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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吟诵理论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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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叶嘉莹先生的吟诵是当前最具代表性的普通话传统吟诵调ꎬ在学界影响很

大ꎬ但研究不多ꎮ 本文探讨了叶调的三个特点:１. 注重汉字异读字读音与古入声字的处

理ꎻ２. 吟咏旋律根据文体可划分为四类十八式ꎻ３. 在节奏风格上ꎬ以对古诗“三字尾”的

处理最具特色ꎮ 这些特点对引领和推广当前的普通话吟诵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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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嘉莹先生吟诵调ꎬ吟诵界通称“叶调”ꎬ是当今最具典范性的传统吟诵调ꎬ由读诵与吟咏两部分构

成ꎮ 研究叶调对继承传统读书法、辅助诗文创作及引领国学学习具有重要意义ꎮ 但据我们所知ꎬ目前尚

无系统研究叶调的专著ꎬ仅有刘静、王萍的«古诗吟诵的韵律分析———以叶嘉莹吟诵为范本» ①和华锋

的«论叶嘉莹先生的传统吟诵»②、«叶嘉莹:吟诵的正宗在中国»③三篇文章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专

论ꎮ 笔者认为ꎬ相较于当今吟诵诸家ꎬ“叶调”最为正宗ꎮ 让真正的吟诵流传后世ꎬ正是叶先生本人的心

愿ꎮ 然而ꎬ叶先生虽对吟诵多有论述ꎬ却极少谈及自身的吟诵特色ꎬ对学习者掌握其完整的吟诵体系十

分不利ꎮ 因此ꎬ系统整理、总结叶先生的吟诵特点ꎬ对其作出科学的阐释ꎬ实是当前吟诵界的重要课题ꎮ
本文研究的“叶调”ꎬ是以叶先生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三部吟诵专著«古典诗歌吟诵九讲»(２０１４)、

«与古诗交朋友»(２０１４)、«给孩子的古诗词(讲诵版)»(２０１６)ꎬ与两篇专论«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

特质与吟诵之传统»(１９９２)与«诗歌吟诵的古老传统» (２００３)ꎬ以及全部音频、视频资料为基础的ꎮ 笔

者自 １９９８ 年迄今二十年间ꎬ现场聆听叶先生数次演讲及系列讲座ꎬ故对叶调的体系在感性与理性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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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均有较深刻的认识ꎬ今试做探讨ꎬ请同行指正ꎮ 拙文曾送呈叶先生亲自审阅ꎬ谨致谢意ꎮ

一、总论:叶调的形成与界定

(一)叶调的家学渊源

叶嘉莹先生早年的读书经历ꎬ在«我的诗词道路» (１９９７)、«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 (２０１３)、
«叶嘉莹传»(２０１３)、«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２０１７)等传记作品中均有记述ꎬ其中包含了不少幼

年接触古诗文吟诵的情节ꎮ 叶调是在伯父母、父母皆喜吟诵、常吟诵的家族氛围中自然形成的ꎮ 潜移默

化的家庭熏陶具有长期性、重复性、高频次的教育特点ꎮ 叶先生于孩童时期即培养起对古诗文节奏韵律

的感性认知ꎬ加上带有自身吟诵特点的实践ꎬ随着阅读量的增加、人生阅历的积累使叶调逐渐定型ꎮ 也

就是说叶调的形成不是理论先行的教育ꎬ不是刻意为之的学习ꎬ而是在幼儿时期感性思维迅速发展的阶

段ꎬ自然而然快乐地习得了吟诵的技能ꎮ 通过吟诵学诗、写诗是正确、科学的传统方法ꎬ叶先生在不同场

合多次申明其重要性ꎬ“你们要像我这样学ꎬ肯定会作诗ꎮ 你不但要背诵ꎬ还要吟唱”①ꎬ并大力倡导“古
诗吟诵ꎬ可以从幼儿园就开始教”②ꎮ

(二)叶调的方言基础是北京方言文读音

据我们所知ꎬ吟诵界的“传统吟诵”基本上都是以汉语方言或文读音吟诵的ꎮ 根据叶先生自述ꎬ其
“先世原是蒙古裔的满洲人ꎬ隶属镶黄旗ꎮ 本姓纳兰ꎬ祖居叶赫地”③ꎬ即是与慈禧太后、纳兰成德同宗的

叶赫纳兰氏(或译叶赫纳拉氏)ꎮ 祖上仕于清廷ꎬ品阶甚高ꎬ数代定居北京ꎬ诗礼传家④ꎮ 叶先生在北京

方言的环境中度过了宝贵的青少年时期ꎮ 因此ꎬ带有“京腔”是叶调以普通话吟诵时独具魅力的语音特

点ꎬ体现着鲜明而有韵味的基础方言特色ꎮ
根据国家语言文字法ꎬ“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ꎬ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ꎬ以典范

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⑤ꎬ此定义已成为国民共识ꎮ 当前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吟诵ꎬ
笔者以为叶调的语音特点与国家语言文字法内涵完全一致ꎬ应明确定义为“普通话传统吟诵”ꎮ

