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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控制漫谈
唐诗格律是社会遗传优化的结果
夏小华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工程、建筑环境和信息技术学院

一、序

或者搭句。还有仄起首句入韵式(DBCD)、平起首

唐诗（近体诗）的规则有押韵、对仗、黏

句不入韵式(CDAB)和平起首句入韵式(BDAB)。

连、平仄四个元素。押韵和对仗规则在唐之前就

标准式某些字的平仄发生改变可以产生不同

基本形成了。唐诗对黏连和平仄有了更严格的要

的模版。例如第一句的第1个字由仄变为平，即此

求 。现以五绝为例。五绝标准模板有下面的四个

字拗的情况，也是多见的。而第一句的第2个字

句式（每句前面的记号是本文的新分类，后面括

变为平的模版是很少见的。这就是初学者所知的

号里的记号是以前已有的记号[2]。）：

“一三不论，二四分明”。但不标准的句式在浩

[1]

A1: 仄仄平平仄（A1）

瀚的近体诗中比比皆是。哪些可以用，哪些不能

B1: 平平仄仄平（A2）

用，一千多年来，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C1: 平平平仄仄（A3）

为准确起见，本文把任何与A、B、C和D四

D1: 仄仄仄平平（A4）

个标准句式以外的平仄变化称为拗字，而任何次

这是仄起首句不入韵式(ABCD)。平仄上每句

序在四句ABCD，DBCD，CDAB和BDAB之外的

的第2个和第5个字的平仄必须固定，第2，4个字

句式称为出黏。本文只讨论五绝的律和黏问题，

称为诗的节奏点，平仄不能随意变化。四句的节

最后给出出律的严格判据。仄韵五绝，四，五，

奏点是：-仄-平-、-平-仄-、-平-仄-、-仄-平-。由

六，七绝和七律也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不过讨论

于平仄相对，第二句称为第一句的对句，第四句

清楚平韵五绝是根本。

称为第三句的对句，而第三句称为第二句的连句

用数学方法可以算出，五言句的全部平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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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32种。按说用穷举法不难列出全部可以用的

汉朝三公九卿制度建立，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在

平仄组合。事实上，目前所见最好的一个办法正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达到了顶峰。后来历代种姓制

是先穷举，后分成四类15种可用句式，其他17种

度在中国一直以某种形式存在或留有痕迹。例如

[2]

