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诗创作研究 /大陆大法弟子 
 
在证实法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些同修采用写唐诗的方式来赞颂师父及大法、讲真象

救度众生；有些作品写得很好。提起唐诗创作也许有的同修会觉得很难，认为必须

是学文学专业的同修才会写；其实我认为并不难，我们只要了解了唐诗创作的一些

规定和技巧，再用大法赋予的智慧是不难写出好作品的。师父说：“比如说，写唐诗，

唐诗是什么样，宋词是什么样，元曲是什么样，首先得了解这些东西，然后你再试

着写。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也许你真的想要这样做就能做好，一定会比别人起步快、

成熟快，这也是肯定的。”《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 
 
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地是把唐诗创作的基本常识介绍给同修，给想進行唐诗创作又

不太了解唐诗的同修作为参考。另外一方面，由于唐诗中近体诗的写作规则到宋代

以后就失传了，因此从元代至今，一些研究近体诗的学者提出的很多观点都不能客

观的反映出唐诗的格律要求，所以我也想在这篇文章中顺便澄清一些历史事实，并

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一、唐诗的分类、由来及作品欣赏 
 
唐诗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种；唐人把前代产生的诗体称为古体诗（包括乐府歌行）。

把唐代所产生的新诗体（律诗和绝句）称为近（今）体诗。如果说古体诗是传承了

唐朝之前历代诗歌创作的精华，那么近体诗就完全是在唐朝形成并兴盛起来的。 
 
从明代开始，研究唐诗的人习惯上把唐诗分为四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并认为近体诗是从“初唐四杰”卢照邻（637-692）、杨炯（650-692）、王勃（649-676）、
骆宾王（637-676）开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在近百年来几乎形成定论了。

其实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近体诗是唐太宗李世民传给唐人的。根据《全唐诗》

中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写过的近体诗有五律、六律、五绝、七绝、排律。而唐太宗

（599-649）在位时，“初唐四杰”有的还是儿童，有的还没出生呢。 
 
《全唐诗》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写的诗共一卷88首。另外，在《全唐诗》卷27_82
【杂曲歌辞·破阵乐】中记载了三首（七绝一首，六律两首）。后世有人认为其中的

那首七绝是张祜写的、两首六律是张说写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根据《新

唐书（志第十一  礼乐十一）》记载：[唐之自制乐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

《九功舞》，三曰《上元舞》。《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阵乐》。太宗为秦王，破

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也就是说《破陈乐》本为军乐曲，为唐

太宗所造。另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四》记载：[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

之下贞观七年（癸巳，公元六三三年）  春，正月，更名《破陈乐》曰《七德舞》。

癸巳，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蛮夷酋长于玄武门，奏《七德》、《九功》之舞。]。唐朝

的舞曲都是载歌载舞的，所以此《破陈乐》的歌词也是当时写的。而张说（667-730
河南洛阳人）于唐睿宗及唐玄宗时期在朝为官，跟贞观之治时期相差了几十年，当

然不可能是张说写的。至于张祜虽然从史书上无法考证其生卒年代，但从他写的《马

嵬坡》《雨霖铃》等诗中我们可以判断出他是唐玄宗时代之后出生的，而且一生未仕，



当然也就更不可能写出《破陈乐》这种军乐曲的配乐诗了。 
 
为了让大家对唐诗有更理性的认识，这里介绍几首唐太宗李世民写的诗： 
 
【还陕述怀】   唐太宗李世民 
 
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星旗纷电举，日羽

肃天行。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登山麾武

节，背水纵神兵。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

这首诗属于排律，除了首联外，其余各联均对

仗，而且对仗工整。唐太宗写的诗中还有比这

更长的排律，因为限于篇幅，这里没有引用。

但只要是对诗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排律比较

难写，唐朝的诗人中写排律的并不多。 
 
【赋得残菊】   唐太宗李世民 
 
阶兰凝曙霜，岸菊照晨光。露浓晞晚笑，风劲

浅残香。细叶凋轻翠，圆花飞碎黄。还持今岁

色，复结后年芳。 

这首诗是五律，而且四联均对仗。后来在律诗

的发展过程中也只是要求第三、四句（颔联）

及第五、六句（颈联）对仗就行了。 

 
【辽东山夜临秋】   唐太宗李世民 
 
烟生遥岩隐，月落半崖阴。连山惊鸟乱，隔岫断猿吟。 
 
这首诗采用了五绝的体裁，而且也都用了对仗。贞观十九年八月，唐太宗李世民御

驾亲征高丽，诗是到达辽东境内在大军中写的。前两句从字面上的意思我们可以感

受到当时夜色的昏沉及边野的荒凉。后两句通过“惊鸟乱”及“断猿吟”衬托出唐朝大

军军声远播，鸟兽震骇的气氛，气势相当宏大。我还读出另外一层含义是：大军所

到之处，敌人如惊弓之鸟、断吟之猿，注定是要失败的。把猿啼或某种特定的动物

比喻成阻挡历史发展的旧势力或恶势力，这种写诗的技巧常被后来的诗人所运用。

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

舟已过万重山。”；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韩愈的《调

张籍》“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等。 
 
【赋萧瑀】    唐太宗李世民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 
 
这首诗也是采用了五绝的体裁写的，而且也都用了对仗。萧瑀字时文，在隋为郡守，

后归唐，封宋国公。据《新唐书·萧瑀传》记载，这是唐太宗赐给萧瑀并教导他做

人的一首诗。“板”“荡”是《诗经·大雅》中两首诗的题目，内容是写西周的暴君周

厉王统治时期黑暗动荡的社会情况，这里用“板荡”比喻黑暗暴政的统治时期。“板荡

识诚臣”这句话字面上的意思是：在那种动荡年代更能辨别出一个人的好坏。“臣”
泛指当官的及普通百姓。比如现在的中国大陆就是江氏邪恶暴政的统治时期，在这

样的一个十恶毒世里，一个人是随波逐流助纣为虐还是坚持真理说真话做个好人；

每个人都在他（她）自己的选择中摆放着各自心性的位置。第三句中的“识”应读[zhì]，



在古汉语中有“记住”的意思。如“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下》” 、
“默而识之。——《论语·述而》”等；“勇夫安识义”这句诗字面上的意思是：勇者

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记住义。“安”在古汉语中有“安详，从容不迫”的含义，如“心皆安

