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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闻
【闻一多的早年学生臧克家先生逝世】 著名诗人、作家，闻一
多在青岛大学时的学生臧克家，因病于 2004 年 2 月 5 日在北京逝世，
享年 99 岁。2 月 18 日，臧克家遗体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胡锦涛、
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曾庆红、李长
春、刘云山、王刚、陈至立、刘延东等作了最后送别。闻立雕代表闻
一多家属参加了告别仪式。
臧克家是闻一多得意的两位学生之一（另一位是在中央大学时的
学生陈梦家）
，1930 年被闻一多慧眼选拔，以三句诗考入青岛大学中
文系。在读书期间，臧克家随闻一多学习新诗创作，后来闻一多曾向
《新月》多次推荐臧克家的诗。闻一多离开青岛大学后，臧克家一直
关心着老师。1944 年，当社会传闻西南联大要解聘闻一多时，他特从
重庆写信表示慰问。闻一多牺牲后，臧克家多次撰文回忆，给老师以
极高礼赞。
臧克家对中国新诗建设贡献尤多，除了他的自身因素外，也受到
过闻一多的启发。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说：
“臧克家先生 30 年代出版
了第一本诗集《烙印》
，得到了闻一多先生的高度赞扬。从那以后，他
带着高度的责任感和热情，在抗战期间创作了大量作品，而那段时间

也是他诗歌创作的辉煌时期。应该说，在中国诗歌史上，从探索新诗
和对新诗艺术的锤炼方面臧克家先生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孙玉石还
说：
“闻一多先生在给《烙印》写的序里就说过，臧克家对生活的体验
是很坚实、很踏实的。而《烙印》应该说是他的诗与精神的完美结合。
”
2000 年 1 月，臧克家获得首届“中国诗人奖──终生成就奖”
，2003
年又获由国际诗人笔会颁发的“中国当代诗魂金奖”
。
【新发现的朱湘致闻一多信】 《清华周刊》第 11 卷第 3、4 期
合刊(1934 年 4 月 16 日)，刊登之《朱湘遗书》
，内有一封致闻一多的
信。据该信内容，可知闻一多曾于 1925 年春夏之际致函朱湘，说将欲
回国开展国剧运动，朱湘遂复信表示赞成，并介绍了国内情况。其信
全文如下：
一多兄：来书批评拙作，语语中肯，读毕，直欲五体投地。
“胆汁
色”三字极妙。三诗遵命保留。大作两章已经代投《京副》
，就中《大
雨》极佳，
《渔阳曲》音节美妙，
“东”韵之运用可见匠心，此诗无疑
的为一音节上的成功。
《河图》商务虽允承印，但最好仍是自办，兄意
不知以为如何，尚望告知。
《河图丛书》想只在计划中：我可以附骥一
种，Synge 的戏剧。
艺术杂志既有，人才充足时，艺术大学亦一刻不容缓之事业；目
前之中国，其他之艺术不论已，即最普通之绘画，亦复凋萎之至，盖
如今较可成立之美术学校仅有京宁沪三地之四校，而京校今已俘办，
尚未恢复，宁校窄隘，此地刘海粟校颇有商业性质，周剑尘校生徒极
少，吾兄闻此，得勿疾首蹙额耶？所望者，吾兄与一班游美之青年艺
术家联袂返来之时，能在景物清幽之地，或宁或吴，创立一广义的艺
术大学，则我国当今就木之艺术尚有一 Rebai 之希望焉。此大学开办
后，戏剧自亦在内，届时之盛况可想而知。
兄今夏返国，固弟所亟愿而渴望者，然为兄之精神慰安计，为我
国之艺术计，则弟敢言当今国内之学术界中除创造即将复活外。其他
恐皆不能使兄满足，与其徒为独木，反不如先偕实秋兄同作一旧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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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畅游之为愈也。尔时两兄如来，同归者必有数艺术者，如此则大学
可成，一鸣惊人矣。管见不识当否，尚望兄等加以仔细之考量。如其
可行，自今起即当募集基金。弟悬想将来有梁思成君建筑校舍，有骆
启荣君担任雕刻，有吾兄及杨廷宝君濡写壁画，有余上沅君赵畸君开
办剧院，又有园亭池沼药卉草木以培养实秋兄沫若兄之诗思，以逗林
徽音女史之清歌，而达夫兄，年来之悲苦亦得藉此以稍释，不亦人生
之大快乎，弟馨香默祷，能身逢其盛，永在书城中为一蠹鱼，愿亦足
矣。
【刘晶雯整理闻一多联大讲课笔记】 年过八旬的西南联大中文
系毕业生刘晶雯，多年来一直珍藏着当年听闻一多讲授古典文学课的
笔记，并曾无私提供给闻一多后人编写《闻一多年谱长编》使用。不
