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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文如其人”、“书如其人”的说法有些机
械化、简单化，但在崇尚品德、气节的中国文化语
境中，这样的价值判断取向却相当鲜明，并在古
今中国书法史的书写及书法文化传播过程中，一
再呈现出来，且在某种执著的坚持和正气的凝聚
中业已形成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特色。而闻一
多，因为其人品、诗品、书品俱佳或相得益彰，至
今仍然广受国人的赞誉。

“五四”以降，中国进入了一个艰难的社会转
型期，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革，西学
东渐，外国思潮涌进，自由的信念渐渐高涨。此
时，许多文化先驱纷纷追求中西合璧，寻求文化
磨合。可以说，闻一多就是在这一人文环境中成
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在
新诗创作、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上古神话研究、
古典诗词研究）与古典文化研究等方面成就卓
越，丰富了我国的文化思想宝库，确立了他在现
代文学史和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被称作

“千古文章未尽才”的闻一多为民主而英勇奋斗，
为追求真理而“拍案而起”、坚贞不屈的伟大精
神，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敬仰和赞颂。作为杰出文
人，闻一多多才多艺，“诗书画”修养全面，集诗
人、作家、学者于一身。虽不以书法家自居，却精
篆刻、写得一手好字，从他遗存的书法作品看，被
称作书法家当之无愧。

一
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化的结晶

和瑰宝，它同我国的历史文化相伴而行，生生不
息、延绵传承，不断创新和发展着。中国传统文化
意识很重视文人雅士的多才兼得的人文追求，认
为大文人是离不开诗、书、画、印的。受此文化传
统及家庭的具体影响，闻一多自幼爱好古典诗词
和美术，从小就对文学艺术有特别的爱好和天
赋，他喜欢看戏、绘画，经常跟着大姑母学剪纸画
图案，读书与写作之余，开始练习书法。闻一多对
古文字也感兴趣，还学了篆刻。早年，闻一多在清
华求学时，他的画比他的字更为有名，其画曾被
送往国外参加美术展览。同时他坚持练书法，刻
图章，常常为班级争得光彩。1917年6月，闻一多
为《辛酉镜》“级友”栏编撰的个人小传中认为，自
己“习书画，不拘于陈法，意之所至，笔辄随之不
稍停云”。

深谙中国文化传统的闻一多，艺术造诣深
厚，对书法艺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时人评论
中国书法与绘画的“书画同源”观，闻一多认为二
者“异源同流”。他在《字与画》一文中说：“一切文
字，在最初都是象形的，换言之，都是绘画式的。
反之，任何绘画都代表着一件事物，因此也便具
有文字的作用。……字与画只是近亲而已。因为
相近，所以两方面都喜欢互相拉拢，起初是字拉
拢画，后来是画拉拢字。字拉拢画，使字走上艺术
的路，而发展成我们这独特的艺术——书法。”学
者龚鹏程在《文化符号学》中说：“书法本身乃是
一种文字的艺术，作为文字的艺术，其线条固然
能显示律动的美，可是文字的组合，也必显示为
诗的美感。”作为诗人的闻一多，他深谙此中三
昧。他在《春之首章》一诗中写道：“亭子角上几根
瘦硬的/还没赶上春的榆枝/印在鱼绣似的天上/
像一页淡蓝的朵云笺/上面涂了些僧怀素的铁面
银钩的草书”。“世间无物非草书”，可见闻一多对
草书艺术的领悟与体悟。

闻一多的书法，楷书、行书、隶书、篆书，四体
皆精。其楷书深受魏碑和唐楷的影响，能写蝇头
细字，小楷书。楷法严谨，因受其篆刻用刀影响，
其线条刚劲有力，而成自家面目。朱自清在开明
版《闻一多全集》编后记中写道：“闻先生的稿子
却总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工楷，差不多一笔不
苟，无论整篇整段，或一句两句。不说别的，
看了先就悦目。他常说抄稿子同时也练了字，
他的字有些进步，就靠了抄稿子。” 闻一多撰
写文章时用楷书工整誊写，写信时却不喜欢写

