 们的 家 

快拍重音  00  

韵素数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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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 快读“你们”的一种改动结构 

 S W S 

节拍 你 们 的家 

*快拍重音   0X 

*韵素数 2 1 3 

 

(5.50) 快读“你们”的另一种改动结构 

 S W S 

节拍 你们 的 家 

快拍重音 X0   

*韵素数 3 1 2 

 

 原版的韵素数很平均。第一个改动版的韵素数不如原版，而且还产生了一个快读的

0X，所以节奏不好。第二个改动版重音没有问题，可是韵素数的分布不如原版，所以节

奏也不如原版。因此，两个改动版都不如原版。 

 本章的讨论说明，英语和汉语的诗歌，分析方法基本相同。首先需要推导出每行句

子的重音结构，然后根据对应原则，看看该重音结构跟所选的节拍模板是否相配。前人对

西方诗歌提出的主要的要求只有一条，即重音峰必须在重拍位（Halle and Keyser，1966、

1971; Fabb and Halle，2008）。我们的讨论说明，这条要求也适合于汉语。 

 前人对快读情况讨论很少。我们对各种快读情况做了进一步考察和分析，增加了两

条新的要求，并通过分析证实了它们的合理性。 

 前面说过，我们对诗句的节奏往往可以通过直觉来判断。这里的分析，为这种直觉

提供了明确的理论解释。 

 本章对汉语诗律的分析，跟陈源泉的有一定相似之处（Chen，1979、1980），两

者都需要考虑句法的作用。不过，陈先生认为句法单位直接等同于音步单位，而本文的分

析同 Halle and Keyser（1966、1971）一样，认为句法的作用是间接的，只是用来决定语

重音的位置（该规则称为“辅重规则”，或称“stress-XP”）。根据陈先生的分析，汉语

是独特的，其节奏规律跟其他语言不一样。根据本文的分析，语言有相当多的共性，汉语

的节奏规律跟其他语言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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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节奏模板 
 

 

 这章我们讨论节奏模板的种类，即什么样的模板能出现，什么样的不出现。我们的

着眼点是节奏模板的轻重节拍序列，以及模板的最短形式。至于模板的音步结构，我们留

到下一章再讨论。 

 节奏的本质是重复。语言节奏的本质是语音上的重复。这种重复有各种表现，常见

的几种列举于（6.1）。 

 

(6.1) 语音上的的各种重复形式 

a. 声母的重复（汉语叫“双声”或“头韵”；英语叫“alliteration”） 

b. 韵母的重复（汉语叫“押韵”；英语叫“riming”） 

c. 音步（音节轻重或长短）的重复 

d. 节奏模板的重复 

 

 声母重复的例子，英语有“safe and sound”（安全健康）、“ right or wrong”（对

或错）、“flip-flop”（翻来翻去）、等，重复成分分别是[s]-[s]、[r]-[r]、[fl]-[fl]。汉语的

例子有“玲珑”、“明媚”、“翻来覆去”等，重复成分分别是[l]-[l]、[m]-[m]、[f]-[f]。

英语的声母重复在诗歌里用得比汉语多。而且，汉语的双声多数出现在相邻的两个音节，

而英语声母的重复多数出现在不相邻音节，或出现在多个音节。还有，汉语的双声一般重

复一个辅音，而英语的声母可以重复一对辅音。我们用弗洛斯特《与夜晚相识》（Robert 

Frost “Acquainted with the Night”）中的一行诗举例，见（6.2）。这句重复的是复辅音

[st]（用黑体表示），一共重复了三次。 

 

(6.2) 英语声母重复举例（弗洛斯特《与夜晚相识》，笔者译） 

I have stood still and stopped the sound of feet. 

 

“我静立着，收住了脚步声。” 

 

 韵母的重复（简称“韵”的重复），汉语叫“押韵”，英语叫“riming”或

“rhyming”。一个汉语音节如果不算声调，最多可以有四个音，如“连”[ljan]。刘复

（1932：533）将它们分别称为“头、颈、腹、尾”，王力（1936）将它们称为“声母、

韵头、韵腹、韵尾” ，罗常培（1956：91）将它们称为“声母、介音、元音、韵尾”。

我们用“韵母”指音节的后一半，即韵腹加韵尾（不包括声母、介音），王力先生称之为

“韵部”。比如，“粮 [ljaŋ]、黄 [hwaŋ]”声母、介音不同，但是押韵。英语也一样，

“yet [jɛt]”、“wet [wɛt]” 介音不同，但是押韵。有人用“韵母”指“韵头、韵腹、韵

尾”三个部位的总和，我们不采用这种说法，因为这种“韵母”跟押韵完全无关。 

 押韵的长度不限于一个音节，有时可以包括两个或多个音节，即“多音节押韵”，

其中第一个音节需要韵同，其后的音节需要完全相同。这种押韵的单位也许是音步，其中

第一个音节一般是重读，后面的音节轻读。比如，英语的“nation、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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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nunciation、sensation”可以押韵，押韵段是最后两个音节。汉语也有多音节押韵，赵

元任（赵元任，1927：22）称之为“多字韵”，例见（6.3）。 

 

(6.3) 汉语多字韵举例（下画线表示押韵段）： 

您早阿，府上都好阿？ （赵元任，1927：24） 

生在常州，住在杭州。 （赵元任，1927：24） 

与其情愿而死，不如力战而死。 （赵元任，1927：22） 

 

 声母的重复西方诗歌用的不多，汉语用的更少。押韵西方诗歌有时用、有时不用。

而且，诗歌的押韵一般只跟行末音节有关，跟其他音节无关。当然，汉语的律诗还有声调

平仄的要求，不过朱光潜（1943：218、2001：171）认为，“四声对于中国诗的节奏影响

甚微”，对平仄的要求跟自然节奏无关，只是一种“人为艺术”。川本皓嗣（2010：

119）也认为，声调的要求对汉语诗歌的节奏来说是“次要的因素”。 

 音步的重复，是基于音节的轻重或长短。长短重复（或“长短诗律”）的典型例子

是希腊语，我们在下一章再讨论。这一章我们集中讨论节拍轻重的重复。比如，在

（1.1）所见的《海野瓦达之歌》，节拍的轻重序列是 SWSWSWSW，也就是 SW 音步的

四次重复。 

 “节奏模板”指一行诗句的节拍格式，也可以叫“行节奏”。“模板”

（template）一词来自诗律理论，见前一章讨论。所谓诗歌，实际上就是节奏模板的重复

（也可以说是行节奏的重复）。因此，一首诗歌起码要有两行，否则不能产生节奏模板的

重复效果。 

 节奏模板有时候容易看出是什么音步的重复，有时不容易看出。试考虑一些常见的

例子，见（6.4），例句分别来自朗费罗《海野瓦达之歌》、莎士比亚《国王里查德二世

的悲剧》、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以及一个网上收集的无名诗。 

 

(6.4) 节奏模板举例 

 模板 例子 音步分析 

a. SWSWSWSW Dark behind it rose the forest, SW 的重复 

b. WSWSWSWSWS The lion dying thrusteth forth his paw， WS 的重复 

c. SWSWSWS Through the forest have I gone. 不清楚 

d. WSWSW 见问题闭眼，见钞票红眼，… 不清楚 

 

 我们在第一章讨论过，音步分析有时清楚、有时不清楚。换言之，一行诗的节奏模

板，有时看得出重复单位，有时看不出。比如（6.4a）看来是 SW 的四次重复，（6.4b）

看来是 WS 的五次重复。而（6.4c）的情况就不大清楚：如果前面加个空拍（算 W），好

像是 WS 的四次重复，可是如果后面加个空拍，又好像是 SW 的四次重复。（6.4d）的情

况也不清楚：如果去掉第一个 W，好像是 SW 的两次重复，如果去掉末一个 W，又好像

是 WS 的两次重复。而且，如果可以加空拍（原来无、计算有的 W），又可以去节拍

（原来有、计算无的 W），那么就连（6.4a）和（6.4b）的分析也没有定论了。 

 不过，无论音步如何分析，一首诗的节奏模板，即音节的轻重序列，还是比较清楚

的，可以通过节拍来判断（见第四章）。因此，我们把音步留到下一章讨论，这章只讨论

模板的种类，即只谈节拍的轻重序列，不谈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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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考虑节奏模板本身是不是受到什么限制。根据对各种情况的观察，我们认为

节奏模板受到以下几条限制，见（6.5）。 

 

(6.5) 节奏模板所受的限制 

 限制 原因 

a. 开头不能是 WWS 与 SWS 无别 

b. 结尾不能是 SWW 与 SWS 无别 

c. 任何地方都不能有 WWW 与 WSW 无别 

d. 任何地方都不能有 SS 重音冲突（stress clash） 

e. 起码有两个 S 最小重复次数 

 

 如果开头（或结尾）的节拍是 WW，一般要求音节的轻重序列是 00（轻轻），而

00 的处理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把 00 快读，只算一排，即 W，英语例子见（6.6），取

自 Byron “The Destruction of Sennacherib”（拜伦《辛那赫里布的毁灭》）。快拍的例子

前面讨论过很多，不用再论证。 

 

(6.6) 以 00 开头的英语例子：00 可以快读，算一个 W拍（拜伦《辛那赫里布的毁灭》，

笔者译） 

The Assyrian came down like a wolf on the fold, 

And his cohorts were gleaming in purple and gold; 

And the sheen of their spears was like stars on the sea,  

When the blue wave rolls nightly on deep Galilee. 

 

亚述王来了，像袭击羊群的狼， 

他率的大军闪耀着紫光和金光； 

明亮的矛戟就像海上的星星， 

如加利利蓝色的波浪在夜里翻滚。 

 

 第二种情况是，开头的 00 一定要用两拍 WW，这样开头的 00X 就是 WWS。在这

种情况下，WWS 完全可以用 SWS 代替。这是因为 0 可以跟 S 拍相对（见第五章）。同

样，如果结尾的 00 一定要用两拍，那结尾的 X00 就是是 SWW，而结尾的 SWW 完全可

以用 SWS 代替，还是因为 0 可以跟 S 拍相对。我们将上述讨论图示于（6.7）、（6.8）。 

 

(6.7) 开头的 WWS 

 原分析 等同分析 

节拍位 W W S            S W S 

重音 0 0 X  0 0 X 

 

(6.8) 末尾的 SWW 

 原分析 等同分析 

节拍位 S W W            S W S 

重音 X 0 0  X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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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任何地方的 WWW，一般要求音节的重音序列是 000（轻轻轻）。如果不快

读，WWW 完全可以用 WSW 代替，同样是因为 0 重音可以对 S 节拍，见（6.9）。 

 

(6.9) 任何位的 WWW 

 原分析 等同分析 

节拍位 W W W            W S W 

重音 0 0 0  0 0 0 

 

 有关 SS 的限制，重音理论里是为人熟知的（Halle and Vergnaud，1987；Hayes，

1995），即两个重音不应该相邻出现，否则会产生重音冲突（stress clash）。书面上，有

时会看到诗行里有两个相邻的重读音节，不过在节拍上，它们之间一定有个空拍，所以实

际上不是相邻重音。比如，说唱诗《我的东西》里有一句是“Style of the rap makes your 

hand clap”，其中“rap makes”都是重读音节，但是在节拍上，它们之间有个空拍，所

以两者并不算相邻重音。 

 最后一条限制要求每个模板起码有两个 S 拍。我们认为，这是因为诗行是节奏单

位（音步）的重复，而每个音步有一个 S 拍，所以每个诗行（模板）需要两个 S 拍。只

有一个 S 的模板经常有人提到，我们在下面会讨论一些例子。 

 下面我们考虑节拍模板的种类。我们先考虑不含 WW 的节奏。因篇幅所限，我们

只列举三到八个音节的汉语例子，每例只引两行。每行只有一个 S 的模板，即 S、WS、

SW、或 WSW，我们下面会讨论。汉语 S 起头的诗很多，见（6.10）。W 起头的相对

少，不也很好造，见（6.11）。 

 

(6.10) S 起头的模板（不含 WW） 

SWS 人之初， 

性本善。 

《三字经》 

SWSW 纶巾羽扇， 

谁识天人。 

吕岩《雨中花》 

SWSWS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孟郊《游子吟》 

SWSWSW 桃红复含宿雨， 

柳线更带朝烟。 

王维《田园乐》 

SWSWSWS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贺知章《回乡偶书》 

SWSWSWSW 祥瑞不在凤凰麒麟， 

太平须得边将忠臣。 

卢群《淮西席上醉歌》 

 

(6.11) W 起头的模板（不含 WW） 

WSWS 说老实话， 

做老实人。 

常言 

WSWSW 猜球赛结果， 世界杯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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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百万奖金。 

WSWSWS 买绿色食品吃， 

去世界各地玩。 

自造 

WSWSWSW 生孩子并不容易， 

请保姆更加困难。 

自造 

WSWSWSWS 怕雾霾每天戴口罩， 

在家里尽量少出门。 

自造 

 

 下面我们考虑有 WW 节拍的模板，例子见（6.12）。这种例子古典诗里也不多，

不过也很容易造。 

 

(6.12) 包含 WW 的节奏模板 

SWWSW 少喝是享受， 

多喝须忍受， 

再喝准难受。 

网上收集 

SWSWWS 考试同学请进， 

其他人员止步。 

自造 

SWWSWS 今天去峨眉山， 

明天去九寨沟。 

自造 

SWSWWSW 人人都想挣票子， 

挣了就去买房子。 

自造 

SWWSWSW 公园有新的风景， 

我们去溜达溜达。 

自造 

SWWSWWS 明天有精彩的戏， 

预售票一抢而空。 

自造 

SWWSWWSW 大道是文康之严父， 

元气乃文康之老亲。 

李白《相和歌辞•上云乐》 

WSWWSW 看世界杯比赛， 

喝青岛牌啤酒。 

自造 

WSWSWWS 开奥拓大众的多， 

开奔驰宝马的少。 

自造 

WSWWSWS 有空的人没钱玩， 

有钱的人没时间。 

自造 

 

 模板包含 WW 的这种例子，单行读起来节奏感似乎不强，因为音节轻重不是轮番

交替（也就是说不容易看出音步的重复）。不过，两行（或多行）一起读，节奏就体现出

来了，因为节奏模板有了重复。这类例子多见于对联，只要两行的节奏模板一样，读起来

就有节奏、就像诗。而且，对联可以很长，中间还可以有停顿。 

 下面我们考虑只有一个 S 的模板，即 S、SW、WS、WSW。单音节的 S 模板，英

语汉语都极少。汉语例子经常引用的有（6.13）这例，有时叫“一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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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汉语“一言诗”举例（《吴志》历阳山石文） 

