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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闻
【京城各报纷纷报导梁晓声的电视剧本《闻一多》
】 10 月下旬，
北京时代先锋影视公司为介绍梁晓声创作的 25 集电视连续剧《闻一
多》而召集在京关方面的座谈会消息，纷纷见诸京城各报。
27 日《北京广播电视报》在该报记者刘颖《梁晓声力邀孙周扮演
闻一多》的报导中，称该剧从闻一多从 24 岁回乡娶亲开始，直至 1946
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为止，力欲反映一代文人的风貌，同时剧中还刻
画了梁实秋、朱自清、徐志摩、吴晗、华罗庚等一代知识分子的群像。
文中还说，创作这部剧是梁晓声多年的愿望，他说：
“我认为，真正
知识分子，不管你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水平发生什么变化，你的目
光依然会穿透各个阶层关注到平民大众。
”由于眼下严肃的剧本不易
获得观众，梁晓声说：
“关注大众文化不一定要追捧电视剧，其实大
众文化的概念很宽泛，谁说《还珠格格》就是大众文化的典范？我创
作的《闻一多》也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它并不曲高和寡，肯定能够
吸引很多观众。
”
《中国电影报》2003 年第 41 期，亦刊登署名丁一岚的报导《闻
一多年底开机，濮存昕孙周有望出演》
。文中说：身为民主同盟一员
的梁晓声，自从加入民盟以来，一直就有一个愿望，要把闻一多先生

的事迹搬上银幕。消息还说梁晓声谈起闻一多感慨良多，说“他是一
个真正的民主战士，他生前的那篇悼念李公朴的文章，到现在读起来
都会让人热血沸腾。他著述颇丰，许多诗堪称经典，是一个和鲁迅等
人一样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推敲的人。
”
生长在黑龙江，曾在北大荒战天斗地过的梁晓声，是中国当代著
名作家，他创作的《今夜有暴风雨》
，改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等剧，都是电视剧的杰作。一年前，作为中国少年电影制片厂厂长的
梁晓声，又担任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教授，这部电视剧就是他在紧
张的教学工作中，挤出时间、下了很大气力完成的。梁晓声患有较严
重的颈椎病，创作该剧时，一直都用架子架起稿纸，像作画一样进行
了。他说：
“我真的做不到像现存有些人一天一集，或者再天一集的
速度，二十多集，我前前后后写了一年。
”
完成剧本创作后，梁晓声现在最关心的是闻一多的扮演者。10
月 15 日杨劲松在《京华时报》上发表《新剧等拍，主角难觅，梁晓
声寻找闻一多》
，标题就反映了梁晓声寻找闻一多扮演者的急切心情。
最初，作者、制片人、美工与闻一多家属座谈时，不少人都认为著名
演员濮存昕在气质上很像闻一多，梁晓声很了解这位同样在北大荒成
长过的濮存昕，开始亦很赞成。不过，考虑到年龄，梁晓声希望闻一
多的扮演者最好在 30 岁左右，通过化妆能回到 24 岁。这个演员不仅
要有诗人气质，最好还能表现出“波西米亚人”般的豪情。根据这个
标准，梁晓声说“我可能会邀请孙周加盟，他的演技和外形都很出色，
最重要的是他有激情。孙周很符合我对闻一多的想像。
”
【濮存昕谈闻一多的《奇迹》
】 今年 4 月，北京中山音乐堂计
划举办“聆听经典”精华版诗歌朗诵会，刚刚出任北京人民剧院副院
长的著名演员濮存昕，决定在这次朗诵会上朗诵闻一多的诗歌名篇
《奇迹》
。其时，正逢非典流行，这次朗诵会是否举行了，未见报导。
但濮存昕在在排练中说：
“我喜欢这种文字与理念、音乐与情绪的交
流，我更愿意在舞台上享受停顿的乐趣，朗诵者其实是作者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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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量去体会作者创作时的思绪。有人说这首《奇迹》生涩难懂，但
我认为这首作品的生涩是知音者才可悟的，一个艺术家应该在世俗与
精神世界游荡，每当念起这首诗，我的脑子里都会浮现出很多画面。
”
为了使这次朗诵获得理想效果，主办者曾专门邀请了留学德国归来的
年轻音乐作曲家张笛笛为《奇迹》创作了背景音乐。张笛笛说：
“我
曾经听濮存昕完整朗诵过这首诗，当时我们确定的音乐基调就是抽象
和唯美两条线，朗诵者的思维是从混乱到清晰的过程，因此也需要有
两种旋律交融在一起。
”
~~~~~~~~~~~~~~~~~~~~~~~~~~~~~~~~~~~~~~~~~~~~~~~~~~~~~~
★ 历史还原
