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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在民族危机之时，山河破碎之际，
屈原会受到世人重视，因为惨烈的境况最易引人
发《离骚》之叹，也易令人想见屈原之为人。朱熹作

《楚辞集注》与南宋危机局面有关，王夫之作《楚辞
通释》则与明末大变有关，大德而注《离骚》者多与
大动荡的时局有关。

晚清以降，中国内忧外患，乃多难之秋，抗日
战争时至于极也。此时，围绕着屈原，中国思想界
产生了许多争论，亦与民族危机有关。这一个阶
段，对于屈原的态度大致有三种：一、疑古，怀疑

《离骚》非屈原所作，推到极端，以为屈原其人亦
无，代表人物为廖平；二、力挺屈原，以为民族英
雄、爱国诗人，譬如郭沫若，1942年话剧《屈原》在
重庆上演，引起了热烈反响，傅抱石紧随其后，为
后世留下了许多栩栩如生的《楚辞》人物形象；
三、有怀疑，以为《楚辞》未必尽是屈原所作，但亦
未走极端，以为屈原人亦不存，此派之代表为胡
适。闻一多与此三派有关，但亦不尽相同，他对屈
原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欲明闻一多的屈
原形象，以及其观点在思想史中的位置，可先述以
上三派之观点。

廖平为学屡变，他曾在多种著作中提及屈
原，要乎屈原乃廖平四变之关键。廖平以《离骚》
为“天学”，与《周易》《山海经》《黄帝内经》等息息
相关。廖平此论石破天惊，可以消除附着于屈原
身上的经学气，《楚辞》亦从经学视野中解放出
来。在《天人观》中，廖平释《离骚》之“离”为“离
俗”，又言“《楚辞》为天真学说，为秦博士所撰，非
屈子一人牢骚之作，不辨自明矣。”在《四益馆经
学四变记》中，廖平说：“《楚辞》为《诗》之支流，其
师说见于《上古天真论》，专为‘天学’，详于六合
以外。盖圣人于六合以外，存而不论。《诗》《易》之
托物占比，言无方体是也。《楚辞》乃灵魂学专门
名家，详述此学，其根源与道家同，故《远游》之类
多用道家语。全书专为梦游，即《易》之‘游魂’、

‘归魂’。所说皆不在本世界，故有‘招魂’、‘掌梦’
之说。凡所称引，后人皆就中国一隅说之。即属游
魂，何以尚在中土？故因《楚辞》专引《山经》，而

《山经》亦因之大显。”廖平以道释《离骚》，确实别
开生面。廖平否定屈原其人不存的说法，见于其
学生谢无量，他说：“我10年前在成都的时候，见
着了廖季平先生，他拿出一部新著的《楚辞新解》
给我看，说‘屈原并没有这个人’。他第一件说《史
记·屈原贾生列传》是不对的，细看他全篇文义都
不连属。他那传记中的事实，前后矛盾，既不能拿
来证明屈原出处的事迹，也不能拿来证明屈原作

《离骚》的时代。……他第二件拿经学的眼光，说
《楚辞》是《诗经》的旁支。……他第三件说《离骚》
首句‘帝高阳之苗裔’是秦始皇的自序。其他屈原
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史记》‘始皇不乐，
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
弦之’的记载，这是廖先生的根据。”《楚辞新解》
现已觅不得，但通过谢无量的转述，大致可以见
出其否定屈原的观点与证据。廖平在当时影响颇