楚 

九州渚 

吴 

九州都 

 

 这个例子，并不是每行都是一个字，而是有的行只有一个字。所以，这不是真正的

S 模板。如果我们把分段再稍微改一下，那么连单字行都不一定有了，见（6.14）。新的

模板，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SWSWS，其中第二拍是个空拍。 

 

(6.14) 《吴志》历阳山石文“一言诗”的重新分析 

SWSWS 

楚，九州渚 

吴，九州都 

 

 现在的网上，有时也可以看到一些“一言诗”，每句都只有一个字。比如，

（6.15）是个网上收集的例子。 

 

(6.15) 汉语“一言诗”举例（网上收集） 

月， 

圆。 

人， 

缺。 

 

 这个例子是不是一首诗很难说。我们同意冯胜利（2008：28）的看法，“对今天说

汉语的人来说”，一言诗“绝难上口”。 

 跟汉语一样，单音节的英语诗也极少。有人认为亨氏公司的黄豆罐头广告可以算一

例，见（6.16）。本文按照原文，字母全部大写。 

 

(6.16) 单音节的英语诗举例（亨氏公司的烘黄豆广告，笔者译） 

三行形式 单行形式 汉译 

BEANZ  

MEANZ  

HEINZ 

BEANZ MEANZ HEINZ “烘黄豆，有亨氏” 

 

 这个广告没有标点符号，根据载体的表面积或形状，有时写成三行（如在罐头

上）、有时写成一行（如在货架上）。由于图片版权原因，本书没有提供实物照片，不过

网上很容易找到。写成一行时，看上去像个句子，等于普通写法的“Beans means 

Heinz”。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个广告是一首诗：它完全可以是一个简单的句

子，只不过字母稍微改了一下，以获得更好的视觉效果。这个句子读起来的确有节奏，但

节奏的来源很多，见（6.17）所列。既然我们对这个广告的节奏有了解释，其中包括音步

的重复，我们不必再假设还有节奏模板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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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广告“BEANZ MEANZ HEINZ”的节奏来源 

有关单词 媒介 重复部分 

BEANZ，MEANZ 读音 韵母[inz] 

BEANZ，MEANZ 读音 声母[b]-[m]，都是双唇音 

BEANZ，MEANZ，HEINZ 视觉 辅音组“NZ” 

BEANZ，MEANZ，HEINZ 读音 辅音组[nz] 

BEANZ，MEANZ，HEINZ 读音 音步 SW，其中 W 是空拍 

 

 两个音节的 WS 模板，英语的例子很少。经常引用的例子有（6.18）。这首诗每行

都只有两个音节，只能是一个音步，所以也叫“单步诗”（monometer）。 

 

(6.18) 英语单音步诗（WS 模板）举例：Robert Herrick “Upon His Departure Hence” 

（罗伯特·赫里克《在他离开时》，笔者译） 

Thus I 于是我 

Pass by, 过去了， 

And die: 去世了： 

As one 像是个 

Unknown, 无名人， 

And gone: 消失了： 

I'm made 我已经 

A shade, 是阴影， 

And laid 我躺在 

I’th’ grave: 坟墓里： 

There have 这就是 

My cave, 我的洞，  

Where tell 在这里 

I dwell, 我居住， 

Farewell. 再见了。 

 

 不过，这首诗也可以有另一种分析。我们可以根据标点符号，把诗行的划分重新安

排，这样除了最后一行外，其他每行都有两个或三个音步，见（6.19）。 

 

(6.19) 英语单音步诗《在他离开时》的新分析 

WSWSWS 

Thus I pass by, and die: 

As one unknown, and gone: 

 

WSWS 

I'm made a shade, 

And laid I'th grave: 

There have my cave, 

Where tell I d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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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ewell. 

 

 根据新的分析，这首诗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前两行，模板是 WSWSWS，

每行有三个音步，六个音节，是一首两行诗。第二部分是其后四行，模板是 WSWS，每

行有两个音步，四个音节，也是一首诗（第二部分也可以看成是首两行诗，每行四个音

步，八个音节）。最后一行是个单独成分。因此，这首诗不需要特殊的模板。 

 模板是 SW 的诗，英语的例子也很少。有人认为（6.20）是个例子。这是英国七十

年代的的牛奶广告，原文的每个字母都是大写，此处仍然保留原文的形式。 

 

(6.20) 英语 SW 模板举例：二十世纪七十年英国的牛奶广告（笔者译） 

四行形式 单行形式 汉译 

DRINKA  

PINTA  

MILKA  

DAY 

DRINKA PINTA MILKA DAY “每天都喝一斤奶” 

  

 这个广告，根据载体的表面积或形状，分为四行和单行两种形式，后者见于公交车

上。在四行形式中，前三行每行都只有两个音节，重音在前，看上去像是 SW 模板。不

过，这个广告的单行形式却像是一句话，等于普通写法的“Drink a pint of milk a day”。

广告的字母稍微改了一下，一方面是为视觉上的新意，一方面也反映了实际读音。 

 因此，没有理由认为这个广告是一首诗：它完全可以是一个简单的句子。这个句子

读起来的确有节奏，但节奏的来源很清楚，有几个方面，见（6.21）。因此，我们没有理

由说节奏的来源一定是节奏模板的重复。 

 

(6.21) 广告“DRINKA PINTA MILKA DAY”的节奏来源 

有关单词 媒介 重复部分 

DRINKA，MILKA 读音 音节[kə] 

DRINKA，MILKA 视觉 字母“KA” 

DRINKA，PINTA  视觉 字母组“IN” 

DRINKA，DAY 读音 声母[d] 

DRINKA，PINTA，MILKA 读音 韵母[ə] 

DRINKA，PINTA，MILKA 视觉 字母组“I”，“A” 

DRINKA，PINTA，MILKA，DAY 读音 音步 SW，其中 DAY 有空拍 

 

 冯胜利（2008：28）指出，英语的诗歌有时可以每行两个音节，例如（6.22）的儿

歌“Rain, rain, go away”（雨儿雨儿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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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英语儿歌“雨儿雨儿快离开”（黑体表示重读音节，笔者译） 

 Rain, rain 雨儿雨儿 

 Go away 快离开 

 Come again 你要再来 

 Another day 改一天 

 Little Arthur 小小阿瑟 

 Wants to play 想要玩 

 

 这首儿歌读起来很有节奏，应该算诗歌，其中第一行只有两个音节。不过，正如冯

胜利所说，这两个音节都有重音，组成两个音步。其原因是，这首儿歌每行都有两个重

音，也即两个音步，因此其节奏模板完全符合要求。而且，其他行有的有三个音节，有的

有四个音节。因此，这首儿歌的模板起码应该是 SWS（或 SWSW），其中第一行的 W 是

个空拍。这首儿歌还有一种分析，见（6.23）。 

 

(6.23) 英语儿歌“雨儿雨儿快离开”的另一种分析，笔者译 

SWSWSWS 

 Rain, rain, go away 雨儿雨儿快离开 

 Come again another day 换个日子你再来 

 Little Arthur wants to play 小小阿瑟想要玩 

 

 根据 Burling （1966）的分析，最常见的儿歌每行有四个重音。因此，这首儿歌不

是六行，而是三行，其节奏模板是 SWSWSWS。 

 汉语的单音步诗行，有时叫“两言诗”，即每行两个字。冯胜利（2008）举过一些

例子，如古歌谣《弹歌》（也称《弹竹》），见（6.24）。这首诗可以读成 SW，也可以

读成 WS。 

 

(6.24) 汉语单音步诗行（两言诗）举例：《弹歌》 

断竹， 

续竹， 

飞土， 

逐宍。 

 

 不过，正如冯胜利指出，这种文体是每行两字还是每行四字有争议。比如，明末清

初学者黄义在《义府》中说，《弹歌》不是每行两字、而是每行四字，见（6.25）。 

 

(6.25) 汉语两言诗《弹歌》的重新分析 

断竹续竹， 

飞土逐宍。 

 

 根据新的分析，这首诗有两行，第一行讲的是弓的制作，第二行讲的是弓的使用。

每行有两个音步，四个音节。因此，这首诗也不需要特殊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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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板是 WSW 的诗，因为只有一个 S，也应该是不规范的节奏模板。英语没见到过

例子，不过我们可以造一个，见（6.26）。 

 

(6.26) 英语 WSW 模板举例（自造） 

Remember 

The doctor 

 

 “记住了，那医生” 

 

 这个例子不像诗，而像是在说话：“Remember the doctor. ”不过，我们看到过跟

上述例子很像的实际例子， 见（6.27）。这个例子摘自美国密歇根大学一个学生的 T 恤

衫（2014 年 10 月），其中十一月七号大概有什么活动，不过跟本文无关。 

 

(6.27) 英语的实例（T 恤衫广告） 

Remember 

Remember 

The seventh of 

November 

 

 “记住了，记住了，十一月，第七号” 

 

 这个例子读起来挺有节奏。它一共有四行，每行都只有一个重读音节（黑体表

示），因此每行看起来都是 WSW。是不是 WSW 也可以作诗歌的节奏模板呢？如果可

以，为什么（6.26）却缺乏节奏感呢？我们认为，（6.27）这个例子不是一个四行诗歌，

而是一个两行诗歌，见（6.28）。根据这个分析，该诗歌的节奏是 SWSW，属于规范结

构。 

 

(6.28) 英语实例的分析 

 S W  S W 

Re- mem- ber, re- mem- ber 

The  seventh of  No- vem- ber 

 

 汉语节奏模板是 WSW 的实际例子没有。要造也不容易，因为汉语很少有以轻声开

始、轻声结尾的结构。如果结尾不是轻声，例子倒是有，见（6.29）。 

 

(6.29) 汉语 WSW 模板举例（自造） 

模板： W S W 

重音： 0 X 0 

 吃 粗 粮， 

 保 健 康。 

 

 这个例子读起来挺有节奏。我们来考虑它的分析。“吃、保”分别是动词短语的中

心词，无语重音（见第五章）。如果“粗粮、健康”的重音是 X0（重音在第一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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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6.29）的重音结构就是 0X0，其中 X 是“重音峰”（下画线表示），所以节奏模板

必须是 WSW（见第五章）。不过，因为“粗粮、健康”在停顿前，重音可以是 0X（即

重音在第二音节），因此（6.29）可以分析为（6.30）。 

 

(6.30) SWS 模板分析汉语的 WSW 

模板： S W S 

重音： 0 0 X 

 吃 粗 粮 

 保 健 康 

 

 SWS 是三言诗的模板（也可以看成是 SWSW），汉语很常见。我们来考虑模板跟

重音的对应关系。这里的重音峰“粮、康”对应于 S，符合要求。第一个音节没有语重

音，但是“对应原则”允许 0 对应于 S（见第五章），所以也符合要求。 

 下面我们把本章的讨论总结一下。首先，我们讨论了模板结构受到一些限制，重复

于（6.31）。 

 

(6.31) 节奏模板所受的限制 

 限制 原因 

a. 开头不能是 WWS 与 SWS 无别 

b. 结尾不能是 SWW 与 SWS 无别 

c. 任何地方都不能有 WWW 与 WSW 无别 

d. 任何地方都不能有 SS 重音冲突（stress clash） 

e. 起码有两个 S 最小重复次数 

 

 只要这些限制没有被违反，任何模板都是可能的。当然，轻重交替的模板（即不包

含 WW 的模板）最常见，而中间有 WW 的模板相对少些。不过，有 WW 的模板在对联

里大量出现，也是有节奏文体的重要部分。 

 一旦我们知道什么节奏模板可能出现，什么节奏模板不会出现，我们可以给诗歌下

一个更精确的定义，见（6.32）。该定义跟 Duanmu（2007）所提出的相同。 

 

(6.32) 诗歌的定义： 

a. 诗歌是一个节奏模板的重复。 

b. 节奏模板是音步的重复。 

 

 根据这个定义，一首诗起码应该有两行，而每行诗起码应该有两个音步（两个 S 

拍）。只有一行的诗是没有的。只有一个音步的诗，即节奏模板是 S、SW、WS、WSW

的诗，也是没有的。 

 冯胜利（2011：48）对汉语诗歌的韵律进行了详细讨论，并提出了一组类似的要

求，见（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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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汉语诗歌韵律的要求（冯胜利，2011：48）： 

一个最小音步=两个音节 

一个最小诗行=两个音步(或者两个韵律单位) 

一个最小旋律单位=两个诗行( 一个诗联) 

一首最小的诗= 两个旋律单位( 一首绝句) 

 

 可以看出，（6.32）、（6.33）有个共同点，即最短的诗歌需要两行、最短的诗行

需要两个音步。（6.33）强调的是“两”，而（6.32）强调的是“重复”。不过，“重

复”和“两”是相通的：最少的重复就是两次。 

 前面说了，音步可以由两个实际音节组成，如/SW/，也可以由一个实际音节加一

个“空拍”组成，如/S0/。。既然如此，两个字的诗行（即节奏模板）应该可以成立，如

/S0/S0/，可是这样的诗歌好像节奏并不好，例子见（6.34）。相比之下，（6.35）的例子

要好得多。 

 

(6.34) 全是两个字的诗行（自造）：节奏似乎并不好 

节奏 文字 

/S0/S0/ 天，地， 

/S0/S0/ 上，下。 

 

(6.35) 不全是两个字的诗行（自造）：节奏似乎不错 

节奏 文字 

/S0/S0/ 跑，跑， 

/SW/S0/ 赶快跑! 

