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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一个特殊文体，源远流长，雅俗共赏，放在世界艺术发展史上也是独树

一帜的艺术形式。关于楹联的文体归属性，学术界有过分歧，本文认为楹联属于诗词门类。楹联来自

于诗词，也与诗词文化相伴发展。中国传统文学中，诗词发展最为丰富，楹联依附于诗词而得到了巨

大推动，同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以自身的发展成就和文体上的独特性为诗词发展做出了贡献。但

是，楹联在当代语境中缺少学术界的理论关注，目前的体系性理论成果不足，许多观点还是沿袭前人

的见解。我们从楹联的文体特征出发，讨论楹联为当代诗词提供文化增殖的可能性，由此而做一些对

应的理论探讨。

一、楹联的文体特征

楹联属于诗词文化，但也有着自己的文体特征。这样的文体特征带来了楹联发展的独特面貌，也

是楹联可以提供文化增殖的基础。梳理历代楹联的发展，文学史外的创作形态、物质化的存在形态和

民俗化的传播方式是三个非常突出的文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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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楹联是一种独特的诗词文体，其独特性能够为当代诗词带来明确的文化增殖。楹联的文体

特征表现在文学史外的创作形态、物质化的存在形态和民俗化的传播方式等方面。楹联文体也具有仪式感

特征，这样的仪式感来自于创作过程中的规定性，在仪式场所、仪式行为和仪式要求等方面表现出来。楹联

的文体特征为当代诗词带来了文化增殖，主要表现在楹联的民俗性内容、专门的诗词训练和仪式感参与的

创作活动等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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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学史外的创作形态

楹联来自于诗词，但楹联在文学发展史上并没有得到诗词那样的主流地位。虽然我们可以举出

苏轼等文坛领袖的创作作品和朱元璋等帝王的参与活动，但是楹联文学史外的创作形态是一个非常

明确的文学现象，这样的现象一直延续到当代。在当代文坛的创作界和理论界，楹联仍然得不到对应

的重视。有相关学者为此不平：“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 楹联没有被列为正宗、那是前人的偏见。楹

联的遭受冷落, 是在当代。本来, 它无可否认地是一种独立的文体, 但从建国后至80 年代中期, 它是

没有任何地位的。文学史、艺术史都对它只字不提。各种文学作品、艺术作品选本、文集层出不穷, 但
没有楹联。而研究文体的著述, 诸如‘实用写作’、‘文体大观’、‘应用大全’之类, 也对楹联缄口不言。

就是80 年代以后, 楹联虽开始得见天日, 但人们对它的认识, 局限于小技、小道、小品。甚至一些楹联

研究者, 也对楹联没有一个应有的评价, 认为‘楹联是一种小品文字’。”[1]从艺术批评的层面看，文学史

的缺失和文体研究的忽视等现象都是艺术评价不高的硬性指标，这些指标的存在表明楹联仍然游离

于文学史体系之外，这一现象古今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

其实，中国文学史本身就是由文学史内和文学史外两种创作形态共同构成的，文学史外创作形态

的创作活动不仅为文学发展带来了姹紫嫣红的多元创作，而且也提供了源源而来的文体活力，中国文

学史上的词、曲、小说等都做出了这样的贡献。虽然这些文体最终进入了主流领域，但它们都经历了

很长的文学史外阶段。现在学术界流行“以图证史”的理论方法，文学史外的图像材料向最正统的文

献史料靠拢，甚至提出挑战，图像材料的吸引力也正是因为其文学史外形态所提供的特别的存在价

值。回顾历史，楹联是一种历代沿革有序、作品体量巨大、创作形式多样、参与者众多的流行文体，理

所当然可以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大宗文体，也理所当然地可以获得不可替代的文学史地位，当然也因

此而增加了诗词文化的内容，增加了对文学史的贡献。

从文学史发展的维度出发，当下学术界的理论讨论中，楹联没有必要一味地争取文学史地位，相

反更应当发挥普及化、大众化、接地气的艺术特征，为当代诗词形成自己的文化增殖。这样的文化增

殖是现实需要的，因为当代诗词创作遇到越来越小众化的窘境，学术界已经呼吁多时，各方面也非常

努力，但并没有明显的改观，这方面楹联的大众化特征可以提供稳定而巨大的支持。就楹联自身的创

作而言，楹联以诗词化的训练和格律化的审美标准稳定了诗词文化的创作形态，同时又以诗词集联、

楹联书法等活态分布丰富了当代诗词的存在形态，由此而构建了一个以楹联为主体的当代诗词传承

结构，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文化增殖走向。这个走向与纯粹化的诗词有别，在大众化的领域里可以为诗