大，他关于屈原的论点亦流传甚广。
1921 年，胡适曾做了一次关于《楚辞》的讲

演，1922年整理成《读〈楚辞〉》一文。该文甫一刊
发，即影响甚大。胡适的观点大致沿袭廖平，但有
所变化。晚清的今文经学运动，在“五四”之时被
继承并得到发扬。虽然今文经学标的乃古文经
学，经此一役，古文经学受到重创，经学内部由统
一而被分裂。“五四”之际学人秉承今文经学之精
神，不仅抛弃了古文经学，也抛弃了今文经学，他
们要另起炉灶，譬如胡适、钱玄同、周予同等虽整
理国故、研究经学，但意在破除国故与经学。今文
经学运动者与“五四”健将虽对手不同，但精神气
质类似，或可言“五四”乃今文运动的极端化。于
此，可提供两个证据，以见其内在联系。一、康有
为《新学伪经考》在戊戌政变之后遭毁版，解禁后
钱玄同却写长序推介，赞赏有加，以为乃疑古先
驱。二即是胡适对廖平的承续，胡适论屈原虽不
比廖平激进，但却承续、借鉴了廖平的观点，可谓
平和廖平版。胡适《读〈楚辞〉》一文讨论了四个问
题：一、屈原是谁？二、《楚辞》是什么？三、《楚辞》
的注家。四、《楚辞》的文学价值。胡适不若廖平激
进，但他以为“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
式’的人物。……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
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
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
一个文学的箭垛。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

‘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君
的代表，从此屈原就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胡
适固然没有否定屈原曾经存在过，但却将其认为
是“箭垛式”的人物，并以为老学究们以“君臣大
义”等观念附入《楚辞》之中，故有忠君之屈原。对
于《楚辞》的意义，胡适只强调其文学价值，他说：

“故我们必须推翻屈原的传说，打破一切村学究
的旧注，从《楚辞》本身去寻出他的文学兴味来，
然后《楚辞》的文学价值可以有恢复的希望。”胡
适论《诗经》亦持此论调，以为有文学趣味，其中
有些“社会史的材料”，故尚有存在的价值。胡适
如此宣称，固然可以将《诗经》《楚辞》从经学的视
野中释放出来，但以文学称之也缩小了其范围，
形成了新的成见。梁启超谈《楚辞》，以为是“表现
个性的作品”，“想象力丰富瑰伟”，乃与胡适同
调。其后，文学日益脱离教化而只关乎审美，与梁
启超、胡适诸君思路极有关系。

郭沫若对屈原情有独钟，不遗余力地研究屈

原，推广其作品。《郭沫若少年诗稿》中存有大量
与屈原或《离骚》有关的诗作，可见郭沫若少年时
受屈原影响之深；《女神》中诸多意象亦与屈原有
关，且其中有一篇诗剧《湘累》，描写屈原被发行
吟江畔的情景。1942年，郭沫若更是写就长篇大
作《屈原研究》，谈了三个主要问题，屈原身世及
其作品，屈原的时代和屈原的思想，系统地阐述
了他心目中的屈原形象和多年来的研究心得。郭
沫若对廖平与胡适持批判态度，他几乎逐条批驳
了二者对屈原身世的质疑，以为“屈原的存在不
可动摇”。1942年郭沫若写就五幕历史剧《屈原》，
演绎屈原被流放的原因和流放之后的经历等，在
重庆公映，引起热烈反响。郭沫若借屈原有所寄
托，一是因为彼时楚国处境与日本侵华时期中国
处境类似，二是郭沫若或以屈原自比，借屈原言自
己亦忠而见疑，信而被谤，故被流放日本。郭沫若

《和寿昌原韵》诗云：“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
汉逐臣。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憔悴作诗人。”《归
国杂吟》中有句云“故国苍茫走屈平”，皆可见其自
况屈原之意，亦可见出他以诗人名世不甘心之境。

闻一多写下大量关于屈原的文章与著作，一
时有屈原专家之称。闻一多对屈原的态度有一个
转变的过程：开始称屈原为“爱国诗人”，此语与郭
沫若对屈原的态度类似；之后欲打破经学的屈原
形象，还原真实的屈原，此与胡适观点类似；之后
则称屈原为“人民诗人”。其实，闻一多对屈原态度
之变可见其人思想之变，始之为民族主义，之后体
现了“五四”精神，之后则展示了其左翼思想。

