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8 卷第 5 期
2015 年 9 月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 48 No． 5
Se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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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贺七言古诗与他的其他各体诗相比，具有特殊的地位，后世历代选家、诗论家也对其有特殊的关
注。他在七言古诗创作中，体现出更多的创新意识，如结构的起结无迹，变化多端； 声韵方面，多换韵，多用仄
声韵及细声部韵，多用古调、拗调、三字尾等。这些艺术创新对于李贺奇诡诗风的形成具有特殊的重要贡献，
也使得其七古在元和诗坛及后世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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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istic Innov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oetics History of
LI He’s Classic Poems With Seven － characters Per Line
WEI Zuqin
（ Ｒesearch Center of Contemporary Form Literature and Arts，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other poetry forms，LI He’s classic seven － character poems had the special status，editors and poetry commentators of all previous dynastie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his poems． There were many innovations in his creation of his classic seven － character poems． The structure of his poems was full of variation． The rhyme and tonal patterns were also distinctive． Most of LI
He’s classic seven － character poems were shifting in rhyme，and tend to use the metrical poetry． LI
He’s classic seven － character poems made special contribu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strangeness
of his poetry style，which made his classic seven － characfer poems shine in Yuanhe poetry circles
and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LI He； classic seven － character poems； structure； rhyme
李贺是元和诗坛“险怪”诗风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他的诗以虚幻荒诞、幽峭冷艳为人们所熟知。 学
界对李贺诗歌的研究很多，切入角度不一，也很深入。古代学者对李贺的研究多集中于诗话笔记与笺注
中，
侧重于对李贺生平事迹的考证和文字笺注 。20 世纪以来，朱自清开始系统梳理其家世交游、行踪仕
历并对其诗歌系年，开启了李贺研究的新模式。自此李贺研究成为学界一个热点，在生平研究、审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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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研究、诗歌语言意象研究、色彩研究、接受史研究、比较学研究、用韵研究、心理学研究等方面涌现众多
高水平的专著与论文。但上述研究大多不区分李贺的古近体诗 ，只是统论其风格、语言、结构特色及其
成因。实际上，李贺古体诗和近体诗有很多差别 ，对其诗风形成的贡献度也很不一样。 李贺之“奇诡 ”，
更多体现在他的古体诗，尤其是七言古诗上，七古对其独特诗风的形成贡献最大 。李贺七古形式上的创
新变化使其在中唐诗坛乃至整个唐代七古发展史具有独特的地位 。

一、七言古诗在李贺诗歌中的地位
在李贺创作的诗歌中，七言古诗数量最多。《李贺诗歌集注 》有 243 首诗歌，近体诗 72 首，古体诗
171 首，其中七古 98 首，是数量最多的一种诗体。
李贺诗歌自唐代开始，代有仿作。钱钟书《谈艺录》云： “唐自张太碧《惜花》第一首、第二首、《游春
［1］（ p46）
引》第三首、《古意》、《秋日等岳阳楼晴望》、《鸿沟行》、《美人梳头歌 》，已濡染厥体。”
钱钟书所提
的张碧仿作全是七言古诗。 庄南杰仿李贺之作《湘弦曲》、《黄雀行》、《雁门太守行》《阳春曲》《伤歌
行》，韦楚老《祖龙行》、《江上蚊子》等仿作，也全是是七古。 钱钟书《谈艺录》： “稍后韦楚老《祖龙行 》、
［1］（ p46）
《江上蚊子歌》，亦称殆庶。”
指出韦楚老的仿作，诗风很像李贺。 综观后代诗人对李贺诗的仿作，
也多集中于七古，七古在李贺诗歌中的地位以及被后代诗人的重视可见一斑 。

