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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一 多 研 究 动 态          
 

第一三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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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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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昆明闻一多纪念馆举行奠基仪式 

11月 1日，昆明闻一多纪念馆奠基仪式在盘龙区闻一多公园隆重

举行。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鹏与夫人张同霞、闻一多之孙闻黎明、朱自

清之孙朱小涛、罗庸之孙罗龙、郑天挺之孙郑光、张伯苓孙女张元苓

等，和云南省民盟、省文化厅、昆明市规划局、昆明市文体局、盘龙

区统战部、俊发集团等单位的领导、工作人员共同为闻一多纪念馆奠

基，缅怀在战火烽烟年代在这里笔耕不辍，教书育人的学术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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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纪念馆位于龙泉古镇中轴线上，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王丽方主持，以“红烛”为设计理念，体现了“燃心之烛、

燃情之火、燃志之焰”的主题。纪念馆计划于明年竣工，届时将作为

核心场馆，与梁思成、林徽因旧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

中国营造学社等名人故居和“一颗印”式昆明传统民居结合，统领龙

泉古镇博物馆集群建设。 

闻一多纪念馆建筑以三部分构成，高耸空间为展陈和接待场所，

较低空间承载市民日常活动、集体活动等；结合昆明的气候特点，利

用室外展廊对西南联大的名人旧事进行布展、宣传。纪念馆设置了四

个主展厅及多功能厅、室外展廊、会议室等主要功能，并将闻一多朱

自清旧居及西侧晋氏宅院单体保护与开放空间密切结合，新挖湖水形

成荷塘月色公园，主题鲜明、功能完备，可供周边居民开展各项文化

活动，成为昆明市又一个重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昆明市盘龙区文

保所田凡供稿） 

~~~~~~~~~~~~~~~~~~~~~~~~~~~~~~~~~~~~~~~~~~~~~~~~~~~~~~~

▲ 昆明发现闻一多为张伯苓篆刻的名章 

近日，昆明福照楼掌门人、福照楼汽锅鸡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余

浩然，向闻一多之孙闻黎明、张伯苓孙女张媛华、郑天挺之孙郑光、

楚图南之子楚泽函等展示了他收藏的闻一多为张伯苓篆刻的一方名

章。这枚名章非常珍贵，闻一多自编印谱没有留存印模，也未见任何

文字记录。 

张伯苓原名寿春，字伯苓，后以其字行世。张伯苓是中国著名教

育家，一生从事教育救国，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

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

开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人才，被誉为“中

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组成的常务委员会领导，张

伯苓是常委之一，闻一多为张伯苓篆刻的这枚名章就是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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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印有两幅边款，一边为：“寿春先生雅正 民国三十一年于西

南联大 一多刊”。一边刻有唐代诗人刘禹锡《陋室铭》的全文：“山

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

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

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

子云：何陋之有？”（原刻无标点）。 

   

收藏这枚名章的余浩然是昆明老字号餐厅福照楼的传人，多年前

在文化市场淘得这枚印章，一直视若珍宝。余浩然对西南联大情有独

钟，今年在昆明老街文明街开办的福照楼第十一家分店，即命名“福

照楼西南联大店”。这家昆明首家以西南联大为主题的文化餐厅店一

层，四壁挂满了余浩然绘制的百余幅西南联大师生画像，闻一多的肖

像悬挂在突出位置。正厅壁格里，陈列着刻有闻一多与西南联大师生

名言的特制建水紫陶汽锅。置身这个环境，使人顿时沉浸在西南联大

的氛围里。 

福照楼西南联大店试营业时期，正逢西南联大在昆建校 80 周年，

多位参加纪念活动的西南联大校友后代受到邀请，每位参观者都得到

余浩然赠送的亲手制作绘有西南联大教授头像与语录的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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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传华发现闻一多与清华留学同学入境美国记录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教育主任刘伟华博士在撰写清华辛酉

级同学陈崇武传记时，发现闻一多与清华辛酉级被迫留级一年的同学

1922年 8月 1日在美国西雅图入境时的纪录，登记表上闻一多的名字

为考入清华学校时的注册名“Wen Te”。这个登记表与此前发现的清

华辛酉级被迫留级同学在西雅图青年会前的合影，是闻一多在美国的

最早档案，是记录闻一多历史的重要文献。 

 

