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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和臧克家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其亲密程

度自不必说。《闻一多全集》（共12卷，湖北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12卷收有闻一多写给臧克家的三封信，写作时间分别是1943
年11月2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10月12日。

在第一封信中，闻一多表达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
向臧克家表明没有及时复信的原因：“如果再不给你回信，那
简直是铁石心肠了。但没有回信，一半固然是懒，一半也还有
别的理由。”（2）表达对臧克家言论的不满。臧克家曾经诅咒
过那些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人，对此，闻一多进行了反驳，并
做出了解释。闻一多针对臧克家的指责——“《死水》的作者
只长于技巧”——也深表不满，他说：“说郭沫若有火，而不说
我有火，不说戴望舒、卞之琳是技巧专家而说我是，这样的颠
倒黑白，人们说，你也说，那就让你们说去，我插什么嘴呢？我
是不急急求知于人的，你也知道。你原来也是那些人中之一，
所以我也不要求知于你，所以我就不回信了。今天总算你那

《流泪的白蜡》感动了我，让我唠叨了这一顿，你究竟明白了没
有，我还不敢担保。克家，不要浮嚣，细细的想去吧！”显然，闻
一多期望臧克家要深入了解原委，既不要“颠倒黑白，人家说，
你也说”，也“不要浮嚣，要细细的想”。（3）诉说自己的学术理
想、研究心得和文化心态。（4）表达要编辑一本新诗选的愿望，
并向臧克家约稿。“关于《新诗选》部分，希望你能帮我搜集点
材料，首先你自己自《烙印》以来的集子能否寄一份给我？若
有必要，我用完后，还可以寄还给你。”

在第二封信中，闻一多向臧克家说明了自己的近况，澄清
了自己被校方解聘的谣言，并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
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讲个痛快，但也不希望朋友对我过事渲
染。我并不怕闯祸，但出风头的观念我却痛恨！”

在第三封信中，闻一多回绝臧克家来西南联大教书的请
求，并阐明理由。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同怀视之”。鲁迅给瞿秋白
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臧克家和闻一多之间的友谊。在这三封
信中，作为长者、师者的闻一多向自己的学生、挚友臧克家推
心置腹地诉说了自己的心声，其情切切，其意绵绵。更为重要
的是，这两三封信的内容对于研究闻一多在最后几年内的精
神状态、文化人格和文艺思想，对于进一步认知西南联大知识
分子群体的心理样态，都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既有助
于验证、修补一些文学史的结论，也将有助于纠正廓清一些悬
而未决的问题。

闻一多认同“何妨一下楼主人”的称呼吗？
1938年 5月 4日，长沙临时大学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其

文学院设在蒙自，闻一多在此授课，住教员宿舍，专注学术研
究，因为常常不下楼，被同事们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在知
情者心中，这是对闻一多学术敬业精神的礼赞，在旁观者看
来，这是对其故纸堆生活方式的反讽。显然，闻一多对臧克家
的指责深表不满，觉得臧克家不了解自己十多年来所从事的
学术研究的真正目的。当这种很宏伟的愿望被身边人曲解成

“故纸堆里讨生活”、做与世无用的学问时候，他自然是很委屈
的。因此，他在信中着重强调了自己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深
层原因——“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
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冤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
得我是杀蠹鱼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
不一样。这是我要抗辩的第一点。”并且他也说明了从事学术
研究的愿景——“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
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
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可见，“何妨一下楼主人”所
做的都是一些事关国家与民族的大学问，不是雕虫小技，也不
是故纸堆的旧风景。实际上，他的学术研究的真正目的是通
过对历史文化的研究，知悉民族的过去，以服务于今天的文化
建设。他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神话、《诗
经》、庄子、周易、楚辞、唐诗和古代文学史分期的研究，再加上
他在新诗理论、话剧、美术、篆刻、古文字、考据等方面的贡献，
都足够证明他的学术研究的目的已不仅仅是着眼于一己的喜
好，而是超越了个人与时代的、着眼于中华文化整体建设之需
要的宏伟目的。只要看看他对远古神话研究的成果，特别是
他那未竟的有关四千年文学史写作大纲的内容，大概明白，这

