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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以白朴杂剧《梧桐雨》与《墙头马上》为论述对象，主要探讨文本

中的修辞格，对其进行分类、分析、以及叙述，进而整理出其修辞格的总体特

征，以及探讨修辞格在杂剧中的使用情况。修辞格即修辞手法，在文本中有着

修饰与调整语句的作用，进而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 

 

白朴创作中的语言艺术典雅精致，故被誉为“文采派”，而修辞格则属于

语言运用中的一部分，因此笔者以探讨修辞格的角度，分析《梧桐雨》与《墙

头马上》文本中的修辞格。上述两出杂剧的语言风格各有不同，前者倾向华丽，

后者偏向通俗，因此在语言风格不同的前提之下，其修辞格的使用情况便有其

不同之处。 

 

第一章为绪论，共有六节，分别为研究背景、研究动机与目的、研究综述、

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难题，在此说明本论文的研究方向与主要的参

考文献。第二章即直接进入论文内容，叙述《梧桐雨》与《墙头马上》中体现

的语言均衡美、联系美的修辞格，第一节将阐述文本中体现语言均衡之美的修

辞格，底下分别有对偶与排比两类，而第二节则是阐述文本中体现语言联系之

美的修辞格，分别有比喻、引用两类类修辞格。 

 

本论文之第三章，将叙述《梧桐雨》与《墙头马上》中体现语言变化美、

侧重美的修辞格，第一节将阐述文本中体现语言变化之美的修辞格，底下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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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语与夸张两类，而第二节则阐述文本中体现语言侧重之美的修辞格，分别

有设问、反问两类修辞格。本论文于最后一章，即第四章中阐述《梧桐雨》与

《墙头马上》修辞格的总体特征与使用情况。 

 

最后，笔者在结语部分总结此论文的研究成果，即在分类与分析文本中的

修辞格后，针对各修辞格阐述其使用情况。经分析，杂剧中修辞格的使用情况

分两种，其一、修辞格的运用属于唱词或宾白独立的运用需求；其二、修辞格

的运用受整体语言风格的影响。 

 

本论文主要论述的八类修辞格中，仅叠字手法属于第二种情况，即叠字手

法的使用数量、情况、作用等受该杂剧语言风格的影响，与此同时叠字手法也

加强了该杂剧的语言风格。其余七类修辞格则属于第一种情况，然而总体而言

其词汇的运用则离不开杂剧整体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 《梧桐雨》；《墙头马上》；修辞格；总体特征；使用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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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第一章为绪论，将分为六节来针对标题进行叙述。第一节先阐明本论文的

研究背景。第二节叙述本论文之研究动机与目的，而第三节说明本论文的研究

综述，包括前人的研究成果等。接着，本论文于第四节中叙述其研究范围，并

于第五节叙述研究方法。最后，第六节将提及本论文中的研究难题。 

 

    第一节、研究背景 

 

本论文主要探讨白朴1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与《裴少俊墙头马上》中

的修辞格。笔者希望藉由分析这两出杂剧的修辞格，进而探讨出其修辞格的总

体特征和使用情况。 

 

据元人锺嗣成2《录鬼簿》之记载，白朴一生创作杂剧 16种，其中两种为本

论文论述对象《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及《裴少俊墙头马上》3。（锺嗣成等著，

                                                             
1 白朴，字仁甫，号兰谷，幼时经历战乱，曾寄寓于元好问家。其所著杂剧有 16 种，《唐明皇

秋叶梧桐雨》、《裴少俊墙头马上》、《十六曲崔护谒浆》、《秋江风月凤凰船》、《高祖归

庄》、《唐明皇游月宫》、《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楚庄王夜宴绝缨会》、《董秀英花月东

墙记》、《汉高祖泽中斩白蛇》、《阎师道赶江》、《韩翠萍御水流红叶》、《薛琼琼月夜银

筝怨》、《萧翼智赚兰亭记》、《苏小小月夜钱塘梦》，现仅存前两种留世，其余均已亡佚或

仅存残折。《元代文学编年史》指出，白朴卒年应于大德十年之后，而《梧桐雨》则作于至元

二十八年之前。详见杨镰（2005），《元代文学编年史》，页 170—171。 
2 锺嗣成，字继先，号丑斋，“以貌丑见黜，从吏前有司不能辟，亦不屑就，因此专力剧曲以

布衣终其身……嗣成既不得志，因作《录鬼簿》二卷以寄意。”《录鬼簿》上卷记载的是北方

的作家，下卷记载的是南方作家，或寓居南方的北方作家，以时代先后为序，所记录的名公才

人共一百五十二人，以五类分之，而剧作名目有四百余种。详见朱荣智（1982），《元代文学

批评之研究》，页 315—330。 
3 这两出杂剧都是在前人的创作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如《梧桐雨》是依据白居易的《长恨

歌》、陈鸿《长恨歌传》和其他说唱文学作品而写成的；《墙头马上》受白居易的《新乐

府·井底引银瓶》的启发，同时以宋官本杂剧《裴少俊伊州》，金院本《鸳鸯简》、《墙头

马》作为创作的依据。详见李修生（1996），《元杂剧史》，页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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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0）《梧桐雨》1为脍灸人口的历史剧，同时也是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2，

而《墙头马上》3亦是一部具有喜剧色彩的爱情剧4，并且被誉为元代四大爱情剧

之一。笔者发现，学术界对《梧桐雨》与《墙头马上》之研究主要以研究其文

学性为多，而关于白朴杂剧中“修辞格”运用的探讨与研究却无所见闻。 

 

白朴为元剧四大家5之一，其代表作《梧桐雨》与马致远的《汉宫秋》于文

坛中受到激赏，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指出“文采繁复，意境深邃，

具有浓厚的诗味。”（袁行霈主编，2003：307）白朴的文采在其作品中轻易可

见，《太和正音谱》中评曰：“白仁甫之词鹏搏九霄。风骨磊磈，词源滂沛，若大

鹏之起北溟，奋翼凌乎九霄，有一举万里之志，宜冠于首。”（朱权，1980：12）

由此可见朱权对白朴创作才能的赞赏。 

 

另外，王国维于《人间词话》中曰：“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沈雄悲壮，

为元曲冠冕。”（王国维，1998：16）可见王国维认为《梧桐雨》为优秀之作，

                                                             
1二十一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梧桐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与其他作品的比

较研究，尤其与马致远《汉宫秋》之比较为最多，其二、对《梧桐雨》中意象的研究，其三、

对《梧桐雨》主题之研究，其四、对《梧桐雨》其他方面的研究，如关于李杨爱情之研究、以

文学理论与美学角度为视角之研究等。详见张珍（2016），〈二十世纪《梧桐雨》研究综

述〉，页 8—9。 
2 《梧桐雨》被誉为悲剧，与其悲凉意境的营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丁添彩在叙述《梧桐

雨》艺术特色部分提及，白朴在诗歌创作的传统上通过诗化的语言与悲剧意象的利用营造出其

中的悲凉意境。对此，他将之分为两方面来论述，其一为人物命运之悲，其二为意境之悲。详

见丁添彩（2014），〈白朴元曲创作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页 26—30。 
3学术界对于《墙头马上》的研究主要也集中四个方面：其一、关于白朴的人生经历对《墙头马

上》创作的影响之研究，其二、对《墙头马上》主题思想之研究，其三、对《墙头马上》艺术

特色之研究，尤其集中在《墙头马上》是喜剧还是悲剧的探讨，其四、从戏剧冲突角度对《墙

头马上》进行探讨。详见王翠菊、潘莉（2013），〈近三十年来《墙头马上》研究综述〉，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页 48—50。 
4 许金榜指出，对才子佳人的爱情与婚姻进行大量的描写，是到了元杂剧才成为一个突出的现

象。详见许金榜（1986），《元杂剧概论》，页 53—58。 
5 元剧四大家的概念首先是由元代的周德青提出来的，他认为其排列如“关、郑、白、马”，

以次序的前后显示其高下之别。后来何良俊、沈德符、王骥德等人皆对此排序各有己见，然不

可否认的是白朴为元剧四大家之一。详见陆林（1999），《元代杂剧学研究》，页 376—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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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作既出自白朴，那么其语言文字之贡献必不可少。李良子在其论文〈试论

白朴杂剧语言风格的二重性〉中指出，白朴的语言风格主要有“诗词化的艳丽”

和“通俗化的俊朗”两个特点。（李良子，2014：32—37）其论文以白朴杂剧

为主要论述，精炼的指出白朴的语言风格。 

 

以上为本论文之背景研究。笔者认为，既然白朴的文采如此受人赞赏，那

么其作品中运用的语言文字必有值得探析之处，而修辞格亦是作品中语言系统

的一部分，因此，在此基础下，笔者以探讨白朴杂剧中的修辞格为切入点。 

 

第二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笔者曾数次于书面报告或课堂作业中处理关于修辞格的概念与叙述，尤其

笔者在曲选研讨课组别报告中处理杂剧的写作特色时，其中便包括对文本中修

辞格进行分析。因此得到启发，故欲从探讨修辞格的角度，针对白朴杂剧《梧

桐雨》与《墙头马上》中的修辞格进行叙述与分析。本论文以《梧桐雨》与

《墙头马上》的文本性质为主，因此在分析与叙述修辞格的过程中便会遵循文

本，以针对其语言文字展开论述。 

 

白朴在其创作中对语言运用自如，尤其杂剧中的语言艺术更是深刻的带出

了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主题思想、以及情节情景1。笔者在此论文中欲以探讨修

                                                             
1关于白朴创作中的语言艺术，无论是明代朱权所著的《太和正音谱》，还是现代袁行霈主编的

《中国文学史》，甚至学术界普遍都对其语言艺术有所赞赏，并指白朴为“文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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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格的角度去分析《梧桐雨》与《墙头马上》这两出杂剧，原因在于白朴语言

运用的多样性与杂剧的叙事结构相结合，形成杂剧中的语句有其特殊的表达形

式，即修辞格。修辞格亦是属于语言艺术领域的一部分，通过研究此杂剧中的

修辞格，便能分析修辞格在这两出杂剧中的总体特征，并探讨修辞格在杂剧中

的使用情况。 

 

本论文以探析元杂剧文本为主，主要原因在于笔者认为杂剧中的故事性、

人物形象、情景塑造、心理剖析等皆通过笔者的笔触炼化而来，而杂剧文本的

语言运用当中不可或缺的其中为修辞格1。在搜罗各方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

学术界中针对古典文学或古代文本的修辞研究并不多，与此同时笔者也认为，

既然白朴被誉为“文采派”，其作品典雅精致，那么在其作品中进行对修辞格

的研究是可行的。 

 

第三节、研究综述 

 

一切以文本为主的讨论，都必然得回归到文本自身，方能进行分析与论述

的工作。本论文所引用的杂剧文本主要来源为由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曲》2。

《全元戏曲》一书提供了笔者对杂剧文本的参考，而对于“修辞格”的研究与

                                                             
“文采派”相对于“本色派”，是元杂剧的风格流派之一，主要从其曲文艺术风格来区分之，

代表作家有王实甫、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等人。详见李修生主编（2003），《元曲大辞