 

 两者区别的原因，可能在于行中的顿不应贯穿所有诗行，起码某个诗行应该有个实

际音节，最好是隔行就是一个实际音节。当然，这类情况最好通过实验进行验证。 

 这章我们只讨论了节奏模板（节拍轻重的序列），没基本有具体讨论音步。对模板

的几条限制，也有待进一步的解释。比如，为什么模板开头不能是 WWS、末尾不能是

SWW？下一章我们会看到，讨论了音步以后，对模板的限制也会有更好的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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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诗歌的音步 
 

 

 音步的分类源于诗律，特别是古典诗律。我们在第六章讨论过，节奏的本质是重

复。一行诗歌的节奏，主要来自音步的重复。大概因为节奏的重复像度步一样，每个重复

单位就称为一个“音步”（foot）。王力（1979：852）甚至把诗律称为“步律”，以强

调音步的重要性。松浦友久（1992：569）则将音步称为“拍节”，因为每个音步可以打

一拍。 

 诗律的音步，一般以音节为单位，这样的音步叫音节步，简称音步。传统看法认

为，古希腊语的音节只分长短，不分轻重（Maas，1962；West，1982）。长短音节的区

别在于韵母。长音节的韵母可以是个双元音，或长元音，或一个短元音加一个辅音。短音

节的韵母一般是个短元音，没有辅音，例子见（7.1）。短音节的韵母有时也可以是个音

节辅音，我们这里不讨论。 

 

(7.1) 长短音节的区别（VV 为双元音，V：为长元音，V 为短元音，C 为辅音） 

韵母 长音节例 短音节例 

VV [sai] sigh “叹气” 无 

V： [si:] me “见” 无 

VC [sɛt] set “定” 无 

V 无 [ðə] the （冠词） 

 

 West（1982：8）还说，有的音节可长可短，称为“ancept”。这类音节要么其元

音可长可短，要么其结尾的辅音可以归下一音节，所以也符合（7.1）的定义。 

 根据传统看法，一个音步可以长短音节交替，也可只有短音节，或只有长音节。这

样，音步的类型有很多。如果我们将音步限于两个或三个音节，那么一共有十二种音步，

列于（7.2）。音步的汉语名称，王力（1979）采用音译，如 trochee 叫“特罗凯”， iamb 

叫“淹波”。本文根据原义，采用直译。其中“长短步、短长步”，常见的译法是“扬抑

步、抑扬步”，置于括号内。 

 

(7.2) 基于音节长短的音步种类（“—”为长音节，“o”为短音节） 

音步 英语名称 汉语名称 

— o trochee 长短步（扬抑步） 

o — iamb 短长步（抑扬步） 

— — spondee 双长步 

o o dibrach 双短步 

o o o tribrach 三短步 

— o o dactyl 长短短步 

o — o amphibrach 短长短步 

o o — anapest 短短长步 

—  —  o antibacchius 长长短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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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amphimacer 长短长步 

o — — bacchius 短长长步 

— — — molossu 三长步 

 

 传统的分析有一个假设，即一个诗行是同一音步的重复。比如，抑扬五步格是抑扬

步 WS 的重复、扬抑四步格是扬抑步 SW 的重复、等。音步混杂使用的诗，如 SW+WS，

或 SWSW+WSWS，应该是很少的，这里我们暂时不考虑。 

 不过，正如 West（ 1982：28）指出的，即使将诗行限于同一音步的重复，要分析

古希腊诗行的音步，有时仍然不容易，经常有不确定性。比如，如果一个诗行由六个长音

节组成，我们很难确定它到底是三个“双长”步，还是两个“三长”步，见（7.3）。 

 

(7.3) 只考虑音节长短时，分析音步有不确定性 （斜线表示音步界） 

音节组： — — — — — — 

双长步： / — — / — — / — — / 

三长步： / — — — / — — — / 

 

 同样，如果一个诗行由六个短音节组成，我们很难确定它到底是三个“双短”步，

还是两个“三短”步，见（7.4）。 

 

(7.4) 只考虑音节长短时，分析音步有不确定性（斜线表示音步界） 

音节组： o o o o o o 

双短步： /o o/o o/o o/ 

三短步： /o o o/o o o/ 

 

 如果我们再考虑所谓的四音节音步，如“四短”步（tetrabrach：o o o o）、“四

长”步（dispondee，也可叫“双双长”步：— — — —）、“短长短长”步（diiamb，也

可叫“双短长”步：o — o —）、等，不确定性就更多了。比如，如何区分两个“双短”

步和一个“四短”步？如何区分两个“双长”步和一个“四长”步？如何区分两个“短

长”步和一个“短长短长”步？ 

 以上的不确定性，说明不少音步类型有可能合并，比如”双长”步和”三长”步有

合并的可能性，”双短”步和”三短”步也有合并的可能性。 

 如果古希腊语的诗律类型真的很清楚，不像上面说的那么难确定，那么除了音节长

短外，也许还有别的东西，很可能是重音。比如，如果”双短”步和”三短”步都是第一

音节重，那么两者的节拍就不一样，见（7.5）。 

 

(7.5) 重音可减少分析音步的不确定性 （斜线表示音步界） 

双短步及重音序列： /S W/ S W/ S W/ 

音节长短序列： o o o o o o 

 

三短步及重音序列： /S W W/ S W W/ 

音节长短序列： o o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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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讨论，还没有考虑空拍和“多余音节”。前者指有节拍无音节的情况（见第

四章），后者指即有音节无节拍（或不计节拍）。 如果把这两个因素加进去，那么又会

出现新的不确定性。比如，“短长短”步和“长短短”步可能无法区别，见（7.6），其

中尖括号表示多余音节，0 表示空拍。 

 

(7.6) 多余音节和空拍带来的不确定性 （尖括号表示多余音节；0 表示空拍） 

音节组： o — o o — o o — o o — o 

短长短步： /o — o/o — o/o — o/o — o/ 

长短短步： <o>/ — o o/ — o o/ — o o/ — o 0/ 

 

 一个“短长短” 步的序列，如果第一个短不计、末尾加个空拍，就变成了“长短

短” 步的序列。 

 上面的讨论说明，古希腊的诗律分析存在很多问题。因为古希腊语是个死语言，我

们无法判断其节拍结构，也无法判断其重音分布。因此，上述的这些问题，无法进一步论

证，下面我们也不再讨论。 

 如果以轻重拍来给音步分类，种类就少了很多。一般来讲，音步和重音是互相包含

的：有音步就有重音，有重音就有音步。如果我们将音步长度限于两个或三个音节，将每

个音步限于一个重音，而且只考虑轻重，不考虑音节长短，那么一共就只有五种音步（而

不是前面说的十二种），见（7.7）。这些音步的英语名称，一般习惯仍然沿用希腊诗律

的术语。汉语的名称，我们直接用轻重类型来称呼。每种音步我们用一个三步诗行举例。 

 

(7.7) 基于重音的传统音步种类 

音步 英语名称 汉语名称 三步诗行的节拍 

SW trochee 重轻步 /SW/SW/SW/ 

WS iamb 轻重步 /WS/WS/WS/ 

SWW dactyl 重轻轻步 /SWW/SWW/SWW/ 

WSW amphibrach 轻重轻步 /WSW/WSW/SWS/ 

WWS anapest 轻轻重步 /WWS/WWS/WWS/ 

 

 下面我们给每一种音步举一个英语的诗歌例子，见（7.8）-（7.12）。我们用黑体

表示重读音节。前面举过的例子，我们只引两行，省略翻译。 

 

(7.8) 英语 SW 音步举例：朗费罗《海野瓦达之歌》，见（1.1） 

/SW/SW/SW/SW/ 

Dark behind it rose the forest, 

Rose the black and gloomy pine-trees, 

 

(7.9) 英语 WS 音步举例：莎士比亚《国王里查德二世的悲剧》，见（1.7） 

/WS/WS/WS/WS/WS/ 

The lion dying thrusteth forth his paw, 

And wounds the earth, if nothing else, with 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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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英语 SWW 音步举例：Robert Browning “The Lost Leader” 

（布朗宁《离去的领袖》，笔者译） 

/SWW/SWW/SWW/SWW/ 

Just for a handful of silver he left us, 

Just for a ribbon to stick in his coat— 

Found the one gift of which fortune bereft us, 

Lost all the others she lets us devote; 

… 

 

仅仅为了几个银币他就离开了我们 

仅仅为了根彩带可以挂在他的胸前 

找到了命运没有给我们的唯一礼物 

失去了命运让我们为之献身的一切 

… 

 

(7.11) 英语 WSW 音步举例：Leonard Cohen “Famous Blue Raincoat” 

（科恩《熟悉的蓝雨衣》，笔者译）  

/WSW/WSW/WSW/WSW/ 

It's four in the morning, the end of December 

I'm writing you now just to see if you're better 

New York is cold, but I like where I'm living 

There's music on Clinton Street all through the evening. 

… 

 

现在是早上四点，十二月底， 

我在给你写信，想知道你好点吗。 

纽约很冷，但我喜欢我的住处： 

克林顿街上，通宵都是音乐。 

… 

 

(7.12) 英语 WWS 步举例：拜伦《辛那赫里布的毁灭》，见（6.6） 

/WWS/WWS/WWS/WWS/ 

The Assyrian came down like a wolf on the fold, 

And his cohorts were gleaming in purple and gold; 

 

 以上的每首诗，我们都给出了理想的节拍模板，并划出音步界。可以看出，有的诗

里不是每行都与理想模板完全吻合。比如，（7.10）的最后一个音步，有两行缺了一个

W，另外两行缺了两个 W，没有一行是完整的 SWW。如果 WWS 步的开头也可以缺个

W，那么（7.13）、（7.14）都可以算是 WWS 的例子 。其中（7.13）的四行中，有两行

开头缺了一个 W，而（7.14）每行开头都缺一个 W。另外，（7.14）的单词

“following”，按传统习惯，可以算两个音节，不算三个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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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英语 WWS 音步举例：Dr. Seuss “Yertle the Turtle” 

（苏斯博士《乌龟大王亚特尔》，笔者译） 

/WWS/WWS/WWS/WWS/ 

… 

And today the great Yertle, that Marvelous he, 

Is King of the Mud. That is all he can see. 

And the turtles, of course... all the turtles are free 

As turtles and, maybe, all creatures should be. 

 

… 

今天那伟大的亚特尔，曾经是非凡的它 

变成了泥巴的国王。能看到的都是泥巴。 

其他所有的乌龟，当然都得到了自由， 

乌龟就应该样，也许万物都应该这样。 

 

(7.14) 英语 WWS 音步举例： Robert Burns“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 

（罗伯特·彭斯《我的心在高原》，笔者译） 

/WWS/WWS/WWS/WWS/ 

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 my heart is not here, 

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 achasing the deer - 

Achasing the wild deer, and following the roe; 

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 wherever I go. 

 

我的心在高原，没有在这里， 

我的心在高原，追逐着野鹿。 

我追逐着野鹿，跟踪着獐子； 

我无论去哪里，心都在高原。 

 

 可以看出，三拍步的诗歌，一拍不缺、每行都跟节拍模板完全吻合的例子，是非常

少见的。这种现象很普遍，我们在下面还会讨论。 

 轻重音步的种类，虽然比长短音步的少了很多，但是仍然有两个问题。第一，所列

的五种音步可能太多。第二，所列的五种音步可能太少。这两个问题都跟多余音节、空

拍、以及快读有关（见第四章）。 

 上面说了，传统的分析有个假设，即每行诗句应该是同一种音步的重复。如果按照

实际出现的音节来考虑，不考虑空拍、多余音节、或快读，那么上述的音步种类就不够。

试看（7.15）和（7.16）。 

 

(7.15) W S W S W 

 见 问 题 闭 眼 

 见 钞 票 红 眼 （网上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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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S W S W S W S 

 少 小 离 家 老 大 回 

 乡 音 无 改 鬓 毛 衰 （贺知章《回乡偶书》） 

 

 如果（7.15）用 WS 步，后面多了个 W，如果用 SW 步，前面多了个 W。同样，

如果（7.16）用 SW，后面多了个 S，如果用 WS 步，前面多了个 S。多出来的 W 或 S，

都不在所列的五种音步里，无法处理。 

 假如我们放弃每行只能用一种音步这个假设，认为可以用混合音步，问题仍然不能

解决。比如，WSWSW 可能是 WS+WSW 的混合音步，也可能是 WSW+SW 的混合音

步，见（7.17），虽然没有增加新的音步，但两种分析很难选择。而 SWSWS 无论怎么分

析，都会多出一个 S 或两个 S，见（7.18），而上面的音步表里没有 S 步。 

 

(7.17) 不用空拍或多余音节，用混合音步，分析仍然不确定 

轻重拍序列： W S W S W 

分析一： /W S/ W S W/ 

分析二： /W S W/ S W/ 

 

(7.18) 不用空拍或多余音节，可以用混合音步，音步种类不够 

轻重序列： S W S W S 

分析一： /S W/ S W/ S/ 

分析二： /S /W S/ W S/ 

分析三： /S W/ S /W S/ 

分析四： /S /W S W/ S/ 

  

 如果我们把多余音节和空拍考虑进去，那么音步的数量就够了，而且上面两个例子

都可以分析，见（7.19）和（7.20）。 

 

(7.19) 用多余音节分析 WSWSW（尖括号表示多余音节） 

轻重拍序列： W S W S W 

WS 步分析： /W S/ W S/ <W> 

SW 步分析： <W> /S W/ S W/ 

 

(7.20) 用空拍分析 SWSWS（0 表示空拍） 

轻重拍序列：  S W S W S W S  

SW 步分析：  /S W/ S W/ S W/ S 0/ 

WS 步分析： /0 S/ W S/ W S/ W S/  

 

 在（7.19）中，我们可以排除第一音节，用 SW 步，或排除最后一个音节，用 WS

步。在（7.20）中，我们可以在末尾加个空拍，这样该行就是四个 SW 步，最后一步是

S0，相当于 SW；我们也可以在开头加个空拍，这样该行就是四个 WS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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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拍也叫停顿，它的作用学者们是普遍承认的。比如，Burling （1966）说，分析

诗律一定要考虑空拍。多余音节，英语叫“hypermetrical”（Halle and Keyser，1966）或

“韵律外音节”（extrametrical syllable）（Hayes，1982），学者们也是普遍承认的。 

 如果多余音节不仅仅限于句首和句末，那么有的音步就变得不必要。比如，SWW

步都可以分析为 SW 步，例见（7.21）。 

 

(7.21) 用 SW 步取代 SWW 步（尖括号表示多余音节） 

轻重拍序列： SWWSWW… 

SWW 步： /SWW/SWW/… 

SW 步： /SW/<W>/SW/<W>… 

 

 当然，空拍和多余音节不应该随便假设，必须有严格的规定。我们将空拍和多余音

节的出现限定于（7.22）。 

 

(7.22) 空拍和多余音节的出现情况： 

a. 空拍只能出现在停顿处。 

b. 多余音节只能是 W，而且不能相邻出现。 

 

 有了对空拍和多余音节的严格定义，我们不但可以排除分析的不确定性，而且可以

将上面的五种音步归为一种。如果我们用每行三步的模板举例，结果见（7.23）。值得指

出的是，根据第六章的讨论，WW 不能出现在行首或行末。因此，SWW 步的结尾是 SW

（不是 SWW），WWS 步的开始是 WS（不是 WWS）。 

 

