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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一 多 研 究 动 态          
 

第一三六期·增刊 

 

主办：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会                   北京·2018年 12月 

==================================================== 

 

肝胆诗魂两不弃 

──论闻一多爱国思想的脉络与爱国诗的创作 

（2017 年 11 月日本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蔡富澧 

 

摘要：中国被誉为诗的民族，自古以来便有诗的传统，但是这些

诗作从《诗经》以降，都是以文言文创作，且受各种诗体句式之规范，

直到「五四」运动后，白话诗创作才风起云涌。新月派诗人闻一多际

此历史转折之时，既身具深厚的国学基础，又远渡美国学习西方文学

艺术，融合古今中外学术于一炉，为彷徨的中国文学艺术开展一条康

庄大道，其学术地位是无可抹灭的。但其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一以

贯之的爱国精神，不论是去国怀乡，或是身在国内，他都是抱着忧国

忧民的心念，从事爱国运动、创作爱国诗歌，即使最后不为反对势力

所容，抱憾身殉，但他的作品与事功，已经为中国人留下典范。本文

试图由其一生事迹及作品，披沥其爱国思想发轫之脉络，分析其爱国

诗篇之创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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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作为一个新旧朝代交替时期的诗人，闻一多（1899-1946）的一

生正是近代中国最动荡不安的时代，革命四起、清帝逊位、民国建立，

接着军阀割据、东征、北伐、抗战，身处这样的乱世，闻一多从湖北

乡下接受传统教育，之后到北京清华大学研习新学，再从中国远渡美

国学习艺术、文学，留学期满时不愿为了文凭延长期限，毅然返国任

教。即使不在中国的时间，闻一多也关注着国内局势的演变，并以他

擅长的新诗作为表达个人情感的书写工具，开创了中国新诗（现代诗）

的时代，并且在新的形式上试图建立诗歌的格律，以与古老中国的诗

歌传统接轨。 

身处乱世，闻一多坚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与薪传，早期在

家乡的古典文学训练，让他具有很好的文字、文学基础，为往后的文

学创作（尤其是诗）与学术研究奠定良基，也让他在传统的儒家思想

上找到安身立命的根基，甚至于为了理想殉身无悔，他的生命可说绝

大部分跟诗有关，甚至他的死，也被誉为一首伟大的诗。
①
在闻一多

48年的生命历程中，虽然诗作（包含新诗与古诗）数量不多，但他为

国家、为文学、为生命奋斗的心志，跟诗的关联是无法切割的，他的

一生比起其他同时期的诗人、文学家都更曲折精彩，更壮烈。而其所

以有这样的作为和表现，和他对于家、国之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①
 蓝棣之：《闻一多诗全编·前言》，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6年 12月出版，第

1页。蓝棣之在其所编之《闻一多诗全编》前言说：「诗，这是他一生活动的一个

中心点。他的文学创作是诗；他的文学评论捍卫青年们的文学作品撰写的序言，

是谈诗；他的古典文学研究对象唐诗、楚辞、诗经、也是诗；他的死，可谓一首

伟大的诗。」以下引用同书文字，仅注明作者、书名及页数，以省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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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一生孜孜矻矻想要为战乱动荡的中国社会找一条出路，他

的爱国心是无可置疑的。而身为诗人，他将这份爱国之心早早表现于

诗中，在三十岁之前便已出版仅有的二本诗集《红烛》、《死水》，以此

奠定诗坛地位。由此，我们可以从诗中找到闻一多爱国思想的脉络，

也可以看到闻一多自己对新诗创作的理念与实践。 

 

二、肝胆生来为家国 

 

闻一多的爱国心不仅众所皆知，且成为他一生鲜明的标记。《中

国现代文学辞典》关于闻一多，便有「其诗自然和谐，技巧圆熟，蕴

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当时有很大影响。」的叙述
①
；朱自清也

说：「闻先生是一位爱国诗人……是当时新诗作家中唯一的爱国诗

人。」
②
 

爱国是一种崇高的情操，古来许多「忠君爱国」的典型，最后都

凝结于诗人的作品之中。因此，王启兴、张虹在其选注的《中国现代

爱国诗歌精品》前言中，开宗明义便说： 

 

爱国，是一种极普通又崇高的观念和感情。说它「普通」，因为

这是每一个中国国民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精神品德；说它「崇高」是

因为他常常表现了国民灵魂无私的光耀，思想的美丽，感情的升华。
③
 

 

                             
①
 张芬、高长春、罗凤亭主编：《中国现代文学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6月出版，第 111页。 
②
 朱自清：《朱自清自传·痛怀闻一多》，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7年 1月出版，

第 218页。 
③
 王启兴、张虹选注：《中国现代爱国诗歌精品》，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年

12月出版，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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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虽是极普通又崇高的观念和情感，但往往许多人无法具备或