工稳的楷书，常用的是行书，且鼓励家人多写行
书。他早年自书、自编的诗词集《古瓦集》（陕西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精装版）就体现了他擅
长楷书、兼喜行书的书法特点，本身也透现出古
意盎然的文人气息。

闻一多的书法作品中处处透露出一种文人
气息，但比较而言，其诸体书法中，尤以篆书最为
突出，所留下的墨迹也以篆书为多。这和他主要
精力研究诗经、楚辞以及甲骨文、训诂学有很大
的关联。他的篆书，径取甲骨和钟鼎文字，功力颇
深。闻一多常以籀书抄写《诗经》和《楚辞》，即使
赠予朋友的条幅横披也喜欢用大篆书写。闻一多
的隶书，师法汉碑名刻，他曾认真临习过汉代“雅
丽”一路隶书的代表作《礼器碑》，所临的之作清
劲秀雅，有一种肃穆而超然的神采。文人书法向
来重视读书、学养及由此而来的书卷气。闻一多
学养深厚，气度恢弘，以学养书、以书寄情，纵横
开阖的书写过程中能不拘法矩、不为形役，情之
所至，笔墨得趣。因其进行过专业的素描训练，故
其书法的字体空间结构安排能根据行笔需要而

“随心所欲不逾矩”，所书内容与学问修养相融
合，并成功地以书法艺术形式展现给读者。

二
从书法文化角度看，闻一多对书法工具、书

法教育、书法运用、书法传播和书法研究等都很
感兴趣。

比如，闻一多很重视书法要用好的毛笔，认
定在书法方面，也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写书法，首先应讲究毛笔的使用。闻一多留学美
国时，无法使用好的毛笔，以致在给父母亲的信
中有所抱怨；他重视儿童少年的书法教育，对晚
辈的书法联系经常予以督勉，认为既要善于诱
导，也要有比较严格的量方面的要求，要将前辈
的“往日在家时做工夫之惯习”继承下来。

又比如，美术专业出身的闻一多，对书画刊
物的封面用字和插画的质量要求很高。在其著名
诗集《红烛》出版前，他曾致信梁实秋说自己画

《红烛》的封面改得不计其数了，但仍没有一张令
自己满意。闻一多认为刊物的封面用字要有艺术
性，他提出了相应的五条原则：“（1）须清楚；（2）
总体须合艺术的法义；（3）宜美术的书法（除篆、
籀、大草外）——刻板的宋体同日本方体字宜少

用；（4）最忌名人题签——除非他是书法名家；
（5）集碑帖可以用——不可太背（1）、（3）两条。”
中国书法和雕版印刷的结合产生了宋体字，宋体
字源于唐宋，盛于明清，距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
史。宋体字承传了中国书法的审美韵味，字形方
正、笔画硬挺、横平竖直、起落笔有棱有角。闻一
多认为宋体字线条刻板，毫无艺术性，而不应该
用于刊物封面。他在《出版物的封面》一文中，对
刊物《解放与改造》的封面使用宋体字作了批判，
他说：“中国字是一种重要的艺术，这是别国所羡
慕的，而我们自己反不知道利用他。”他认为“随
便那种寻常的字体，都比宋体好，我不知道为何
偏有人专好他。真是‘拂人之性’”。