就是病句 。基本上所有前人的研究方法都是统

元怱必烈的四等人制，各朝代的户籍制度，以及

计法，顶多结合一些文学惯例。格律诗的初学者

后来的黑红五类和户口制度。但不同于印度，中

都知道，“三连仄”，特别是“三连平”和“孤

国到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确立，种姓制度基本瓦

平”，是格律诗的“禁忌”。还有就是小拗不补

解，王公贵族阶级的特权大大削弱。理想的种姓

或本句自补，大拗对补，特拗特补等等一系列惯

制度大概只能付与文字。唐诗的格律形成于这个

例与例外所构成的格律诗基本理论。再有经验的

时代大概也就可以从社会学来理解了：只有在诗

诗人写格律诗也时常犯“拗错”，要不就尽量避

中，完美的种姓制度才能真正建立。

开拗句。
传统的观点和分类做法不利于类举，更是不

种姓一词有时也用来描述蜜蜂、蚂蚁等非人
类动物的社会习惯[3]。

能用于理解古人那么做的原因，也最终没能解释

另一个有关的概念是优生。优生学

为什么病句还在或多或少地被应用着。现有文献

（eugenics）是研究如何改良人的遗传素质、产生

中也未见对传统分类模板的讨论和统计。

优秀后代的学科。优生学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人类

本文的观点是：格律的形成是千百年来诗人

遗传学。优生学一词由达尔文的堂弟英国博物学

们优化选择的结果。其根本原理是社会学、遗传

家高尔顿（Francis Galton）于1883年首创。但优生

学和优生学的几个简单的法则，而手段就是近体

的概念和实践也早与人类相伴，柏拉图早在公元

诗历史无情的自然筛选。因此，本文的方法不同

前400年就建议选择性配种（selective breeding）。

于所有前人的方法，试图找出格律词的基本原理

优生学有两个任务：一是增进有关人类不同特征

（first principle）。

遗传本质的知识，并判定这些特征的优劣和取

二、社会学和遗传学简引
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开始就伴随着对人种优劣
的认识和优生的实践。种姓（Caste）是一种社会
阶层制度，其根本特点是人种分类，通过婚姻、
继承的方式传承某一特定阶层的生活方式。各个
阶级都有不可僭越的礼法，包括衣食住行各个方
面，都要严格遵守符合阶级地位的规范。贵族阶
级与底层阶级也常被禁止通婚，他们的地位和职
业世袭罔替，社会阶级固定，难以改变。最典型
的例子是印度种姓制度将印度社会的人们严格地
划分成不同的组别，这一习俗从古时一直流传至
今。中国古代的种姓制度可以追溯到《周礼》。
经过三代的分封制和周礼儒学的系统发展，到

舍；二是指出改进后代遗传素质的方案。随着现
代公共卫生技术和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优生的
方式和方案有许多选择。但优生学关于人类优劣
本质和特征的定义往往伴随着伦理学的挑战。
遗传学的原理用于其他科学领域进行优化计
算方兴未艾，也正是目前人工智能中热门的话题
[4]

。把优生学的原理应用到唐诗的格律优化上是理

想世界完美化的另一个尝试。
遗传学的显性原则和三大基本定律是孟德
尔、摩尔根于1856-1864年期间提出来的。三大
基本定律分别是基因分离定律、基因自由组合定
律、基因连锁和交换定律。这远远发生在唐诗格
律的优化之后。在这之前，人类对种姓和优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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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优选、优生和优配原则上。我们将选用这些简单

2）优选原则

的社会和遗传原则来揭开古人格律诗形成中的思

优选第一条是“嫡出子”选择原则：保留本

辩秘密。读者也请自行判断何处具体运用了哪个

家种姓遗传纯洁不变，而在下世代中发生遗传因

遗传学原则和定律。

素变化最大的优选为“嫡出子”。从句式上，也

三、格律的优分、优选、优生和优配论
下面逐一介绍这四个原则，它们的社会和遗
传学根据，以及它们怎样优化句式并最终得到诗
人们最推崇的四类15种句式。

就是，第1、2位平仄不变，而在第3、4位上平仄
变化最大的。
对于后、夫、妻三家BCD，“嫡出子”分别
唯一是：
B3: 平平平仄平（B2）

1）优分原则

C3: 平平仄平仄（C4）

可以形象地把标准五绝的前两句称之为皇，

D3: 仄仄平仄平（D3）

分别是帝家A和后家B，把后两句称之为民，分别

而对于帝家A，下面两句式

是夫家C和妻家D。它们的分类是严格的。帝夫妻

A5: 仄仄平仄仄（D1）

三家按照其第2个和第5个两个字的平仄，而后家B

A6: 仄仄仄仄仄（D2）

更严格地按照其第2个、第4个和第5个三个字的平

的遗传因素变化都到达了最高级。故帝家设有两

仄入选。

个“嫡出子”。这反映了帝家既想要保持遗传纯

如果把每一句的第1、3、4个字形象地理解为

洁性，又想要遗传多样性(diversity)和最大的发展

遗传学的本、儿F1、孙F2三个世代，第2、5个字

机会。这正是摩尔根基因连锁和交换定律的应

用来对本世代和孙世代的遗传素质刻划，应该可

用。

以领会这个家族种姓分类制度的某些原因。根据

B3最好地保持了后家B的遗传纯洁性和多样

孟德尔的基因分离定律，孙F2代中三倍于隐性因

性。后家B还是与民家有区别。优选第二条专为

子遗传表达显性因子，或种姓遗传素质。

“表公主”而设，即择优选入：

这种基于种姓贵贱分类的严格性还表现在，
遗传变化只允许在家族种姓之内发生。

B2: 仄平平仄平（C3）
它的身份配得上帝家任何遗传组合。

基于优分原则，下列句式不被推荐，因为它

历来关于拗句和拗补是格律诗最复杂和最诡

们不能划分到任何一个种姓内。不被推荐的句式

秘的事情之一。注意，B2是所谓的小拗，因为遗

也称为病句。

传变化，即拗的地方都不是在第2和第4位的节奏

平平平平平（G1)

