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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月”有关的两件文物
□许建辉

责任编辑：周玉宁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sina.cn 2013年5月20日 星期一经典作家

为编文学馆的《钩沉丛书》读王亚平的书稿，看到这样一
段文字：

记得是民国十三年吧，全国的作家正在闹着欢迎泰戈尔
来华。由于各报章杂志的介绍、鼓吹，我们知道他是东方印度
的大诗人。他的《飞鸟集》、《新月集》上的一些短小玲珑的小
诗，更叫我们那一群爱好文艺的孩子陶醉着、吟咏着、学习着。
从那些作品里，使我懂得了一些生活的道理，人生的意义。许
多首诗我都能背诵，如“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等类的句子，几乎成了我的座右铭，每到一个地方就写下来贴
起来，看着它，心里就有一种浓烈的兴趣发生，这兴趣使我对
于创作小诗有了更多的勇气。

在许多介绍泰戈尔生平创作的文章中，有的提到了他在
中学生时代，和同学们组织剧社，自己写作剧本，自行导演。而
且几次失败都不灰心，从这样艰苦的摸索，对于艺术狂热的追
求中，终于造成了辉煌的成功。“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干起来
呢？”心里马上涌起了大胆的念头，就找了几个欢喜文学的同
学，在盛开着水草红花的牛尾河岸边热狂地谈论了好几次，就
决定先组织一个“文艺研究社”……

有意思——王亚平的诗化人生，竟始自“新月”，这真让人不
胜感慨！在一个除了几家报纸再无信息传播渠道可言的时代，一
个外国人的两本诗集，无胫无羽而能风行华夏，以至于连广袤的
河北大平原上那个只有50来户人家的小小村庄都受其影响——
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文化界的那场“泰戈尔热”，可谓了得！由
此而想到徐志摩想到“新月”，想到他和他们留下的那些书信报刊
以及与他们关联着的那些“白纸黑字”……

陈梦家夫人赵萝蕤致萧乾信
网上有信息在售卖“萧乾致赵萝蕤信一通一页”，文学馆

库房中则藏有“赵萝蕤致萧乾信一通一页”。赵萝蕤与萧乾一
样，都是著名翻译家，青年时代又都曾就读于燕京大学。他们
的友谊，应该始于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

赵萝蕤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她的丈夫陈梦家，是在我国古
文字学和考古学研究方面都卓有成就的学者，又是“新月诗
派”的著名诗人。他师从闻一多又深受闻一多赏识，二人之间
亦师亦友。赵萝蕤致萧乾的信上，又恰恰说到了闻一多八十寿
辰纪念事以及闻、陈二人的关系，而且提到了杨刚、宗白华、朱
自清等文化界名人等，读来很有意思。信是这样写的：

乾兄：
日前理故纸堆，发现我40年代初写的散文，几乎没有什么

残缺，绝大多数发表在杨刚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和宗白华主编
的时事新报学灯。但是我的新诗其实写得还可，闻一多先生曾
鼓动出版，反到在大革命中损失了八九，只有发表过的残存。
我现在抄44年发表过的散文一篇，费了大劲抄出一份，一字未
改，供兄鉴定。这里面没有一点马列主义，恐怕有不少崇洋媚
外，不过兄非外人，斗胆供你参考，看我当时散文比现在是否
稍有点血肉，但还是不大女性。我的模样是女性，我的个性却
实在有点男性。奈何？我清楚地记得此文发表后曾得朱自清

（佩弦）先生的许可，所以抄兄一读。还有许多还未看完，没有
一点马列主义和政治觉悟，但多少有点人道主义。以后看完，
再给兄抄一两篇，不知有此闲趣否？兄是忙人。我挂号寄上，以
后我去兄处听音乐时取回，或兄来我处时带给我。

今年 7月闻先生 80寿辰，要大大记念。北大拟出一集，问
我能否写一点，我已谢绝，因实在所知甚少。人民出版社来过，
一定要写一点，最后我还是把抄兄的那首诗抄上，附我的一个
注，计600字。我们对闻先生敬佩之至，不写一点是不成话的。
不过这文章应该梦家写的，他已睡去，我犹醒着，只好写一点，
哪能代替他呢？