典》，页 465。 
1由于各类杂剧之主题思想、蕴含、背景各不相同，其中的语言运用必然不同，因此修辞格在各

杂剧文本中便有其不同性质的作用。 
2 《全元戏曲》的特色在于其文字与标点清晰，而在每一篇杂剧文本题目下都有剧目说明，各

折之后都有附上校记。此外，于 2007 年出版，顾学颉选注的《元人杂剧选》一书收录了《梧

桐雨》杂剧文本，其中也包含对文本各细节上的注释。其注释详细、精简，因此在论述过程中

会酌量参考此书的注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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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笔者主要参考王希杰、陈望道、黄庆萱等学者的观点。修辞格，或称辞

格，亦称修辞手法，此名称是唐钺在 1923 年出版的《修辞格》一书中首先提出

来的，而关于修辞格的定义，学者们都各有自己的看法与观点，然而各家定义

的含义并未偏离唐钺上述的说法。 

 

由于笔者采取王希杰的修辞格分类标准，将修辞格分为四类，其书各章节

以下的修辞格皆与此标准息息相关，因此以王希杰所著的《汉语修辞学》为首

要用书。《汉语修辞学》以论述修辞学为主，而修辞格只是修辞学的一部分，

因此于此只占有部分篇幅，然而，作者在书中针对各类修辞格作出精简同时又

不失偏颇的论述与见解，使笔者更容易领略书中的要义，在行文过程中能表达

出精确的论述。 

 

单以王希杰《汉语修辞学》一书来为修辞格作定义与进行论述实为不足，

因此笔者同时以黄庆萱著的《修辞学》1作为参考用书。此外，本论文在关于修

辞格的定义与性质的论述上，也采用陈望道所著的《修辞学发凡》2。 

 

                                                             
1此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全书共四篇，其中两篇便以论述各类修辞格为中心点。首篇简要的叙述

修辞学的特征与学习修辞学的方法，第二篇与第三篇皆为各类修辞格的论述，最后一篇精要的

叙述“修辞格的区分与交集”，以及“修辞学的回顾与前瞻”。作者于此书中将修辞格分为两

类，共三十格，在各修辞格的内容方面有三个部分，即概说、举例、以及原则。详见黄庆萱

（2007），《修辞学》，页 37—836。 

然而，书中所列的修辞格种类有三十格，甚至学术界中创建的修辞格已非常之多。对此，吴士

文提出新辞格产生的原因，其中有“社会的发展”、“思想和表达的矛盾”、“利用语言文字

的可能性”、以及“语言的生成性”。详见吴士文（1986），《修辞格论析》，页 44—48。 

本论文仅探析白朴杂剧《梧桐雨》与《墙头马上》杂剧中主要包含的修辞格，因此笔者会酌量

参考书中的内容。 
2作者将修辞分为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而修辞格为积极修辞一派。此书的特点在于，作者在论

述各个章节方面，其篇章标题清晰具体，内容深刻，尤其书中有三章皆论述修辞格，而该修辞

格以其性质或作用来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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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在论述各种修辞格方面，会出现修辞格特质相近进而造成混淆

的现象，因此本论文在此情况下以郑元汉所著的《辞格辨异》作为参考。此书

最大的特点在于，全书以论述修辞格为重点，开篇除了定义修辞格并论述辨异

的目的外，正文直接以叙述“辞格辨异”为中心。 

 

除了上述提及的几本主要用书之外，本论文还使用不同学者的著作，如陈

正治的《修辞学》、宗守云的《修辞学的多视角研究》等书籍，于此不一一列

举。笔者除了使用学者著作为参考资料，同时也分类、筛选、酌取各学者所发

表的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以加强本论文在各章节的论述。 

 

关于修辞格的作用之论述方面，笔者主要以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陈

正治的《修辞学》、黄庆萱的《修辞学》等为参考用书，然而刘晓丹的《汉字

修辞格的功能研究》1一硕士学位论文亦有对修辞格的作用做出论述，笔者将斟

酌参考之。 

 

另外，笔者认为参考同是汉语修辞格研究的学位论文，对本论文的论述会

有所帮助。首先，李霞的硕士学位论文〈今文《尚书》修辞格研究〉2以吴士文

的分类方法为标准，将修辞格分类为“描述类修辞格”、“换代类修辞格”、

“引导类修辞格”、以及“变形类修辞格”。 

                                                             
1此论文论述修辞格所能产生的“表达功能”、“解码功能”、“文化功能”、“审美功能”、

“游戏娱乐功能”、以及“与其他辞格兼用产生的功能”六项，涵盖与论述修辞格大部分的功

能。详见刘晓丹（2007），〈汉字修辞格的功能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页

7—51。 
2 此论文除了以此分类修辞格外，第五章便直接论述今文《尚书》修辞格形成的动因。对于修

辞格在今文《尚书》的使用情况，作者仅于第一章至第四章结合修辞格定义与例句加以讨论，

详见李霞（2009），〈今文《尚书》修辞格研究〉，《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页 9—70。 



7 
 

此外，张蕾的硕士学位论文〈《管子》修辞格研究〉1以陈望道的分类方法

为依据，将修辞格分为“材料上的修辞格”、“意境上的修辞格”、“词语上

的修辞格”、“章句上的修辞格”四类。再来，与本论文性质相同的学位论文

有刘璐的硕士学位论文〈《牡丹亭》修辞格研究〉2与李号的硕士学位论文

〈《西厢记》修辞格研究〉3。两者皆以戏曲为主要材料，并从美学角度出发为

其修辞格分类。 

 

以上，为本论文〈白朴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与《裴少俊墙头马上》

修辞格研究〉之研究综述。本论文主要在文本上进行分类、整理、分析、吸收

的工作，再统计、分析、以及论述，使本论文能够顺利完成。 

 

     

 

 

 

 

 

                                                             
1 〈《管子》修辞格研究〉在分类与叙述文中的修辞格后，于最终章论述《管子》修辞格的特

点与影响，尤其在论述其特点方面，以《荀子》中的修辞格作比较，详见张蕾（2015），

〈《管子》修辞格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页 5—49。 
2 〈《牡丹亭》修辞格研究〉除了对戏曲文本进行分析外，还论述了《牡丹亭》修辞格的成

因，即与〈今文《尚书》修辞格研究〉的处理方法类同，详见刘璐（2015），〈《牡丹亭》修

辞格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页 7—60。 
3 此论文以王希杰的分类方式为修辞格分类，即以美学的角度将之分为语言之均衡美、变化

美、侧重美、联系美四种修辞格。此外，作者还对《西厢记》修辞格的总体特征做出分析，并

叙述其形成原因以及作用，详见李号（2012），〈《西厢记》修辞格研究〉，《新疆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页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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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研究范围 

 

经分别对白朴杂剧《梧桐雨》与《墙头马上》两篇文本进行分类与分析后，

本论文主要探讨文本中对偶、排比、比喻、引用、反语、夸张、反问、叠字等

修辞格，进而论述与总结两篇文本修辞格的总体特征1。 

 

王希杰在《汉语修辞学》一书中将修辞格定义为：“为了提高语言的表达效

果而有意识的偏离语言和语用常规之后，逐步形成的固定格式、特定模式。”（王希

杰，2004：11）他的观点与唐钺的说法2雷同，只不过王希杰在此多加补充，修

辞格是在语言和语用偏离常规后进而逐渐形成的固定模式。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出，修辞格属于积极修辞3，其含有两种要素：

其一、富有体验性和具体性的内容，其二、充分利用字音、字义、字形的形式.

（陈望道，2008：57）陈望道认为修辞格包含两个要素，只有内容与形式两者

相互融合，充分表现，方能将语辞的魅力呈现出来。 

 

                                                             
1本论文所引用的杂剧文本来源于王季思的《全元戏曲》，因此所有关于文本词句、标点版本的

问题皆以此书版本为准。 
2 唐钺将修辞格定义为“凡语文中因为要增大或者确定词句所有的效力，不用通常语气而用变

格的语法，这种地方叫做修辞格。”转引王希杰（2004），《汉语修辞学》，页 11。 
3 针对积极修辞（修辞格）的讨论，可用冯广艺在“变异”上的论点来解释之。他指出，积极

修辞在成为其特有的固定模式之前，只是寻常的表达方式，而在经过变异的过程才成为积极修

辞。作者也提出，“言语变异与辞格并不表现为对等的关系”，因为不仅辞格中存在着变异现

象，就连一些非常表达方式（非辞格类的词句）也存在着变异现象，然而尽管同样存在着变异

现象，两者却是有所区别的。详见冯广艺（1992），〈从言语变异的角度看修辞格〉，《湖北

师范学院学报》，页 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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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张弓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中提出，“修辞的要件是：内容决定形式，

形式内容统一。”（张弓，1993：10）此观点与陈望道的说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以上为各学者对修辞格的定义，本论文在此基础上，进而分类与分析白朴杂剧

《梧桐雨》与《墙头马上》的修辞格。 

 

    第五节、研究方法 

 

关于修辞格的分类标准或角度，各学者有其不同的看法。其一、以修辞格

之作用或性质为分类标准者有陈望道，他将修辞格分为“材料上的辞格”、

“意境上的辞格”、“词语上的辞格”、以及“章句上的辞格”四类。此外，

黄庆萱亦是遵照此法，将修辞格分为“表意方法的调整”与“优美形式的设计”

两类，陈正治随后在《修辞学》一书中也使用黄庆萱的分类方式进行论述。 

 

其二、以修辞格之“语言因素和表现手法的关联性”为分类标准者有张弓，

他将修辞格分为“描绘类”、“布置类”以及“表达类”三类。其三、以美学

角度为分类标准者有王希杰，他将修辞格分为“体现语言均衡美”、“体现语

言均衡美”、“体现语言变化美”、以及“体现语言侧重美”之四类修辞格。 

 

上述学者的分类标准和角度都有其合理性和可取之处，然笔者以王希杰的

分类标准为主要依据，其原因在于王希杰以美学角度来为修辞格分类，各章节



10 
 

标题浅显易懂，书中对修辞格的论述也与其章节标题一致，这样一来更使人容

易接受1。 

 

另外，本论文第二章与第三章皆是对《梧桐雨》与《墙头马上》中的修辞

格之论述，主要围绕在两篇杂剧文本中所运用的修辞格，并对此进行分析与论

述。再来，本论文于第四章中叙述《梧桐雨》与《墙头马上》中修辞格的总体

特征与使用情况分析。 

 

关于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笔者采用了文本释义法、归纳法、以及统计法。

王先霈等人著的《文学批评导引》中提及，文本释义法就是“批评家立足文本，

以解释者的身份分析、揭示作品中所展示和蕴含的含义，包括作品中所萌芽的新的倾

向，以及作品中所体现的而作者本人却未明确意识到的东西。”（王先霈、胡亚敏，

2005：49）杂剧文本中的意境、情境、氛围、人物塑造、故事发展皆由语言文

字建构而成，在这个基础上，笔者以修辞格研究的角度，通过文本释义的方式

去探讨、分析文本中的各类修辞格。 

 

此外，王希杰于《汉语修辞学》中提及，归纳法在修辞格研究工作中是最

为基本的，而统计法亦是在修辞格研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王希杰认为，

修辞研究的归纳法是“从交际活动中的大量的事实出发，收集大量最富有表现力的，

或者荒唐可笑的、失败了的实例，把具有某些共同性的事例放在一起考察，找出其中

                                                             
1本论文虽以王希杰的分类标准为主要依据，然而笔者同时会加入其他学者论著之观点，并于论

文中补充王希杰书中没有提及的修辞格，以便本论文之论点与论据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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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规律。”（王希杰，2004：18）笔者以归纳的方式进行最基础的分析工作，