样的成绩或理想只有像郭沫若、臧克家那样的“球型天才”方
才做得出。《闻一多全集》第12卷收有《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
一文，足见其学术之宏愿，只可惜，这部愿景中的著作——即
闻一多在信中所说的“……我敢于开方了。方单的形式是什
么——一部文学史……”——随着他在 1946年的喋血而中途
夭折，实在让人遗憾备至。

学者身份是对闻一多的核心界定吗？
通常，我们认为闻一多有三个身份——诗人、学者和民主

战士，但在我看来，学者身份是据为中心地位的界定。从1931
年创作出长诗《奇迹》后，他就基本停止了新诗的创作，全力转
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一直到1946年去世，还尚有一大批
课题没来得及做。总共12卷本的《闻一多全集》有9卷是对学
术研究成果的汇集。《楚辞校补》《管子集校》《神话与诗》《古典
新义》《唐诗杂论》等是其最富有代表性、对学术界产生极大影
响的专著。他在文献学、文字学、新诗理论上的才华、创新能
力及所取得的成就，都远超新诗创作。郭沫若曾经在《〈闻一
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开明书店 1948 年版）一文中说：

“这样一位富有生命力的天才，我隐隐感觉着，可惜是用在文
字学或文献学这方面来了，假如用在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方
面，不会成为更有益于人类的牛顿或爱迪生吗？”更难能可贵
的是，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指出闻一多早年对庄子的崇拜、

对屈原的研究和“《死水》中所表现的思想有一脉相通之处”。
这也似乎说明，闻一多早在从事新诗写作的1920年代就已经
在学术研究和新诗创作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并且
流露出了向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转向的痕迹。

“民主战士”这一身份的界定是在其逝世后的当年，以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学生报》《人民英烈》（图书） 等
媒体为中心，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伟人言论的深度影
响下，在广大民众对国民党及其主导下的政府极其不满的情
况下，才被迅速界定并广为接受的。那么，作为知识分子

（学者） 身份的闻一多何以从事政治运动了呢？其实，这种
转向也是他十几年来学术研究的结果使然，也即他在信中所
说：“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
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
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方
单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或一首诗 （史的诗），我
不知道，也许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愿景中的书写“一部
文学史，或一首诗 （史的诗） ”的理想，到了1946年转成了
实实在在的争取民主的政治运动了。

学术研究成果为他的新诗创作提供了强大的创新动力和
理论支撑。不必说 《诗经》、庄子、屈原及楚辞研究为他的
新诗创作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艺术资源，只要通读《唐
诗杂论》中的那些考据式的、思辨性的学术论文，我们就可
以清晰地触摸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他对宫体诗及其韵
律体系的详细梳理与考证，对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
王、陈子昂、岑参、李白、杜甫、孟浩然、贾岛等代表诗人
的全面深入研究，直接启动了1920年代“新格律诗”理论探
索与实践的步伐。当诗人们都在隔绝传统、效仿欧美进行

“新诗革命”的时候，闻一多将唐诗的韵律体系和家国情
怀，引入到现代中国的文化血脉里，再次复活了它们的生
命，推动了汉语新诗的发展。不妨说，闻一多是从浩繁的古
代文化中，找到了嫁接古今的诗歌路径。

他的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古为今用”，而且是“化用”、
“活用”，而非信中所说的故纸堆里的“死用”，比如对杜甫的研
究。杜甫的文化人格及律诗创作对闻一多的影响至深至巨。
他与“致君尧舜上”的杜甫不仅在爱国思想方面有着惊人的相
似性，在诗歌艺术探索上也有心灵的相通性。我觉得，他的新
格律诗理论的直接来源就是借鉴自杜甫的律诗，因为唐代诗
歌成熟的标志就是律诗，而杜甫的创作又是律诗走向高峰的
标志。对比杜甫的《登高》和闻一多的《死水》，这种继承是非
常明显的。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死水（第一节）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前者被前人赞为“杜集七言诗第一”（杨伦《杜诗镜铨》）或
“旷代之作”（胡应麟《诗薮》），可谓“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