李贺古近体诗被选家的关注度也不一样 ，一般而言，选家在选李贺诗时，往往选取他最具有代表性
的古体诗，特别是七言古诗。笔者曾对晚唐以来选录李贺诗的一些重要唐诗选本作了数据统计 ： 晚唐韦
庄《又玄集》选李贺诗三首，全为七古，分别是《雁门太守行》、《剑子歌》、《杜家唐儿歌 》。 元杨士弘《唐
音 》选李贺诗 23 首，其中七古 13 首，五古 3 首，五绝 4 首，五律 1 首，七绝 2 首。明高棅《唐诗品汇》录李
贺 32 首，其中七古 23 首，五古 6 首，五绝 2 首，七绝 1 首。 王夫之《唐诗品选 》选录了李贺乐府歌行 5
首，全为七古。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选录李贺诗 10 首，其中七古 6 首，五律 1 首，五绝 1 首，七绝 2
首。清高步瀛《唐宋诗举要》选录李贺诗 5 首，全为七古。 从诸选本的选录情况来看，诸选家偏爱选李
贺七古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这从侧面说明了七古在李贺诗集中的重要地位 。
笔记诗论中所引李贺作品，也多为七古。杜牧在《李贺集序 》中所称赏的《金铜仙人辞汉歌 》，屡被
后人提及，如宋司马光特别赞赏其中“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王楙引《野客丛书》卷六称引“雄鸡一声天
下白”之句。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欧阳修《新唐书 · 文艺传》记载李贺为韩愈、皇甫湜造访而做《高轩
过》为七古。沈德潜《唐诗别裁》对此作也有分析。唐张固《幽闲鼓吹 》载，李贺拜谒韩愈，把《雁门太守
行》置于篇首，受到韩愈的称赞，并受到后代诗论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杨慎《升庵诗话 》针对王安石对
《雁门太守行》发出“方黑云压城，岂有向日之甲光 ”的批评做辩护，并称“宋老头巾不知诗 ”。 曾季狸
《艇斋诗话》称： “李贺《雁门太守行》语奇。”诗论家经常提及其他七古名篇还有： 《染丝上春机》《美人梳
头歌》《春坊正字剑歌》《唐儿歌》《浩歌》《苦昼短》《秋来》《致酒行 》等。 诗论家对李贺诗歌的点评，提
到的代表性诗句，也多从七言古诗中选摘。 如许学夷《诗源辩体 》所引李贺佳句，多以五古、七古为多，
七言多于五言。潘德舆称引李贺诗也以七古居多 。叶矫然在《龙性堂诗话 》中选录李贺佳句，也摘录了
诸多七古诗句，表现出对李贺七古奇句的赞赏。
李贺偏爱乐府，也多从离骚中汲取营养。赵璘《因话录》卷三： “张司业籍善歌行，李贺能为新乐府，
当时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清毛先舒《诗辩坻》云： “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唯李贺一人。”杜牧称赞李贺
为“骚之苗裔”。李贺诗源出于骚也是不争的事实。 七言古诗两大源头即是乐府歌行和《离骚 》。 乔亿
［2］（ p1084
七言古诗，很多学者称为歌行体。由于歌行与乐府概
云： “古歌谣乐章长短句，固七言体制所出。”
，
，
念的复杂性 古人在很多时候对二者并不甚区分 常常乐府歌行连用，用以指包括旧题乐府、新乐府和乐

府之外的歌行在内的七言古诗。所以，人们在称赏李贺乐府时，就包含了对李贺古体诗特别是对七古的
认可。七古与楚辞渊源甚深，早期出现七言诗，大都带有楚辞句法的痕迹。多数学者认为七言起源于楚
辞，近人容肇祖云： “七言诗大概是从楚声起的。《九歌》中的《山鬼》、《国殇 》，已有近于七言体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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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之际，项王的《垓下歌》、高帝的《大风歌》，都是汉代的七言诗的滥觞，当然楚一带地方间会盛行这
［3］（ p114
逯钦立云： “夫楚声之含
种的作品。武帝的《秋风辞》《瓠子歌》，都是这种七言诗而带着楚声的。”
［4］（ p57