将文本中特质相同的词句归纳在一起，并分别进行讨论。 

 

另外，统计法则是针对“不同风格色彩的词语和句子、各种修辞手段，在不同

的语体中、在不同的个人的言语中所出现所出现的频率”（王希杰，2004：21），

进行统计，进而使用修辞研究精密化与科学化，并有着精确的数据。上述方法

皆是本论文将会使用的研究方法，通过文本释义，再对其词句中的修辞格进行

归纳与统计。 

  

    第六节、研究难题 

 

笔者撰写论文初期，主要面对参考资料与文献版本有所不足，不合本意的

难题。笔者原欲以世界书局出版，杨家骆主编的《全元杂剧初编》为文本的主

要参考对象，此书收集各杂剧的完整内容，本是笔者参考之首选，然而全书内

容并无标点，使得笔者的分析过程较为困难，尤其在分析辞格方面，没有标点

的词句对读者造成极大的混淆。最后，笔者转而参考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

曲》，难题方才解决。 

 

白朴杂剧《梧桐雨》众所周知，就连顾学颉的《元人杂剧选》都将之收录

其内，并予以许多全面且详尽的注释。对笔者而言，得以参考包含详细注释的

杂剧文本自然最好不过，然而，关于白朴杂剧，此书只收录此篇文本，另外一

篇杂剧文本《墙头马上》并不收录在内。对此，笔者需花费更多精神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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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头马上》文本上面，所幸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曲》给笔者带来方便，使

分析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此外，笔者在分析文本的当儿，也面对同一词句存在着一种以上辞格的问

题。在仔细思考后，笔者认为，此类易让人产生混淆的词句往往不可忽略以及

逃避，否则就失去了研究修辞格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本论文出现

定义不清，论述不明的现象，笔者在相对辞格标题上解释该词句相对拥有的特

性，由此，就算笔者在接下来以相同词句来解释其他辞格也不会产生让人混淆

的问题。 

 

以上，为笔者在撰写此论文时所面对的研究难题，所幸的是，在时间有限

的情况下，笔者能找出适用的参考文献，进而吸收、整理，同时能理性思考，

适当的采用文献资料与细心地分析文本，此论文方能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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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梧桐雨》与《墙头马上》中体现语言均衡美、联系美的修辞格 

 

    笔者将杂剧中的修辞格性质分为四种，其中两种将于此叙述，即以《梧桐

雨》与《墙头马上》杂剧中体现语言均衡美以及语言联系美的修辞格为主要内

容。 

 

    第一节、体现语言均衡之美 

 

    所谓均衡，即如王希杰所指的“词语或句子并列时，词性或句式相同或相近，

就是均衡的；如不相同，则失去平衡，显得别扭。”（王希杰，2004：251）由此，

能体现语言均衡之美的修辞格是相对能让人娱心悦目的。在此标题底下，本论

文以杂剧中的对偶与排比为论述对象。 

     

    （一）、对偶       

    

     对偶是以“语法结构基本相同或者相似、音节数目完全相等的一对句子，来表

达一个相对立或者相对称的意思。”（王希杰，2004：252）因此，语言的均衡美便

由该对偶句中体现出来。对偶从内容上来看，可分为正对、反对、以及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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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正对 

 

对于正对的定义，是在语法结构相似或相同以及音节相等的句子为前提之

下，进而要求上下句运用对称的事物相互补充及衬托。（王希杰，2004：253）

由此，对偶句中的词句在相互对照的同时必须是相同性质才能称得上是正对。

以下将分别叙述该两出杂剧中的正对。 

 

    （1）《梧桐雨》中的“正对” 

 

    《梧桐雨》中的对偶句以正对的数量为最多，共 19 例。例如，第一折中唐

玄宗言“痛饮昭阳，烂醉华清”（王季思，1999：491），以“痛”与“烂”两个

形容词、“饮”与“醉”两个动词、“昭阳”与“华清”两个名词彼此相互配对，

其性质相同便更突显出唐玄宗极度享乐的情况。 

 

第二折中唐玄宗又道“贤王玉笛，花奴羯鼓，韵美声繁；寿宁锦瑟，梅妃玉箫，

嘹亮循环”（王季思，1999：497）。此对偶句前后各有三句，主要通过唐玄宗对

乐曲演奏的赞赏，显示当时皇帝与杨贵妃一同享乐的情景。第三折中安禄山举

兵反叛，唐玄宗被迫逃难，因此他唱道“隐隐天涯，剩水残山五六搭；萧萧林下，

坏垣破屋两三家。”（王季思，1999：501）上述对偶句表达出他为自身境况担忧

的心情，相同词性的词句相互衬托，如“剩”、“残”、“坏”、“破”等字组合成

了破败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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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墙头马上》中的“正对” 

 

《墙头马上》中的正对共有 10 例，如第一折中李千金述说其怀春心情，

“菡萏花深鸳并宿，梧桐枝隐凤双栖”（王季思，1999：515）便是对偶句中正对

的一种。“菡萏花”与“梧桐枝”同为植物名词，而有着怀春意味的“并宿”与

“双栖”亦相互补充，于此句凸显出李千金的心思。接下来，李千金说到自己

深居香闺，许久未嫁，还言道“柳暗青烟密，花残红雨飞。”（王季思，1999：516）

所谓的“柳暗”与“花残”相配，于此显示出其待嫁又苦于没有合适人选的心

情。 

 

此外，第二折中丫鬟梅香转告李千金裴少俊将夜晚跳墙赴约，李千金便唱

道“这一堵粉墙儿低，这一带花阴儿密。”（王季思，1999：519）此句除了反映出

李家后花园“粉墙儿低”以及“花阴儿密”的情况外，主要通过“粉墙”与

“花阴”两物相衬托来显示李千金的怀春与期待心理。 

 

    2.反对 

 

对于反对的定义，是在语法结构相似或相同以及音节相等的句子为前提之

下，要求上下两句运用相反、相对的事物，进而形成强烈的对比。（王希杰，

2004：254）由此，对偶句中的词句在相同词性却处在相互对比的情况下才能称

得上是反对。以下将分别叙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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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梧桐雨》中的“反对” 

 

《梧桐雨》中的反对较少，仅 4 例，有较为明显特征的有第一折中唐玄宗

唱的“在天呵做鸳鸯常比并，在地呵做连理枝生”（王季思，1999：495）句。此句

以“天”与“地”相对，动物“鸳鸯”与植物“连理枝”相对，然而总体来说，

该句是指向同一对象，即他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关系。 

 

此外，第四折中唐玄宗追忆与杨贵妃的情谊，唱道“翠盘中荒草满，芳树下

暗香消”（王季思，1999：509）句中可看出对偶句中的反对。“翠盘”为人为制

造，对比“芳树”此天然植物，“荒草”呈现破败之象，对比“暗香”此优美之

境，再来，“满”与“消”亦是相互对比的动词。尽管上下句表现出的是不同的

景象（即有与无的对比），然而总体呈现出来的皆指唐玄宗落寞忧郁的心情。 

 

    （2）《墙头马上》中的“反对” 

 

《墙头马上》中的反对相比《梧桐雨》的反对更少，有 3 例，然而也有几

句是特征较为明显的，如第一折中李千金唱“流落的男游别郡，耽阁的女怨深闺”，

抒发其怀春的心情。“流落”与“耽阁”是相对含义的动词，还有“男”相对于

“女”，“游别郡”相对于“怨深闺”。尽管其上下两句皆是相对的含义，然而该

句主要突出的是李千金内心趋于负面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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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第三折中李千金被裴尚书赶出家门，她说的“花发风筛，月满云遮”

（王季思，1999：532）便是一反对句。“花”与“月”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的两物对比，“风”与“云”是一个可见，一个不可见的两物对比，尽管此句是

反对句，然而其含义同指李千金难过忧愁的心情。 

 

3.串对 

 

针对串对的定义，指的是上下两句是承接关系的同时，不能颠倒其次序，

因此又叫“流水对”。（王希杰，2004：254）由此，串对与正对、反对的不同之

处在于，正对与反对中的词句和含义在没有改变整句本意的前提下，是可以颠

倒的。以下将分别叙述两出杂剧中的串对。 

 

    （1）《梧桐雨》中的“串对” 

 

串对在《梧桐雨》中的数量不比正对多，仅 4 例，然而其中也有特征明显

的串对。第一折唐玄宗在与杨贵妃谈情时唱道“把天上姻缘重，将人间恩爱轻”

一句，由“天上”至“人间”的顺承关系，进而抒发了他与杨贵妃的爱情。 

 

此外，第四折中唐玄宗在失去杨贵妃后倍感孤独，与高力士交谈时唱道

“润蒙蒙杨柳雨，凄凄院宇侵帘幕；细丝丝梅子雨，装点江干满楼阁。”（王季思，

1999：511）此句描写雨势由“侵帘幕”至“满楼阁”，由外而入内的情况更凸

显了唐玄宗心里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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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墙头马上》中的“串对” 

 

《墙头马上》中的串对共有 5 例，主要出自李千金之口，如第二折李千金

在等裴少俊赴约，满怀期待唱“待月帘微簌，迎风户半开。”（王季思，1999：521）

句中的“月”是静止的，进而以顺承的方式提出会动的“风”来，另外还以

“帘”此小物带出门户半开的情景，呈现出由小而大的景象。 

 

此外，第二折中李千金言道“你道方径直如线，我道侯门深似海”（王季思，

1999：521）表示她对自己前途的顾虑。“方径”是现实中存在的物体，而“侯

门”是抽象的想象，由表至内的深入说明，显示出李千金对她未来嫁夫的顾虑。 

 

    （二）、排比  

    

    针对排比的定义，陈望道指出，“同范围同性质的事象用了结构相似的句法逐

一表出。”（陈望道，2008：163）由此，排比是对偶的扩展，主要强调必须有三

个或以上特征相同的词句。本论文依照王希杰的分类方式，将其分为三种，即

并列式排比、承接式排比、以及递进式排比。然而，经分析统计，两出杂剧中

并未出现承接式排比，因此本论文斟酌叙述余下两种排比形式，即并列式排比

与递进式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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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并列式排比 

 

并列式的排比指，句中各项目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联合关系。（王希杰，

2004：265）因此，既然排比句中的项目相互平等，那么在其性质一样的情况下，

该项目是可以相互变动，自由变换的。以下将叙述该两出杂剧中的并列式排比。 

 

    （1）《梧桐雨》中的“并列式排比” 

 

《梧桐雨》中的排比句数目较少，而占其中多数的是并列式排比，有 6 例，

如第二折中唐玄宗于沉香亭看初秋景色，便唱道“柳添黄，荷减翠，秋莲脱瓣。”

（王季思，1999：496）此句以并列的形式显示出了当时秋天景色，尽管第三句

“秋莲脱瓣”多了一字，然而由于词性与结构相同，此句仍属于并列式排比。 

 

另外，第四折中描写雨势的排比句，“一会价紧呵，似玉盘中万颗珍珠落；一

会价响呵，似玳筵前几簇笙歌闹；一会价清呵，似翠岩头一派寒泉瀑；一会价猛呵，

似绣旗下数面征鼙操”即是并列式排比的一例。上述描写雨势的“紧”、“响”、

“清”、“猛”的性质是相等的，变换次序也不改本意，故为并列式排比。 

 