表现，因为这种观念和情感已经超出个人、家庭的范畴，对整个国家

民族付出真诚恳切的大爱，甚至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若没有坚贞的

信念与伟大的情操，断然无法做到。崇高是宏伟、高贵的热情的表现，

使艺术的创作者与体会者情动神驰，
①
身为诗人，唯有将崇高的爱国思

想融入诗中、表现于行动上，才能够展现无私的光耀，成就伟大崇高

的人格。闻一多的一生充满了爱国思想，并且身体力行、一以贯之，

最后并因此而殒命丧生，这种精神毋宁是崇高的。而闻一多爱国思想

的萌发与其各时期所学所思有绝大的关系，但其生命时期的划分，却

因不同撰述者的认知而有所不同。以下就个人所见略述之。 

（一）闻一多生命历程的划分探讨 

闻一多从小接受儒家教育与思想，但也在进入清华学校之前便接

触西方学术，其思想的转变有一定轨迹可循，也和生命的期程有所关

联，但因各家认知不同，对于闻一多生命或思想期程的划分便有所差

异，仅胪列如后： 

1.朱自清 

1946年 7月，闻一多遇刺身亡后，好友朱自清写了一篇〈痛怀闻

一多〉纪念他。在这篇文章中，朱自清将闻一多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是他在山东大学（按：应为青岛大学）的时代，第二阶段是

从民国 21 年（1932）到死前 2 年，第三阶段则是「最近两年」

（1945-1946）。
②
其中，朱自清明确表示闻一多的爱国思想，是在第一

阶段，他说：「这时他的著作如《死水》，在表面上虽是阴暗的，但是

里面却孕育着希望。闻先生这一时期是中国优秀的新诗人，他爱国，

                             
①
 〔意〕翁贝托·艾科编著，彭怀栋译：《美的历史》，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 2月出版，第 278页。 
②
 朱自清：《朱自清自传·痛怀闻一多》，第 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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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肯帮助青年。」
①
闻一多在 1930年秋天受聘至青岛大学，教授中国文

学与英诗，1932年离开青岛大学，他不可能先前没有爱国思想，却在

到了山东大学之后，突然间变得爱国，因此在青岛大学之前必已有脉

络可循，显见朱自清这三个阶段的区分似有不足，即闻一多年轻求学

和美国留学时期都未被划分进去，而这一段时间恰是闻一多生命中极

为重要的时期，闻一多的爱国思想，在这段年轻时期便已埋下种子，

这是有待探讨之处。 

2.许芥昱 

旅美学人许芥昱是闻一多在昆明任教时期的学生，赴美后，花了

20多年时间，克服各种资料搜集的困难，撰写《新诗的开路人──闻

一多》一书。
②
该书虽未明确将闻一多的一生划分阶段，但书中各章依

序为「童年」、「清华生活」（1912-1922）、「留美时期」（1922-1925）、

「新月诗人闻一多」（1925-1928）、「回到古典文学」（1928-1938）、

「早期兴趣的复活」（1938-1943）、「投身政治」（1943-1946）及该书

之「结论」等，是亦可视为许芥昱对闻一多生命期程的认定。而其提

到闻一多的爱国思想是在芝加哥时期（1922-1923）「爱国思乡的闻一

多」，这个说法比起朱自清提早了许多。 

3.凡尼 

凡尼在〈闻一多的思想和创作〉一文中，将闻一多的一生思想发

展分为前期与后期，前期又分为几个阶段：青少年时期，留美前后，

直到 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一个阶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