(7.23) 统一用 SW 分析三步诗（尖括号表示多余音节，0 表示空拍） 

传统音步 传统分析 只用 SW 步的分析 

SW /SW/SW/SW/ /SW/SW/SW/ 

WS /WS/WS/WS/ <W>/SW/SW/S0/ 

SWW /SWW/SWW/SW/ /SW/<W>//SW/<W>/SW/ 

WSW /WSW/WSW/WSW/ <W>/SW/<W>/SW/<W>/SW/ 

WWS /WS/WWS/WWS/ <W>/SW/<W>/SW/<W>/S0/ 

 

 传统的 WS 步，如果行首去掉一个 W、行末增加一个空拍（算 W），就成了 SW

步。传统的 SWW 步，如果每步去掉一个 W，就成了 SW 步。传统的 WSW 步，如果每步

去掉前面的 W，就成了 SW 步。传统的 WWS 步，如果行首去掉一个 W，中间每步去掉

一个 W，行末增加一个空拍，就成了 SW 步。 

 传统的五种音步，不但可以全部用 SW 步来分析，也可以全部用 WS 步来分析。我

们仍然用每行三步的模板举例，见（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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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统一用 WS 分析三步诗（尖括号表示多余音节，0 表示空拍） 

传统音步 传统分析 只用 WS 步的分析 

SW /SW/SW/SW/ /0S/WS/WS/<W> 

WS /WS/WS/WS/ /WS/WS/WS/ 

SWW /SWW/SWW/SW/ /0S/<W>/WS/<W>/WS/<W> 

WSW /WSW/WSW/WSW/ /WS/<W>/WS/<W>/WS/<W> 

WWS /WS/WWS/WWS/ /WS/<W>/WS/<W>/WS/ 

 

 传统的 SW 步，如果行首增加一个空拍、行末去掉一个 W，就成了 WS 步。传统

的 WS 步分析不变。传统的 SWW 步，如果行首增加一个空拍，然后每步去掉一个 W，

就成了 WS 步。传统的 WSW 步，如果每步去掉后面的 W，就成了 WS 步。传统的 WWS

步，开头都是 WS，如果中间每步去掉一个 W，也就都成了 WS 步。 

 上面的讨论说明，所有的三拍步都可以用双拍步（两拍步）来分析，而且只需要一

种两拍步。不过，这个两拍步到底是 SW 还是 WS 仍然不清楚。比如，就连人们熟知的、

莎士比亚大量使用的所谓抑扬五步格，传统上一贯认为是 WS 步（抑扬步），也可以分析

为 SW 步，见（7.25）。这个现象，前人已经注意到，即 WS 步、SW 步可以自由转换

（Abercrombie，1965: 25；Burling，1966: 1438）。 

 

(7.25) 用 SW 步分析抑扬五步格（0 表示空拍，尖括号表示多余音节） 

节拍： W S W S W S W S W S  

WS 步分析： /W S/ W S/ W S/ W S/ W S/  

SW 步分析： <W> /S W/ S W/ S W/ S W/ S 0/ 

 

 上面讨论的节拍的模板，都是某个固定音步的重复。第六章我们还看到一些模板，

好像是两种不同音步的组合。这些模板也可以统一用 SW 步来分析，或统一用 WS 步来分

析，见（7.26）。 

 

(7.26) 其他节奏模板的分析 

节奏模板 SW 步分析 WS 步分析 

SWWSW /SW/<W>/SW/ /0S/<W>/WS/<W> 

SWSWWS /SW/SW/<W>/S0/ /0S/WS/<W>/WS/ 

SWWSWS /SW/<W>/SW/S0/ /0S/<W>/WS/WS/ 

SWSWWSW /SW/SW/<W>/SW/ /0S/WS/<W>/WS/<W> 

SWWSWSW /SW/<W>/SW/SW/ /0S/<W>/WS/WS/<W> 

WSWWSW <W>/SW/<W>/SW/ /WS/<W>/WS/<W> 

WSWSWWS <W>/SW/SW/W/S0/ /WS/WS/<W>/WS/ 

WSWWSWS <W>/SW/<W>/SW/S0/ /WS/<W>/WS/WS/ 

 

 以上的讨论，还没有考虑快读。快读也可以叫跳拍（见第四章），指的是两个（或

多个）音节算一拍，通常是两个轻读音节，也可以是一重一轻。前面我们见过的例子有英

语童谣《亨布体-敦布体》，重复于（7.27），其中“on a”是两个轻读音节，“had a”是

一重一轻（也可以是两个轻读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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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快读举例：英语童谣《亨布体-敦布体》（下画线表示快读音节） 

S   W S   W S W S W 

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   

 

 如果我们把快读考虑进去，那么前面有的分析就可能需要修改。比如，有的“多余

音节”可能没有必要假设。比如，前面作为 SWW 步的例子，我们讨论过《离去的领

袖》，原来的分析每行有十一拍（或十二拍），实际上可能只有八拍，见（7.28）。这

样，这首诗的模板不过是简单的 SW 步的重复。 

 

(7.28) 英语快读举例：布朗宁《离去的领袖》，下画线表示快读音节 

不考虑快读： S W W S W W S W W S W 

考虑快读： S W S W S W S W 

 Just for a hand- ful of sil- ver he left  us, 

 Just for a rib- bon to stick  in his coat   

 

 快拍的作用，再次说明传统的音步种类可能太多。我们不但可以用一个统一的音步

来分析所有例子，而且分析的结果可能比想象的要简单得多，比如我们不必假设太多的多

余音节。 

 现在我们回到中心问题上，即这个统一的音步，到底是 SW 步还是 WS 步？我们来

考虑几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抑扬步 WS 是很自然的音步，甚至可能是最自然的音步。如果在

SW 和 WS 两者中只选其一，那么选 WS 步比较合理。比如，朱光潜（1943：216）说，

“各国语言节奏大半有先仰后扬的倾现向”。王力（1979：854）也认为，英语诗歌最自

然的节奏是抑扬五步格。不过，两位学者可能都受了传统分析的影响，认为常见的英语诗

歌，如莎士比亚的诗歌，只能用 WS 步分析，没有考虑到它们同样可以用 SW 步分析。而

且，朱先生认为汉语的古典诗歌都是 WS 步，这个看法证据不足，起码跟汉语诗歌的节拍

不符（见第四章）。 

 第二种看法是，SW 步和 WS 步都是可能的（Hayes，1985、1995；Halle and 

Vergnaud，1987），两者是不同的音步。这种看法的缺点是，SW 步和 WS 步的相似之处

太多。比如，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明确的事实，证明某类情况必须是 SW 步、不能是 WS

步，也没有看到相反的情况，证明某处必须是 WS 步、不能是 SW 步。 

 第三种看法是，音节步的 SW 和 WS 都不是最基本的音步，韵素步（moraic foot，

也称“莫拉步”）的 SW 才是最基本的音步。持这种看法的有 Kager（1993）、Vijver

（1998）。多数学者都认为，音步按照节拍单位的大小有两种，一种是韵素步，节拍是韵

素，一种是音节步，节拍是音节。一个长音节有两个韵素，可以组成一个韵素步。两个短

音节分别有一个韵素，也可以组成一个韵素步。多数学者还认为，韵素步只有 SW 式、没

有 WS 式（Hayes，1985;、1995）。用 SW 韵素步来表示音节步，见（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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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用 SW 韵素步来表示音节步（Kager，1993）：M 表示韵素，黑点表示音节界 

音步类型 韵素步分析 音节长度 

韵素 SW /MM/，/M.M/ 长，短短 

韵素 WS 无  

音节 SW /M.M/ 短短 

音节 WS M./MM/ 短长 

 

 韵素步可以是一个长音节/MM/，或两个短音节/M.M/。音节步的 SW，一般认为应

该是两个单韵素的音节/M.M/，跟一个韵素步结构相同。音节步的 WS，一般认为应该是

一短一长两个音节构成，即 M./MM/，其中第一个音节在音步外（是个多余音节），第二

个音节是一个韵素步。 

 Kager 的推理，也有让人质疑的地方。比如， SW 音节步的第一个音节，是否一定

是单韵素，很有争议。比如，英语的单词“villa”（别墅），Kager 认为是两个单韵素的

短音节[vɪ.lə]，可是也有人认为是[vɪl.ə]，即一个双韵素音节长音节加一个单韵素的短音节

（如 Vennemann，1988；Burzio，1994）。而且，一个语言是不是只有韵素步、没有音节

步，也不清楚。 

 第四种看法是，诗歌的分析，只需要考虑重音的数量，不需要考虑音步。比如，

Burling（1966）研究了各种语言的童谣，发现一个共性，即每行都有四个重音，而轻音

的数量可多可少。Burling（1966：1420）总结说，“因为轻音节的数量没有规律，任何

想用“音步”来分析英语童谣的试图，如抑扬步、杨抑步、双重步等，在我看来都是徒劳

的。”Attridge（1995）也认为，有的诗歌只跟重音有关，跟音步无关。我们认为，

Burling 对传统分析的批评有一定道理，即仅仅通过轻音的数量和位置来定义音步，有一

系列的缺点。首先，判断音步的不确定性很多、随意性很强。比如，前面我们讨论过，有

了空拍和多余音节的概念，SW 步和 WS 步完全可以互相转换。第二，音步的本质失去了

意义，变成了轻音节的数量和位置的派生物。第三，如果按照音步把童谣分成各种不同类

型，反而容易忽略童谣的共性。还有，Burling 对音步的批评跟我们的分析不矛盾：如果

只有一种音步，那么音步的判断就完全是固定的、没有随意性，跟轻音节的数量、位置都

无关，而且不影响童谣有四个重音的共性。如果没有音步，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行首的节

拍没有 WW，行尾的没有 WW，行中的没有 WWW，而有了音步以后，这些现象都能得

到解释。 

 第五种看法是，音步不是一个基本概念，它可以从更基本的要求推导而出。这个看

法跟 Prince（1983）、Kenstowicz（1995）的分析有相似之处，不过他们讨论的是单词和

语句的重音，不是诗歌的重音。比如，我们可以提出两条基本要求，见（7.30）。 

 

(7.30) 节奏的两个基本要求： 

a. 避免重音冲突（No Stress Clash，简称“冲突”） 

b. 轻重交替（简称“交替”） 

 

 “冲突”是要避免相邻的 SS。“交替”是要避免相邻的 SS 或 WW。 下面我们看

看根据这两个要求，我们能不能推导出常见的节奏类型、同时排出不出现的节奏类型。我

们先把节奏类型的分布总结于（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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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节奏类型的总结 

 行首无 WW 

 行末无 WW 

 行中无 WWW 

 无相邻 SS 

 

 我们先考虑双音节的音步，见（7.32）。两个音节的轻重搭配共有四种情况，但只

有两种符合要求。轻重 WW 违反“交替”要求，SS 违反“冲突”、“交替”两条要求。 

 

(7.32) 用节奏的基本要求分析双音节音步（√表示符合要求，*表示违反要求） 

 冲突 交替 

WS √ √ 

SW √ √ 

WW √ * 

SS * * 

 

 下面我们考虑几个出现的节奏模板，见（7.33）。可以看出，只要 S、W 交替出

现，无论开头是 S 还是 W、无论结尾是 S 还是 W，都符合节奏要求。 

 

(7.33) 用节奏的基本要求分析出现的节奏模板（√表示符合要求，*表示违反要求） 

 冲突 交替 

SWS √ √ 

SWSW √ √ 

WSWS √ √ 

WSWSW √ √ 

 

 下面我们考虑三种不出现的情况，即行首的 WWS、行尾的 SWW、以及行中的

WWW，见（7.34）-（7.36）。这三种情况，都违反“交替”。不过，我们在第六章讨论

过，这几种情况分别等同于一个更好的、基本相同的节奏。 

 

(7.34) 行首的 WWS，与 SWS 无别（√表示符合要求，*表示违反要求） 

 冲突 交替 

WWSWS √ * 

SWSWS √ √ 

 

(7.35) 行尾的 SWW，与 SWS 无别（√表示符合要求，*表示违反要求） 

 冲突 交替 

SWSWW √ * 

SWSW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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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行中的 WWW，与 WSW 无别（√表示符合要求，*表示违反要求） 

 冲突 交替 

SWWWS √ * 

SWSWS √ √ 

 

 最后，我们考虑行中的 WW，见（7.37）。如果我们保持前后的 S 拍，那么中间的

WW 无法改进：无论将第一个 W、或第二个 W 换成 S，都会违反“冲突”。因此，行中

的 WW，虽然不是最佳节奏，但别无他法，所以仍然经常出现。 

 

(7.37) 行中的 WW，无更好节奏取代 

 冲突 交替 

SWWS √ * 

SSWS * * 

SWSS * * 

 

 可以看出，上面的分析完全不用音步的概念，但仍然能够正确预测出现和不出现的

节奏模板。不过，上面的分析并不排除音步的可能。比如，如果我们有别的方法证明，所

有的音步都是 SW，我们仍然可以正确预测出现和不出现的节奏模板，而且不需要“冲

突”、“交替”这两条要求。还有，上面对分析也有缺点。比如，它不能解释人们熟知的

“顿前拖延” 现象（pre-pause lengthening），见（7.38）。 

 

(7.38) 顿前拖延现象： 

a. 停顿前的重读音节有明显拖长 

b. 停顿后的重读音节无明显拖长 

 

 比如，“Japan”（日本）的“pan”，在停顿前有明显的延长，而“panda”（熊

猫）的“pan”，在停顿后无明显的延长（Klatt 1975、1976）。如果音步是 SW，那么顿

前的音步是 S0，其中的空拍 0 在音步内，S 通过延长将其纳入其内是合理的，而且符合

实际情况。如果音步是 WS，那么顿后的音步是 0S，其中的空拍 0 也在音步内，S 通过延

长将其纳入其内也是合理的，可是这种情况并不出现。 

 前人的各种看法虽然有些不同之处，但都不能否定轻重节奏的作用。中国对诗歌的

研究，虽然有很长的历史，可是强调的是声调、对仗一类现象，而不是节奏或音步。王力

（1979：852）甚至说，音步是“西洋诗”的概念，中国人只有在作“欧化诗”的时候才

会模仿。我们的讨论说明，汉语的诗歌跟英语的一样，都可以用一个统一的音步来分析。

而且，我们讨论的汉语诗，都不是欧化诗。因此，不能说汉语没有轻重节奏、或没有音

步，不能说中国人只有作欧化诗时才会模仿西洋诗的音步。 

 我们看到，前人对我们所关心的中心问题没有提出过答案，即在 SW 步和 WS 步之

间，如果只选其一，应该怎么选？前人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或标准，使我们能够做出正确

的选择。这也不奇怪，因为以前还没人提出过，所有的诗律模板都可以用一个统一的音步

来分析。在下一章里，我们将从诗歌以外的地方寻找答案，即从词重音的分析中寻找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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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单词的音步 
 

 

 除了诗歌以外，我们也可以从词重音来考察音步。Hyman（1977）收集了 444 个语

言的词重音资料，其中重音位基本固定的语言有 306 个。它们的词重音分布情况见

（8.1），其中重音在左起第三位的无例，应该是有问题的结构，我们用*表示。 

 

(8.1) 138 个语言的词重音分布情况（Hyman，1977：58） 

重音位 节拍 语言数量 

左起第一 SW… 114 

左起第二 WS… 12 

左起第三 *WWS… 0 

倒数第一 …WS 97 

倒数第二 …SW 77 

倒数第三 …SWW 6 

共计  306 

 

 以上的重音位都是以音节来计算的。如果我们用传统诗律的音步类型，根据实际出

现的音节来判断音步，那么以上的词重音资料可以分析成（8.2）。 

 

(8.2) 根据实际音节判断音步，不用空拍、多余音节 

重音位 节拍 音步分析 

左起第一 SW… /SW/… 

左起第二 WS… /WS/… 

左起第三 *WWS… ??? 