词文化繁荣和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概言之，在当代语境下，楹联没必要刻意改变自己的文学史外形态，或者说至少不应当去强化史

内与史外的身份区别。楹联是一种特别的诗词文体，雅俗共赏，完全可以在文学史外的创作形态下成

为当代诗词文化不可或缺的门类。

第二，物质化的存在形态

楹联具有物质化的存在方式，这是楹联与其他诗词样式不一样的地方，也正因为这一点，楹联对

诗词文化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增殖路径。传统的诗词文化中，诗词作品主要是以纸质文献的形式传播

和保留的，楹联则有很大的不同，楹联主要是以建筑物的壁面等物化存在为载体而在日常生活中传播

和保留。虽然当代楹联有文案化的发展趋势，但物化存在的形态仍然是突出的文体特征。

楹联的物化存在特征非常明显，在楹联产生之初就已经形成。楹联始于先秦，原始形态是桃符，

[1]莫非：《楹联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207



楹联的文体特征及其对当代诗词的文化增殖

2019/2 江苏社会科学· ·

即把传说中的降鬼神灵“神茶”和“郁垒”的名字写于两块桃木板上，这是楹联载体物质化的开始。五

代后蜀时期，楹联文字开始题写于桃木板上，物质化载体的形式被固定下来。到了明代，楹联有了以

红纸代替桃木板的形式，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形式变化，但楹联的基本载体仍然是物质化的木质或石制

材料。物质化的载体为楹联带来了与诗词不一样的存在形态，各类居所、门楼、园林等载体的壁面都

可以成为楹联表现的地方；也因此，书法等艺术形式，以及材料加工的工艺等多样内容进入楹联的存

在形态，楹联因此有了跨越常规艺术表现范畴的要求，诗词文化由此而得到了存在形态上的文化增殖。

当代语境中，楹联物质化的存在形态有着特别的意义。当代社会，传统的诗词文化受到了网络等

新媒体的冲击，但楹联依附于建筑物和书法艺术的这些特征仍然存在，这样的物质化结构给楹联带来

了自我保护的先天优势。与传统诗词多案头性的作品不一样，楹联的创作、审美与传播都与物质化载

体直接相关，即使是在网络媒体的传播中，楹联的物质化结构仍然是完整的。在这样的物质化结构

中，楹联保护了自己的传统，也对诗词文化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一个强力支撑点，特别是对受到现代媒

体冲击下的文学形式提供了一种特别的保护路径。

概言之，楹联有一个物质化的存在形态，这一特征可以使楹联的书写内容、书写载体和书写艺术

等在物质化结构中存在，由此而给当代诗词提供有一个良好的保护路径。

第三，民俗化的传播方式

传播方式上，楹联与其他诗词文体有所不同，楹联传播包含着、或者是特别强调民俗化的传播方

式。节日张贴对联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节日民俗，亭台楼阁悬挂楹联亦是各地普遍存在并且固定的传

统民俗。传统文化中，楹联不仅成为民间的重要民俗活动，同时还可以成为文人交往的一种民俗行

为。《楹联丛话全编》记载了许多这样的故事，比如赵子昂撰联交友的故事：“《坚瓠集》载：赵子昂过扬

州迎月楼赵家，其主求作春联，子昂题曰：‘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主人大喜，以紫金壶奉

酬。”[1]而且，楹联的创作活动还有着转化为民俗的可能。《楹联丛话全编》“应制”中记载：“康熙五十二

年，恭值仁庙六旬万寿。自大内出西直门达西苑，一路皆有牌楼坛宇。每座落必有楹联，肃括宏深，闻

皆出当时名公硕彦之手。”[2]这个故事中的“牌楼坛宇”后来成为楹联的流行载体，在这个载体上贴名人

楹联显然已经转化为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民俗内容。楹联在发展过程中，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和特

