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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恩燾「廣東俗話七律詩」與詩律探索 
 

黃坤堯* 



一. 廖恩燾《嬉笑集》與二十年代的方言文學 

廖恩燾  1，字鳳舒，號懺庵，或懺綺盦，一號珠海夢餘生。2 廣東惠陽

人，廖仲愷  胞兄。九歲  赴美求學，光緒五年己卯  由美回

國。從東莞探花陳伯陶  研究國學。光緒十三年丁亥 ，奉派任駐古巴

馬丹薩領事。光緒二十三年丁酉 ，以四品京堂銜調回外務部丞參處行走。以後歷

充駐朝鮮總領事、駐日代辦。宣統末年 ，簡派為駐西班牙公使，未到任。入民國

後，北洋政府簡派任駐古巴代辦，民國十四年  擢升公使。民國廿二年  退
休回國，先後寄寓於上海、南京、廣州、香港等地。廖恩燾五十歲 約 開始學

詞，嘗於古巴購置別墅曰影樹亭，繪成「影樹亭填詞圖」，廣邀題詠。彊村手批其詞稿

云：「胎息夢窗，潛氣內轉，專於順逆、伸縮處求索消息，故非貌似七寶樓臺者所可同

年而語。至其驚采奇豔，則又得於尋常聽睹之外，江山文藻，助其縱橫，幾為倚聲家別

開世界。」3 年冬，廖恩燾與劉景堂  創立堅社，以社址設於香港堅尼

地道廖仲愷、何香凝  故宅，故名堅社。與會者有羅忼烈、王韶生、張叔儔 

、張紉詩 、林汝珩 、曾希穎 、湯定華  

、任援道、區少幹 、王季友  等，每月一會，至年
冬止，前後共歷三年。堅社社友皆為香港詞壇名家，對推動香港的詞學發展，貢獻極

                              

* 黃坤堯先生，香港中文大學 聯合書院資深書院導師 (香港)。 

1. 廖恩燾生於清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丑時，折算為西曆年月日，卒於年月日。生年見任

友安 任援道，《鷓鴣憶舊詞》香港：天文臺報社，年月，頁。卒年見羅忼烈 
《詩詞曲論文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及廣東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年月，頁。 

2. 梁啟超  云：「鄉人有自號珠海夢餘生者，熱誠愛國之士也，游宦美洲，今不欲著其名。頃仿

《粵謳》格調成《新解心》數十章，且自為題詞六首，詞曰：……。芳馨悱惻，有《離騷》之意，吾絕愛

誦之。其《新解心》有〈自由鐘〉、〈自由車〉、〈呆佬祝壽〉、〈中秋餅〉、〈學界風潮〉、〈唔好守舊〉、

〈天有眼〉、〈地無皮〉、〈趁早乘機〉等篇，皆絕世妙文，視子庸原作有過之無不及，實文界革命一驍

將也。」《飲冰室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年月，頁。 

3. 生平資料及彊村 朱孝臧， 批語引自王韶生  著：《懷冰室文學論集》香港：志文出

版社，年月，頁。又參王韶生〈紀香港兩大詞人〉，原刊《崇基學報》第卷第期，年
月，頁。 



 

 