久前，天津古籍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名师讲义，刘晶雯的笔记（包括
朱自清讲现代文学的笔记）也收入其中。目前，刘先生克服年迈多病
的种种困难，努力在晚年将这部书整理编辑成精品。
~~~~~~~~~~~~~~~~~~~~~~~~~~~~~~~~~~~~~~~~~~~~~~~~~~~~~
★ 往事钩沉
【闻立雕回忆闻一多与臧克家的情谊】 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大
地》2004 年第 4 期，刊登闻立雕的长文《痛悼臧老――臧老对先父
闻一多持续数十年的深情》
。在这篇悼念臧克家先生的文章中，作者
记述了闻一多慧眼识人才，录取了数学得零分的臧克家进入青岛大
学中文系，指导臧克家写新诗等往事。文中还介绍了一件鲜为人知
之事，即闻一多送给臧克家的《死水》诗集，遗失多年后又回到臧
克家手中的过程。文中写到：
父亲在青岛大学时，曾应臧老的请求赠送给他一本《死水》
。父亲
以“多”字落款，在扉页上题了“克家惠存”几个字，并且端端正正
盖上了“一多印记”的自刻印。臧老欣喜若狂，后来说：
“我得到它，
如获拱璧，天天读它，小心翻它，珍惜它，热爱它。把它放在宝贵的
处所，把它放在心头上。虽然其中二十八首诗我全能成诵了，还不时

拿出它来，托在手上，看看它也是一种高尚的美的享受。
”
1937 年 10 月，日寇兵临临清，臧老与群众不得不仓皇逃难。临
行前将包括《死水》和几代家传的一部《昭明文选》在内的一架子书
包好，委托给一个学生代为保管，并且特别交代，如果出现什么情况，
其它书皆可抛弃，
《死水》和《昭明文选》务必全力保存；实在万不得
已，两本中只能保留一本时，那就保《死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那些书竟全部遗失一光，不知去向。臧老
扼腕痛惜却无可奈何！
1981 年 8 月 20 日突然出现了奇迹！一位素昧平生的同志给臧老
寄来一个包裹，打开一看，竟是当年丢失的《死水》和一本初版《烙
印》
！一切依然如旧，连那方印的颜色都殷红如昨。臧老喜之欲狂，泪
水不觉阵阵涌出！原来寄书的是河北农学院一位老领导（该同志做好
事不留名，不愿公开自己的名字）
，抗战时期在冀南一带工作，某次偶
然在乱书丛中发现了这两本书，把它们保存了起来。臧老欣喜之余非
常感谢那位同志，当即提笔借“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之典，以《我
亡书，我得之——喜〈死水〉
、
〈烙印〉联翩归来》为题，写了一篇短
文以抒狂喜之怀及衷心谢意。
2000 年 4 月 3 日，我和夫人杜春华前去探望臧老，那年臧老已经
九十五岁高龄，平时每天大多躺在床上，这一天可能是因为闻一多子
女去了，倍感亲切和兴奋，在夫人郑曼同志的帮助下，起床坐在藤椅
上和我们谈话。臧老身体已经相当衰老，但思维非常清楚，精神状态
很好，讲到那本《死水》失而复得时，精神矍铄，嗓门不知不觉也提
高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同我们拍完合影后，他专门要我把那本
《死水》拍下来，拍了封面拍父亲的题字、落款、印章，最后还要我
把载有出版年月，出版单位等项目的底页拍下来，对这本诗集之深情，
至为感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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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荣评《
〈九歌〉古歌舞剧悬解》
】 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李
光荣在《彝族歌舞与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悬解》
（
《民族文学研究》
2002 年第 1 期）中，认为：
《〈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不仅是闻一多
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最后成果，而且体现了闻一多《楚辞》研究的
最高成就。而《悬解》的诞生却与一台彝族歌舞相联，要是闻一多没
观看彝族歌舞，就不会有创作《悬解》的强烈冲动。本文探讨了彝族
歌舞与《悬解》的关系，分析了对《悬解》产生影响的原因，论述了
闻一多改编《九歌》的价值和意义。并通过比较分析，说明少数民族