定的内容被固化后都可能成为民俗内容。这是楹联给民俗带来的新结构，也是给诗词文化带来的文化

增殖现象。

楹联民俗化的内容，古人已经论及，梳理其中，许多都是珍贵的民俗材料。比如庙宇道观悬挂楹

联的风俗。梁章钜《楹联丛话全编》记：“庙中楹联，宋元时绝无传句，大约起于明代，至本朝而始盛。

文昌殿、关帝庙两处，撰者尤多，几于雅、郑混杂。惟文庙则未之闻。良由著笔甚难，故无人不知藏

拙。忆在京师，曾游国学，得恭阅圣制大成殿联，云：‘气备四时，与天地日月鬼神合其德；教垂万世，继

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惟圣人能言圣人，后有作者弗可及矣。”[3]这段记载中的“文庙则未之闻”，就是

非常珍贵的民俗现象。此外，目前所有宗教类的建筑物内外，都有楹联存在，即使是佛教寺庙也是这

样，表现出佛教本土化后的寺庙接受了重要建筑物、正式场所都要贴挂楹联的中国民俗。质言之，宗

教仪式场所多楹联，世俗场所更多楹联，楹联作品因为民俗而普遍存在。

当代社会，楹联带来的民俗化内容仍然丰富，比如诗词集联与楹联书法共同创作的流行。诗词集

联是当代楹联创作的一种流行形式，这类创作大都是选择了书法艺术来表现。在诗词集联的活态分

布中几乎没有印刷体的出现，即使是当代纸质或多媒体传播的集联作品，也是要争取书法表现的方式

[1][2][3]〔清〕梁章钜等编著：《楹联丛话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第17页，第28页。

208



文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9/2· ·

和视觉效果。诗词集联分布中形成的这个特征，在书法水准之外涉及到书写者的身份、书写的体裁、

书写的环境、书写载体的材质属性，乃至刻字、挂牌的工艺等。由于这个特征，楹联书法的形式与其他

书法形式出现分离，从而形成了一个特别的书法现象，提出了一些专门的书体要求，由此楹联书法应

运而生。

概言之，楹联有民俗化的传播特征，这一特征使楹联创作获得了文学之外的许多内容，同时也可

以为当代诗词提供一些特别的创作方法而促进创作活动。

二、楹联的仪式感特征

与其他诗词文化的门类相比，楹联表现出仪式感的要求，这一特征对楹联的审美提供帮助。关于

仪式感对楹联审美提供的帮助，以往学者在理论层面上的讨论比较少，其实这不仅是楹联文体的一个

独特之处，同时也是楹联对诗词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第一，楹联仪式感形成的规定性

楹联的仪式感对楹联创作形成规定性。中国传统诗词文化中的其他文体也有被规定性，比如韵

律、对仗等要求，但是楹联的被规定性在这些要求之外还有着来自于仪式感方面的规定性。首先，表

层结构上的仪式感。一方面，楹联的创作形态基本上都是命题创作，撰联者为特别的时间、特别的地

点或特别的事情而撰，诗词创作则很少有这方面要求；另一方面，楹联的存在形态依附于物质化载体，

而这样的载体都是以特定功利为目标而选择的建筑物，因此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欣赏都存在着一个

预先设定的规定，审美活动的最终体现也是在这个规定之下完成的。其次，深层结构上的仪式感。楹

联的规定性来自于教化功能的要求，诗词文化中的其他文体也或多或少具有教化功能，但楹联的教化

功能是强制性的，或被景、或被物、或被特定的事件等内容所规定。楹联作品以悬挂方式存在，教化功

能的要求就已经被规定。这样的规定性一旦形成，实际上就使得楹联的欣赏过程具有了“通过仪式”

