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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语篇分析的角度 ,对李白 83 首五绝的话语结构做了一个综合考察 ,指出李白五绝的语篇模式以

“单焦式”和“双焦式”为多 ;其叙述的方式则以“时序型”为主。在意象的选视点与图式组合中 ,诗人对“月、水、花、酒、

山”等给予特别的钟爱。

[中图分类号 ]2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7535 (2001) 03 - 12 - 05

The Discourse Patterns and Cognitive Structures

of Li Bai’s Five2syllable Quatrains
ZHEN G Qing2jun

( Chinese Depart ment of N anjing U niversity , N anjing , Jiangsu 210093 , China)

Key words :mono2focus pattern 　dual2focus pattern 　multi2focus pattern 　visual choice 　images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de a comprehensive study , from the point of text analysis , on the discourse structures of Li Bai’s 83

five2syllable quatrains , which shows that“the mono2focus pattern”and“the dual2focus pattern”stands indivisually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places in quantity and“the time2order form”is the main narrative way. As for the visual point of images and the model pat2
terns the author showed a special fondness of images such as“moon , water , flower , wine and mountain”.

　　1 　引 　言

李白是我国唐朝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在诗歌史上占有

极高的地位 ;并享有“诗仙”的盛誉。他的诗歌被保存下来

的有一千首左右 ,其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在感情奔放 ,想象

丰富 ,融大自然磅礴的气势和内在跃动的生命力量于一

炉。勇于夸张 ,极力铺排 ,大胆想象 ,使其诗歌常呈波澜壮

阔、风起云涌之势 ;奇特的想象 ,强烈的主观色彩 ,卓越的艺

术手法 ,又往往创造出扣人心弦的意境 ,给读者以强烈的艺

术感染力。由于李白的诗歌不少都是心性所至 ,信情拈来 ,

妙手天趣 ,加之诗人又常常不拘常规 ,敢于打破传统 ,因而

后人往往以为其诗作难有规范 ,为“天才所至”,无法效仿。

李白又是绝句圣手。如果说 ,李白的一般诗作是天才

所为 ,无规可依 ,难以效仿的话 ,那么李白的绝句却是具有

一定的“典范”意义的。由于绝句本身的特点 ,格式上呈封

闭之势 ,至少在形式上限制了诗人的“为所欲为”,因而李

白绝句也表现出不少典范性特征。在这里 ,我们打算从诗

人的五绝入手 ,通过对这类绝句的话语结构模式进行“考

证”,来获取一些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驾驭语言的魅

力与特性。

本文所依据的文本材料为明朝赵宦光、黄习远编定 ,刘

卓英校点的《万首唐人绝句》中的李白五言绝句 ,共 83 首。

2 　李白五绝的话语模式

211 　绝句的语篇特征

绝句作为一种独立的话语片段 ,其内部结构往往体现

出一种语篇特征 ,这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逻辑内涵上具

有一个基础“支撑点”,体现为内容上具有内在连贯性 ,我

们不妨叫它为“逻辑支点”;另一方面则是绝句间的衔接方

式 ,表现为语句和语句组织在一个统一语言环境之中的方

式方法 ;如果我们把绝句的四句话 (从语音语气角度划分

出来的句子)算作四个板块的话 ,那么这四个板块之间是

通过各种各样的表达形式联系起来的。这后一个方面我

们不妨叫它“衔接手段”。

除了这内容的“逻辑支点”和形式的“衔接手段”,每一

首绝句又还具备一种“意图”特征 ,表现为主宰绝句的“原

始动机”:诗歌的创作者为什么要写下这首绝句 ,写此诗歌

是为了达到一种什么目的 ? 在某种程度上 ,这其实也是一

种“功能”的体现 ,它表现在 :或为了舒怀写情 ,或为了描景

写意 ,或为了感慨咏叹等等。它可以从不同角度做多种区

分 ,区分的类别也可大可小 :主类里面有次类 ,次类里面还

可以有次次类。

212 　绝句的话语基本单位

从语义方面来看 ,一个完整的语篇 ,不管大小如何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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