之中，字字皆律”（胡应麟《诗薮》）。后者被认为是第一次在音
节上最满意试验的作品。两者在诗歌形式上具有一致性，真
正体现了“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主张。因此，我们
要追根溯源的话，还要归结到唐诗韵律体系上来。不过，所不
同的是，古典的韵律是固定的，闻一多的韵律是灵活的，多变
的，形式多样的，因而也是富有生命的。

《死水》的作者只长于技巧吗？
《红烛》《死水》是闻一多的代表作。前者共103首诗歌，写

于 1923年以前，1923年 9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后者包括
新诗28首，写于1925年至1928年的3年间，1928年1月由上海
新月书店出版。《真我集》共15首，未公开出版。另外，还有《集
外集》27首，《译诗》32首。闻一多是继胡适倡导“白话新诗”之
后，与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学”、郭沫若的“情绪诗学”（也称

“内在律”）并列存在的、将中国新诗扎实向前推进一步的现代
诗人。

不过，也不断有人指出他的缺陷。邵冠华就认为：“闻一
多的《死水》的长处是深刻和沉静，短处是太整体和太呆板。”

（《现代文学评论》1 卷 2 期，1931 年 5 月 10 日）罗念生指出：
“《死水》虽是没有词的气息，可是旧诗的味儿却带得很浓重。”
（《文艺杂志》1卷2期，1931年7月）此后的批评也不断涌现，在
此不再举例。在所有的批评中，臧克家所说的“《死水》的作者
只长于技巧”一说，深深地刺伤了闻一多的心。他反驳道：“天
呀，这冤从何处诉起！我真看不出我的技巧在哪里。假如我
真有，我一定和你们一样，今天还在写诗。”可以看出，闻一多
的语气是非常强烈的，他不承认自己是技巧派，他觉得这是颠
倒黑白的。

从1944年11月25日的这封信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
两种认识：（1）闻一多并不认为他的这种探索就是纯形式的、
纯技巧，相反，他仍然在寻找切合于自己诗性的技巧。不过，
在形式和内容之间，他暂且还没有找到适合表达的形式，因此
而陷入了苦闷。他说：“我只说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

我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
壳，放射出光和热来。”他觉得“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
梦家)才知道我是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
这说明他认为自己的诗歌写作一向重视内容表达的，而不是
单纯技巧类的东西。（2）“《死水》的作者只长于技巧”这种认定
肯定是不妥的。形式本身就是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美”
理论付之于新诗的实验，也必然从诗歌的节奏、韵律、平仄、行
距等方面最先做起，但是，这并不就表明他就只是在单纯的技
巧上做文章。它依然是以内容为基础的灵活变动的诗体形
式。闻一多在他的论文《诗的格律》一文中，对此曾有详细说
明，在此不再赘述。

闻一多认同“新月派”或“新月诗派”吗？
“新月派”、“新月诗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

流派，闻一多被认为是该流派的代表诗人和文艺理论家。这
样的文学史界定似乎已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但是，闻一多对
此多有微词，不愿认同，有时甚至极为反感。我们可举两个例
子加以证明。1932年 6月 16日，闻一多致饶孟侃信中说：“我
们的罪名是‘新月派包办青大’”、“没想到新月派之害人以至
于如此！”1937年6月，臧克家去清华大学看望闻一多，劝他重
新写作新诗，闻一多说：“还写什么诗，‘新月派’，‘新月派’，给
你把帽子一戴，什么也就不值得一看了！”（臧克家：《海——一
多先生回忆录》，见1947年《文艺复兴》第3卷第5期）可见，闻
一多对“新月派”这顶帽子并没有好感，或者说不认同这样的
命名。