的内容。“通过仪式”是特纳提出的，他认为仪式主体在“通过仪式”中得到了被规定的内容：“他的身上

被寄予了一定的期望值：他所做出的表现应当与某些习俗规范、道德标准相一致，而这些正是在这类

职位体系中对社会职位的担任者的要求。”[1]楹联的教化功能具有一定的特纳所说的“期望值”，楹联的

作者和读者就是在处于各种期望值的状态中展开楹联审美活动。这样的审美活动具有“通过仪式”的

形式，在“通过仪式”的规定下被赋予了仪式感的色彩。

楹联仪式感的存在还有一个特别的支撑点，这就是楹联的接受方式——楹联作品基本上都是在

公共场所被接受的。清代学者周世德编著的《集唐对联》中，将楹联分布做了梳理，几乎所有分布都是

在公共场所。其目录这样描述：第一册目录：上帝、文庙、武庙、文昌、查星、观音、弥勒、准提、韦泥、佛

寺、道观、佛處；第二册目录：神祠（历代帝王、先贤、先儒、古名宦、杂人、品望）；第三册目录：祠堂、厅

堂、书斋、大门、重门、屋室、厨房、御厨房、井泉、毛厕、马厥；第四册目录：学院、书院、知府、知州、知县；

第五册目录：三官、天后、龙王、风神、雷神、祈雨、元坛、火神、城隍、土地、冥神、老君、诸葛武侯、武穆

王、吕祖、八仙、药王、华陀、痘神、子孙、娘娘、财神、许真君、天君、张仙、五司、华光、天师、神医、马王、

杨如将军、真武[2]。公共场所对楹联的创作和传播产生影响。所有的楹联作品创作原因、方式和时间

等都不尽相同，但楹联的作品大多数是在公共场所被读者接受的，这个场所存在着人们的共同期待、

礼仪表达标准和秩序要求等预设规定。这些规定出现之后，仪式感的出现成为必然。换言之，公共场

[1]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黄剑波、柳贤斌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2]转引自张小华：《中国楹联史》，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2届，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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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带来了楹联的仪式感，这也是楹联存在被规定性的一个原因。

第二，楹联仪式感的内容

当然，楹联的仪式感与宗教的仪式感有所区别，楹联仪式感的宗教经验比例不大，更多的还是来

自于世俗社会的种种规定。从具体文本看，楹联可以在仪式场所、仪式行为和仪式要求这三个方面反

映出仪式感的色彩。我们以梁章钜《楹联丛话》所举楹联材料为文本，来讨论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特定时间和地点构成的仪式场所。楹联张贴的场所都是被规定的，或特定的时间，或特定

的地点，这样的规定带来了仪式感。梁章钜在《楹联丛话》中把古今楹联分为故事、应制、庙祀、廨宇、

胜迹、格言、佳话、挽词、集句和杂缀等十大类，这些类型大多数有着规定性的内容，直接表明创作活动

中存在着仪式感的要求。《楹联丛话全编·簪云楼杂说》转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

也。时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

偶见一家独无之，询知为醃豕苗者，尚未倩人耳。太祖为大书曰：‘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

根。’投笔径去。嗣太祖复出，不见悬挂，因问故，答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

太祖大喜，赉银三十两，俾迁业焉。”[1]朱元璋撰联的故事可能是民间传说，但仪式感的内容已经表达清

楚，张贴春联成为“献岁之瑞”的行为，对新年的种种期待将被认真地考虑和郑重地表达，相关的仪式

规定也就自然随之形成。

其二，约定俗成的仪式行为。楹联创作是诗词文化范畴中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包含着撰联者的

创作激情和写作水平。但与其他诗词文体创作不同的是，楹联还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创作行为，这样的

创作行为之下产生的作品，时人或后人的评价不一定首先考虑文学价值，而是往往从文化现象的既定

评价方面来关注，而且更多关注的是已经存在的相关规定。在楹联的审美活动上，文化现象的规定优

于文学创作上的品评，约定俗成因此成为鉴赏者的品评标准。《楹联丛话全编》中的故事大多数都是这

样的材料，文化现象的规定成为被普遍关注的对象。如《楹联丛话全编》所记：“邹县孟庙中有御题联，

云：‘尊王言必称尧舜；忧世心同切孔颜。’盖乾隆二十二年南巡过邹县时所制，奎藻昭回，当与七篇之

书同寿天壤也。”[2]为帝王撰联必须称尧舜，这不是撰联者随便地阿谀奉承，而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行为，

