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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文物遗存小记
□许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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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历史文本叙事中，闻一多的身份定位是诗人、学
者、民主战士。名目虽不少，却不足以概括其广泛的志趣和渊
博的才学。他从丰厚的家学承继出发，年满12周岁（1912年）
时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7岁（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
表系列读书笔记《二月庐漫记》；22岁（1921年）时与梁实秋等
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23岁（1922年）写成《律诗底研究》，并
与梁实秋合著出版《冬夜草儿评论》；24岁（1923年）出版第一
部诗集《红烛》；29岁（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此后则
致力于中华古籍的整理挖掘，尤以《周易》《诗经》《庄子》《楚
辞》之研究成果丰硕。短短47年生命历程，却在诗歌、绘画、书
法、篆刻、格律研究、古籍整理等多种文化门类中都有重要建
树。其人其才，堪称凤毛麟角，郭沫若曾以“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誉之。

如此华彩人生，理应遗存丰厚，而文学馆所藏中却并不多
见。现捡拾其一二小记之。

《冬夜草儿评论》等初版本
翻捡《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知文学馆所藏闻

一多著作单行初版本有三：《冬夜草儿评论》《红烛》《死水》。
《红烛》是闻一多的第一部诗集。1923年9月初版。上海

泰东图书局印行。内收《李白篇》3篇、《雨夜篇》21 篇、《青春
篇》17篇、《孤雁篇》19篇、《红豆篇》1篇，共计诗作61篇。

《死水》是闻一多的第二部诗集。1928年1月初版。上海
新月书店发行。内收《口供》《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什
么梦？》《大鼓师》《狼狈》《你莫怨我》《你看》《也许》《忘掉她》等
28篇作品。

《冬夜草儿评论》是闻一多与梁实秋合著的新诗评论集。
1922年11月由清华文学社出版。内容为《草儿评论》和《冬夜
评论》两篇长文，前者为梁实秋所作，后者出自闻一多之手。

《红烛》与《死水》乃闻一多代表作，其名之盛，可谓妇孺皆
知，无需赘述；倒是《冬夜草儿评论》，因为是合著，事关闻一多
与梁实秋两个人，则不妨多说几句。

闻一多与梁实秋，一个生于 1899 年年末，一个生于 1903
年年头。两个人都在年满12周岁时考入清华学校，闻一多比
梁实秋实长 3 岁高三级。都出身于书香门第，都从小饱读诗
书，都在清华这所从教育思想到办学方针、课程设置诸方面都
具国际水平和现代色彩的学校里接受了新的知识，又都在五
四新文化运动大潮中鼓荡起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勇气和理
想。虽然后来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分道扬镳，但在当时情况
下，他们的确是因为共同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共同的文学追求
走到了一起，其标志就是1921年“清华文学社”的问世。

“清华文学社”前身是“清华戏墨社”，那是梁实秋的父亲
梁咸熙应儿子要求，出资在清华校园内组建的一个小小社
团。初建时社中同仁钟情的是书法篆刻，两年后转向与人生
关系更紧密的文学，“戏墨社”随之更名为“小说研究社”。闻
一多加入后建议其再次更名，“小说研究社”遂为“清华文学
社”所代替。

“对于诞生于新文学运动中的新诗，梁实秋与闻一多看法
相同而且坚定。他们无条件地拥护诗歌革命，对新诗的诞生
表现出无比热情。但他们又同时都十分重视诗之为诗的基本
条件：美。他们认为，既然是诗，就得有‘诗的艺术、诗的想象、
诗的情感’。在诗歌王国中，宁可多一点贵族精神，也万不可
提倡什么‘平民风格’。根据这种标准，他们激赏、推崇的是郭
沫若的《女神》，而对与《女神》几乎同时产生的几部诗集表示
不满，其中包括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

《冬夜》等。他们认为，像胡适‘人力车夫，人力车夫，车来如
飞……’俞平伯‘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康白情‘旗呀，旗
呀，红、黄、蓝、白、黑的旗呀’、‘如厕是早起后第一件大事’之
类的诗句太‘恶俗不堪’，是根本不可入诗的。”（见宋益乔著