~~~~~~~~~~~~~~~~~~~~~~~~~~~~~~~~~~~~~~~~~~~~~~~~~~~~~~ 

▲ 论文介绍 

【吴丹论闻一多对《九歌》的再创作】 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

吴丹在《论闻一多的〈九歌〉再创作》（《南都学坛》2018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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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认为：闻一多是抗战时期楚辞研究的领军人物，国难当头的社会背

景和独立不迁的人格品质促使其与屈原异代相通。在闻一多《九歌》

研究成果中，其遗作《〈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与其他考证类文章相

比，风格迥异。基于对屈原《九歌》思想性质、文化来源的探究，不

难发现闻一多所创作的《九歌》舞台剧实则是在屈原《九歌》基础上

结合国家危亡的时代背景和戏剧实践的艺术形式，致力于“恢复人民

艺术本来面目”的再创作，其中蕴含了闻一多对《九歌》新的理解，

且开创了《九歌》与现代歌舞剧形式相结合的先河，为中国古典文学

研究视域的拓展做出了积极尝试。 

【刘涛评钱锺书对闻一多《歌与诗》的批评】 华中师范大学文

学院刘涛在《字源谬见、诗史之辨与一桩学术公案——论钱锺书对闻

一多〈歌与诗〉的批评》（《文学评论》2018年第 2期）中认为：钱

锺书在《谈艺录》“评近人言古诗即史”条中批评了闻一多的《歌与

诗》，认为闻一多误用了字源学的方法，同时也质疑“诗即史”的论

断。《歌与诗》中存在的问题与闻一多所持中国“理论上该有史诗”