再比如，闻一多不仅在实践上对书法有深刻
地认识，还对与书法紧密相关的文字学也有着精
深研究。对于文字的发展演变，字体由篆隶变到
行楷，他认为“字体本身的图案意味逐渐减少，可
是它在艺术方面发展的途径不但并未断绝，而且
和绘画拉拢得更紧，共同走到一个更高超的境界
了。”对于铜器上的文字，闻一多认为比甲骨文字
更富于绘画意味，他说，“镌在铜器上的铭辞和刻
在甲骨上的卜辞，根本是两种性质的东西。卜辞
的文字是纯乎实用性质的纪录，铭辞的文字则兼
有装饰意味的审美功能。”闻一多认为“绘画式的
文字总比纯粹绘画简单些”，他认为文字最初虽
非十足的绘画，但后来的发展却和绘画愈走愈
近，与绘画本身发展的装饰和表现两个阶段过程
完全相合。以前在装饰的阶段中，字只算得半装
饰的艺术，如今在表现的阶段中，它却成为一种
纯表现的艺术了。以前作为装饰艺术的字，是以
字来模仿画，那时画是字的理想。现在作为表现
艺术的字，字却成了画的理想，画反要来模仿字。
从艺术方面的发展看，字起初可说是够不上画，
结果它却超过了画，而使画够不上它了。闻一多
除在书画领域有着非凡的造诣外，在篆刻艺术的
创作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三
书法文化在较大程度上也包容着篆刻。而篆

刻艺术是在金属、象牙、犀角、玉、石等材质上雕
刻以篆体文字为主，将汉字的书法美、章法美与
镌刻的刀法美及金石的自然美融为一体的表现
性艺术，又称印章艺术。其融万千气象于方寸之

间，向来为历代文人墨客所钟爱，或自篆自用，或
馈赠文友，钤记落款，观赏把玩，可从中获得无尽
的审美愉悦和艺术享受。不同的篆刻家，会形成
不同的篆刻艺术风格流派。民国期间，出现了许
多有着强大学术背景的印人队伍，如马一浮、丁
佛言、董作宾、罗振玉、黄宾虹等，具备“诗书画”
全面修养的闻一多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可以说，
闻一多是学者型印人，他的篆刻艺术直接有效的
提升了篆刻创作的文化品格。

篆刻不仅是一门技术和艺术形式，而且更
有着思想观念、思想情感的真切表现。1927年
4 月，闻一多创作的 《文化的国家主义》 受到
外界强烈的抨击，他一度迷恋篆刻，操刀为潘
光旦、梁实秋、刘英士等友人作印来排遣时
光，寻求精神寄托，表达他的满腔热血和激
情。他从南京写信给友人饶孟侃，打趣道，“说
起来真是笑话，绘画本是我的元配夫人。海外
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兴，诗升正室，最近
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
神，如花面貌，竟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
兴弃扇之悲。”诙谐中，可以窥见闻一多的机智
幽默，亦可见他对篆刻的喜好。

书法的审美要求以及书法技法的娴熟与否
会对篆刻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中国篆刻史上开宗
立派的大师没有一个只会篆刻不会书法的。邓石
如所开创的皖派篆刻艺术，以汉印作为正统来中
兴印学，通过印外取法，强调“以书入印”、“印从
书出”的篆刻理念，以朴拙、厚实、雄健的风格立
足于印坛。闻一多美术、篆书功底深厚，他的篆刻
深受皖派篆刻影响，能把篆书的运笔造型引到篆
刻的方寸之中。闻一多精通篆法，善写篆书，对甲
骨文、金文、小篆信手拈来，熔于一炉，皆有法度，
因此他的印章显示出了他深厚的书法功底和学
养内涵。此外，闻一多在美国留学专攻美术，他的
造型能力因画了大量的素描而得以受到训练，这
对他篆刻艺术产生了影响，使他的篆刻印面的安
排具有西方绘画上的空间构图程式和审美意识。
其篆刻作品，切刀、冲刀并用，线条方圆曲折，安
排奇正对比，灵动而不呆板，完全视印之形式随
机搭配，线条清刚，古朴中见生辣之气，体现出了
他以刀当笔的金石风味。闻一多篆刻艺术中所蕴
含的金石气的秦汉格调具有苍茫混沌之美，犹如
他在新诗创作中提到的“戴着枷锁跳舞”，确实令