下切上。——《仪礼·少牢礼》”等。 
 
从上面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李世民写的近体诗不仅内涵很深，而且对仗

工整，平仄的运用也是很讲究的，所以读起来朗朗上口。后人按照这种方法去搞创

作，写出了很多流传千古的佳句： 
 
【登鹳雀楼】   唐·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绝句四首之三】  唐·杜甫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两首绝句也是采用对仗的方式写的（一般的绝句不要求对仗）。另外杜甫还写了一

首《登高》的七律：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

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七律的四联均对仗，而且采用了多种对仗的技巧。明人胡应麟曾把这首诗誉为

古今七言律诗第一。 
 
我认为遵守唐诗的规矩去写诗的时候反而能写出好的作品。千百年来那些脍炙人口

的唐诗宋词元曲何尝不是严格按照诗词曲格律的要求写的呢；古人在推敲字句的时

候，就是既要考虑词义又要考虑平仄的关系，这刚好是在走正神传的文化，那么神

就会给人开启智慧，所以我们发现有一些字在句子中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反观近代一些常人写的自由诗，不讲平仄不讲押韵，写出来的东西不仅没有什么内

涵，而且读起来也很别扭。 
 
师父说：“中国文化是神传给人的，每一朝文化，就包括这个诗歌，唐诗、宋词、元

曲也好，它们都是不同天体来结缘时所带来的给人的文化，所以你们要想写这样的

东西 好还是遵守它的规矩。” 《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 
 
二、唐诗的平仄与押韵 
 
在古汉语中把文字的发音分为四声，也就是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在《康熙字

典》前面，有一首分四声法的歌诀： 
 
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 
 
从中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古代汉语中四声的大概。古人写诗在斟酌字句时不仅注重字



的意思，还很注重字的发音，因为这样的诗读起来才有抑扬顿挫的美感。所以古人

依照四声，将文字发音分为平仄两大类。平，包括平声（在《平水韵》中平声还分

为上平声和下平声）；仄包括上声、去声、入声。而我们现代的汉语四声是：平，包

括阴平（例如“单”字的拼音“dān” ）、阳平（例如“凡”字的拼音“fán” ）；仄，包括上

声（例如“返”字的拼音“fǎn” ）、去声（例如“范”字的拼音“fàn” ）。写诗的时候使平

仄发音的字交替出现，再加上押韵，这样的诗读起来就特别的美。 
 
请看下面的这首诗： 
 
【破阵乐（一）】  唐太宗李世民 
 
秋风四面足风沙， 
塞外征人暂别家。 
千里不辞行路远， 
时光早晚到天涯。 

这首诗是采用七绝中的“首句平起平收式”体裁写的，下

面是这个体裁的格律要求（括号表示可平可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仄)仄平平仄仄平 （韵）。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需要说明的是“足”字在现代汉语中是发阳平声（zú）；而在古汉语中它的发音是去声，

依照古代的韵书《平水韵》它属于去声七遇的韵部。“别”字属于入声九屑的韵部。

所以这首诗是完全依照七绝诗的格律要求写的。 
 
诗的押韵也就是在规定句子的 后一个字用相同韵母的字。比如上面一首诗中的

“沙”、“家”、“涯”就是用来押韵的字，它们的韵母是相同的。隋代的陆法言将四声

分为二百零六韵，撰编了《切韵》一书。唐初时许敬宗等人奏请唐太宗批准将二百

零六韵中邻近的韵合并起来使用，形成了平水韵，所以唐人写诗实际上用的是《平

水韵》。 
 
由于朝代的变迁，不同朝代其官话的发音都有所不同，所以不同朝代的人写诗时用

的韵都不太一样。比如元代的作家写的元曲所用的韵就跟唐人写唐诗用的韵就有所

不同，主要是因为到了元代，人们吐字发音跟唐朝的人已经不一样了。请看下面的

例子： 
 
【山行】     唐·杜牧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寒食】     唐·韩翎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这两首诗所用的韵脚都是“斜”、“家”、“花”三个字。我们用现代汉语的发音，这个“斜”
字跟“家”“花”两字是不押韵的。而在唐代“斜”字的读音是“xiá（霞）”。在《平水韵》

中它们都归入麻韵部；其实在元代时这个字的读音已经发生变化了，比如元曲名家

马致远的《双调·风入松》： 
 
眼前红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晓来清镜添白雪，上床兴鞋履相别。莫笑鸠巢计拙，



葫芦提一向妆呆。 
 
这里的“斜”、“车”、“雪”、“别”用现代汉语的读音来读，它们基本是算押韵的。在

《中原音韵》中将它们归入车遮韵。跟唐代的发音就不一样了。 
 
从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朝代由于读音的变化，写诗时所参照的韵书也是

不一样的。诗歌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创作形式，如果我们还照过去的读音

去写诗，那现代的人读起来可能就会很别扭，特别是我们大法弟子目前写唐诗目地

就是为了讲真象救度众生，是给老百姓读和看的，不是写给自己看的。因此我认为

写诗时应该用现代汉语的发音来区别平仄和押韵。 
 
为了便于同修写唐诗、宋词、元曲时参考，我将过去的一些韵书按照现代汉语的发

音重新整理了一下，删去一些冷僻的字，整理出《新编诗韵》；请同修在实际运用中

提出意见给予指正及补充。 
 
三、古体诗 
 
唐诗中的古体诗有每句诗三个字（言）、四字（言）到十一个字（言）的不等。有人

说古体诗不讲平仄，我认为不是这样，唐人写的古体诗中还是很注重平仄关系的变

化，主要还是为了读起来有抑扬顿挫的美感。比如： 
 
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

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云……. 
 
从上面例子也可看出，唐朝的诗人写的古体诗不仅注意平仄的变化，甚至还用到了

对仗。因此我认为写古体诗有以下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在五言以上的句子中尽量不要出现整句中每个字都读仄声或都是平声。这样的诗