楚辞
有兮字，乃其体格之当然。故此兮字有时可省，然必省之而无伤其体，楚声之变为七言是也。”
是一种介于诗与赋之间的一种文体 ，相对宏大的篇幅为诗歌的铺陈夸饰、动荡腾挪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而楚辞体中错落的形式，也更便于骋才使气、自由抒写。骚体文学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渴求痛快淋漓
的倾诉与宣泄，《离骚》的意境变幻错综对七古诗体产生了重要影响 。 李贺七古所体现出骚的精神也是
非常明显的。所以诗论家在称赞李贺精于乐府 、为骚之余裔，也是在肯定李贺七古在其诸体中所具有的
特殊地位。实际上，李贺七古很好地发挥了离骚变幻错综与迷离惝恍的特点 ，又吸取了乐府形式自由的
特点，所以才博得后代诗论家对他的高度评价 。
李贺提出“笔补造化天无功”，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 和其他诗体相比，七古是其创新变化的最好
介质。因为近体诗创作有规范性的要求 ，作者在创作近体诗时，要尽力符合规范，泯灭个性。 如绝句体
制短小，适于写一地景色、一时情调，可它离首即尾，易流于浅露，所以绝句以“语尽情遥，含吐不露为
［5］（
主。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 卷三） 为贵。沈德潜《唐诗别裁 》说： “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
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考察一下李贺七绝，就会发现李

贺的七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奇诡荒诞 。 如《南园十三首 》其一： “花枝草蔓眼中开，小白长红越女
腮。可怜日暮嫣香落，嫁与春风不用媒。”更接近七绝的固有审美规范。 所以，评家称“绝句皆长吉停顿
［6］（

之作，七绝之正格也”。 卷一） 再如其五绝《莫种树》： “园中莫种树，种树四时愁。 独睡南床月，今秋似去
秋。”古拙有致，符合五绝的审美规范。钱钟书先生也指出其“《马诗 》二十三绝，借题抒意，寄托鲜明 ”。
显示出其近体绝句不同于人们印象中的奇诡特色 。律体讲究结构安排和起承转合，还有对仗和平仄的
要求，所以李贺在写五律的时候，就会尽力遵从这些规范。如韦縠《才调集》选了李贺《七夕 》五律一首：
“别浦今朝暗，罗帷午夜愁。鹊辞穿线月，花入曝衣楼。天上分金镜，人间望玉钩。钱塘苏小小，更值一
年秋。”看这首五律，前两句从别浦写起，渲染愁情； 三四句承前写天上相会； 五六句写人间的别情； 最后
两句以苏小小的苦苦痴望作结，烘托出浓重的愁情，自伤不遇，又照应前篇。所以，这首五律写得极有章
法，与李贺诗给人们的一贯印象并不一样 。综观李贺近体诗，还是比较合乎规范的，与人们印象中李贺
诗风“奇诡”有些差距。胡应麟： “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格律，唯歌行大小长短，错综阖辟，素无定体，
［2］（
故极能发人才思。” 卷三） 李贺力求新变，而近体诗对他有太多的约束，因此他的眼光就窥定古诗，特别
是形式灵活的七言古诗。他把精力和创新都用在形式灵活的七古创作上 ，这就造成了他集中的七古更
显眼，更易被选家所关注和看重。

二、李贺七言古诗的艺术创新
李贺七古不拘章法、句法。他善于利用七古句式灵活的优势，交替使用长短句式，为表达服务，如
《苦蝗调笑吟》《假龙吟歌》《吕将军歌》《高轩过 》等。 在结构安排上，李贺以自己的情绪变化为线索来
组织诗歌，起结无迹，忽断忽续，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拗折激荡之美。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 》云： “通篇读
［7］（ p1381）
［8］（ p357）
之，有山节藻棁而无梁栋，知其非大道也。”
黎简云： “昌谷于章法，每不大理会。”
实际上，
李贺诗并不是没有章法，学者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由于李贺特有的章法组织特点造成的 ，如《浩歌 》
《将进酒》等。李贺在作诗时，常常会把一些不同的意象和画面平行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把它们之间的
联系和过渡完全省掉，这种结构方式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跳跃性 。他还善于在一句之中变换节奏与语
意，如“芙蓉泣露香兰笑”、“铅华笑妾颦青蛾”、“落花起作回风舞 ”，这些句子把相反的状态融于一句，
造成语意的陡转，从而细腻地传达出了作者瞬息万变的心理感受 。这种句法的变换常和章法上的陡转
［9］（ p35）