新月社成立于1923年，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社交团体，类似
于学人之间的聚餐会，因而，也就没有共同的宣言与组织。闻
一多 1922 年 7 月赴美留学，1925 年 5 月回国，所以，根本不存
在参加新月派的成立大会的可能性。回国后，他应徐志摩的
邀请，加入新月社，但也仅仅是形式上的，并不具有任何的约
束力。只是因为他和梁实秋、徐志摩等人的私交深厚，来往甚
密，常在他们编辑的刊物上发表作品，久而久之，就被外界定
为“新月派”中人了。实际上，闻一多的诗歌风格、主题思想都
与他们有着巨大的区别。闻一多早期信奉“国家主义”，倡导

“新格律诗”写作，1931年全面转向学术研究，其活动轨迹也与
他们有着巨大的差别。因此，闻一多和新月派并不构成直接
的隶属关系，他的一切活动都是自由的，他的文艺思想也不属
于任何一派。

从更严格意义讲，闻一多和“新月诗派”也无多大关
联，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新月诗派”的成立应该是以1928年
3月10日在上海创刊的《新月》杂志为标志的。1926年围绕

《诗镌》 形成了一个诗人团体，文学史通常将之纳入“新月
诗派”的叙述范畴，然而，它与“新月诗派”并没有直接的
承继关系。当时的参加人之一蹇先艾就说：“ 《诗镌》 是几
个爱好写诗的人发起的，根本没有成立什么诗社，与后来新
月社在上海出版毫无关系，更不是一脉相承。”(骞蹇先艾：

《晨报诗镌的始终》，载 《新文学史料》，1973年第 3期)1935
年，朱自清在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 的导言中将第一个
10 年的诗歌分为“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
却独独没有“新月诗派”一说。要知道，“新月派”、“新月
诗派”的提法在当时早就出现了。既然出现了，为什么不说闻
一多是“新月诗派”的代表，而说他是“新格律诗派”诗人呢？
因此，我们觉得，当下，很多文学史在叙述“新月诗派”发展过
程时，显示了知识性的错误和述史逻辑上的混乱。

臧克家为什么没有去成西南联大？
臧克家一直怀有去西南联大教书的愿望，但是，这一愿望

遭到了闻一多的回绝。他在回复臧克家的信中说：“本年联大
未添一人，因米贴名额教育部有限制。此间人人吃不饱，你一
死要来，何苦来。乐土是有的，但不在此间，你可曾想过？大
学教授车载斗量，何足重你？你看远大点，勿再叨叨。”可见，
闻一多不让臧克家来西南联大的理由至少有三个：一是联大
的编制有限制，进人很难。二是战争期间，人人吃不饱，生计
艰难。三是西南联大人才济济，臧克家资历尚浅，担心不受重
用。但是，从“勿再叨叨”这一措词中，可以看出臧克家曾经多
次向闻一多表达过去联大教书的愿望，此次遭到回绝，他肯定
会感觉很不爽，也或许有点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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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的《奇迹》
□阎开振

文学作品的题旨不清或者说有多种解释，应该是
文学欣赏和研究中司空见惯的事情。然而，像闻一多
的《奇迹》那样歧义横生、不同的观点达到13种（李乐
平：《作为奇迹之〈奇迹〉的多种解读及其原因》，《云南
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之多，确实也创造了现代诗
歌欣赏与研究中的一个“奇迹”。究其原因，这除了文
学本身所具有的模糊性之外，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便
是人们对于闻一多怎样创作《奇迹》具有不同的理解。

我们知道，闻一多的《奇迹》最初发表于1931年1
月 20 日出版的《诗刊》创刊号上，而根据 1930 年 10
月—12月间徐志摩给梁实秋的书信与闻一多给朱湘、
饶梦侃的书信可知，这首诗的写作应该是在 1930 年
的 12 月初期。而到此时，闻一多不写新诗已经两年
有余，他为什么又在这个时候“一鸣惊人”地创造了