大。廖恩燾著〈灣城竹枝詞〉、4《新粵謳解心》、5《嬉笑集》、
、《懺盦詞》八卷 、《半舫齋詩餘》、《捫蝨談室詞》、《影

樹亭詞、滄海樓詞合刻》 等。 

廖恩燾精通中西語文，尤好方言文學。嘗創製了大量的粵語七律詩，影射政壇人

事、風俗習尚，嬉笑怒罵，寓莊於諧；雖失之俚俗，亦足以反映官場及人心的卑污齷

齪。廖詩在省港澳地區傳播極廣，膾炙人口。粵人讀之自會引發出會心微笑，不勞深

解；但外省人則有語言隔膜，不知所云。方言文學受制於地域因素，不能行之久遠；同

時由於方言詞匯的轉變，書中有很多舊時代的粵語詞匯現在也難於索解了。例如《嬉笑

集》重印本自序以粵語寫駢文，其中「串戲師爺，結束黃疤射利」「眼軌轉風，毛管出

火」「夠佢褸幽，鍊體操魄不附體」諸句，都不好解。 

《嬉笑集》有兩種不同的版本：甲子  木刻本題「廣東俗話七律詩」，計有漢

書人物雜詠首、古事雜詠首〔題作首誤〕、錄舊首、辛酉  東居首、癸

亥  春明紀事首，合共首。己丑  本在香港出版，年曾清謄正再

版，年澳門日報出版社重印，計有漢書人物分詠首、金陵雜詠首、史事隨筆
首、信口開河錄首，合共首。己丑本乃後來在香港新寫、重寫或就記憶改寫之作，

未能復見甲子本原書；所以二書內容異多同少，同題亦每有不同的表現。兩書合計，同

者才首，另部分不同者首；6 總計新增首、舊題異詩者首 同韻首、異韻
首，共得粵語七律詩或首。 

《嬉笑集》甲子本世不多見，年羅忼烈撰〈憶廖恩燾．談嬉笑集〉一文時未見

提及。7 其後有影印本，乃得之於北京顧鐵符  藏本。《嬉笑集》甲子本與

《新粵謳解心》同年出版，同一版式。己丑本書後原有〈著者附記〉，曾清謄正本漏

印。廖恩燾云： 

己未年  與胡公展堂在橫濱，旅居無俚，讀《漢書》下酒，盱衡古今人物，
有若合符節者，戲成廣州俗話七律若干首，展堂為擊節，慫恿付梓。三十年來，

庋存散佚，頃就朋輩文酒，資為談柄。或記憶所及，摘錄十之四五，再補新作，

                              

4. 懺庵〈灣城竹枝詞〉二十二首，原刊梁啟超《飲冰室詩話》，《新民叢報》第肆年第拾參號。梁啟超云：

「珠海懺餘生，以使事駐美洲之古巴。頃以〈紀古巴亂事有感〉十律見寄。」又云：「懺庵復有〈灣城竹

枝詞〉如干首。灣城者，古巴首都也。其詞亦感韻頑豔，且可作地志讀。」參王慎之、王子今  輯：

《清代海外竹枝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年月，頁。 

5. 懺綺盦主人甲子自刊本，唐紹儀  署簽。李家駒 、李綺青 、程道元 

 序，癭公羅惇曧， 跋。沈宗畸、羅惇曧、廖仲愷、曾習經  等
題辭。參胡從經  編纂：《香港近現代文學書目 》香港：朝花出版社，年月，頁

。 

6. 同者有〈秦始皇〉二首、〈漢高祖〉二首、〈蕭何〉、〈張良〉、〈韓信〉、〈陳平〉、〈項羽〉、〈范增〉、

〈嚴光〉、〈孫武子吳宮中教美人戰〉、〈自由女〉、〈叉麻雀〉、〈贈某友人〉、〈推牌九〉首，可能話

題熱門，便於傳誦，流傳較廣。又稍異者有〈蘇武〉，〈題陶淵明種菊圖〉2首。 

7. 《詩詞曲論文集》，頁。 



 

 