闻一多将屈原视为“爱国诗人”体现在其长
诗《长城之下哀歌》之中。是诗作于闻一多赴美留
学期间，其时中国积贫积弱，闻一多身在国外，或
有更深的民族危机感，故长长叹息，作哀歌以记
之。“长城”乃中国之象征，它在历史上或起到了
防御外敌的作用，但在闻一多诗歌中已然成为障
碍之象，故他喊出“长城啊！让我把你也来撞
到！”闻一多要向西方学习，但也主张向中国古
圣先贤学习，曾作《论振兴国学》主张通过振兴国
学以振兴国家，不能“惟新学是务”。《长城之下哀
歌》其中有句曰：“哦，先秦的圣哲——老聃，宣
尼！吟着美人香草的爱国诗人！饿死西山和悲歌
易水的壮士！ 哦，二十四史里一切的英灵！起
来呀，起来呀，请都兴起── 请鉴察我们的悲
哀，做我的质证，请来看看这明日的中华。”“吟
着美人香草的爱国诗人”虽不言名字，但明显是

指屈原。彼时，闻一多眼中的屈原形象近似郭沫
若，乃是“爱国诗人”。其时，中华民族内忧外患，
建成强有力的国家乃民族心声。

1940年代，闻一多写了一系列有关屈原的论
著，其笔下的屈原已形象大变，逐渐与廖平、胡适
接近。闻一多对廖平的态度有褒有贬，他说：“自
来谈《离骚》谈得最离奇的，莫过于廖季平。谈得
最透彻的恐怕也要算他。”闻一多对于廖平《离
骚》乃“天学”云云以为可以“解颐”，甚至令人“捧
腹”，但对于廖平将《离骚》与《黄帝内经》联系起
来，则以为高论，言人之未言。在《读骚杂记》中，
闻一多言：“真正的屈原，汉人还能看的清楚。班
固说，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
谗，然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
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挈狂狷景行之士。这才
是《离骚》的作者，但去后世所谓忠君爱国的屈原
是多么辽远，说屈原是爱国而自杀的，说他的死
是尸谏，不简直是梦呓嘛。”闻一多要还原真实
的、未由经学污染的屈原，他乃狂狷之士，非因爱
国而自杀，更非尸谏。

在《端节的历史教育》一文中，闻一多揭开端
午节起源的真相，他说：“端午节本是吴越民族举
行图腾的节日，而赛龙舟便是这祭仪中半宗教、
半社会的娱乐节目。至于将粽子投到水中，本意
是给蛟龙享受的，那就不用讲了。总之，端节是个
龙的节日，它的起源远在屈原以前——不知道多
远呢！”闻一多看到了真相，揭穿了谎言，但是他
没有揭穿之后的扬扬自得，反而心情颇复杂。闻
一多说：“我在上文好像揭穿了一个谎。但在那揭
谎的工作中，我并不是没有怀着几分惋惜的心
情。我早已提到谎有他的教育价值，但其实不等
到谎言被揭穿之后，我还不觉得谎的美丽。”闻一
多这种心情与“疑古”学派不同，疑古学派往往自
以为揭穿了“谎言”，发现了真理，要重新开创历
史，但是却没有看到所谓“谎言”在凝聚人心，传
承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意义。疑古学派的一个源头
或与日本有关，近代日本崛起之后，对中国虎视
眈眈，有攫取之意，之后逐渐付诸行动。因此，在
日本思想界兴起了去中国化运动，他们尽量贬低
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斥中国先哲、圣贤
或为伪，或宣扬其短处，通过游记等作
品暗示中国乃低等民族。近代日本极
力推崇崔东壁，他也被疑古学派推崇，
以为乃其先驱。闻一多深度参与了“五

四”运动，曾被清华选为代表，参与全国的学联会
议，其精神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甚至可谓“五
四”运动的产儿。在1944年关于“五四”运动的一
次座谈会上，闻一多还说：“从小我就受《诗》云子
曰的影响。但是愈读中国书就愈觉得他是要不得
的，我的读中国书是要戳破他的疮疤，揭穿他的
黑暗，而不是去捧他。”（闻一多：《五四历史座
谈》）闻一多揭穿端午节谎言，乃“五四”精神之体
现，但他对此已开始有所反思，从来如此尽管未
必对，但从来如此却可能有其重要的意义。

闻一多与胡适同调，是“五四”运动精神的典
型。只是胡适之后转向自由主义，闻一多则日益
转向左翼，故 1949 年之后，胡适被缺席批判，而
闻一多则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闻一多的转
向由《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与《人民的
诗人——屈原》两文亦可见出。