已经程式化了，当然也是一种仪式化的歌功颂德行为。

其三，文化积淀形成的仪式要求。楹联的教化功能使其特别关注文化积淀，并因此而形成了对应

的仪式要求。这一特征可以从三方面来认识：首先，诗教传统的要求。春秋时期，孔子最早提出诗教

要求：“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春秋以下，诗教成为对诗词

创作的一个普遍要求，作为诗词文化的一个门类，楹联自然遵循诗教要求的传统。其次，文学史外文

体的功利要求。楹联长期存在于中下层社会，文体的民间性使其对功利性描述有着特别关注，举凡生

活经验的传承、山川景观的特征和人文事迹的传说等文化积淀都得到了特别的强调，甚至存在着一种

敬畏的创作要求。再次，文体独立的要求。明清时期，楹联的繁荣发展之下主流社会提出了文体独立

的需要，也因此对楹联创作和传播加入了主流社会的要求。这些要求，往往具有仪式的性质。《楹联丛

话全编》记：“楹联之为应制作者，昉于前明嘉靖时。然如袁文荣、夏贵溪所撰斋醮对联，传者不过一

二，而浮夸之辞，无当大雅。良由其时载笔之臣固无巨手，亦胜朝德政不足以备揄扬，故凌夷衰微，迄

于无声若此。我朝累洽重熙，凡恭值大典庆成，皆有进御文字，靡不上动天鉴，下洽舆欢。自康熙、乾

隆年间两次编辑《万寿盛典》，皆有‘图绘’一门，楹联附焉。而殿廷诸联尤足以铺鸿藻，申景铄，润色洪

业，鼓吹承平。自有楹联以来，未有如此之盛者矣。谨就所见，分录如左。”[3]历史上，汉代的赋家曾经

[1][2][3]〔清〕梁章钜等编著：《楹联丛话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第28页，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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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润色鸿业”的要求，清代梁章钜提出“润色洪业，鼓吹承平”，楹联服务于皇权的要求更加明确，仪

式感的要求也更加突出。

三、楹联对当代诗词的文化增殖

中国是诗歌大国，优秀诗人各代辈出，能够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中占有一席之位，无疑是至上荣

耀。楹联是中国诗歌发展中的一个流行文体，应当分享诗词的荣誉，同时也应当为当代诗词发展做出

贡献。楹联的贡献，主要来自于文体特征上具有鲜明的大众化特征，这个特征在历史上与主流形态的

诗词互补，在当代也可以为诗词繁荣提供坚固的支撑点。这是楹联对当代诗词文化增殖的逻辑起

点。我们从楹联的民俗性内容、专门的诗词训练和仪式感参与的创作活动三方面来讨论楹联对当代

诗词的文化增殖。

第一，楹联的民俗性内容提供文化增殖

楹联是中国传统诗词中的一种文体，但同时又是民俗性鲜明的诗词创作活动。 当代社会中，楹

联的民俗内容可以为诗词文化直接提供文化增殖。

其一，楹联带来新的民俗内容。楹联载体的结构是稳定的，但因为其民俗化的传播性质而使其并

不排斥对新媒体的迅速接受。这样的结构形态具有特殊的开放性，可能带来许多新的民俗现象，甚至

可以使楹联的一些新创作形式形成后直接转化为新民俗。比如大型晚会中普遍出现的现场楹联创作

活动，这种诗词化的现场创作是楹联民俗带来的，一旦固化就是新民俗的产生。

其二，楹联民俗稳定了传统诗词的基层创作队伍。一方面，传统诗词的创作涉及到文化知识的积

淀，这是创作水准的保证，同样也是对创作队伍发展的一种限制。楹联的民俗化传播方式可以合理地

降低这方面的要求，同时可以以现场创作等方法激发创作热情，强化一些创作行为，从而提高创作能

力；另一方面，楹联也可以运用民俗形成的文化积淀来简化诗词创作中的一些规定，增加创作的灵活

性，比如运用现代传媒展开的即时性征联活动，作者、专家和主持人，以及现场观众通过互动最终共同

完成楹联创作。楹联的这些民俗内容为稳定基层创作队伍带来了新的支持，也扩大了诗词创作队伍，

对当代诗词发展是一种文化增殖。

其三，向海外传播诗词文化。中国是诗词大国，但受限于汉语韵律等方面的要求，西方学习中国

格律诗有比较大的难度。相对而言，楹联的难度要小许多。同时楹联与建筑、园林、书法等有更加直

观的联系，因此楹联在中国诗词文化的海外传播上可以形成一些特别的优势。从目前的情况看，楹联

海外传播还只是在我国周边国家，假以时日，楹联可以通过短小、灵活和典雅的形式，以及书法、园林

等中国元素加入的结构，将楹联传播更远，将中国诗词文化传播得更加普及。

第二，楹联的专门诗词训练提供文化增殖

楹联是中国诗词文化中的一种创作形式，虽然楹联创作具有普及性质，但在创作手法上对传统诗

词的声律要求并不低。学术界有这方面的讨论：“对联结构是声律结构，对联与其他文体的区别在于

结构。‘对联结构不是语法结构，而是声律结构，即句内的平仄关系和联内的句脚安排。’”[1]这些声律要

求，以及“工切”“工稳”“工整”“雄浑”“切情”“切景”“浑成”“谑而虐”“不俗”等专门技法，都必须通过专

门诗词训练才可以获得，这对当代诗词无疑是一个明确的文化增殖。

首先，楹联创作的基本训练来自于诗词。当代所有的楹联教材和楹联欣赏著作中，都是以诗词为

首要参照体系，即使是专门的楹联创作技巧方面的书籍，也是建立在与诗词相关内容的基础上而形

[1]肖百容：《楹联传统与中国新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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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比如楹联组字技巧的训练中，有嵌字格、析（拆）字格、隐字格、复字格、偏旁格、叠字格、数字格、谐

