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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格的新诗”与新月诗派始末
□子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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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新月诗人与“创格的新诗”，人们自然会
联想到87年前的《晨报副刊·诗镌》，耳熟能详的
是徐志摩为这个新诗专栏撰写的开场白 《诗刊
弁言》 里的几句“大话”，一句是：“要把创格
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另一句是：“我们
信我们自身灵里以及周遭空气里多的是要求投
胎的思想的灵魂，我们的责任是替它们构造适当
的躯壳，这就是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
节的发现。”

不错，对“创格的新诗”的倡导与实验，正是
新月社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活动主要由
若干诗人和诗论家参与、完成，其成就标志是所
谓新月诗派或现代格律诗派的形成。

通常人们以为，新月诗人倡导、实践“创格的
新诗”始于 1926 年 4 月 1 日《晨报副刊·诗镌》创
办，实则在徐志摩的“弁言”中就曾提到，“我在早
三两天前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
窝，他们常常会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
理。”这指的是闻一多1926年初接家人到北京后
居住西京畿道三十四号时的情景，而不应是梁实
秋以为的 1925 年闻一多初回国与余上沅、陈石
孚所住的西城梯子胡同。不过闻一多与“清华四
子”相过从、谈诗论理倒不限于西京畿道居所，而
早在梯子胡同时就的确开始了，因“清华四子”当
时也在这里赁屋居住，闻一多 1926 年 1 月 23 日
致梁实秋信“时相过从的朋友以‘四子’为最密”
可证。这固然是“诗镌”必不可少的前奏，但若追
寻新月诗派探索新诗形式建设的脚步，其实还可
以上溯到闻一多留美期间的诗文写作。比如《死
水》一诗，因为发表于“诗镌”，收入1928年的《死
水》诗集，就常被认为写于闻一多回国之后，而据
梁实秋回忆，《死水》与《洗衣歌》《闻一多先生的
书桌》一样，均写于闻、梁二人在美国科罗拉多温
泉同修“丁尼生与伯朗宁”和“现代英美诗”两门
课时（见梁实秋《谈闻一多》）。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意味着闻一多对新诗形式、音节的思考和实验
并非回国后甚至“诗镌”创办时才开始，对此，闻
一多留美期间写的文章《泰戈尔批评》亦足可证
明，他批评泰戈尔“是个诗人，而不是个艺术家”，
因为“他的诗是没有形式的”，而“别种的诗若是
可以离形体而独立，抒情诗是万万不能的”。

作为“四子”之一的朱湘，其在 1922—1924
年间创作的诗集《夏天》中的 26 首诗作，形式也
已相当整饬，1925 年又创作出广有影响的《葬
我》《采莲曲》等作品，那更是不折不扣的格律诗
了。刘梦苇也早在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诗的

昨今明》论文中论及徐、闻、朱、于赓虞、蹇先艾等
诗人“无形中走上了很近似的路”，且提出“创造
新的音韵，新的形式与格调”的观点，故而被朱湘
称为“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

徐志摩曾自谦地表示：“我的笔本来是最不
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
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猛虎集·序
文》）但实际情景并不如此，1923年他在北京曦社
讲演《诗人与诗》时就指出：“诗的灵魂是音乐的，
所以诗最重音节。”1924年译介波德莱尔的 《死
尸》 时又说：“所以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
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而他 1925
年出版的诗集 《志摩的诗》，其诗体则是自由
体、散文诗和格律体共存而又明显地受英诗影
响，英诗中的双韵体、无韵体和十四行体他都试
写过。《四行诗一首》未收入《志摩的诗》中，也可
以见证：“忧愁他整天拉着我的心，/像一个琴师
操练他的琴；/悲哀像是海礁间的飞涛，/看他那
汹涌，听他那呼号！”