1940 年代，中国曾有一次关于屈原的大讨
论，始作俑者是孙次舟，他宣传屈原是文学弄臣，
是同性恋，引起轩然大波，攻击者有之，支持者亦
有之。作为资深屈原研究专家，闻一多也不得不
作文表态，他对孙次舟有支持，但也有批评。在

《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一文中，闻一多
说：“孙先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
一桩历史事实”，只是闻一多以为他没有指出此
事“在历史发展中所代表的意义”，于是又论述一
番，指出屈原固是“文学弄臣”、“文化奴隶”，但屈
原却是“反抗的奴隶居然挣脱枷锁，变成了人”。闻
一多接着说屈原的意义道：“他的时代不允许他除
了个人搏斗的形式外任何斗争的形式，而在这种
斗争形式的最后阶段中，除了怀沙自沉，他也不可
能有更凶猛的武器，然而他确实斗争过了 ，他是
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
争的参加者。如果我是个‘屈原崇拜者’，我是特别
从这一方面着眼来崇拜他的。”由《屈原问题——
敬质孙次舟先生》一文可以见出，闻一多与胡适的
异同：同者皆强调应破除经学视野中的屈原形象，
要还原真实的屈原；异者则是闻一多也同时强调
了屈原的战斗精神和敢于反抗的品质。

1945 年 6 月闻一多作《人民的诗人——屈
原》。此文进一步将屈原视为“人民诗人”，屈原在
闻一多笔下成了“左翼分子”。闻一多通过三个方
面的论述得出结论：一、屈原在身份上属于广大
人民群众；二、《离骚》的形式是人民艺术形式；
三、在内容上“《离骚》无情地暴露了统治阶层的
罪行，严重宣判了他们的罪状。屈原“用人民的形
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
胜利，但国民党积极准备内战，内部进行高压，颇
引知识分子不满。闻一多此文可谓借古讽今，借
楚国状况讽刺国民党，借屈原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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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刊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

闻一多的格律化生存
□李丹梦

闻一多笔下的屈原形象
□刘 涛

闻一多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倘能抛开那些个关于性别
的庸俗渲染、界定而直面其作品，当知我所言非虚。英国的社
会学家吉登斯有个结论，说性别乃是文化的构造。虽然闻一多
未必有这方面的自觉，但纵观其一生的言谈举止、为人作文，
那强烈的男子气大体可以笼住其所有的片段，得到一个近乎
完整一致、独特鲜明的闻一多式的identification。

最早提出类似看法的是苏雪林，这位跟鲁迅较劲了半辈
子的偏激奇特的作家，在上世纪30年代曾写过一篇颇有分量
的闻一多诗论，倒是持论平和，识见不俗。她说，“在文学革命
的过渡时代，鲁莽毁烈的现象本不能避免……诗坛之混乱更
莫可诘究”，闻一多便是引导新诗走上正轨的关键人物。他的
诗“气魄雄浑似郭沫若而不似他直率显露；意趣幽深似俞平伯
而不似他暧昧拖沓；风致秀媚似冰心却不似她腼腆温柔”。这
既是对闻诗的精到点评，又是对其人格、气质小心翼翼的勾勒
描摹。文中列举的“精练”、“本色”以及“每首诗都是用异常的
气力做成”等词汇、观点，亦带有一语双关的味道。在似与不似
之间，我们能感悟到闻一多的精神轮廓。后世谈及闻一多时公
认的诗人、学者、斗士三位一体的综合身份，此处已出现了两
个：郭沫若似的诗人，俞平伯似的学者。至于跟冰心比较，的确
是苏雪林的慧眼。看闻一多早期的《剑匣》《二月庐》《忆菊》等
诗，藻汇华丽，出语奇崛峭拔，用“风致秀媚”形容着实贴切，但
这不过是瞬间、迷人的错觉。于色彩、细节处敏感的女性，如苏
雪林者，对此可能更容易会心。就在秀媚的诗行要向联想的格
式塔——“此系冰心类的诗人”——坠落时，一个刚性、劲道的
主体不期然地站了出来……

