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要 闻
【闻一多家属举行家祭纪念高真百年诞辰】 今年是闻一多夫人
高真诞辰 100 周年和逝世 20 周年，8 月 29 日上午 9 时 30 分，彭鸿德、
闻立雕、闻立鹏、闻名、闻惠率子孙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恭祭闻一多、
高真。
1946 年闻一多在昆明遇难后，高真忍着巨大痛苦，继续为中国的
民主革命奋斗努力。1948 年，她毅然率领全家奔赴华北解放区。同年
8 月 7 日，高真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在石
家庄召开的、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雏形的大会。全国解放后，高真
历任河北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
贡献。
致祭这天，格外晴朗，阳光洒在闻一多、高真墓碑上。墓碑上垂
着碧绿的罗兰，墓前呈献着闻一多高真合像和他们最喜爱的鲜花。祭
典庄严肃穆，在闻一多之孙闻丹夜主持下，闻一多之子闻立雕致祭辞。
致祭后，大家行鞠躬礼，闻立雕、闻立鹏、闻名、闻惠为父母祭酒，
大家分别绕墓一周。
参加了祭典的，还有闻一多的侄子闻立树、闻立欣，高真的侄孙
高代杰夫妇等。闻一多生前的战友，80 岁高龄的原中国民主同盟中央

委员会副秘书长金若年先生也参加了祭典。
【中央电视台“当代教育”栏播出闻一多】 9 月 23 日，中央电
视台第 10 频道，在“当代教育”栏目中播出“一代名师”第三集《闻
一多》
。片中利用各种影视镜头和真实再现等方式，通过闻立雕、闻立
鹏、闻名对父亲的回忆，和当年与闻一多关系亲密的学生闻山、秦泥、
李晓、赵宝煦、郭良夫、李凌等人的回忆评论，记述了闻一多在学术
研究、思想成长、教书育人、子女教育等方面为人师表的事迹。
【梁晓声写就电视剧《闻一多》
】 《北京青年报》10 月 15 日登
载该报记者姜薇报道，消息说：著名小说家梁晓声日前再度投身影视
剧创作，创作了电视剧《闻一多》
。在记者采访中，梁晓声说：故事从
闻一多刚从清华毕业，被迫回家娶亲讲起，直到他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为止。过去的影视剧主要截取了闻一多作为民主斗士的人生片段，而
这部剧却要表现他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到自由派知识分子，最后成
长为坚定的民主斗士。我想通过闻一多带出当年那批青年知识分子的
群像，包括梁实秋、潘光旦、徐志摩等人。特别是梁实秋，以往内地
的影视剧还未从下面表现过他。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对国家和民族
的命运始终抱着极大的热情。我希望这部电视剧能够起到一定的呼唤
作用。至于演员，我可能会邀请孙周加盟，他的演技和外形都很出色。
【闻黎明以闻一多的《七子之歌》驳斥台独历史观】 日前，台
湾当局公布的新编订高中历史课程大纲中，将明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历
史全部列入世界史课程。这一行径引公然违背了海峡两岸人民要求统
一的共同愿望，受到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9 月 23 日，中央电视台在
向世界播放的第 4 频道中，
播出了该台记者就此问题对闻黎明的采访。
闻黎明在指出台湾当局企图从一般知识普及方面，向下一代灌输“台
独”意识，以便为“一中一台”甚至“两国论”政治目的服务的同时，
还介绍了闻一多在 1925 年发表的《七子之歌》中所写的台湾，认为台
湾的回归与统一，一百多年来从来就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台湾当
局的一意孤行不仅丝毫不能动摇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也必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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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国际舆论的反对，到头来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 沉痛哀悼
【日本闻一多研究家庐田孝昭教授逝世】 日本闻一多研究家、
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庐田孝昭先生，因脑溢血突发，不幸于 7 月 17
日在箱根小涌泉寓所逝世。22 日，庐田先生的家属在东京举行了简朴
的颂经，庐田先生的生前好友、学生植田渥雄、铃木义昭、小林基起、
下釜敬明等参加了丧事料理与颂经仪式，并着手整理丰富藏书，将按
照其生前遗愿全部捐赠早稻田大学。早稻田大学亦将为此建立专门的
庐田文库。
庐田教授 1928 年 6 月 10 日生于中国大连，1941 年毕业于大连大
广场国民学校，遂入大连第一中学。1944 年入满洲陆军军医学校预科，
1945 年退学。1947 年入日本著名的第一高等学校，1950 年入东京大
学文学部，1953 年入东京大学大学院（研究生院）
。1955 年毕业后任
千叶县立国府台高等学校教谕，1956 年任都立足立高等学校教谕，
1964 年任学习院大学高等科教谕、早稻田大学文学部非常勤讲师、武
藏野女子大学文学部非常勤讲师。1965 年任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专任讲
师，1968 年晋助教授（副教授）
，1973 年晋教授。
庐田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他在东京大学
文学部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的论文，便是《萧军的作品》
，后又发表过
《鲁迅的文章》
、
《中国的文体论》
、
《关于中国近代文学中的文体改革
运动中的小品文运动》
、《文革期间的诗歌》《中国现代诗歌的性格》
《关于巴金的文脉》
、
《关于老舍的文脉》
、
《日本现代诗与中国大陆》
等。在教学与科研中，他对闻一多也投入了相当精力。1974 年，社会
思想社出版的“现代教养文库”
，收入了他著述的《从苏东坡到毛泽东》
一书，内中以专篇形式翻译和介绍了闻一多的诗歌。在他的教学课程
中，闻一多也是重点之一。1999 年，年逾古稀的庐田带领他的学生出
席了在清华大学召开的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回国后，便积极协助
日本闻一多学会的筹备与建立，为在日本推动闻一多研究做出了重要