每行10音节，以音组划分可分为四音组，韵
式为aabb式。

可见，在 1926 年 4月《晨报副刊·诗镌》创刊
前数年，闻、朱、徐等一般诗人即已经从创作和理
论方面有了充分的准备、深入的思考和长期的试
验并取得富有启示性的成就。而《诗镌》创刊则应
看作是他们在长期探索基础上一次更为自觉的

“集合”。
《诗镌》从1926年4月1日第一号办到6月10

日第十一号，虽然只有短短两个月又 9 天，却因
为前期准备充分、积累厚实，可谓厚积薄发，而产
出了重要的创作和理论成果，产生了巨大、长期
的影响，成为新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标志性
的事件，也让新月诗人的流派特征通过这一事件
凝练成熟，为下一步成果的全面收获与新人的成
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说《诗镌》的创办最早与诗人刘梦苇的一
个设想和提议有关，其后蹇先艾、闻一多接受其
他人的委托找主编《晨报副刊》的徐志摩商议，于
是包括徐志摩在内，大家聚会于闻一多西京畿道

新居，达成共识，几天后《诗镌》第一号就在《晨报
副刊》第 55 期出刊了。第一号是“三月十八日血
案的专号”，除了徐志摩的“弁言”和朱湘的《新诗
评》，其余多是与“三一八血案”相关的诗文，如闻
一多《文艺与爱国》《欺负着了》，饶孟侃《天安
门》，蹇先艾《回去》，刘梦苇《寄语死者》等。此后
诸号，《诗镌》陆续刊出体现“创格的新诗”理路的
创作与论文，创作方面如朱湘《昭君出塞》《采莲
曲》，刘梦苇《铁道行》《万牲园底春》，闻一多《比
较》《死水》《春光》，徐志摩《罪与罚》《再休怪我的
脸沉》《望月》《新催妆曲》《半夜深巷琵琶》《两地
相思》等，朱大枬《笑》《松树下》《春光》《落日颂》，
于赓虞《春夜曲》等；理论方面则有饶孟侃《新诗
的音节》《再论新诗的音节》《新诗话》（一）（二），
闻一多《诗的格律》，朱湘的《新诗评》，余上沅的

《论诗剧》，徐志摩的“弁言”、“放假”和一些“附
记”类的文字，以及一篇表示质疑的来信（天心的

《随便谈谈译诗与做诗》）。这些理论性的文字，实
际上有三个不同路向，一个是正面建设的，饶孟
侃、闻一多、徐志摩、余上沅的文章是这样，一个
是清算当时诗坛“流弊”的，如朱湘的《新诗评》分
别批评了胡适、郭沫若、康白情与俞平伯，而天心
的《随便谈谈译诗与做诗》则是对《诗镌》提倡新
诗音节的质疑性反响。这三个方面实则从不同角
度提出、讨论、充实了关于新诗格律问题的建设
理论。

饶孟侃《新诗的音节》从诗的“意义与声音”
两重因素相调和角度立论，强调音节之于诗的重
要性，也分析了旧诗在这方面的缺陷（太单调、太
没有变化），从而就新诗音节诸因素——格调、韵
脚、节奏、平仄问题进行了阐述。到闻一多《诗的
格律》一文刊载，更是从“游戏规则”角度强调“格
律”之于诗的不可或缺性，在文章的第二部分，闻
一多分析“格律的原质”有“听觉”、“视觉”两方面
因素，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有名的“三美”理
论——“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和

“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后两种都是
饶孟侃未提及的，故而也是闻一多特别补充的，
尤其是视觉方面的“建筑的美”。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闻一多对新诗建筑美
与旧诗律诗的区分。他强调三个区别：一、旧诗格
律具有同一性，新诗格式是相体裁衣，故层出
不穷；二、旧诗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
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三、旧
诗格式为“他定”，新诗格式为“我定”。这即
是说，闻一多所提倡的现代格律诗并非与中国
近体诗相同的“定型格律诗”，而是不同于旧诗词
的“非定型格律新诗”。

