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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虚词与
中国现代诗歌节奏

□　 王雪松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中国现代诗歌的节奏理论在借鉴西方相关诗歌

理论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学理和实践上的难题。
由于语言物质基础的差异，中国现代诗歌节奏理论

离不开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不可能照搬西方诗歌

的节奏理论。 虚词作为现代汉语中重要的语法现

象，给中国现代诗歌的节奏带来重要影响。 虚词的

增加和使用反映了欧式语法的渗透，各种定语、状
语、补语径直挂靠在主谓宾结构上，成分完备且句式

拉长，这些都影响着现代汉语诗歌节奏的形态。
在中国现代诗歌中，虚词大量涌入已是共识，既

然不能避免使用虚词，那么在划分音步时， “和”
“的”等虚词如何归并就成了一个问题。 这些虚词

属于单音节，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又能附在上下节奏

单元，那么依据何种原则来取舍？ 大致说来，有两种

方法，一种是从语音平衡的角度出发，将之拉入下一

音步；一种是从语音、语义协调的角度考虑，将之附

在上一音步。
孙大雨在处理此类问题时，有时将之归入上个

音步，有时归入下个音步，并不固定，如“有色的 ／朋
友们”，“当年 ／的啸傲 ／和自由”，“大英 ／西班牙 ／底
奸商”。 孙大雨的这种处理法源于他对节奏单元的

理解，他所说的音节、音组在这里和音步基本上可以

做同义处理。 他认为音组是根据意义或文法关系形

成的语音组合单位，其最基本的原则是时长相同或

相似，当文法和意义与此相抵触时，就得服从这一原

则。 “西班牙底”这种划分与相邻两个音步在时间

上相差太多，故而将“底”划归下一个音步。 另外他

也指出，在跨行时，行尾不当有或应极力避免“的”
与“底”，否则就会像分行写的散文。

罗念生认为在现代汉语里要想调剂重长音和轻

短音来形成节奏非常困难，这是现代汉语诗歌节奏

的弱点，鉴于“的” “了”等虚词的读音轻短，为了调

剂轻重搭配，他提出将轻短音的字移到下一顿（即
音步）。 罗念生的理由是：“这样念，可以使重要的

字落在顿尾，声音响亮。 多数的顿是头轻脚重，再与

词首有轻短音的词配合，也许可以显出一种节

奏来。”
孙大雨和罗念生的共同之处在于用有声朗读的

方式来调整节奏，不同之处在于，孙大雨处理虚词时

以音组时值相等或相似为原则，而罗念生则以轻短

音和重长音交替的节奏构成为规则。 但这样做的结

果实际上有违口语自然，特别是罗念生提出的依据

其实站不住脚，在第一条依据里，“之”在古代虽是

虚词，但诗文中却往往实读，即便不是，也无法确证

其在古代诵读中被作为轻短音处理；在第二条依据

里，口语中的偶尔为之不足为训，况且此例未必精

当；在第三条依据里，旧戏文中的道白是一种以曲谱

为主导的表演式声腔，与现代诵读有别。 而且，罗念

生也承认，并非所有的轻短音都可移到下一顿，如
“红的白的花”。 因此，他的理论响应者寥寥。

不同于罗、孙二人将虚词划归下一音步的做法，
朱光潜、何其芳、周煦良、卞之琳等人主张将虚词划

归上一音步，对此，卞之琳做了说明，并由此推及单

音节字的处理方法。 应该说，卞之琳等人对虚词的

划分符合语法意义（这连带影响语意节奏），也兼顾

了语音节奏，最大限度地保持语音节奏和语意节奏

的协调同步，更具合理性。 但这么做，又会使诗行内

音步类型不统一，与西方诗歌格律中诗行内音步类

型一致的要求相左，有违西方节奏术语的本意。
从卞之琳的经验出发，我们在划分音步时不妨

考虑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意义完备性原则，即不能割

裂意义单位；二是自律性原则，即以上下文的语法结

构、句式特点为参照，在一首诗中划分音步的标准尽

量统一；三是自然性原则，即不能将诗行切分成零碎

的音步，肆意切分语流，应以表达自然为度。
如果一些虚词处于中国现代诗歌的行尾或句

尾，则又带来一个问题：如何处理脚韵？ 在古今中外

的诗歌中，脚韵都是一种重要的押韵方式，并且对于

韵而言，一般是押在重音节或强音节上。 英语语音

自然区分轻重，自不必说。 中国近体诗一般押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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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且都是单音节，在诗歌中实读，因为没有绝对的