文学大辞典梦家的材料我已写好。因为我也算作家协会
会员，所以他们也要我写一点。我写了500字交北大审订，尚未
有回信。恐还需删去一点。

问候洁若
萝蕤 6月10日79年

赵萝蕤写这封信的1979年6月，萧乾被错划“右派”的问题
才平反不久，与诸多老友的联络都是刚刚恢复。而他的老友差
不多都是与赵萝蕤一样的文学、文化界“大腕”，在新中国成立
后的历次思想、政治斗争中，基本上都程度不同的受到冲击和
不公正待遇。大家多年睽违一朝重逢，彼此间最迫切的沟通，就
是倾诉音讯阻隔时段中的个人遭遇。由于电话通讯在当时尚不
普及，一大批这种具有相似主题的信件便应运而生。特殊时空
中的特殊情感交流诉求，为这些信件打上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特
殊“伤痕”烙印——从赵萝蕤的信中不难感受到这一点。后来萧
乾把这一批信件都捐赠给了文学馆，其中能与“新月诗派”拉上
关系的，还有历史学家孙毓堂手札一通。内容如下：

乾兄：
手书及《新文学史料》2均已收到，谢谢。
十几年来，其实是二十年来，不大敢和老朋友们联系，因

为怕给人家添麻烦。我当初的问题在于说了几句话，而那几句
话恰好早说了二十年。我有个朋友也如此，为了一篇文章；如
今解决了之后，他把同一篇文章改了个题目，几周前刊登在人
民日报第三版上了。

过去的就过去了吧，向前看。史学界的波涛并不在文艺界
之下。旧波涛过去了，如今在百家争鸣的时候，仍另有新波涛。

诗、文学，我已埋葬三十年了。怪在如今不管中国的、外国
的，新的、古的，看都看不懂了。原故，自己也不得而知。《史料》
中你的文章我读了，叫我增加了不少知识。我知道你是很冤枉
的。但因上述原故，我未敢打听。只记得64年，北京在科学大会
堂开科学大会，有不少国际友人。有两个日本学者写了两篇文
章，他们自己译成英文，译得很蹩脚；还有别国的，也出现类似
的问题。领导上叫我介绍一两个英文好的，我说我只知道一个
最能负担起这工作的人，我提出了你的名字，但我不知道你的
住址。过两天会开了，我未听到下文，可是又不敢问了。如此
者，转眼又是十五年了。

谆谆嘱望，至谢。文学，我已无缘。73年我还好好的，能够
骑车跑二三十里路，但突然患了个怪病，肠中长了些东西，医
云“罕见病”，西医说是“不治之症”。于是服中药，一服便是六
个年头，至今未愈，且加上肺气肿，遂除了去医院外，足不出户
已六七年。

然而，工作还是得做。我本是搞经济史的，去年所里突然
给了我个任务，叫几年内尽快“培养”几个搞“中外关系史”的
青年研究生。如今国际文化交流了，找几个懂些外文、中西历

史的中青年，不仅堂堂一个历史所没有，史学界也不多。可怜
的很。既是“任务”，只好顶着头皮搞吧，如今我才算是“外行领
导内行”了，因为“中外关系史”我自己也茫然。包袱背上了，空
着急，找不到人会作，没办法。自去年成立研究室以来，至今只
有两人，而研究生四个，今年还要增加，这个滋味很不舒服。我
如今正处在这样个可笑的境遇中。

天气转好些时，我当偕内子来看你。我爱人叫我问你，尊
夫人是否在清华外文系上过学？她说尊夫人也许记得她。我爱
人名王务灼，是清华大学51年经济系毕业的。顺祝安好。

毓棠 4/9
与赵萝蕤一样，孙毓棠也是萧乾多年的朋友。早在1936年

秋天，正在上海《大公报》编辑文艺副刊的萧乾主持了一次文
艺奖金评选，获奖作品除了芦焚的小说《谷》、曹禺的戏剧《日
出》和何其芳的散文《画梦录》之外，据说还有孙毓棠的长诗

《宝马》（之所以用“据说”，是因为笔者未进行考证，而萧乾在
给朋友的信中只提到前三个奖）。这部长诗于1939年9月由上
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为《文季丛书》第十种。其手稿被巴金
先生宝藏多年，最后又由巴金先生送进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一
部《宝马》，不仅让孙毓棠在现代诗坛站定了脚跟，而且获得了