書之於帙，見者傳播，索閱紛來，因序而付排印，不足登大雅之堂也。8 

原來廖恩燾寫粵語七律詩是受了五四運動的影響，而《嬉笑集》自然也是五四運動的產

物了。當時新思想、新文化的浪潮席捲全國，傳統文人為了順應新文學的潮流，接受新

思潮的洗禮，自亦以提倡白話文學為己任了。年廖恩燾〈五十七初度感言六首錄

一〉云：「但得三餐閒飯食，搵埋白話當詩吟。」可能亦有意利用粵語開拓詩境。由於

當時還沒有「國語」的觀念，廖恩燾乃粵人，遂以粵語創作為白話文學，說來也是美麗

的誤會了。 

按粵語詩出於近代試驗，余祖明《廣東歷代詩鈔》錄廣東白話詩五家。計有何又雄 

 二首、廖恩燾四首、胡漢民  二首、李蟠  三首、梁

寒操  二首。9 何又雄原名文雄，字澹如，南海人；同治元年  舉於

鄉，官教諭，授徒省垣。今所錄者為〈賦得椎秦博浪沙〉五言排律及〈垓下弔古〉七律

各一首。10 廖恩燾則錄〈嚴光〉、〈王昭君琵琶出塞〉、〈雞鳴寺〉、〈漫興〉四首，余

祖明稱乃得之於李澤甫的油印本，亦即曾清謄正的己丑本。胡漢民錄〈詠張良〉、〈詠

陳平〉兩首，余祖明稱「乃昔年從報章雜誌得來，想亦先生於民八己未年與廖先生同客

日本時之作也」。李蟠字仙根，中山人，諸詩寫抗日戰爭；其子李供林亦為詩人。梁寒

操嘗將廖恩燾的粵語詩刊於《廣東文獻季刊》三卷三期，亦出己丑本；其〈從少颿慫恿

將李澤甫先生重印嬉笑集轉登《廣東文獻季刊》，並試仿製廣東白話詩以跋其後〉二首

云： 

重記南京往時事，鳳翁隔日過寒家。唔嫌粗菜多留飯，每愛長談猛飲茶。 

妙句時常帶玩耍，奇情真正冇揸拿。如今始見詩鈔出，讀過幾乎笑甩牙。 


拈來隨手偶然間。鬼咁輕鬆鬼咁難。急轉風車新世界，慢箍鐵桶舊江山。 

小輸小勝塘邊鶴，難舞難聞屎氹關。老藕細蚊歡喜念，任人鴃舌笑南蠻。 

二詩約撰於年，廖恩燾逝世已二十多年了。梁寒操詩其一回憶兩人在南京的交情，

指出廖詩多「妙句」「奇情」，十分風趣。其二寫廖詩乃妙手得之，卻不易寫；頷聯改

朝換代，有濃厚的興亡感覺；頸聯「塘邊鶴」11 指對方遊戲人間，優遊歲月，而自己則

以「屎氹關刀」為喻，諧既不能文，亦不能武；末聯「老藕細蚊」指老少咸宜，雅俗共

賞。粵人讀粵詩，自有會心。 

                              

8. 參梁培熾：《南音與粵謳之研究》三藩巿：舊金山州立大學民族學院亞美研究學系，年，頁
。此段引文又參胡從經〈嬉笑集及其他〉，載《大公報．文學》，年月日。 

9. 參余祖明 ：《廣東歷代詩鈔》香港：能仁書院，年月，頁。 

10. 何又雄精擅詩文繪畫，精撰妙聯，是晚清著名的通俗文人。有關他的故事和傳說在廣東流傳極廣。
年，梁紀佩  編《何淡如先生妙聯》；此外，民間又有《何澹如孝廉文抄》，共篇，有碑

記、小引、告示、序等，多為鄉民所索求的文章。參葉春生 〈何淡如的傳說與詩文〉，載《嶺南

俗文學簡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年月，頁。 

11. 廖恩燾《嬉笑集》有〈牛鳥料理〉四首之二云：「坐齊幾隻塘邊鶴，走出成班灶弗貓。」又〈推牌九〉二

首之二云：「至衰幾隻塘邊鶴，未到開牌震定先。」塘邊鶴當指旁人。 



 

 

廖恩燾《嬉笑集》以詠史作品為主，甲子本有漢書人物雜詠首，己丑本有漢書人

物分詠首，互有同異；有時同詠一人，作品亦異。大抵前後相隔三十年，偶有所感，

一寫再寫，也就不嫌重出了。兩本所論人物有〈秦始皇〉首、〈漢高祖〉首 己丑本

無第一首、〈陳涉〉無、〈秦二世〉己丑本異、〈李斯〉無、〈蕭何〉、〈曹參〉

無、〈張良〉、〈韓信〉、〈陳平〉、〈周勃〉異、〈項羽〉、〈樊噲〉異、〈彭

越〉無、〈黥布〉無、〈范增〉、〈田橫〉無、〈叔孫通〉無、〈酈食其〉無、
〈蒯通〉無、〈朱虛侯劉章〉異、〈董仲舒〉異、〈嚴光〉、〈司馬相如〉異、
〈蘇武〉己丑本稍異、〈馬援〉異、〈衛青〉異、〈汲黯〉異、〈東方朔〉異、
〈朱買臣〉無、〈揚雄〉無、〈灌夫〉無、〈賈誼〉異、〈李廣〉異。己丑本則