闻一多转向钻研古典文学，是前期的第二个阶段；抗日战争爆发后，

                             
①
 朱自清：《朱自清自传·痛怀闻一多》，第 218页。 

②
 许芥昱著，卓以玉译：《新诗的开路人──闻一多》，台北市立图书馆 1991

年 11月藏书，全书 203页，另有许、卓合照照片、方章及目录各 1页，无版权页，

故无从得知出版单位及时间。但以译者卓以玉所言，许芥昱于 1982年 1月 4日遭

山洪卷走，则本书完成时间当在此前。 



 6 

从北方到西南，闻一多接触和体验人民的生活，是另一阶段。抗战后

期，闻一多参加民主运动，思想急遽转变，也就是生命的最后 3、4

年，就是他思想发展的后期。
①
凡尼在其〈闻一多的思想和创作〉中提

到，1923年在郭沫若协助下，闻一多第一部诗集《红烛》由上海泰东

书局出版，「其中的爱国思想诗，闪烁溅射着反的爱国的火花」
②
，本

诗的写作都在其出国留学之前，所以据凡尼的说法，闻一多的爱国思

想更早于 1923年便已有之。 

4.许琇祯 

许琇祯在其编著的《闻一多》导论中，将闻一多的求学与文学生

涯区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 6岁入家塾从王梅甫习国学与西学

的时期，第二阶段是从 1912年至 1921年的清华学校求学生涯，第三

阶段是 1922年赴美攻读艺术以至 1929年抗日战争初期，1930年之后

则为第四阶段。
③
许琇祯分别就这四个阶段略述了闻一多的学习与文学

创作、学术研究的概况，其中在第三阶段，许琇祯提到闻一多批评郭

沫若的《女神》时，便引闻一多的说法，展现其爱国的情怀。
④
另许琇

祯认为，第四阶段「在这少有新诗创作的闻一多晚年时期，却是其爱

国行动最炽烈的阶段。他虽然曾在北伐时至武汉加入北伐均并担任艺

                             
①
 凡尼：〈闻一多的思想和创作〉收入其编选之《闻一多：古典、唯美而又激

进的诗人》，海风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9年 11月出版），第 7-8页。 
②
 凡尼：〈闻一多的思想和创作〉，第 6页。 

③
 许琇祯编著：《闻一多》，三民书局，2006年 5月出版，第 1-3页。 

④
 闻一多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中，批评郭沫若写作《女神》时在日

本，所见所闻，所想念的都是西洋的东西，他说若他在郭的地位，一定用一种非

常的态度去应付、节制这种非常的情况：「那便是我要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

人，我要做新诗，但要是中国的新诗，我并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他指出

郭只看到中国的坏处，没有看到好处。闻一多则是：「我爱中国故因他是我的祖

国，而尤因他是那种有他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见唐达晖整理：《闻一多全集

02：文艺评论、散文杂文·〈女神〉之地方色彩》，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年 12

月出版，第 120-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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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工作，但他当时对政治改革的期望，却远不及此时在从事教育工作

后，因政治气氛的严峻而被激化出的热诚和理念。」由此可知，许琇祯

对闻一多的爱国思想和表现乃是着重于生命的后期。 

由上述诸位编著者的论述，已可看出闻一多的爱国思想并非一时

一地的偶发表现，而是至少从青年时期便已开始，一直持续到生命的

最后阶段。但其中仍有值得无人追溯之处。 

（二）闻一多爱国思想萌发的脉络 

上述四人的分期，虽各有千秋，亦各有所偏，对于闻一多爱国思

想的生成阶段及发展，似仍未能完整陈述，所以想要探究闻一多的爱

国思想，还必须深入其生命转折与心路历程。闻一多的兴趣和才华是

多方面的，年幼时便喜欢诗、文、绘画、书法、剪纸，但在他心中一

以贯之的，是他那对于中华文化和超越现实政治的「中国」的爱。 

如果以闻一多一生经历的「事件」为线索，或许较能理出清晰的

脉络。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就画过成套的革命故事，贴了满墙。
①
这

是闻一多最早有关国家民族的叙述。武昌起义是在 1911 年，闻一多

12 岁，而这段文字则出现在季镇淮为其所编年谱的 1913 年，作为对

闻一多艺术天分的补充证据。1913年，闻一多考取清华学校，入学不

久，就自编自演过独幕剧《革命军》，
①
显示闻一多对于革命成功有着

高度的期望。闻一多的画和独幕剧，或许受研读的古书中有关「反清

复明」思想的影响，也可能是出于对新国家的憧憬，确实原因虽无从

考究，但一个符合中华传统的新中国已经让闻一多萌生了最初的爱国

思想，而他的表达方式则是透过绘画、戏剧等艺术的方式呈现。 

1918年，历时 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07.28-1918.11.11）

结束，北京师生在 11月 14日的晚上提灯庆贺，但 19岁的闻一多却沉

                             
①
 季镇淮：《闻一多年谱》，收入《闻一多全集 12：书信、日记、附录》，湖

北人民出版社 1994年 12月出版，第 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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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地写下古诗〈提灯会〉，题叙写道： 

 

德虏既克，寰区额庆。京师学生万五千人，以某月某日之夜，提

灯为贺。是夜吾校亦有提灯游海淀者，吾弗与焉；俯思国难，感而成

均。
②
 

 

当满城师生尽皆提灯庆贺战争结束之时，闻一多却深感国家分

裂，战乱频仍的国难当头而郁闷难解，但以一个文弱学生而言，他是

无法有所作为的，只能写诗抒发心头之恨，以待随后的「五四」运动

加以发挥。 

1919年 5月 4日，北京城内学生不满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的软弱

无能，当天晚上举行爱国示威运动，也演变成后来对中国影响深远的

「五四运动」
③
，闻一多也是当天的参与者之一，25年后他回忆道：「五

四的消息传到了清华，五五早起，清华的食堂门口出现了一张岳飞的

《满江红》，就是我在夜里偷偷去贴的。」
④
这是闻一多 1944年 5月 3

                                                           
①
 凡尼编选：《闻一多·闻一多年表》，第 243页。 

②
 蓝棣之编：《闻一多诗全编》，第 309页。原载《清华学报》1919年 5月第

4卷第 6期。 
③
朱汉国、汪朝光主编：《中华民国史第 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年 1月