《梁实秋传——沧桑悲欢》）
这些话，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两人分别写出了

《草儿评论》和《冬夜评论》，把自己对新诗创作的意见尽情倾
诉：“不幸的诗神啊！他们争道替你解放，‘把从前一切束缚你
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打破’，谁知在打破枷锁镣铐时，他们竟连
你的灵魂也一齐打破了呢！”这情感充溢的文章先寄给了北京
晨报副刊，结果竟如石沉大海，请求退稿也不见回音。正无奈
之时，又是梁实秋的父亲解囊相助，拿出100元送给两位年轻
人，使他们得以把两篇文章做成一本书出版。闻、梁二人的合
作宣告成功，“清华文学社”也因此有了自己的“丛书第一种”。

此后，两个人都诗兴勃发，着力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去演绎
自己的新诗理论。一年多后，闻一多完成了他的《红烛》，梁实
秋也写出了《红荷之魂》《题梦笔生花图》《落英》等新诗 30 余
首，拟以《荷花池畔》为名结集出版。此时正远在大洋彼岸的
闻一多视其为《红烛》的姊妹篇，越俎代庖为其设计了封面写
就了序言，不料梁实秋却突然取消了出版计划。情况突变，原
因不明，闻一多不禁顿足叹惋：“《荷花池畔》千呼万唤还不肯
出来，我也没有法子。但《红烛》恐怕要叹着‘唇亡齿寒’之苦
吧！”

写在《晨夜诗庋》上的《跋》及其他
文学馆的唐弢文库、薛汕文库和图书大库中，各藏有一本

1937 年 4 月初版、由北平佩文斋书店代售的《晨夜诗庋》。这
是一本诗歌戏剧集，彭丽天著，32 开本，竖行直排，3 页目录，
142 页正文，4 页《后记》与《跋》。内容分上、下两篇。上篇收

《十三夜有梦》《秋夜飘流吟》《天颂》等短诗19首，下篇收童话

诗《一个旧传的故事》和诗剧《庞琪》2种。
平心而论，在浩浩荡荡的新文学版本队列里，《晨夜诗庋》

只能算是一个不大起眼的小兵，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站
在被热情遗忘的角落里。而近几年来忽然受到关注，应该说
最重要原因来自它的《跋》语——此为闻一多所写，其全文如
下：

这是一个人六年中的成绩，其间也并未以全副精力费在
这上面。但这里，新诗在旁的路线上现在已经走的很远了，这
里有着几条蹊径，似乎都未经人涉足。正因旁人不走，道上许
太嫌冷落，所以这本书的出世，才需要我来凑凑热闹，说得郑
重点，便是作个介绍。然而奇怪为什么作介绍的乃是一个对
走任何道都无兴趣的人呢？说来却是一段因缘。当丽天初碰
见我的时候，我对新诗还是热心的，自己热心作，也热心劝别
人作。丽天之走上诗的道上来，总算是因为我的鼓励而感着
更起劲的。不料把他（还有不少别的人）邀到了那里之后，我
自己却抽身逃了。我之变节，虽有我的理由，但想起这些朋友
们，总不免感着一种负心的惭愧。现在丽天愿意将已往的收
获印出，以告一段落，便为替自己赎罪计，我也不能不趁此说
几句话。也许这是我对新诗最后一次插嘴的义务罢！

