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要 闻
【蔡志龙倡议举办庆祝澳门回归五周年暨纪念闻一多诞辰 105 周
年活动】 2003 年 11 月，澳门中华教育会副会长、湖北省政协委员
蔡志龙先生，
向澳门中华教育会及澳门归侨总会提出于 2004 年底举办
《庆祝澳门回归五周年暨闻一多诞辰一百零五周年活动》的倡议书。
倡议书在“活动目的”中指出：
“为迎接澳门回归五周年，纪念著名爱
国主义诗人闻一多，为加强澳门与内地在教育、文化暨学术领域的全
方位交流，为达成以上所提及的活动目的，建议鄂澳（即湖北与澳门）
两地有关单位合办一些庆祝及纪念活动，既可迎接澳门回归五周年，
又可纪念著名的爱国主义者闻一多诞辰一百零五周年。
”
在整体构想方
面，倡议书建议以“迎接澳门回归五周年暨纪念著名爱国主义者闻一
多诞辰一百零五周年活动”为主题，配合展览及讲座等活动，并以动
态及静态两种方式展现以上主题。关于静态方式，倡议书建议主要包
括以湖北省浠水县闻一多纪念馆中展示的内容为主，加上《七子之歌》
的效应，以及闻一多的首次对外展品等组成。动态方式，则包括以教
育工作者、文化及艺术传播者及学生为对象的《闻一多作品评释会》
；
以面向社会的《闻一多与爱国主义》讲座以及针对学生为对象的《由
七子之歌谈起》的学生专场。同时，还建议组织征文比赛，和组织澳