点上。B2已在句内拗补，通过第3位改为平避免了

仄平平平平（G2）

孤平（见3.1）。A5和A6称为大拗，因为拗发生在

平平仄平平（G4)

帝家的第4个节奏点上，需要对句拗补。在下面优

仄平仄平平（G6)

配原则中再介绍怎样对它们对句拗补。C3和D3称

上面四句不但有拗字，任何一句用到五言诗

为特拗，因为都有大拗，并且都已经在第3位进行

中也出黏了。为区别起见，这四个句式被称为黏

了句内拗补。优选原则是用来解开（句内）拗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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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的第一把钥匙。

仄仄仄仄平（G0）

3）优生原则

平仄平平平（G3）

优生原则对各家都适用，遗传因素考虑少，

仄仄平平平（F3）

纯粹是社会学考虑多。包括三条：

其中（G3）是第二次出现。

3.1）不允许“孤平”：即“仄平仄- - ”的句

为什么会引入这一条的原因是不明显的。但

式。由于优分原则，这一条只对后家B和夫家C适

无外乎是社会学上考虑为了减少社会集体意识的

用。

风险，或许是遗传学上的考虑为了增加民间的遗

帝家A对后家B和夫家C的头两世代的“男丁
相传”是敏感又压制的。
这样，下面三个句式不被推荐：

传多样性。
由于最后一条优配原不涉及句式的去留，其
他幸存剩下的句式或基因变化是

仄平仄仄平（F1）

A2: 平仄平平仄（B1）

仄平仄仄仄（G9）

A3: 仄仄仄平仄（C1）

仄平仄平仄（E3）

A4: 平仄仄平仄（C2）

3.2）非嫡出民不传出二世代，皇不传出三世

C2: 仄平平仄仄（B3）

代。即除“嫡出子”外，民家都不允许两个或两

D2: 平仄仄平平（B4）

个以上的世代遗传变化，而帝家也不允许三个世

为区别起见，A3和A4是帝家至多二世代发生

代的遗传变化。
这样，下面九个句式不被推荐：

了遗传变化，拗在非节奏点上，诗论中称之为半
拗。我们把它们特别称之为“次出子”。

平仄平仄仄（E1）

总结一下，帝家A存六个句式A1-6，包括两个

平仄仄仄仄（E2）

“次出子”、两个“嫡出子”A5, A6，后夫妻三家

仄平仄仄仄（F1）

各存三个句式B1-3, C1-3, D1-3，各包括一个“嫡出

仄平仄平仄（E3）

子”B3, C3, D3。它们都是被推荐的句式。

仄平平平仄（G7）
平仄平平平（G3）

任何在这15个句式以外的平仄变化称为出
律。

平仄仄仄平（G8）

4）优配原则

平仄平仄平（E4）

优配原则是遗传优化的最高级别。它要求帝

注意（F1）和（E3）是第二次出现。这一条

家“嫡出子”A5和A6只能用后家“嫡出子”B3来

对帝家自己种姓也同样适用。可见无毒不丈夫，

配，即帝家两个大拗句式“嫡出子”只能在对句

帝家种姓也不能有任何遗传缺陷。

中用后家“嫡出子”来对拗补。帝家“次出子”

3.3）民变连不多于三，即除了标准句式本身
外，不允许三个或三个以上的连平或连仄。

若要救补，必须对句中至少是“表公主”B2来
配，即可用“表公主”B2和后家“嫡出子”B3来

这样，下面五个句式不被推荐：

配。对于民家，妻家的“嫡出子”D3能也只能用

平平仄仄仄（F2）

来配夫家的“嫡出子”C3，即妻家“嫡出子”D3

平平平平仄（G5）

只能用出句夫家“嫡出子”C3来特拗补。并且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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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嫡出子”只能用来做对拗补，而不能单独使