此跋写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六日”，即1937年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前夕。其时闻一多正担任着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
授，《晨夜诗庋》的作者彭丽天则正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就读。
据刘福春博文介绍，彭丽天 1911 年 2月生于广东兴宁。1931
年考取青岛大学中文系，1934年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6年
毕业后又读外语系一年。1937年抗战开始后回乡工作，1941
年经闻一多介绍至昆明西南联大教书。《晨夜诗庋》既收入了
他“六年中的成绩”，可知他“初碰见”闻一多是在 1930 年前
后。那时闻一多的第二部诗集《死水》出版不久，虽已开始将
目光转到对中华古籍的整理挖掘上，但“对新诗还是热心
的”。“丽天之走上诗的道上来”，正是由于他的鼓励“而感着更
起劲的”。诚如《跋》语所言，像彭丽天一样被闻一多“邀到了”
诗国的青年“还有不少别的人”，与彭丽天差不多同时者就有
最著名的两个——臧克家与陈梦家。

臧克家的家是“诗家”：祖父爱诗，父亲爱诗，族叔臧亦遽、
臧武平也都爱诗……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用他人创造的形式
抒发着自己的苦闷、矛盾、幻想和爱情。只是“事先既不作绸
缪的苦思，事后又不下功夫删改”，所以诗作倒是写了不少，而
真正走上诗坛却是在 1930 年夏天之后。“人生永远追逐着幻
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无底的苦海。”这是臧克家
写在国文试卷上的“杂感”，闻一多慧眼识珠，凭着这三句诗
语，就把数学交了白卷的臧克家拉进了青岛大学。入学后臧
克家揣着一沓诗作怀着一颗“雄心”第一次拜访了闻一多，一
席话，十年书，从此闻一多的《死水》便装饰了他的几案、他的
心头。3年之后臧克家在北平出版第一本集子《烙印》，“闻先
生为之写了序言，又付了三分之一印费——印了四百本，花了
六十元——闻一多先生出了二十元，王统照先生出了二十元，
另外，是一位朋友慷慨解囊。书印出来了，茅盾，老舍，韩侍
桁……诸先生在《文学》《现代》上给了批评，其实是给与了鼓
舞，而书很快地就卖完了。再版，有两家争着出……”

陈梦家与臧克家不同，他从 16 岁开始写诗就师从闻一
多。那时他刚考入南京的东南大学，适值闻一多在此校任教，
两人有缘从师生而成吟友。1930年秋天，杨振声诚邀闻一多
履职青岛大学，尚未拿到毕业文凭的陈梦家即被带到青岛作
其助教。此后一段时间里，陈梦家的诗作水平长足进步，从
1930年至1934年间，就有《梦家诗集》《铁马集》《在前线》等诗

集相继出版。1979 年闻先生 80 寿辰，北京大学拟出文集纪
念，向梦家夫人赵萝蕤索文，赵在致友人信中谈到此事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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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正如梁实秋在《谈闻一多》时所言：“一多从来没有忽
略发掘新诗的年轻作者”。换言之，闻一多对新诗的热心表现
在两方面，即除了“自己热心作”，“也热心劝别人作”。从这个
意义上说，闻一多对新诗的贡献，除了《红烛》《死水》树起的标
杆之外，还有对后来者的无私帮助与提携。学而不厌，诲人不
倦——真正的大师风范，烛照永远。

《西南行》速写组图
从 1922 年至 1925 年，闻一多留学美国，在芝加哥美术学

院攻读油画专业。学成之后甫一回国，即担任了北平艺专的
教务长，并曾短期兼任该校油画系主任。北平艺专即如今的
中央美术学院前身，闻一多为其教学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个人的美术创作活动却鲜有精力顾及，因而留下的绘画
作品不多。1999 年 11 月中央美术学院与北京炎黄艺术馆联
合举办的《闻一多美术作品展》，汇集展出了他创制于1921年
至 1946 年的水彩、水墨等作品，其中的线描《西南行》速写 36
幅，是他跟随长沙临时大学南迁昆明途中的即时之作，应为其
中最珍贵的文物之一。