人叹为观止。
从闻一多遗存的四册《匡斋印谱》印拓中，可

见到他对古玺汉印的借鉴和创造性的发展。玺，
是春秋战国时代印章的通称。古玺文字繁杂奇
瑰，大多和战国铜器上的铭文相和。由于文字的
演变、分化及诸侯割据等，使玺印文字与风格呈
现出明显的区域色彩，好多玺印文字也比较难以
解读。其中，楚文化受巫文化影响，楚玺文字的结
字比较有特点，具有浪漫气息，表现出自由舒展，
流美飘逸的艺术面貌。楚玺文字的横线、竖线、斜
线多取直线，其他字画大多是弧线，而弧形线往
往顺势写成，动静结合，非常活泼优美。闻一多除
借鉴楚玺文字用于镌印外，还在印章的创作中巧
妙的运用了对比，不仅增强了艺术感染力，还鲜
明的凸显、升华了主题。

闻一多还把金文书法用于篆刻。金文是指铸
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由于钟（乐器）、鼎（礼器）
在青铜器中具有代表性，所以金文又叫钟鼎文、
钟鼎款识、彝器款识。金文是甲骨文的直接继承，
商周青铜器上的金文字数不多，文字的象形程度
进一步降低，图画性减弱，符号性增强，肥笔线条
化，弧线平直化，书写更加方便。金文多是刻出字
模铸成的，与甲骨文相比，笔画粗壮肥厚，字形转
折圆润。主要有两类风格，一种是笔势雄健，形体
丰腴，笔画起止多露锋芒，间有肥笔，另一种则是
运笔有力，笔画多挺直，不露或少露锋芒。闻一
多在文字学的研究上有很深造诣，他把一些金文
的字形灵活地用于篆刻中，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
果。因生活所迫，在友朋的建议和怂恿下，闻一
多在西南联大挂牌制印补贴家用时，就有很多求
印者因敬佩其金文的造诣，就指定他刻钟鼎文。
浦江倚先生用骈文作了一短启对闻一多进行了
介绍，还评价了他的篆刻艺术，认为“线条的配
合，别出匠心。学问，艺术双方造诣均高，迥不同
于俗笔”。

闻一多的篆刻边款刻得很有特色，他在给历
史学家孙毓棠刻的玉石印姓名章边款用行草镌
有“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的 126 字长篇
跋文。这篇文字更像是一封书信，从内容可知，抗
战期间，闻、孙两人曾经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
国门一步”，反映了大敌当前，誓与国家共存亡的
英雄气概。“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
荣也”，则反映了闻一多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

书法和篆刻都是以中国文字为载体的艺术，
能言事状物、表情传意，所不同的是书法用笔，篆
刻用刀；书法大尺幅展现，篆刻展现在方寸之地。
优秀的书法和篆刻艺术作品必然是继承与创新
的有机结合，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理解是创作的基
础，创新能力是个人学养与技法娴熟的统一。闻
一多的篆刻艺术是其书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的书法和篆刻艺术在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精粹
的同时，亦传递着他的艺术创新意识。闻一多精
研古文字，把古文字的变化巧妙地用于篆刻上，
把要组合的文字，纳入方寸之间，创造出别具一
格而又不离法度的自家篆刻艺术语言，在篆刻艺
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可以说，已经超越了他
的书法。

闻一多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具有崇高独
立的人格，敢于坚持真理，是民国时期民主斗
争中具有冲击力的一股强波。他的人生思考及
人生价值取向都在他的艺术创造中得以体现。
品鉴他的诗书画印的创作，总能让我们有思想
的震动和精神的震撼，这就是闻一多艺术人格
的魅力所在。作为新文学运动后新月诗派的代
表人物之一的闻一多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也
给予了认真的研究和成功的继承。中国书法文
化及其研究，作为当今“新国学”建构中不可
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闻一多及其同辈的相关
探索与实践，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出色的表率。
想想他们当年严酷的社会环境及文化条件，我
们今人当更加奋发努力，为加快中华文化之梦
的实现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浦薛凤回忆录中的闻一多
□葛 涛

浦薛凤（1900—1997）和闻一多是清华学校的同学，同在
辛酉级，并在高等科时同居一个宿舍，后来两人又先后赴美留
学，在美国也有较多的往来，可以说两人是比较熟悉的朋友。
浦薛凤在1981年7月在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第39卷第1期
发表了《忆清华级友闻一多》，披露了两人交往的一些事情。
闻黎明、侯菊坤编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一书曾经把浦薛凤
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些关于闻一多的事情记入年谱。此
外，浦薛凤又先后在1979年和1983年分别出版了系列回忆录