读起来会比较拗口。 
3 古体诗可以用平声韵也可以用仄声韵，还可以平仄韵通押。长诗还可以换韵。可

以每句都押韵也可以隔一句押韵。但 好别隔太多句才押韵。我认为隔一句押韵

比较好。 
 
通过学《洪呤（一）（二）》我悟到师父写的诗有一部分是以古体诗的体裁写的。而

我们目前同修们创作的讲真象的长短诗包括一些歌谣（类似古代的乐府歌行）很多

是用古体诗的体裁写的，而且写得相当好。我看到我们有些农村的大法弟子虽然文

化程度不高，但写出来的讲真象的歌谣非常好，不仅注重押韵，而且注重平仄。我

想是因为学了《洪呤（一）（二）》大法给他开启的智慧。 
 



下面这些诗都是摘自明慧网 近一段时期发表的，都是同修写的讲真象的诗或者是

从同修写的文章中摘录下来的： 
 
·民谣：心里话 
 
九二法光显，大法传世间。健身强体，功效非凡，道德回升，佛光显现。平民称好，

达官也炼，洪传世界，修者亿万。一不存物，二不存钱，大道无形，来去自便。谁

知江氏，一手遮天，出于嫉妒，突然变脸。说上亿人，超过党员，发展迅速，是想

夺权。为了镇压，制造事端，导演自焚，嫁祸修炼。其实大法，国外广传，民主国

家，视为模范。纷纷嘉奖，给予宣传，斥责中国，无视人权。奉劝各位，识破谎言，

善待大法，洪福无边。 
 
·童谣：小朋友 明如镜 
 
法轮功 真善忍  
说真话 办真事 
道德回升做好人  
人与人 不记恨 
善待你 善待他 
做事处处想别人  
江泽民 假恶狂 
压百姓 欺善良 
疯狂镇压修炼人  
不许学 不许炼 
洗脑班 教养院 
处处关满蒙冤人  
小朋友 明如镜 
仔细想 仔细听 
谁善谁恶分得清 

·劝善短句几首： 
明白真象福无边 
（一） 
天灾人祸不间断 
警醒世人擦亮眼 
赶紧快把大法看 
明白真象福无边  
（二） 
中国百姓真可怜 
每天活在谎言间 
真话事实不让说 
骗人假话天天喊  
（三） 
吃梨才知梨酸甜 
了解大法不算难 
真象传单仔细看 
才知今日是机缘 

·莲  
无私心更纯 
尘间展仙容 
他日返天界 
威仪透苍穹  
 
·灭恶  
旧势黑手魔与鬼 
层层灭尽朗天下 
阴霾散去阴风遁 
人间处处开莲花 
  
·咏大法弟子  
善哉大法徒，证法长歌行。 
心坚若磐石，精進毋稍停。 
坎坷付一笑，丹心照苍穹。 
无量众生度，永沐师恩情。 

 
下面这首诗是一位同修在写迫害真象文章中用的引言，我觉得写得很好，这样的真

象文章也因为这首诗而别具一格： 
 
·依法上访遭迫害，秉持正义志不移，人亡家破理何在？孤儿苦、寻父母，亲人涕

泣泪如珠，浩气英魂待笔书。 
 
下面这首诗是重庆的一位老年同修参加了师父办的学习班后写的（明慧网6月26日文

章《重庆市七旬老人自述被投入劳教所毒打折磨的遭遇》）。这位同修没有读过书，

但从学习班上下来后居然能写诗，从这首诗中我们能感受到那种质补、纯真的美；

这也是任何华丽的语言所无法替代的： 
 
·提笔激动泪珠滚，见师胜似见亲人；高兴之中难入眠，一夜热泪到天明。感谢师



父来救度，请师带我脱红尘；勤修苦炼真善忍，去掉常人执著心。脱离苦海缘己到，

与世无争师引路，望师察看弟子心。这次师父离我去，不知何时见师尊，祝师平安

离重庆，盼师明年来山城。 
 
四、近体诗 
 
近体诗主要分为律诗和绝句；而律诗中有五言律诗、六言律诗、七言律诗。绝句也

是一样有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律诗和绝句都必须严格依照规定的格律

去写。 
 
1 律诗中的对仗 
 
律诗都是八句，古人为了论诗方便将律诗的第一、二句称为首联，第三、四句称为

颔联，第五、六句称为颈联，第七、八句称为尾联。按律诗格律的要求，颔联和颈

联必须对仗，请看下面例子： 
 
【登金陵凤凰台】  唐·李白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首联---------- 
---颔联 必须对仗--- 
---颈联 必须对仗--- 
---------尾联---------- 

【曲江二首(之二)】唐·杜甫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请大家再看看前面举例的诗（杜甫《绝句四首之三》、王之涣《登鹳雀楼》），可以看

出对仗有下面几种特殊形式： 
 
①、数目对 
 
像“三山”对“二水”、“两个”对“一行、“千里”对“一层”等，前边的字都是数词，因此

构成数目对。这不仅在律、绝句中极为常见，在词曲中也屡见不鲜。 
 
②、颜色对 
 
像“青天”对“白鹭”、“白日”对“黄河”、“黄鹂”对“白鹭”等，前边的字都是颜色，因此

构成颜色对。 
 
③、方位对 
 
如杜甫的《登楼》中：“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杜甫《秋兴八首》中：

“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等这些诗句中的“北极”对“西山”、“西望”对“东
来”，前边的字都是方位，因此构成方位对。 
 
数目、颜色、方位这三类词在对仗中很少与别的词相对。此外在对仗中还要求名词



对名词[如上面的例子“花草”对“衣冠”]、形容词对形容词[“幽（径）”对“古（丘）”]、
动词对动词[“穿花”对“点水”]、重叠字对重叠字[“深深”对“款款”]（特殊情况除外）

等等。 
 
④、借对 

 

上面举的例子杜甫《曲江二首》中的颔联以“寻常”对“七十”好象对不上，其实古人

以八尺为一寻，两寻为常，所以“寻常”两字是数目字，与“七十”刚好相对；由于“寻
常”两字在这首诗中实际上是“经常”的意思，所以这种对仗的技巧称作借对，与灯谜

的“求凰格”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对仗的技巧中还经常见到一种谐音的借对。如杜甫的《野望》中：“西山白雪三城

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清”的谐音是“青”，与“白”字构成了颜色对，也是借对。杜

甫的《秦州杂诗之三》中：“马骄珠汗落，胡舞白蹄斜”；“珠”的谐音是“朱”，与“白”
字构成了颜色对，同样是借对。刘长卿《重别薛六》中：“寄身且喜沧海近，顾影无

如白发何”；这里的“沧”谐音“苍”，也与“白”字构成了颜色对。 
 
对仗的技巧细讲起来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一些学者在研究近体诗时还

把对仗的句子分为“工对”和“宽对”。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因为我认为不管是“工对”
或“宽对”，在对仗中都是允许的，即使是杜甫写的律诗中的对仗句子也不完全都是

“工对”的。所以写诗时能对得工整当然好，“宽对”也行。 

 