门各阶层代表赴鄂参观闻一多家乡，以进一步加强对著名爱国主义诗
人、学者和民主斗士闻一多的了解与认识。据悉，这个倡议已得到有
关方面的欢迎与重视，具体落实正在进行之中。
【
《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出版】 2002 年 1 月，武汉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
，是 1999 年为纪
念闻一多百年诞辰在武汉召开的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选集，
主编为陆耀东、赵慧、陈国恩。该书收入中国、日本、德国、韩国、
新加坡学者论文 57 篇，内容涉及闻一多的爱国精神、文化思想、学
术研究、文艺评论、诗歌创作、现代人格等诸多方面。
书前收录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教授陆耀东在为次会
议开幕式上的开幕词。开幕词简要回顾了 1994 年以来各界学者在闻
一多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并提出今后应对闻一多的生平思想、学术成
果、新诗等方面进行再研究的任务。开幕词还提出：
“闻一多研究若
以个案研究为主，易陷入孤立地专门研究闻先生的境地。我们的视野
必须扩大，将闻先生置于世界 20 世纪前半期来研究，至少应将他置
于当时的中国来研究。在某些单个作家研究会中，曾出现过‘为贤者
讳’或无根据地贬损研究对象的现象，这不利于研究事业的发展。”
“作为学者，我们当将科学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新的见解开始往
往是不很周密的，因此应该鼓励发表不同意见，提倡百家争鸣。不同
学术观点之间，不一定是正与反、对与错的关系，更多的是互补的关
系”
，
“一切以有利于学术事业的发展为圭臬”
。
兹将本书目录公布如下：
《＇99 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陆耀东（武汉大学）
《一首永远“未完成”的交响曲――＇99 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
闭幕致词》
，孙玉石（北京大学）
《闻一多与屈原的人格精神》
，赵慧（闻一多基金会）
《论闻一多的现代人格精神》
，黄曼君、许正林（华中师范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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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求学时的闻一多》
，孙敦恒（清华大学）
《文化传统的承诺与超越――论闻一多爱国思想的特点》
，陈学
祖（武汉大学）
《文学史家的闻一多》
，袁千正、袁朝（武汉大学）
《论闻一多的文化思想》
，孙党伯（武汉大学）
《闻一多文化观点略》
，王攸欣（湖南师范大学）
《论闻一多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文法》
，杨华（武汉大学）
《怎样在文坛“打出一条道来”――以闻一多为例》
，刘纳（吉
林大学）
《论闻一多的绅士风度》
，朱寿桐（南京大学）
《挣扎在“诗境”和“尘境”之间――从〈死水〉集看闻一多的
宗教文化情结》
，刘勇、杨志（北京师范大学）
《新时代的恋旧情结――闻一多的文化心态研究》
，许祖华（华
中师范大学）
《从对立隔膜到认同承传――闻一多与鲁迅文学传统片论》
，江
锡铨（江苏教育学院）
《现代知识分子闻一多》
，孟繁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闻一多的诗歌文化精神论――从诗人文化价值取向谈起》
，杨
洪承（南京师范大学）
《闻一多人格精神的两极》
，杨联芬（北京师范大学）
《理性与激情的交融――论闻一多的学术个性》
，戴建业（华中
师范大学）
《美丽的毁灭――闻一多的死亡意识》
，孔庆东（北京大学）
《闻一多的“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略论》
，唐鸿棣、朱波（上
海师范大学）
《闻一多艺术观的悖逆与谐和》
，周晓云（清华大学）
《闻一多论端午的启示》
，程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闻一多与唐诗研究的鉴赏学派》
，董乃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
《闻一多与〈焦氏易林〉
》
，陈良运（江西师范大学）
《
“宇宙意识”考――关于闻一多与中国古典美学的札记》
，曾祖
荫（华中师范大学）
《前无古人后有来者――读〈闻一多全集·唐诗编〉
》
，陶敏（湘
潭师范学院）
《从〈楚辞校补〉论闻一多在古籍校勘上的贡献》
，范新干（华
中师范大学）
《
〈九歌古歌舞剧悬解〉校读记》
，李思乐（东北师范大学）
《论闻一多的庄子诠释》
，阮忠（华中师范大学）
《闻一多对道家思想的研究》
，马奔腾（北京大学）
《关于改“文”为“闻”的考证》
，龚成俊、朱兴中、王润（浠
水闻一多纪念馆）
《论闻一多的现代解诗学》
（摘要）
，孙玉石（北京大学）
《闻一多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联系》
（摘要）
，陆耀东（武汉大
学）
《闻一多现代学术品格论》
（摘要）
，黄曼君、胡绍华（华中师范
大学、湖北三峡学院）
《作为诗评人的闻一多》
，吕进（西南师范大学）
《试论闻一多诗歌格律的若干特色》
，乔伟（德国特里尔大学）
《
〈改造〉
“现代支那号”与中国现代诗人――以闻一多的〈春光〉
为中心》
，铃木义昭（日本早稻田大学）
《理性批判精神的承担――闻一多诗歌“死水”
、
“静夜”意象阐
释》
，张林杰、龙泉明（武汉大学）
《文学思潮变迁与闻一多的诗歌创作》
，陈国恩（武汉大学）
《闻一多对诗歌“绘画美”实现途径的探讨》
，邹建军（中南民
族学院）
《试论闻一多诗歌意象与风格的转型》
，陈卫（广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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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红豆》诗的传统性与创新性》
，尹浩镇（韩国庆尚大
学）
《闻一多的两首“鬼诗”
》
，栗山千香子（日本中央大学）
《谈闻一多诗中花的形象和意象》
，江川静英（日本青森大学）
《呼唤新诗艺术形式的规范――关于闻一多新诗格律理论和新
诗现状的思考》
，黄济华（华中师范大学）
《一个“文化国家主义者”的自卫与自慰――论闻一多的爱国
诗》
，刘川鄂（湖北大学）
《论闻一多的“幻象与均齐”观》
，程凯（北京大学）
《闻一多新诗形式探索的几点贡献》
，郭小聪（北京国际关系学
院）
《论闻一多前期新诗理论批评的矛盾性》
，黄忠来、杨迎平（湖
北师范学院）
《闻一多早期诗论中的双重形式观念》
，莫海斌（武汉大学）
《闻一多的爱国诗与韩国文化》
，
［韩国］梁元喆（韩国庆南大学）
《论闻一多爱国诗的艺术风格》
，张建宏（襄樊学院）
《浪漫的倾向与古典的依旧――论闻一多的诗学观念嬗变》，
［新加坡］夏菁（新加坡国立大学）
《
〈死水〉的艺术精神结构》
，刘殿祥（雁北师范学院）
《闻一多与“现代派”诗》
，张洁宇（北京大学）
《在先锋与传统之间――闻一多、艾略特诗歌诗论的比较研究》
，
吴艳（江汉大学）
《论闻一多诗歌创作中的艺术想象特征》
，曾方荣（湖南邵阳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
《论闻一多的爱情诗》
，何小红（华中师范大学）
~~~~~~~~~~~~~~~~~~~~~~~~~~~~~~~~~~~~~~~~~~~~~~~~~~~~~~

【张希广评论闻一多的书籍装帧艺术】 《人物》2002 年第 6 期
刊登文物出版社张希广所作的《风格如其人――细读闻一多书籍装帧
设计引发的思索》
。作者根据 1948 年开明书店版《闻一多全集》插页、
1999 年北京炎黄艺术馆举办之闻一多美术作品百年回顾展、中国现代
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中国现代美术命全集·书籍装帧》
卷、闻立鹏等著《闻一多》
，及作者所见之存世珍品等，结合闻一多的
生平，对其书籍装帧艺术进行了介绍与评述。该文认为闻一多书籍装
帧的特点具有“政治家的冷静思辨”
、
“诗人的浪漫情结”
、
“美术家的
坚实功底”
、
“学者的严谨态度”
。文中指出：艺术风格是人格的写照，
闻一多不仅热爱祖国、忠于人民，
“同时还是画家、篆刻家和书籍装帧
史上的一位拓荒者”
。
~~~~~~~~~~~~~~~~~~~~~~~~~~~~~~~~~~~~~~~~~~~~~~~~~~~~~~