《太虚空里一游尘》《万里家山一梦中》《相见时难别亦难》，其
中前两本回忆录中也有一些关于闻一多的记载,其中的一些
记载或者没有被收入《闻一多年谱长编》，或者是《闻一多年谱
长编》记载不详。本文就按照时间顺序转引浦薛凤回忆录中
关于闻一多的一些记载。

（一）闻一多的作文和习字水平在同级同学中最好
《闻一多年谱长编》中曾经记载闻一多的作文和习字水平

很高，并引用了浦薛凤在《忆清华级友闻一多》中的有关回
忆。浦薛凤在回忆录中对此事也有一些记载：

吾辛酉级中，以作文见赏于教师受誉于学友者当推闻一
多、罗隆基(努生)、何浩若（孟吾）与本人。予当时能不需起草，
所谓文不加点，代人写稿两张（今四页）左右。习字一课，亦以
一多与予得分最高。（《万里家山一梦中》，黄山书社2009年版，
第64页。）

（二）关于《清华周刊》改封面设计图案的争议和成立“美
思社”的介绍

《闻一多年谱长编》中有关于《清华周刊》改封面设计及成
立“美思社”的相关记载，浦薛凤作为当事人的回忆也可以作
为参考：

予入高等科不久，担任清华周刊总编辑。任经理者为沈
镇南兄。一时兴之所至，予将清华周刊之封面更易，而所用予
所设计之紫白两色（校徽校旗乃紫白两色）间隔线条图案，自
己颇觉得意。旋知同级友好（闻）一多，对此图案批评甚力，谓
不雅致。曾相互辩论，不禁各自面红耳赤，好在未伤和气，终
于一笑置之。行将毕业前一二年，一多与予曾发起组织一个
美术团体，依据希腊神话取名“美思丝”社。盖希腊神话中有
九位女神（Nine Muses），专司文学与艺术。参加之社员有吴
泽霖、方来、杨廷宝、董大酉、梁实秋、梁思成、黄自等十余位。
但此一会社，活动不多，殊少成绩。（《万里家山一梦中》第 66
页。）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看出闻一多对美术的独特的鉴赏力，
而浦薛凤与闻一多经过对《清华周刊》封面图案的争吵，还逐
渐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美术观点，并共同发起组织了美术团体

“美思社”。
（三）关于辛酉级罢课经过的回忆
1921年5月，清华学校辛酉级同学在是否罢课的问题上

分裂成两派，闻一多等主张罢课，而浦薛凤等考虑到邻近毕
业出国，所以不赞成罢课。《闻一多年谱长编》 记载了赞成
罢课的吴泽霖的相关回忆：“认为真理是在我们这一边的，
出洋机会可丢失，为正义不低头”。另外，《闻一多年谱长
编》 也记载了不赞成罢课的浦薛凤在 《忆清华级友闻一多》
一文中关于此次罢课经过的回忆，认为“随便罢课，殊不值
得”。而浦薛凤在回忆录中对此事的经过有比较详细的记
载，很有参考价值：