“才气最纵横、学力最充足”的“新月派”“压阵”诗人之誉。可惜
他后来弃文从史，亲手“埋葬”了他曾经辉煌的文学生命。但

“史学界的波涛并不在文艺界之下”，信中一句话，包含了多少
堪忆堪思堪借镜鉴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封信与上面一
封一样，都是一份历史的见证。

梁实秋书《无门关》
梁实秋是“新月派”的理论家，是后期“新月”的台柱子之

一。但在文学馆的收藏中，有关他的东西极少，能引起注意的
大概只有一件，即他赠给老朋友冰心伉俪的字幅。字幅所写，
是宋人所撰《无门关》中的一则偈文：“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
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偈文本佛
语，教化于人的是顺时顺事不抗不争听凭自然知足常乐的人
生道理。大哲大美的思想，圆熟清秀的字迹，二者合力打造出
的，是一种温良平和恬适淡定的书卷气、儒雅风。

这幅字，是梁实秋让女儿从大洋彼岸带到北京送给冰心
和吴文藻的，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 1920 年代初期甚至更
远。梁与吴是清华学校同学，1923年一起出国深造途中又巧遇
冰心……这一段传奇般的友谊佳话早已为人所共知因而无需
赘述，总之是人生旅程中的许多共同之处让他们相遇相识并

成为终身的朋友。像冰心一样，梁实秋也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出
身，优裕的家庭条件让他只管一路攀援无需后顾。家传诗书让
他的智力和才气得以早期开发，清华学校又为他提供了持续
性的良好教育，再加上有父亲的心力财力做后盾，他小小年纪
便想结社就结社，想出书就出书……一帆风顺的成长经历，大
概会让他的人生辞典中不存在什么“丛林规则”条目，多的应
该是善良、宽厚、包容和理解一类语词。前进过程中不断吸纳
着这些能给予人生以各种正能量的信息与情愫，所以他博学
智慧，向善尚美，把一派“雅逸有闲”的“新月”之风，在《雅舍小
品》等著作中演绎得淋漓尽致。

文如人，书亦如人。从“无门关”字幅中读到的梁实秋，与
从《雅舍小品》中读到的一样，平易谦和，雍容淡定。惟其如此，
如果不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有谁会相信这位蔼然长者，曾
经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以初生牛犊之勇发动过一场文
坛战争呢？而且一战就是七八年，直面的对手竟是左翼文学的
主帅鲁迅！梁实秋主张文学是少数人的专利品，认为“一切的
文明，都是极少数的天才的创造”，“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
就不是大多数的”。这个观点，自然为刚刚兴起的革命文学所
不容。论战如火如荼，双方都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以至于让
后来者为之扼腕叹息。一篇来自“栉思斋”的博文写道：“如果
他们共同走进了抗日时期，双方还会辩论吗？那时国共已经二
次合作，为民族大义联合救国，那么作为文人，他们会怎么样
呢？”

“他们会怎样呢？”答案其实早已写就：1938年 11月 3日，
也就是武汉陷落敌手一个星期后，日本政府发表了“招安”广
告，声言“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就可以与日本政
府“并肩建设东亚新秩序”。汪精卫闻风而动投敌叛国；蒋介石
虽然没有立刻做出公开的政治反响，但他对抗战前途的勇气
和信心显然已经消失殆尽。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就任国民
党《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主编，为求“好”稿写了一则《编者的
话》，“话”中他对“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的作品发表了“稍为
不同”的意见，主张“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
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此语一出，文坛大哗。1938
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时曾经《宣言》：“民族
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抗敌救国是我们的旗号”。广大
作家响应号召奔赴前线亲历战争，几个月的耳闻目睹已让他
们没有办法不“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了。所以，梁实秋的“话”
无异于檄文，挑战着几乎是所有“文协”作家的神经。鲁迅没有
了，却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孔罗荪、宋之的、巴人、张天
翼等相继发表批评文章，“文协”则由老舍出面致信《中央日
报》抗议对“文协”的“毋视”，强调“梁实秋之《编者的话》中，竟
有‘不知文坛坐落何处，大将盟主是谁’等语，态度轻佻，出语
儇薄，为抗战以来文艺刊物上所仅见”。“有碍抗战文艺之发
展，关系甚重”（罗荪《关于〈抗战文艺〉》）。虽然由于张道藩干
涉，此信未能发表，但梁实秋还是在“群起而攻之”下被击中了