    （2）《墙头马上》中的“并列式排比” 

 

《墙头马上》中的并列式排比有 3 例，如第二折中李千金在等裴少俊赴约，

唱到其幽会的后花园不比“操琴堂，沽酒舍，看书斋。”（王季思，1999：521）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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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三种项目如“琴”、“酒”、“书”性质相等，其次序可相互调换，因此是并列

式排比。 

 

此外，第三折中李千金与其子女被裴尚书于后花园撞见的时候，该情况是

如此描述的：“相公把拄杖掂详，院公把扫帚支吾，孩儿把衣袂掀者。”（王季思，

1999：528）作者通过李千金的唱词描写出了当时的情况，即上述三者在同一时

间的举动，因此此句在性质上是并列式排比句。 

 

    2.递进式排比 

 

    针对递进式的排比的定义，是句中各项目之间有阶梯式的关系。（王希杰，

2004：266）无可厚非，排比句中的项目词性必须相同，只是重点强调该句的形

式是层层递进。以下将叙述该两出杂剧中的递进式排比。 

 

    （1）《梧桐雨》中的“递进式排比” 

 

整体上来说，此杂剧中的递进式排比仅有 2 句，其中为第三折中对军队愤

懑不平的情况描写，“嗔忿忿停鞭立马，恶噷噷披袍贯甲，明飇飇掣剑离匣，齐臻臻

雁行般排，密匝匝鱼鳞似亚。”（王季思，1999：502）作者藉由唐玄宗的唱词描写

出众军骚动的情形，形成人多势众的景象。虽然该排比句的递进形式不明显突

出，然经过句式分析，便形成如上述众人一系列的动作画面。 

 



21 
 

    （2）《墙头马上》中的“递进式排比” 

 

《墙头马上》中的递进式排比仅此 1 句，即第一折中对雨前雨后的描写，

“轻轻风趁蝴蝶对，霏霏雨过蜻蜓戏，融融沙暖鸳鸯睡。”（王季思，1999：517）

通过李千金的唱词描写出风吹、雨过、天晴的景色，形成递进式的排比句。于

此，蝴蝶、蜻蜓、鸳鸯这相同词性的名词在相应的情形结合，形成整体的画面。 

 

    二、体现语言联系之美 

 

所谓语言的联系美，王希杰指“话语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的规则的合理的自

然的联系。”（王希杰，2004：379）。在此标题底下，本论文以杂剧中的比喻、

引用为论述对象。 

 

    （一）、比喻 

 

比喻1是指以联想的方式利用两种不同事物的相似点来表现所要表达的事物，

而其中需要有“本体”和“喻体”方成比喻。（王希杰，2004：381—382）本体

在一般的情况下，是抽象、无法名状的，需要以喻体来为之形象化。本论文在

此标题下将之细分为明喻、暗喻、以及借喻。 

 

 

                                                             
1 宗守云指出比喻须具备四个要素，即“本体”、“喻体”、“相似点”、“相异点”方能构

成。详见宗守云（2005），《修辞学的多视角研究》，页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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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喻 

 

在比喻的范围之内，明喻的表现形式是最为明显的，如明喻的本体与喻体

之间，基本上常用一些“比喻词”如“像”、“好像”、“如”、“似”、“好比”、

“一般”等词来相互连接。以下叙述该两出杂剧中的明喻。 

 

    （1）《梧桐雨》中的“明喻” 

 

《梧桐雨》中的明喻有 3 例，如第一折中描述杨贵妃“貌类嫦娥”（王季思，

1999：491）句便是明喻的一种。“类”就是“如”、“像”、“似”等比喻词的一

种，此句表示杨贵妃有嫦娥一般的美貌。 

 

此外，唐玄宗与杨贵妃于长生殿中谈情，言“夜同寝，昼同行，恰似鸾凤和

鸣”（王季思，1999：492）一句，亦运用了明喻手法。上述句子表现的是李杨

之间的恩爱之情，便以“鸾凤和鸣”喻之，而“似”便是标志明喻特征的比喻

词。 

 

    （2）《墙头马上》中的“明喻” 

 

杂剧中的明喻有 7例，其中第二折中李千金见天色已晚，便唱道“月也你本

细如弓一半见蟾蜍，却休明如镜照三千世界，冷如水浸十二瑶台。”（王季思，

1999:521）此句描述月色景象，既“细如弓”，亦“明如镜”，同时又“冷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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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为比喻词，刻画出了该月色的面貌。此外，李千金用俚语形容自己担

忧裴少俊不赴约的心情，即“我则怕似赵杲送曾哀
1
。”（王季思，1999：521）此

句以“似”为比喻词，描述李千金担心裴少俊不出现，“一去不回来”的焦虑心

情。 

 

接下来，第三折中裴尚书在斥责李千金的当儿，说“我便似八烈周公，俺夫

人似三移孟母”（王季思，1999：530）来自我抬高身价，同时贬低李千金。此句

所以为明喻在于他在形容自己为“八烈周公”以及自家夫人为“三移孟母”时

用“似”为比喻词。 

    

    2.暗喻 

    

     针对暗喻的定义，陈正治认为“它的形式是将本体跟喻体说成同一个东西的

譬喻”（陈正治，2003：15）而王希杰的解释相对简单易懂，即“暗喻就是不用

比-喻词的比喻。” （王希杰，2004：383）因此，暗喻中多数用“是”、“为”、

“做”、“就是”等词语来连接本体与喻体。以下叙述该两出杂剧中的暗喻。 

 

     

 

 

 

                                                             
1同“赵老送灯台”，出自欧阳修归田录，原句为“赵老送灯台，一去更不来。”见【宋】欧阳

修著（2001），《欧阳修全集》，页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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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梧桐雨》中的“暗喻” 

 

杂剧中的暗喻有 5例，如第一折中唐玄宗自言自从得了杨贵妃便“朝朝寒食，

夜夜元宵。”1（王季思，1999：492）该句为暗喻句的原因在于，该话语中并没

有使用比喻词，如王希杰所指，它将之当成实有其事来陈述（王希杰，2004：

383），如句中提及的“寒食”与“元宵”实则指日子过得奢华精彩。 

 

此外，第三折中唐玄宗为杨贵妃辩护，唱“他是朵娇滴滴海棠花，怎做得闹

荒荒亡国祸根芽”（王季思，1999：504），作为暗喻句，其明显特征在于“是”

字，把杨贵妃比喻成“海棠花”，也以逆向的方式将之比喻为（不是）“祸根芽”。 

 

    （2）《墙头马上》中的“暗喻” 

 

杂剧中的暗喻有 8 例之多，如第二折中李千金坚持与裴少俊一起，说“恁

时节知他是和尚在钵盂在” （王季思，1999：524）表示自己的态度。此句并没

有明显使用比喻词，而是直接指他（裴少俊）是“物在人在”的意思，即指李

千金对裴少俊的信任与坚持。 

 

接下来，第三折中院公与裴少俊对话，并答应为之看顾妻儿，怕裴尚书撞

见，他自言“老汉凭四方口，调三寸舌，也说将回去。”（王季思，1999：526）此

                                                             
1此句中的“寒食”与“元宵”都是民族节日，即皇帝自言与杨贵妃天天过得像过节一样，奢华

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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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中并没有比喻词，是以“四方”与“三寸”比喻其口舌，即口才好的意思。 

     

3.借喻 

 

对于借喻的定义，王希杰指它是“本体不出现，用喻体直接代替本体的比

喻。”（王希杰，2004：384）可见，借喻句里是不会出现本体的，然而读者可以

从整个句子内容里看出该喻体的含义。以下将叙述两部杂剧中的借喻。 

 

    （1）《梧桐雨》中的“借喻” 

 

杂剧中的借喻有 8 例，如楔子1中张守珪说自己“为藩镇之名臣，受心膂之重

寄”（王季思，1999：487），心膂是喻体，而本体并没有出现，然而整句的意思

是张氏掌握重要职位。心即心脏，膂即脊骨，两者皆人体中的重要部分，比喻

亲信的程度，（顾学颉，2007：79）作者用借喻的方式以人体重要的两种器官来

比喻重要职位。 

 

接下来，张九龄所吟之诗首句便是借喻句的一种，即“调和鼎鼐理阴阳，位

列鹓班坐省堂。”（王季思，1999：488）张九龄以此句描述自己在朝中的身份，

其中并没有出现本体如“宰相”、“要职”、“朝臣”等字眼，而是以“调和鼎鼐”

                                                             
1 楔子一般在第一折前作为剧情的开端，是元杂剧中四折以外增加的较短的独立段落，为杂剧

剧本结构的组成部分之一。详见李修生（2003），《元曲大辞典》，页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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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处理朝中大事，“位列鹓班”指朝臣的行列1（顾学颉，2007：79），此为借

喻。 

 

第二折中杨贵妃品尝荔枝的当儿，唐玄宗见其姿态便唱道“端的个绛纱笼罩

水晶寒。”（王季思，1999：497）此句描述荔枝壳红肉白，然而完全没出现本体

“荔枝”的字眼，而是以借喻的方式，用“绛纱”来形容荔枝壳的鲜红，“水晶”

以形容荔枝肉的白色。 

 

    （2）《墙头马上》中的“借喻” 

 

杂剧中的借喻有 11 例之多，如第二折李千金描述裴少俊“满腹文章七步才”

（王季思，1999：524），此句中的“七步才2”便是一种借喻的方式，指该人如

曹植般有才华的意思。此外，第三折中李千金最终被迫离开裴家，无奈对裴少

俊说“与你乾驾了会香车，把这没气性的文君送了也。”（王季思，1999：532）李

千金以借喻的方式，将自己直接比喻成卓文君3。 

 

                                                             
1鼎与鼐是古代烹调的器具，“调和鼎鼐”指于鼎鼐中调味食物，比喻处理朝中大事，并多指宰

相职务。鹓是凤凰一类的鸟，而鹓班指朝臣的行列。详见顾学颉（2007），《元人散曲选》，

页 49。 
2 《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描述曹丕命曹植七步之内作诗，“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

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

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见余嘉锡笺疏（2007），《世说新语笺疏》，页 288—

289。由此凡提及七步之才，即指有曹植般的才华。 
3卓文君是汉代才女，《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中记载她私奔司马相如的事迹，“文君夜亡奔相

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如李千金私奔裴少俊的情况一样。详见【汉】司马迁（1963），

《史记》第九册，页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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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折中李千金回到娘家后，裴少俊功成名就便回来找她，其对白中便有

借喻句，“我本是好人家孩儿，不是娼人家妇女，也是行下春风望夏雨。”（王季思，

1999：535）“行下春风望夏雨”句，“行”是施下、付出的意思；望即期望有所

回馈的意思，李千金自言期望自己所付出的也有所回馈。所谓“春风”与“夏

雨”，是该句中的喻体，前者指的是付出，后者则指回报。 

 

    （二）、引用 

 

引用是“一种诉之于权威或诉之于大众的修辞法，利用一般人对权威的崇拜及对

大众意见的尊重，以加强自己言论的说服力。”（黄庆萱，2007：125）简而言之，

引用如陈望道所言“文中夹插先前的成语或故事的部分。”（陈望道，2008：85）

引用基本上可细分两类，即明引与暗引。经文本分析，两出杂剧中并未出现明

引句，因此以下将叙述该两出杂剧中暗引句而已。 

 

    1.暗引 

 