不料五月中旬，接近毕业，行将考试之际，校内或然因为
同情北京城内大学风潮，发生同情罢课，而引起吾辛酉级之分
裂；级友罗隆基、何浩若与闻一多甚至聂鸿逵等，从中领导，鼓
动罢课，其中尤以努生（即罗隆基）喜出风头，总以反抗为能
事。（努生后来自己以“九载清华，三赶校长”为荣。）旋届大考
日期，校方宣布，吾级凡不参加大考者，不得毕业，亦即一律留
级，不得出洋。到了最后关头，予与熊祖同、薛祖康缜密商谈，
认为意气用事，反抗校方而继续罢课，留级一年，实不值得，何
况吾级参加考试，其余各级继续罢课，听其自然。予等三位对
于罢课情事，平素沉默寡言，不加可否，此次分头私自接洽，确
得级友多数赞成参与大考。于是级长熊祖同召开级会，讨论
此事，争辩激烈而长久，幸而双方遵守民主精神，运用议会辩
论程序，一切依照发言手续。表决结果，大约以三分之二强
数，顺利通过参加大考之提案。案虽通过，但激烈反对者二三
位起立表示：案虽通过，但行动仍属个人自由，不愿大考者，自
可拒绝参加。结果，仍有三分之一级友拒绝应考，级中有位贵
州同学聂鸿逵（渐之），本为支持风潮与坚主罢考之一人，最后
改变宗旨，声言应当与考，最后由于辛酉级会之决议案，卒亦
应考，遂为同学所荷斥。（《万里家山一梦中》第76页。）

在辛酉级全体同学民主表决之后，闻一多、罗隆基等力主
罢课的一些人最后还是拒绝参加考试，因此被校方留级，一年
之后才得以赴美留学。

（四）关于在美国成立“大江会”的回忆
《闻一多年谱长编》中有罗隆基关于成立“大江会”的回忆

文章。而浦薛凤在回忆录中也有对“大江会”成立经过和宗旨
的介绍：

（1922年）是夏，清华同学罗隆基、何浩若、闻一多与予等
在芝加哥会聚，商谈组织一个爱国会社，以提倡民族自决（美
总统威尔逊所使用之名词，Self_determination of peoples），亦
即意大利马志尼所鼓吹之民族国家主义，简称族国主义（Na-
tionnalism）。在二十年代普通亦将此译作国家主义。兹就严
格标准略述异同。“族国主义”本系主张每一民族应当独立而
成一国家。英国政治家及政治思想家则倡论诸民族合组一个
国家，则更可表显其能相互容忍合作而自由。因此之故，“族
国主义”一词，可作两种解释。但正统意义自仍为一民族一国
家。我们当初认为：或以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或以历史上原
本五族而今则已混合成为一个中华民族，此两看法或立场，在
理论上均说得通，而其主要含义则一：即吾中华民国成为独立
的主权国家。至于“国家主义”(英文乃为 Statism,源于法文
Etatisme)，则其中心思想乃是主权无上，对外独立自主，对内国
家至上。其流弊所及，则误将政府等于国家。实则族国主义
或民族主义亦可有其流弊，即凡一地域之人众不论其持何理
由（语言、宗教或其他），均可自认为民族而要求独立。我们的
组织定名为“大江会”，取吾民族历史久远源流不绝之意。曾
出版刊物，但只有一二期，未能继续。（《万里家山一梦中》第92
页。）

因为浦薛凤从事西方政治学研究，因此他对“大江会”的
介绍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浦薛凤重点指出了成立“大江会”
并不是本着国家主义的政治观点，而是“取吾民族历史久远源
流不绝之意”，这对于后人认识“大江会”的政治观点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五）关于闻一多和清华师生西迁的回忆
浦薛凤虽然没有参加清华师生步行西迁的征程，但是亲

自听闻一多讲述西迁过程中的旅途见闻，可以为《闻一多年谱
长编》提供一些补充资料。闻一多在 1938年 5月到蒙自后曾
经向浦薛凤等人讲述了旅途见闻，浦薛凤在回忆录中对此事
的记录如下：

校中定于五月一日开学,蒙自于五日起上课。昆明则较
晚,(闻)一多于五月初由昆明来蒙自，住二号。详谈其由长沙
步行到昆明经过，甚有兴趣。

计此番步行者约三百五十人，教授五位，一多，继倜、（曾）
昭抡、(黄)子坚与（袁）复礼。惟复礼略走，多坐汽车。一多等
则真算步行三千里。计于二月二十由长沙动身，四月廿八抵
昆明，行程六十八日。由长沙至常德系坐民船，溯湘江而上，
行七八日。常德步行至沅陵，由此至晃县，则坐汽车。由晃县
以西则一直步行。每日约走六十里（一站），大抵住宿县城。
行李铺盖则用汽车运。伙夫管饭食，亦坐此运货汽车，俾得预
备食料。横亘贵州入滇。贵州境内多雨。有一次深夜到站，
无食无住处，而且大雨，坐县署之大堂上达旦。据云初行三四
日最苦，能渡此难关，则一切顺利。一多等均满脸于腮，迄今