贡献。
★ 问题讨论
【雷颐探讨“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 2003 年，
《炎黄春秋》第 1
期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的《闻一多的两次转
向》
。文中介绍了闻一多早期的国家主义活动，和后期的参加民主运
动的活动，认为闻一多不长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充满了令人心惊
的戏剧性变化和内在的“紧张”
。他由感情奔放如烈火腾烧的诗人突
变为埋首故纸堆的冷静学者，又由躲在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一跃而为
怒争民主自由的勇士，由对共产党的长期敌视急转为该党的忠实信
徒。文章认为闻一多的这些变化，为我们提供了透视一代知识分子在
云诈波谲的中国近代社会中如何苦苦探寻救国之路、追求自我救赎这
一悲壮历程的最佳焦点。文中还认为，闻一多在转向新民主革命过程
中，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曾给他很大刺激，而罗隆基、吴晗、华
岗则对他的思想进步具有十分关键的影响。
【李凌发表《
“闻一多曾站在革命对立面”吗》
】 《北京日报》
理论周刊以《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是如何转变的》为题，摘录了
雷颐在《炎黄春秋》2003 年第 1 期上发表的《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
2003 年 8 月 25 日《北京日报》刊登李凌的《
“闻一多曾站在革命对立
面”吗》
，对雷颐文中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与批评。作者是闻一多的学
生，曾任中共西南联合大学第二支部书记，对闻一多有近距离的认识。
文中认为，闻一多早期与国家主义者的交往，并不能证明他曾
“站在革命对立面”。
因为他所参加的国家主义活动，
实际上是在“内
除国贼，外抗强权”宗旨下，反对苏联干涉东三省事务，反对苏联对
华侨的迫害。
“当时的苏俄确实干了不少侵犯我国领土主权的事，
对于
这些伤害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事情，闻一多表达义愤是理所当然的”
，
因此三一八惨案后，他便与国家主义政客分道扬镳了。至于闻一多在
青岛大学受到学生运动的反对，同样也不能说明他曾“站在革命对立
面”。文中认为，九一八事变后，闻一多对组织青年义勇军、东北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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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参军抗日都是积极支持的，但对学生用假文凭报考、盲目停学到
南京请愿，则持反对态度，并且坚持成绩不及格者应令其退学。这些
虽与学生形成对立，但都是从教学和学校管理的角度严格要求学生，
显然不能成为曾经“站在革命对立面”的证据。对于闻一多后期的思
想转变，文中认为“决定性因素是祖国人民受苦难的事实和中共以及
民盟的帮助”
，
“而非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
。
~~~~~~~~~~~~~~~~~~~~~~~~~~~~~~~~~~~~~~~~~~~~~~~~~~~~~~
★ 学位论文
【张红梅硕士论文《闻一多政治抉择原因解读》介绍】 6 月，
攻读中共党史专业的张红梅，以论文《永恒的皈依――闻一多政治抉
择原因解读》
，在天津师范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作者认为“闻一
多政治态度的转变，在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共性。研
究闻一多的思想历程有助于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并认识中国
革命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论文指出：
“闻一多的献身精神，鼓舞了更
多知识分子，使他们聚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力量的阵营中，形
成了第二条战线，催生了新中国的诞生。
”论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上
述观点：
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结。爱国主义是闻一多贯穿终生的思想特
色，无论是写诗、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还是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和政治
组织，他都自觉地以是否对国家有利为尺度。1943 年以后，他确立了
“人民至上”的新国家观，爱国主义思想得到升华。
二、民主主义的觉醒。受五四运动影响，闻一多形成了一定的民
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曾以国家主义的信仰为表现形式，其后，他的民
主主义思想经历了长时间的休眠，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得以觉醒。
三、对独裁政府的失望激活藩篱中的民主渴求。国民党政府在国
难当头的严峻时刻，不但不能领导抗日，反而更加腐败，其反动、专
制、独裁的面目暴露无遗。正是经历了对国民党的极度失望后，他成
为拍案而起的民主斗士。

四、共产党政策与人格的感召。在闻一多为民族前途而忧虑的时
刻，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抗日民主力量的存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风貌、革命理论都原大地吸引、鼓舞了闻一多。他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和国家的出路，义无反顾地追随共产党，投身于民主运动，并以生命
为代价，谱写了民主运动的光辉篇章。
论文结尾处，作者站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角度上，认为闻一多的牺
牲是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论文写到：
“闻一多的抉择显示了他高尚
的情操、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和伟大的人格，令后来者永世景仰。但
回顾历史，纵观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我们又感到无比的痛心，一
位可以为我们民族文化现代化贡献更多聪明才智的学者，为了拯救民
族危亡，却不得不停止对民族文化的默默耕耘，牺牲在血与火的动乱
之中，使民族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再一次让位给生存的斗争”
。在那
段苦难的岁月，
“我们民族失去了千千万万个像闻一多一样充满创造
力的生命。英雄的牺牲、是英雄个人的光荣，却是全民族的耻辱”
，
因为“那是永远都无法补偿的民族文化的损失、时代的损失”
。
~~~~~~~~~~~~~~~~~~~~~~~~~~~~~~~~~~~~~~~~~~~~~~~~~~~~~~
★ 通 告
【本刊联系电话及电子信箱变更】 鉴于本刊所在的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调整办公室，本刊联系电话改为 6520.5400 转 617。
又，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络改造，本刊原电子信箱将于年末停止使用，
新地址已改为 wenlm@cass.org.cn。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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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地址: 100006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 1 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电

话: (86-10)6525.5400-617

传真: 6513.3283

电子信箱: wenlm@cass.org.cn & wenlm1950@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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