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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 闻
【
《闻一多全集》即将重印】 日前，湖北人民出版社与闻一多
家属代表闻立雕在北京签订了《闻一多全集》重印合同。签约双方表
示：为了弘扬闻一多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向读者展示闻一多先生文
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成就，同意重印 1993 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闻
一多全集》
。根据著作法有关规定，此次重印不再支付稿酬，但考虑到
闻一多家属在保存和协助整理闻一多著作所作的工作，出版社将支付
一定报酬（印数定价的 2%）
，并赠送样书 10 套、以定价的 5 折售予图
书。此外，对版权的转让，合同变更、续签等事宜亦有明确规定。这
次合同有效期为五年。鉴于 1993 年版《闻一多全集》存在着若干不能
令人满意的出版质量问题，故闻一多家属在签订合同前向湖北人民出
版社提出了装帧、印刷、纸张等方面的要求。
【2004 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筹备召开】 2004 年是闻一多诞辰
105 周年，由中国闻一多研究会、武汉大学文学院、闻一多基金会共
同发起，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湖北大学文
学院、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西南师范大学新诗研究所、湖北省教育
学院、武汉大学国学班、涪陵师范学院中文系协办，定于 8 月 20 至
23 日在武汉举办“2004 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次会议的主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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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一为“闻一多的学术研究与新诗的再考察”
，一为“闻一多的
生平、思想及其他”
。日前，中国闻一多研究会、闻一多基金会已联
合发出会议“预备通知”
。
~~~~~~~~~~~~~~~~~~~~~~~~~~~~~~~~~~~~~~~~~~~~~~~~~~~~~~~
学术评论

【江弱水对闻一多格律诗试验的批评】 《文学评论》2003 年第
5 期刊登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江弱水的《帝国的铿锵：从吉卜林到
闻一多》
。提要说：
“本文论证了英国作家吉卜林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
对闻一多产生的或隐或显的影响。思想内容上，两人都用诗歌来建构
族裔神话，又都主张要为文明而进行野蛮的斗争；在艺术形式上，一
样是铿锵的节奏，密集的韵脚，复沓的章法，表明他们对形式的狭隘
理解同样造成了诗本身的缺失。
”
该文对闻一多的新诗格律化试验进行了批评，说：
“从总体上看，
闻一多受之吉卜林的影响是趋于负面的。闻一多曾经研读过近代英国
诗家既然很多，其形式感不一定得自吉卜林，但是那种强有力的韵律，
作为男性行为世界的价值体现，却是结合了诗人自身气质与吉卜林的
影响的结果。在一片铿锵的声响中，两人都纯化了微妙事物与参差之
美的感受，从而停留在现代主义的前夜。
”
文末，作者还说：
“闻一多等人对格律的片面理解，已经造成并且
加深了人们对格律诗的偏见，使读者对新诗格律未见其利，先受其弊。
新诗刚刚治好了初期有白话而无诗的毛病，又被诊断出有格律无诗的
症候。这样说来，当年铿锵有声、于今寂寞无闻的吉卜林，竟与 20
世纪中国新诗所走的一段路――本是一段正路，不幸走歪了――有着
脱不了的干系。
”
~~~~~~~~~~~~~~~~~~~~~~~~~~~~~~~~~~~~~~~~~~~~~~~~~~~~~~~
★