未剃。一路苗族颇多，但皆开化。风景则以郑宁（谓广东人罗
县长最近发现）之夥牛洞（今又称火牛洞）为最奇绝。洞口才
能容身，而中空高大，能容数百人。石笋上下衔接，景象阴森
神秘而丽奇。闻此次步行，中途退出者，约有三四十人。盘江
铁索桥已断，在修理中。路途无大病或意外，总算幸运。较之
西安临大迁汉中徒步，有周教授某病死牺牲者，可为运幸。临
大之移滇而改为联大，实属不易。所望能在此长久安心上课，
直至战争胜利结束为止。（《太虚空里一游尘》，黄山书社2009
年版，第83页。）

虽然浦薛凤对闻一多讲述旅途见闻的记录比较简短，但
是也保留了一些有趣的旅途见闻，如对夥牛洞风景的描述。

另外，浦薛凤在回忆录中还记录了闻一多西迁途中的两
大收获，并特别提到了闻一多搜集的一个民谣：

一多此次步行到滇，路上颇有收获。一为铅笔画数十幅，
尽是旅途写生风景。笔意苍老，取材别致。予嘱宝存，可传不
朽。一为搜集云贵民间歌谣，尽是男女相悦相慕之词。有“廊
前半夜鹦鹉叫，郎弹月琴妹吹箫”。为之拍案叫绝。（《太虚空
里一游尘》第96页。）

（六）关于闻一多在蒙自生活的回忆
浦薛凤在回忆录中对闻一多等清华教授在蒙自的生活也

有所记载，从中可以看出教授们的生活比较清苦：
初到两周,三餐均在海关,往返殊不方便。后来歌胪士洋

行楼上人满，乃自己组织，由两桌增至三桌。包饭每月14元，
而饭菜不佳。味道固不适口，滋养亦缺少，且量亦递减。于是
每隔一二日辄由桌上同仁轮流添菜。所添者大致不外鸡或
肉。此非讲究，以借以增加滋补营养。予与寅恪、一多、鸣岐、
舞咸、仲端、（周）先庚、（刘）叔雅诸人同桌。隔座为（叶）公超、

（金）龙荪、（邱）大年及毛、莫诸位，另一桌为心恒、（南开）柳无
忌、李卓敏、丁喆、（北大）郑毅生诸位。岱孙与逵羽虽住歌胪
士，却在海关进饭食。（《太虚空里一游尘》，第86页。）

另外，浦薛凤还记载了闻一多为他介绍杜鹃鸟的事，从中
可以看出闻一多的博识：

平时八时后即不敢只身出外，治安堪虞。城门十一时关
闭，楼头树上有杜鹃啼鸣，声确凄切。初不知其为杜鹃，后一
多语予，乃始恍然。予怀旭岚诗中“杜鹃声里过端阳”，盖是纪
实。（《太虚空里一游尘》，第104页。）

（七）小结
浦薛凤在 1939 年 3月离开昆明到重庆从政，从此就和闻

一多没有什么接触了。浦薛凤在此后的回忆录中基本上没有
再记载到闻一多，甚至在闻一多在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
特务刺杀的消息传遍全国之后，也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闻一
多的死，这无疑是很遗憾的。总的来说，浦薛凤作为闻一多在
清华学校辛酉级的同学及好友，两人的交往可能不仅仅是浦
薛凤在回忆录中所记载的那些事，但仅仅是上述关于闻一多
的那些记载就已经弥足珍贵了。这些回忆录虽然较为零散，
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闻一多的才华和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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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刻吴晗 闻一多刻“冯友兰之鉥”

闻一多殉难后周恩来的悼词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