“致命处”——“一·二九”运动之后，他曾在《自由评论》上发表
言论说：“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弱国，比阿比西尼亚还弱的弱国。
我们不配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更不配说什么‘扶助世界
上之弱小民族’，尤其不配梦想‘世界大同’。我们应该干干脆
脆地承认我们现在是一个弱国。”——在正需要鼓舞国家志气
民族志气时听到这些话，说话者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可想而
知……1939年4月1日，梁实秋发表《梁实秋告辞》说：“我不说
话，不是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没有说错话……所有误会，
无需解释，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须答辩，自然明
朗，所有的谩骂与诬蔑，并没有伤害了我什么。”然后，他告别

《平明》，一场论争到此结束。
时光若水，往事如烟。1982年夏天的美国西雅图，当梁实

秋挥毫书写《无门关》偈语时，尘封的往昔可曾忆起？岁月长河
可在心中流过？半个世纪的销磨之后，当年的孰是孰非已不重
要，重要的是朋友依旧友情依旧“风花雪月”依旧，其他一切自
可等闲视之了。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究竟有无“新月派”或曰“新
月社团”的存在？一直是一个带有争议的话题。早在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与左翼阵营展开论争时，“新月”
同人就十分反感这一来自对方的带有批评色彩的称
谓。其当事人（指梁实秋）在多年后回忆“新月”的文
章中仍拒不承认有“派”，也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
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态度归态度，说法归说法，“新月
派”或曰“新月社团”的存在是由其历史和实践决定
的，而其在命名上存有争议只能说明其构成复杂、具
有不同于他者的独特个性。

历史地看，“新月”群体大多先后有留学英美的
经历，他们在思想上整体呈现出对英美现代自由主
义、改良主义的天然接近，在政治立场上以英美模式
为参照，有理想、有抱负，拒绝“左”与“右”，保持“中
间状态”，在文艺思想上注重理性、人性，讲究“健康”
与“尊严”……除文学外，“新月派”广泛涉足政治、经
济、文化、学术等领域，以及没有统一的主张、仅凭相
近的志趣和精神开展活动的事实，确实给从文学单
一角度介入的研究者带来一定程度的认知困难，人
们在谈及“新月派”时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和指涉对象
恰恰反映了“新月”群体的复杂性。当然，造成上述认
知复杂性的还有套用印度文豪泰戈尔《新月集》的

“新月”二字，她贯穿“新月”活动始终，“舍不得”弃
用、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徐志摩执笔：《新月
的态度》），并相继进行了“新月社”、“新月书店”、

“《新月》杂志”、“新月诗派”等冠名，一方面说明诗人
徐志摩是新月派的灵魂级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一方面则表明“新月”活动的阶段性，需在广义、
笼统命名的同时加以分述的“客观事实”。

尽管，1923年 3月于北京成立的“新月社”与后
来的新月书店、《新月》杂志并无过多的直接联系，但
从名字上的追本溯源及徐志摩的活动为依据，“新月
社”显然是不能忽视的一个环节。结合徐志摩文章

《欧游漫录·给新月》（1925）、《剧刊始业》（1926）中的
记述可知：新月社的前身是朋友们的“聚餐会”，从聚
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新月社俱乐部”。
新月社最初只是少数人共同的“一个想望”、是个“口
头的名称”，她源于发起者们文艺活动的兴趣，与后
来具有“实体”意义的新月社俱乐部“并没有怎样密
切的血统关系”。“新月社俱乐部”于1924年成立，社
址设在北京西郊民巷松树胡同 7号，由徐志摩父亲
徐申如和黄子美垫付开办费，参加者主要有胡适、徐
志摩、张君励、丁文江、林长民、林徽因、陈西滢、梁启
超等社会各界名流。“新月社时期”最重要的社会活
动是 1924 年四五月间迎送泰戈尔访华。当时，新月
社同人几乎全体出动，联系主持各种集会、演讲及接
见活动，泰戈尔访华和“新月”的态度，使新月社的名
字及社团活动公开化，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不仅
如此，与徐志摩等新月社员如此倾心仰慕泰戈尔、意
欲借此登上中国现代文化运动的舞台相比，泰戈尔