针对暗引的定义，陈正治指是“间接的引用，对引用的事件或话语，没有说明

出处。”（陈正治，2003：177）杂剧中的引用句，多数直接引用诗词或话语插入

对白和唱词中。以下将叙述该两出杂剧中的暗引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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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梧桐雨》中的“暗引” 

 

《梧桐雨》中的暗引仅 4 例，其中楔子中唐玄宗问安禄山肥胖的身躯内有

什么，安禄山回答“惟有赤心耳！”（王季思，1999：489）此句出自唐人郑綮所

撰的〈开天传信记〉1，然而并无直接标明出处，而是将此引用句融入角色对白

内，故为暗引。 

 

第二折中四川使臣送荔枝入宫，开篇便吟诗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

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王季思，1999：496）此句直接引

用了唐人杜牧的〈过华清宫〉2，然而是皆四川使臣之口说出，并没有标明诗歌

出处或作者。 

 

    （2）《墙头马上》中的“暗引” 

 

《墙头马上》中的暗引有 8 例之多，其中第二折中李千金求嬷嬷通融两人

交往，言“一床锦被权遮盖”（王季思，1999：524），此句出自宋人周密《齐东

野语• 淮西之变》3 ，是请求他人通融的意思。该句在文中并没有标明出处，

而是借李千金之口说出，故为暗引。 

                                                             
1白朴引“惟赤心”句入杂剧内，人物对白与〈开天传信记〉中的对话大有相同之处。〈开天传

信记〉原文写道：“上尝问曰；‘此胡腹中更有何物，其大如是？’禄山寻声应曰：‘腹中更

无他物惟赤心尔。’”见【清】永瑢、纪昀等撰（2003），《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文渊

阁四库全书》第 1042册，页 844。 
2
 上述诗句收录于《樊川诗集注》中，见【唐】杜牧著、【清】冯集梧注（1998），《樊川诗

集注》，页 138。 
3 上述引用出自《齐东野语• 淮西之变》中的郦琼之口，原句为“琼登而言曰：‘寻常伏事太

尉不周，今日乞做一床锦被遮盖。’”见【宋】周密撰、张茂鹏点校（1983），《齐东野

语》，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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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李千金所言之“十谒朱门九不开”（王季思，1999：524），出自元

代马致远的《荐福碑》1 ，是向富贵或权贵人家求助，常被拒绝的意思，指富

贵人家往往不厚道。此句引用自《荐福碑》，然而借由李千金之口说出，不标明

出处，故称暗引。 

 

综而述之，此章主要叙述两出杂剧中体现语言均衡美与联系美的修辞格。

杂剧中体现语言均衡美的修辞格有对偶和排比，而体现语言联系美的修辞格则

有比喻和引用。其中，各修辞格皆有其内部分类，本论文据杂剧中实际的使用

情况叙述之。 

 

 

 

 

 

 

 

 

 

 

 

 

                                                             
1 此引用于《荐福碑》中的原句为“抵死待要屈脊低腰，又不会巧言令色，况兼今日十谒朱门

九不开。”见杨家骆（1985），《全元杂剧初编》第五册，页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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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梧桐雨》与《墙头马上》中体现语言变化美、侧重美的修辞格 

 

本论文将修辞格的性质分为四种，于此将叙述其中两种，即该两出杂剧中

体现语言变化美以及语言侧重美的修辞格。 

 

    一、体现语言变化之美  

 

所谓语言的变化美，王希杰认为“在追求均衡的同时，大胆探索语言的变化

美……均衡是求同，变化是求异，那么语言艺术则是求同和求异的统一。”（王希杰，

2004：288）在此标题下，本论文以杂剧中的反语和夸张为论述对象。 

 

    （一）、反语 

 

 反语即是说反话，有表里两层意思，即字面上的意思以及话语深处发言者

的真正含义。（王希杰，1999：296）反语可分为讽刺反语与愉快反语，本论文

将遵循上述分类方式进行叙述。 

 

    1.讽刺反语 

 

对于讽刺反语，指“对反面的、否定的内容，以正面的、肯定的语言表达。”

（陈正治，2003：165），或提出与本意相对的字句来讽刺、嘲弄的意思。以下

将叙述两出杂剧中的讽刺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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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梧桐雨》中的“讽刺反语” 

 

该杂剧中的讽刺反语不多，仅 2 例，多借唐玄宗之口说出，如第二折中

“那些个齐管仲郑子产，敢待做假忠孝龙逢比干。”（王季思，1999：498）“龙

逢”、“比干” 为忠孝臣子，均因劝谏皇帝而被杀，而此句用上述正面人物，

以讽刺李林甫不尽人臣之责。 

 

此外，唐玄宗在李林甫询问决策时进而讽之“险些儿慌杀你个周公旦”（王

季思，1999：498），周公旦即姬旦，周武王之弟，其功绩之大，其中有制礼作

乐、摄政辅佐成王。唐玄宗以此人形容李林甫，实则讽刺之。不过整体而言，

安禄山之祸源于皇帝沉溺淫乐所导致。 

 

    （2）《墙头马上》中的“讽刺反语” 

 

杂剧中的讽刺反语有 8 例之多，其中第三折末尾，李千金心灰意冷，终究

妥协，要裴少俊就送她走，言“把这没气性的文君送了也。”（王季思，1999：

532）“没气性”指没脾气的意思，然而纵观整出杂剧，李千金性格鲜明，尤其

第四折表现出她敢怒敢言的个性，并不如她自言的没气性。由此可见，此句是

李千金自我反讽的一句话，表达的是她对现实的无可奈何。 

 

另外，第四折中多有李千金讽刺反语之句，其中有裴少俊中第后在到李府

欲与李千金重归于好，梅香进府通报，李千金反讽裴少俊“读五车书会写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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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思，1999：534）休妻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事，与“读五车书”并列，是反

讽的话语，形容裴少俊不顾夫妻之情。 

 

    2.愉快反语 

 

愉快反语与上述讽语不同，其目的不在讽刺嘲弄，而是以幽默诙谐的语调

进行调侃，为故事情节加入轻松活泼的元素。（王希杰，2004：289）经笔者统

计分析，《梧桐雨》中并无此类句子，因此此标题之下，笔者仅叙述《墙头马

上》中的愉快反语。 

 

    （1）《墙头马上》中的“愉快反语” 

 

杂剧中的愉快反语仅此 1 句，第二折中李千金在等待裴少俊赴约时，心感

焦急，唤梅香去接裴少俊，梅香调侃道：“这里线也似一条直路，怕他迷了道

儿？”（王季思，1999：521）此句是为了调侃李千金的焦急又期待的心情，其

中“怕他迷了道儿”句显示其既幽默亦调侃的话语。 

 

    （二）、夸张 

 

夸张，顾名思义即一种故意言过其实的修辞手法，如王希杰所说“或夸大

事实，或缩小事实，目的是让对方对于说写着所要表达的内容有一个更深刻的印象。”

（王希杰，1999：299）夸张的手法使语句中的含义更有张力，也是语言变化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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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体现。夸张手法基本上有两种分类，即直接夸张与间接夸张，以下将叙

述之。 

 

    1.直接夸张 

 

陈正治将直接夸张定义为“把所要表达的思想或情感，直接在辞面上夸张表达。

（陈正治，2003：134）”此表达方式相对直接，不使用其他修辞手法辅助之，

直接夸大或缩小事实。以下叙述该两出杂剧中的直接夸张。 

 

    （1）《梧桐雨》中的“直接夸张” 

 

杂剧中的直接夸张句有 6 例，多集中在楔子，即描述安禄山形象的部分，

“躯干魁梧胆力雄，六蕃文字颇皆通”、 “有光照穹庐，野兽皆鸣” （王季思，

1999：487），上述句子都是安禄山的自我描述。 

 

此外，安禄山在回应唐玄宗时，自言道：“臣左右开弓，一十八般武艺，无

有不会；能通六蕃言语。”（王季思，1999：489）安禄山于在杂剧中身躯肥胖，

开头还吃了败仗，与上述自我描述都不相符，可见以上句子都是他为抬高身价

的夸张手法。 

 

 

 



34 
 

    （2）《墙头马上》中的“直接夸张” 

 

《墙头马上》的直接夸张句有 5 例，其中第三折中裴尚书于家中后花园撞

见李千金，李千金唱出其心情“魄散魂消，肠慌腹热。”（王季思，1999：528）

此句明显将李千金当时的心情夸大，即直接夸张的一种，为的是凸显东窗事发

后李千金的焦急和忧虑之感。 

 

此外，裴尚书在斥责李千金与裴少俊私奔时，言李千金“枉坏了我少俊前程，

辱没了我裴家上祖”（王季思，1999：530），然而，在没有东窗事发之前，裴家

一向相安无事。此番话语将李千金私奔之事夸大，认为上述“枉坏”、“辱没”

之事皆是李氏的缘故。 

 

    2.间接夸张 

 

间接夸张的手法“通过比喻、比拟等修辞方式来实现”（王希杰，2004：

300），并不在语句中直接以夸张的方式来表达。《梧桐雨》中的夸张句鲜少，

皆为直接夸张类型，因此以下仅叙述《墙头马上》中的直接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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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墙头马上》中的“间接夸张” 

 

杂剧中此类句子有 5 例，其中第三折中李千金被裴尚书撞见，便焦急的唱

道：“喘似雷轰，烈似风车”（王季思，1999：528），该句使用了“似”比喻

词，夸张的描述她如“雷轰”、“风车”一样激烈的心情。 

 

此外，裴尚书在刁难李千金时，李氏难过地唱道：“似陷人坑千丈穴，胜滚

浪千堆雪”（王季思，1999：531），此句是以“似”为比喻词的间接夸张句，

并用“千”夸张的数量词描述其被压迫却无可奈何的感受。 

 

    二、体现语言侧重之美 

 

语言的侧重美，在如王希杰指的“主宾有别，重点突出”（王希杰，2004：

342）的情况下，该语句在性质或语势上得以详略得当，便能表现出其语言的侧

重美。在此标题下，本论文以杂剧中的反问和叠字为论述对象。 

 

    （一）、反问 

 

反问1的性质是无疑而问，并且不要求对方回答，主要表现出语意强烈、肯

定的意思，由此可见与一般的疑问句不同。（王希杰，2004：370）以下将分成

                                                             
1 反问与设问有其不同之处，郑远汉指出设问是“提问”一类，而反问是“激问”一类。“激

问”是为了激发本意而提出的反问句，因此其性质与设问不同。详见郑远汉（1982），《辞格

辨异》，页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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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其一、出现疑问词的反问；其二、否定的问话表示肯定的反问。  

 

    1. 出现疑问词的反问 

 

字面上出现如“怎”、“岂”、“谁”、“那里有（哪里有）”等疑问词

的反问句，在意义上是表示否定的反问。“怎”与“岂”指怎么、如何的意思；

“谁”实质上则表示无人的意思。以下将叙述两出杂剧中的此类反问句。 

 

    （1）《梧桐雨》中“出现疑问词的反问” 

 

《梧桐雨》中出现的此类反问有 8 例，如第二折中安禄山反叛，李林甫向

唐玄宗答道：“安禄山部下蕃汉兵马四十余万，皆是一以当百，怎与他拒敌？”

（王季思，1999：499）此句表面上以“怎”疑问词反问，而其含义是“无法与

他拒敌”的意思。李林甫以此句回复圣上，更显得安禄山军队势不可挡。 

 