(三)有关“叶调”的误解澄清

著名学者顾随先生与戴君仁先生都是叶先生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时期的授业恩师ꎮ 叶先生完整而

系统地聆听过顾随先生主讲的“唐宋诗”课程⑥ꎮ 戴君仁先生是叶先生大学一年级的国文老师⑦ꎮ ２０１４
年叶先生在 ９０ 华诞纪念活动的答谢晚宴上ꎬ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两件事ꎬ“一是继承弘扬了顾随先生的

诗学思想ꎬ二是继承弘扬了台湾大学戴君仁先生的传统吟诵”⑧ꎮ 此语一出ꎬ即在学界广泛流传ꎬ吟诵界

许多人据此以为叶嘉莹先生吟诵调是对戴君仁先生吟诵调的模仿性继承ꎬ这实在是一种误解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召开的“吟诗调学术研讨会”上ꎬ叶先生对此

有过明确的说明:

我的老师戴君仁先生吟诵ꎬ但是我不是他教的ꎮ 在我大学的时候戴先生也没有吟诵过ꎬ是我到

了加拿大以后ꎬ我叫我的学生去找戴先生录他的吟诵ꎬ我才拿到的ꎮ 我也没有跟顾随先生学过吟

诵ꎬ我听顾先生的讲很多ꎬ顾先生都是讲课ꎬ我所记的那个笔记上ꎬ就是他当年怎么讲ꎬ我就怎么记

的ꎬ但是里面没有吟诵ꎮ 顾先生从来没有在课堂上吟诵过ꎬ也许有的同学听过ꎬ但是我没有ꎮ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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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诵ꎬ是小时候ꎬ我的父亲和伯父ꎬ我听惯了ꎬ就觉得诗是可以这么念的ꎬ就这么念出一个自己的调

子来ꎮ 我跟我父亲的吟诵不一样ꎬ我父亲跟我伯父的吟诵也不一样ꎮ①

叶先生本人已讲得非常清楚ꎬ其吟诵源于家学ꎬ那又与戴君仁先生吟诵调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呢? 叶先生

对戴先生吟诵调的感悟也有过明确的记述:

当年我托台大柯庆明为我录制的那卷戴先生吟诗的录音带ꎬ一直被我珍重地保存着ꎬ而且

经常播放给我现在的学生们听ꎮ 虽然因当时录音的环境不够安静ꎬ录音的设备也不是专业的ꎬ效果

并不是很好ꎬ但戴先生吟诗的声音之苍劲
∙∙∙∙∙

ꎬ情感之深厚
∙∙∙∙∙

ꎬ韵味之醇正
∙∙∙∙∙

ꎬ至今仍是我所保存的吟诗录音

带中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吟诗风范的一卷ꎮ 至今ꎬ每当静夜清宵ꎬ我偶然聆听戴先生吟诗的录音时ꎬ
先生当年给我们上大一国文课时的音容笑貌ꎬ仍恍然就在眼前②

叶先生是以这种方式将戴君仁先生吟诵调传诸后人的! 对戴先生吟诵的赞美恰恰反映出叶先生对传统

吟诵的审美标准ꎮ 叶、戴吟诵调的异同点可归纳如下:虽然二者皆以国语吟诵ꎬ旋律却并不相同ꎬ但内在

节奏一致ꎬ均准确传达作品情意ꎬ尤其是传统“读书”状态的吟诵风格一脉相承ꎮ
实验表明ꎬ将唐文治先生(１８６５ － １９５４)、赵元任先生(１８９２ － １９８２)、戴君仁先生(１９０１ － １９７８)与叶

嘉莹先生数组吟诵音频不间断连续播放ꎬ大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却毫无违和感ꎮ 叶先生的吟诵风貌与

前代学者毫无二致ꎮ 正是这种不同地域、异代学者间吟诵声韵整体风貌的一致性ꎬ佐证了叶先生对正宗

传统吟诵的准确继承ꎬ以及在吟诵流派格局中承上启下的独特地位ꎮ
综上ꎬ我们界定如下:叶调ꎬ即以创始人叶嘉莹先生命名的传统吟诵调简称ꎮ 叶氏吟诵是根据叶赫

纳兰氏家学传统ꎬ按照不同文体的声律节奏特点ꎬ以带有京腔的普通话读诵和吟咏旧体诗文的读书与创

作方法ꎮ
(四)叶氏吟诵术语简说

叶氏吟诵理论涉及到许多术语ꎬ一般都没有严格的定义ꎬ有的术语跟语言学界通常的称法也不甚一

致ꎬ但这些都不影响叶氏吟诵理论的成立ꎮ 为便于后文论述ꎬ现将相关内容说明如下ꎮ
１. 音节与音步

在谈«诗经»的节奏时ꎬ叶先生说“中国的独体单音一定要注意把这个字结合起来ꎬ而把字结合起来

最短的一个单位就是两个字ꎮ 当然也可以三个字、四个字ꎬ但最短的一个音节就是两个字”③ꎮ 这个道

理是非常正确的ꎬ只是按照语言学规范的定义ꎬ一个汉字为一个音节ꎬ诗文中的两个汉字ꎬ即两个音节ꎬ
称为一个音步ꎮ 这里谈的实际是诗文音步的形成问题ꎮ 叶先生心里是明白的ꎬ只是所用术语并不专业ꎬ
谨望读者知悉ꎮ