倒数第一 …WS …/WS/ 

倒数第二 …SW …/SW/ 

倒数第三 …SWW …/SWW/ 

 

 这种分析有几个问题。首先，“倒数第三”这例是唯一的一个三音节音步。第二，

“左起第三”这例为什么没有，尚无解释。比如，如果“倒数第三”有三音节的/SWW/，

“左起第三”为什么不能有三音节的/WWS/呢？如果“倒数第三”不是/SWW/，而是

/SW/<W>，其中<W>是个多余音节，那么“左起第三”为什么不能是<W>/WS/呢？ 

 如果我们承认空拍和多余音节，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统一的音步来分析所有的情况，

就像我们对节奏模板的分析一样（见第七章）。不过，我们仍然有两种选择，要么全用

SW 步，要么全用 WS 部。下面我们把两种分析进行对比。首先，我们提出几条标衡量

准，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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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音步分析的基本衡量标准（0 表示空拍） 

分析成分 衡量 

词首的 0 不自然 

词尾的 0 自然 

词首的<W> 自然 

词尾的<W> 自然 

词首的<W><W> 不自然 

词尾的<W><W> 不自然 

 

 我们认为，词首的停顿没有词尾的自然。词尾的停顿经常可以使停顿前音节变长，

使得/S0/实际上相当于两个音节的长度，即一个 SW 步。词首的停顿一般不会使停顿后的

音节变长，因此，看不出停顿的效果。关于多余节拍<W>，词首、词尾出现一个都是正

常的，而连续两个多余节拍，即<W><W>，词首、词尾都是不正常的。有了这些衡量标

准，我们可以比较两种音步分析的合理性，见（8.4），其中每例的第一行是 SW 步分

析、第二行是 WS 步分析。 

 

(8.4) 六种词重音位置的音步分析；每例第一行是 SW 步、第二行是 WS 步 

重音位 节拍 音步分析 注释 

左起第一 SW… /SW/… 

/0S/W… 
对：自然且出现 

错：不自然但出现 

左起第二 WS… <W>/SW/… 

/WS/… 
对：自然且出现 

对：自然且出现 

左起第三 *WWS… <W><W>/SW/…  

<W>/WS/… 
对，不自然且不出现 

错：自然但不出现 

倒数第一 …WS …W/S0/ 

…/WS/ 
对：自然且出现 

对：自然且出现 

倒数第二 …SW …/SW/ 

…/WS/<W> 
对：自然且出现 

对：自然且出现 

倒数第三 …SWW …/SW/<W> 

…/WS/<W><W> 
对：自然且出现 

错：不自然但出现 

 

 可以看出， SW 步的分析都是对的，即自然的都出现（五例）、不自然的不出现

（一例），而 WS 步的分析有一半是错的，即自然的不出现（一例）、或不自然的却出现

（两例）。以上讨论说明，词重音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在 SW 步和 WS 步之间做出选择。

词重音的分布情况证明，SW 步比 WS 步的解释力更强。 

 下面我们来考虑汉语的情况。首先，无论什么方言，都有一个基本要求，即一个词

在单独使用时一般需要两个音节（吕叔湘，1963）。这个要求其他语言也有，英语叫

“minimal word”（McCarthy and Prince，1986），汉语可叫“最小词”（或“最小语

段”）。汉语的例子很多，见（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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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汉语的最小词段要求：单音节词一般不单用，需要加个语义多余的字 

不说 常说/该说 

王 老王、小王、姓王 

法 法国 

通 通县 

沙 沙市 

欧 欧洲 

华 华山 

 

(8.6) 双音节词可以单用，一般不要求加语义多余的字 

欧阳（一般不称“老欧阳”、“小欧阳”） 

荷兰（一般不说“荷兰国”） 

上海（不必说“上海市”） 

汶川（不必说“汶川县”） 

峨嵋（不必说“峨嵋山”） 

南美（不必说“南美洲”） 

 

 即使不单用时，有时仍然需要双音节。比如，在作为修饰语时，单音节词仍然受限

制，例见（8.7）。 

 

(8.7) 修饰语往往也避免单音节词 

不说 常说/该说 

法菜 法国菜 

通人 通县人 

欧人 欧洲人 

  北京人（不说“北京市人”） 

  日本菜（不说“日本国菜”） 

  南美人（不必说“南美洲人”） 

 

 因为双音节正好是一个音步，以上的现象说明，汉语的词一般要求是一个音步（冯

胜利，1996；Duanmu，1999、2007；端木三， 2007、2014）。 

 下面我们考虑汉语的音步是左重的 SW 还是右重的 WS。有的汉语方言里，词重音

一律是左重。常见的例子有成都话和上海话，例见（8.8）。成都话的双音节词，一律是

第一个音节长、第二个音节短，但是两个音节都可以保持自己的基本调（Qin，2012）。

上海话的双音节词，也是第一个音节长、第二个音节短（Zhu，1995；Duanmu，

1999）。而且，上海话的第一个音节会基本保留自己原来的声调，第二个音节会完全失去

自己原来的声调，而从第一个音节获得部分声调。这些现象说明，成都话、上海话的双音

节词重音都是 SW 步，不是 WS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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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上海话、成都话的词重音：一律左重 

词 上海话 成都话 

黄鱼 长-短，留调-去调 长-短，留调-留调 

炒饭 长-短，留调-去调 长-短，留调-留调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考虑的是词重音，不是短语重音，这两者往往不一样。比如，

上海话、成都话的两字组动宾短语，重音一律在第二音节（宾语），不在第一音节（动

词），例子见（8.9）。在这里，重音的体现是，第一音节（动词）一律短于第二音节

（宾语），而且，宾语一律保留自己原来的声调。 

 

(8.9) 上海话、成都话的短语重音：一律右重 

动宾短语 上海话 成都话 

买鱼 短-长，留调-留调 短-长，留调-留调 

炒饭 短-长，留调-留调 短-长，留调-留调 

  

 北京话的双音节词重音要复杂些。我们先把基本事实总结于（8.10），下线表示有

重音音节（吕叔湘，1963；Chao，1968；厉为民，1981；殷作炎，1982；徐世荣，

1982；Hoa，1983；林茂灿、等，1984；颜景助、林茂灿，1988；杨顺安，1992；王晶、

王理嘉， 1993；毛世桢，1999；王志洁、冯胜利， 2006；等）。 

 

(8.10) 北京话两字组重音的基本情况（下线表示有重音音节） 

a. 两字组第一个音节不能是轻声 

b. 两字组第二个音节可以是轻声，如“姐姐” 

c. 两字组在停顿前（包括单用时），重音有时在左，如 “工程” 

d. 两字组在停顿前（包括单用时），重音多数在右，如 “大学” 

e. 两字组在其他位置，重音一般在左，如 “大学（教师）” 

 

 根据重音理论，音步的重音位置应该一致，要么皆在左，要么皆在右，不能有时在

左、有时在右。所以，象“工程、大学”这样的重音区别，或“大学、大学”这样的重音

变化，需要有个解释。 

 有的学者认为（Chen，2000；王洪君，2004），有的音步有重音，有的音步无重

音（或与重音无关）。北京话的音步可以是非重音音步，所以其重音变化不影响音步结

构。这个说法有两个缺点。第一，多出一种特殊结构（无重音音步），使理论复杂化，是

否有必要，有待验证。第二，北京话的重音现象仍然存在，光提出无重音音步仍然没有解

释重音位置和重音变化的规律。 

 Duanmu（2000）提出，音步一律有重音，而且一律是左重，停顿前与非停顿前都

一样。两者在感觉上的重音区别，源于“顿前拖延”（pre-pause lengthening）作用。顿前

拖延是个熟知的现象（Klatt，1975、1976），有可能影响人们对重音的判断。对双音节的

分析见（8.11），斜线表示音步界，下线表示重音，#表示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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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北京话两字组重音分析（Duanmu，2000） 

停顿前： /大学/# 

非停顿前：/大学/（教师） 

 

 非停顿前的音步结构明显是 “/大学/”、是左重。停顿前的“/大学/” 在分析上仍

然是左重，不过因为“学”受到“顿前拖延”，变得比平时长，使人感到重音增加了。 

 以上的分析有两个缺点。第一，分析上的重音跟语感判断的重音不一致。第二，不

能解释为什么成都话没有“顿前拖延”。我们把北京话和成都话的“大学”加以比较，区

别特别明显，见（8.12）。 

 

(8.12) 北京话、成都话的“顿前拖延”有别 

 北京话 成都话 

顿前：/大学/# 短-长，留调-留调 长-短，留调-留调 

非顿前：/大学/（老师） 长-短，留调-留调 长-短，留调-留调 

  

 在停顿前，北京话的“大学”明显是“学”长，而在非停顿前，“大”比“学”略

长（杨顺安，1992）。在成都话里，两者情况都是“大”长（Qin，2012）。这种方言之

间的区别，Duanmu（2000）不能解释。 

 Duanmu（2007）提出，音步一律有重音，而且一律是左重。不过，一个词组在停

顿前与非停顿前音步结构可能不一样。对双音节的分析见（8.13），斜线表示音步界，下

线表示重音，0 表示空拍，< > 表示多余音节。 

 

(8.13) 北京话两字组重音分析（Duanmu，2007） 

停顿前：<大>/学 0/ 

非停顿前：/大学/（教师） 

 

 停顿前的音步结构不是 “/大学/”，而是 “<大>/学 0/”，其中 “学”跟一个空拍

组成一个左重步，“大”是个多余音节，在音步之外。非停顿前的音步结构是 “/大学

/”，也是个左重步。 

 以上的分析有个缺点：如果多余音节是多余的，单字加空拍可以组成一个双拍步，

那么如何解释汉语对双音节的要求呢？为什么最小词需要两个音节（两个字）呢？ 

 还有一种说法是，北京话的音步是右重（Chen，1979；吴为善 1988）。停顿前的 

“/大学/”正好这样，可是非停顿前的 “/大学/”却需要另加说明。 

 可见，前人的分析尚不完善。这里我们提出一个新的分析（见端木三，2014）。我

们认为，汉语的最小词是个双音节的 SW 步，在停顿前可以产生重音移位，规则见

（8.14），例示见（8.15）。我们用斜线表示音步，S 表示音节，下线表示重音，0 表示

停顿或空拍，< >表示多余音节。 

 

(8.14) 北京话两字组的新分析 

最小词要求： /SS/ 

重音移位规则： /SS/0  <S>/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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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示例 

 停顿前 非停顿前 

原结构： /大学/0 /大学/教师/0 

重音移位： <大>/学 0/ /大学/<教>/师 0/ 

 

 对最小词的要求，北京话跟其他汉语方言一样，都需要一个双音节的 SW 步。重音

移位规则，需要一个空拍来实现一个双拍步 S0（等于 SW）；因为停顿提供了空拍，所

以重音移位得以出现。不过，如果停顿的作用仅仅是提供一个空拍，以便跟前面的音节组

成一个双拍音步，那么重音移位在轻音节前也应该可以出现。事实的确如此，见

（8.16）。 

 

(8.16) 轻音节前的重音移位 

原结构： /大学/的 /SS/0 

重音移位： <大>/学的/ <S>/S0/ 

  

 北京话的重音移位限于两个长音节，第二字是轻声时不用。比如，北京话的 “哥

哥”在停顿前也是左重。英语有时也有重音移位，如 “thirteen”（十三）、“bamboo”

（竹子）、“antique”（古董）、等（Kiparsky，1979；Prince，1983），不过有的单词

没有，如“recount”（重数）、“finite”（有限）、“magpie”（喜鹊）、等。 

 北京话两个长音节的词，有时也不出现重音移位，如“安全、和平、黄河、介绍”

等（Hoa，1983）。除了北京话，广州话、闽南话也有重音移位，而且移位情况好象比北

京话更多。相反，有的方言基本没有重音移位，比如，成都话、上海话的 “大学、教

师”一律左重，无论是否有停顿。那么，为什么有的方言重音移位多，有的移位少，有的

基本没有呢？我们认为，这很可能跟音节的简化有关：音节越复杂，重音移位越普遍，音

节越简单，重音移位越少，见（8.17）。 

 

(8.17) 音节与重音移位的关系 

音节 辅音韵尾 重音移位 方言 

复杂 -p, -t, -k, -m, -n, -ŋ 普遍 粤语、闽语 

居中 -n, -ŋ 较少 北京话 

简单  很少 成都话、上海话 

 

 粤语、闽语基本保留了古汉语的辅音韵尾，三个塞音、三个鼻音都齐全，重音移位

也普遍。北京话的音节已经相当简化，没有塞音韵尾、鼻音韵尾也只剩两个，重音移位因

此较少。成都话、上海话已经完全没有辅音韵尾（喉塞音、鼻音都转至元音，本身无口腔

阻碍），重音移位也基本没有。可见，重音移位与否，很可能跟音节的复杂度有关，而跟

音步的结构无关 

 本章的讨论说明，各种语言的词重音现象，包括汉语的词重音现象，都可以用同一

种音节步来分析。而且，这个音节步应该是 SW 步，不是 WS 步。上一章我们对诗律进行

了分析，发现所有的诗律也只需要一种音节步，不过，它到底是 SW 步还是 WS 步，我们

当时无法做出选择。这一章为这一选择提供了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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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音节步确定为 SW，还有一个理论上的好处。学者们普遍同意，除了音节步

（syllabic foot）以外，还有韵素步（moraic foot，也称“莫拉步”）。Hayes（1985、

1995）还提出，韵素步只有 SW 式、没有 WS 式。如果韵素步是 SW，而音节步是 WS，

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两者不同，这样理论就比较复杂。如果韵素步和音节步都只有 SW