    接下来，陈玄礼要求赐死杨贵妃，唐玄宗骂“高力士，道与陈玄礼休没高下，

岂可教妃子受刑罚”句（王季思，1999：503），其中“岂可”即指怎么可以的

意思，表示唐玄宗维护杨贵妃不让之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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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墙头马上》中“出现疑问词的反问”     

 

杂剧中的此类反问仅 2 例，其中第二折中李千金最终决定与裴少俊私奔，

论及父母时，说“那里有女孩儿共爹娘相守到头白？”（王季思，1999：525）

“那里（哪里）”便是疑问词的一种，意义上即指“没有女孩儿与爹娘相守到

头白”的意思。 

 

第三折中裴尚书欲将两人之事送官司，裴少俊自言为卿相之子，“怎好为

一妇人受官司凌辱？”（王季思，1999：529）此句以“怎”为疑问词，实质上

指以自己的身份不可因一位妇人而送官司，进而写书休妻，陷李千金于孤立之

境。 

 

    2. 否定的问话表示肯定的反问 

 

顾名思义，即字面上表示否定的问句，实质上是表达肯定的意思（李霞，

2009：53），即形式与含义两者相反。以下叙述两出杂剧中的此类反问。 

  

（1）《梧桐雨》中“否定的问话表示肯定的反问” 

 

《梧桐雨》中的此类反问仅 2 例，其中楔子中安禄山将被推出斩首，他大

叫“主帅不欲灭奚契丹耶”（王季思，2007：487）句，便是此类反问的一例。

安禄山欲保命，便一语中的道出唐朝廷欲“灭契丹”的目标，其“不欲”实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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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欲”，而且以唐朝廷的角度来说，更是求之不得，因此以否定的方式反问，

比起直接陈述更有表达效果。 

 

    （2）《墙头马上》中“否定的问话表示肯定的反问” 

 

杂剧中的此类反问仅 2 例，如第二折中李千金要梅香去接裴少俊，梅香反

问道：“这里线也似一条直路，怕他迷了道儿？”（王季思，1999：521）此句表

面上指怕裴少俊迷路，然反观上句，即可知此句明显指裴少俊根本不会迷路，

是李千金多虑了。 

 

此外，第三折中裴尚书出言欲将李千金送官司，李千金道：“人心非铁，逢

赦不该赦？”（王季思，1999：529）此句表面上指应当赦免之事得不到赦免，

实质上则表示李千金在该事件中情理上是应该得到赦免的。 

 

    （二）、叠字 

 

对于叠字的定义，陈正治认为是“字的连接复叠”，即相同的一个字词重叠

出现。（陈正治，2003：261）基本上，一个字词接二连三的出现，便能称作叠

字，而此手法基本上能达到调整音节的作用，形成语言侧重之美。以下将叠字

分成 AABB式叠字、ABB式叠字、AAB式叠字、以及 AA式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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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ABB式叠字 

 

AABB 式叠字即表示各字词重复两次，经分析，《墙头马上》中并没有此类

叠字，因此以下仅叙述《梧桐雨》中的此类叠字而已。 

 

（1）《梧桐雨》中的“AABB式叠字” 

 

    此类叠字在杂剧中仅 2 例，如第一折中描述风吹窗纱的景象，“悄悄蹙蹙款

把纱窗映，扑扑簌簌风飐珠帘影”（王季思，1999：492）句。上述“悄”、

“蹙”、“扑”、“簌”四字各重复两次，叠字的运用表现出风声、以及风吹

动窗纱的情景。由此，上述叠字形成了具体的画面以及音乐的美感。 

 

    2. ABB式叠字 

 

ABB 式叠字指第二个字词重复两次，是两出杂剧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叠字类

型。以下将叙述两出杂剧中的此类叠字。 

 

    （1）《梧桐雨》中的“ABB式叠字” 

 

杂剧中的此类叠字数量最多，共 11 例，其中第一折唐玄宗提及牛郎织女，

唱：“离愁情脉脉，别泪雨冷冷”（王季思，1999：493）句，其中“情脉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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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雨冷冷”便是此类叠字。两组叠字的运用的作用在于调整音节，使上下两

句整齐的同时，使整个句子的语境更形象化。 

 

此外，第二折中唐玄宗对荔枝的描述，“香喷喷味正甘，娇滴滴色初绽”

（王季思，1999:497）句，与上述叠字作用类同。“香喷喷”形象化的描述了

荔枝的味道，而“娇滴滴”则具体的展现出其鲜美的色泽。 

 

    （2）《墙头马上》中的“ABB式叠字” 

 

杂剧中的此类叠字仅出现 2 例，其中第一折李千金与梅香聊起问亲之事，

李千金言“你教女孩儿羞答答说甚的”（王季思，1999：516）句，其中便带有

此类叠字。“羞答答”除了调节音节外，也具体的描述了一个女儿家在谈及嫁

娶之事的羞涩心理，而叠字使其语意更为强烈。 

 

第三折中裴尚书斥责李千金，李千金唱道：“相公又恶噷噷乖劣，夫人又叫

丫丫似蝎蜇。”（王季思，1999：530）此句描述裴尚书与夫人压迫李千金的情

景，“恶噷噷”、“叫丫丫”形象化的描述两人的形象，而该两组叠字也使上

下两句连贯、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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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AB式叠字 

 

AAB 式叠字的第一个字词重复两次，多为形容词，其使用频率极少，《梧

桐雨》中并无此类，而《墙头马上》中仅出现两例。以下仅叙述《墙头马上》

中的此类叠字。 

 

    （1）《墙头马上》中的“AAB式叠字” 

 

《墙头马上》中的此类叠字仅出现 2 例，如第一折中描述李千金的怀春心

理，其中“轻轻风趁蝴蝶对，霏霏雨过蜻蜓戏，融融沙暖鸳鸯睡”句便带有三组

AAB 式叠字。“轻轻风”、“霏霏雨”、“融融沙”各以形容词重叠，衬托主语

“风”、“雨”、“沙”，以此形成对该情景的既视感。 

 

第三折中李千金之事东窗事发，李千金形容其心情“氲氲的脸上羞，扑扑的

心头怯。”（王季思，1999：528）此句中的两组叠字“氲氲的”、“扑扑的”强调

人物内心的焦虑之感，侧重描述李千金内心的感受，由此展现该句语言上的侧

重之美。 

 

    4. AA式叠字 

 

AA 式叠字即相同的字重复两次，经过统计，《墙头马上》中并无此类叠字，

因此以下仅叙述《梧桐雨》的此类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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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梧桐雨》中的“AA式叠字” 

 

杂剧中仅出现 3 例，如第一折中唐玄宗自言有杨妃在伴，“朝朝寒食，夜夜

元宵。”（王季思，1999：492）此句的两组叠字“朝朝”与“夜夜”除了两组

相衬，使句子排列整齐外，也指天天、每天、无时无刻的意思，强调并扩展语

意，显示出皇帝昏庸的程度。 

 

 综而述之，此章主要叙述两出杂剧中体现语言均变化与侧重美的修辞格。

杂剧中体现语言变化美的修辞格有反语和夸张，而体现语言侧重美的修辞格则

有反问和叠字。其中，各修辞格皆有其内部分类，本论文据杂剧中实际的使用

情况叙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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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梧桐雨》与《墙头马上》修辞格的总体特征与使用情况分析 

 

    经统计，《梧桐雨》与《墙头马上》中主要运用的修辞格有八种，即对偶、

排比、比喻、引用、反语、夸张、反问、叠字。其中，《梧桐雨》中使用次数

达十次以上的有对偶 27 例、比喻 16 例、反问 10 例、以及叠字 16 例，而《墙

头马上》中使用次数达十次以上的修辞格有对偶 20 例、比喻 26 例、以及反问

10例。 

 

上述杂剧的修辞格种类丰富1，除了主要集中于以上八种外，该修辞格的内

部分类也基本齐全。以《梧桐雨》为例，对偶格细分正对、反对、串对三类，

而该三类在杂剧中都能找到；比喻格分明喻、暗喻、借喻三类，该类语句在杂

剧中也相当齐全，反问格数量比上述修辞格相对较少，主要集于出现疑问词的

反问一类；而《梧桐雨》中的叠字主要有 AABB 式叠字、ABB 式叠字、AA 式叠字。 

 

《墙头马上》中以对偶、比喻、反问的使用次数为最多，杂剧中对偶的三

类齐全，比喻格中的明喻、暗喻、以及借喻三类全数在内，而反问格中的两类，

即出现疑问词的反问以及否定的问话表示肯定的反问两者皆有。以上基本对两

出杂剧中的修辞格使用情况进行概述，可见《梧桐雨》相较于《墙头马上》，

涉及的使用次数较多一些，由此，以下将对各修辞格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 

 

                                                             
1 除了本论文所论述的八种修辞格外，杂剧中也出现摹况、设问、互文、婉曲、反复等修辞

格，然比例较少，因此不具体叙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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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分析，杂剧中的各折皆有对偶句，分布均匀，尤其出现于《梧桐雨》唐

玄宗与杨贵妃、《墙头马上》李千金的唱词中。笔者发现两出杂剧中的对偶句

多用于三个方面，其一、角色的心理活动描述；其二、剧中的情景或物体描述；

其三、两者皆有。之所以会出现此使用情况，笔者认为其原因可分为三种，其

一、能使语句精练而语意分明；其二、使语句富有音乐美或节奏美；其三、易

于记诵。（陈正治，2003：226—228）对偶句在形式上符合杂剧的审美要求，

即唱词在简练之余需富有节奏感，以观众的角度而言，需易于明白剧情，而以

表演者的角度而言，需易于记诵。因此，对偶格属于唱词或宾白
1
中独立的运用

情况，与其语言风格无关，而与杂剧本身的形式有关。 

 

排比手法在杂剧中的使用情况与对偶格的使用情况类似2，然而相比之下数

量较少。两者在杂剧中的使用或与杂剧的体制有关，张玉芹认为，“元杂剧一般

是一本四折3，体制短小，对描写心理活动不能不有所束缚”（张玉芹，2006：

118），因此才会有排比对仗等修辞手法的运用。 

 

经分析，杂剧中的排比、对偶等手法不仅运用在心理活动的描写上，剧中

的情景、物景也常有该辞格的出现。笔者认为，在杂剧体制短小的前提下，对

偶格数量众多的情况与排比手法相对，后者数量自然较少。对偶与排比是杂剧

                                                             
1 宾白指戏曲中的说白、念白，与曲辞、科介是戏剧文学剧本的三大要素。详见李修生

（2003），《元曲大辞典》，页 495—496。 
2 排比格虽是对偶格的扩展，然而在实际的作用下两者有所不同。排比格尤其在形式上，能带

来增强语言气势与使语言富有节奏美与和谐美的作用，详见陈正治（2003），《修辞学》，页

243。 
3 “一本四折”指一出杂剧内有四折，“四折的体制既是四个音乐叙事段落，又是四个故事叙

事段落”，剧中四折由四大套曲组成，而每一套曲的曲牌都属同一宫调，一人主唱，一韵到

底。详见刘慧芳（2010），《元杂剧叙事艺术》，页 50。 



45 
 

中最为常见的艺术手法，然而在体制或篇幅的限制下，两种手法的运用则必须

处于相互平衡的情况。 

 