２. 读诵、吟咏与吟诵

叶氏的“吟诵”实际上是“读诵”与“吟咏”两件事的合称ꎮ 读诵ꎬ上承«周礼»注“以声节之”的要

求④ꎬ即按照诗文音韵节奏发出声音地读ꎮ 吟咏ꎬ是附加音乐旋律地读ꎮ
３. 顿挫、声吻

“顿挫”与“声吻”都与节奏密切相关ꎬ是叶氏继承传统却又独到的理论术语ꎮ 顿挫ꎬ或可理解为传

统吟诵伴随着声调的抑扬起伏ꎬ在节奏点位置有规律的停顿ꎮ 声吻ꎬ导源于陆机的«文赋»与刘勰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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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雕龙神思»篇①ꎬ或可阐释为根据吟诵者对诗文意思的理解ꎬ伴随着节奏所体现出的情绪与语气ꎮ

二、叶调吟诵特点分析

本文从汉字读音、吟咏旋律、读诵节奏三方面来总结叶嘉莹先生的吟诵特点ꎮ
(一)汉字读音特色

叶先生对古诗文中异读字与入声字的处理ꎬ是叶氏吟诵的代表性特点之一ꎮ
１. 异读字的处理

据我们考察ꎬ叶氏与普通话读音不同的异读字ꎬ都有«广韵»反切依据ꎮ «广韵»的异读字学界通常

分两类ꎬ一类是同义异读ꎬ一类是别义异读ꎮ 其中同义异读ꎬ须根据格律来确定字音ꎬ别义异读则涉及多

种情况ꎮ 现分别举例说明如下:
⑴同义异读

是根据异读字在诗文声律格局中的位置ꎬ来选择读平声ꎬ还是读仄声ꎮ 例如“看”字ꎬ音义为“看ꎬ视
也ꎮ”«广韵»有两个反切:“①苦寒切ꎮ ②苦旰切ꎮ”②前一反切是平声ꎬ后一反切是去声ꎮ 折合成今音ꎬ
前一音读 ｋāｎ(阴平)ꎬ后一音读 ｋàｎ(去声)ꎮ 依据格律ꎬ叶氏读“看”为阴平的诗句ꎬ例如:

１) 今夜鄜州月ꎬ闺中只独看ꎮ (唐杜甫«月夜»)③

２) 横看成岭侧成峰ꎬ远近高低各不同ꎮ (宋苏轼«题西林壁»)④

３) 白发渔樵江渚上ꎬ惯看秋月春风ꎮ (明杨慎«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⑤

叶氏读“看”为去声的诗句ꎬ例如:

１) 若待上林花似锦ꎬ出门俱是看花人ꎮ (唐杨巨源«城东早春»)⑥

２) 终日看山不厌山ꎬ买山终待老山间ꎮ (宋王安石«游钟山»)⑦

３) 日常睡起无情思ꎬ闲看儿童捉柳花ꎮ (宋杨万里«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其一)»)⑧

⑵别义异读

Ａ. 第一种情况ꎬ即破读ꎮ
破读字不仅与声律格局中的平仄位置有关ꎬ更重要的是其词性随字音(通常体现在声调上)的改变

而改变ꎮ 如“思”字ꎬ音义为“思ꎬ念也ꎮ ①息兹切ꎮ ②又息吏切ꎮ”⑨根据两个«广韵»反切注音折合成今

音ꎬ音①读 ｓī(阴平)ꎬ做动词ꎮ 音②读 ｓì(去声)ꎬ做名词ꎮ 依照格律ꎬ叶氏读“思”为阴平的诗句ꎬ例如:

１) 举头望明月ꎬ低头思故乡ꎮ (唐李白«静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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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夜发清溪向三峡ꎬ思君不见下渝州ꎮ (唐李白«峨眉山月歌»)①

读“思”为去声的诗句ꎬ例如:

１) 今夜月明人尽望ꎬ不知秋思落谁家ꎮ (唐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②

２) 杨花榆荚无才思ꎬ惟解漫天作雪飞ꎮ (唐韩愈«晚春»)③

Ｂ. 第二种情况ꎬ读音不同ꎬ字义则完全不同ꎮ
此类异读字是根据意义来选定读音ꎮ 如叶氏读诵二例:
１)“还”字ꎬ«广韵»反切为“①似宣切ꎮ ②户关切ꎮ”④折合成今音ꎬ音①读 ｘｕáｎꎬ通“旋”解ꎮ 如晋陶