轻音，故而用于押韵的音节都可作重音看待。 但在

现代汉语诗歌中，由于有了大量的虚词，某些音节在

读音上必须轻读，如“的” “了” “呢”等。 这些词能

否被纳入脚韵？ 如果被算作韵，则又违背了押韵的

音节是重音节或强音节的成规，这是中国古典诗歌

未曾遇到的难题。
西方诗律中的“阴韵”之说为解决这一难题提

供了借鉴。 按王力的解释，“韵脚如果只有一个音

节，叫做阳韵；如果含有两个或三个音节，叫做阴韵。
在英诗里，如果押韵的一行末一个词是一个双音词

或三音词，而末一个音节属于轻音，而且这诗又是轻

重律的诗，那么，这末一个音节是不能算入音步之内

的。 这是叫做‘外加律’。 外加律的轻音节和前面

的重音节共同构成一个阴韵……在汉语里，适宜于

外加律的字不多，只有‘了’ ‘着’ ‘的’ ‘呢’ ‘吗’
（么）‘儿’‘子’等字”。 汉语除了儿化音外，都是一

个字对应一个音节，不像英语中的词可以对应一个

或多个音节，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脚

韵大致相当于英语诗歌中的“单韵”，又称“男韵”或
“阳韵”，单音节押韵是单韵最重要的特征。 而阴韵

属于“双韵”，也称女韵，其基本特征是行尾单词最

后两个音节押韵，其中倒数第二个音节是重读音节，
而最后一个音节是非重读音节，由于其读音是由重

读加轻读构成，因此双韵又被称为“扬抑格韵”。 如

果将中国现代诗歌行尾的虚词作阴韵现象来看待，
那么中西阴韵之说有相通处。 但在视觉上，汉语的

阴韵实现在两个汉字上，而西方的阴韵却实现在一

个单词上（当然，西方诗律也有一种现象，即一个双

音节单词同另外两个单词或两个单词同两个单词相

互押韵，如 ｈｕｍｏｒ ／ ｓｏｕ ｍｏｒｅ、ｈａｉｒ ｗｉｔｈ ／ ｗｅａｒ ｗｉｔｈ，这属

于阴韵的变体）。
卞之琳显然认同虚词音节入阴韵的观点，他认

为中国古代也有这种现象，古典诗歌中阴韵方式的

逐渐减少，也是诗歌逐步将轻读词逐出脚韵或用实

读方式转化的过程。 新诗大量使用阴韵显然不是对

《诗经》中经典押韵方式的呼应，而是面对现代汉语

实际情况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解决如何处

理行末虚词（它们往往是轻短音）的问题。
英语中阴韵与轻重音关系密切，往往是上下两

行在脚韵位置，重音节对应重音节，轻音节对应轻音

节，未出现交错情况（即重音节与轻音节押韵）。 但

在现代汉语诗歌中，虚词搅乱了这种音韵的节奏

规则。
从卞之琳的相关论述来看，他是反对实词与虚

词互押的。 由此看来，在现代汉语诗歌中，实词与虚

词互押是否合乎规范，又该如何规范，困扰着现代诗

歌的节奏划分。

虚词不仅影响押韵方式，甚至对押韵的效果也

产生影响。 我们知道，韵一般借用元音，声音比较响

亮，特别是汉语近体诗一般押平声韵，声调可以延

长，也就是容易拖腔，形成“重”的感觉。 而现代汉

语诗歌中，处于句尾的虚词，特别是语气词，在语音

呈现上不宜拖长，弱化了韵作为响亮节奏点的效果。
不过，从另一角度看，虚词又带来了轻重节奏的

感知。 从语法成分来看，普通话中应该读非重音

（轻音）的主要有下列几类：一是语气词，如吧、吗、
呢、啊等；二是后缀，如们、子、头、么等；三是助词，如
的、地、得、了、着、过等；四是方位词，如上、里等；五
是重叠动词的第二个音节，如说说、看看等；六是趋