式、没有 WS 式，两者之间就有个共性，理论也更加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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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词长的弹性 
 

我们在第八章看到，汉语的最小词有个长度要求，即起码需要两个音节。因此，我们经常

需要在语义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给一个单音节词加一个语义多余的音节，使它成为双音节

的形式， 例见（9.1）。 

 

(9.1) 汉语长短基本同义的词汇举例 

单音节 双音节 

法 法国 

通 通县 

沙 沙市 

欧 欧洲 

华 华山 

学 学习 

煤 煤炭 

技 技术 

虎 老虎 

眉 眉毛 

 

 我们用词长的弹性指这类现象，即一个词有长短两个形式，短式一般是单音节 ，

长式一般是双音节。其他的长度关系也有，如“加-加拿大”，因为“加元”就是“加拿

大元”、“美、加”就是“美国、加拿大”。不过，单双音节的词长变化是绝大多数。我

们采用郭绍虞（1938）的说法，把这种长度可变的词称为“弹性词”。 

 弹性词的来源，有的是短式增加成长式，如“煤炭”来自“煤”、“老虎”来自

“虎”。也有长式截为短式的，如指船的“轮”来自“轮船”、指国家的“荷”来自“荷

兰”。 

 弹性词是汉语的一大特点。虽然历史上的中国学者不时有人注意到这种现象，但是

没有引起广泛兴趣（郭绍虞，1938）。最早引起人们关注的报道和描写，大概要算瑞典学

者高本汉（Karlgren，1918）。紧接着不少东西方学者也开始发表论述，如 Jespersen 

（1930）、郭绍虞（1938）、Kennedy （1955）等。为什么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这么感兴

趣？大概是因为许多汉语里习以为常的例子，一旦翻译成英语，看上去就十分奇怪。试看

高本汉举过的一些例子，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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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高本汉评论过的一些汉语的弹性词 

汉语 英语 

看见 look-see 

读书 read-book 

教书 teach-book 

骑马 ride-horse 

走路 walk-road 

骨头 bone-head 

桌子 table-son 

  

 汉语的“看见”很常见，但英语的“look-see”就显啰嗦，很少有人用：“see”本

来就需要先“look”，何必多说一个词？同样，“读”的一般都是书，何必重复“书”？

“教”有可能用书，也可能不用，为什么要加个“书”？“走”一定是在路上，何必重复

“路”？这类动宾结构，英语一律不必说出宾语，因为意义已经很明白了，而汉语却必须

说出宾语，见（9.3）、（9.4），其中英语是汉语的直接翻译。 

 

(9.3) 汉语必须用宾语 

问：你想做什么？ 

不能答：教/读/骑/走 

必须答：教书/读书/骑马/走路 

 

(9.4) 英语不必用宾语 

问：What do you want to do？ 

可以答：Teach/Read/Ride/Jog 

不必答：Teach books/Read books/Ride a horse/Jog the road 

 

 弹性词的现象已经有人广泛注意到了，但是其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我们

需要给弹性词一个明确的定义，以区别于真正的复合词。第二，我们想知道汉语有多少弹

性词。第三，我们想知道弹性词的起源：汉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弹性词。 

 很多弹性词，结构上跟复合词一样。比如，“老虎”跟“大山”结构一样，都是一

个形容词加一个名词构成，前者是修饰词、后者是中心词。“松树”跟“书包”结构一

样，都是两个名词构成，左边的是修饰词、右边的是中心词。因此，有人认为弹性词就是

复合词，两者没有区别（王灿龙，2002；柯航，2007）。不过，这种看法有两个缺点。第

一，它忽略了汉语的一大特点：既然汉语英语都有复合词，为什么汉语有这么多的弹性

词，而英语的却很少？第二，弹性词跟真正的复合词有系统的不同，我们可以通过定义把

两者区分开来。弹性词的基本定义见（9.5）。 

 

(9.5) 弹性词的两个形式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a. 长短两式同词素 

b. 长短两式基本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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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词素（morpheme，也称语素）指弹性词的长式是短式的扩张、长式包含短式，

如“学习”包含“学”、“老虎”包含“虎”。同义可以根据词典互注来判断，如《现代

汉语词典》对“煤炭”的注释是“煤”、对“眉”的注释是“眉毛”。只同义而不同词

素，如“乐-高兴”，不算弹性词。只同词素而不同义，如“高-高兴”，也不算弹性词。

还有，“大山-山”不是弹性词，因为“山”不一定是“大山”（可以是“小山”），因

此两者不同义。“书包-包”也不是弹性词，因为两者也不同义，“包”不一定是“书

包”。 

 汉语有多少弹性词？前人有过不少估计或推测。学者们普遍认为，汉语的弹性词很

多。比如，赵元任（Chao，1948：33）说，汉语的词素多数是单音节，而汉语的词多数

是双音节。要达到这个效果，恐怕绝大多数词都必须有弹性。同样，潘文国（1997：

140）说，“几乎所有的汉语单词都有可能形成单双音节的等义词”。不过，有关的量化

研究不多。我们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的全面标注和统计，发现汉语词素有大约

50%的是弹性词（Duanmu and Dong，2014），见表 9.1，其中“只单”指没有双音节形式

的单音节词（如“水、人、狗”），“只双”指没有单音节形式的双音节词（如“琥珀、

葡萄、儒艮”），“弹性”指有单、双音节两种形式的词（如“虎-老虎、眉=眉毛、煤-

煤炭”）。 

 

表 9.1： 汉语词素的词类及词长特征。“只单”指没有双音节形式的单音节

词，“只双”指没有单音节形式的双音节词，“弹性”指有单、双音节两种

形式的词。 

词类 总数 词类比 只单 只双 弹性 

名词 9,559 48.1% 32.5% 8.9% 58.6% 

动词 5,904 29.7% 56.1% 1.8% 42.1% 

形容词 2,709 13.6% 53.3% 9.4% 37.2% 

副词 429 2.2% 72.5% 0.2% 27.3% 

量词 411 2.1% 91.0% 0.5% 8.5% 

拟声词 291 1.5% 18.6% 74.6% 6.9% 

助词 121 0.6% 96.7% 1.7% 1.7% 

代词 116 0.6% 90.5% 6.9% 2.6% 

介词 103 0.5% 97.1% 0.0% 2.9% 

语气词 79 0.4% 97.5% 2.5% 0.0% 

连词 69 0.3% 63.8% 0.0% 36.2% 

数词 64 0.3% 96.9% 0.0% 3.1% 

词缀 32 0.2% 100.0% 0.0% 0.0% 

总计 19,887 100% 46.0% 7.2% 46.8% 

 

 这个比例低于前人的估计（如潘文国，1997：140），也低于前人的抽样统计（黄

丽君、端木三，2013），不过仍然大大高于已知的任何其他语言。比如，英语有少量的弹

性词，如“brow-eyebrow”（眉-眼眉），但远远达不到 50%的比例。 

 汉语为什么又这么多弹性词？学者们提出过不同看法。下面我们讨论五种说法，列

举于（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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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汉语弹性词产生原因的几种说法 

a. 同音字太多 

b. 语速要求 

c. 拖延时间 

d. 汉语单词原本是双音节 

e. 韵律要求 

 

 第一种说法是，汉语的同音字（或同音词素）太多，使用弹性词可以避免歧义。这

个说法恐怕最常见， Kennedy （1955）称之为“正统论”（the orthodox），我们称之为

“同音字论”。Karlgren （1918）是同音字论的代表者，他人普遍附和。在很多学者看

来，同音字论理所当然，不需证明。因此，人们往往略举几例而已，很少有人加以证明。 

 第二种说法是，弹性词的产生出于语速的要求（郭绍虞，1938）。说话快的时候需

要单音节、说话缓的时候需要双音节。我们可以称之为“语速论”。不过，何处需要说

快、何处需要说慢，郭先生没有进一步阐述。 

 第三种说法是，双音节词的使用是为了拖延时间，以便让听话人有足够时间理解说

话内容。我们可以称之为“拖延时间论”。比如，潘文国（1997：177）说，“汉语单音

节造成冗余信息太少，通过停顿和插入一些无义音节来给对方以思考和回味的余地”。不

过，潘先生的说法只是提议，没有任何论证或事实依据。 

 第四种说法是，汉语的单词在历史上本来都是双音节的，就像“蝴蝶”这类单词。

最先提出这个看法的是耶鲁大学的汉学家金守拙（Kennedy，1955）。为什么后来多数都

变成单音节了呢？ Kennedy 认为，这是因为汉语在古代没有词典、只有字典。在字典

里，“蝴蝶”会分列于两处，“蝴”列于一处，注释大概是“也叫蝴蝶，翅膀大、颜色美

丽、能飞的昆虫”；“蝴”列于另外一处，注释恐怕也是“也叫蝴蝶，翅膀大、颜色美

丽、能飞的昆虫”。用字典查“蝴”的人，多半不知道这个字，查了也许就误认为“蝴”

本身就是一个词。同样，用字典查“蝶”的人，恐怕也会误认为“蝶”本身也是一个词。

久而久之，大多数汉语单词，本来都是双音节，后来都被误认为是单音节的了。 Kennedy 

的说法，我们可称为“字典误解论”。 

 “字典误解论”看上去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有理由认为，汉语最早的文字记

载，比如甲骨文，已经有很多单音节词汇了，那时候还没有字典呢，所以这些单音节词汇

不应该归于“字典误解”。当然， Kennedy 可以换一个说法，即甲骨文刻写起来太麻

烦，为了方便，就把多数双音节词都只写一半，简化成了单音节。不过，这个说法恐怕基

本上无法证实。 

 第五种说法是，弹性词的产生是基于韵律要求，有重音的位置需要一个双拍步，即

两个音节，而弹性词的长式正好满足这个要求。这个看法，我们称之为“音步论”。 

 因篇幅所限，下面我们主要对“同音字论”和“音步论”进行比较。我们首先考虑

最小词。前面说了，汉语要求最小词有两个音节。比如，山我们不说“华、黄”，必须说

“华山、黄山”。两种理论对最小词有不同的解释，见（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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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对最小词的解释 

“同音字论”： 单说一个字不清楚、容易引起歧义。 

“音步论”： 最小词是一个音步，需要两个音节。 

 

 “同音字论”认为，“华”不能单说是因为“华”的同音字太多，单说“华”不够

清楚。而“音步论”认为，最小词必须有重音，而有重音就有音步，同时音步必须有两

拍，所以，最小词需要两个音节。两种看法那个对？我们来考察一下（9.8）这个例子。 

 

(9.8) 无歧义时，最小词仍然需要两个音节 

问：你去华山还是泰山？ 

可答：泰山。 

不答：泰。 

 

 如果有人问，“你去华山还是泰山？”如果回答是“泰”，应该没有任何歧义，因

为“山”已经很清楚了，不必重复。可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汉语仍然必须回答“泰

山”，不能只说“泰”。因此，“同音字论”不能解释汉语对最小词的要求。而“音步

论”却有很简单的解释：最小词有重音，是个音步，而音步需要两个音节，无论是否有歧

义。 

 两种理论对弹性词的分布也有不同的预测。“同音字论”认为，弹性词的多少跟同

音字的多少有关，而“音步论”认为两者无关，见（9.9）。 

 

(9.9) “同音字论”和“音步论” 对弹性词分布的不同预测 

“同音字论”： 同义字的数量跟弹性词的比例，有正值的相关因素 

“音步论”： 同义字的数量跟弹性词的比例，无任何相关因素 

 

 “同音字论”认为，同音字越多的词素，弹性词的比例就越高。比如，没有同音字

的词素，有弹性词的比例应该很低。有五个同音字的词素，有弹性词的比例应该有明显上

升，但同时应该低于有二十个同音字的词素。相反，音步论认为，同音字的多少跟弹性词

的比例无关。无论同音字有多少，弹性词的比例都应该基本相同。 

 我们可以用汉语词素的同音字数量和弹性率来检验两种理论的预测。同音字一般是

在同一词类里容易产生歧义，而在不同词类之间不容易产生歧义（T’sou，1976；Ke，

2006）。因此，我们用最大的一个词类，即名词词素来作为示范。为了简化讨论，我们排

除多音节词素（即表 9.1 的“只双”类），如“琥珀、葡萄、儒艮”等。有关结果见表

9.2、表 9.3。 

 

表 9.2：汉语单音节名词词素的同音字数量以及弹性率。多音节名词（即表 1 的

“只双”类）没有包括在内。同音字数量为 1 时表示没有同音字。 

同音字 只单 弹性 共计 弹性率 

1 75 92 167 55% 

2 91 125 216 58% 

3 101 199 300 66% 

4 101 219 320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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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39 226 365 62% 

6 129 267 396 67% 

7 147 252 399 63% 

8 139 237 376 63% 

9 141 264 405 65% 

10 87 203 290 70% 

11 115 248 363 68% 

12 132 240 372 65% 

13 133 270 403 67% 

14 133 203 336 60% 

15 105 225 330 68% 

16 65 159 224 71% 

17 98 174 272 64% 

18 72 126 198 64% 

19 117 225 342 66% 

20 81 139 220 63% 

21 54 93 147 63% 

22 96 168 264 64% 

23 49 89 138 64% 

24 59 85 144 59% 

25 37 63 100 63% 

26 52 104 156 67% 

27 77 166 243 68% 

28 42 98 140 70% 

29 8 21 29 72% 

30 17 43 60 72% 

31 22 40 62 65% 

32 34 62 96 65% 

33 11 22 33 67% 

34 10 24 34 71% 

35 20 50 70 71% 

36 26 46 72 64% 

37 24 50 74 68% 

40 17 23 40 58% 

42 15 27 42 64% 

44 14 30 44 68% 

47 35 59 94 63% 

48 19 29 48 60% 

49 16 33 49 67% 

51 8 43 51 84% 

56 23 33 56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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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30 32 62 52% 

64 19 45 64 70% 

All 3,035 5,671 8,706 65% 
 

 

表 9.3：表二的统计数据。结果说明，同音字与弹性率没有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0.089 

置信区间 (95%): -0.066  0.122 

拟合优度 (Multiple R-squared): 0.008 

F 检验值 (F-statistic): 0.3628，自由度为 1 和 45 

P-值: 0.55 

 

 可以看出，无论同音字数量为多少，弹性率多数都处于 60%-70%之间。统计结果

也说明，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跨于正负之间，P-值远远大于 0.05，说明同音字