史料存真·西南联大闻一多丧葬抚恤委员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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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7 月 15 日闻一多被刺殉难后，西南联合大学特成立“闻
一多教授丧葬抚恤委员会”
，以教务长黄钰生（子坚）教授、总务长沈
履（茀斋）教授、训导长查良钊（仲勉）教授、历史系主任雷海宗（伯
伦）教授、哲学系贺麟（自昭）教授五人组成。该委员会共召开了四
次会议，并发出举行追悼会告示。这些由闻一多的助教何善周先生记
录的珍贵史料，现均存于清华大学档案馆。为了有助于了解当时的情
况，兹特将这些史料公布如下。
【闻一多追悼会布告】 7 月 18 日下午 5 时，西南联大“闻一多
教授丧葬抚恤委员会”发出举行追悼会告示，鉴于国共关系紧张，学
校当局担心引起治葬外因素，
故特表示丧葬抚恤等费由学校自行解决，
不向外界捐募。告示全文云：
敬启者。本校教授闻一多先生于本月十五日不幸被狙逝世，本会
奉本校常务委员会命，负责办理先生丧葬抚恤事宜。兹定于本月二十
四日下午三时在大西门内青云街昆中北院大教室举行追悼会，并自十
九日起在上述地点设置挽礼收件处。
凡先生生前友好及本校在昆师生，
如有挽章祭礼，请于每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下午二时至四时，赐交
该处。至于丧葬抚恤等费，已由本校负责筹办，本会不另向外界捐募。
谨此奉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教授丧葬抚恤委员会谨启
【第一次会议记录】 闻一多丧葬抚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闻
一多被刺的第二天下午召开。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教
授参加了会议，并作了包括两项内容的报告。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
讨论闻一多遗体火化事宜，其全文为：
开会时间：七月十六日下午六时
地点：梅校长客厅
出席委员：黄子坚先生、雷伯伦先生、沈茀斋先生、查仲勉先生、
贺自昭先生

3

列席者：梅常委、丁主任、胡先生、范宁、何善周
主席：黄子坚先生
记录：何善周
壹：梅常委报告
要点：
（1）希望各位先生以联大同事立场，商讨丧葬抚恤事宜。
（2）一方面妥善安葬死者，一方面学校当尽力从优抚恤生者。
贰：根据闻夫人所得之举行火葬与在联大新校舍四烈士墓前建立
衣冠塚石碑等意见，首先讨论火化事宜，议决要案如下：
（1）决定火化骨灰装坛，以便运回故里安葬。购买坛子事，由总
务处胡先生与丁主任负责花色，务求雅素。
（2）十七日下午五时装殓，十八日午十时火化。
（3）请佛教会办理火化事宜。
（4）诵经及火化诸仪式，任佛教会僧众办理，唯得预先征询闻夫
人意见允否诵经及举行佛教仪式。
（5）火化地点在云大医院前广场。
（6）关于火化地点及时间，须通知云南大学及医院，并备文通知
警备总部与警察总局。
（7）火化时间及地点，须分别通知联大在昆教职员，校内各处贴
通告并本市各报发布消息。
叁：决定第二次会议时间及地点：明日下午四时在清华会议室讨
论衣冠塚事宜。
肆：散会。
【第二次会议记录】 闻一多丧葬抚恤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主
要讨论决定闻一多追悼会的组织工作。会议记录全文为：
开会时间：七月十七日下午四时
地点：清华办事处会议厅
出席委员：雷伯伦先生、黄子坚先生、贺自昭先生、沈茀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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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仲勉先生
列席者：范宁、赵世昌先生、何善周
主席：黄子坚先生
记录：何善周
议决案件
（1）以联大师生名义举行追悼会。追悼会地点、时间，及仪式程
序均预先公布之。
（2）
追悼会日期定于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
地址定昆北北教室。
（3）追悼会筹备事项：
A，寻找闻先生像后送照像馆放大，此事由联大事务组办理。
B，撰写祭文，请罗庸先生主稿，并请罗先生于是日报告闻先生从
事学术著作之事略。
C，聘请奏哀乐人员，此事由赵世昌先生负责聘，并准备钢琴、提
琴等乐器。
D，布置礼堂，此事由赵先生、丁先生共同负责。
E，追悼会由梅常委主祭。读祭文人员由罗庸先生荐举。
F，由黄子坚先生致哀辞。
散会。
【第三次会议记录】 闻一多丧葬抚恤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是在