渊明«饮酒»“山气日夕佳ꎬ飞鸟相与还”⑤中的“还”字为此音ꎬ解为“盘旋”、“回旋”之意ꎻ音②读 ｈｕáｎꎬ
意为“回、复”ꎮ 如唐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白日放歌须纵酒ꎬ青春作伴好还乡”⑥ꎬ宋王安石«泊船

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ꎬ明月何时照我还”⑦等ꎮ
２)“乐”字ꎬ«广韵»反切为“①五教切ꎮ ②五角切ꎮ ③庐各切ꎮ”⑧折合成今音ꎬ音①读 ｙàｏꎬ作动词ꎬ

“喜爱”之意ꎮ 如«诗经周南关雎» “参差荇菜ꎬ左右芼之ꎮ 窈窕淑女ꎬ钟鼓乐之”⑨ꎬ此句中“乐”与
“芼”押韵ꎮ 音②读 ｙｕèꎬ作名词ꎬ“音乐”之意ꎮ 如白居易«琵琶行» “今夜闻君琵琶语ꎬ如听仙乐耳暂

明”ꎮ 音③读 ｌèꎬ作形容词ꎬ“喜悦”、“愉快”之意ꎮ 如战国屈原«楚辞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

离ꎬ乐莫乐兮新相知”等ꎮ
２. 入声字的处理

古汉语有平、上、去、入四声ꎬ其中上、去、入三声合称为仄声ꎬ古四声与今普通话的阴、阳、上、去四声

不完全相当ꎬ问题主要出在入声上ꎮ 我们知道ꎬ根据音韵学的定义ꎬ入声是具有[￣ｐ]、[￣ｔ]、[￣ｋ]三种塞

音韵尾(后来又进一步弱化为喉塞音 － ʔ)的音节ꎮ 现代汉语普通话里没有入声ꎬ是由于古入声字不但

失去了原来的辅音韵尾ꎬ而且声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ꎬ即已分别派入到今阴、阳、上、去四声中ꎮ 因此ꎬ若
以今普通话读古诗文中派入上声与去声的入声字ꎬ尚未改变其仄声属性ꎬ暂不影响诗文的声律格局ꎬ但
若以今普通话读派入阳平与阴平的入声字ꎬ则有违格律ꎮ 鉴于此ꎬ叶调将派入今平声的古入声字均改读

为短调去声ꎬ以还原其仄声属性ꎮ 这样的处理办法ꎬ并非叶先生的个人发明ꎬ而是承袭了北方私塾教学

的传统做法ꎮ 叶先生自述:

因为我从小就已习惯于背诗和吟诵ꎬ所以诗歌的声律可以说对我并未造成任何困难ꎬ我不仅

在初识字时就已习惯了汉字四声的读法ꎬ而且在随伯父吟诵诗歌时ꎬ辨识了一些入声字的特别读法ꎬ
例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首诗:“独在异乡为异客ꎬ每逢佳节倍思亲ꎮ 遥知兄弟登高处ꎬ遍
插茱萸少一人ꎮ”在这首诗中的“独”、“节”、“插”等字ꎬ原来就都是入声字ꎬ在诗歌的声律中应该读仄

声ꎬ但在北京人口中ꎬ这些字却都被读成了平声ꎮ 若依北京的口语读音来念ꎬ就与诗歌的平仄声律完

全不相合了ꎮ 伯父教我把这些字读成短促的近于去声字的读音ꎬ这样在吟诵时才能传达出那种声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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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感ꎮ ①

读诵古诗文ꎬ将古入声字临时改读为短调去声的方法ꎬ简便易行ꎬ科学合理ꎬ既不会影响普通话的学习与
应用ꎬ又还原了古入声字的声韵属性ꎬ这种方法对普通话与无入声方言区的学习者学习古诗文韵律普遍
适用ꎬ值得推广ꎮ 形成正确的读诵习惯ꎬ对提高古诗文写作的声律准确性ꎬ十分有效ꎮ

具体而言ꎬ叶氏对古入声字的临时改读分为句尾入声字读法与句中入声字读法两大类:
１. 在句尾或韵脚位置临时改读的古入声字ꎬ全部读为短调去声ꎮ 例如唐张九龄的«感遇»②:

兰叶 / 春葳蕤ꎬ桂华 / 秋皎洁ꎮ
欣欣 / 此生意ꎬ自尔 / 为佳节ꎮ
谁知 / 林栖者ꎬ闻风 / 坐相悦ꎮ
草木 / 有本心ꎬ何求 / 美人折!