2 七言律诗的格式 
 
七律诗有以下四种常见的格式，大家如果要写七律可以按照下面的格律要求写，律

诗的第一句用韵的要求不是很严，即使是格式中要求押韵的，也可以用邻韵，但偶

数句子则必须严格照韵书押韵且不能用相邻的韵部。（平）、（仄）表示可用平声字也

可用仄声字。 
 

（1） 首句仄起仄收式：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咏怀古迹五首之五】唐·杜甫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韵）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韵）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韵）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韵） 
注：“一”、“失”两字在《平水韵》中均属于入声的四质韵部。 
 

（2） 首句仄起平收式： 
 
(仄)仄平平仄仄平(韵)，(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咸阳城西楼晚眺】唐·许浑 
 
一上高城万里愁(韵)，蒹葭杨柳似汀洲(韵)。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韵）。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韵）。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韵）。 
注：“阁”字在《平水韵》中属于入声的十药韵部，“夕”字是属于入声的十一陌韵部；

因此都是仄声。 
 

（3） 首句平起仄收式：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唐·刘禹锡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韵）。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韵）。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韵）。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韵）。 

注：“十”字在《平水韵》中属于入声的十四质韵部，“笛” 字是属于入声的十二锡韵

部。 
 

（4） 首句平起平收式： 
 
(平)平(仄)仄仄平平(韵)，(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过五原胡儿饮马泉】 唐·李益 
 
绿杨着水草含烟(韵)，旧是胡儿饮马泉(韵)。 
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韵）？ 
从来冻合关山路，今日分流汉使前（韵）。 
莫遣行人照容鬓，恐惊憔悴入华年（韵）。 

注：第七句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平仄格式“仄仄平平仄平仄”，这种格式在近体诗中很

常见。后面我会再做简要介绍。 
 
3 六言律诗的格式 
 
唐代诗人中写六言律诗的并不多，后来研究诗词格律的学者也很少有人介绍这种格

式，主要原因是六律的格式很特殊，一些学者认为它违反了“粘”和“对”的原则。其

实我认为元代以后一些学者总结出的律诗和绝句的“粘” “对”原则本身就是一种片面

的理论，不能真正的说明近体诗的写作规则。有很多唐代的近体诗并不是按照所谓

的“粘” “对”原则写的。失粘和失对现象不仅在律诗中常见，在绝句中更是常见，比

如李白写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第

一句的“月”字和第二句的“上”字失对；第三句的“头”字和第二句的“是”失粘。三、

四两句的平仄又失对。白居易写的五律《赋得古原草送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

又生”。其中的“不”字跟上下句相应的字失粘又失对。前面举的例子，李白写的《登

金陵凤凰台》其中第二、三句的平仄完全失粘；第四、五句亦然。我上面提到的七

律中的特殊平仄格式“仄仄平平仄平仄”，及后面将要提到的五律中的特殊平仄格式

“平平仄平仄”，它们也都跟上下句失粘又失对了，但唐代的诗人却经常用到这种格

式。 
 
我们这里之所以不去讲所谓的“粘”和“对”的原则，就是因为律诗及绝句都有固定的

格式，那么你按照格式写就行了，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 
 
六律的格式我们这里只介绍两种： 



 
   首句仄起平收式（一） 
 
(平)平仄仄平平(韵)，(仄)仄平平仄平(韵)。 
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韵）。 
仄仄(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仄平（韵）。 
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韵）。 
 
说明：六律的每一句的第五个字一般情况

不能单独更改平仄格式。如果要改则必须

跟同一句的第三字互换平仄。 

【破阵乐（二）】  唐太宗李世民 
 
汉兵出顿金微，照日明光铁衣。 
百里火幡焰焰，千行云骑騑騑。 
蹙踏辽河自竭，鼓噪燕山可飞。 
正属四方朝贺，端知万舞皇威。 
【破阵乐（三）】 
少年胆气凌云，共许骁雄出群。 
匹马城南挑战，单刀蓟北从军。 
一鼓鲜卑送款，五饵单于解纷。 
誓欲成名报国，羞将开口论勋。 

注：例诗中的“出”、“匹”、“一”、“百”四个字在《平水韵》中都属入声。“骑”读“jì”，
属去声的四寘韵部。 
 
   首句仄起平收式（二） 
 
(平)平仄仄平平(韵)，(仄)仄平平仄平(韵)。 
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韵）。 
(平)平仄仄平仄, (仄)仄平平仄平（韵）。 
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韵）。 

【谪仙怨】  唐·刘长卿 
 
晴川落日初低，惆怅孤舟解携。 
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 
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 
独恨长沙谪去，江潭春草萋萋。 

第二种格式只是将第一种格式的第五句改成了“(平)平仄仄平仄”，其余不变。“谪”
字为入声的十一陌韵部。 
 
4 五言律诗的格式 
 

（1） 首句仄起仄收式 
 
( 仄 ) 仄 平 平 仄 ， 平 平 仄 仄 平 （ 韵 ）。

( 平 ) 平 平 仄 仄 ， ( 仄 ) 仄 仄 平 平 （ 韵 ）。

( 仄 ) 仄 平 平 仄 ， 平 平 仄 仄 平 （ 韵 ）。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韵）。 

【送友人入蜀】 唐·李白 
 
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韵）。 
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韵）。 
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韵）。 
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韵）。 

注：“说”字在《平水韵》中属于去声的八霁韵部；“傍”字读bàng，为去声的二十三

漾。所以这两个字都读仄声。而“应”字读yīng，为下平十蒸韵部，所以算平声。 
 

（2） 首句仄起平收式 
 
( 仄 ) 仄仄平平 ( 韵 ) ，平平仄仄平 ( 韵 ) 。
( 平 ) 平 平 仄 仄 ， ( 仄 ) 仄 仄 平 平 （ 韵 ）。

( 仄 ) 仄 平 平 仄 ， 平 平 仄 仄 平 （ 韵 ）。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韵）。 

【月夜忆舍弟】 唐·杜甫 
 
戍鼓断人行(韵)，边秋一雁声(韵)。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韵）。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韵）。 
寄书常不达，况乃未休兵（韵）。 

 



（3） 首句平起仄收式 
 
( 平 ) 平 平 仄 仄 ， ( 仄 ) 仄 仄 平 平 （ 韵 ）。

( 仄 ) 仄 平 平 仄 ， 平 平 仄 仄 平 （ 韵 ）。

( 平 ) 平 平 仄 仄 ， ( 仄 ) 仄 仄 平 平 （ 韵 ）。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韵）。 

【题李凝幽居】 唐·贾岛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韵）。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韵）。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韵）。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韵）。 