★

★

海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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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闻一多学会会报第二号出版】 日本闻一多学会会报《神
话与诗》第二号，已于 2003 年 12 月出版。该号刊登论考五篇，为：
二松学舍大学牧角悦子教授的《中国神话学的黎明――近代中国的
学术与顾颉刚、闻一多的古代学》
，东洋大学大学院野村英登的《作
为灵性的神仙――闻一多对道教的理解》
，东洋大学文学部教授吉田
公平的《支那哲学史的诞生》
，早稻田大学大学院铃木义昭教授的《中
国的书简文――闻一多的场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闻黎
明教授的《
〈闻一多传〉日本语版〈后书〉
》
。会报还刊登了《活动报
告》
、
《大会发表要旨》
、
《会则》
、
《会员名簿》
、
《投稿规定与执笔要
领》
。书末，编辑有《闻一多研究资料综合目录》
（含“中国篇”1996
至 2002 年及“日本篇”补遗）
。
~~~~~~~~~~~~~~~~~~~~~~~~~~~~~~~~~~~~~~~~~~~~~~~~~~~~~~
★

学术评论

出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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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作品又增添一新版本】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3 年 3 月
出版之胡瑜岑选编的《闻一多作品精选》
，是最近出版的闻一多著作
的又一种新版本。该书列入“现代文学名家作品精选”丛书，全书分
“诗歌”与“文艺论、杂文及演讲录”两部分。前者收入《红烛》
、
《死
水》
、
《大江·真我集及其它》
，后者收入《时代的鼓手》
、
《屈原问题》
、
《民盟的性质与作风》等 45 篇著述。书前的序文题为《闻一多及其
文学创作》
，扼要介绍了闻一多在诗歌创作与学者生涯的业绩，并“期
望这不多的诗文能够让读者感受到闻一多先生伟大的灵魂与平凡的
情感”
。
~~~~~~~~~~~~~~~~~~~~~~~~~~~~~~~~~~~~~~~~~~~~~~~~~~~~~~
★ 往事回忆
【闻立雕撰文回忆父亲】 刚刚创刊不到一个月的《新京报》
，于
2003 年 12 月 3 日以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闻立雕的回忆文章
《我
对不起我的父亲闻一多》
。全文由“穷困潦倒的日子”
、
“刻印章以养家
糊口”
、
“我对不起我父亲”三节组成，最后一节追述了当年离开父亲
的情形。文中写到：
抗战胜利后，联大解散，三校北迁，机票就变的很紧张，分给联
大的很少，分给每个教授的就更少了。我父亲分到两张，家里就商量
着谁先走。我们家八口人，还有我的一个姓庄的同学，是个泰国华侨，
我们关系很好，我要求也带他走，父亲同意了，就是九口人。
最好是我父亲先走，
因为当时有风声说国民党要对我父亲下手了，
墙报上写着 40 万悬赏闻一多的头，还有李公朴携巨款来，我父亲早走
的话，不一定死，像吴晗那样。但他说他还有点事情没做完，一是想
帮办一份报纸，二是想留下多刻几枚图章，赚点路费。
最后决定让我带着我弟弟（闻立鹏）先走，我们是 6 月 20 日走的，
7 月 15 日，我父亲被害，不到一个月时间。
走前的那个晚上，我父亲给我们写了封介绍信，嘱托到了重庆找
谁，到了北平找谁。他把钱缝在我们的内衣里。第二天早上，母亲拿

着行李，送我们到大门口，我很少看到我父亲对我们有舍不得的表情，
那天我觉得很奇怪。
我的心情是无所谓，不过是先走而已，另外是非常羡慕坐飞机，
从来没坐过飞机，一听说上天了，夜里都睡不着觉。
我看见我父亲的眼圏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黄包车载着我们
走了一段，我回头看，他还站在那里。没想到这就是最后一瞥。到了
重庆后，他写信来，还是说，等做完了手边的事，就早来。
李公朴一出事，我就想，我父亲会不会出事，我老记得父亲在家
里说过的话，我和李先生不同，我是个教书的，国民党不会把我怎么
样。他还说，我总是还有点名气吧，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他就用
这句话安慰我们。
我脑子里就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恐怕不敢动你爸爸吧。
那天，我和我弟弟本来准备去跳伞塔跳伞，早上我和弟弟下楼吃
早饭，大家的眼光有点不对，方桌上八人，眼睛都看着我们两个，有
位先生说，你们还不知道吧，就把报纸拿给我。头条新闻，闻一多父
子被暴徒阻击，闻一多毙命，长公子（闻立鹤）生死不明。脑子轰一
下，也没有流泪，就说了一句，还不如都打死算了
大家商量着怎么办，我们准备回去，父亲死了，哥哥受伤了，母
亲又心脏病住院，家里都没人了，冯友兰先生劝我们不要回去。说那
边会有人帮助你们家的。
我没有后悔自己先走，我后悔的是当初没有好好听他的话，功课
不好，淘气，闹别扭，关系冷淡，我记得我中学时读过一本英文小说，
讲的是法国的一个故事，有一天，天下大雨，有个人站在雨中，让雨
水冲刷自己，大家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对不起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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