不过尽管如此，某种质疑的声音还是出现
了。第八号上署名天心的《随便谈谈译诗与做诗》
在肯定“近来的诗，有许多形式是比较完满了，音
节是比较和谐了”的同时，提出了问题：“可是内
容呢，空了，精神呢，呆了！从前的新鲜，活泼，天
真，都完了，春冰似的溶消了！”尽管饶孟侃再度
撰文辩解，甚至将“真正能够妨碍情绪的东西”视
为“冒牌的假情绪”即“感伤主义”，但亦不能有效
回护他们过度追求形式带来的流弊。其实客观地
说，《诗镌》提倡、实验现代格律诗，正面意义是主
要的，从这个角度看徐志摩的《诗刊放假》，应该
说他的总结尚属公正、全面，一方面“我们觉悟了
诗是艺术”、“一首诗应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的匀整与
流动”，另一方面“发现了我们所标榜的‘格律’的
可怕的流弊”。

《诗镌》阶段结束了，“新月诗派”却才初步形
成，下一个开端在哪里呢？

1927年，伴随着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以及
叶公超、丁西林、胡适的南下，一个新的梦想和计
划在酝酿中渐渐成熟，到7月1日，新月书店开张
了。这虽然是个综合性的出版机构，然就新月诗
派的进一步发展和影响扩大而言，它在所存在的
6年（1927-1933）中也有两方面的工作做得有声
有色、扎实有效。其一是新月诗人作品集、文论集
的出版，其二是《新月》（1928-1933）杂志和《诗
刊》的创办（1931-1932）。

《新月》杂志并非新诗专刊，但基本上每期都
有新诗或诗论栏目，特别是陈梦家、方玮德、林徽
因、梁镇、刘宇、臧克家、卞之琳、曹葆华、何其芳、

孙毓堂、李广田这些新人的出现，真正显示了作
为诗歌流派的新月在 《诗镌》 之后的新拓展。
对此，梁实秋正面评价道：“《新月》月刊以相
当的篇幅刊载新诗，写诗的人也慎重其事的全
力以赴，想给新诗打一点基础，但是成就有
限，仅在新诗发展过程中留下一点涟漪，超越了
早期白话诗的形态，这一点做到了。”（梁实秋《略
谈新月与新诗》）

正是由于《新月》综合性月刊的局限，才有了
《诗刊》的堂皇登场。1931年元月出版的《创刊号》
以 86 个页码的篇幅推出了 13 位作者的 18 首诗
作，其中有孙大雨的3首商籁体新诗，朱湘的《美
丽》，饶孟侃的《叶儿》，方令孺的《诗一首》，更有
闻一多的《奇迹》和徐志摩的《爱的灵感》这样的
长诗，还有梁实秋的重要文论《新诗的格调及其
他》，第二期又有梁宗岱的文论《论诗》。这样，在
1931年一年内，《诗刊》就出了三期，页码逐期增
加，影响也好，大有“繁荣一时”（戴望舒语）之势，
徐志摩预备在第四期增加论文的篇幅甚至设想
做一个“论诗的专号”，遗憾的是 11月 19日徐志
摩飞机失事，使这个计划随之泡汤，迟至翌年 7
月底，才由陈梦家最后编成这个“志摩纪念号”的
第四期，实际上却也成了“终刊号”。

至此，作为新月诗派的达致巅峰与圆满，似
乎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不过实际上，这个句号
后面并非空白，而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一方面，
余绪犹存，《诗篇》《大公报·文艺副刊》极其后续

《诗刊》继续着新月诗风的探求，但这并非特别重
要，重要的是陈梦家、卞之琳、何其芳、臧克家
诸人正在由这个新传统出发寻找着新的诗歌美
学增长点；另一方面，或许更为重要的还是，
从 1920 年代初期闻一多等人开启、经 《诗镌》
到新月书店、《新月》与《诗刊》长达十余年的
新诗“创格”实验运动所形成的新月诗派，事
实上已经构成了新诗建设的一个新传统，那就
是在初期白话诗“破格”之后的“创格”行
动，其意义并不局限于具体的“非定型格律新
诗”诗体的实验，而在于对新诗形式美学的整体
性重视和探索。故而在狭义的“新月诗派”之后，