出版，第 90-100页。1915年，日本趁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之际，

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妄图将中国变成独占的殖民地，引发爱国人士不满，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中国要求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废

除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等提案被拒绝，列强还主张将德国在山东的

权益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官员迫于压力准备在合约上签字，引起国民极大不满。

5月 4日下午，来自北京 13所学校的 3000名学生齐集天安门前，表达「外争主权，

内除国贼」的要求，引发一场既是学生爱国运动，也是民众广泛的爱国运动的「五

四运动」，对中国政治、文化、文学都发生极大影响。 
④
 唐达晖整理：《闻一多全集 02：文艺评论、散文杂文·五四历史座谈》，第

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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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上，在联大新舍南区 10号教室参加「五四历史座谈」所说的，他

说： 

 

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

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

倡 Nationalism，……我在外国所学的本来不是文学，但是因为这种

Nationalism的思想而注意中文，忽略了功课，为的是使中国好。
①
 

 

Nationalism 也就是民族主义，闻一多到了美国之后，与一群志

同道合的留学生一起倡导民族主义，宣传爱国思想，延续五四运动对

中国的影响，所以五四运动的影响既深且远，对闻一多一生也有非常

大的启发，他看出中国青年的价值就在他们救国的贡献。从上述几件

事情，可见闻一多是一个有远见、有抱负、爱国的人，他不以远方、

他国战争的胜利为喜，而以自国家的即将面临的国难为忧；他为了追

求艺术创作的提升而出国，却因为爱国思想而致忽略功课，这是闻一

多个人的选择，他或许觉得莽撞，觉得中国有许多的疮疤需要去戳破，

有许多黑暗需要去揭穿。即便如此，在 1922年出国赴美留学的前夕，

闻一多仍在背诵喜爱的李商隐和陆游的爱国诗词，他对中国的爱是从

年轻时期就已存在的。 

闻一多在清华时期就已经对美国文化不满，他说：「美国文化是

什么？据我个人观察清华所代表的一点美国化所得来的结果是：笼统

地讲，物质主义；零碎地数：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

奢华──物质的昌盛，个人的发达。」
②
到了美国之后，他学习艺术，

                             
①
 唐达晖整理：《闻一多全集 02：文艺评论、散文杂文·五四历史座谈》，第

367页。 
②
 唐达晖整理：《闻一多全集 02：文艺评论、散文杂文·美国化的清华》，第

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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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戏剧，后来也关注文学，但在他心里，始终跟美国这个国家格格

不入，他认为这些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的凶手，只因为他们可以制造

杀人的武器，对此，闻一多相当无法认同，也感到痛苦。这也是成就

闻一多爱国思想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看到外国仅靠着船坚炮利，便

可以肆意凌虐侮辱中国，又看到国内政治的腐败、无能，让他更为痛

心。1923年 1月，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 

 

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之历史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

将为吾国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总之彼之贱视

吾国人者一言难尽，我归国后，吾宁提倡中日之亲善以抗彼美人，不

言中美亲善以御日也。
①
 

 

这封信是写给父母和全家人的，他甚至想要在回家后跟家人围炉

团聚时，「痛哭流涕以泄余之激愤」，可见他在美国内心所受的折磨和

痛苦，由此益发坚定他的爱国之心，也让他在美国和日本之间，在情

感上舍美国而就日本。后来他的朋友熊佛西回忆道： 

 

记得 1924年我们在美国求学的时候，你对于国事是那样的关切，

你对于当时的军阀当道是那样的痛恨，你当时所学的是绘画，你觉得

专凭颜色和线条……不能表达你对于祖国与人民火一般的热爱！于是

你改习了文学。……对于欧美各国的爱国诗人的作品尤有酷爱，予以

极高的评价与赞佩。你常对我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

祖国，爱他的人民。」
②
 

                             
①
 闻立雕、闻铭、王克私整理：《闻一多全集 12：书信、日记、附录》，第

138页。 
②
 季镇淮：《闻一多年谱》，收入闻立雕、闻铭、王克私整理《闻一多全集 12：

书信、日记、附录》，第 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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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都是闻一多念兹在兹的表达爱国心的方式，所以当他