音格等，繁复异常，其实深入看都是在诗词创作技法上作的一些调整或延伸，仍然遵循着诗词的基本

创作规定。再如，楹联在格律训练上提出“六相”的要求，即上下联字数相等、词性相当、结构相称、节

奏相应、平仄相谐和内容相关等六个方面，这些也是诗词创作的一种基本训练。

其次，楹联创作的格式主要参照诗词。楹联作品的长短受制于物质载体而有长有短，但楹联的基

本格式还是稳定于诗词提供的格式，参照诗词原作，多为两句联和四句联，特别长的长联和特别短的

双子联、单子联还是少数；同时，严格遵守对偶句等诗词的基本格式，比如楹联要求对仗工整外，强调

平仄协调，上联尾字仄声，下联尾字平声，这些都是来自于律诗的格律要求。当代楹联创作活动中，许

多楹联追求长联，甚至是超长联，偶尔为之可以，但普遍流行显然不行，因为诗词的格式已经在形式上

规定了楹联的基本长短，同时在审美习惯上也反对形式上的异化，即使是文字技巧也必须在诗词格式

规定的框架中进行。楹联创作对诗词格式的参照，就是对关注传统诗词的支持。

再次，楹联创作表现出优先转化于诗词的倾向。楹联创作方法有自撰联和集句联两大类，集句联

中又有集文与集诗词两大类，但不论哪种方法，作者都优先考虑对已有诗词作品的转化，这其中可以

有原文的转化、摘句的转化，也可以有原文主题的转化、典故的转化，甚至还有原文作者字号、爱好等

创作背景上的考虑。诗词优先，已经成为楹联普及中的一个普遍而稳定的创作走向。这样的创作活

动，对活跃当代诗词创作也是一种支持。

第三，楹联的仪式感参与提供文化增殖

与其他诗词文体不同，楹联文体中有着非常突出的仪式感特征，这使得楹联的创作活动对当代诗

词产生文化增殖。

其一，楹联是重大节日、重要场所中的常态诗词创作活动。当代社会生活中，楹联的仪式感特征

使其创作与重大节日、重要场所产生了高度相关性，楹联创作往往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活动内容。当

代楹联不仅用于春节等特定的节日，而且还广泛存在于纪念性、宗教性建筑物之中，即使是一般的民

居建筑中，门、厅，甚至是卧室也常常张贴楹联。此外，在园林景观中撰写楹联的创作活动也很普遍，

常常是与亭台楼阁的土木建设同时进行，成为一项规定的民俗活动。同时，因为仪式感的存在，楹联

的创作对载体提出一些特别的要求，如比较高大的廊柱、正式的门厅，以及一些重要的节日等。当代

诗词因为楹联的这些要求而有了雅俗共赏的物质保证和规定性要求。

其二，楹联是审美教育活动中的常态诗词创作活动。中国诗词文化特别强调“诗言志”的传统，

但是生硬方式和虚无态度都是当代诗词创作遇到的问题，楹联创作提供了解决路径。一方面，楹联的

仪式感使其创作活动具有崇高性，或教喻，或怡情，目的性明确，而且楹联创作并不掩饰自己的创作目

的；另一方面，楹联的仪式感可以借助载体来体现，纪念性建筑、优美的园林景点、特定的宗教场所，以

及家庭的门厅等都成为诗词集联的首选之地，这就使得楹联有了春风化雨的审美条件。此外，楹联仪

式感还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文化现象，诗意色彩、书法表现和与建筑物相关的工艺水准等艺术内容都能

够给受众带来美的享受。

概言之，楹联是一种大众化的文学创作活动。楹联的民俗化内容可以为当代诗词增加诗词创作

的普及性；诗词训练方面的特别要求可以为当代诗词培养和稳定基层创作队伍；楹联的仪式感特征可

以参与重要节日、重要场所的创作活动，以及审美教育活动，这些都为当代诗词提供了文化增殖。

〔责任编辑：平 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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