《新诗》《现代》乃至于1940年代西南联大、《中国
新诗》诸诗人，以及再后来大陆、台湾重视新诗形
式美学的诗人们的探索，也都是在这个新传统的
基础上继续开拓的，无论是其正面经验还是负面
启示，都在持续发挥着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新
月诗派或许并没有一个最终终结的“末”，而是将
不断地再开始。

新月派三诗人的爱与死及人与诗
□阎浩岗

就中国诗歌史而言，有许多巧合与宿命。第
一位及最后一位古典诗人——屈原和王国维均
投水而死。而新月社三位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均未
得享天年，且都属横死：闻一多被刺，徐志摩坠
机，朱湘投江。

三人中第一个故去的是徐志摩，1931 年 11
月19日中午11时35分，徐坐“济南号”飞机在济
南附近撞山，时年 35 岁。第二个是朱湘，1933 年
12月5日晨6时乘坐由上海开往南京的客轮路过
据传李白坠江处的安徽采石矶时自沉，年仅 29
岁。第三个是闻一多，1946 年 7 月 15 日下午 5 时
在昆明离家几步远的小街上中枪倒毙。他是三人
中寿命最长者，但也不足48岁。

三个人的死亡分属水、陆、空，在当时都引起
社会震惊。他们的家乡地名也很独特：徐志摩生
于浙江硖石，闻一多生于湖北浠水，朱湘生于湖
南沅陵。其中，“硖石”的“硖”字只用于该地，属绝
对的专用字；“浠水”的“浠”与“沅陵”的“沅”也属
专用，显示出其独一无二性。而徐志摩与朱湘二
人最后的归宿，又都与其家乡地名暗含着神秘巧
合：石与水。

从形象到气质，徐、闻、朱都是最典型的诗人
类型。他们追求超越于现实的纯美乃至瞬间幻
美，并力求用最适合的方式、最完美的形式表现
出来。但是，在处理诗与现实、自身与他人、个人
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三人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这些差异对其诗歌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他们在爱
情与生活方面的个人选择与处理方式，尤其值得
关注。

茅盾《徐志摩论》说徐是“现代布尔乔亚诗
人”，这总体讲是准确的。有人学究气地根据徐没
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剩余劳动，主要靠薪金
度日，对此予以否认，其实大可不必。茅盾这里主
要是指心境心态、价值立场。从这个角度说徐代
表资产阶级，应无疑问。虽然他在美留学时曾有
为餐馆洗盘子的经历，但他出身富商家庭，从小
家境优越，赴英留学能带妻陪读，经济条件肯定
差不了。即使后来徐父不再资助，全靠薪金生活，
他在好几个大学任教授，又有稿费补贴，无疑也
属社会上层。否则怎能维持陆小曼的奢侈挥霍？
据王映霞说，陆与徐所租住宅每月租金百元左右
银洋，出入有私人汽车，家里佣人一大帮，与之相
比王自觉寒伧。

如今时代变了，语境变了，“小资”乃至“资产
阶级”不再含有令人“沾”之色变的贬义，在青
年中前者还转为褒义。徐的出身、经历和气质
正满足了当下许多青年的浪漫想象。所以在三
诗人中，近20多年来徐志摩实际已“压倒”闻
一多，成为青年心仪、津津乐道的偶像。诗朗
诵会上，《再别康桥》也早已取代《死水》的位
置。当下大学生读到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在硖
石小住时二人相互喂食、小曼撒娇让志摩抱着
上楼的情节，会感到多么亲切！而徐家父母因对
此看不惯愤然离去，又多么像今天大学花园里散
步的退休老人目睹亲昵情侣们“出格”举止时的
反应。