李贺诗的时空错综变化，写得亦
相济为用，使其诗歌呈现出一种拗折激荡的艺术之美 、冲突之美。
虚亦实，如《开愁歌》喊一声“壶中唤天云不开，白昼万里闲凄迷 ”，设想所谓壶中日月也被浮云遮挡，则
是凭空幻化出一虚景； 随后便又回到现实，写主人对自己的劝告。 全诗时空错综变化。 李贺在作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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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会把一些不同的意象和画面平行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过渡完全省掉 ，这种结
构方式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跳跃性 。这样容易造成似乎只有片断没有整体的印象 。其实李贺诗歌是似
断实连，他总是在他构筑的意象之间隐藏着某种内在联系 。仔细寻绎，方能找出意象之间的内在逻辑。
李贺七古在平仄与用韵方面也多有新创 。据统计，李贺七古以转韵为常，韵脚稠密，不避律句。98
首七古，其中 95 首为转韵，仅有 3 首不换韵。他的七古转韵频繁，很少有长时间不换韵的情况。频繁转
韵与李贺要表达的情绪多变密切相关 。李贺多用转韵，其诗歌与律体有意地拉开了距离 ，又很好地配合
诗歌的声情。有一个现象，还特别有意思，李贺七古 1012 句七言句式中，有 364 律句，律句占总七言句
式 36% 。我们可以拿这些数据和杜甫韩愈七古作比较 。 在杜甫 133 篇七古中，律句总数为 256 句，总
［10］（ p116 － 120）
韩 愈 七 古 律 句 共 256 句，在 总 句 数 1253 句 中 占
句数为 2224 句，律 句 所 占 比 例 为 21% 。
［11］（ p5 － 11）
，
，
20% 。
可见 较之杜甫和韩愈七古 李贺的律句比例较高。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是由于
李贺七古多转韵决定的。一般来说，不同的押韵方式对律句的容受程度不同 ，对律句的容受程度强弱依

次为换韵、仄韵、平韵七古。由于转韵亦非近体，对于律句的容受程度高。李贺七古绝大部分为换韵，对
律句的容受承担较高，所以律句所占比例较杜甫、韩愈为多。裘樟松《李贺反格律辨———驳李贺诗研究
中的一种“定论”》反对研究者提出的李贺诗反格律的论点，并提出例证： 李贺非近体诗中还出现了律
［12］（ p145 － 149）
其实裘文忽略了这一事实： 即李贺诗歌律句多出现在仄韵
句、律联和平仄相粘等格律现象。
及转韵诗中，由于仄韵与转韵已经决定了诗歌的非近体性质 ，所以才出现了大量的律句。
李贺七古以古调、拗调、三字尾句式居多。根据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 》所列七言古调 114 类，对李
贺七言古诗声调类型做出的统计结果显示 ，李贺诗歌中使用“平平平”、“仄平仄”、“平仄平 ”三种句式
结尾明显高于以“仄平平”、“平仄仄”等结尾的句式。以“仄平仄 ”结尾的句式有 199 次，以“平平平 ”结
尾的句式有 151 次，“平仄平”结尾的句式有 133 次，以“仄仄仄”结尾的句式有 33 次，以“平仄仄 ”结尾
的句式有 56 次，以“仄仄平”结尾的句式有 49 次，“仄平平”结尾的句式有 26 次，“平平仄 ”结尾的句式
有 25 次。很显然，在七古下三字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仄”、“平仄平 ”四种常式中，李贺七古除
“仄仄仄”句式使用较少外，其他三种均明显高于其他三字尾 。 这符合学界对七古声调规律的判断。 由
于下三字为“平平平”、“仄仄仄”、“仄平仄”、“平仄平”基本可以确定全句为非律句，所以作者在创作中
以此四式为常。李贺七古声调也合乎此规律，因此具有一般性特征。 据统计，出现频率较高调式，也主
要是下三字为“平平平”、“仄平仄”、“平仄平”这三种常式句尾。声调统计还显示李贺也经常用一些罕
见调式，同时可以弥补王力《汉语诗律学》七古调式例证之缺失。如“○○○●○●○”，王力以为“最为
［13］（ p395）
但李贺诗中有 10 例： “扬雄秋室无俗声”、“金塘闲水摇碧漪”、“娇春杨柳含细烟”、“依依
罕见”。
宜织江雨空”、“轻沤漂沫松麝薰”、“西风罗幕生翠波”、“丁香筇竹啼老猿”、“琼钟瑶席甘露文”、“神嗔
神喜师更颜”、“双鸾开镜秋水光”。王力以为： “七古不忌孤平，而忌孤仄。 在盛唐七古中，孤仄的句子
［5］（ p392）