到了纽约（1924年 9月）后，原跟朋友想办一份舞蹈杂志，后来因考

虑稿源不多难以为继，故变成综合性刊物，用以介绍西方文学艺术。

他在 1925年 3月致梁实秋的信中说：「纽城同仁皆同意于中华文化的

国家主义（Cultural Nationaiism）」以此作为刊物的核心价值。他并

语重心长地说：「我国前途之危机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

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

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期谁堪任之。」
①
 

闻一多虽然大力宣传国家主义，但他并不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

人，他对政党也不攀附。孙中山于 1925年 3月 12日过世，闻一多在

当月份便开始写一首赞扬孙中山的长诗──〈南海之神〉，并将前面数

节寄给梁实秋批评，这首诗到 4月完成，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上说： 

 

《南海之神》谓为脱稿亦可。堪入《大江》不嫌其为国民党捧场

乎？我党原欲独树一帜，不因人热，益不甘为人作嫁衣裳。
②
 

 

闻一多虽然曾经短期担任过国民党所主持的北伐军宣传部门干

部，也尊敬孙中山的为人，但他并不想攀附当时的国民党，也无意拿

自己的作品为国民党增色，可见他对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有一套自己的

看法和标准。而对于当时与国民党为敌的共产党，闻一多同样不假辞

色，认为自己所倡导的国家主义，必然跟共产主义发生冲突，他告诉

梁实秋说： 

                             
①
 闻一多：收入闻立雕、闻铭、王克私整理《闻一多全集 12：书信、日记、附

录》，第页 215。 
②
 闻一多：收入闻立雕、闻铭、王克私整理《闻一多全集 12：书信、日记、附

录》，第页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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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困

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我不但希

望你赶快回来，并且希望多数同志赶快回来。我辈已与醒狮诸团体携

手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声势一天浩大一天。若没有

大批生力军回来做实际的活动，恐怕要使民众失望。
①
 

 

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有很大部分是受到苏联的扶持，当他和朋

友宣扬国家主义时，已经体认到两者之间的矛盾，因此，对于共产主

义他也无法认同，认为双方必有一战。果然，在 1926年 3月致梁实秋

的信中，闻一多便提到共产党徒混入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所发起的反

日俄进兵东省大会，双方并发生冲突斗殴事件。由此观之，闻一多既

不认同执政的国民党，也不惜与在野虎视眈眈的共产党一战，他所坚

持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生民所系的传统中国，这个中国才是他的大爱。 

1926年 3月 15日，驻北京外交使节团根据《辛丑条约》抗议北

洋政府封锁大沽海口，由英、每、法、日、意、荷、西、比八国公使

联名向中国发最后通牒，北洋政府被迫同意其五项要求。18日，北京

各界民众二千余人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要求政府驳回八国最后通牒，

会后至铁狮子胡同请愿，执政府卫队开枪射杀请愿民众，造成 47死、

132伤的「三‧ 一八惨案」。闻一多随即在 4月 1日的《晨报》副刊《诗

镌》第 1号发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乙文，将铁狮子胡

同爱国事件与《诗刊》诞生连结，认为爱国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是一种

精神的两种表现，他说：「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俩想的热血要流

                             
①
 闻一多：〈致梁实秋〉，收入闻立雕、闻铭、王克私整理《闻一多全集 12：

书信、日记、附录》，第 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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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
①
他甚

至认为诸志士们 3月 18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最伟大的诗。 

这时，闻一多将爱国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连结在一起，他将爱国行

动的牺牲者比喻为一首诗，赋予这些危险行动更明确与崇高的目标，

也激励更多人投入爱国运动，尤其在年轻学子中间更产生极大的影响；

这时的闻一多 28岁，也正是其生命的巅峰时期。 

闻一多 29岁出版最后一部自编诗集《死水》，由新月书店出版；

此后，他的兴趣和重心便逐渐转移到中国古典文学。1932年，33岁的

闻一多任教于山东青岛大学，和来青岛大学的好友游国恩分住大学路

同一栋红楼的上下层楼，日夜谈论《诗经》、《楚辞》，他在《诗经》和

《楚辞》上用功最久，差不多有 20年。
②
但后来山东省府、青岛市府、

胶济路局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争夺青岛大学过程的分化与摩擦而

爆发学潮，许多学生受到挑拨，包围闻一多住宅，写标语辱骂他，闻

一多在暑假过后就离开青岛大学，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也继续研究

古典文学，《楚辞》成为他讲授的重要课目。 

而研究《楚辞》对闻一多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他认为即使屈

原是当时的「弄臣」，是奴隶，但是聪明才智与文学却是杰出的： 

 

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无宁是孤高与激烈。……一个孤高激烈的奴

隶，决不是一个好的奴隶，所以名士爱他，腐儒恨他。可是一个不好

的奴隶，正是一个好的「人」。
③
 

                             
①
 闻一多：〈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收入闻立雕、闻铭、王克私整

理《闻一多全集 12：书信、日记、附录》，第 133-134页。 
②
 朱自清：〈开明版《闻一多全集》编后记〉，收入《闻一多全集 12：书信、

日记、附录》，第 457页。 
③
 闻一多：〈屈原问题──敬质孙次周先生〉，收入袁謇正整理《闻一多全集

05：楚辞编·乐府诗编》，第 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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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不是传统讲资格、讲地位的时代，一切都