的先入之见有密切关系。澄清并阐发这桩学术公案，从学术史的角度

来剖析他们的“诗史之辨”，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民国时代的“史诗

问题”。鉴于《歌与诗》所用的字源学方法对当下的“诗言志”研究

产生了负面的示范效应，故钱锺书对字源谬见的检讨又具有了现实的

警示作用。 

~~~~~~~~~~~~~~~~~~~~~~~~~~~~~~~~~~~~~~~~~~~~~~~~~~~~~~ 

▲ 云南省话剧院演员董明谈塑造闻一多形像的感想 

云南省话剧演员董明，近期在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 80周年重点

剧目《西南联大组歌》中扮演闻一多，为了表现闻一多的形象，董明

做过深入思考，颇有心得。这里刊登的《我塑造闻先生的一点创作感

想》，是董明特为本刊撰写的专文，全文如下： 

作为一名话剧演员，我很荣幸能有机会在西南联合大学在昆建校

暨云南师范大学建校 80周年之际，在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精品重点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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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项目《西南联大组歌》中饰演情景讲述人闻一多先生。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能否相遇相识相知，要看缘分。一名演员与一

个角色一个人物能否相遇也是缘分。闻一多先生的大名，少时就耳熟

能详，闻先生的文艺作品，多年来也不断的在接触。工作成家后，孩

子上幼儿园，刚好就读于昆明钱局街师大幼儿园，与闻先生故居仅一

墙之隔。小巷内围墙两侧均有闻先生画像及事迹介绍，接送孩子三年，

看了三年。时光飞逝，孩子上初中，我们搬到就近居住，恰好又在一

二一大街师大老校区附近。我好锻炼，每天晨练之地就在师大校园，

校园内绿树成荫，优雅清静，更重要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所在地，

有联大原教室、纪念碑、纪念馆，闻一多塑像等历史遗迹和建筑。我

喜欢校园的氛围，厚重的历史沧桑感。尤其是耸立在校园广场草坪中

的闻一多塑像，每每经过，都会注目凝视片刻，感受到一种不屈的精

神传递出的力量感。 

我与西南联大也有一份缘。十年前，2008年在联大暨师大建校 70

周年之际，师大与我所在剧院云南省话剧院合作排演了一部话剧《我

的西南联大》，并于 2009年赴北京演出，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演出两

场，当时清华大学剧院尚未建成，清华师生来北大观看的演出。其后，

又转到天津南开大学演出一场，获得各大学院校师生的欢迎与好评。 

话说到今年联大暨师大建校 80周年之际，我更是参加了三次有关

联大的演出。今年 5月份，参与录制了广播剧《联大之声》，饰演张

奚若教授，发表了剧中唯一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讲，并朗诵了闻一多先

生的诗《红烛》。9 月，参加了云南台《云之南》赴校园大型晚会，

在反映联大的情境朗诵节目中饰演闻一多先生，那是我第一次饰演闻

先生，当沾上胡子，化了妆，穿上长衫，看着镜中人，我自己都愣住

了，旁边有化妆师有其他演员说像的，但都没有作为演员的自己亲身

感受来的真实强烈，我感受到一种力量的召唤，对于演员而言，那一

刻，形象的种子已渐渐根植。 

“你心火发光之期，就是泪流开始之日……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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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妆穿上服装，再一遍遍的吟诵闻先生的《红烛》，感受已非昔日

可比，那份红烛的牺牲精神似已印刻在我的心间。演出很成功，大家

对我塑造的闻一多形象纷纷表示认可，太像了，神似等等。不知为何，

我并未像往常一样放松释然，却增添了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责任

感……当天，我接到了继续饰演闻一多先生的电话，在《西南联大组

歌》中饰演讲述人闻一多先生。 

我很喜欢《西南联大组歌》中对讲述人闻先生的创作表达方式，

顾名思义，“组歌”主体上是部音乐作品，用音乐用歌来叙事的作品，

但对讲述人闻先生的描绘，所占比重却突破了以往的框架，就“讲述

人”三字而言，其实“客观讲述”所占比重并不大，而“主观人物”

却相对鲜明有个性。这就给作为话剧演员的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空间，

我可以摆脱以往此类通常偏主持人客观讲述的形象套路，而更多的向

人物靠近，用具体真实鲜明的人物来展现。在大型合唱队的背景前，

大型交响乐团的烘托下，歌唱家演唱叙事性的歌曲之间，我必须快速

溶入那个氛围，突出我要表现的人物形象，以话剧表演片段的方式直

观的，最大可能的把观众带入到那个不寻常的年代。这是一次新的尝

试，我激动兴奋，跃跃欲试，同时不敢有丝毫马虎。 

作品讲述的历史时间跨度八年余，分为 15首歌，十一段不同历史

时期的讲述，从抗战爆发后开始，分别是：1南渡，2初到联大，3跑

警报，4泡茶馆，5得胜糕，6为师之道，7新诗社，8野人山，9一二

一运动，10最后一次演讲，11天降大任，这十一个段落层次分明，既

有特定历史时期大背景的代表性，又与人物闻先生的个人成长变化的