对于比喻格的使用情况，《梧桐雨》与《墙头马上》皆有不同。《梧桐雨》

中的比喻句出现于唱词的同时，也出现于宾白中；《墙头马上》中的比喻句多

出现于唱词中，宾白中的比喻句仅在少数。然而，两者的比喻句数量相差 10 例

之多。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梧桐雨》在唱词和宾白中，多有直接渲染情景、

情绪的词句，而此类语句则多以对偶句、排比句、以及叠字的手法呈现出来。 

 

相对而言，《墙头马上》中的比喻句较多，然皆通过俗语以及通俗化的语

句呈现出来。通俗的语句除了符合杂剧整体的语言风格外，同时通过主要人物

的说话方式体现其形象的特征。笔者认为比喻手法的使用数量并不受杂剧中的

语言风格所左右，而是以唱词或宾白中的独立需求为主，然而比喻手法中的喻

体或词汇则多离不开其语言风格，如《梧桐雨》中喻体大多讲究辞藻，如“心

膂”、“调理鼎鼐”等词。 

 

引用格在《梧桐雨》中的使用数量较少，是《墙头马上》8 例引用句的一

半。经分析，《梧桐雨》中的引用句集中在前半部分，即皇帝与安禄山的谈话

以及四川使者送荔枝的情节部分；《墙头马上》中的引用句则集中于杂剧的后

半部分，即李千金与裴尚书的宾白部分。笔者认为引用格的使用属于唱词或宾

白独立运用的情况，即在杂剧中有着承接情节与叙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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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反语与夸张手法的运用在两出杂剧中，以《墙头马上》最为明显，

而上述手法多出现于李千金的宾白中。经分析，笔者认为是两出杂剧的着重点

不同使该两种手法的使用情况不相同。《梧桐雨》强调人物情感、情景、物景

等环境的渲染，对人物的冲突矛盾并不多加描写；《墙头马上》则着重在人物

性格的刻画以及情节的叙述。反问与夸张手法多由人物的唱词或宾白中说出，

重在体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其性格的刻画，而李千金在杂剧中是性格泼辣又敢

爱敢恨之人，通过反问与夸张的手法表现其个性，不仅加强人物的刻画，更在

人物的冲突矛盾中加强情节的精彩度。由此，本论文将之归类为唱词或宾白独

立的运用需求之情况。 

  

接下来，《梧桐雨》和《墙头马上》中反问手法的使用情况大致相同，即

多出现于人物冲突或情节高潮的部分。随着情节的发展，无论情感上的自我反

问或形式上的人物对话，反问手法带出的并不是疑问、询问的作用，而是以确

定、肯定的语意发言，使人物语气更加强烈。经分析，笔者认为反问手法在两

出杂剧中多倾向于唱词或宾白独立的运用需求之情况。 

 

此外，《梧桐雨》与《墙头马上》中对叠字的运用，其表现形式也各不相

同。《梧桐雨》叠字的使用次数达 16 例，而《墙头马上》仅 4 例。经分析，是

两者语言风格或故事氛围大不相同所致。《梧桐雨》的语言风格偏向华丽词汇

的运用，以此对人物情感上的抒发，以及对环境的描写进行描述。然而，《墙

头马上》的语言风格与故事情节皆偏向通俗化，其叠字的运用亦简单易懂，既

已达到了使语句富有节奏美以及加强语意与表达效果的作用，因此并没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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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叠字的理由。笔者认为，是其语言风格对叠字手法在两出杂剧中的运用情

况起的作用。 

 

本论文将八类的修辞格总体概括为两种使用情况，其一、该修辞格为唱词

或宾白上独立的运用需求；其二、修辞格的运用受整体语言风格的影响。经分

析，仅叠字手法在整体上属于第二种情况，即其使用数量、情况、作用等受该

杂剧语言风格的影响，与此同时该手法也相对加强了杂剧的语言风格。其余的

七类修辞格，则是第一种使用情况。尽管该七类修辞格的使用情况属于第一种

情况，其中词句或词汇多不偏离杂剧本身的语言风格。针对上述论点，笔者认

为欲具体分析个中情况，则必须具体观察以及分析修辞格内部分类的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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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梧桐雨》与《墙头马上》皆出自白朴，然经笔者分析，同出一作者笔下

的两出杂剧在其情节的叙述及人物的塑造等诸方面中，在语言上体现出不同的

面貌。于此，笔者以观察统计杂剧中修辞格的角度切入，分析两者在其语言艺

术上的特点与规律。 

 

《梧桐雨》与《墙头马上》中的修辞格种类众多，其内部分类也丰富。本

论文分析修辞格与其内部分类在杂剧中的运用，具体观察出两出杂剧在其语言

艺术上各不相同的特点，并认为其语言艺术的特点与李良子指出的“诗词化的

艳丽”以及“通俗化的俊朗”的概念是一致的。《梧桐雨》的语言风格偏向讲

究辞藻与华丽；《墙头马上》则偏向通俗、质朴的语言风格，而两者的语言风

格则是分析修辞格使用情况的要素。 

 

经分析，笔者将对偶、排比、比喻、引用、反语、夸张、反问、叠字八类

修辞格在两出杂剧中的运用情况与使用规律总结为两种情况，其一、该修辞格

为唱词或宾白上独立的运用需求；其二、修辞格的运用受整体语言风格的影响。

然而，上述两点并非是“有此无彼”的存在，唱词或宾白上独立运用的情况并

不能影响杂剧整体的语言风格，而杂剧整体的语言风格却能影响唱词或宾白的

运用需求，即尽管唱词或宾白多处于前者的情况，却不能脱离整体的语言风格，

而对此的具体的分析，则需针对修辞格内部分类底下的词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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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一、《梧桐雨》中各类修辞格、分类、词句及数量统计 

 

修辞格 类别 《梧桐雨》各折词句 数量 

 

 

 

 

 

 

 

 

 

 

 

 

 

 

 

 

 

 

 

 

 

 

正对 

第一折“痛饮昭阳，烂醉华清”、“离愁

情脉脉，别泪雨冷冷”、“这金钗儿教你

高耸耸头上顶，这钿盒儿把你另巍巍手中

擎”、“龙麝焚金鼎，花萼插银瓶”、

“悄悄蹙蹙款把纱窗映，扑扑簌簌风飐珠

帘影”、“珊瑚枕上两意足，翡翠帘前百

媚生”、“龙阳1泣鱼之悲，班姬2题扇之

怨”；第二折“酒注嫩鹅黄，茶点鹧鸪

斑”、“酒光泛紫金钟，茶香浮碧玉

盏”、“香喷喷正甘，娇滴滴色初绽”、

“贤王玉笛，花奴羯鼓，韵美声繁；宁王

锦瑟，梅妃玉箫，嘹亭循环”；第三折

“隐隐天涯，剩水残山五六搭；萧萧林

 

 

 

 

 

 

 

 

 

19 

                                                             
1 龙阳指战国时期魏国的龙阳君，关于“龙阳泣鱼”的记载出自《战国策·魏策·魏王与龙阳

君共船而钓》，“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闻臣之得幸王也，必褰裳而趋大王，臣亦犹曩臣

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见【汉】刘向编订、明洁辑评、明洁导读整

理（2008），《战国策》，页 435—436。 
2
 班姬指汉成帝时期的班婕妤，其人贤淑，成帝喜爱之，曾欲与其同辇出游，班姬以“贤圣之

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之由婉拒之，王太后得知，因此喜爱班婕妤。后“赵氏

姊弟骄妒，婕妤恐久见危，求共养太后长信宫。”因成帝宠幸赵氏，班婕妤后半生在落寞与孤

独中度过。详见【汉】班固撰（1964），《汉书》卷九十七下，页 3983—3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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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偶 下，坏垣破屋两三家”、“秦川远树雾昏

花，灞桥柳风潇洒”、“黄埃散漫悲风

飒，碧云黯淡斜阳下”、“一程程水绿山

青，一步步剑岭巴峡”；第四折“厮琅琅

鸣殿铎，扑簌簌动朱箔”、“长生殿那一

宵，转回廊，说誓约，不合对梧桐并肩斜

靠，尽言词絮絮叨叨。沉香亭那一朝，按

霓裳，舞六幺，红牙箸击成腔调，乱宫商

闹闹吵吵”、“枕冷衾寒，烛灭香消”、

“顺西风低把纱窗哨，送寒气频将绣户

敲” 

  

反对 

第一折“松开了龙袍罗扣，偏斜了凤带红

鞓”、“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在天

呵做鸳鸯比并，在地呵做连理枝生”；第

四折“翠盘中荒草满，芳树下暗香消” 

 

4 

  

 

串对 

第一折“瑶阶月色晃疏棂，银烛秋光冷画

屏”、“日日醉霞觥，夜夜宿银屏”、

“把天上姻缘重，将人间恩爱轻”；第四

折“润蒙蒙杨柳雨，凄凄院宇侵帘幕。细

丝丝梅子雨，装点江干满楼阁” 

 

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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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比 

 

 

 

 

并列式排

比 

第二折“柳添黄，荷减翠，秋莲脱瓣”；

第四折“楼头过雁，砌下寒蛩，檐前玉

马，架上金鸡”、“一会价紧呵，似玉盘

中万颗珍珠落；一会价响呵，似玳筵前几

簇笙歌闹；一会价清呵，似翠岩头一派寒

泉瀑；一会价猛呵，似绣旗下数面征鼙

操”、“杏花雨红湿阑干，梨花雨玉容寂

寞；荷花雨翠盖翩翩，豆花雨绿叶潇

条”、“乱洒琼阶，水传宫漏，飞上雕

檐，酒滴新槽”、“洗黄花润篱落，渍苍

苔倒墙角；渲湖山漱石窍，浸枯荷溢池

沼；沾残蝶粉渐消，洒流萤焰不着；绿窗

前促织叫，声相近雁影高；催邻砧处处

捣，助新凉分外早” 

 

 

 

 

 

6 

  

 

递进式排

比 

第三折“嗔忿忿停鞭立马，恶噷噷披袍贯

甲，明飇飇掣剑离匣，齐臻臻雁行班排，

密匝匝鱼鳞似亚”；第四折“滴溜溜绕闲

阶败叶飘，疏剌剌刷落叶被西风扫，忽鲁

鲁风闪得银灯爆”、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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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喻 

第一折“貌类嫦娥”、“恰似鸾凤和

鸣”；第三折“不似周褒姒举火取笑，纣

妲己敲胫觑人” 

 

3 

 

 

 

比喻 

 

 

暗喻 

楔子“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第一折

“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使妾有龙阳

泣鱼之悲，班姬题扇之怨”；第二折“那

些个齐管仲郑子产，敢待做假忠孝龙逢比

干”；第三折“他是朵娇滴滴海棠花，怎

做得闹荒荒亡国祸根芽” 

 

 

5 

  

 

借喻 

楔子“受心膂之重寄”、“满朝中都指斥

銮舆1”、“调和鼎鼐理阴阳，位列鹓班坐

省堂”；第一折“苔浸的凌波罗袜冷”；

第二折“端的个绛纱笼罩水晶寒”；第三

折“寡人深居九重，怎知闾阎贫苦也”；

第四折“谁想你乘彩凤，返丹霄”、“可

惜把一朵海棠花零落了” 

 

 

8 

   16 

 

 

暗引 楔子“你这等肥胖，此胡腹中何所有？惟

有赤心耳”、“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2”、

 