《奇迹》？
对于这个问题，作为《诗刊》的创办者，同时也是

闻一多好友的徐志摩曾经在 1930 年 12 月 19 日给梁
实秋的信中这样说道：“十多日来，无日不盼青岛来的
青鸟，今日从南京来，居然盼到了，喜悦之至，非立即
写信道谢不可。诗刊印得成了！一多竟然也出了‘奇
迹’，这一半是我的神通之效，因为我自发心要印诗刊
以来，常常自己想，一多尤其得挤他点出来，近来睡梦
中常常捻紧拳头，大约是在帮着挤多公的奇迹！”很明
显，在徐志摩看来，两年多不写新诗的闻一多不但创
造了写诗的“奇迹”，而且这“奇迹”还是他帮着“挤”出
来的。在这里，徐志摩自鸣得意的言说并非空穴来
风，他是有充足的事实作为根据的。因为自他“发心
要印诗刊以来”，曾经多次给梁实秋写信，要他和同在
青岛大学的闻一多都给《诗刊》写稿。其中，1930 年
10 月 24 日的信说——“一兄与秋郎不可不挥毫以长
声势，不拘长短，定期出席”，而11月底的信中则又表
达——“一多非得帮忙，近年新诗，多公影响最著，且
尽有佳者，多公不当过于韬晦，诗刊始丛，焉可无多，
即四行一首，亦在必得，乞为转白，多诗不到，刊即不
发，多公奈何以一人而失众望？兄在左右，并希持鞭
以策之”。这就显示出，徐志摩不仅诚恳、急切地向闻
一多约稿、催稿，而且还让身在左右的梁实秋进行督
促鞭策。所以，当闻一多的《奇迹》寄到，他不但为闻
一多的重握诗笔感到高兴，而且也为自己所发挥的

“挤”的“神通之效”感到自豪。
不过，徐志摩自豪归自豪，但作为知情人的梁实

秋似乎并不完全认可。20 世纪 60 年代，梁实秋曾经
写过一篇《谈闻一多》的回忆文章，他在引用了徐志摩
给他的上述两信并肯定其“催稿”的同时，却又说“志
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
在这个时候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
重，因为在感情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
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是那样
的回肠荡气。”梁实秋在这里明告天下，《奇迹》一诗的
创作并非志摩所“挤”，而是另有原因——那便是作者
感情波动与内心折腾的结果。然而，这感情如何波
动，特别是引起闻一多感情波动的女性到底是谁，主
张节制和纪律的梁实秋并没有明说。当然，从同篇文
章中梁实秋对于闻一多“把妻室孩儿送还家乡，独自
留在青岛”的不解来看，这位女性显然不是闻一多“先
结婚后恋爱”的妻子高真，而是应该另有其人。这样，
主张节制和纪律的梁实秋虽然明确肯定了《奇迹》的
爱情诗性质，但他又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神秘的女人。

关于这个神秘的女人，美国学者金介甫曾经在他
的《沈从文传》中作过这样的注解：“沈在小说中可能
把闻一多写成物理学教授甲，说他是性生活并不如意
的人，因为他娶的是乡下妻子。《八骏图》中那位非常
随便的女孩子，则可能是俞珊。她是青岛大学的校
花，赵太侔的夫人。而教授庚，则可能影射赵太侔。
据说徐志摩在青岛时曾经警告过俞珊，要她约束自
己，不料这时闻一多已经被她深深吸引住了。”很明
显，这样的注解只是一种可能性的猜测，它并没有提
供作为传主的沈从文的任何文字说明。然而，值得注
意的是，沈从文虽然没有留下关于闻一多爱上俞珊的
任何文字，但他却在1931年11月13日给徐志摩的信
中讲到了发生在青岛的一场男女情感风波。他说：