理解徐志摩心态的关键词，是“骄子”。也就
说，“骄子”心态是贯穿徐志摩不太漫长一生的主
调。他也同情下层，也有人道关怀，但那种同情心
与人道关怀不是其人生选择与价值立场的主导。
少年时优越的家庭条件，贵公子的身份与风流才
子的气质风度，奠定了这种心态的基础。青年阶
段，当时举国闻名的美女名媛林徽因、陆小曼与
之恋爱或结婚；事业上27岁就被聘为北大教授，
29 岁主编民国大报《晨报》的副刊，兼任光华大

学、大夏大学和中央大学教授，创办《新月》杂志，
成为社会名流。他不仅女人缘好，同性朋友或父
执均是名重一时的大人物。问茫茫神州，有几人
结婚时能请来梁启超和胡适之同时主婚？为帮助
他克服再婚障碍，胡适、刘海粟等人反复为之奔
波游说，这该是什么样的人物？当时上流社会这
一圈子的各路“情敌”们，诸如徐志摩与王庚、徐
志摩与梁思成、梁思成与金岳霖、陆小曼与林徽
因、陆小曼与张幼仪等，居然能基本和谐相处，吃
醋而不反目，显示了英美派贵族独有的风度。这
与胡也频和丁玲及冯雪峰、萧军和萧红及端木蕻
良处理类似关系时的“普罗”风格形成对比。

世间事不能十全十美。即使万千宠爱在一
身、即使事业一帆风顺，人生也难免要留有各种
缺憾。徐志摩与林徽因未成眷属，徐志摩与陆小
曼婚后不谐，林徽因在感觉都很不错的徐、梁、金
之间必须选择其一，不足之处只能用“太太的客
厅”弥补。美好引人留恋，缺憾带来感伤，而留恋
和感伤本身恰构成别一种美，构成徐志摩代表性
诗作的基调，也给后世心仪向往者留下谈资。否
则，不仅《再别康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
向吹》可能吟不出，《人间四月天》电视剧拍不成，

《徐志摩和他的三个女人》之类的书也写不成。
即使有这样的物质基础和社会资本，诗人对

纯美的向往和追求仍不能靠世间实存满足，因为
韶华易逝，“美”往往存在于瞬间。徐诗的特点与
成就，就是捕获那最美的瞬间，使之化为永恒。他
捕捉那一低头的温柔，追忆康河柔波、波光艳影，
留恋梦里甜美，他将负心和伤悲、黯淡和心碎化
为光辉和迷醉。他的死亡也与爱的失落和期待、
与朦胧的迷雾、离地的飞升与坠落的伤感连在一
起。

朱湘没有徐志摩幸运。如果说贯穿徐志摩一
生的是“骄子”心态，那么贯穿朱湘一生的是“弃
儿”心态。

他 3 岁丧母，7 岁丧父，由兄长带大。他与同
胞兄弟关系不好。虽然他学业上很早就显出过人
天赋，兄弟姐妹却称他“五傻子”。敏感自尊而又
不肯屈从的性格，使其短短 29 年光阴在人生关
节点上屡有惊人举止：在清华读书，因反对早点
名而被开除，成为轰动全校的新闻。有人为其说
情，学校已同意留他，他却飘然而去。婚礼上不肯
跪拜大哥而被斥骂，他携妻愤然离去，其后即使
生活陷入困顿也不肯向兄长求助。赴美留学，在
劳伦斯大学因发现课文有辱华文字，美国同学为
之哄笑，他决定退学。转到芝加哥大学后，因个别
教师歧视中国人，他再次转学，最后不等取得学
位提前回国。回国后在安徽大学任英文系主任，
后又因对校长不满而辞职，过起颠沛流离的生
活。最后终因生计无着、夫妻关系恶化，遂以去南
京求职为名离家，途中投水自尽！