增加〈項莊〉、〈再論秦王子嬰與趙高〉、〈霍光〉。兩本共詠  題，而同者僅  首而

已。《嬉笑集》己丑本自序云： 

作者珠海餘生，住近柳波涌畔路。見過泮塘皇帝，微臣足領尿褒；充埋大良斗

官，老友慣打牙較。排啱廣嗓，諦成律詩。一片婆心，唔算踱《西遊怪記》；幾

番公認，就算補《北夢瑣言》。冇摩囉拍柵肉酸，比亞運洗鑊乾淨。能聞能舞，

非屎桶中關帝把刀；或掘或尖，任腦袋裏董狐枝筆。 

廖恩燾以董狐自許，看來也有史筆的嚴肅意義。所詠漢書人物共首，除去重複的
首，實有七律首。不過有些人物溢出《漢書》範圍，例如秦始皇、秦二世、李斯、秦

王子嬰和趙高都不是《漢書》中的人物；而馬援、嚴光的名字甚至更沒有在《漢書》中

出現過，馬援是漢光武帝的愛將，嚴光則是皇帝同床共榻的好友，要到《後漢書》才有

傳。可見廖恩燾只是憑記憶詠史，刻劃愛憎之情，臧否人物。羅忼烈云：「案標目應作

《史記》《漢書》方合，當是排印時漏去《史記》二字。」12 大抵廖恩燾所詠皆與漢史

有關的人物，由於詠史不同於寫學術論文，所以也不必一一翻檢《漢書》了。他根本就

沒有提過《史記》，絕非漏去。又廖恩燾多藉詠史影射現實人事，例如〈賈誼〉兩首，

甲子本借題發揮，諷刺袁世凱 賣國稱帝。詩云： 

眼淚成胞白咁嘥。呢條爛命水流柴。學生騎著胭脂馬，師傅裝成墮落雞。 

講起幾千年世界，監埋廿一件東西。啱皇帝唔聽古，罰去長沙做搏齋。 

賈誼 ，洛陽人。博學能文，二十餘歲為博士，一年中擢為太中大夫。

惟改革過急，得罪朝臣。文帝四年   外放為長沙王太傅，《史記》云：「賈生

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

以弔屈原。」六年  調任梁懷王太傅，「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

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首二聯指賈誼白流眼淚，自傷薄命。三聯映射民國歷

史，斥責日本的「二十一條要求」。末聯皇帝指袁世凱，搏齋是教書先生。「成胞」即

一泡，「嘥」解浪費，「 啱」解遇上。己丑本〈賈誼〉云： 

                              

12. 《詩詞曲論文集》，頁。 



 

 

瞳人賴尿乜來由。唔講治安冇咁惱。皇帝生滋貓入眼，先生亂吠狗開喉。 

扑齋雖係長沙貶，奉旨都還便殿睺。若果至尊仍避席，呢鋪牌要再拈籌。 

首二聯指賈誼的〈治安策〉「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推恩分封諸王子弟，侵奪公卿的權

益，維護中央權威，皇帝雖然中聽，但諸侯就未必接受了。暗指民國以後的軍閥混戰，

中央無力管束。三聯指漢文帝  在宣室便殿接見賈誼，但問鬼神之本；

「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深為傾服。末聯避席即化用李商隱 

「不問蒼生問鬼神」詩意，指皇帝不理民生疾苦，可能就要換牌了。「瞳人賴

尿」即看人小便，有暗算之意；「惱」粵語今作「嬲」，音 ɐ，高平聲；「生滋貓」

喻渴望已久；「扑齋」即「搏齋」，指教書先生；「便殿」指宣室，「睺 」解接見，指

賈誼遇赦回京後仍深受重視。 

至於其他摹寫民風之什，《嬉笑集》亦極盡揶揄諷刺之效，淋漓痛快，容易喚起小

巿民的共鳴。甲子本錄舊十四首，〈自由女〉云： 

姑娘呷飽自由風。想話文明揀老公。唔去學堂銷暑假，專嚟旅館睇春宮。 

梳成隻髻鬆毛狗，剪到條辮掘尾龍。靴仔洋遮高褲腳，長堤日夜兩頭舂。 

此詩刻劃二十年代初期廣州街頭新潮女子的裝扮，從服飾到心態都有具體細緻的描寫，

足以反映推翻滿清皇朝以後改革開放初期的社會面貌。己丑本重錄此詩，第四句「睇」

改作「扮」，意思不通。詩中「呷」即喝，「掘尾龍」喻短髮，「遮」即傘，「舂」解

走來走去，不知所為。又〈新人物〉云： 

速成師範買文憑。著起番裝未會行。牛利一條啱夠本，貓鬚兩撇咁零丁。 

帶埋夾璧皮包袋，充硬鑲金眼鏡框。名片銜頭擠列滿，稱呼仍係叫先生。 

這是諷刺一切弄虛作假的世風。學歷是買來的，剛剛學穿西裝。「牛利」或指領帶，留

兩撇鬍子，提公事包，帶時麾的鑲金眼鏡。名片上有大量的銜頭則是用來唬人的，末句

揭穿他的假洋鬼子面具，稱呼仍叫先生。又〈走馬燈〉注「報紙有走馬燈內閣因廣其

意」，詩云：「至怕弔高唔到地，呢回想落落唔成」，論政之作，亦見辛辣。年
春，廖恩燾有〈報紙每日登載議場種種色色因紀以四首〉之作，刻劃政壇醜態，其一

云：
大家都為兩蚊錢。半句唔啱嗌定先。墨盒  穿成額血，茶杯打爛幾牙煙。 

直頭燒到開花砲，錯手傷埋起草員。有箇想  唔得徹，飛嚟交椅當青磚。 

此詩專寫北洋軍閥的議會政治，為了利益，大打出手。這些場面有些面熟，我們以前在

電視上也看過了很多臺灣議會的打鬥鏡頭，竟然同出一轍，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原來連

打架也是一脈相承的。「嗌」解爭吵，全句說一言不合先吵起來；「  」解投擲，「花

砲」指鞭炮，「唔得徹」即來不及，「交椅」即椅子。又其三云： 

人齊正話敢搖鈴。倒米提防箇壽星。豬仔也曾搬過竇，馬騮咪又甩埋繩。 

若唔趁早投成票，就怕耽遲出晒京。內裏有人煙癮起，番歸重趕去開燈。 



 

 