此诗押入声韵ꎬ韵脚字是屑韵的“洁、节、悦、折”ꎮ “悦”字今音为仄声ꎬ不必改读ꎬ但“洁、节、折”三字都
是派入普通话阳平中的古入声字ꎬ用在句尾韵脚位置ꎬ叶氏一律改读为短调去声ꎮ

２. 句中入声字则未必全部改读为短调去声ꎮ 一种情况是处于句中非节奏点位置的入声ꎬ即五言的
第一、三字和七言的第一、三、五字ꎬ叶先生常作从宽处理ꎬ按普通话读音ꎬ不改读ꎮ 另一种情况是处于句
中节奏点位置ꎬ即五言的第二字和七言的第二、四字ꎬ入声字有时可长读ꎬ可拖腔ꎮ 这一点与赵元任先生
的读诵法一致ꎮ 赵元任先生曾以吴语吟诵李白«静夜思»中的“月”字为例ꎬ说明“其实有时吟诵也可以
把这种入声字略为拉长一点ꎮ”③需特别强调的是:五言的第四字与七言的第六字通常不是叶氏读诵的
拖腔位置ꎬ与当前其他吟诵流派明显不同ꎮ 这两个位置属于“三字尾”大节奏单位ꎬ在叶调中不独立ꎬ详
后文ꎮ

(二)吟咏旋律特色
根据音乐学理论ꎬ“在旋律进行中ꎬ由于音高的变化而形成的上、下起伏的线条ꎬ称为旋律线ꎮ 旋律

线和节奏是组成旋律进行的两个基本因素”④ꎮ 旋律线主要涉及旋律的上行、下行、级进、跳进、高潮点、
低潮点等问题ꎮ 对于“吟诵”而言ꎬ读诵时有节奏而无旋律ꎬ吟咏时才涉及到旋律问题ꎮ 此问题不是本
文论述的重点ꎬ无烦赘述ꎮ

１. 叶氏吟咏旋律分类:四类十八式
叶调与文体关系最为密切ꎬ可划分为吟诗调、咏词调、吟文调和读经调四大类ꎮ 每个吟调类内部再

综合考虑体式、旋律、风格三方面因素ꎬ又细分为若干吟调式ꎮ 今试将叶氏吟咏旋律特点归纳为表一ꎬ此
系笔者研究叶调的一得之见ꎬ敬请方家指正ꎮ

叶氏四大吟调类特点总括如下:
⑴吟诗调分为旋律固定型与旋律不固定型两种情况ꎮ 旋律固定型吟诗调最具规律性ꎬ可复制性强ꎮ
⑵叶氏提倡准确地读诵词ꎬ不主张“吟词”ꎬ仅部分“诗化之词”尚可吟咏ꎮ 详下文ꎮ
⑶吟文调与读经调虽针对不同文体ꎬ旋律不同ꎬ但字间节奏较快ꎬ旋律线相对平缓等特点是一致的ꎮ
２. 叶氏诗词吟调式特点分析
吟调式是旋律的声音格式ꎮ 同一调式的旋律可以“一对多”地吟咏同体式不同风格的作品ꎬ传达不

同的情绪ꎬ因此每篇作品的吟咏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ꎮ 也就是说ꎬ叶调旋律具有风格兼容性ꎮ 叶氏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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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归纳为两种情况ꎮ 第一种是旋律固定型ꎬ主要针对齐言诗而言ꎮ 四言体、五言古体和七言歌行调式

是叶氏最具代表性的旋律固定型吟诗调ꎬ可称为“叶氏古体诗三大调”ꎮ 第二种是旋律不固定型ꎬ适用

于杂言体、词体、文赋与经书的吟咏ꎮ 现各举一例说明如下:

表一:叶嘉莹先生吟调式一览表

(牛倩据叶嘉莹先生吟诵音频、视频资料制表)

吟调类

(４ 类)
时代 文体

吟调式

(１８ 式)
说明

(一)吟诗调

先秦

汉 －清

唐 －清

四言诗

楚辞

乐府诗

古体诗

近体诗

(１)四言体调式

(２)骚体调式

(３)楚歌体调式

(４)乐府体调式

(５)五言古体调式

(６)七言歌行调式

(７)平起五绝调式

(８)仄起五绝调式

(９)平起五律调式

(１０)仄起五律调式

(１１)平起七绝调式

(１２)仄起七绝调式

(１３)平起七律调式

(１４)仄起七律调式

(１５)五言排律调式

以«诗经»为例ꎬ间有杂言

“兮”字前后各六字ꎬ以«离骚»为例

“兮”字前后各三字ꎬ以«九歌»为例

以汉、唐乐府诗为例

以«古诗十九首»为例

以«长恨歌»、«琵琶行»为例

规则的近体诗吟咏旋律

以«西溪»为例

(二)咏词调 唐 －清 词 (１６)词牌调式 诗化之词尚可吟

(三)吟文调 先秦 －清 文赋 (１７)吟文调式 以«赤壁赋»为例

(四)读经调 先秦 经书 (１８)读经调式 以经书为例ꎬ如«论语»

⑴旋律固定型:齐言诗吟调式示例分析
叶调吟诗通常以四句或六句为一个旋律单元ꎬ循环往复ꎮ 吟咏时可根据内容与情绪ꎬ在高、中、低音

阶上有所变换ꎬ但旋律不变ꎮ 叶氏吟咏五言乐府诗的代表性旋律ꎬ以唐李白的«长干行»①为例分析如
下ꎬ以“ ｜ ”表示完整旋律单元的结束ꎬＡ 表示高音阶ꎬＢ 表示中音阶ꎬＣ 表示低音阶ꎬ括号内为衬字ꎮ