“方令儒星期二离开此地，这时或已见及你。她这次
恐怕不好意思再回青岛来，因为其中也有些女人照例
的悲剧，她无从同你谈及，但我知道那前前后后，故很
觉得她可怜。……还有使她吃亏处，就是有些只合年
青妙龄女人所许可的幻想，她还放不下这个她不相宜
的一份。”在这封信中，沈从文认为有些“悲剧”与“可
怜”的是当时任教于青岛大学中文系的新月诗人方令
儒，他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让方令儒产生“幻想”和“悲
剧”的人是谁，但如果再结合闻一多在《奇迹》写完后
给朱湘、饶孟侃的信（1930 年 12 月 10 日）中所说到
的——“此地有一位方令儒女士……能做诗，有东西，

只嫌手腕粗糙点，可是我有办法，我可以指给她一个
门径”、梁实秋在《方令儒其人》中所讲到的——“一多
与令儒成了好朋友……闻一多提议邀请方令儒加入，
凑成酒中八仙”，以及《诗刊》所发表的闻、方两人的题
目相似、内容和情调基本相同的《奇迹》与《灵奇》等诗
歌作品来看，沈从文所指的很有可能就是闻一多！至
此，我们就看到，林斯德给闻黎明的信中所说的“某些
好事者的流言”也并非完全都是捕风捉影，而是多多
少少的有些事实根据。这样，对于《奇迹》的创作来
说，那个神秘的女人到底是谁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
是闻一多确实因为一个婚外女人而“在感情上吹起了
一点涟漪”，并且还因此而直接促成了《奇迹》这首爱
情诗的产生。

当然，如果说《奇迹》仅仅是因为爱情而生、或者
说其内容只是表达了爱情的话，那也并非完全客观。
因为一部“奇迹”般文学作品的产生本来就不容易，而
闻一多两年多的停笔也隐含着更多与更为复杂的主
客观原因。就在上述闻一多给朱湘、饶孟侃的同一封
信中，闻一多开头便十分激动地写到：“足二三年，未
曾写出一个字来。今天算破了例。这消息自然得先
报告你们。听我先谈谈，不忙看诗，因为那勉强算得
一首长诗。《新月》三卷二号中沈从文的《评死水》，看
见没有？那篇批评给了我不少的奋兴。陈梦家、方玮
德的近作，也使我欣欢鼓舞。……这两人不足使我自
豪吗？便拿《新月》最近发表的几篇讲，我们的门徒恐
怕已经成了我的劲敌，我的畏友。我捏着一把汗自
夸。还问什么新诗的前途？……这一欢喜，这一急，
可了不得！花了四天工夫，旷了两堂课，结果是这一
首玩意儿。本意是一道商籁，却闹成这样松懈的一件
东西。……毕竟我是高兴，得意，因为我已证明了这
点灵机虽荒废了许久没有运用，但还没有生锈。写完
了这首，不用说，还想写。说不定第二个‘叫春’的时
期快到了。”这就可以看出，虽然闻一多详细描述了

《奇迹》创作时的具体情景和反复表达了作品完成后
无法掩盖的“高兴”与“得意”，但他重点强调的还是

《奇迹》创作的直接动因与对新诗创作的深层反思与
渴望。从闻一多描述的创作情景来看，那一“喜”一

“急”正是《奇迹》创作时的特殊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
状态则直接由沈从文和陈梦家、方玮德们促成。一方
面，“不犯任何嫌疑”的沈从文对于《死水》的长处与短
处的中肯评价，使闻一多得到了一个“知音”与

“不少的奋兴”和“欢喜”，另一方面，作为学生的
陈梦家与方玮德的近期创作成就则使他担心“门
徒”变“劲敌”，并且常常感到手里“捏着一把
汗”。很明显，这样的压力既使闻一多直接创作了《奇
迹》，同时还反映了他对新诗创作的深层反思与渴
望。我们知道，闻一多1928年后的停笔并非仅仅是
因为学术与创作的矛盾，同时还伴随着对新诗格律
化的深刻反思。所以，当沈从文站出来进行肯定，
他似乎又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价值和限度”。他渴望
自己创作，也希望中国的诗坛繁荣、“丰富”。于
是，他对新诗创作的艺术思考也就伴随着感情上的

“涟漪”而同时进入了《奇迹》。

释闻一多致臧克家信
□张元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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