此詩摹寫議員的素質，唯利是圖，談不上其麼政治理念，投票只是利益交換的手段，形

勢隨時生變，而支持者也會變成倒米壽星 破壞王 了。「正話」解剛好，「搬過竇」喻

移位，即改變主意；「馬騮」即猴子，「甩埋繩」即掉了繩子，喻不受拘束；「出晒

京」指全部離開北京，喻散伙；「開燈」指抽鴉片煙。寫出了官場的污煙瘴氣。13 

 

二. 廖恩燾粵語七律詩的詩律探索 

廖恩燾《嬉笑集》用當代的粵語俗話寫古典的七言律詩，不但語言不同，詩歌亦雅

俗異趣。傳統的七律詩經過長期的蘊釀，並深受各個不同地域和方言的影響，早已發展

成為成熟的體裁，無論字句、平仄、黏對、對仗、押韻等都有固定的安排，結構嚴謹，

規限亦多。漢語詩律源遠流長，由古體到近體，可以分為自然律、永明律、平仄律、拗

律四個階段。古代詩樂同源，詩歌原是音樂的附庸，詩律即樂律。漢代以後，古詩誦而

不歌，乃逐漸擺脫樂曲的支配，以至獨立蔚為大國，而詩律也就專注於語言節奏的表現

了。 

自然律以親切平易的口語為準，不必刻意求律。例如曹植 「清夜游西園，

飛蓋相追隨」〈公讌〉、陶淵明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二十

之五 之類，即跟我們日常的語言無別。鍾嶸云：「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

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殿上』、『明月照高樓』，為韻之首。故三祖之

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於管絃，

亦何取於聲律耶？」明顯是崇尚自然音韻，反對人工的聲律。又曰：「觀古今勝語，多

非補假，皆由直尋。」14 雖為用事立說，但直尋之說，源於自然，實亦通於聲律也。 

永明律是在齊梁聲病理論的試驗基礎上，以五言八句為主，鍛鍊律聯，創製新聲，

擺脫平易凡近的語言節奏，追求一種高亢、亮麗、典雅、緊湊的音律，例如謝朓 
 的「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晚登三山還望京邑〉、庾信 「春洲鸚

鵡色，流水桃花香」〈忝在司水看治渭橋〉 之類，可以使人感受聲音之美，比我們日

常的語言更顯精萃。劉勰引述齊梁的聲律說云：「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

每舛，疊韻離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迕其

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15 意謂字句的聲韻組合錯綜搭配則

美，重複單調則吃，吃即有阻滯之意。 

平仄律可以說是一種人工安排的音韻節奏，利用平仄、黏對構成對稱、和諧的音

感。唐人將齊梁析出的四聲歸納為平仄兩類對立的音質，配合單音節、雙音節組成。日

                              

13. 《嬉笑集》有〈大花砲〉詩云：「咪估簪花又掛紅。草包癮重勢  兇。金錢襯起身真靚，煙屁疴埋肚就

空。臭到滿天飛火屎，惡成平地響雷公。點知聲大唔中用，只可燒嚟嚇亞聾。」明顯是有寄託之意，自

然亦是摹寫官場罵人的作品了。  即鳩，音ɐ，高平聲，粵語粗話。 

14. 鍾嶸 《詩品下．序》，參曹旭 ：《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月，
頁。又《詩品中．序》，頁。 

15. 劉勰 《文心雕龍．聲律第三十三》，參詹锳 ：《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年月，頁。 



 

 