【伍大希是闻一多的大弟子吗？】 《新文学史料》1983 年第 3
期曾发表过一篇《追随闻一多先生左右》
，作者为伍大希。文中在介绍
闻一多事迹的同时，还写了一些闻所未闻的事。如说他的文章受到闻
一多的赞许，并托李公朴带到重庆推荐给周恩来；还说闻一多曾对他
立下遗属，要他在自己死后同杨明接手他主编的《民主周刊》等等。
这篇回忆文章，受到许多人的质疑，特别是不久后在黄石召开的全国
第一次闻一多学术研讨会上，许多与闻一多朝夕相处的人都对这种无
中生有和借闻一多以抬高自己的作法十分愤怒。王子光在《新文学史
料》1984 年第 2 期发表的《对〈追随闻一多先生左右〉一文的订正》
，
实际上代表了当时许多人对伍文的批评。然而，近几年一些报刊报导
伍大希在各地讲演，自称“闻一多的第一弟子”
，号“小闻一多”
。这
些报导影响很广，以致不少大学和电视媒体将他的报告作为革命传统
教育，而伍则愈加利用这些场合宣扬个人，结果引起许多知情者的愤
怒。几年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以文件形式对伍叛变事
做出结论，并转送中共湖南省委。
伍大希的行为，早就引起闻一多家属的注意。80 年代末，闻黎明
为收集闻一多资料到昆明采访时，曾就此事询问过杨明先生。杨明抗
战时期在中法大学读书，闻一多在中法大学兼课时，曾指导过他的论

文写作。后来，杨明加入民主同盟，并在闻一多主持《民主周刊》期
间帮助过工作。解放后，杨明曾任云南省文化局局长、民盟云南省主
任委员、云南省人大常务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杨明对
闻黎明所说的关于伍大希在《民主周刊》上发表的文章经过情况，已
收入《闻一多年谱长编》
，而关于伍大希叛变一事，则出于各种考虑未
予披露。当伍大希再次到处炫耀自己时，闻立雕郑重写信向了解其根
底的杨明证实内情。9 月 18 日，85 岁的杨明在复闻立雕信中再次做了
说明。下面节录的是这封信的部分内容，用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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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大希绝对不是一多先生的学生。他是云大政治系的学生，一多
先生也不曾在该校兼课。
当时，他好像已经加入了民盟，但也可能是稍后才入盟的。他写
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投寄《民主周刊》
，内容是批判孙中山先生的，编委
会上大家都认为不合时宜，主张不登，一多先生认为他的意见并无不
妥，登了也不会是什么问题，为了鼓励作者的积极性，还是刊登了。
文章刊出后，他兴奋之至，跑到编辑部来打听情况，周刊社工作人员
刘彦群（是他的同学）把情况如实告诉了他。他立即跑到闻先生家里
拜访，请教。闻先生当然给他一些鼓励。之后，在一些盟员中就有传
言，说伍大希写的这篇文章很了不起，受到闻一多的高度评价，并邀

请他到家里征求他对时局的意见，交换看法。对此编委会上有人就议

当时形势很紧张，反动派天天抓人，但他照样胡闹。
“ 七一五” 前数日，

论此人有些招摇过份，闻先生当即说明了经过情况，说：
“ 我是鼓励了

他终于被捕。他被捕后不久（约两个礼拜内）
，与伍大希同一民盟小组

他几句，他到家里来请教，鼓励几句，这是人之常情，不是什么‘ 高

的盟员和他的入党介绍人都被捕了。这些同志出狱后，都反映在狱中

度评价’ 。
” 这时，他和我都在私立求实中学兼课，他突然在全校范围

获悉都是被伍大希口供出卖。
伍大希本人在狱中与典狱长的女儿结婚，

内多次公开讲演，信口乱骂，语言极左，引起反动当局重视，向校长

婚后立即离开云南回家乡去了。解放后这些同志查阅了敌特档案，证

苏鸿纲先生（也是民盟盟员）提出警告。苏先生反映到民盟省委，通

实伍大希出卖同志，
并曾向有关方面作了检举，
（是向湖南民盟省委检

过组织给伍打招呼，不要乱来。但实际上对他打了招呼没有，因为他

举？）但无音信。伍本人也长时间敛迹，日久也就被大家淡忘了。

属于云大盟组织，我不知道。
“ 李闻案” 发生时，他已毕业，到云大附

我所知伍大希“ 李闻案” 后在云南的情况就是如此。与一多先生

中任教。
“ 七一五” 之前，学生“ 反美扶日” 、
“ 反饥饿，反内战” ，举

的关系，也就是如此。
（补充一点，他去拜访一多先生那一天，我先已

行游行、罢课，他自称“ 小闻一多” ，掺和在群众中，在各种集会上出

在那里，他来了我就走了。
）

头讲演，仍然以极左语言，信口乱骂。当时民盟省委已转入地下，分
析了形势，认为形势已非“ 李闻案” 前的情况可比，这样公开以“ 小
闻一多” 作讲演，后果将导致暴露组织，又一次作出决定给他打招呼，