注：第一句采用了“平平仄平仄”这样的特殊格式，这种格式在律诗及绝句中都很常

见。后面我会做简要介绍。“石”字在现代的汉语中是发阳平声（shí），但在唐代《平

水韵》中是属于入声的十一陌韵部，所以是仄声。 
 

（4） 首句平起平收式 
 
平平仄仄平 ( 韵 ) ， ( 仄 ) 仄仄平平 ( 韵 ) 。
( 仄 ) 仄 平 平 仄 ， 平 平 仄 仄 平 （ 韵 ）。

( 平 ) 平 平 仄 仄 ， ( 仄 ) 仄 仄 平 平 （ 韵 ）。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韵）。 

【北青萝】 唐·李商隐 
 
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 
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 
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 
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 

注：“崦”字与“僧、层、藤、憎”不在同一个韵部。律诗的第一句押韵的要求不是很

严，可以用邻韵或不押韵。第八句的“与”字发音为“yǔ”，在《平水韵》中属于上声

的六语韵部。 
 
5 孤平 
 
所谓的孤平是指在七言的格式“仄仄平平仄仄平”和五言的格式“平平仄仄平”这两种

句型中，除了韵脚的平声字以外，句子中必须保持有两个平声字，那么也就是说上

述五言句的第一字、七言句的第三字都必须用平声字，而不能用仄声，否则就是犯

了孤平。在唐代的律诗绝句中，几乎可以说没有孤平的例子。如果七言格式“仄仄平

平仄仄平”中的第三字用了仄声字，那么第五个字（或第一个字）就一定要改成平声

字，如上面举的例子“山雨欲来风满楼”。同样道理五言格式“平平仄仄平”中的第一

字如果用了仄声字，那么第三字就一定要改成平声字，如王维的《归嵩山作》“暮禽

相与还”。孤平被认为是写近体诗的大忌，在过去的科举考试中，试帖诗不管写得多

好，如果犯了孤平就算不及格。 
 
6 特殊句型格式 
 
前面提到了七律中“仄仄平平平仄仄”这个句子在实际的写作中常被唐代的诗人改成

“仄仄平平仄平仄”；如：高适《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中：“巫峡啼猿数行

泪”；杜甫《宿府》中：“已忍伶俜十年事”等。五律中“平平平仄仄” 这个句子在实际

的写作中常被唐代的诗人改成“平平仄平仄”；如：李白《渡荆门送别》中：“仍怜故

乡水”；杜甫《天末怀李白》中：“凉风起天末”；王维的《归嵩山作》：“清川带长薄”
等等。 
 
这两个句型格式被近代的一些学者称为“特殊的一种平仄格式”。从上面讲的孤平的



规则及特殊句型格式，我们可以明白，所谓的“粘”和“对”的原则及“一三五不论、二

四六分明”的规定，都不能正确描述近体诗的格律要求。 
 
8 也谈“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 
 
所谓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意思是说在近体诗中每一句中的第一、第三、第

五个字都是可平可仄的。但第二、第四、第六个字则一定要按照格式的要求；当然

在五言绝句或五言律诗中这句话就变成了“一三不论、二四分明”了。其实所谓的“一
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不能很客观的反映出近体诗的格律要求。 
 
据我们考证，这句话 早出现在元代《切韵指南》这本书中，被当作是写近体诗的

一个口诀。其实通过我们上面所说的孤平的规则及特殊句型格式可以看出，“一三五

不论、二四六分明”这个口诀不仅不能很客观的说明近体诗的格律要求，而且很容易

给初学者造成困忧。比如，在五言“平平仄仄平”的格式中，第一个字就不能用仄声

字；在七言“仄仄平平仄仄平”的格式中，第三个字也不能用仄声字，否则就犯了孤

平。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五言的第四字是可以改动的，而七言的二、六两个字也不

是绝对不能改动其平仄，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特殊平仄格式：“仄仄平平仄平仄”及 
“平平仄平仄”；是已经改动了四、六两个字的平仄关系。 
 
所以我认为初学写近体诗的人不要去记那些不正确的口诀，还是先按照规定的格式

去写比较好，等熟练后再去了解其中的变化规则。 
 
9 五言绝句的格式 
 
唐人写的绝句体裁多样，内涵丰富；唐朝的大诗人无一不是写绝句的高手，在艺术

上有很高的成就。可是唐代绝句中的一些精华的东西却被后人否定了，比如一些押

仄韵的绝句，写得相当精美，千百年来一直被老百姓传唱着，比如李绅的《悯农二

首》、孟浩然的《春眠》、柳宗元的《江雪》等等都是押仄韵的绝句。可是近代的一

些学者却用所谓的“粘”“对”原则、“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原理去衡量这些绝

句，认为它们不符合近体诗的格律，以致于现代的人几乎没人敢写这样的绝句了。 
 
五言绝句的基本句式有以下四种： 
 
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平仄仄。这四种不同的组合可

以组成十几种绝句的格式。不管是五言绝句还是五言律诗，都跑不出上面的四个句

型。有以下需要注意的地方： 
 
①、五言的第二字及第五字是不能随便更改的，所以判断某一句的格式类型就看第

二、五两个字。 

②、上面的四个句式的第四个字是可以改变平仄的。一般情况下如果改变第四字平

仄格式，则第三字或第一字必须做相应的改变。如白居易《夜雪》“复见窗户明”
本来的平仄格式是“仄仄仄平平”，现在改成了“仄仄平仄平”也就是三、四两字



的平仄关系调换了位置。而上面提到的“平平仄平仄”的特殊格式也是一样的。

下面将要举的例子，裴迪《送崔九》中的“须尽丘壑美”是将第四字和第一字的

平仄互换了位置。在“（仄）仄平平仄”这种格式中，如果改了第四字，则第三

个字就不能改，也就是改成了“（仄）仄平仄仄”的格式了。这种格式也很常见，

如白居易《夜雪》“已讶衾枕冷”、白居易写的五律《赋得古原草送别》“野火烧

不尽”、柳宗元《春怀故园》“九扈鸣已晚”等等。 

③、上面的四个句式第三字都可以单独改动或跟第一个字互换平仄。请看杜甫的绝

句《复愁十二首之三》：“万国尚戎马，故园今若何？昔归相识少，早已战场多。”；
这首绝句的标准格式本来应该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

仄平平”，实际的平仄是：“仄仄[仄]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内为改变了的平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句的第三字由平