面对一幅淡山明水的画屏，
在一块棋盘似的稻田边上，
蹲着一座看棋的瓦屋——
紧紧地被捏在小山底拳心里。
这是《二月庐》的开篇。“二月庐”是闻一多在清华读书时

给自己浠水老家的书房所起的别名，每逢暑假，闻一多便在家
中闭门读书，乐不思蜀（暑）。二月庐的名称即由此而来。诗作
触笔清丽不俗，宛似徐徐展开一幅绝妙的中国水墨画。但端庄
秀媚也就此打住，断不会发展到甜腻优柔融洽。不久便跳出这
样的句子：

燕子！你可听见昨夜那阵冷雨？

西风底信来了，催你快回去。
今年去了，明年、后年、后年以后，
一年回一度的还是你吗？
啊？你的爆裂得这样音响，
迸出些什么压不平的古愁！
不祥的“冷雨”，“明年、后年、后年以后”的短促节奏，连同

“爆裂”的刚性词汇，把之前的秀媚陡然罩住、塑形；于是风致
转向了，现出简练的线条与刚毅的面目。闻一多诗作的魅力就
在于此，它既是审美的（那似曾相识、让人怦然心动的陌生
化），亦是人格与生存样态的显露；它善变（罗隆基对闻一多的
评价也是“善变”），变得快，变得陡，虽然让人诧异但绝不轻
狂，反而激发了主动去理解、承担它（他）的兴趣，甚至到了除
非为这突兀的“变”开脱，才自觉是应当、正确的境地。而此前
天真秀媚的一面也愈显真切、宝贵，仿佛感着了无常的疼痛。
在《二月庐》中，那让燕子心烦的冷雨，亦敲在房主人的心坎
上，他的不甘寂寞，他的爆裂与古愁……那个后来冲出书斋作

《最后一次演讲》的人莫非在此已为自己的归宿预留了伏笔？
他已然上路了吗？

要知道，这是个曾经一心钻研学术、疏于应酬的“何妨一
下楼主人”（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的雅号）哪！为什么明知会饮
弹当场还要作此说？太多的应当，太多的不恤，太多的理由，太
多的“诗”！凭青翼，问消息。花谢春归，几时来得。忆、忆、忆。

闻一多的名字是跟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据说闻一多
系文天祥的后裔，这在《闻氏族谱》中得到了证实。虽然并非直
系的，也算锦上添花、皆大欢喜的发现了。爱国由来有自，其中
竟有血统的支持，简直形同完美的国族叙事的神话。然而闻一
多的特别处，恰恰在于他扭转了我们对所谓爱国诗人的刻板
印象，爱国者在他这儿得了一个生动的演示与诠释。他首先是
闻一多，然后才是爱国者。这是就阅读感受的次第而言的；但落
实到闻一多的创作，以上的次第恐怕要颠倒过来了：首先是中
国人，其次才是闻一多。“中国”与闻一多的“个”之间形成了颇
具张力的震荡，用闻一多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格律”。他的诗
风、个性与命运的机关、枢纽，都蕴藏在“格律”一词中了。

朱自清这样评说闻一多：“他作诗有点像李贺的雕锼而出，
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驱遣多些。但他的诗不失其为情诗。另
一方面他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惟一的爱国诗
人。”“惟一的”的称谓，极重，极绝对。想起沈从文的一句话：

“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二者大抵是一个
意思。闻一多的“个”或生命，与其说来自主体恣肆的宣泄，不
如说寄寓在他自觉、独特的收敛里：收敛于格律，收敛于传统，
收敛于中国。某种程度上，诗人对格律的体认，亦是对历史、现
实的体认，一种隐喻的诗学实践。或许应该这么说，正是由于
有了将自身链接或嵌入中国历史、传统中的责任与自觉，才会
有“格律”的提倡与践行吧。后者绝非单纯的修辞或诗学律令，
而是生存情境或困境的本体性绽露。总感觉由闻一多提出“格
律”，水到渠成得近乎宿命。它可视为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化中
的过渡或进行的表征：要有所为必先有所不为。只有领悟了传
统，才能现代；首先是中国的，才能是世界的。那敛于“格律”中
的渊默、力量，构成了闻一多诗性与“个”的来源。