向补语，如出去、拿来等。 由此可知，虚词是比较稳

定地读作轻音的语法成分。 如果在汉语诗歌里有意

安排这些成分，就会带来节奏的轻重变化。 虽然汉

语不具有典型的轻重型语言节奏（从自然语言角度

而言），但如果在诗歌中着意安排虚词的话，还是能

强化这种轻重感知。 这是虚词带给现代汉语诗歌音

韵节奏的一种新变，可惜中国现代诗歌界在这方面

有成效的实践并不多。 这或许是因为，在现代汉语

嵌套式的语法结构中，某些虚词的自由度不高，很难

被自由调遣。
在中国现代诗歌的草创期，新诗作者大都非常

重视诗歌写实的功能，这跟“五四”新文学追求写实

的大方向一致，这个写实既包括外部社会环境的写

实，也包括内部情感心理的写实。 外部环境中有自

然声响，内部情感有时也会外化为感叹呼号，为了再

现这些有声世界，大量拟音词自然进入了现代诗歌。
拟音词的涌现成为中国现代诗歌中的重要语言现

象，影响了汉语诗歌的语音节奏。
拟音词（模拟感叹声、呼应声或某种声响，如

哎、哎呀、哈哈、喂、嗯、轰隆、叮叮当当等，属于虚词

一类）往往作为句子的特殊成分（独立语）出现，使
得现代汉语诗歌的句式比较灵活，同时在模拟声响

“保真效果”上比古典诗歌更好。
中国传统诗歌音律追求诗中每个字的音义谐

调，故而中国古典诗歌往往利用汉字中特有的“谐
声字”，如江、河、嘘、啸、呜咽、爆、炸、钟、拍、砍、唧
唧、萧萧、破、裂、猫、钉……从语音上看，古典诗歌特

别强调汉字语音的发音方法、音色与描写对象或情

致的契合。 在古典诗词中，拟音词的独立性较差，往
往负担“义”的责任，与真正的“本声”有一定距离。

相比之下，现代汉语诗歌中的拟音词就丰富自

由多了。 除了模拟自然界的声响外，现代汉语拟音

词在模拟人声方面也比较贴近现代人语气神态。 这

些感叹呼告之词模拟出现代人的口吻，展现喜怒哀

乐惊，合乎现代人说话时的自然状态，而自然正是

“五四”时期诗歌语言的自觉追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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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诗歌中拟音词非常自由，在功能上具