文学（文艺）对汉族文学创作的影响，揭示出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
一种现象，介绍了民族文化相融合的又一成果。
【万龙生解析闻一多旧诗新诗间的关系】 重庆日报社社会新闻
部万龙生在
《新诗格律建设的理性思考——闻一多先生三首旧诗解读》
（
《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2 年第 4 期）中，指出闻一多 1925 年自美
返华前致梁实秋函中所附的一组旧诗，一直被人忽略了。其实，解读
这些诗作，对于研究闻一多新诗创作从《红烛》到《死水》的发展，
即从当时流行的自由体到格律体的转变，对于了解他的以建立新诗格
律为中心和旨归的崭新诗学理论，以至对于今天研究新诗现状、思考
新诗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张文刚解析闻一多的诗歌审美意象】 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编辑
部张文刚在《在“古典盛宴”和“现代窗口”之间吟唱的诗人──闻
一多诗歌审美意象解析》
（《河南大学学报》2002 年第 4 期）中，认
为闻一多的诗歌意象有两类:一类充满“古典”气息，
笼罩着华宴的芬
芳和沉醉的诗意；另一类则裹挟“现代”色彩，流转着天地间变幻的
风云。诗人进退在“古典盛宴”和“现代窗口”之间，用两类意象表
达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闻一多笔下的审美意象，其生成有多方
面的原因，给读者带来了特殊的美感。

【罗智昌论闻一多诗歌与荆楚文化的联系】 荆州师范学院文学
院罗昌智在《生命意识:闻一多诗歌与荆楚文化内在精神的契合与同
构》
（《中国文学研究》2002 年第 4 期）中，认为闻一多诗歌创作中
体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这便是浓重的家园意识；勇于献身的生命价
值取向；叩问人生的理性意识；追求幻美的浪漫情怀。而这些情感内
涵恰与荆楚文化在内在精神上达成了一种契合与同构。
【李乐平评闻一多对唯美主义的借鉴和对民族特色的继承】 洛
阳师范学院李乐平在《中西艺术结合的宁馨儿——论闻一多对唯美主
义的借鉴和对民族特色的继承》
（《甘肃社会科学》2002 年第 4 期）
中指出：闻一多在其早期受济慈和王尔德等人的影响，为了纳诗于艺
术之轨，坚持以美为艺术之核心，博采西方唯美主义之长，倡导作诗
讲究形式，推崇想象，注重色彩和感觉，敢于打出招牌并勇于挑衅。
虽然如此，但他却又不是纯然的唯美主义者，也从不将内容和形式割
裂开来，而是接受其中的合理成分并保持民族特色，努力作到古今中
外艺术的结合，将其胸中涌动着的炽热的爱国情感贯注在诗作中，创
作出了表现其至情至性的佳篇，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那群星灿烂的年代，
放射出迥异的光辉。
【陈本益论闻一多“格式”论的贡献和局限】 西南师范大学中
国新诗研究所陈本益在《论闻一多“格式”论的贡献和局限》
（《汕头
大学学报》2002 年第 5 期）中，认为新月派格律理论的核心是“格式”
论，其中闻一多的“格式”论是代表。其主要贡献是：肯定并强调字
句整齐的格律体新诗形式；阐明字句整齐这种格式的构成原则；提出
创造新诗格式的一般原则是“相体裁衣”；指出新诗格式具有“建筑
美”的特点。但是，它也存在着某些局限，主要是：忽视了字句对称
的格式；强调格式中字数的整齐而不是顿数的整齐。
【程凯华评闻一多对屈原和《楚辞》研究的贡献】 邵阳学院中
文系程凯华在《闻一多对屈原和<楚辞>研究的重大贡献》
（《邵阳学院
学报》2002 年第 5 期）中指出：关于屈原的身份、思想及地位，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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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争论。有的人贬低屈原，说他是“文学弄臣”；有的人虽认为屈
原是“爱国诗人，但给他戴上“忠君爱国”的帽子。对这两种观点，
闻一多都持异议。闻一多从屈原的身份、思想以及他的《离骚》等作
品的形式和内容，充分论证了屈原是“真正的人民诗人”；同时，他
用新观念和新方法对《楚辞》作了别开生面的研究，提高了一个时代
的《楚辞》研究的新水平，其贡献特别重大。
【章原王启才比较闻一多朱自清的治学方法】 复旦大学中文系
章原、王启才在《闻一多和朱自清治学方法比较》
（《兰州大学学报》