1937年 7月 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
华战争，华北首先告急。为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火种，北
京、天津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徙，先后有十余
所高校迁入云南。在这场同样维系着国家命运民族未来的文
化长征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相继离京南下，先至长沙与南
开大学一起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又因战火烧到了长江北岸而
再度南下，到昆明后改临时大学为西南联合大学。为形势所
迫与条件所宥，临时大学再度南下时不得不兵分三路：一路乘
火车，沿粤汉铁路经香港、越南进云南；一路坐汽车，沿湘桂路
经广西、越南入云南；另一路则是开动自己的两只脚，沿湘黔
公路步行至云南。闻一多以其一介书生的文弱之躯自愿报名
加入步行团，《西南行》速写组图则是那次艰苦备尝的远征之
见证与收获。

笔者无缘得见其速写原作，只在文学馆收藏的陈年画报
中见过照片。粗犷遒劲的线条，苍凉雄奇的画面，天、地、山、
水，路、桥、树、石……祖国大好河山尽在其中，笔笔写实，却又
笔笔写意，用一腔爱国激情描画出了中华民族的刚强与坚
韧。一支350多人的队伍，于1938年2月20日由长沙动身，经
由常德、沅陵、晃县……68天长途跋涉3600里，于4月28日安
抵昆明。出发前得知闻一多要步行赴滇，有同事质疑他的选
择，同为清华教授的杨振声甚至开玩笑说：“一多啊，你也要参
加步行团呀，你要去的话，你得带个棺材呀，要是死在路上，还
得让人抬回来。”而事实却让大家的担忧成为多余，闻一多果
真用他的一双脚走完了西迁的全部路程。

事后，闻一多曾向其朋友浦薛凤述及此事，始有步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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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记载。团中另外还有李继倜、曾昭抡、黄子坚与袁复礼等四名
教授，其中惟袁复礼“略走”而“多坐”随团拉行李打前站的汽
车外，“一多等则真算步行三千里”。“每日约走60里（一站），大
抵住宿县城”。走得最长的一天是53公里，而且既要爬山，还
要涉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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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所见风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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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天道酬勤，闻一多此行不虚：既搜集了

“尽是男女相悦相慕之词”的云贵民间歌谣，又创作了“尽
是旅途写生风景”的《西南行》铅笔画数十幅。浦薛凤认为
此画“笔意苍老，取材别致”，“可传不朽”，故曾面嘱闻一
多好生“宝存”。

篆刻原拓印模
也是在文学馆的收藏中，见到过闻一多的篆刻印模数

帧——不是原拓，是照片，如“吴晗”、“冯友兰之鈢”等，显然都
是西南联大时期所制。但闻一多对篆刻这门国粹的迷恋，却
是从 1927 年就开始的，有他当时写给友人饶孟侃的信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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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油画而诗歌而篆刻，闻一多集多种才艺于一身。为学
油画他曾远涉重洋，在对岸转过一圈之后，最终的选择还是祖
国的传统文化。书信中的诙谐表述，既见其爱好，亦见其立
场。只是他开始制印时的动力全在兴趣，到了抗战末期则不
得不“为稻粱谋”了。那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连大学教授们
的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生当此时，别无他方，闻一多只有刻
卖图章补贴家用以自救。本是无奈之举，所幸深得同仁的理
解与支持。为让他多赚几文钱，浦江清特在他的刻字摊旁悬
挂起《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一则：

秦鈢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
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
成趣。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
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斵轮老手，积习未除，占
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
名章，共搉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
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

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梅贻琦 冯友兰 朱自清 潘光旦
蒋梦麟 杨振声 罗常培 陈雪屏
熊庆来 姜寅清 唐 兰 沈从文

同启
自来君子耻谈利。切石索价，闻一多必羞于启齿。然浦

江清此仿六朝骈体《润例》一出，化世俗为风雅，立解窘者之
困；而12大教授的联合签名，更成就一段文坛佳话。闻一多深
感同仁好意，刻工愈勤，从 1944年 4月到 1946年 7月，竟留下
1400多方印谱。个人生活也赖此稍有改善，请看其信中自述：