看一下脍炙人口的《死水》和《也许》。诗人把火气及丧子
之痛压抑在整饬的诗行中，环境愈是丑陋，态度愈是欣赏，用

词也端的灿烂、雅致（“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绣出几瓣
桃花”），绝不破口大骂；内心愈是悲痛，口气愈是客观、平和

（“我让黄土轻轻盖着你，我让纸钱儿缓缓地飞”），绝不涕泗滂
沱。读这类诗，心里偶尔会浮上恶作剧的念头：难道，他的心弦
不会断吗？但他的沉着偏偏自始至终地保持着。常情的预期落
空了，我们于是再次领略了闻一多的男子气。它附着在“格律”
上。诗与人格的象征性交集在于共通的承担意识。诗接受格律
就像下棋须有规矩一样自然；而“男子气”则通过对丑劣、痛楚
的超强忍耐与体面的反抗显现出来，一种抗击打力的别名。以
此来看闻一多“戴着镣铐跳舞”的言论，其内涵便不限于新格
律诗的写作境界，亦指向男子气概的塑造与锻打。“恐怕越有
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镣铐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对
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
成了表现的利器。”

在闻一多的生活与诗歌创作间，并无内外的界限。“格律”
的提出，不仅是针对新诗自由混乱局面的轨仪矫正，更显示了
寻找自我“秩序”的憧憬，那是对自身的修葺、锻造与提升。按
照闻一多的理解，格律系指form ，一种予以成形的规矩。格律
和节奏密不可分。在科罗拉多大学艺术系学习时，有两位外国
教师曾盛赞闻一多，“你本人就是艺术品”，并夸其“嘴角上的
笑，有极完美的节奏”。这是生命格律化的成形效果吗？

在给臧克家的一封信中，闻一多写道：“我只知道自己是
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
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发射出光和热来。”就燃烧喷薄的火而
言，倘要免去其死亡的无谓与破坏力，实需要“格律”来铸型下
的：在一定的范围内，燃烧适得其所、其宜。由此启动了闻一多
一生的命运，他注定要将自己不断地置入某个正当的格局中，
然后痛快淋漓地燃烧殆尽。自然，这过程绝不尽是惬意的。闻
一多的情感生涯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1921年，22岁的闻一多奉父母之命与姨表妹高真结合。这
是一桩不折不扣的包办婚姻，此前二人仅见过一面。闻一多本
不愿如此草率地结婚，但拗不过父母与孝道的观念，最终还是
屈从了。突如其来的小家庭让闻一多的情绪一度低落到极点，
他曾宣告：“情的生活已经完了，我将以诗为妻，以萤为子”，

“浪漫‘性’我诚有的，浪漫‘力’却不是我有的”。新婚5个月后，
闻一多赴美留学。让人诧异的是，他一路情书不绝。父亲担心
儿女情长会耽搁他的学业，将信件悄悄没收了。闻一多得不到
妻子的回音，忍无可忍，在信中写道：“你死了么？”这时高真方
以实情告之。1923年寒假，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要出世了。闻
一多闻讯后，奋战五昼夜作《红豆》50首。一个光心霁月、深情
缱绻的闻一多，跃然纸上：

我们是鞭丝抽拢的伙伴，/我们是鞭丝抽散的离侣，/万能
的鞭丝啊！/叫我们赞颂吗？/还是诅咒呢？

爱人啊！/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
姻之锦；/但是一帧回文锦哦！/横看是相思，/直看是相思，/顺
看是相思，/倒看是相思，/斜看正看都是相思，/怎么看也看不
出团栾二字。

诗中并未回避包办婚姻的尴尬，“鞭丝抽拢的伙伴”便是
这难堪、困惑的提示，也惟其如此，方显相思眷顾、彼此体认的
可贵。没有惯常的抱怨与自怜，这自可看作闻一多对夫妻情感
的精心培养；但从另一面看，这种行为本身，何尝不是一首荡

气回肠的人生格律诗呢？在“包办婚姻”的苛严“格律”中，闻一
多谱写了他最真挚动人的爱情，酿造了美的“小巢”（他有诸多

“诗化吾家庭”的主张、举措）。这跟《也许》中的抒情方式多么
想像啊！至于那“包办”的“格律”，虽让人不悦，却也是“正义”
的，诚如闻一多在婚后对父母的表白：“我自揣此举，诚为一大
牺牲，然我为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到后来他与高
真的相携、厮守中，这最初的“格律”已全然被消化、忘却了。