有独立性，以最大限度接近原声为准。 它们大多充

当独立语或独立句，在形式上并不固定，可以根据需

要临时创造，有时虽然可以嵌入句子，但全都可以加

上引号而不增加特殊含义。 其中，叹词出现的频率

大大增加，这在现代诗歌中极为常见。 古典诗歌里

的叹词，如邪、哉、呜呼、焉、嗟呼、乎、矣、耳、兮等，在
现代汉语诗歌中被置换为啊、吗、吧、嘛、呢、罢了、
喂、嗯、哼、呸、哎哟等，从这些叹词更迭上可以直观

地感受到现代人的语气神态。 由于可以根据需要临

时创造，这些语词不受传统音律（特别是平仄律、音
数律）的制约，既可以单独建行，也可以调剂句式

（或位于句首，或置于句尾），十分灵活。 中国现代

诗歌对拟音词的大量采用和灵活运用，既调节了诗

歌的语气节奏，也改变了语流的停延节奏，从而使语

音节奏愈发灵活、多变，继而与诗歌的情绪节奏产生

良好的互动。
现代汉语其实是一种杂交的语言形态，在中西

碰撞、古今转换的过程中形成，既有欧化（词汇、语
法）的深深烙印，也保有古汉语的遗传基因。 当使

用虚词这个概念时，我们实际上已经选择用现代语

法观念来看问题。 由于跟声气相连，故而可根据声

之抑扬、气之短长来安排虚词，可增可删，可繁可简。
特别是在古代骈文、韵文中，为了声律之需要，这些

虚词可以用或不用，或单用或合用。 可以说，虚词的

转化和使用集中体现了汉语的弹性和灵活。 但从另

外的角度看，这种弹性和灵活也带来不确定性。 换

言之，汉语是一种模糊的诗性表达，这长期以来被认

为是汉语的优点之一。
对于那些不用关系词（主要是介词和连词）的

古典诗词来说，并非不存在逻辑关系，而是这种关系

失去了明显的标识，处于内隐状态，靠吟咏体味来探

求感悟。 由于声律优先的原则和审美习惯，逻辑性

和确证性一直不是古典诗歌审美的重点。 而欧化语

法的强项正体现在明晰性和逻辑性上，现代汉语引

入西方语法初期，为了准确的表达，尽可能使用虚词

来标明各种逻辑关系。 如过、着、了分别对应过去

时、现在时和完成时；的、地、得分别引领定语、状语

和补语；啊、的、呢、吧用于句尾，分别表示感叹、陈
述、疑问、祈使的语气；各种关联词（不但 ／而且、因
为 ／所以、如果 ／就）标明转折、因果、假设等逻辑关

系……可以说，这些虚词成了语言单元间的铆钉，是
标明各种关系的最外在的标识。 在新诗草创时期，
也留有这种生硬的欧化印记。 很大程度上，这些虚

词为现代汉语诗歌带来明晰性、逻辑性，同时也强化

了表达声气的功能，这似乎是对古代文气的继承，对
虚词原始功能的激发。 自然声气中有长吁亦有短

叹，作用于语流，导致句式有长有短，不可能整齐划

一。 现代汉语诗歌在发轫之初，着意于对自然声气

的追摹，对言文一致的倡导，讲究词类的语法意义，
注重语音的长短轻重变化，语意和文法成为作诗时

优先考虑的对象。 而在表达语意、显示文法、导向声

气等方面，虚词成为再明显不过的标识，具有先天的

优越性，故而虚词大量涌入现代汉语诗歌。 虚词的

增加还带来语言的芜杂、繁琐，并且由于类似铆钉的

作用，其清晰的语义指向功能冲淡了传统诗意的蕴

藉。 这也是现代汉语诗歌中文法、虚词乃至散文化

常招人诟病的原因之一。 不过，这些弊病并非虚词

带来的必然后果，而是与滥用虚词有关。 我们也应

看到，这些虚词在冲淡传统诗意的同时，也带来了古

典诗歌中少见或未有的新质。
古典诗歌对逻辑关系的不甚上心也使得它缺乏

逻辑思维的爆发力，而更多是情思的玩味。 现代诗

歌则往往借助虚词来表达一种逻辑的力量，使得节

奏铿锵有力，给人以震撼。
中国现代诗歌因虚词而彰显的逻辑并未伤害诗

意，反而增强了思辨的力量。 同时，因为这些虚词的

存在，增多了关系层次，扩大了语义场域，在传统诗

歌“偶意”（往往由两个单句构成一个语义场域，在
相互关联中玩味各个单句之义）的常态之外，开辟

出更广阔的表现领域，扩展了诗歌的容量，对诗意的

获取也从原来的局部赏玩过渡到整体感知。 这说明

古典诗歌以外在的韵律节奏为主，其语词搭配灵活、
语序多变，多是遵从韵律的需要；至于语意节奏（更
深层的是思维的节奏）则比较粗疏，反复吟咏的体

悟方式正说明了古典诗歌以兴会为主的运思特点。
而现代诗歌借助虚词，语意节奏比较清晰，思维节奏

绵密细致，增加了逻辑之力和思辨之美。
虚词改变了现代诗歌的形体面貌，正如王泽龙

所说，“特别是虚词成分的激增，又使它（指现代汉

语———引者注）具有了与讲究严密逻辑的西方语法

相生相融的便利条件。 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功能，
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白话诗歌文体趋向散文化的自

由体形式的选择”。 由于虚词激增，古代音律便无

法箍住现代诗歌相对松散的外在形式，但从另一种

意义上说，这些虚词又从诗歌内部节奏层面（主要

是语意节奏和情绪节奏层面）提起了中国现代诗歌

的精气神儿。
在中国现代诗歌建立本土的节奏理论的过程

中，尤其要注意现代汉语自身的资源和特点，虚词作

为一种重要的语法现象，从语言学层面渗透到节奏

诗学层面时，带来许多技术和学理上的难题。 虽然

这些问题一时还不能解决，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

探讨，有助于中国现代诗歌本土诗学的建立和诗歌

写作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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