重要节点有机融合在一起。 

我作为演员与闻先生虽然生活在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是我觉

得自己能理解他的很多想法。比如对先生而言，一般文人未必敢写的

闻先生敢写，有些敢写的未必敢说，敢说的未必敢做，闻先生一直敢

写敢说敢做，少有！从他的诗歌、文字、所作所为中，我似乎总能体

会到先生为什么这么说，同样的意思为什么用这几个字来表达，而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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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不同的字眼就牢牢打上了先生的烙印。不知为什么，我有种直觉，

我看到台本时能第一时间判断出，这句话是不是闻先生的原话，结果

后来查阅大量资料，屡屡相对应证明猜想不虚。而我在生活中，性格

也有相同之处，也经常会有类似的行为，要么不说，要么直接一句话

蹦出来，直中要害。所以当我说起闻先生曾说过的话，我总觉着这话

好像自己也会这么说，这般用词这般语气。固然我与闻先生在历史阶

段，文化修为上相距甚远，但如此类的相同之处却屡屡闪现。演员遇

到这样的人物是幸福，话剧演员最主要的工作难度就是怎么把人物的

语言化为自己的话，自己心里流淌出来的话，唯有让人物走进自己心

里，住下来，安顿好，舍不得走，到那时，人物自然会借你的口来说

话。 

我个人的一些理解，闻先生性格中含有两个极致的反差，并有机

的融合到一起，就是极度的沉静与极度的刚烈。先说说沉静，可以整

天看书不下楼，被喻为“何妨一下楼”主人，能够整天坐在一个地方

靠刻章来养家糊口。有一个学生对他当年上课情景的讲述给我印象很

深，形容先生上课前先坐下来，给学生让烟，学生当然礼让，“于是

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

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

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是一个很特

别而又极符合我想象中的闻先生的样子，首先闻先生很有名士风范，

其次何为“道士般神秘的面容”，我理解为一种修行人般的长期自律，

长此以往的修为，且并非苦行僧，而有仙风道骨之意，这是长时间浸

于中华传统文化所带出的质感。同时，“神秘”二字，带出闻先生有

深不可测、深藏不露的厚重之气。讲课虽极其拿捏，但闻先生却不给

人以八股学究气，而有一种传统文化之名士与现代西方之绅士相结合

的民国名士之风，非常吸引人，有魅力。这是闻先生极度沉静之一面。 

再说说闻先生极度刚烈的一面，突出反映在“最后一次演讲”，

当时闻先生已知道自己可能是第二个被暗杀的对象，很多人劝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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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出现在李公朴先生殉难经过报告会是，闻先生却毅然前行，并发

表了振聋发聩的演讲，尤其是那几句话“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站出

来，是好汉的站出来！”，那个场合下特务和师生应该是不难区分，

大家是心照不宣。若换做一般人，要么避让不来，要么来了不发表演

讲，更不会直言戳穿，而我们的闻先生是明知道现场有特务而故意说

给他们听，就是要让他们难堪下不来台！就是要当面指责你！这就是

绝大多数人不具备的不怕死的刚烈之气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风

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如此大无畏之精神，怎不教人

仰视肃然起敬！这就是闻先生式的刚烈！ 

而更有意味的是，闻先生的沉静与刚烈放在一起如此和谐统一，

不可分割。一个有道士般神秘面容的教授，拿捏着有分寸感的名士风

范，沉醉在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海洋里，是为大雅；一个凛然正气拍

案而起的闻先生，用最直白最有力的语句，直戳敌人的心脏，是为大

义。从“神秘”到“直白”，从“大雅”到“大义”，找到为何有如

此跨度的这把钥匙，就找到了闻先生形象的种子，人物的根基。 

对闻先生的人物塑造，创作方法，我依然采取多年来一直学习贯

彻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之“心像说”，结合自身特点与人物特质，由

内而外，再由外而内，内外结合，翻过来覆过去的不断填补内心支撑

及调整外部动作。每天清晨联大旧址的晨练静思，是必做功课。快走

时一遍遍的顺台词，说到有感觉时在闻先生塑像下站立，对着先生说，

从先生塑像炯炯有神的眼睛里似乎能获得答案。有时一下没感觉，有

些焦急，先生的眼神里又透出几分镇定自若，仿佛在告诉我：别急，

功夫还没到，再走两圈试试。于是毫不迟疑，拔腿继续快走，用身体

的快速运转，不断强化带动思想心灵的燃烧，是我长期以来行之有效

的创作方法，既健身又能默戏一举两得。走累了，来到闻先生衣冠冢

前，李公朴先生墓前，三鞠躬，跟先生们说说话，念念在此，必有回

响。一个演员，面对闻先生这样的强人，要竭尽全力让自己的心灵强

大起来，精神强大起来，身体强大起来！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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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演员自身的滋养，对此，我唯有感恩！ 