极为罕见。自韩愈以后，用者较多些，然而比之其他三式，仍旧差得很远。”
但李贺七古中○○○
●○○○有 15 次。在王力《汉语诗律学 》一书中，还有一些调式，王力声称未见，未能举出唐诗例子。
但在李贺七古中，发现了这些例子，可补王力《汉语诗律学》例证之缺失，也说明李贺七古有意违背格律
的尝试。
古人非常讲究对韵的使用。平仄韵的选择与使用、韵脚的稠密，都会直接影响到诗的声情表达。一
般而言，换韵间隔越长，韵脚越疏，节奏越疏缓，情绪越平和； 反之，换韵越频繁，韵脚越密，则节奏越急
促，表现的情绪则越强烈。不同声调的韵也各自有声调特征 ： 阴平多轻清，阳平多高扬，上声低而舒徐和
软，去声高而激厉劲远，入声短而急促。明王骥德《曲律》“论平仄第五”云： “平谓之平，上、去、入总谓之
［14］（ p105 － 107）
万
仄。……盖平声声尚含蓄，上声促而未舒，去声往而不返，入声则逼侧而调不得自转矣。”
树《词律·发凡》： “上声舒徐和软，其声低。去声激厉劲远，其腔高，相配用之，方能抑扬有致。”所以平

仄韵声情效果很不相同。韵之长短缓急亦会对诗歌声情产生影响 。 李贺七古韵脚非常稠密，用同一韵
大都不超过四句，很多诗都句句押韵。这种用韵与李贺表达的内容密切相关 。李贺作品不拘章法，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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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情绪变化为主线，韵行乎所不得不行，转乎所不能不转。他七古频繁换韵很好地配合了瞬息万变的情
绪变化。
他喜欢使用仄声韵，下面是一组相关数字： 李贺七古押平声韵的次数为 191 次，仄声韵的次数 233
次。仄声韵明显超过平声韵。一般来说，仄声韵语调较为短促铿锵，朗读起来节奏性好，但没有平韵字
柔美悠扬。李贺喜欢押仄声韵，因为这种押韵形式适合表达他们内心的抑郁 、怨愤与不平。李贺七言古
诗中用韵比较多的韵依次为： 四纸 29，十一陌 19，四置 18，十二文 16，二沃 13，十五删 13，七阳 13，十三
元 11，十四寒 11，十一真 10，四支 10，六鱼 10，七雨 10，二十五有 10。上述使用较多的韵，除阳韵开口度
较大，声音较响外，其余都是开口度较小，声音较细的韵。如上声纸韵，李贺用得最多，这类的韵脚包括
“死”“纸”“起”“里”等字，为窄元音，发声时气息从很窄的通道中流出，声音细微，而声调曲折，适宜表
现婉曲隐秘之情。再如用得较多的“置”“支 ”韵母亦是窄元音。 陈少松认为支、微、齐等韵，韵母发音
时，没有鼻腔共鸣，口腔开口度小，气息从很窄或较窄的通道中流出 ，这样发出的音给人以细声细气的感
觉，适宜表达隐微的心曲和细腻的感情 。再如使用较多的真韵，开口度较小，气息从鼻腔徐徐流出，给人
［15］（ p230）
而鱼韵，据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
以平稳沉静的感觉，适宜表达深沉、忧伤、怜悯等情思。
“鱼歌韵缠绵”，其发声郁结难吐状，宜写缠绵深微、感叹不已之情。 我们知道，李贺是一位喜欢诵唱自

