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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诗歌作品除了言语精炼、 意象突出等本质特征之

外，一个重要的本质特征便是诗歌音乐性。 原因在于，从源头

上看，中西诗歌界均认为诗歌与音乐是一起诞生的，具有相生

性与共生性； 还在于诗歌后来发展路程中虽与音乐逐渐分离

但保留并发展了音乐特征， 这一特征成为诗歌与其它文体的

区别性特征之一。 诗歌音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

面反映在语音方面，具体为押韵与节奏；第二个方面表现在语

义方面，具体为对生存空间的暗示和描绘。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任何层面上的音乐性缺失，都会导致诗歌美感的严重匮乏。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共收录诗歌 154 首， 其中 152 首为

十四行体、1 首为十五行体、1 首为十二行体，这样诗集中就呈

现三大体式， 以十四行体为主体， 而十五行体和十二行为变

体，展现了丰富多姿的体式。 张少雄教授认为这三种体式虽然

诗行数量不拘，但均为十四行，因为“十四行诗不一定为十 四

行，而是以十四行为主的抒情短诗。 ”[1]（P32）莎诗音乐性在这

样丰富的诗歌体式中得到了充分释放的空间。

1 跳跃音符

1.1 庞杂音韵

押韵是相同或相似的音在诗行中的有规则的重复， 这种

重复能起到鲜明的音乐效果。 一词与另一词在句尾押韵便会

让读者感到事物的圆满。 诗中的押韵可以使诗句更加婉转动

听，前后呼应，相互回荡，使得诗篇浑然一体；而读者则更能产

生美的共鸣。
莎诗中主要出现了三种押韵方式。 首先是尾韵。 莎诗有

152 首的尾韵韵式为 abab cdcd efef gg，1 首为 ababa cdcd efef
gg，1 首为 aa bb cc dd ee ff。 这三种不同的尾韵韵式把莎诗紧

凑地连接了起来。 诗歌尾韵全是阳韵，听起来强劲有力；有的

诗歌尾韵全是阴韵，听力来安静缓慢；亦有诗歌尾韵是阴阳韵

结合体，产生一种独特的音乐效果。 这样的尾韵格局也构成了

西方诗歌独特的“二元韵式”，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音乐张力。
其次，为了避免尾韵在一定程度上的单调性，莎翁运用了行间

韵与尾韵结合的方式来营造诗歌音乐效果。 如在第 8 首中，“-
ing”与众多词语成了行间韵与尾韵。 这样的交错效果将读者带

入了一个音乐世界。 然后是在中古英语诗歌中大量使用并延

续到文艺复兴时期诗歌的头韵， 它不仅蕴含了语言的音乐美

和整齐美，使得语言声情交融、音义一体，而其具有很强的 表

现力、感染力。如第 12 首的第 1 行中[k]与[t]交替重复构成的头

韵，使时间意象“钟”顿时在读者脑海中浮现。 读者隐约听到阵

阵钟声，因为[k]与[t]的重复犹如钟工作时发出的声音。 莎诗中

几乎每个诗节都有一至两处头韵现象。 英国文体学家利奇把

辅音按强度由小到大的次序分了四部分：“流音、 鼻音和送气

音、塞擦音、爆破音”[2]（P 98）；每类均能表达一定的音乐美感。
若按照利奇的观点纵观莎诗不难发现头韵出现的频率几乎覆

盖了上述在柔和与刚硬区间的四类辅音。 吟诵莎诗便感时而

柔情似水，时而激情洋溢，犹如七弦琴弹出的甜美音乐，让 人

流连忘返。 至于其它形式的音韵模式，如元韵、和韵、眼韵等，
在音乐效果上不如尾韵、头韵等效果明显，但也为莎诗音乐性

增添了光彩，如第 25 首 的 第 14 行 中“remove”与“removed”构

成的元韵就使读者回味无穷。
简言之，语音的回响反复激发了读者的听觉，使其产生象

征性联想，充分显露了诗歌语言音乐性。 然而，莎诗音韵庞杂

虽不会让读者感到厌倦单调， 但有时过多的变化让读者感到

迷茫、无所适从。

1.2 抑扬张弛

在语音层面上，除去音韵安排产生的诗歌音乐效果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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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借助于重音与轻音的安排，即节奏，来控制思维流动的速度