Ａ 妾发初覆额ꎬ折花门前剧(呀)ꎮ
Ｂ 郎骑竹马来ꎬ绕床弄青梅ꎮ
Ｃ 同居长干里ꎬ两小无嫌猜ꎮ ｜
Ａ 十四为君妇ꎬ羞颜未尝开ꎮ
Ｂ 低头向暗壁ꎬ千唤不一回ꎮ ｜
Ａ 十五始展眉ꎬ愿同尘与灰(呀)ꎮ
Ｂ 常存抱柱信ꎬ岂上望夫台ꎮ ｜
Ａ 十六君远行ꎬ瞿塘滟预堆ꎮ
Ｂ 五月不可触ꎬ猿声天上哀ꎮ
Ｃ(那)门前(的)送行迹ꎬ(就)一一生绿苔ꎮ ｜
Ａ 苔深不能扫ꎬ落叶秋风早ꎮ
Ｂ 八月蝴蝶黄ꎬ双飞西园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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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感此伤妾心ꎬ(我)坐愁红颜老ꎮ ｜
Ａ(你)早晚下三巴ꎬ预将书报家ꎮ
Ｂ 相迎不道远ꎬ(我)直至长风沙ꎮ ｜

叶氏吟咏此诗共分六个旋律单元ꎬ每个单元的旋律线走向是一致的ꎬ即同一个旋律在诗中循环了六次ꎮ
每个旋律单元内部都是由高音阶区向低音阶区下行的趋势ꎬ十分规整ꎮ 此旋律同样适用于五言古诗ꎮ

⑵旋律不固定型:杂言诗吟调式示例分析

叶氏吟调式是与诗文体式密切结合而自然形成的习惯性调式ꎮ 对于有固定格式、固定节奏的诗体ꎬ
其吟调式也相对固定ꎻ对于形式多变、节奏多变的诗体ꎬ其吟调式也随之而变ꎮ 以叶氏吟咏北朝民歌

«敕勒川»①为例:

Ａ 敕勒川ꎬＢ 阴山下ꎮ
Ａ 天似穹庐(啊)ꎬＢ 笼盖四野ꎮ
Ａ 天苍苍ꎬＢ 野茫茫ꎮ
Ａ 风吹草地见牛羊ꎮ ＋ Ｂ 风吹草地见牛羊ꎮ ＋ Ｃ 风吹草地见牛羊ꎮ

每句都是以高音开始向低音过渡的下行趋势ꎬ末句以相同旋律吟咏三遍结束ꎮ 但此诗的吟咏旋律未必

适用于其他乐府民歌ꎬ因为杂言诗每句字数不同ꎬ是难于用相同旋律吟咏的ꎮ
⑶词调式分析

关于词的吟诵ꎬ在“豆瓣时间”«以乐语教国子:叶嘉莹古诗词吟诵课»(后文简称“豆瓣时间”吟诵

课)节目第 ４９ 集ꎬ从音频 ３８″位置开始ꎬ叶先生做了非常重要的专门论述ꎬ转录如下:

词当时本来是配合音乐来歌唱的歌词ꎬ所以它跟诗有一个基本的不同ꎬ它不是整齐的五、
七言的句子ꎬ也没有那种规律的平仄节奏的循环ꎬ所以词不是吟的

∙∙∙∙∙
ꎬ词是唱的
∙∙∙∙

ꎮ 所以我们都说“吟

诗”ꎬ从来没有人说过“吟词”ꎮ 不过ꎬ也有少数的词的作者ꎬ像苏东坡ꎬ他是用一种作诗的ꎬ这种风

格来填写歌词ꎬ所以有些个这一类的词ꎬ我们还可以吟诵ꎬ而越是那音乐性强的ꎬ词的那种委婉曲折

的特色又强的词ꎬ是不能够吟诵的ꎬ只能够读ꎮ 否则的话你就要把当时的曲调、音乐找出来唱ꎬ没有

“吟”之一说ꎮ 所以现在对于李后主的词ꎬ我们基本上以读为主ꎬ就是要把这个词的长短错落的音

节那个美感ꎬ那种曲折委婉的情调读出来ꎬ而不是吟诵的ꎮ 

叶先生曾对词体演进做过专题研究ꎬ并将词划分为歌词之词、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三种类型②ꎮ 按照叶

氏词学体系ꎬ如要吟咏ꎬ也只能吟咏诗化之词中的部分作品ꎬ歌词之词与赋化之词通常是只诵不吟的ꎮ
对于可吟咏的部分词作ꎬ其调式是非常丰富的ꎮ 叶先生对此有过如下论述:

有很多朋友问我ꎬ说叶先生你读词跟别人读词不一样ꎬ你跟谁学的? 我没有跟谁学习ꎮ 我的老

师并不这样读词ꎬ我家里人也不这样读词ꎬ是我自己尽量按照每一首词的平仄来读ꎬ只要把一首词

里平仄的美感读出来ꎬ我就自然觉得它有一种音乐的美感ꎬ我只是本能地要把它音乐的美感读出

来ꎮ 尤其是词跟诗还不一样ꎮ 诗有一个基本的调子ꎬ比如五言的调子ꎬ七言的调子ꎬ词不是这么简

单ꎬ词有好几百个调子ꎬ我每个都跟谁学呢? 所以说你只要懂得诗词的这种音乐性ꎬ懂得平仄的格

律ꎬ知道它基本的骈散顿挫的变化ꎬ你读的时候ꎬ就能把那种美丽的声音读出来ꎮ 这是一种本能的ꎬ
自然而然就应该如此的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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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词旋律依词牌而变ꎬ同一词牌吟调式相近ꎬ细节有微调ꎻ不同词牌吟调式必然不同ꎮ 文赋与经书吟咏

也是如此ꎬ其内部自有近似的旋律格局ꎬ但每篇又不全然相同ꎮ 因此ꎬ叶氏似“有法”又似“无法”的吟调

式ꎬ恰恰体现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吟诵境界ꎬ思接千载与古人诗心遇合ꎮ 仿学叶调ꎬ无论读诵ꎬ还
是吟咏ꎬ声音“形似”已殊为不易ꎻ若要形神毕肖ꎬ得其“神髓”ꎬ非国学功力深厚者不能为之ꎮ

(三)读诵节奏特色

１. 关于近体五、七言诗ꎬ叶氏按“三字尾”大节奏读诵ꎬ不按小节奏读诵ꎮ
关于近体五、七言诗的节奏ꎬ学界有大节奏、小节奏之说ꎮ 区别主要表现在近体五、七言诗的后三字

上ꎬ通称“三字尾”ꎮ 将“三字尾”分为两个音步加一个停顿节奏式的ꎬ是一派学者的看法ꎻ将“三字尾”
视为一个完整音步的节奏式ꎬ则是叶氏的特色ꎮ 现将两种节奏式表列如下:

表二:叶氏“三字尾”读诵节奏表

诗体 理论节奏 诗例 叶调节奏 诗例

五言

２ － ２ － １ 众鸟 /高飞 /尽ꎬ孤云 /独去 /闲
２ － １ － ２ 危楼 /高 /百尺ꎬ手可 /摘 /星辰

２ － ３ 别来 /沧海事ꎬ语罢 /暮天钟

２ － ３
众鸟 /高飞尽ꎬ孤云 /独去闲①

危楼 /高百尺ꎬ手可 /摘星辰②

别来 /沧海事ꎬ语罢 /暮天钟③

七言

２ － ２ － ２ － １
何当 /共剪 /西窗 /烛ꎬ
却话 /巴山 /夜雨 /时

２ － ２ － １ － ２
乱花 /渐欲 /迷 /人眼ꎬ
浅草 /才能 /没 /马蹄

４ － ３
晴川历历 /汉阳树ꎬ
芳草萋萋 /鹦鹉洲

２ － ２ － ３

何当 /共剪 /西窗烛ꎬ
却话 /巴山 /夜雨时④

乱花 /渐欲 /迷人眼ꎬ
浅草 /才能 /没马蹄⑤

晴川 /历历 /汉阳树ꎬ
芳草 /萋萋 /鹦鹉洲⑥

叶氏吟诵与王力先生的诗词节奏理论⑦完全吻合ꎮ 褚斌杰先生对此问题也有过明确的阐述:“从音
顿看来ꎬ五言诗的音顿ꎬ一般是上二下三ꎬ七言诗的音顿ꎬ一般是上四下三ꎮ 这可以说是无论古、近
体诗都遵守的内在规律ꎮ”⑧五、七言诗的三字尾在理论上可划分为 １ － ２ 或 ２ － １ 两种情况ꎬ如果一定要
细划叶调的“三字尾”ꎬ与理论节奏相同ꎬ也是能划得出来的ꎮ 但叶调“三字尾”中间这个微小的停顿或
拖腔ꎬ在读诵节奏上通常要比理论节奏连贯得多ꎮ 而且叶先生自己在谈到读诵节奏时ꎬ常常将五言划为
２ － ３ 节奏ꎬ七言划为 ２ － ２ － ３ 的节奏ꎮ 如在“豆瓣时间”吟诵课第 ３ 集 ４′３７″位置开始ꎬ叶先生说:“五言

诗五个字ꎬ它的停顿就有两种可能ꎬ可以是 ２ － ３ꎬ可以是 ２ － ２ － １ 的停顿ꎮ 七言就成为 ２ － ２ － ３ 的

节奏ꎮ”并不是说叶调的读诵节奏与理论节奏完全不同ꎬ而是希望说明“三字尾”节奏是叶调最常用的读
诵方式ꎮ 将“三字尾”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ꎬ对三字尾内部不再做切分ꎬ这是非常重要的读诵节奏观念ꎮ
迄今尚未引起吟诵界足够的重视ꎬ亦未有专文探讨ꎬ更是诸多叶调学习者不得要领的关键ꎮ 本文对此加
以强调ꎬ亟有必要ꎮ 综上ꎬ无论是王力先生、褚斌杰先生的论述ꎬ还是叶嘉莹先生的读诵ꎬ都格外强调三
字尾的不可拆分性ꎬ足见这是正宗传统读诵世代相沿的读法ꎬ是与当今其他流派按小节奏单位吟诵的显
著区别ꎮ “三字尾”音步整体观是叶调最鲜明的特点之一ꎬ也是叶调作为传统吟诵最重要的标志ꎮ