访华在左派文化人那里遭遇抵制，从一开始就显示
了新月社与其他文化派别特别是左派之间的差异与
对立。

1925 年 2 月，因和陆小曼恋爱而在北京闹得满
城风雨的徐志摩深感舆论压力过大，决定去欧洲旅
游。在写于途中的《欧游漫录·给新月》中，他表达了
期待新月社“露棱角”，或像罗刹蒂兄妹在艺术界里
打开一条新路，或像萧伯纳夫妇在政治思想界开辟
一条新道。然而，这个希望最终化成了泡影。1925年
7月归国后的徐志摩最主要的社会活动莫过于同年
10 月执掌《晨报副刊》和 1926 年相继创办《晨报副
刊·诗镌》（4月）、《晨报副刊·剧刊》（6月）栏目，但对
于新月社务却兴趣日减。“从新月社产生七号的俱乐
部，结果大约是‘俱不乐部’！……一半是人散，一半
是心散。”徐志摩于《剧刊始业》中的这段话生动地道
出了新月社当时的活动状态。此时的徐志摩曾将理
想先后寄托于《诗镌》《剧刊》之上，但无论是前者由
于种种原因的稿事不便，还是后者的乏善可陈，时局
的变化、同人的离散，加之徐志摩忙于和陆小曼的婚
事，都使上述理想未能熬过 1926 年“凋零”的秋天。
新月社俱乐部的牌子于1927年初悄然摘下，宣告了
新月社时代活动的正式终结。

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五四”新文化阵营因为
环境原因纷纷离开北京南移，新月旧友于1927年初
重聚上海，筹划并开办新月书店，“新月派”进入一些
研究者所言的后期阶段（这一说法明显是将北京的
新月社视为“新月派”活动的前期阶段）。新月书店成
立以后，曾出版大量由新月派社员撰写、编辑和翻译
的作品。其中不少作品如徐志摩的《翡冷翠的一夜》

《志摩的诗》（重排版）、《巴黎的鳞爪》《自剖》《猛虎
集》《云游》，闻一多的《死水》，陈梦家的《梦家诗集》

《新月诗选》，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梁实秋的《浪漫
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白璧德与人文主义》，陈
西滢的《西滢闲话》，凌淑华的《花之寺》，陈衡哲的

《小雨点》等，不仅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即使时至
今日也仍有非常高的价值。这些书的出版和1928年
3 月《新月》杂志（月刊）的正式发刊互为推动，极大
地扩张了新月派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在上海时期

“新月派”的组织活动中，闻一多曾对沿用“新月”的
名字略表不同意见，因为这样很容易给人产生此时
的“新月”和北京新月社有某种传承关系的印象，但
徐志摩却对“新月”二字始终情有独钟。徐志摩曾在

《新月的态度》中以“我们这月刊题名《新月》，不是因
为曾经有过什么‘新月社’，那早已消散，也不是因为
有‘新月书店’，那是单独一种营业，它和本刊的关系
只是担任印刷与发行。《新月》月刊是独立的”之阐
述，力图区别“新月社”、“新月书店”、“《新月》杂志”
三者之间的关系。后来，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
也说过类似“上海的新月书店和北平新月社，没有正
式关联”的话，但这并不能影响“新月”之外的读者以

及大多数研究者以“新月”和其活动主脑为由，将三
者联系在一起的看法。事实上，上海时期的“新月”通
过书店、月刊团结故老新人，共同支撑起一方天地、
独领风骚，已使其具有较为典型的“流派”或“社团”
的意味。《新月》杂志的创刊、“新月的态度”的打出，
使新月派正式跻身于现代思想界与文艺界，成为当
时思想界鼎足而三的力量之一。