改为仄；第二句的一、三两个字的平仄互换，以避免孤平。（“国”和“识”字在《平

水韵》中都属入声的十三职韵部；“昔”字属入声的十一陌韵部；因此这三个字

均读仄声。） 

④、上面的四个平仄句型中除了“平平仄仄平”这个句式第一字不能随便更改外（除

非跟第三字互换平仄），其余的三个句型格式第一个字都是可平可仄。 
⑤、绝句的第二句和第四句必须押韵，不允许平仄通押；但第一句可押韵也可不押

韵。 
 
下面我们介绍常见的几种五言绝句的格式： 
 
（1） 押仄韵格式[一] 
 
(平)平平仄仄(韵)，(仄)仄平平仄(韵) 
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韵) 

【江雪】 唐·柳宗元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春眠】 唐·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注：“夜来风雨声”所用的格式是“仄平平仄平”，这是第一、三两字互换平仄，为了

避免孤平。“觉”字属去声的十九效。第一句押韵的要求不是太严，也可用邻韵或不

押韵。“千山鸟飞绝”采用了前面介绍的特殊平仄格式“平平仄平仄”，或者说是第四

字和第三字互换平仄。 
 
（2） 押仄韵格式[二] 
 
(平)平平仄仄(韵)，(仄)仄平平仄(韵) 
(仄)仄仄平平，(平)平平仄仄(韵) 

【送崔九】 唐·裴迪 
 
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 
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 

【鹿柴】 唐·王维 
 
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 
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 

注：“暂游桃源里”为一、四两字互换平仄。“学”字在古代是属入声（三觉韵部）。“秋
山敛余照”为三、四两字互换平仄，也就是上面所讲的特殊句型“平平仄平仄”。“飞
鸟逐前侣”为一、三两字互换平仄，“逐”字属入声（一屋韵部）。 
 
（3） 押仄韵格式[三] 
 
(仄)仄仄平平，(平)平平仄仄(韵) 
(仄)仄仄平平，(平)平平仄仄(韵) 

【杂诗（之一）】唐·王维 
 
家住孟津河，门临孟津口。 
常有江南船，寄书家中否。 

【杂诗之二】 唐·王维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注：这种格式大家可以看出上下两联的平仄是一样的。其实五言绝句押仄韵的还有

其他的组合方式，我之所以列出这个格式就是想让大家了解绝句的组合方式是很灵

活的。所以在古代“绝句”也叫做“截句”。“寄书家中否” 为一、四两字互换平仄。“应”
的古音读“yīng”为下平的十蒸韵部。“应知故乡事”也是属于“平平仄平仄”的句型。

“绮”字读“qǐ”为上声的四纸韵部。“著”古音读“zhù”，为去声的六御韵部；“寒梅著花

未”也属于“平平仄平仄”的句型。 
 
（4） 首句仄起仄收式（平韵）：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韵)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韵) 

【相思】唐·王维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 相思。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唐·刘长卿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注：“撷”、“发”、“白”三字在古代都读入声。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也是这个格式

的绝句。 
 
（5） 首句仄起平收式（平韵）： 
 
(仄)仄仄平平(韵)，平平仄仄平(韵)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韵) 

【和张仆射塞下曲六首】

（之三） 唐·卢纶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咏史】唐·高适 
 
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 
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 

注：“黑”、“叔”两字在古代都读入声。“看”在唐代读“kān”，属上平的十四寒。 
 
（6） 首句平起仄收式一（平韵）：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韵)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韵) 

【北楼】 唐·韩愈 
 
郡楼乘晓上，尽日不能回。 
晚色将秋至，长风送月来。 

【三赠刘员外】唐·柳宗元 
 
信书成自误，经事渐知非。 
今日临岐别，何年待汝归。 

 
（7） 首句平起仄收式二（平韵）：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韵)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韵) 

【蜀道后期】 唐·张说 
 
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 
秋风不相待，先到洛阳城。 

【自君之出矣】唐·张九龄 
 
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 
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 

注：从这种格式我们也可以看出绝句四句的组合是多样化的，也不讲究什么“粘”和
“对”。前面我们举的例子，唐太宗李世民写的《赠萧瑀》、《辽东山夜临秋》都是采

用这个格式；另外还有陈子昂的《题祀山烽树赠乔十二侍御》“汉庭荣巧宦，云阁薄

边功。可怜骢马使，白首为谁雄。”等等。 
 
（8） 首句平起平收式（平韵）： 
 
平平仄仄平(韵)，(仄)仄仄平平(韵)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韵) 

【塞上曲二首（之二）】 
唐·王涯 
天骄远塞行，鞘里宝刀鸣。 
定是酬恩日，今朝觉命轻。 

【途中即事】唐·武元衡 
 
南征复北还，扰扰百年间。 
自笑红尘里，生涯不暂闲。 

 
10 六言绝句的格式 
 
六绝常见的平仄变化有以下几种：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平)平仄仄平仄。这四种组

合也能构成多种六绝的格式，下面只举例其中的两种： 
 
（一）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韵)。 
(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仄平(韵)。 

【归山】 唐·张继 
 
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 
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 

注：“发”字属入声的六月韵部。 
 
（二）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韵)。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韵)。 

【田园乐七首之一】 唐·王维 
 
厌见千门万户，经过北里南邻。 
官府鸣珂有底，崆峒散发何人。 

注：“过”字在这里读“Guō”，在《平水韵》中属下平的五歌韵部。这种格式比较简单

好记。如王建的《江南三台词四首（之二）》：“青草湖边草色，飞猿岭上猿声。万里

湘江客到，有风有雨人行。”也是这种格式。 
 
11 七言绝句的格式 
 
七绝常见的平仄变化有以下几种： 
 
(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

这四种组合能构成多种七绝的格式，下面我们介绍常见的几种七绝的格式： 
 
（1）押仄韵格式[一] 
 
(仄)仄(平)平平仄仄(韵)，(平)平(仄)仄平平仄(韵)。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韵)。 

【村夜】 唐·白居易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独出门前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 

 
（2）押仄韵格式[二] 
 
(平)平(仄)仄平平仄(韵)，(仄)仄(平)平平仄仄(韵) 。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韵)。 

【夏昼偶作】 唐·柳宗元 
 
南州溽暑醉如酒，隐几熟眠开北牖。 
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 

注：“日午独觉无余声”采用了特殊的“三平调”的句型，我们将在后面介绍“三平调”
及“三仄调”等在近体诗中的应用。王勃的《滕王阁二首之一》“滕王高阁临江渚，珮

玉鸣銮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也是这个格式的。 
 
需要说明的是押仄韵的七言绝句格式变化是很灵活的，不局限在上面所举的几个例

子，比如孟郊的《洛桥晚望》“天津桥下冰初结，洛阳陌上行人绝。榆柳萧疏楼阁闲，

月明直见嵩山雪。”；这句绝句的一、二、四这三个句子所用的格式都是“平平仄仄

平平仄”。 



 
（3）首句仄起仄收式（平韵）：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唐·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注：“节”字属入声的九屑韵部。 
 