“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
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
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此外尚有一点颇值一提：闻一多制印，每每把胸中丘壑化
作长文边款，使小小印章顿生诗情画意。其中惯常被称道者
有二：一是为孙毓棠印所题100余字：“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
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
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也。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
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
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
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於昆明之西仓坡寓庐。”一
是为华罗庚印所题铭文：“甲申岁晏，为罗兄治印，兼为之铭
曰：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
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两处边
款，前者有“抗战家书”之誉，后者的主人则有专门文字记载此
事说：“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着它，每当我
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
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见华罗庚文《知识分子的
光辉榜样》）

除上述所记之外，文学馆还藏有至少一套《闻一多全集》，
4册，精装，32开本，1948年8月开明书店初版。这套书是朱自
清先生用尽生命的最后力量组织整理编辑的，是他对闻一多
先生的一种特殊的纪念。闻一多遇害时，朱自清的胃病已相
当严重，但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全力投入工作中。闻一多精
通各种文化典籍，研究指向既深且广。整理他的遗稿，实非易
事。朱自清知难而进，挺身担当，他在写给学生王瑶的信中
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
编成，设法付印。”文学馆现藏朱自清写给书店经理刘景超的
七张便条，全为求书购书之事。最早一张是1948年4月16日，
最末一张写于1948年7月6日。前后不到3个月，共索书十数
种，除去《我们的七月》和《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外，余者皆为
古代文学作品，如《封神传》《春灯谜》《白香山诗集》《元曲选》

《红楼梦传奇》《长生殿》《西厢记》等等，不知是否为整理书稿
时参考之用？只知道最后一次购书距他离世只有37天，而当

《闻一多全集》出版时，他已先行远去了。忆起这些，便仿佛听
见一个宏大的声音正在天际回响：“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
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
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
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
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闻一多手稿《九歌古歌舞剧悬解》（原稿上闻
一多自题为《九歌古曲翻新》，内容包括《迎神曲》

《东君》《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
命》《河伯》《山鬼》《国殇》《送神》等十幕——编者
注），由北京市文联赠存到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为
现代文学史上一件有价值的文物得以妥善地保
存，我个人感到无限欣慰，因为我和它有一段历
史渊缘。

闻一多是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业师，除了
在中文系给我们讲授“楚辞”课之外，他还鼓舞我
们、指导我们于1945年春夏之交，在昆明举办了
一次“圭山区彝族音乐舞踊会”，那是一次极有历
史意义的盛会。举办这个会之前，我带着彝族青
年毕恒光到闻先生的家里请求指教。在闻一多的
鼓舞下，我们才决定举办那次的演出。演出克服
了种种困难，在昆明文艺界的支持下，取得了成
功，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没想到这次
活动竟给闻先生多年研究《九歌》的工作提供了
一点启迪。演出会结束不久，8 月初闻一多把赵
沨、肖狄、梁伦、郭良夫和我召到他的书斋里，拿

出了这份手稿向我们说：“大家都说我这些年来
对楚辞、九歌有点研究，我这点研究的成果都凝
聚在这上头了。”然后他把事前让孩子们复写好
的四份抄稿连同这一份手稿发到我们五个人手
里，让我们围坐在他的身旁给我们“说戏”。他神
采飞扬地给我们讲述了他的创作意图，讲了导演
的构思，讲了舞美设计，还讲了演出形式。他像一
个气魄宏伟的总导演把有关创作演出的一切手
段都调动起来了，还给我们每个人都具体地分工
派了活：让赵沨负责音乐创作，梁伦负责舞蹈编
导，郭良夫负责服装舞美设计，肖狄负责排练演
出，并让我根据他说的“戏”草拟一个演出脚本。
最后由他审阅定稿，然后运用联大学生中组织演
出彝族音乐舞踊会的那批骨干力量，用民盟的名
义举行义演。

那次会面不久，昆明局势急剧变化，西南联
大完成了历史任务，三校师生陆续向平津复员。
我当时是联大学生自治会最后一届的三个常务
理事之一，每天忙于送一批批的同学乘车北上。
1946年8月初送走了最后一批同学离昆后，正好