《新月》自创刊之日起，就呈现出迫切“露棱角”
的态势，从徐志摩执笔的《新月的态度》打出“健康”
和“尊严”的旗帜，到刊载的文章遍及政治、文化、思
想和艺术等方面，新月派对“自由”、“民主”和“宪法”
的吁求虎丘，对中国以后到底应该走“哪条路”的真
诚探讨，都充分显示了新月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
普遍关心。他们渴望在中国遵照西方社会现代价值
观建构理想的社会模式，但又如此的不合时宜。他们
曾和鲁迅先生及左翼文化阵营产生论战，又因不满
于国民党的统治而遭受警告、查禁，其在20年代末、
30 年代初作为独立的政治文化派别的面目以众目
昭彰。当然，随之而来的则是新月派内部的文艺派与
政治派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1929年7月，徐志摩等
离开《新月》编辑部，后于1931年1月创办《诗刊》，预
示着新月派的瓦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随着1931年
下半年新月派“政治领袖”胡适转向国民党、寻求妥
协，新月派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独立身份已不复
存在；而 11月徐志摩的不幸遇难，更使新月派失去
了“文艺领袖”和“灵魂”。至 1933 年 9 月，在《诗刊》

《新月》相继停刊之后，胡适作为新月书店的代表，在
新月书店和商务印书馆的“让与合同”上签字，新月
书店停业，在上海的新月派活动，也旋即宣告结束。

在“新月”的历史中，还有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
争议的称谓，此即为“新月诗派”。“新月诗派”以《晨
报副刊·诗镌》为起点，成长和发展于《新月》和《诗
刊》时代，总结于陈梦家的《新月诗选》（1931 年 9
月）。她因《新月》杂志而得名，《诗镌》阶段不仅有徐
志摩、闻一多（其诗歌理论的成就自然无需多言）这
样的诗歌大家，还有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
杨世恩等世所公认的新月诗人；《新月》时期有陈梦
家、邵洵美、方令孺、方玮德、卞之琳以及与之有密切
关系的臧克家、何其芳等诗人。徐志摩去世后，陈梦
家是后期新月诗派最重要的诗人。至 30年代中期，
戴望舒邀请孙大雨、卞之琳等人共同主编《新诗》杂
志，新月诗派就与现代诗派合流了。

从“新月”的历史可知：与“新月”相关的几种称
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她们可以在广义上笼统地归
结至“新月”的历史活动之中，但在具体指认时又需
加以甄别。尽管客观来看，直到《新月》杂志的出现，

“新月派”才算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没有北京
因文化志趣的相同或相近的合作，又怎会有上海的
重聚和迅速崛起，何况“新月”二字的挥之不去和诗
歌创作上的前后联系及《新月诗选》编选过程中的自
我认同，也使“新月”难以割裂前后的历史。“新月”应
当在广义称之为“新月派”或“新月社团”的前提下，
进行阶段的划分和新月社、新月派、新月书店、《新
月》杂志、新月诗派等的称谓的具体界定，惟其如此，

“新月”才会全面呈现其复杂的历史面貌进而展开相
应的、有针对性的现象研究。

“新月”的历史及其几种说法
□张立群

（上接第6版）这个“百般的疑心”、这个“不断地说话却没有回答”的，令人意会出诗人面
对的那个人。自然，艺术的产生不可能离开自我，诗歌的创造更是心灵的写照，林徽因在
香山灯影里的诗歌写作，处在那样的环境与情景之下，不可能没有徐志摩的身影，现实
的映像与昔时的回想，但当这一切都升华为诗时，便具有了普泛的意义，不再是个体所
指了。所以林徽因的研究学者陈学勇不赞成索引式的阅读，他认为：“假如作索引派读林
徽因诗歌，恐怕会越读越糊涂的。即使索引得好像是一清二楚，那蕴涵普遍意义的情愫
受了局限，降为个别经历的感受，势必影响品味林诗的想象空间。”（陈学勇《莲灯微光里
的梦：林徽因的一生》）

林徽因在营造诗歌艺术的时候，同时开始了小说创作，《窘》也是发表在1931年9月
徐志摩主编的《新月》上。说是小说，林徽因却是用了诗歌的心理结构方式，基本没有情
节，只有几次从偶然到刻意的相遇，将一个成熟男人（维彬）对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芝）
爱慕、爱恋所表现出的窘态，以及少女在成熟男人面前的天真与宽厚，细致入微地传达
了出来。初次的小说写作便有如此精到的对人物心理与性格的把握与描写，再次体现了
林徽因不凡的文学天分，但随之也招来了对位阅读，再次引起猜度，指向的便是“传说”
中徐志摩与林徽因的“剑桥故事”，作品中所体现的少女芝对成熟男人维彬教授的“宽
容”与“宽厚”，本是一种少女身上的美德，不想令男主人过分尴尬，但也可能让人读出，
那是留给男人继续想入非非的缺口。对作品的解读，原来有这样分野的！