在重新估定，「那年头谁有活动的能力，便有活动的机会。」屈原趁势

而起想要当个政治家，虽然又被挤倒，到至少翻了一次身。所以，闻

一多崇拜屈原，因为屈原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

意义的斗争的参与者」。
①
 

他的爱国思想经过这些年的酝酿、发展，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

本文对闻一多爱国思想萌发的探讨至此为止，以下再就其诗中的爱国

思想表现讨论之。 

 

三、诗魂贲华撼神州 

 

闻一多是中国新诗代表性人物之一，凡尼认为闻一多在现代诗坛

上的独特地位的确立，主要在两方面，一是他写过很多抒发深沉的爱

国主义思想的优秀诗篇，这些诗比同时代另一些诗人的作品，带有更

突出、更炽热的爱国情感；二是在新诗形式的革新与探求方面，做出

了可贵的贡献。
②
陈梦家在《新月诗选》的前言中说： 

 

影响于近时新诗形式的，当推闻一多和饶孟侃他们的贡献最

多。……主张以字音节的谐和，句的均齐，和节的匀称，为诗的节奏

所必须注意而与内容同样不容轻忽的，使听觉与视觉全能感应艺术的

美（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使意义音节（Rhythm）色调（Tone）

成为美完的谐和的表现，而为对于建设新诗格律（Form）惟一的贡献，

                             
①
 闻一多：〈屈原问题──敬质孙次周先生〉，收入袁謇正整理《闻一多全集

05：楚辞编·乐府诗编》，第 27页。 
②
 凡尼编选：《闻一多》，第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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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最不容抹杀的努力。
①
 

 

可见与闻一多同时代的诗人、学者便已经认可其在新诗格律与艺

术美的开拓和建设之功，至今看来，中国新诗在这方面似乎还少有更

先进或完备的理论出现，也可见闻一多在新诗格律方面独到的创见，

而这样的建树无疑是来自于想把新诗与古典诗作一绾结，让新诗的形

式与格律都回到传统的文学道路上来。 

（一）新诗的格律与文字的精练 

闻一多 1925 年回国后，和徐志摩、罗隆基、胡适、梁实秋等人

成立新月书店、创立《新月》月刊，并创立「新月派」，提出「理性节

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格律诗。闻一多 1926年发表了一篇〈诗的

格律〉，便是当中相当知名的论述。他在该文开宗明义便提出新诗格律

相当重要的一段话： 

 

假定「游戏本能说」能够充分的解释艺术的起源，我们尽可以拿

下棋来比做诗，棋不能废除规矩，诗也就不能废除格律。……游戏的

趣味是要在一定的规律之内出奇制胜，做诗的趣味也是一样的。
②
 

 

他认为，虽然有人认为格律是做诗的脚镣，但只有不会跳舞的才

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作诗的人才感觉格律的束缚；对于不会作诗的

人，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

闻一多对于格律的理论与出发点，都是来自古典诗，也是来自于捍卫

传统文化，这也是他爱国思想在诗的理论方面的具体表现。 

                             
①
 陈梦家编：《新月诗选》，新月诗社，1931年 9月出版，第 23-24页。 

②
 闻一多：〈诗的格律〉，收入唐达晖整理：《闻一多全集 02：文艺评论、散

文杂文》，第 137页。本文原载于 1926年 5月 13日《晨报》副刊《诗镌》第 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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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整个中国文坛已日渐左倾，高唱文学必须具有社会性，要走

向工农兵；但闻一多的政治取向还是属于大江社的反共思想，还坚持

文学的纯粹艺术性，因此产生极大矛盾与争论。闻一多既有扎实的理

论基础，又有自己的创作当支撑，所以没有受到太大的攻击，其理论

也成为许多年轻学子关注的对象，对当时文学创作产生很重要的引领

作用。闻一多对于新诗，除了强调格律，提出「三美」
①
之说，也注重

文字的精炼，沈从文在评论闻一多的《死水》时，便给予高度价，他

说： 

 

《死水》一集，在文字和组织上所达到的纯粹处，那摆脱《草莽

集》为词所支配的气息，而另外重新为中国建立一种新诗完整风格的

成就，实较之国内任何诗人皆多。……这是近年来一本标准诗歌！在

体裁方面，在文字方面，《死水》的影响，不是读者，当是作者。
②
 

 

陈梦家对此也有所阐述： 

 

苦炼是闻一多写诗的精神，他的诗是不断的锻炼不断的雕琢后成

就的结晶，〈死水〉一首代表他的作风，〈也许〉、〈夜歌〉同是技巧与

内容溶成一体的完美。〈你指着太阳起誓〉是他最好一首诗，有如一团

溶金的烈火。
③
 

 