另外ꎬ诗例中如“众鸟高飞尽ꎬ孤云独去闲”、“危楼高百尺ꎬ手可摘星辰”ꎬ按照理论节奏 ２ － １ － ２ꎬ
叶调的读诵节奏若细划为 ２ － １ － ２ 理论节奏亦可ꎬ但音频中间的 １ 节奏是由于语义强调造成的ꎬ不宜视
为特意停顿ꎬ并不影响叶调“三字尾”读诵规律的成立ꎬ特此说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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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吟诵节奏与语法结构不一致时ꎬ叶调服从吟诵节奏ꎮ
叶氏强调“讲解按照文法ꎬ读诵按照格律”①ꎬ“即使当文法上之结构与此种顿挫之结构发生了矛盾

时ꎬ讲解时虽可依文法之结构ꎬ但在吟诵时却仍必须依顿挫之结构”②ꎮ 这种情况在诗与词中均不乏其
例ꎬ如下表:

表三:特殊语法结构与叶调吟诵节奏对照表

编号 特殊语法结构 叶调吟诵节奏

⑴ 名 /岂文章著ꎬ官 /应老病休 名岂 /文章著ꎬ官应 /老病休③

⑵ 近寒食 /雨 /草萋萋ꎬ著麦苗 /风 /柳映堤 近寒 /食雨 /草萋萋ꎬ著麦 /苗风 /柳映堤④

⑶ 七八个星 /天外ꎬ两三点雨 /山前 七八 /个星 /天外ꎬ两三 /点雨 /山前⑤

对于例⑴与例⑵的情况ꎬ王力先生这样解释这个问题:

在节奏单位和语法结构发生矛盾的时候ꎬ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语法结构ꎮ 事实上ꎬ诗人们也是这

样解决了矛盾的ꎮ
当诗人们吟哦的时候ꎬ仍旧按照三字尾的节奏来吟哦ꎬ但并不改变语法结构来迁就三字尾ꎮ⑥

这段话的意思是写诗的语法与吟诵的节奏互不干扰ꎬ即写诗的时候可以不考虑三字尾ꎻ而吟诵的时候也

不必考虑语法ꎬ按三字尾节奏来读ꎬ依旧是好听的ꎮ 例⑶是辛弃疾的词«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ꎬ仍是

以二字拍为一个音步来读诵ꎬ与诗是同样的道理ꎮ 另外ꎬ王力先生在«诗经韵读»一书中提出了大、小停

顿说⑦ꎬ指出有韵处为大停顿ꎬ此说亦适用于近体诗押韵与节奏的关系ꎬ值得注意ꎮ 因此ꎬ叶氏不受特殊

语法结构影响ꎬ服从吟诵节奏的处理方法是科学有据的ꎮ

三、结语

传统吟诵作为一种历史现象ꎬ是中国古代文人在旧时审美理念下ꎬ集体创造并世代相沿的读书与创

作方式ꎮ 在审美趣尚迥异于前的今日ꎬ我们格外珍视叶调ꎮ 它不仅留给世间正宗传统吟诵的范式ꎬ也留

给后人探索与发展的空间ꎮ 在此强调如下三点:
第一ꎬ本文全面总结了叶调特点ꎬ将叶调首次理论化、系统化ꎬ归纳出四类十八式吟咏调框架ꎬ填补

了该领域研究空白ꎮ 我们提出“普通话传统吟诵”的概念ꎬ即以叶调为主要代表ꎮ
第二ꎬ我们认为读诵可分为宽式韵读与严式韵读ꎮ 叶氏读诵属于宽式韵读ꎬ但我们更推荐严式韵

读ꎬ因其特点有三:⑴对派入今平声的古入声字ꎬ不论是否在节奏点位置ꎬ全部临时改读为短调去声ꎮ ⑵
平仄两读字恪守格律定音ꎮ ⑶更尊重源于«广韵»读音的现代今读ꎮ 这或可更尊重吟诵传统ꎮ 至于节

奏、声吻等方面ꎬ严式韵读与宽式韵读均一致ꎮ
第三ꎬ本文充分肯定了叶调的精华与长处ꎬ但并不意味着其体系完美无缺ꎬ掌握叶调确实具有一定

难度ꎮ 为此ꎬ我们首次提出“叶氏古体诗三大调”的概念ꎮ 此三调旋律相对固定ꎬ可作为学习叶调的入

门调式ꎮ 作为叶调研究者ꎬ科学地阐释与推广叶调ꎬ使之得到正确的继承ꎬ是我们的责任ꎬ也是撰写本文

的初衷ꎮ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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