2002 年第 4 期）中，认为闻一多和朱自清都是从作家和诗人转向古典
文学研究的，二人都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成为古典文
学研究领域的专家，这与他们采用较为科学的治学方法是分不开的。
文中是对二人的治学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力图寻觅他们治学方法的合
理内核，以期对今天的古典文学研究有所裨益。
【施军论闻一多的“绘画美”】 南京大学中文系施军在《闻一
多诗歌主张“绘画美”论》
（《江西社会科学》200 年第 12 期）中，
认为“绘画美”概念的语义指涉是指词藻的选用，即诗歌语言要具有
色彩感；“绘画美”的倡导更多地是借鉴了西方艺术的表现形式，在
一定程度上渗透着诗人对现代西方某些哲学的思考与吸收。闻一多对
“绘画美”的追求，源于他作为诗歌理论家探索艺术革新的勇气，源
于对绘画艺术的爱好。就诗歌创作思潮而言，这一主张对于矫正当时
诗坛的创作，发生了一定影响。
【赵治中评闻一多对孟浩然的研究】 丽水师专中文系赵治中在
《闻一多先生孟浩然研究述评》
（《许昌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
中说：闻一多先生提出孟浩然“人就是诗”，隐居是“一个完完整整
的事实”；“真正孟浩然的诗”是“整体的”，“淡到看不见诗”；
孟浩然“在生活和诗品两方面足以与魏晋人抗衡”，是“盛唐初期诗
坛的清道者”等论点，新颖翔实，精辟独到，给人多方面启发。但某
些观点，限于时代与个人视野，值得商榷。

【胡绍华评闻一多早期诗歌活动的现代品格】 三峡大学文学院
胡绍华在《闻一多早期诗歌活动的现代品格》
（《三峡大学学报》2003
年第 1 期）中指出：闻一多作为我国现代著名诗人，他早期的诗歌倡
导与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品格。
在诗歌理论上他提出了与"自由
诗派"鼎足而立的现代诗歌格律理论，
在创作上他为诗坛提供了一批形
式与内容整合统一、可资范例的新诗。不过，他的诗论与创作也都留
下了新诗诞生期的过渡痕迹。
【张恩和张洁宇论闻一多的爱国思想轨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张恩和、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张洁宇在《闻一多:从国家主义到
民主主义——一个真正爱国者的思想轨迹》
（《清华大学学报》2003
年第 1 期）中说：闻一多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作为诗人、学者和
民主战士的一切创造力都来源于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文中指出：闻
一多的爱国思想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即他在真正接近人民，受到
深刻教育之后，由崇奉“国家主义”，转而为强调“人民”利益，崇
奉“民主主义”。闻一多的思想历程典型地说明了五四以来中国真正
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道路。他受过五四的洗礼，是五四的产儿；他是最
勇敢、最忠实的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和捍卫者。
【张吉兵探讨闻一多艺术思想的理论来源】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编辑部张吉兵在《闻一多艺术思想之理论探源》（《黄冈师范学院学
报》2003 年第 1 期）中，认为闻一多的艺术思想与黑格尔艺术哲学思
想有着丰富的联系。文中说：闻一多具有自觉的艺术本位观，并从本
体论的角度观照艺术；他自觉而熟练地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分析艺术
现象；在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上，如艺术美高于自然美、知性不能掌
握美等，其看法与黑格尔也无不契合。
（以上论文提要，均摘自清华大学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之“中国学术期刊网”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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