这种由内而外的“格律”精神与诗歌创化，与古人精蕴天
然合拍。中国传统的诗学评价体系里，描述修辞风格的语汇大
多可兼用于人，《文心雕龙》中的“风骨”便是一例。“沉吟铺辞，
莫先于骨”，“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结言端直，则文骨成
焉”，“练于骨者，析辞必精”。这几乎可照搬用在闻一多其人其
诗上。不难体悟，闻氏“格律”的诗学主张与“风骨”之“骨”大体
相当。在闻一多看来，美不是独立空幻的存在，美的言说须借
助“格律”的激发。只有接受现实的束缚、重压，才能感受到美
的理想与必要。而在对实际缺陷的忍耐及忍耐中的反抗里体
现出来的精神力量，大约就是美的最高体现了。

这种格律精神亦渗透在闻一多的学术研究中。他在《诗
经》《楚辞》《周易》及唐诗方面多有建树。如果从实际的工作来
说，其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训诂、考据上，或可称为学术的格
律建设？以《楚辞》研究为例，闻一多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
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这亦可视为他全部
学术研究的思考框架。闻一多的考据既严谨又胆大包天，郭沫
若曾赞“其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详实，不仅前
无古人，恐怕还是无后来者的。”《〈诗·新台〉鸿字说》系名噪一
时的考据文章。“鱼网之说，鸿则离之”，历来将“鸿”训为鸟名，
以为是“鸿鹄”的“鸿”。闻一多反问：鸟为什么会掉在渔网中
呢？他从多面考证，最后将“鸿”训为蟾蜍。如此，下了渔网，捕
到一个癞蛤蟆，诗意就贯通了。本来研究至此可见好就收的，
孰料10年后闻一多忽然宣布，“鸿”似乎仍以“训为鸟名为妥”。
这种求真的戏剧性与他为人、作诗的“善变”一脉相承。钻研考
据的“格律”，是为了引出“诗”，给胸中那团变幻不定的火苗

“赋形”。这在他对《郑风·溱洧》（曾被斥为“淫奔者自叙之词”）
的诗意阐释中表现得尤其触目：

时常有年轻的男子出现……他们都是怀了猎户的野心，
而磨利了眼睛的。他们的矫健的身手和有力的臂膀足以擒一
个温柔的野性的小动物而有余。他们永远在注意的尖端上辽
望着，等候那样一个机会……

这究竟是《诗经》之“诗”的还原，还是闻一多心中之“诗”
的借“体”发挥呢？纵观闻一多的一生，学者的时期最长，诗人
次之，斗士的时期最短，但影响力却正好颠倒过来：斗士最为
人津津乐道，次之诗人，最末学者。究其实，诗人、学者、斗士在
闻一多这里并非孤立隔绝、历时发展的人格标签，而是彼此修
饰限制的共时性构造。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格律派诗人。

关于闻一多的斗士形象，已谈得很多。显然，那个拍案而起
的演讲者是做好了赴死的准备的。近日重读他的《奇迹》，其中
几句实可作为其临终的示现或谶语。若先生在天有灵，当枪声
响起的那一刻，他吟出的恐怕就是这首绝唱般的“奇迹”：

既然当初许下心愿，也不知道是在
多少轮回以前——我等，我不抱怨，只静候着
一个奇迹的来临。总不能没有那一天
让雷来劈我，火山来烧，全地狱翻过来
扑我……害怕吗？你放心，反正罡风
吹不熄灵魂的灯，愿这蜕壳化成灰烬
不碍事，因为那，那便是我的一刹那
一刹那的永恒——一阵异香，最神秘的
肃静，（日，月，一切的星球的旋动早被
喝住，时间也止步了）最浑圆的和平……
奇迹降临了。在民族大义与死亡的“轨仪”中，火山终于喷

薄而出。这恐怕亦是闻一多一生写得最酣畅痛快的“格律诗”
了，英雄气概与唯美之情被他完美地焊接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