（4）首句仄起平收式（平韵）： 
 
(仄)仄平平仄仄平(韵)，(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芙蓉楼送辛渐】 唐·王昌龄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5）首句平起仄收式（平韵）：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大林寺看桃花】 唐·白居易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6）首句平起平收式一（平韵）： 
 
(平)平(仄)仄仄平平(韵)，(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朝发白帝城】 唐·李白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7）首句平起平收式二（平韵）： 
 
(平)平(仄)仄仄平平(韵)，(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渭城曲】 唐·王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注：另外，王勃的《滕王阁二首之二》“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

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也是这个格式的。从这种格式我们也可看出，第二句

跟第三句平仄是相对的，按所谓的“粘”“对”原则来衡量它是“失粘”的，其实所谓的 
“粘”“对”原则本身就是个错误。 
 
七言律诗及绝句有以下需要注意的事项： 
 
①、四个基本句式中的第一个字都是可平可仄的。而第七个字及第四个字是固定不

动的，第四字只有遇到“三仄调”或“三平调”时才能更改。所以判断某一句的格

式类型就看第四、第七两个字。 

②、除了“(仄)仄平平(仄)仄平”外，其余三个句子中的第三字也可平可仄；第五字亦

然。而在“(仄)仄平平(仄)仄平”这个格式中，第五字也能单独改动，这在唐诗中

也很常见，如顾况《歌》“柳拂青楼花满衣”；钱起《暮春归故山草堂》“谷口青

残黄鸟稀”；韦应物《滁州西涧》中有两句都是这样的“上有黄鹂深树鸣”“野渡

无人舟自横”等等。如果要改变第三字的平仄，为避免孤平，则第五字必须跟着

改变。如：戴叔伦《兰溪棹歌》“夜半鲤鱼来上滩”等等。 



③、每个基本句式的第二个字一般情况下不能改动，如果需要改动平仄则此句中的

第三字或第六字的平仄也要随之改动。如杜甫的绝句《三绝句之二》“自说二女

啮臂时”，这句本来的格式是“(平)平(仄)仄仄平平”，因为将第二字由平改为仄，

第六字也跟着改成仄声了，所以这句诗的实际平仄成了“仄仄仄仄仄仄平”（第

一个字本来就可以改的），孟郊《登科后》第一句“昔日龌龊不足夸”也是一个道

理；这是让历代研究唐诗的学者相当困惑的地方，没有人能说出杜甫或孟郊为

什么这样写诗，都说这些绝句属于古绝，其实绝句就是绝句，没有什么古绝和

律绝，那是近几百年来人们不了解唐诗乱划分的，杜甫所写的律诗及绝句都没

有出格。再如杜甫的绝句《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黄师塔前江水东”，这句本

来的格式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可是由于第二字的改动,第三个字跟著由平

改为仄,再加上一、五两个字也在允许的范围内改了，所以这句诗的实际格式变

成了“平平仄平平仄平”；其实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只要看关键的四、七两个字

就知道这句诗的本来格式了。 

④、第六字被改动平仄也很常见，如果需要改动则第五字或第一字必须有一个字跟

着变动（一般都是第五字做相应改动的比较多见）。如我们前面所讲的“（仄）

仄平平仄平仄”就是这样的。杜甫的《崔氏东山草堂》“爱汝玉山草堂静”是第五

字随第六字变换平仄，“有时自发钟磬响”是第一字随第六字变换平仄，所以都

是采用了这种变格。 

⑤、七言绝句的偶数句都必须押韵，但不允许平仄韵混押。 
 
自宋代以后，由于近体诗格律的失传，一些学者就胡编出了所谓的“粘对原则”、“拗
救原理”及“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原则来衡量唐诗中的近体诗，一些学者无法

解释唐诗中近体诗大量“失粘”“失对”的现象，甚至反过来说李白写的绝句不是绝句，

杜甫写的律诗不是律诗，其实这是很可笑的，这等于说鲁班盖的房子不是房子。请

看下面两个例子： 
 
（1）、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按照所谓的“粘对原则”、“拗救原理”及“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原则，谁也说

不明白李白为什么写出这样的绝句，所以近代的一些学者只好说这是一首“古绝”，
其实这是很可笑的。李白写的这首绝句的原始格式是：“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实际是，第一句改了第三个字的平仄（“明”字本应用

仄但实际用平声字）；第二句将一、四两字互换平仄关系（这种变格方法我们在前面

介绍过）。第三句是采用上面说的特殊平仄格式“（平）平仄平仄”后再改了第一个字

的平仄关系，变成了“仄平仄平仄”。而第四句只是改了第三个字的平仄关系。所以

这整首绝句完全都没有出格。唐代的诗人杨巨源是比较讲究声律变化的，他写的绝

句《衔鱼翠鸟》“有意莲叶间，瞥然下高树。擘波得金鱼，一点翠先去。”，其中的“瞥
然下高树”也是使用“仄平仄平仄”这种变格。 
 
（2）、杜甫《白帝》：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

藤日月昏。 
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



原何处村？ 
 
用现代的理论来套杜甫的这首律诗，没有人能说清楚杜甫为什么在第二句用了重复

的“白帝城”三个字，既“失粘”又“失对”。有的人甚至说杜甫故意不按律诗的规则写，

其实这样说的人不了解近体诗真正的格律要求。这首诗所用的格式是首句仄起平收

式，头两句的平仄关系本来应该是“(仄)仄平平仄仄平(韵)，(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第一句只是改了第五字的平仄，这是允许的。而第二句只是先改了第一个字的平仄，

再将二、三两字的平仄互换（请参看上面的注意事项第③），其余保持不变。以下各

句也都是按照七律的标准格式写的，完全没有出格。 
 
12 三平调与三仄调 
 
请看下面这首七绝： 
 
杜甫《三绝句（之三）》：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

女多在官军中。 
 
三平调就是在近体诗句子中的 后三个字都用了平声的字，如上面诗中的“虽骁雄”、
“羌浑同”、“官军中”；而三仄调就是句尾的三个字都用了仄声字，如上面诗中的“汉
水上”。在唐诗中近体诗采用三平调及三仄调作句尾的例子相当的多，如我们上面举