择有4×3+2×1=14种，C、D两句有3×2+1×1=7

用，故称为特补。夫家“嫡出子”C3单独使用不

种，所以一共有98个不同的最优模版。平起首句

受限。优配原则是用来解开（对句）拗补密码的

不入韵式五绝也有98个不同的最优模版。仄起首

第二把钥匙。

句入韵式五绝只有三类句式，所以只有42个不同

如此优配原则在当今社会也还在以某种形式
出现，其原因既是社会学的也是遗传学的。
5）小结
用一首标准句式的五绝来总结上面的遗传优
化原则：
帝后夫妻定，
孤平但表生。

的最优模版。平起首句入韵式也只有三类句式，
所以应该有84个不同的最优模版。其他的模板要
么出律要么出黏。这里的讨论和计算是假设了妻
家D的“嫡出子”不能单独使用的。这个假设在
格律诗界是有争议的（关系到孟浩然的《宿建德
江》是不是五绝！）。如果能单独使用，上述计
算结果要相应变化。

连传需受限，

四、跋

拗对嫡从并。

特别要注意本文的分析中并没有说不标准的

从以上对病句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孤平(E3)

句式完全不能用，它们只是在这四个简单的遗传

和(G9)第三句中的孤平，(G9)也是三连仄，三连平

原则中不被推荐。许多诗人都有使用不标准或者

(G3)分别被排除过两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它们是

出律的诗句，“不以辞害意。”李白怎么写都

格律诗的大忌。其实，(G1), (G2), (G4), 和(G6)，还

对，你我用了就是病句。李白的那首传诵千古、

有 (E2), (G7), (G8), (G9)等，都至少不符合两条以

中外皆知的名诗《静夜思》

上的优化原则，也是诗家的大忌。而对于第二句

床前明月光，

中的孤平(F1)只被一次排除，相对的忌讳应该要少

疑是地上霜。

一些。还有几个三连平、三连仄，甚至四连平、

举头望明月，

四连仄 ((F2), (F3), (G0)和(G5)) 也是这样。不知道

低头思故乡。

能不能从前人留下的诗作中印证。

如果是我写的，你一定会找出至少两个病

本文比传统基于格律诗基本理论的分类还
具有其他优越性。传统上虽然对“平仄平仄仄

句，还有一句是大忌孤平（E3），还出黏。最好
的理解是李白写的并不是五言绝句。

（E1）”和“平仄平仄平（E4）”是不是能用存

诗圣杜甫并不认为“三连仄”是什么大问

在争议，但把它们排除出去，特别是把“平平仄

题，结尾“三连仄”在杜诗中屡屡可见。这与本

平平（G4)”排除出去的理由，解释得总不是很充

文的观点也不矛盾。遗传就有变异，变异又流传

分。

下来的一定是精品。好事者可统计一下唐诗三百

帝后夫妻的命名完全可以替换为贵族庶民

首的29首五言诗中有多少句子是如此遗传优化了

等，或蜂后、雄蜂、雌蜂、工蜂等，或其他名称

的[5]。有意思的是，这29首五言诗中，出律的字和

或用符号表示。重要的是四类不同的分类。由于

出黏的句式很多，但没有一句是黏出。

最后一个原则指定了配对法则，用简单的统计就

黏出才是格律诗的大忌。事实上还可以推广

可以算出，标准平韵五绝中，A、B两句的最优选

一下，如果说写五言或七言诗有什么最忌讳的，

68

系统与控制纵横

2019年第2期

那就是这两个句型：“-平-平平”，或“- - -平-平
平”。作者只见到过两个例外，“谁知盘中餐”
（李绅从《悯农（其二）》），和“又向窗中觑
阿环”（李商隐《曼倩辞》）。
作者感谢香港城市大学陈关荣教授和武汉大
学李驭繁教授在修改过程中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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