朱湘有朋友，朋友对他也肯帮忙，但他与朋
友们相处也并不融洽。他讨厌徐志摩的贵族气，
私下里骂徐“尖嘴”，并想鼓动闻一多离开徐。后
来他与闻一多也生龃龉。

谈及朱湘经历的坎坷，许多人归因于其自身
性格过于敏感乖戾，而忽略了他形成这一性格的
早年经历因素与周围人应负责任。兄长们固然对
其有抚养之恩，但肯定缺乏对这位小兄弟的精神
关怀。言语行为所受侮慢，朱湘肯定刻骨铭心。婚
礼上朱湘不肯像对父辈那样跪拜大哥，虽然显得
不通权变、不够随和，但那大哥本人的举止已经
说明了其专横暴戾对小兄弟压抑之甚：兄弟即使
有所失礼，做兄长的他也该顾全大局。而他却为
个人面子，在弟弟婚礼上又砸又摔，将具有象征

意义的龙凤蜡烛折成两段。这样的人，以后朱湘
怎还能依靠？有心理阴影的人，成年后其敏感自
尊必异乎常人。他对徐志摩奢华生活的反感、对
徐诗浮浅的批评，不宜仅用褊狭、刻薄或嫉妒来
解释。是不同的人生体验，使他与徐志摩在价值
立场及处世态度上迥异。一般来讲，经历顺遂、处
境优越的人，对人比较宽容；饱受歧视、压抑排挤
的人，难免显得过敏过激。朱湘并非有意得罪人：
他曾因意识到自己那篇题为《说怕老婆》的短文
会得罪人，在文章即将发表时执意从编辑处索回
烧掉。

人们忽略了朱湘内心深处柔软的一面。朱湘
对他人的同情心其实超过徐志摩，甚至鲁迅。这
充分表现在对包办婚姻的态度上。

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属父母包办，朱湘与
刘采云的婚约本也属此类。徐为追求个人理想爱
情，选择与为其生有一子并再次怀孕的张幼仪离
婚。依朱湘个性，他当然比别人更不能忍受不经
他自主选择定下的姻亲。“性”和“朋友”、“文章”
一起被朱湘视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件大事。
对“文章”（诗）他刻意求工，对朋友他在乎得近乎
苛刻，对性爱与婚恋，他岂肯屈就？他和刘采云的
终成眷属，并非由于不堪外部压力，而是出于自
愿。转变的关键是朱湘对弱者强烈的同情心：当
得知采云家道中落、被兄长排挤出门，到浦东纱
厂做洗衣工时，他马上赶去看望。看到刘被洗衣
水浸得红肿的双手与暗淡哀伤的神色，他由同情
而萌生爱意。这爱不是因刘长得貌若天仙，也并
非因刘气度非凡，而是一种真正的怜香惜玉，是
对类似家庭处境的深切理解，是情感的强烈共
鸣！

婚后他将采云改名“霓君”，其实是将自己的
诗意幻想赋予这位平凡女子。婚后远隔重洋异地
而居，使这种幻美有了展开的空间。于是朱湘将
浓情蜜意与似水温柔，化作那册著名的《海外寄
霓君》。

但霓君并非虚幻缥缈的虹霓，而是实实在在
买菜做饭洗衣育儿的妻子。进入同居的日常生活
后，虚影褪去，夫妻之间巨大的精神距离渐露。在
极功利的现实空间，朱湘宁折不弯、执著追求诗
意幻美的个性，使他很不善谋生。他才气绝不低
于徐志摩，如果他有徐的经济基础与人脉，他也
可继续追求其幻美。但不幸的是，人脉、钱财他都
没有，他又不肯改变自己，为生计而对现实让步。
于是，最后只剩下以诗人方式走与现实永诀这华
山一路。