遇到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乘搭中央航空公司
的便机去重庆，于是我就匆匆忙忙地离开昆明
了。当时我计划经四川转陕西。8 月上旬一到重
庆就听到了李公朴被刺的消息；一个星期后我路
过成都时，又听到闻一多遇难。悲痛之余，我忽然
想起匆匆离昆前，闻一多给我们讲《九歌古歌舞
剧悬解》的事，我仿佛还有一个草本在手里。我急
忙从车上搬下了行李箱一翻，果然找到了，而且
竟是闻一多的亲笔手稿。

我捧着这本手稿，在灯下翻阅了一遍，看到
那些工整遒劲的字迹，仿佛又看到了闻一多庄严
刚毅的神态。当时我默默地发下誓愿：有朝一日
全国解放后，我一定要像组织圭山彝族音舞会一

样，尽一切努力把这个歌舞剧排演出来，完成老
师的遗愿。

1947年夏天，我辗转来到了北京，在清华任
教，见到了郭良夫，他告诉我闻一多选集的编委
会正在四处查找这篇文稿，急待发排。当时我赶
紧将文稿拿来，请他们抄了一份，刊载在全集第
一册里。这份手稿我仍慎重地保存着，一直到全
国解放。

1949年年初，我从清华调到北京市委工作，
在李伯钊领导下，开始了北京市文化艺术事业的
创建工作。1950年成立了北京市文教局文艺处，5
月份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成立了北京市文联，
在文联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资料室。为了珍惜
这份来之不易的手稿，我与荣宝斋的老师傅联
系，把它裱装成册，一直保存在文联资料室。

我保存这份珍贵的文稿，最终愿望是希望将
来有朝一日能把这个古歌舞剧组织创作排演出
来，搬上舞台，既能完成闻一多生前的愿望，也会
给中国歌剧舞台上增添一份光彩。但由于主观客
观种种原因，这一愿望一直未能实现，想起这件

事来，真是令人遗憾。
文化大革命前夕，长春电影制片厂打算拍一

部写闻一多的影片，由吴天任导演，吴天带着个
镜头的脚本，到北京访问一些与闻一多生前有交
往的朋友补充一些素材，辗转找到了我。我和他
在长谈中，提到了闻一多这本手稿，他很感兴趣，
从我手中借去翻阅，久久未还。接着文化大革命
就开始了。十年“文革”，一场浩劫。粉碎了四人帮
后，我又想起了这本手稿，几经打听，才知道吴天
已由长影调到珠影，如今已瘫痪在床，神志不清，
已无处查寻了。

1985年，正值昆明“12·1”运动40周年纪念，
昆明师范学院撰写“12·1”运动史，派人到北京来
收集有关资料，打听到我曾珍藏着这本手稿，专
程到文联来访问我，想复印利用。我遗憾地告诉
他，这本手稿早已遗失了。事情真巧，正当我和来
人共同为此事而惋惜的时候，我们文联资料室当
时的负责人李文贤正好推门而入，他说手稿未
丢，仍藏在我们资料室里。当时我真不敢相信，但
李文贤转身下楼，拿来的正是这本失而复得的手
稿。问起来才知道，在“文革”抄家时，我曾悄悄地
把文稿交给李文贤妥为保存，时过境迁，我早已
把这件事忘记了。

前几年，我“雄心”不死，还曾游说北京歌舞
团的领导人排演此剧，赵沨也曾试着动员中央实
验歌剧院排演此剧，但因种种原因都未能实现，
我只好遗憾地祝愿手稿得到妥善的保存，也就算
告慰闻先生在天之灵了。

后来，中国现代文学馆具函北京市文联，希
望能把闻一多这本珍贵的手稿移存到文学馆，供
全国文艺界瞻仰。市文联的领导和文联研究部、
资料室的负责人欣然同意了这个要求，郑重地把
这本手稿赠存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为这件珍贵文
物的保存者和见证人，我虽然心里还留有几丝遗
憾，但最终还是感到非常欣慰的。

欣慰与遗憾
□王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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