 

                                                             
1 即斥责皇帝的意思，在古代史一个极大的罪名，《册府元龟·刑法部》卷六十二定律令中写

道“如是本犯十恶五逆及指斥銮舆，妖言不顺，假托休咎者，宜具事申奏闻。”见【北宋】王

钦若等编（2003），《册府元龟》第八册，页 7351。 
2 出自《大唐新语·规谏》，两者情节大有相同之处，“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奏裨将安禄山频失

利，送就戮于京师……..九龄与语久之，因奏曰：‘禄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请因罪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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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满朝中都指斥銮舆”；第二折“长安回

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

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4 

   4 

 

反语 

讽刺反语 第二折“那些个齐管仲郑子产，敢待做假

忠孝龙逢比干”、“险些儿慌杀你个周公

旦” 

2 

 愉快反语  0 

   2 

 

 

 

夸张 

直接夸张 楔子“躯干魁梧胆力雄，六蕃文字颇皆

通”、“生时有光照穹庐，野兽皆鸣”、

“臣左右开弓，一十八般武艺，无有不

会；能通六蕃言语”；第一折“月澄澄汉

无声，说尽千秋万古情”；第二折“恨无

穷，愁无限”；第四折“惹的感旧恨天荒

地老” 

 

 

6 

 间接夸张  0 

   6 

 

 

 

 

第二折“蕃汉兵马四十余万，皆是以一当

百，怎与他拒敌”、“几程儿挨得过剑门

 

 

                                                             
之，冀绝后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之意，误害忠良。’更加官爵，放归本

道。”见【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1984），《大唐新语》，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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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问 

 

出现疑问

词的反问 

关”；第三折“寡人深居九重，怎知闾阎

贫苦也”、“若殿下与至尊皆入蜀，使中

原百姓，谁为之主”、“你也合分取些社

稷忧，怎肯教别人把江山霸”、“岂可教

妃子受刑罚”、“没柰何，怎留他”；第

四折“这诸样草木皆有雨声，岂独梧桐” 

 

8 

 

 

 

否定的问

句表示肯

定的反问 

楔子“主帅不欲灭奚契丹耶”；第三折

“妃子不知那里去了” 

 

2 

   10 

 AABB式叠

字 

第一折“悄悄蹙蹙款把纱窗映，扑扑簌簌

风飐珠帘影”；第四折“长生殿那一宵，

转回廊，说誓约，不合对梧桐并肩斜靠，

尽言词絮絮叨叨。沉香亭那一朝，按霓

裳，舞六幺，红牙箸击成腔调，乱宫商闹

闹炒炒” 

 

 

2 

叠字 ABB式叠字 第一折“这金钗儿教你高耸耸头上顶，这

钿盒儿把你另巍巍手中擎”、“离愁情脉

脉，别泪雨泠泠”；第二折“香喷喷正

甘，娇滴滴色初绽”、“拚着个醉醺醺直

吃到夜静更阑”；第三折“嗔忿忿停鞭立

马，恶噷噷披袍贯甲，明飇飇掣剑离匣，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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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臻臻雁行班排，密匝匝鱼鳞似亚”、

“他是朵娇滴滴海棠花，怎做得闹荒荒亡

国祸根芽”、“再不将曲弯弯远山眉儿

画，乱松松白鬓堆鸦”、“怎下的碜磕马

蹄儿脸上踏，则将细袅袅咽喉掐，早把条

长挽挽素白练安排下”、“一程程水绿山

青，一步步剑岭巴峡”；第四折“原来是

滴溜溜绕闲阶败叶飘，疏剌剌刷落叶被西

风扫，忽鲁鲁风闪得银灯爆”、“厮琅琅

鸣殿铎，扑簌簌动朱箔” 

 AAB式叠字  0 

 AA式叠字 第一折“朝朝寒食，夜夜元宵”、“日日

醉霞觥，夜夜宿银屏”；第三折“隐隐天

涯，剩水残山五六搭；萧萧林下，坏垣破

屋两三家” 

 

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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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墙头马上》中各类修辞格、内部分类、各折词句以及其数量统计 

 

修辞格 类别 《墙头马上》各折词句 数量 

 

 

 

 

 

 

 

 

 

正对 

第一折“菡萏花深鸳并宿，梧桐枝隐凤双

栖”、“柳暗青烟密，花残红雨飞”、

“落红踏践马蹄尘，残花酝酿蜂儿蜜”、

“能骑高价马，会着及时衣”、“这一堵

粉墙儿低，这一带花阴儿密”、“将湖山

困倚，把角门儿虚闭”；第二折“露惊宿

鸟，风弄庭槐”、“轻分翠竹，款步苍

台”、“龙虎也招了儒士，神仙也聘与秀

才”；第三折“愁万缕，闷千叠” 

 

 

 

 

10 

 

 

 

对偶  

反对 

第一折“流落的男游别郡，耽阁的女怨深

闺”、“害的来不疼不痛难医治，吃了些

好茶好饭无滋味”、“榆散青钱乱，梅攒

翠豆肥”；第三折“也强如带满头花，向

午门左右把状元接；也强如挂拖地红，两

头来往交媒谢”、“魄散魂消，肠慌腹

热”、“心似醉，意如呆；眼似瞎，手如

瘸”、“花发风筛，月满云遮”、“生则

同衾，死则共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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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对 

第二折“待月帘微簌，迎风户半开”、

“你道方径直如线，我道侯门深似海”、

“月色朦胧天色晚，鼓声才动角声哀” 

 

3 

   21 

 

 

 

排比 

 

并列式排

比 

第二折“操琴堂，沽酒舍，看书斋”；第

三折“相公把柱杖掂详，院公把扫帚支

吾，孩儿把衣袂掀者。” 

 

 

2 

 递进式排

比 

第一折“轻轻风趁蝴蝶队，霏霏雨过蜻蜓

戏，融融沙暖鸳鸯睡” 

 

1 

   3 

  

 

明喻 

第二折“月也你本细如弓”、“我则怕似

‘赵杲送曾哀’”；第三折“喘似雷轰，

烈似风车”、“我便似八烈周公，俺夫人

似三移孟母”、“夫人又叫丫丫似蝎

蜇”、“心似醉，意如呆；眼似瞎，手如

瘸”、“似陷人坑千丈穴，胜滚浪千堆

雪” 

 

 

7 

 

 

比喻 

 

 

暗喻 

第一折“他雾鬓云鬟，冰肌玉骨，花开媚

脸，星转双眸”；第二折“拾的孩儿落的

摔”、“和尚在钵盂在”；第三折“老汉

凭四方口，调三寸舌”、“鱼雁信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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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魄散魂消，肠慌腹热”、“这妇

人决是娼优酒肆之家”；第四折 “一个是

八烈周公，一个是三移孟母” 

  

借喻 

第一折“满腹诗书七步才”、“这小姐有

倾城之态，出世之才，可为囊箧宝玩”；

第二折“一床锦被权遮盖”、“绣房里血

泊浸尸骸”、“十谒朱门九不开”、“一

岁使长百岁奴”；第三折“数年一枕梦庄

蝶1”、“教我水底捞明月”、“有亲娘有

后爷，无亲娘无疼热”、“把这个没气性

的文君送了也”；第四折“行下春风望夏

雨” 

 

 

 

11 

   26 

 

 

 

 

引用 

 

 

 

 

暗引 

第二折“一床锦被权遮盖”、“十谒朱门

九不开”；第三折“女慕贞洁，男效才良

2
”、“聘则为妻，奔则为妾

3
”、“石上磨

玉簪，欲成中央折。井底引银瓶，欲上丝

 

 

 

 

8 

                                                             
1 此典故出自《庄子·齐物论》，在此由李千金之口说出时间流逝之快，深感私奔后眼前生活

的不真实，“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

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见郭庆

藩辑、王孝鱼整理（1978），《庄子集释》，页 112。 
2
 此句出自《千字文》，由南朝梁时期周兴嗣编撰。见【南梁】周兴嗣等，喻岳衡主编

（2003），《千字文》，页 25。 
3 引文出自《礼记·内则》卷二十八。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

员会整理（1999），《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册，页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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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绝”；第四折“不如归去1”、“子甚宜

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

曰‘是善事我。’则行夫妇之礼焉，终身

不衰2”、“女大不中留3” 

   8 

 

 

 

 

反语 

讽刺反语 第三折“把这个没气性的文君送了也”；

第四折“读五车书会写休书”、“你爷怎

肯相怜顾”“他道我更不贤达，败坏风

俗；怎做家无二长，男游九郡，女嫁三

夫”、“枉教他遥授着尚书，则好教管着

那普天下姻缘簿”、“既为官怎脸上无羞

辱”、“一个是八烈周公，一个是三移孟

母”、“枉坏了少俊前程，辱没了你裴家

上祖” 

 

 

 

8 

 愉快反语 第二折“这里线也似一条直路，怕他迷了

道儿” 

1 

   9 

                                                             
1 此句出自宋代梅尧臣所写之〈杜鹃〉诗，全句为“不如归去语，亦自古来传。”详见【宋】

梅尧臣著、朱东润编年校注（2006），《梅尧臣集编年校注》，页 781。 
2 引文出自《礼记·内则》卷二十七，原句为“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

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终身不衰”。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

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1999），《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册，页 839。 
3 “女大不中留”出现于《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全句为“夫人得好休，便好休，这其间何

必苦追求？常言道女大不中留。”见【元】王实甫著、吴晓玲校注（1954），《西厢记》，页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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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张 

直接夸张 第一折“这小姐有倾城之态，出世之才，

可为囊箧宝玩”；第二折“绣房里血泊浸

尸骸”；第三折“魄散魂消，肠慌腹

热”；第三折“枉坏了我少俊前程，辱没

了我裴家上祖”、“愁万缕，闷千叠” 

 

 

5 

 

 

 间接夸张 第二折“明如镜照三千世界，冷如冰浸十

二瑶台”；第三折“喘似雷轰，烈似风

车”、“我便似八烈周公，俺夫人似三移

孟母”、“心似醉，意如果；眼似瞎，手

如瘸”、“似陷人坑千丈穴，胜滚浪千堆

雪” 

 

 

5 

   10 

 

 

 

 

 

反问 

 

 

出现疑问

词的反问 

第一折“你教女孩羞答答说甚的”；第二

折“你看上这穷酸饿醋甚么好”、“那里

有女孩儿共爷娘相守到头白”；第三折

“谁是媒人？下了多少钱财？谁主婚

来？”、“少俊是卿相之子，怎好为一妇

人受官司凌辱”；第四折“你爷怎肯相怜

顾”、“既为官怎脸上无羞辱”、“我与

你是儿女夫妻，怎么不认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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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的问

句表示肯

定的反问 

第二折“这里线也似一条直路，怕他迷了

道儿”；第三折“人心非铁，逢赦不该

赦” 

 

2 

   10 

 AABB式叠 

字 

 0 

 

叠字 

 

ABB式叠

字 

第一折“你教女孩羞答答说甚的”；第三

折“丈夫又软揣些些，相公又恶噷噷乖

劣，夫人又叫丫丫似蝎蜇” 

 

2 

 

 AAB式叠

字 

第一折“轻轻风趁蝴蝶队，霏霏雨过蜻蜓

戏，融融沙暖鸳鸯睡”、“氲氲的脸上

羞，扑扑的心头怯” 

 

2 

 AA式叠字  0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