本遍照金剛云：「律調其言，言無相妨，以字輕重清濁間之須穩。至如有輕重者，有輕

中重、重中輕，當韻即見。且莊字全輕，霜字輕中重，瘡字重中輕，床字全重，如清字

全輕，青字全濁。詩上句第二字重中輕，不與下句第二字同聲為一管。上去入聲一聲一

管。上句平聲，下句上去入；上句上去入，下句平聲。以次平聲，以次又上去入；以次

上去入，以次又平聲。如此輪迴用之，直至於尾，兩頭管上去入相近，是詩律也。」16

輕重之論雖語焉未詳，但明顯已將四聲二分了。唐詩從沈佺期 、宋之問 
 開始，逐漸摸索出一套公認的規則，抑揚頓挫，音調諧協，詩律乃日趨定型，杜甫 

〈秋興〉八首一字不拗，表現七律成熟的風采，至善至美。 

拗律相對於平仄律來說，乃是反對稱、不規則的音律，加入更多人工的元素。拗律

的試驗亦由杜甫開始，韓愈 、黃庭堅  等變本加厲，他們有意在和

諧之外追求另一種拗折的音響，表現苦澀奇險、突兀瘦硬的意境，以至情緒波動、變化

多端的節律，測試音韻組合的最高極限。王直方云：「山谷謂洪龜父云：『甥最愛老舅

詩中何等篇？』龜父舉『蜂房各自開戶牖，螘穴或夢封侯王』，及『黃塵不解涴明月，

碧樹為我生涼秋』，以為絕類工部。山谷云：『得之矣。』」17 二詩專用拗句，甚至對

句同用下三平句，更是律詩的大忌，不顧流俗，因而表現出生新曲折的效果。 

詩律之道，迭經四變，幾乎沒有多少可供發展的空間，後人寫律詩，大抵亦只剩下

守律一途，而加以若干平仄拗救的變化而已。廖恩燾以廣東俗話寫七律詩，由於語言的

質性不同，因此也產生了生新的感覺，尤以粵人粵語讀之，更覺琅琅上口，趣味盎然，

為古雅的詩律輸入新鮮的血液。而方言文學亦得以大放異彩，有一新耳目之感。廖恩燾

的粵語七律詩一般都恪守字句平仄黏對的限制，不敢逾越，因此絕大部分都是和諧的律

體，完全符合平仄律的規定，參上引各詩，不另舉例。拗律極少，只有寥寥幾首，例

如： 

 風吹海水嗚嗚聲。唱隻歌嚟送佢行。〈易水送荊軻〉 
 搭座柵嚟靠海邊。浴場幾咁會慳錢。〈海水浴場〉 
 江山打畀人坐，算命唔該話佢窮。〈李廣〉 
 官都既要呃人做，田就唔慌到你耕。〈汲黯〉 
 懵鬼眼中冇日月，老  肚裏有乾坤。〈王猛捫蝨見桓溫〉 
 江山一冧鬼  清。連靚老婆踢龜繩。〈范蠡載西施遊五湖〉 

在以上七例中， 出句「嗚嗚聲」乃下三平句；    出句的「嚟」「人」

「人」「中」都犯了孤平；由於用在出句的位置上，可以寬容。 的對句作平仄仄平

仄平平，句式拗亂，令人費解。 

                              

16. 日本弘法大師 空海， 原撰：《文鏡秘府論．調聲》，參王利器 ：《文鏡秘府論校

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年月，頁。 

17. 王直方 ：《王直方詩話》，載吳文治  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

社，年月，冊二，頁。所引黃庭堅二詩分別為〈題落星寺〉四首之一及〈汴岸置酒贈黃十

七〉。 



 

 