朱湘生前是“弃儿”，死后又宿命般经受着同
样命运。本来，他的《采莲曲》和《王娇》足以使其
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获得不可撼动地位，但，在
政治挂帅的年代，他连像徐志摩那样被当作“资
产阶级文人”批判几句的资格都没有，在一些权
威文学史著中被抹去很长一段时间。改革开放之
后，尽管其文学史地位得以恢复，但由于没有徐
志摩那样浪漫的爱情经历，大众传媒对之也未予
以关注，尽管他曾被柳无忌称为“诗人的诗人”。

从徐志摩与闻一多的诗作我们可以看出作
者的人格与心态，而朱湘，按赵景深说法，“他的
诗像王维，他的生活像杜甫”。也有学者将其表述
为“平静的诗与焦躁的人”。可见朱湘“理智节制
情感”功力之深。

与徐、朱相比，闻一多在中国大陆文学史中
一直享有较高地位，这大概托了革命领袖那段关
于“闻一多拍案而起”名言的福。闻一多的“爱国
斗士”形象深入人心，但他的婚恋情爱，大概知情
者不多。

闻一多与高孝贞的婚姻也属包办，闻也曾极
失望苦恼。闻一多认为“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
是最热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相
貌平平、不通文墨的高小姐，怎能让他产生这样
的情感？但他还是像鲁迅一样不得不接受了这旧
式婚姻。初婚时的痛苦心情流露于写给好友梁实
秋和胞弟闻家驷的信中。他表示今后要“以诗为
妻，以画为子”。闻一多是个既不放弃理想也能正
视现实的人。在接受这一姻缘之后，他即着手对
妻进行“改造”：先将“高孝贞”改名“高真”，从名
字上将现实与理想“接轨”，再送妻上学。其后虽
仍经历一段痛苦，但定居北平执教清华时，妻子
的文化到了能与丈夫一起读唐诗的程度，教授收
入不菲，客厅儿女绕膝，周末全家一起逛公园看
电影，平时专心写诗做学问，家庭和谐幸福使他
几乎陶醉。写给梁实秋的信不再是倾诉抱怨，而
认为“世上最美妙的音乐享受莫过于在午间醒来
静听妻室儿女在自己身旁之轻轻的停匀的鼾息
声”。为此他“喉咙里颤动着感谢的歌声”。可以
说，闻一多是三诗人中最善于享受世俗的天伦之
乐并能制造这种乐趣的人。即使在抗战最艰苦、
经济最拮据的年月，他也能用刻图章补贴家用。
但若止于此，闻一多就不再是诗人，不再能写出

撼人心魄的诗。好在他还有愤怒。这愤怒不是为
“个人的休戚”，而是为“四邻的呻吟”及“寡妇孤
儿抖颤的身影，战壕里的痉挛，疯人咬着病榻”

（《静夜》）。闻一多晚年为民主正义拍案而起，在
其唯美主义的早年已埋下引线。他对世俗乐趣的
享受并未软化其傲骨。生活困顿时他可以为平民
刻图章，却拒绝伺候在云南炙手可热的权贵李宗
黄。尤为难得的是，妻子也表示“饿死也不要这几
个臭钱”。在富于同情心与凛然傲骨方面，闻又与
朱湘不无相通之处。笔者认为，解读闻一多其人
其诗的关键词是“大爱”与“义愤”。

闻一多也并非没有任何绯闻。有研究者猜测
考证，闻诗人搁笔好久后写出、为徐诗人所赞赏
的《奇迹》中那个“奇迹”，究竟是女诗人方令孺还
是赵太侔夫人俞珊。但不管怎样，闻一多一直保
持“发乎情止乎礼”，不曾越过雷池，在为人处世
方面也实践了“理智节制情感”的美学主张。如梁
实秋所说，闻一度“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
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
时候就把它掐死了”。这内心的一番“折腾”，又成
就了一个回肠荡气的诗篇。

新月社这三位诗人的情爱与死亡、人格与诗
风虽各不相同，却都显示出纯正诗人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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