与进程。 在英诗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诗人通过自创或引进先后

出现了重音节奏体系、重音音节节奏体系、音节节奏体系、音

长节奏体系。 在重音音节节奏体系下，重读与轻读的不同组合

方式共有 20 多种常见的又抑扬格、抑抑格、扬抑格、扬扬格。
而莎翁恰运用了这四种组合方式来进行诗歌创作。

抑扬格， 由于其最接近英语语言的自然节奏且能表达深

沉的思想、静寂的思索等思想跳跃的音符，所以在莎诗中占据

主体地位。 这样吟诵莎诗无不感到柔和流畅。 为了更准确地表

达诗人心声，莎翁也使用了一定的变格，正如艾略特所说“某

种平易的格律的幽灵，应当潜伏在最自由的诗的花毯后面，当

我们昏昏欲睡的时候它驱使我们；当我们惊醒之时，它又悄然

隐退去。 换言之，只有当自由在人为地限制时才是真正意义上

的自由。 ”[3](P 45)扬抑格、扬扬格、抑抑格在合适的音步上就替

换了抑扬格。 如第 1 首中，扬抑格分别出现在第 3、5、6、7、13、
14 行。一般说来，扬抑格暗示诗人思维突转，语气变化。经过前

两行的平稳叙述，第 3 行行首的扬抑格瞬时令读者为之一震，
意识到变化的到来。第 5 行行首扬抑格的出现更是呼应了第 3
行，突出了诗人思维的跳跃感。 扬扬格一般来说是可以减缓语

速，营造凝重氛围。 如第 3 首的第 14 行行首的扬扬格就如打

破寂静的军鼓，令人侧耳细听，仿佛全宇宙都等待下一步该怎

么运转。 这一切，只为在读者脑中抽离出一片真空，好让读者

能在这刹如永恒的寂静里，听见诗人的心。 与扬扬格相反的正

是抑抑格，它可以加快语速，营造轻快气氛。 两者常结合起来

使用， 造成时而轻快活泼时而凝重沉闷的抑扬张弛的音乐效

果。 莎翁尽全力对沉默的抑抑格、独断的扬扬格、活泼的扬抑

格综合使用以实现最不自由中的极大自由。 第 116 首是莎翁

这一理念实践的产物。 在该诗中，扬扬格出现了 13 次，扬扬格

6 次，扬抑格 5 次。 第 1 行行首的“Let me not to”是一个扬抑格

加抑抑格的组合这一组合在莎诗中是很罕见的， 因为以这样

的组合开头很容易颠覆一抑扬格为基础的十四行诗。 在第 11
行中，扬扬格出现了 2 次，抑扬格 1 次，诗人之所以采用如 此

大幅度的变格就是诗人思维跳跃的结果。
种种变格现象是诗人思维起伏变动的真实记录， 是诗人

思维跳跃谱成的音符。 这所带来的诗歌音乐感与语音复现带

来的音乐感共同构成了诗歌音乐性的第一个层面。

2 生命空间

诗歌中， 节奏与韵律是诗歌音乐性从物理时间向音乐时

间转换的物质因素， 但并不是具备韵律和节奏的语言组合都

是诗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打油诗，因为它不具备诗歌语言为

音乐情绪的弥漫所提供的空间。
文艺复兴时期诗歌是古人的生存 在 语 言 上 的 真 实 投 射，

是与古人生活世界高度统一的， 因此可以说每首莎诗都是一

个玲珑精致的宇宙，一个诗意空间，一个对生存空间的暗示和

描绘。 当莎翁内心的旋律隐秘地响起时，他的生命将像洪钟一

样与整个宇宙一起鸣响。 诗人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娓娓道来就

如一支交响乐，呈现出心灵的乐曲。 这种情绪的传达既通过词

义的所指来表达，也通过情绪本身来彰显。 那么就存在一个先

验的诗歌音乐结构，该结构既呼唤词义，栖身于中，又使词 义

摆脱其物质外壳回归先验诗歌音乐结构。 词义按照诗人心中

的先验诗歌音乐结构排列组合转变为带有音乐情绪的意象空

间，成为神韵流动的情感空间。 诗人的情绪蔓延到诗歌各个角

落，诗歌被赋予了生命，成了生命空间。 诗人情绪的消涨这内

在的节律便构成了诗歌音乐性的第二个层面。 纵观诗集，诗人

情绪时而激情澎湃，时而悲悲戚戚，几消几涨，演绎成一只 萦

绕耳际的变奏曲。

3 结束语

诗意空间的充盈需要诗歌从内到外音乐性的配合。 莎翁

也意识到这一点， 并在诗歌创作中对诗歌音乐性进行两个层

面真挚的追求，达到了跳跃的音符悦人双耳，婉转的心声取人

心智的极佳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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