一日在书中偶得知，闻先生有时说话前有“呵呵”笑两声的习惯，

并有学生为此写过打油诗，生动！这就是人物所特有的，必须在合适

的时机用上。而这个呵呵，可以是表现轻松，询问，讥嘲，苦笑…… 

就这样，人物形象种子一天天的在不断培植，建立，现在要开始

细化，如何在有限的篇幅空间里尽可能的展现闻先生的不同侧面，丰

富的人物形象，毕竟这不是一部专门讲闻先生的话剧，有足够的时间

展现。但我爱我的人物，爱我的闻先生，我希望将来能够有机会出演

一部专门讲闻先生的话剧，影视剧。为此，我现在必须拿出准备一部

大戏的时间精力来好好刻画我的人物。 

下面，我就闻先生出场的这十一个小段落，来具体说说是如何划

分展现不同侧面，均衡分布戏剧节奏的。 

1，南渡——突出闻先生沉稳笃定的一面，这是闻先生平日主要展

现在大家面前的样子。 

2，初到联大——突出闻一多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用诗人的热

情来展望未来，鼓舞大家的士气！ 

3，跑警报——突出闻一多式的幽默，闻式“咬文嚼字”，越紧张

的气氛中越需要调节情绪，在看似有违常理中给学生巧妙的上了一堂

爱国课。 

4，茶馆——突出闻一多式的名士风范，拿捏分寸感，要让人舒服，

展现最松弛，生活一面，并在片刻安逸中，听了学生的新鲜描述，意

识到自己过于专注，一心治学，两耳不闻窗外事了，展现闻先生勇于

自省的一面。 

5，得胜糕——突出闻先生学者式的接地气，大男人如何担当，尽

到一家之主的责任，心忧家人跟着自己受苦，生活艰难，人人如此，

唯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靠手艺吃饭。我一个大男人，不可只叹气，

当自立自足，刻章来养家，展现闻式接地气一面。 

6，为师之道——突出闻一多式思想家、教育家一面，重要在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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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人的伟大”，就体现在“心中那追求进步的力量”，展现闻先生

式的大师风范。 

7，新诗社——突出闻一多式的诗人浪漫情怀，奔放热烈，展现由

冷静到火一般热情的强烈反差，展现闻先生始终具有诗人的热情浪漫！ 

8，野人山——突出闻先生的家国情怀，对学生爱之深，护之切，

望之深。展现闻先生在保护学生与国家危亡之际，所做之艰难抉择，

大局为重，先有国才有家。 

9，一二·一运动——突出闻先生由学者向斗士的转变过程，艰

苦卓绝的抗战胜利了，却并未带来期待已久的光明，反而愈发黑暗，

闻先生苦苦思索，不解，醒悟，抗争！尽可能在有限时间内，展现闻

先生的由学者向斗士转变过程中的几个重要节点，瞬间。 

10，最后一次演讲——突出闻先生的不畏强权拍案而起的斗士形

象。 

11，天降大任——闻先生红烛精神之传承，突出闻先生对美好未

来的期望，得知后的释然，当下的欣慰。 

在 11月 1日校庆当晚的演出中，座无虚席，观众反响强烈，为当

年那段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为闻先生拍案而起的斗士形象，勇于牺

牲的红烛精神而感动。我塑造的闻一多先生也得到了专家、同行、观

众的认可，这是我作为演员最大的欣慰，我是沾了先生伟大人格的光，

荣耀属于永远的闻先生。 

我有一个深刻感受，久久挥之不去，就是在排练、演出期间，同

台的演员，合唱队的青年学子们，对闻先生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喜爱，

也很自然的对我这个演员保存敬意。这是每个人对于伟大人格散发出

的正能量的自然反应，尤其是合唱队的 90后同学们，见到我都崇敬的

称我闻先生，演出前在走廊里激动的热情的纷纷挤过来与闻先生合影，

我能感受到学子们眼里的真诚，崇敬与向往。我在想，闻先生的业绩

是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的，是多么好的正能量的传播者，我们作为文艺

工作者，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热情，放在创作有现实意义的伟大人物形



 12 

象上。90后一代不是想象中养尊处优、自我、玩乐游戏的孩子，他们

本身就很阳光，只是需要正能量的进一步引导，而我们诸如此类的作

品，确实远远不够满足需求。我在人物创作准备阶段，上网查询了有

关闻先生的相关戏剧、影视作品，没想到居然那么少，2000年以来，

十八年间仅有几步影视作品作为配角，片段式零星的展现了闻先生，

而真正将闻先生作为主要人物的戏剧、影视作品，一部都没有，更别

提有影响力的好作品了。 

作为演员，我为此感到痛心，也有一份责任感使命感在心头涌起。

我有幸接触到闻先生的人物创作，我用一切努力将先生请进我的身体，

我的心灵，我的血液，虽然我在表演艺术上还存在诸多问题、差距，

不知先生是否满意，但我舍不得先生就此离开，我会尽力，继续在《西

南联大组歌》下一阶段演出中塑造好闻先生。也衷心的希望，强烈的

呼吁，我们能多一些全面的、真正意义上的反映闻一多先生的文艺作

品，如果需要，我将倾尽全力。 

一个艺术形象的诞生，首先来自于一个有着高尚人格的人物，我

很荣幸，很自豪，很感恩，作为一个演员与先生相遇，相知，相守，

并从中汲取了无穷无尽的养分和力量。（2018年 1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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