由汪大受、解德文二人找他谈话（这时他已入党，党组织也警告了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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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尖锐批评《精神的雕像》
】 2001 年云南
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洪涛的《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
。书中第
一章就写到 1938 年 2 月闻一多在北大、清华、南开合组的长沙临时
大学的最后一次课上，给二三百人讲法兰西小说《最后一课》
，而且
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也在其中。文中还写到，闻一多在结束时高声
说：
“同学们，这篇课文，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读懂了？……同学们！
中国，不是法兰西，因为，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课！
”
。李书中的这一
情节，完全是杜造的，虽然它宣传了爱国主义精神，但却违背了历史

6

的真实性，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最近出版的一部介绍闻一多的严肃
专著，在初版时将此当作了史实，以致不得不马上纠正重印。
实际上，李书中这样的杜造相当多。4 月出版的《西南联大北京
校友会简讯》第 33 期上刊登的署名“联大人”的《既称纪实就不应
臆造――评李洪涛〈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
》一文，就是西
南联大校友们对该书大量虚构史实的尖锐批评。文中说：
“想作者的
本意是为了宣传西南联大这所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学校，但由于多处失
实，反面有损于西南联大。
”这篇文章，已以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名
义，正式递交给中共云南省委和云南省政府。
~~~~~~~~~~~~~~~~~~~~~~~~~~~~~~~~~~~~~~~~~~~~~~~~~~~~~~

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朴初、担任民盟中央主席的费孝通等人
提写的对联和条幅等。现在，闻一多故居陈列室与闻一多纪念室已成
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11 月初在云南师大举行的西南联大在昆
建校 65 周年纪念活动中，与会者们特地来到这座边城参观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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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自县闻一多故居与纪念室简介】 1938 年，西南联大刚到昆
明时，因校舍不敷，将文法两学院设在云南省蒙自县。当时，大多数
教授都住在歌胪士洋行楼上。
联大的这个分校只在蒙自待了一个学期，
但师生们对当地的开化则产生了重要影响。1983 年，歌胪士洋行被列
为红河州重点文物保护建筑，1987 年又升格为省级保护建筑。同时，
蒙自县文化局在洋行二楼开辟了“闻一多故居陈列室”
。1988 年，蒙
自县政府与当地驻军在歌胪士洋行前的南湖半岛上，共同修建了“闻
一多亭”
，并在旁边修建了纪念碑。与此同时，又在“闻一多故居陈列
室”基础上增建了“闻一多纪念室”
。11 月 7 日，蒙自县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学校团体、当地驻军等 600 余人举行了闻一多纪念碑、
闻一多纪念亭、闻一多纪念室、闻一多故居及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史料
陈列室剪彩仪式。
闻一多纪念室，陈列有闻立鹏绘制的闻一多画像，画像下行书横
幅“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是当时担任云南省人大常会
副主任杨明所书。陈列室内，以丰富的图片和文献资料，介绍了闻一
多的事迹和联大文法学院在蒙自的历史。这里还专辟了书画室，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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