如果没有精练文字的功力，那么诗的音乐美、绘画美都无从实现，

                             
①
 闻一多说：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

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见闻一多：〈诗的格律〉，第 141页。 
②
 沈从文：〈论闻一多的《死水》〉，收入张兆和主编《沈从文全集 16·文论》，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 12月出版，第 110-111页。 
③
 陈梦家编：《新月诗选》，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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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勉强凑齐字数，具备了建筑之美，那也是徒有外形的僵硬之作，

闻一多就是在文字上苦吟精锻，为自己的理论下了最好的脚注。诗的

格律性和文字的精练，成为新月派同时也是闻一多的鲜明标志，除此

之外，作为诗人的闻一多，他更为人所知的是他的爱国诗。 

（二）爱国诗篇表寸心 

「诗者，心之声也，情性所流露者也。」（《随园尺牍.答何水部》）

有爱国之心，方有爱国之诗。闻一多爱乡、爱国，但他的爱国不涉及

政治的倾轧与斗争，纯粹出于个人对国家、人民的关爱，希望为中国

寻觅一条美好良善的出路。爱国诗的作品方面，由陆耀东编辑的《中

国现代爱国诗歌精品》，收录了闻一多的 11首诗：〈太阳吟〉、〈忆菊〉、

〈醒呀〉、〈七子之歌〉、〈洗衣妇〉、〈爱国的心〉、〈心跳〉、〈一个观

念〉、〈发现〉、〈祈祷〉、〈一句话〉。
①
凡尼认为〈太阳吟〉、〈孤雁〉和

〈忆菊〉等篇，集中而强烈地表现了闻一多留美时期爱国思乡的愁肠，
②
另还讨论了〈红烛〉、〈死水〉、〈发现〉、〈一个观念〉、〈祈祷〉等爱国

诗作。蓝棣之则收录了 14首闻一多有关爱国主题的诗歌，编为《大江》

辑，收入《闻一多诗全编》中，计有〈园内〉、〈渔阳曲〉、〈大暑〉、〈醒

呀！〉、〈长城下的哀歌〉、〈我是中国人〉、〈爱国的心〉、〈回来了〉、

〈故乡〉、〈七子之歌〉、〈南海之神（孙中山先生颂）〉、〈秦始皇帝〉、

〈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欺负着了〉等。
③
许琇祯分析闻

一多心诗涵盖三种倾向，其一为「反映社会生活、爱国怀乡之作」，包

含〈天安门〉、〈飞毛腿〉、〈我是中国人〉、〈爱国的心〉等。
④
为便于检

视，制表如下： 

                             
①
 王启兴、张虹选注：《中国现代爱国诗歌精品》，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5年

12月出版，第 13-31页。 
②
 凡尼编选：《闻一多》，第 62页。 

③
 蓝棣之：《闻一多诗全编‧大江》，第 153-211页。 

④
 许琇祯编著：《闻一多》，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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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诗题 陆耀东 凡尼 蓝棣之 许琇祯 

1 太阳吟 V V   

2 忆菊 V    

3 醒呀！ V  V  

4 七子之歌 V    

5 洗衣妇 V    

6 爱国的心 V  V V 

7 心跳 V    

8 一个观念 V    

9 发现 V V   

10 祈祷 V    

11 一句话 V    

12 孤雁  V   

13 忆菊  V   

14 红烛  V   

15 死水  V   

16 荒村  V   

17 欺负着了  V V  

18 罪过  V   

19 园内   V  

20 渔阳曲   V  

21 大暑   V  

22 长城下的哀歌   V  

23 我是中国人   V V 

24 回来了   V  

25 故乡   V  

26 七子之歌   V  

27 
南海之神（孙中

山先生颂）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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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秦始皇帝   V  

29 
唁词──纪念三

月十八日的惨剧 
  V  

30 天安门    V 

31 飞毛腿    V 

2017.10.20蔡富澧制表 

 

综观上表，闻一多爱国诗数量不可谓不多，各家择取各有所好，

31 首当中重复者仅〈太阳吟〉（陆、凡）、〈醒呀！〉（陆、蓝）、〈爱国

的心〉（陆、蓝、许）、〈发现〉（陆、凡）、〈欺负着了〉（凡、蓝）、〈我

是中国人〉（蓝、许）等 6首。由此可知，闻一多的诗，充满爱乡、爱

国、对现实的不满与砥砺、对不公不义的抗议等情绪，故编者、读者

尽可以从中各自解读，取得不同的感动与认同。 

闻一多的爱国诗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读者必须深入字里行间仔

细探骊，才能得到个中精髓。谨以受到三位作（编）者青睐的〈爱国

的心〉及闻一多代表作〈死水〉，就其中爱国思想析论之。 

（三）〈爱国的心〉与〈死水〉 

〈爱国的心〉原发表于《大江季刊》1925年 7月第一卷第一期，

篇幅较短，受到的关注也不如〈红烛〉、〈死水〉之多，但其中蕴含闻

一多对「中国」的描绘及挚爱；〈死水〉则是最能代表闻一多思想、艺

术风格，被视为最成熟与最成功的作品。 

 