林徽因在香山疗养期间，冰心也曾去探望。这不仅因为她们是福州的同乡，两位女
士的丈夫吴文藻与梁思成还是清华的同窗，四人都在美国留学。对于林徽因与徐志摩的

“浮言”，冰心自然早就听到过，她并不相信，但也不赞成林徽因的一些做法。为此，专门
写了一首诗《我劝你》，与林徽因的《激昂》，同时发表在《北斗》创刊号上。《我劝你》在冰
心的诗歌中算是较长的一首，诗中说“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作者以女人的口气，劝
说另一位美丽高贵、却爱上了多情诗人的女人，说你别听他的那些好言虚语，什么灵魂
仍在天涯飘零，都是哄你的，作者劝女人不要真诚、不要心软，那是他在用充满剧情和诗
意的美丽谎言，投合你的爱好与虚荣。并指出如果继续这场游戏，你的丈夫将不会永远
糊涂，你也将停留迷途；还悄悄地告诉她，这场游戏只是诗人无穷游戏的一场，因为浪漫
的诗人又寻到了“一双眼睛”。这首诗很快便被人认出，被劝诫女人可能就是林徽因。《北
斗》的主编是丁玲，向冰心与林徽因约稿的是沈从文，丁玲在编发了这首“劝诫诗”后，曾
写信告诉沈从文自己对诗的寓意、寓指的理解，沈从文则又给徐志摩写信，不指名地赐
予诗作者一个“教婆”的“美名”，信中说：“我这里留到有一份礼物：‘教婆’诗的原稿、丁
玲对那诗的见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记录。等到你五十岁时，好好地印成一
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黄艳芬《“教婆”应为冰心》）

恰如诗中所言，虽然女人知道女人的心，但“我晓，只有女人的话，你不爱听”。显然，
林徽因怎么会接受这种劝诫呢？林徽因是一个会接受劝告的人吗？恰在此时，徐志摩飞
机失事，又是因为赶来听林徽因的演讲，文坛一片哗然、一片惋惜，痛失诗人也感叹诗
人，赞美声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冰心便是那不同声音中的一个，在给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的梁实秋写信时，再一次表达了她的心情，“究竟是‘女人误他？’‘他误女人？’也很难说。
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并且披露
了徐志摩去看她留下的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
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这句话，冰心使用了引号，并非虚言，徐志摩最后
一次离别北平前，曾到燕京大学看望柏雷（BILL）夫妇，也到燕南园60号小楼，向冰心道
别，那句话便是在那天说的。冰心后来在与萧乾、文洁若夫妇交谈时，对那天的情景及林
徽因与徐志摩的关系，有更具体的说法。文洁若说：“那是凌叔华去世后头一次见到大
姐。话题不知怎地就转到林徽因身上。我想起费正清送给萧乾的《五十年回忆录》中，有
一章谈及徐志摩当年在英国怎样热烈追求过林徽因。我对大姐说：‘我听说陆小曼抽大
烟，挥霍成性。我总觉得徐志摩真正爱的是林徽因。他和陆小曼的那场热恋，很有点做作
的味道。’大姐回答说：‘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徐比她大十来岁，而且
是个有妇之夫。像林徽因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为自己的缘故打离婚的。’接
着，大姐随手在案头的一张白纸上写下这样十个字：说什么已往，骷髅的磷光。大姐回忆
说：1931年11月11日，徐志摩因事从北平去上海前，曾来看望过她。这两句话就是徐志
摩当时写下来的。他用了‘骷髅’、‘磷光’这样一些字眼，说明他当时已心灰意冷。”（文洁
若《林徽因侧影》）

果然，离开燕南园8天之后，即19日，徐志摩赶回北平听林徽因用英文做有关中国
古建筑的报告。当天没有班机，他想方设法乘了一架运邮件的飞机。因雾太大，在鲁境失
事，不幸遇难身亡。灵魂人物离去之后的不久，“新月社”随之也落下了帷幕。

徐志摩飞到天堂去了，文学风景留在大地，“新月”落下了，林徽因的文学之路还在
月下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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