与弹性率没有系统的相关关系。 

 “同音字论”还有一个缺点，即不能解释弹性词词长选择和使用。比如，如果两个

弹性词相结合，应该有四种长度搭配，即 2+2，2+1，1+2，1+1，我们称之为词长搭配。

我们先考虑 [名名] 复合词，以“技-技术”和“工-个人”为例，其词长搭配如（9.10）。

其中 1+2 接受度最低，以*表示。其他搭配的接受度都没有问题。 

 

(9.10) [名名] 复合词词长搭配举例 

2+2 技术 工人 

2+1 技术 工 

1+2* 技 工人 

1+1 技 工 

 

 同样，两个弹性词组成的[动宾]结构，也有四种词长搭配，但也不是四种都好。一

般来说，[动宾] 结构的 2+1 不好。我们以“种-种植”和“蒜-大蒜”为例，其词长搭配如

（9.11）。 

 

(9.11) [动宾]结构词长搭配举例 

2+2 种植 大蒜 

2+1* 种植 蒜 

1+2 种 蒜 

1+1 种 大蒜 

 

 [名名] 和 [动宾] 的词长搭配规律，吕叔湘（1963）有详细的总结，Duanmu

（2012）进一步通过语料数据提供了量化证明，结果见（9.12）、（9.13）。所列结果为

次频（token frequency），类频（type frequency）结果基本相似，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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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名名] 复合词在语料中的词长搭配次频分布（Duanmu，2012） 

2+2 21.8% 

2+1 21.3% 

1+2 1.1% 

1+1 55.8% 

 

(9.13) [动宾] 复合词在语料中的词长搭配次频分布（Duanmu，2012） 

2+2 16.2% 

2+1 1.8% 

1+2 19.1% 

1+1 62.8% 

 

 在语料中，1+2 的 [名名] 结构、2+1 的 [动宾] 结构，出现率都不到 2%。例外的情

况不但很少，而且局限于某些特殊结构（Duanmu，2012）。比如，1+2 的 [名名]，第一

个名词局限于“材料”，如“木地板、棉手套、皮大衣”等，或“所有格”，如“党代

表、市政府、县医院、象鼻子”等，而不像王灿龙（2002）、张和友（2005）、柯航

（2007）等人所认为的那样，任何词长搭配都可以随意出现。 

 对汉语词长搭配所受的限制，“同音字论”没有任何解释。比如，试考虑（9.14）

的对话。 

 

(9.14) “同音字论” 无法解释词长搭配现象 

问： 你们需要“技术工人”还是“技术工业”？ 

可答： 技术工人。 

不答： 技工人。 

 

 假如我们不知道所谈的是“技术工人”还是“技术工业”，那么“技”没有歧义，

而“工”有歧义。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仍然不说“技工人”、而必须说“技术工

人”呢？同样，假如我们不知道所谈的是“种植大蒜”还是“移植大蒜”，那么“蒜”没

有歧义，而“植”有歧义。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仍然不说“种植蒜”、而必须说

“种植大蒜”呢？ 

 下面我们考虑“音步论”如何解释词长搭配现象。首先，音步跟重音有关，因此，

我们把跟音步和重音有关的规则列举于（9.15）。 

 

(9.15) 跟“音步论” 有关的基本规则 

a. 语重音规则：辅助词有重音，中心词无重音 

b. 双拍步：音步必须有两个音节 

c. 双音节句法单位可以组成一个音步 

 

 语重音规则在第五章讨论过。双拍步英语叫“binary foot”。对双拍步的要求叫

“Foot Binarity”，即“音步应该双拍”，最先由 Prince（1980）提出。这个要求很常

见、也很自然：既然音步是节奏的重复单位，而最基本的节奏就是轻重交替，那么一个重

复单位起码需要一次轻重交替，对音节步来说就是两个音节（两拍）。下面我们根据上述

规则来分析 [名名]、[动宾] 结构的词长搭配现象，见（9.16）、（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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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名名] 复合词的音步分析（黑体表示语重音，园括号表示音步） 

词长 [名名]语重音在左 说明 

2+2 （技术）（工人）  

2+1 （技术）工 “工”无语重音，不必是音步 

1+2* （技）（工人） “技”有语重音，但不是双拍步 

1+1 （技 工） 双音节可以组成一个音步 

 

(9.17) [动宾] 短语的音步分析（黑体表示语重音，园括号表示音步） 

词长 [动宾]语重音在右 说明 

2+2 （种植）（大蒜）  

2+1* （种植）（蒜） “蒜”有语重音，但不是双拍步 

1+2 种（大蒜） “种”无语重音，不必是音步 

1+1 （种 蒜） 双音节可以组成一个音步 

 

 在 [名名] 的 1+2 结构里，“工人”是个双音节单位，自己组成一个音步。“技”

有语重音，也必须是个音步，可是因为只有一个音节，不是一个符合要求要求的音步，因

此，[名名] 的 1+2 结构不能满足“音步论” 有关的规则。在 [动宾] 的 2+1 结构里，“种

植”是个双音节单位，自己组成一个音步。“蒜”有语重音，也必须是个音步，可是因为

只有一个音节，不是一个复合要求的音步，因此，[动宾] 的 2+1 结构也不能满足“音步

论” 有关的规则。[动宾] 的 1+1 可以组成一个音步，当韵律词用，“蒜”不再有语重

音。 

 我们看到，跟弹性词有关的各种现象，“同音字论”都无法解释，而“音步论”都

有解释。还可以看出，虽然我们没有仔细讨论，“语速论”“拖延时间论”“字典误解”

也都不能解释跟弹性词有关的各种现象。下面我们把四种理论的比较总结于（9.18）。 

 

(9.18) 解释跟弹性词有关的各种现象：各种理论的对比 

理论 最小词 词典里的弹性词分布 词长搭配 

“同音字论” 无解释 无解释 无解释 

“语速论” 无解释 无解释 无解释 

“拖延时间论” 无解释 无解释 无解释 

“字典误解” 无解释 无解释 无解释 

“音步论” 有解释 有解释 有解释 

 

 大量使用弹性词，无疑使汉语显得冗余，特别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试看两个英

汉对照的句子，见（9.19），其中黑体表示冗余词。 

 

(9.19) 汉语的冗余词举例（黑体表示） 

我 刚刚 看见 他 回到 家里。 

I just-just look-see him return-reach home-inside 

  

保持 车厢 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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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ure-keep train-box clear-clean 

 

 以上两句，英语的直译显得十分冗余，几乎每个词都有重复。不过，说汉语的人并

不觉得这样的语句冗余，其原因是，汉语的双音节可以看成是一个词，其内部结构可以忽

略，也即所谓的“音步屏蔽”效应（Duanmu，2007）。比如，“刚刚、清洁”不看成是

并列复合词，“车厢、家里”不看成是定中复合词，“看见”不看成是因果连动复合词。

比如，上例的第一句，汉语只算六个单词，跟英语的“I just saw him reach home”一样。 

 弹性词的存在也为做诗提供了极大方便。比如，节奏上需要单音节时可以用弹性词

的短式，需要双音节时可以用弹性词的长式， 例子见（9.20）、（9.21）。 

 

(9.20) 诗歌节奏缺少音节时（问号表示空缺音节）： 

S W S W S W S 

少 ? 离 家 老 ? 回 

 

(9.21) 可以用弹新词填充空位（黑体表示语义的冗余的音节）： 

S W S W S W S 

少 小 离 家 老 大 回 

 

 （9.20）的节奏每行有七个节拍位，但是只有五个基本词义，空出两个音节。有了

弹性词以后，五个词就可以变成七个音节，正好把节拍位填满。难怪，中国的诗歌到处都

是，口头上、广告上、微信上、标语上、文件上、等等，人人都会造、人人都会欣赏。而

在西方国家，除了儿歌以外，很少看到或听到有节奏的语言，公共场合、政府文件上更没

有。而且，就连有高等教育的人，也不一定能欣赏诗歌的节奏。比如，Rob Burling 是大

学教授，而且研究过童谣的节奏（Burling，1966），可是他曾经对本人说，他对抑扬五

步格的诗歌完全没有语感、完全不能欣赏其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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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结语 
 

 

 音步和重音是节奏的基本成分，它们会影响语言的一系列现象，包括诗歌的节奏、

词重音分布、最小词、弹性词等。本书介绍了音步和重音的基本概念，以及它们在英语和

汉语里的各种体现。这些现象，没有音步和重音的概念和理论就很难解释，而有了这些概

念和理论就很好解释。 

 本书的主要结论，可以归结于下列几点。首先，各种复杂的语言现象，往往是由很

少、很简单的几条规则决定的。比如，“语重音规则”（phrasal stress）和对“双拍步”

的要求，可以解释汉语的一系列词长现象，包括最小词要求、词长搭配现象、弹性词在词

典里的分布、以及弹性词产生的原因。同样，语句和诗律的关系，即一行语句是否适合于

某个诗歌的节奏（“节奏模板”），可以归因于一条很简单的规则，即语句重音跟节奏模

板之间的“对应原则”：语句的“重音峰”必须与“节奏模板”的 S 位（重拍位）相对

应（Halle and Keyser，1966、1971）。还有，空拍、快读、和多余音节的使用，使我们有

可能用一个统一的音步来分析所有不同的诗律类型（即各种不同的“节奏模板”）。 

 第二，现代语言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有很多问题学者们仍然没有共识、有很多问

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比如，我们看到，所有的诗歌节奏（节奏模板），都可以用一个统

一的音步来分析，可是这个音步是 SW 步（重轻步）还是 WS 步（轻重步），却不那么容

易论证。虽然我们提出，SW 步比 WS 步更合理，但有的学者可能会认为，还需要更多的

实事来证明两者之间的选择。还有，韵素步和音节步之间的关系，也还需要进一步的讨

论，限于篇幅，我们谈得很少。 

 第三，我们看到，对汉语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完善语言学理论，包括音步理论和重

音理论。比如，对汉语诗歌节奏的研究，支持节拍与重音的关系，也支持前人提出的诗律

理论（Halle and Keyser，1966、1971），即语句重音跟节奏模板之间的“对应原则”。还

有，汉语的词重音分布，为 SW 步和 WS 步之间的选择提供了新的证据：汉语的双音节词

不能是轻声音节开始，但是可以是轻声音节结尾，因此，SW 步比 WS 步更合理。 

 第四，我们的研究说明，人类的各种语言，无论是西方语言还是东方语言，无论这

些语言在历史上有没有任何关系，无论这些语言看上去如何不同，都有很多共同规律。各

个语言的特性，比前人想象的少，而语言之间的共性，比前人想象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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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按拼音排序） 

 

长短诗律（stress meter）： 以长短音节交替为基础的诗律。传统认为古希腊诗歌是这种诗

律的典型例子。参见“诗行、节奏模板、重音诗律、音节-重音诗律、自由

诗”。 

长音节： 音节的韵母有两个韵素，可以是个长元音（如[ma:]“骂”）、一个双元音（如

[mai]“卖”）、或一个短元音加一个辅音（如[man]“慢”），有时还可以是个音

节化的长辅音（如上海话的[ŋ:]“鱼”）。长音节一般有重音，所以也叫重音节

（heavy syllables）。参见“音节、声母、韵母、韵素、短音节”。 

词长弹性： 见“弹性词”。 

词长搭配： 指两个词在词长上的各种组合可能，如 1+1（“煤店”）、1+2（“煤商

店”）、2+1（煤炭店）、2+2（“煤炭商店”）。各种句法结构，对词长搭配

有不同要求，比如名+名结构不倾向用 1+2（如不用“煤商店、表工厂”）、动

宾结构不倾向用 2+1（如不倾向用“种植蒜”）。参见“弹性词”。 

词重音： 单词重音的位置，特别指词典里标注的、多音节单词的重音。参见“重音、语

重音”。 

单音节诗： 每行只有一个音节（或一个字）的诗。这类例子英语、汉语都很少，而且是

不是诗歌并不明显。参见“诗行、双音节诗”。 

叠韵： 指两个相邻的音节押韵，如“苗条”，两个音节的韵母都是[au]，。参见“押

韵、韵母、多音节押韵”。 

短音节： 音节的韵母只有一个韵素，一般是个短元音，如普通话轻声字“么” [mə]中的

[ə]。短音节的韵母有时也可以是个音节化辅音，如普通话轻声字“子” [tsz]中

的[z]。短音节一般无重音，所以也叫轻音节（light syllables）。汉语的短音节

一般都是轻声字。参见“音节、声母、韵母、韵素、长音节”。 

对应原则： 指诗行的语句重音跟节奏模板的对应原则，即一行语句是否可用于一个特定

的节奏模板。Halle and Keyser （1966、1971）的诗律理论认为，对应原则只有

一个要求，即语句的“重音峰”必须对应于节奏模板的重拍位。非重音峰的音

节，无论是否有重音，既可以与重拍位相对应，也可以与轻拍位对应。参见

“重音、重音峰”。 

顿前拖延： 指音节在停顿前往往有所延长，特别是重读音节。受到拖延的音节，长度可

以增加一倍，因此在节拍上可以算两拍，也即一个音节步。参见“音节、音

步、音节步”。 

多音节押韵： 押韵部分超过一个音节的形式，如英语的“vacation、

information”，押韵部分在后两个音节，汉语的“早啊、好啊”，押韵部分也

是两个音节。多音节押韵时，第一个音节需要韵母相同，其后的音节需要完全

相同。参见“押韵、音节、韵母”。 

多余音节： 处于音步以外的音节，有时也称“韵律外音节”（extrametrical syllable）。

参见“音步、音节、韵素步、音节步、双拍步、抑扬步、扬抑步”。 

多字韵： 见“多音节押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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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重规则（Nonhead Stress）： 语重音规则的一个总结（Duanmu，1990a、2007；端木