廖恩燾的俗話七律詩在用韻方面比較特別，大抵是折衷平水韻與粵語之間，而以諧

叶現代粵語為主，絕不泥古，且見創新。其中〈廣州即事〉注明「四首全用一先韻」

者，比較罕見，可見亦有遵守傳統詩韻之意。話雖如此，其實用的仍是活語言，例如其

一叶年、冤、圈、捐、緣五字，詩中有「鵝潭水淺艇兜圈」、「闊佬迎賓館裏捐」兩

句，「兜圈」即轉圈，按《廣韻》「圈」字三讀，上聲阮韻求晚切，訓獸闌；上聲獮韻

渠篆切，訓養畜閑也；去聲願韻臼万切，邑名；本來都不讀平聲，讀平聲訓圓圈、圈地

義者乃後代的讀音。又「捐」字非一般捐錢的捐，而是鑽進去的意思，用的也就是粵語

的口語義了。 

廖恩燾的口語七律詩用韻之法有二：一是以平水韻為準，按照現代的粵語讀音歸拼

為十二部，或獨用，或合韻，隨意通押，完全不必翻檢韻書。由於七律只叶平韻，所以

廖恩燾詩也只有平韻而沒有仄韻。一是加入大量的口語詞叶韻，因而顯得生動。現在將

《嬉笑集》兩本所見的十二部韻及有關的口語詞韻腳列後，以供參考。有些現已不用，

亦不好解。 

1. 東冬合韻；窿 孔、洞、忪 懞忪、舂 兩頭舂，走來走去。 

2. 支微齊佳灰合韻；埋 住埋、嚟 跳落嚟、擠 放置、批、嘥 浪費、妹 蛋家

妹、   畚箕、竹籮、哩 咪去哩、迷 搵丁迷、奶 二奶、跛、 跟 、
哋 水缽拉埋再近哋、堆 病到昏君咁氹堆、   臭孤  。 

3. 魚虞豪合韻；撈、箍。 

4. 真文元寒刪仙合韻；欄 養齊雞鴨就成欄、脌 乳頭、頑 玩、捐 鑽進去、
侖 頻侖、顏 年紀挨邊六十顏。 

5. 蕭肴合韻；蕉 熰蕉、丟、票 落票。 

6. 歌獨用；傻、疴 排泄。 

7. 麻獨用；車 大砲車、咩、爺 伯爺、拿 傷痕、欺 音蝦、瓜 捋手瓜、渣、

吧 一巴掌、   甩下  、揸 威揸、   大便、者 虛詞、孖、咑 幾時輪到

佢稱咑、   砲臺難怪叫車  、啦「鑿成湖後幾離啦」。 

8. 陽江合韻；劏 宰、狼 幾咁狼。 

9. 庚青蒸合韻；坑 亂乜坑、生 先生、悜 懵悜悜、叮 丁點、     哪  ，粗

話、檠 靈檠、傾 談話。 

10. 尤獨用；勾 生勾，活的、兜、惱 嬲、睺 盯住。 

11. 侵覃咸合韻；含 虛含，熱鬧、禁 耐用、啱 合意。 

12. 鹽獨用。 

廖恩燾《嬉笑集》粵人讀來一般沒有問題，外省人可能就有些讀不上口了。原因有

二：一是有大量的方言詞，外省人根本讀不出來，亦不明白詞語的含義，一知半解，很

容易理解錯誤。其中尤以麻韻口語虛詞最多，最難明白。二是有些詩粵語讀來叶韻但北

京話卻不叶韻，有些連粵語本身也不叶韻，例如魚虞豪、歌魚、肴尤、陽仙、灰支魚

等，只能說廖恩燾失之大意了。〈題諸葛武侯出師表後〉二首之二云： 



 

 

深深入到冇條毛。趁水摟魚濕吓篙。講乜三分唔算數，託嚟六尺重稱孤。 

既然狗馬人能做，必定江山你會箍。抱住膝頭哥唱野，該先唔著出茅廬。 

又〈朱虛侯劉章〉云： 

唱隻耕田咁嘅歌。幾乎嚇壞老虔婆。軍師到底紅鬚抗，兵卒誰知赤  多。 

險過剃頭皇帝仔，快嚟幫手後生哥。既然雜種都該死，索性鋤頭起勢鋤。 

這兩首詩粵語叶韻沒有問題，但北京話豪韻「毛」、「篙」讀  、虞韻「孤」、

「箍」、魚韻「廬」都讀  ；又歌韻「歌」、「婆」、「多」、「哥」讀  、魚韻

「鋤」讀  ；皆不同韻。由此可見平水韻確有超方言的作用，協調南北的讀音，方便

創作和交流，不可輕廢。其他〈魏武贖文姬歸漢〉以尤韻「睺」叶肴韻「包」、「巢」、

「抄」、「茅」，乃肴尤混叶；〈書《唐代叢書．虯髯傳》後〉以仙韻「纏」叶陽韻

「光」、「唐」、「裝」、「王」，乃陽仙混叶；又如〈雨花臺〉叶「灰」灰、「臺」

灰、「開」灰、「  」魚、「追」支，乃灰支魚通協，可能都是不小心出韻所

致，用粵語讀都不叶韻。 

律詩的特點是音調流暢，容易上口。說老實話，對於一般會寫詩填詞的人來說，開

口成句，不假思索，而且幾乎都是律句，寫拗律反而是不順口了。有時要刻意的擺脫律

句，改易字詞，以求新警，並不容易。這原因何在呢？大抵律詩用的是平仄律，平仄是

聲調簡單的二分法，可以依輪換對稱的方式構成人工韻律。漢語方言複雜，各地平仄的

調值並不一致。例如北京話有四個聲調：陰平、陽平、上聲、去聲，雖然沒

有入聲，但卻增多了輕聲，所以北京話的四聲除了表示調值高低之外，又跟輕聲構成了

輕重律的關係。粵語共有九個聲調：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

、陰入、中入、陽入，粵語沒有輕聲，平上去六調除了表示調值之外，又跟入聲

三調構成了長短律的關係。由此可見，北京話和粵語的聲調性質各異，參看下圖： 

 

 陰平、陽平  上聲  去聲  入聲  輕聲 

 北京話 平調、升調  降升調  降調   輕調 

 粵語    降調  升調  平調  短調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北京話的平仄是以平調跟降升調、降調構成對比關係；而粵語的

平仄則是以降調跟升調、平調以至短調構成對比關係。可見這兩種語言平仄的特性根本

不同，詩歌的音質亦異。進而言之，當代的白話文直接源於北京話，所以語句中含有高

低輕重的節律，我們用粵語是無法讀出來的。掉過來說，古典詩文是根據一種有入聲的

語言寫出來的，語句裏面蘊含了長短高低的節律，那麼用粵語或其他方言來讀可能就比

較適合了。而這也可以解釋白話文及文言文語言的背景不同、性質不同，因而產生了不

同的音韻節奏、不同的語法語感，以至不同的思維結構等。 

 



 

 