己内心悲歌的诗人，所以他的七古用韵，也偏爱用细声细气的韵部。另外，李贺用韵偏爱开口度小的韵，
以配合表现其内心的痛苦与挣扎的需要 ，也使得李贺七古读起来绵细诘屈 ，给人以诡异的感觉。

三、李贺七言古诗的诗学意义
李贺七言古诗的新变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 清人冯班《钝吟杂录》： “诗至贞元、元和，古今一大
［16］（ p250）
变。”许学夷： “元和诸公所长，正在于变。”
李贺七古以其独特的风格，为光怪陆离的元和诗坛增
［17］（

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刘克庄： “长吉歌行，意新语险，自有苍生以来所绝无者。” 卷一八六） 胡应麟《诗
［18］（ p55）
薮》： “唐人歌行煊赫者： ……李贺《高轩 》，并惊绝一时。”
清人叶衍兰《李长吉集跋 》云： “李长吉
［19］（ p368）
从诸家评论不难看出李贺七言古诗的独特
诗如镂玉雕琼，无一字不经百炼，真呕心而出者也。”
诗学价值。李贺七古在语言、韵律、音节诸方面为后人开启无数法门。 其七古语险意新是学界的共识，
在此毋庸赘言。许学夷称“李贺古诗或不拘韵，律诗多用古韵，此唐人所未有者。 又仄韵上去二声杂
用，正合诗余”，指出了其不拘声韵的特色，此点前面已经作了论证。学者一般认为，中唐七古开始有意
识地拉开与近体诗的距离，显示出创新变化。 如赵执信说： “开元、天宝之间，巨公大手颇不循沈、宋之
［20］（ p331）
李重华说： “自唐沈宋创律，其法渐精，又
格。至中唐以后，诗赋试帖日严，古近体遂判不相入。”
［21］（ p923）
别作古诗，是有意为之，不使稍涉于律，即古近迥然一途，犹度曲者南北两调矣。”
实际上，从李贺
七古，我们不难考察出有意为古体的倾向 。李贺以其创作实践推动了元和七古在韵律方面的创新变化 。

管世铭言： “惟七言音节，昌黎以后顿尔销亡，知之者仅长吉、义山数人，至宋永叔、子瞻、鲁直诸公而后
复。”指出在音节方面，李贺七古的诗学意义。 清人方东树言： “七言古诗之妙，朴、拙、琐、曲、硬、淡，缺
［22］（ p133）

一不可，总归于一字，曰‘老’。”

李贺取象立意诡谲怪诞，用韵细涩诘屈，结构跌宕多变，在李、杜
七古纵横变化的基础上又加奇崛 ，进一步彰显了七言古诗“老”“拙”“曲”“硬”的诗体特色。
在七言古诗门户尽开的元和时期 ，李贺七古以其幽奇特色为当时及后世作者树立一标杆 ，具有重要
的诗学地位。在当世，他的七古就受到了韩愈、皇甫湜等人的激赏。后来，杜牧为其诗集作序，延誉其诗
歌。张碧、庄南杰、韦楚老等人更是刻意模仿，开启了模仿李贺险怪诗创作的潮流。 后世作者从宋刘克
庄、金赵秉文、元杨维桢到明高启，无一不受到李贺七古的沾濡。 所以，在唐代“古体 ”数量多于“近体 ”
［23］
的情况下， 就七言古诗的演进史而言，李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总之，李贺七古在章法、声调和用韵上，极力追求创新，使得他的七古体现出显著的个性色彩，所以

他的七古较之于其他诗体，在形成其“奇诡”诗风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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