三，2007、2014），即在句法的中心词和辅助词之间，辅助词要重读。“辅重

规则” 和“重读 XP”的效果基本上是一样的。参见“重音、词重音、语重音

规则、重读 XP”。 

格（meter，也称“格律、诗律”）：见“节奏模板”。  

节拍： 用手的起落来体现的音乐或诗歌的节奏。这种动作也叫打拍子。对同一个节奏

来说，节拍的速度可快可慢。快拍时，单位时间里落拍次数多。慢拍时，单位

时间里落拍次数少。参见“重拍、轻拍、空拍、可拍性、快读”。 

节奏模板（template，也称“格、格律、诗律”）： 指一行诗歌的节奏，一般以一组轻

重拍的序列来表示。比如，抑扬五步格的节奏模板是 WSWSWSWSWS，七律

的节奏模板是 SWSWSWS。参见“节奏、节拍”。 

节奏： 广义上指任何现象或动作的重复，窄义上指音乐或语言的节奏。本书主要指语

音特征的交替出现，特别是音节轻重的交替。参见“节奏模板、节拍”。 

可拍性： 落拍机会的大小。一个音节如果快拍、慢拍都会落拍，可拍性就高，如果快拍

时落拍、慢拍时不落拍，可拍性就低。参见“节拍、重拍、轻拍、空拍”。 

空拍（停顿）： 有节拍无音节的情况，也即与停顿相对应（而不是与音节相对应）的

节拍。参见“节拍、重拍、轻拍、可拍性”。 

快读： 指两个（或多个）音节分享一个节拍，这时这两个音节需要读快些，以便跟其

他节拍时间一致。参见“节拍、空拍”。 

快拍： 见“节拍”。 

两言诗： 见“双音节诗”。 

慢拍： 见“节拍”。 

莫拉（mora）： 见“韵素”。 

强重音诗律（strong-stress meter）： 见“重音诗律”。 

轻拍： 与轻读音节相对应的节拍。参见“节拍、重拍、空拍、可拍性”。 

轻重步： 见“抑扬步”。 

SW 步： 见“扬抑步”。 

声母： 音节韵母以前的部分，即主要元音以前的部分。比如，“管”[kwan]、“点”

[tjan]的韵母都是[an]，它们的声母分别是[kw]、[tj]。有人用声母专门指辅音、

不包括介音，如“管”的声母是[k]（不包括介音[w]）、“点”的声母是[t]（不

包括介音[j]）。我们不采取这种说法。参见“音节、韵母、长音节、短音

节”。 

诗歌： 诗歌的广义指不像散文的、有境界的、由两行以上的语句组成的文体；这种文

体可以有节奏、也可以无节奏，后者也称“自由诗”。诗歌的窄义指由两行

（或更多）节奏相同的语句组成的文体。换言之，窄义的诗歌是诗行节奏的重

复。参见“诗行、节奏模板、重音诗律、长短诗律、音节-重音诗律、自由

诗”。 

诗律（meter）： 见“节奏模板”。 

诗行（line）： 诗歌的一行，其节奏称谓“节奏模板”。因为节奏是音步的重复，所

以有节奏的诗行起码要有两个音步，即起码要有三个音节。诗行的节奏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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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律、格、格律”。参见“诗歌、节奏模板、音步、单音节诗、双音节

诗”。 

双拍步（binary foot，也称“两拍步”）： 每个音节有两个韵素、或两个音节的音

步，前者是韵素步、后者是音节步。参见“音步、音节、韵素步、音节步、抑

扬步、扬抑步、多余音节”。 

双声（alliteration）： 指两个音节有相同的起始辅音或声母。汉语的双声一般出现在

两个相邻的音节，如“面貌”的起始辅音都是[m]、“鬼怪”的声母都是[kw]。

英语的双声经常出现在不相邻的音节，如“safe and sound”中第一、第三音节

的声母音[s]相同。参见“音节、声母、叠韵”。 

双音节诗： 每行只有两个音节（或两个字）的诗歌。这种诗的例子英语、汉语都不多。

如果对这些诗歌重新分行，往往可以分析为每行四音节（或更多音节）的节

奏。参见“诗行、单音节诗”。 

弹性词： 指长度有弹性的词，可以是单音节（短式）、也可以是双音节（长式），如

“煤-煤炭”、“虎-老虎”、“学-学习”等。弹性词的长段两式基本同义、经

常可以互换，因此是一个词。根据统计，汉语起码一半以上的简单词（即非复

合词）都是弹性词（黄丽君、端木三，2013）。参见“同音字论、语速论、拖

延时间论、字典误解论、音步论、词长搭配”。 

停顿： 见“空拍”。 

同音字论： 解释弹性词来源的理论之一，最早由高本汉提出（Karlgren，1918），很快

被广泛采用。其基本观点是，因为汉语同音字太多，将单音节词增加成双音节

可以减少同音字、避免歧义。参见“弹性词、语速论、拖延时间论、字典误解

论、音步论”。 

拖延时间论： 解释弹性词来源的理论之一，由潘文国（1997）提出。其基本观点

是，单音节词说的太快，听话人来不及理解，用些双音节词可以拖延时间，让

听话人有足够时间理解。参见“弹性词、同音字论、语速论、字典误解论、音

步论”。 

WS 步： 见“抑扬步”。 

押韵（riming）： 指两个音节有相同的韵母。在诗歌里，押韵一般指不同诗行的最后一

个音节韵母相同。押韵的单位不限于一个音节，有时可以包括两个或多个音

节，即“多音节押韵”。参见“音节、韵母、叠韵、多字韵”。 

扬抑步（trochee，也称“重轻步、SW 步”）： 以前重后轻两拍组成的音步。扬抑步可以

由两个音节组成，也可以由一个长音节的两个韵素组成。参见“音步、音节、

韵素步、音节步、双拍步、抑扬步、多余音节”。 

抑扬步（iamb，也称“轻重步、WS 步”）： 以前轻后重两拍组成的音步。抑扬步一般

由两个音节组成，而不是两个韵素组成。参见“音步、音节、韵素步、音节

步、双拍步、扬抑步、多余音节”。 

一言诗： 见“单音节诗”。 

音步： 诗歌节奏的重复单位，或轻重音节交替的单位。一个音步一般有两拍（两个音

节），其中一个重、一个轻。参见“韵素步、音节、音节步、双拍步、抑扬

步、扬抑步、多余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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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步屏蔽（foot shelter）： 指一个音步内的句法结构可以被忽略，或者说可以被音步所屏

蔽（Duanmu，2007）。汉语的音步由两个音节组成。音步屏蔽可以解释为什么

大量的双音节单位可以当词使用，无论其内部结构如何，如“垫肩、火烧”可

以当名词、“有钱、有名”可以当形容词、“头疼、担心”可以当及物动词。

参见“音步、韵律词、最小词”。 

音步论： 解释弹性词来源的理论之一（Duanmu，2007）。其基本观点是，每个重音产生

一个音步，而音步需要两个音节，因此，如果重音落在单音节上，需要将其增

加成双音节。参见“弹性词、同音字论、语速论、拖延时间论、字典误解

论”。 

音节： 元音、辅音组合的最小单位。汉语的字一般每个都是一个音节（例外很少，如

“瓩”是一个字两个音节，北京话的“盖儿”是两个字一个音节）。参见“声

母、韵母、韵素、长音节、短音节”。 

音节步（syllabic foot）： 音步的一种，以音节为计数单位。一个音节步一般由两个音节

组成。参见“音步、韵素步、音节、双拍步、抑扬步、扬抑步、多余音节”。 

音节-重音诗律（syllable-stress meter）： 以音节的轻重交替为基础的诗律，其中每行对重

音节的数量和位置有规定，对轻音节的数量和位置也有规定。参见“诗行、节

奏模板、重音诗律、长短诗律、自由诗”。 

语速论： 解释弹性词来源的理论之一，由郭绍虞（1938）提出。其基本观点是，说话快

的时候需要用单音节词，说话慢的时候需要用双音节词。因此，很多词都有长

短两式，而且自古如此。参见“弹性词、同音字论、拖延时间论、字典误解

论、音步论”。 

语重音： 两个（或更多）单词之间的相对重音，特别是根据它们的句法关系来确定的重

音。参见“重音、词重音、语重音规则” 

语重音规则： 指确定语重音的规则，即两个（或更多）单词之间的相对重音。该规

则可以简单总结为“辅重规则”，或“重读 XP”。参见“重音、词重音、辅

重规则、重读 XP”。 

韵： 见“韵母”。 

韵律词（prosodic word）： 韵律词原指由一个实词加一个或多个虚词组成的单位，在韵律

上仍然像一个词，因为仍然只有原来的实词有重音、虚词都无重音。在汉语里

韵律词也经常用来指一个双音节单位，无论是其中有个虚词（如“好的”）、

还是两个都是实词（如“头疼”）。这个双音节单位无论内部结构如何，一般

都可以当词用。为什么如此？也许还得需要“音步屏蔽”这一概念。参见“音

步、音步屏蔽、最小词”。 

韵律外音节： 见“多余音节”。 

韵母： 音节主要元音及其以后的部分，即声母和介音以后的部分，简称“韵”。韵母

是押韵的基础：两个押韵的音节必须有相同的韵母。比如，“管”[kwan]、

“点”[tjan]押韵，它们的韵母都是[an]。有人用“韵”指押韵部分、用“韵

母”指“韵”加上前面的介音。比如，“管”[kwan]的韵是[an]、韵母是

[wan]，我们不采取这种说法。参见“音节、声母、长音节、短音节”。 

韵素（mora，也称“莫拉”）： 衡量韵母长短的单位。韵母只有一个韵素的音节叫短音

节，韵母有两个韵素的音节叫长音节。短音节一般无重音，所以也叫轻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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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syllables）。长音节一般有重音，所以也叫重音节（heavy syllables）。

参见“音节、声母、韵母、长音节、短音节”。 

韵素步（moraic foot，也称“莫拉步”）： 音步的一种，以韵素为计数单位。一个韵

素步需要两个韵素。因为每个长音节有两个韵素，所以每个长音节都可组成一

个韵素步。有人认为两个短音节也可以组成一个韵素步，不过这个说法有争

议，因为有人认为短音节不能承受重音。比如，英语单词“villa”有两个音节，

第一个重、第二个轻。有人认为两个音节都是短音节[vɪ][lə]，因此是个韵素

步。也有人认为这两个音节是一长一短[vɪl][ə]，第一个有两个韵素。参见“音

步、音节步、双拍步、抑扬步、扬抑步、多余音节”。 

重读 XP（Stress-XP）： 语重音规则的一个总结（Gussenhoven，1983；Truckenbrodt，

1995），其中 XP 指短语，即句法的短语单位需要重读。“重读 XP”和“辅重

规则”的效果基本上是一样的。参见“重音、词重音、语重音规则、辅重规

则”。 

重拍： 与重读音节相对应的节拍。参见“节拍、轻拍、空拍、可拍性”。 

重轻步： 见“扬抑步”。 

重音： 音节轻重的特征。重音最简单、最可操作的定义是音节的可拍性。给一组音节

打拍子时，如果一个音节快拍、慢拍都可落拍，该音节就有重音。如果只有快

拍时才落拍、慢拍时不落拍，该音节就没有重音。汉语有重音的音节都是“长

音节”，并且声调完整。在调域、时长、音量等声学参数上，有重音的音节都

大于相应的无重音音节。参见“节拍、可拍性、长音节、词重音、语重音、语

重音规则”。 

重音峰（stress maximum）： 如果一个音节有重音，而其前后皆无重音，这个音节就

是重音峰。两个相邻音节都有重音时，两者都不是重音峰。 

重音诗律（stress meter，也称 strong-stress meter“强重音诗律”）： 以重音节的数量为基

础的诗律。因为轻音节的数量不计，所以每行总的的音节数量无关。参见“诗

行、节奏模板、长短诗律、音节-重音诗律、自由诗”。 

重音移位： 指在停顿前，如果倒数第一音节是个长音节，重音可以从倒数第二音节右移

到倒数第一音节。这时，倒数第一音节和停顿的空拍组成一个两拍的 SW 音

步。重音移位在轻音节前也可以出现，这时轻音节所起的作用跟停顿相似。比

如，在北京话里，“大学”在“大学课本”里，重音在“大”，在单读时，重

音在“学”，在“大学的”里，重音也在“学”。参见“重音、音步、双拍

步、音节、长音节、空拍”。 

字典误解论： 解释弹性词来源的理论之一，由金守拙（Kennedy，1955）提出。其

基本观点是，汉语单词本来多数是双音节，如“蝴蝶”，可是因为文字原因，

汉语发明了字典、不是词典。字典将每个字都作为单独条目，使用者误认为它

们都是独立的词，并开始单独使用。参见“弹性词、同音字论、语速论、拖延

时间论、音步论”。 

自由诗： 不受节奏要求限制的诗，或节奏不明显的诗。参见“诗歌、节奏”。 

最小词（minimal word）： 指一个词的最小长度，特别是在单独使用时的最小长度。在汉

语里，一个字（音节）一般不能单独使用，而两个字（音节）的单位都可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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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使用。因此，最小词也就是一个双音节音步，这跟“韵律词”的大小是一样

的。参见“音步、韵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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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八十年代后期，我在美国读博士研究生时，看到两篇有关汉语诗歌韵律的文章，一

篇是陈源泉先生的（Chen，1979）、一篇是 Moira Yip（葉梅娜）先生的（Yip，

1980），引起了我对诗律的兴趣，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Duanmu，1990a）。接下来这个

兴趣一直不减，也陆续做些研究（如 Duanmu，2004；Duanmu and Stiennon，2005），转

眼已有二十多年了。 

 西方研究韵律的方法（包括对诗律的研究）跟中国很不一样。2008 年夏天在北大

一个暑期班上课时，想到用中文写一本韵律的小册子，而且起了个头。后来因为各种原

因，计划没有完成。去年冯胜利先生提起，有出一套《韵律语法系列丛书》的想法，我又

想到这个小册子。这次能够按期完稿，应该感谢不少人的支持和帮助。 

 首先要感谢冯胜利先生提出这个系列丛书计划，并联系到北语出版社加以落实。而

且，冯先生专门为这个丛书组织过两次会议，将作者们邀请到一起，进行磋商讨论、互相

评论，对完成这项计划、提高书稿的质量，起了很大的推动。同时，也感谢各与会者对本

人发言提出的意见。 

 我对汉语诗律的研究陆续得到过一些资助，也希望在此致谢，其中包括蒋经国基金

会（2004-2006 年，研究合作人 Co-PI 为萧宇超教授），密歇根大学人文奖（Michigan 

Humanities Award 2006）， 以及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14 年夏天，本人得到富布赖特基金会资助，作为研究学者在北大访问三个月，其间完

成了本书的初稿，这里对资助方和接待方一并致谢。 

 多年来，我在研究诗律时，得到一些学生、同事的参与、或在跟他人的交谈中获

益，也在此致谢，其中有（按字母顺序）白雪、Pam Beddor、Rob Burling、Andries 

Coetzee、Richard Cureton、Nigel Fabb、Chris Golston、Morris Halle、Bruce Hayes、

Yuchau Hsiao （萧宇超）、Yu-fen Hsieh、贾林华、Jay Keyser、Perry Link、陆丙甫、

Nathan Stiennon、王洪君、Li Yang、衣莉、Moira Yip、张洪明、Xinting Zhang、等。 

 诗律研究在东西方都有很长历史，但是仍然有很多问题不清楚，本书一定也有不到

之处。如果读者能通过本书发现新的的问题，提出更好的理论，本人将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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