至於隋唐時代四聲的調值，現在還沒有定論，古代通行的歌訣云：「平聲者哀而

安，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18 又云：「平聲平道莫低昂。上

聲高呼猛烈強。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收藏。」19 根據這兩條資料形象的描述，

加上《文鏡秘府論》有平聲與上去入聲二分之說，再從平、上、去、入這四個名稱來考

慮，我們大概初步可以推論出古代的平聲可能是平調，上聲是升調，去聲是降調，而入

聲自然是短調了；而平仄二分則是平調及非平調的區別，即律詩乃是以調值平、不平來

構成波動和節奏，從而產生對稱、和諧的感覺。丁邦新〈平仄新考〉亦云：「中古平仄

聲的區別就是平調和非平調的區別。平調指平聲，非平聲包括上、去、入三聲，其中上

聲是高升調，去聲大約是中降調，入聲是短促的調。」20 亦與我們的推論一致。 

律詩的平仄律確立以後，由於採用了簡單的二分法，任何方言都可以利用平聲和其

他上去入三聲構成一種對立的關係，例如北京話是平調和非平調相對，而粵語則是降調

和非降調相對，透過誦讀古人的名作，即可產生穩定的音感，久而久之，從而利用已有

的音感進行創作。其他方言區亦可利用他們所熟悉的音感進行欣賞和創作，甚至相互交

流。這有點像中文電腦可以利用各種不同的輸入法，而最終的目標則是在熒幕上輸出漢

字。廖恩燾利用現代粵語寫出了規範的七律，如果能加以注釋，以及標出某些粵方言的

讀音，由於我們都有共同的語感因子，外省人要了解並不困難，最多就好像我們讀元曲

一樣。但元曲用的是一種古老的語言，而粵語七律則用的是一種活語言，孰難孰易，應

該也就不言而喻了。 

平心而論，廖恩燾在二十世紀之初嘗試用粵語寫典雅的七律，發展方言文學，以俗

為雅，自然是有益的嘗試。不過廖恩燾有時也超越了「俗」的尺度，在嚴肅的史論、政

論背後，為了影射現實，表現激烈的感情，甚至引入了一些粗言穢語，可能就有點得不

償失了。 

呢條老命幾乎凍，好在閪邊扔點親。(〈樊噲〉) 

幾隻貔貅守大營。龍鬚坎執剃  清。(〈漢文帝幸細柳軍〉) 

鬼揸咁樣嘈喧地，火起番嚟  哪  。(〈祖逖中流擊楫〉) 

咪估簪花又掛紅。草包癮重勢  兇。(〈大花砲〉) 

背心著到箍埋肶，頸領開啱突出脌。勒住太公真寶貝，碰親老舉當湯圓。(〈海水

浴場〉) 

若係揸脌真撞板，幾乎睇髻要擔梯。(〈東婦〉四首之二) 

衣服思疑  有  ，被鋪想必味都全。(〈東婦〉四首之三) 

以上都是見於《嬉笑集》甲子本的詩聯，其中「閪」訓女性生殖器、「  」訓男性生殖

                              

18. 參神珙引唐《元和韻譜》之「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序」，載《玉篇》臺北：國字整理小組影元刻本，

年，頁。 

19. 參明釋真空《玉鑰匙歌訣》，又載《康熙字典》「分四聲法」香港：中華書局影同文書局原版，年
月，頁。 

20. 丁邦新 〈平仄新考〉，載《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年月，頁。 



 

 

器、「  哪  」乃罵人髒話、「箍埋肶」指緊身褲子、「突出脌」指露出乳頭、「太

公」訓男性生殖器、「老舉」指妓女、「揸脌」撫弄乳頭、「  」指糞便、「  」訓清

潔。幾乎都是低俗之作，低級趣味，使方言文學走入歧途，絕不可取。後來廖恩燾對此

似亦有所省悟，所以在《嬉笑集》己丑本中，這些粗鄙的字句再沒有出現，反而多了一

些雅聯，可以表現粵方言的幽情和雅韻。例如： 

燕子入簾脏一下，鶯哥見水恨雙飛。〈勝棋樓〉 
千年戾氣埋冤鴿，一縷香魂化杜鵑。〈天寶遺事書感〉二首之二 
咁靚宮娥嫁老番。琵琶抱住出榆關。收埋隻髻慌人睇，較過條絃對鬼彈。〈王昭君

彈琵琶出塞〉  
人正淡如先日菊，花還靚過舊年枝。〈陶淵明採菊東籬〉 

詩中「脏」訓偷窺、「咁靚」解這麼漂亮的、「收埋隻髻」解掩藏髮髻容顏、「較過條

絃」調整琵琶的絃線音域、「鬼」指外族匈奴。「收埋」兩句暗示文化差異。可見雅俗

之辨只在一念之間，而俗也有高低之分，雅俗調和，始為佳製。廖恩燾以粵語俗話寫古

典的七律詩，不但指示了方言文學的發展潛力，亦可增強傳統七律的表現能力，古為今

用，極具參考價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