爱国的心 

 

我心头有一幅旌旆， 

没有风时自然摇摆； 

我这幅抖颤的心旌， 



 20 

上面有五祥的色彩。 

  

这心腹里海棠叶形， 

是中华版图底缩本； 

谁能偷去伊的版图？ 

谁能偷得去我的心？
①
 

 

第一段是写当时的国旗──五色旗，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

采用五色旗，旗面由上而下依序为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横条，

分别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这一面五色国旗被闻一多牢

记心中，因为它是带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旗帜，代表五族共和，所以是

「五祥」，对照当时的国内军阀割据的混乱情势，身在海外的闻一多心

里的中国自然显得美好温润，这样的叙述代表一种期望远大于现实。 

文学艺术不仅描写自然，更重要的是在于润饰自然，闻一多在现

实的无奈下，选择以美好的形象创造书写的情境。「颤抖」既可解释为

战祸令人畏惧，也可以是国家之爱令人心旌动摇；而中华民国地图像

似秋海棠叶，闻一多比喻为自己的心脏，心即国、国即心，两者不可

分割，只要心中有爱，国家就不能被列强侵略、被外敌窃占，这是闻

一多个人对国家的一种承诺和责任，也是对所有中国人的召唤，闻一

多也用他的热血、用他的生命证实了这一点。 

国旗、地图，都是外在的对象，但闻一多巧妙地将其融入自己的

体内、心中，让国家与个人融为一体，物我的界线泯于无形，闻一多

没有张开手臂、扯开喉咙大声疾呼，他只是坚定又含蓄地，表达对国

旗、国家的爱，宣示国家版图不可偷，正如他的爱国之心不可偷一般。 

                             
①
 蓝棣之：《闻一多诗全编》，第 191页。原载《大江季刊》1925年 7月第 1

卷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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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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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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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①
 

 

〈死水〉的成功，不仅内容表达了闻一多对于国内政情的不满与

愤慨，形式上也具备了其所倡导的新诗格律的完整，因而成为中国新

诗诸脍炙人口的作品。 

全诗一开始便已清楚表达了诗人对世界的绝望之情，任凭有良知

者想要吹起清风，也无能改变这个国家、这般社会，大家只想着继续

破坏它、毁灭它。铜绿、铁锈、油腻和霉菌，都是腐坏毁灭的象征，

是现实的写照，当所有人都对于积弱的中国心灰意冷、不抱希望时，

闻一多却企盼从自己心中化生出美好的翡翠、桃花、罗绮和云霞。 

只有心中有爱，对国赤诚的人，对国家的炽烈之爱才能将死水酿

成美酒，白沫化为珍珠，那是个人的愿力，也是坚定的执着。列强这

些蚊蚋可以偷酒破沫，但在闻一多心里，破灭也许是一个破茧而出的

新生，是另一个光明的起点。就算一片死寂，总有耐不住寂寞的青蛙，

用那独有的蛙鼓为人间带来一丝热闹，那是人间难得的歌声。死水当

然不会是美的所在，最好让给丑恶来开垦，看看丑恶能造出什么让人

满意的世界。 

〈死水〉全诗都是现实与理想兼呈，写境与造境并用。现实是丑

恶的，情势是悲观的，但是闻一多透过艺术的手法，让读者在审丑、

审悲之际，自然生出一种否极泰来、由剥而复的灵光。这也代表了闻

一多对于混乱中国的一种不舍与期望。 

〈爱国的心〉与〈死水〉都不是长篇巨构，而是精炼短篇，意象

丰繁而取譬精深。〈爱国的心〉美而〈死水〉丑，一正写，一反讽，两

首诗比而观之，不仅可以看出闻一多诗艺之精湛，更领人赞叹其爱国

思想表现手法之高明。 

                             
①
 蓝棣之：《闻一多诗全编》，第 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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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有至情，始有至文。闻一多在中国新诗演进历史中发挥了关键性

的作用，为中国新诗奠定了格律的基础，虽然后来中国新诗创作者多

数已舍格律而不为，但却无损其草创时期新诗创作路线开拓的功劳；

闻一多的天才，也支持他在新诗创作上站上顶尖的地位。但若要论及

他最为人难及的特色，则非「爱国心」与「爱国诗」莫属。不论诗的

理论、诗的创作或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始终贯串于闻一多心中的，

就是他那炽烈的爱国心与不比攀、不媚俗的崇高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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