的例子：“春眠不觉晓”（孟浩然《春眠》）、“常有江南船”（王维《杂诗（之一）》）、

杜甫的《三绝句》中的其他两首也用了三仄调或三平调。使用三平调与三仄调有一

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顺着句子中 后一个字的平仄去用，比如 后一个字格律的要

求是发仄声的，才能使用三仄调。而 后一个字规定是发平声的，那才能使用三平

调。 
 
近代的一些学者对三平调与三仄调（后面简称“三调”）持否定态度。其实在唐代“三
调”被当成是写诗的一种技巧，在试帖的诗中也常有人采用。我们发现这种放在句尾

的“三调”技巧，在加强语气及表述诗意方面确实起到了其他形式的句子无法替代的

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唐人写近体诗时给“三调”大开方便之门的缘故了。 
 
在唐代写近体诗有这样的规定：是凡在七言的近体诗句子中使用“三调”的，其余的

四个字可平可仄，只要有一个字跟“三调”的平仄相反就行了，比如句尾使用了三仄

调，那么其余的四个字只要有一个平声字即可（后面再举例说明）。而在五言的句子

中如果使用了“三平调”，即使整句都是平声也允许；如李绅《悯农二首（之二）》“谁
知盘中餐”、卢仝《村醉》“摩娑青莓苔”，每个字都是平声的。而且如果把三平调与

三仄调使用于七言律诗的对偶句子中，它还能当成是叠音字相对。请看下面的例子： 
 
崔颢 《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

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

上使人愁！ 



 
这首是被历代公认的写得相当好的一首律诗，传说李白当年游黄鹤楼时见到此诗曾

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因而搁笔，由此可见这首诗的份量。可

是近几百年来，由于近体诗的格律要求失传，人们按现在错误的理论去衡量这首诗，

无法解释前两联是怎么写的，就认为它是半首古风半首律诗合并的，并胡编了一个

名词叫“古律”。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首诗的格律变化；第一句中的“乘”应该读“shèng”
为去声的二十五径韵部；传说中白日飞升進天门的车子由四只仙鹤拉著。在古代四

匹为“乘”，所以这个字在这句诗中既有动词的意思又有量词的意思。第一句原始格

式应该是“平平仄仄平平仄”，而诗人将第六字改动了平仄，所以第一个字也跟著变

动（请参看上面的注意事项第④），因此实际的平仄关系成了“仄平仄仄平仄仄”（“昔”
字属于入声的十药韵部）；第二句也是合律的，这里就不讲了。第三句“黄鹤一去不

复返”，就是采用了“三仄调”的技巧（“不复返”都是仄声字），所以这一句中除了“黄”
字是平声的之外，其余都是仄声的，在“三调”这种特殊的句型中它是允许的，不算

是出格。第四句 “白云千载空悠悠”又是采用了三平调的技巧（“空悠悠”都是平声字），

而且跟出句对得天衣无缝。在唐代的近体诗中，能把“三调”运用得如此巧妙的还很

少见，这也难怪连李白这样的大诗人都要叹服。 
 
这种“三调”的技巧被唐朝的很多大诗人所采用。例如： 
 
孟郊的《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后一句诗中的“长安花”就
是采用了三平调，前面的“一日看尽”四个字全是仄声；李绅《悯农二首（之二）》“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中的“谁知盘中餐”也是采用了三平调的技巧，所以这些诗

读起来朗朗上口，至今人们还很喜欢这样的诗句。 

 

杜牧的《江南春绝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

楼台烟雨中。”；诗中的“八”字在《平水韵》中是属于入声的八黠韵部。所以第三句

的“八十寺”也是采用了三仄调的技巧，整句除了“南”字外，其余全是仄声字。据《南

史·郭祖深传》中记载：“都下佛寺，五百余所”；而杜牧在诗中特地用了“四百八十

寺”，除了表示南朝的寺院很多外，还充分考虑了音律在诗句中的变化，采用了三仄

调的技巧，为后一句“多少楼台烟雨中”做铺垫，所以后两句读起来给人有一种人世

沧桑的凄凉感。而这首诗的意境还在于：从首联“莺啼酒绿”热闹场面的描写到尾联 

“烟雨凄迷”的回忆，隐喻了朝代兴盛至衰败的历史发展规律。 

 

杜甫的《崔氏东山草堂》：“爱汝玉山草堂静，高秋爽气相鲜新。有时自发钟磬响，

落日更见渔樵人。盘剥白鸦谷口粟，饭煮青泥坊底芹。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

锁松筠。”；这首七律中的“相鲜新”、“渔樵人”是使用了三平调。而“谷口粟”是使用

三仄调的技巧。 

 

杜甫的《三绝句（之一）》：“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

食人更肯留妻子。”；诗中的“杀”字在《平水韵》中也是属于入声的八黠韵部。所以

头两句的“杀刺史”都是采用了三仄调的技巧，而三仄调的前四个字都读平声。这首



绝句由于巧妙的使用了“三仄调”，所以把那些强盗的残忍刻画得入木三分。 

 

“三调”的技巧一直到宋代还有人运用。例如： 

 

[宋]苏轼的《寿星院寒碧轩》：“清风肃肃摇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围。纷纷苍雪落夏

簟，冉冉绿雾沾人衣。日高山蝉抱叶响，人静翠羽穿林飞。道人绝粒对寒碧，为问

鹤骨何缘肥？”；这首七律中的“摇窗扉”、“沾人衣”、“穿林飞”、“何缘肥”都是属于

运用了三平调的技巧；而“落夏簟”和“抱叶响” 是使用三仄调的技巧，并刚好跟下句

相对。 
 
[宋]陆游的《夜泊水村》“腰间羽箭久凋零，太息燕然未勒铭。老子犹堪绝大漠，诸

君何至泣新亭？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记取江湖泊船处，卧闻新雁落

寒汀。”；其中的“绝大漠”、“有万死”都是采用了三仄调的技巧，因此在“一身报国

有万死”这个句子中除了“身”字外，其余全是仄声字。只有在“三调”的句子中才允许

这样运用。 
 
近代人由于对音律的误解，所以否认了“三调”的技巧。师父在《洪呤（一）》中有这

样一首诗：“非是修行路上苦，生生世世业力阻；横心消业修心性，永得人身是佛祖。”
（《因果》）；我悟到师父在首诗的第一、二、四句都用了“三仄调”（“佛”字在古代属

入声）。所以在朗读《洪呤（一）（二）》的时候，我们不仅能明白法理，还能感受到

音律变化的美。 
 
以上是我对唐诗创作的一些研究心得，请同修慈悲指正。 

 

 

附：新编诗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