主席：黄子坚先生
记录：何善周
议决事项：
（1）推选中文系学生在追悼会上致哀辞：议决于朱德熙、马忠二
人中由何善周洽商聘请一人担任之。
（2）自十九日起，在昆北教室设置办事处。办事处分以下四股：
A，文书股：由何善周总其责，另聘中文系同事或同学四人组织之，
负会议记录、来往书扎、草拟新闻消息、撰写公告等责任。
B，挽礼收件股：由范宁总其责，并由范先生聘请八人组织之，负
接收挽章祭品、登记礼品名目、书写领帖及保管礼品等责任。
C，庶务股：由联大事务主任丁先生总其责，另聘六人组织之，负
布置礼堂、摆设礼品，及购买、出纳、照料等责任。
D，招待股：招待事宜由五位委员共同负责，另聘本校教授五人、
学生五人担任之。校内同人及眷属与校外来宾由各同人任招待之责，
学生来宾则由同学招待。
（3）追悼会请赞礼一人。议决聘请颜锡嘏先生担任，由何善周接
洽聘请。
（4）定制纸花，凡签名参加追悼会者，均赠纸花一朵，以志哀思。
散会。
【第四次会议记录】 闻一多丧葬抚恤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

闻一多火化后的当天下午召开的。会议对追悼会的各项程序做了进一
步安排，决定成立文书、挽礼收件、庶务、招待四个股，分别着手具
体工作。会议记录全文为：
开会时间：七月十八日下午一时
地址：清华大学会议厅
出席委员：黄子坚先生、雷伯伦先生、贺自昭先生、沈茀斋先生、
查仲勉先生
列席者：何善周

了追悼会的各项事务，确定了会序与仪节。会议还决定接受闻一多夫
人高孝贞的意见，在“一二·一”四烈士墓前建立闻一多衣冠塚，并
于追悼会后举行葬礼。会议记录全文为：
开会时间：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
地点：昆北大教室
出席者：黄子坚先生、沈茀斋先生、查仲勉先生、雷伯伦先生、
贺自昭先生

5

6

列席者：丁兆兴先生、何善周、范宁
主席：黄子坚先生
记录：何善周
议决事项：
（1）衣冠下葬时请闻名参加，衣服由家庭备办。
（2）牌坊上面用白纸写字，于二十四日晨贴出，字由马忠写。
（3）签到处不落雨在院内，落雨在北教室内。凡参加追悼会者均
请签名。
（4）会场摆条凳，由事务股负责办理。
（5）在北教室预备茶水，由事务股办理。
（6）租桂花两盆，如租不到时，即行购买，由事务股办理。
（7）借酒爵一个，檀香由事务股购办。
（8）追悼会行礼之后，举行衣冠塚葬礼。
（9）举行葬礼时预备香烛。
（10）请马文竹先生襄礼。
（11）仪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教授追悼会仪节：
奏哀乐。
全体肃立。
主祭者就位（梅常委）
。
上香。
献爵。
献花。
向遗像致敬（三鞠躬）
。
默哀。
恭读祭文。
奠爵。
报告生平事略（罗膺中先生）
。
致哀辞（黄子坚先生、马忠先生）
。

闻先生家属致谢。
奏哀乐。
礼成。
（12）书写一份贴出，油印多份备用。
（13）准备黄布条十五个，书写执事字样。
（14）招待由训导处请两位，事务组一位，总务处一位。
（15）执事人员两点钟到场。
（16）闻先生十八日火化后，骨灰中捡出金属品四块，可能为闻
先生遇狙之枪弹熔化的残余，议决由委员会转送清华大学保存。
（17）通知中央社、云南社及各报馆追悼会时日。
（18）委员会表示希于追悼会后由闻先生生前友好与中文系师生
于最近出特刊，但只限表彰学术方面。
（19）散会。
~~~~~~~~~~~~~~~~~~~~~~~~~~~~~~~~~~~~~~~~~~~~~~~~~~~~~~~
★ 闻一多纪念建筑
【武汉大学闻一多塑像】 1984 年 10 月，为了纪念武汉大学首
任文学院院长、纪念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的老校友，武汉大学党委决
定建立闻一多塑像。1985 年 5 月 16 日，武汉大学在位于珞珈山最高
处的文学院东侧草坪上，为这座塑像举行了奠基仪式。很快，一座总
高三点一米，座宽二点三米的闻一多塑像就树立了起来。这座头像为
青铜、基座为大理石的塑像，由湖北省美术院王福臻等人创作，基座
上的题字，是当时的国家副主席李先念的亲笔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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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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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