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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一 多 研 究 动 态          
 

第一四七期 

 

主办：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会                   北京·2020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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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沉痛悼念闻一多的干女婿张世英先生 

闻一多的干女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先生，9月 10日 10

时 49分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仙逝，享年 100岁。 

 

张世英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美学家、哲学教育家、《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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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著作集》中文版主编、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美

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张世英 1921年 5月 20日生于武汉市。1938年秋，在抗日战争烽

火中离开家乡武汉柏泉老屋湾，到鄂西恩施湖北省高读高中，后回母

校建始省高。1941年夏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先后就读于经济系、社会

学系，师从贺麟、冯文潜、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等著名大师，为

追寻哲学学术真谛，完成“万有相通”哲学体系奠定了早期基础。

1946-1952年，张世英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52年 9月转入

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外国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学

术委员会委员。1959-1966 年，任《光明日报》哲学副刊主编。张世

英 1951年 10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76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世英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与中文系同学彭兰喜结良缘。彭兰也

是湖北人，深得闻一多、高真夫妇喜爱，1944 年 6月 25 日端阳节收

作干女儿。婚前，彭兰特将张世英带西南联大西仓坡教职员宿舍，请

闻一多“面试”。张世英在《归途——我的哲学生涯》中回忆到：“一

天，她说，闻先生约我到他家聊天，我知道这是一次‘面试’。闻先

问了我一些家庭情况，接着说：‘听说你很有哲学头脑，我很愿意你

能常来我家聊聊。现在的形势，我想，你也清楚，希望你走出象牙之

塔。’‘走出象牙之塔’，这是联大同学中早已流传的进步呼声，闻

先生似乎是这个呼声的领唱者。我第一次从闻先生口亲自听到这个呼

声，更感到其意义之沉重。临别时，他送了我一本《海上述林》，黑

绒面，烫金字。走出他家门，我深深感到，我将面临着人生的一次重

大转折。”此后，“在彭兰的带动下，我经常到闻一多家，聆听他的

教诲，不知不觉之间，我的交往圈子扩大到了一些进步人士的边缘，

地下党和来自延安的声音，也时有所闻。” 

张世英、彭兰 1945年 7月 22日结为伉俪，闻一多用小篆书写“我

心则悦”相赠，上款为“若兰世英结婚纪念”。张世英在《若兰诗集·序》

中说：当时闻一多解释说，这不仅是因为彭兰是单名，不好写，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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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若兰者，似兰非兰也，真正的兰花太实，我想虚一点好，专取

其幽香清远之意。张世英、彭兰与闻一多的关系，张晓嵋、张晓岚、

张晓崧在《怀念父亲张世英先生》中写到： 

西南联大，不仅奠定了父亲学术上的基础，也为父亲找到了一生

的知音和伴侣，我们的母亲——西南联大中文系才女彭兰先生。母亲

彭兰是闻一多先生的高足和干女儿，父亲和母亲的姻缘是由闻一多先

生促成的，父亲母亲都是在闻一多先生的教导和指引下，走出了象牙

塔。 

1945年 7月父母在昆明青云街结婚时，闻一多先生是母亲的主婚

人，冯文潜先生是父亲的主婚人，汤用彤先生是父母的证婚人。据父

亲回忆，1946 年 7 月 10 日，父母离开昆明回武汉前，去辞别闻一多

先生时，闻一多先生嘱咐父母二人，回武汉后，要尽快北上，避免国

共分江而治。当车从昆明出发走到贵阳时，父母得知闻一多先生遇害，

悲痛万分，母亲起草了给闻一多夫人的唁电，电文如下： 

干妈：想不到我们就是那样地同干爹永诀了，当我们听到李公朴

先生被害的消息，我就担心干爹的安全。十六号我梦见了他，他仍旧

像平时一样穿着一件灰长衫，只是表情常沉默。惊醒后，我感到非常

恐慌。十七号的清晨，就在报上看到了那不幸的消息。我们的恐慌变

成了事实，我的心碎了，肠断了，感到天地陡然变得这样的狭小，我

恨不得要到百丈的悬岩上去狂啸。满腔悲愤，何日能伸？！干妈，我

们这一群可怜的弱者……何日不在生命的危险中。干爹死了，但是他

却永远生存在爱好和平正义者的心灵中，他是为正义而牺牲，为民主

而流血，希望你不要过度的悲哀，要很坚决地活下去。小弟小妹要你

扶持，使他们能成为一个健全的国民，继以慰在天之灵。我本想乘机

返昆，无奈交通阻塞，只有西望昆明，暗挥热泪。大弟不知脱险否？

俟其痊愈后，希早日扶柩返汉。经济方面，请奉是否能代为筹画？希

速函告，勿视儿等为外人，此后弱弟幼妹情若同胞，当力求略尽姊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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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责。泪与笔俱，言不成章，仅此敬候痊安。大小妹统此。英、兰儿

同上。七，十七。 

父亲在《归途》一书中写道，闻一多先生与父母分别时说：“等

到那个时候，还是要回到书斋里一心做我的学问，就可以不问政治了。”

父亲在书中说：“他依然书生本色。”西南联大是父亲的学术摇篮，

也是父母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昆明是父母相识相恋的第二故乡，是

他们谈论最多、梦萦魂绕的地方。闻一多先生是父母人生旅程中的一

盏明灯。 

 

张世英、彭兰在天安门广场合影 

张世英逝世后，闻立鹏、闻名代表全家致函悼念，唁函写到：“亲

爱的姐夫：从小我们就和你情同手足，你一直是我们敬爱的姐夫。本

希望有机会前去再聚，没想你却不等这一愿望实现，为我们留下了难

以愈合的伤痕。姐夫，你没有走！你的卓著成就永远丰富着我国哲学

宝库，你和勤奋和创新精神永远激励着后辈前行。你，永远活在我们

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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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徐彬带队调研闻一多公园建设与展陈 

据云南民盟网消息，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云南省委会主委、

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徐彬 9 月 29 日带队到盘龙区司家营“闻一多公

园”调研建设和展陈情况，并召开座谈会。民盟云南省委会专职副主

委朱旗，中共昆明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陈铸武，中共盘龙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段超，中共盘龙区委统战部部长杨锐，盘龙区政协主席陶

建宇，民盟昆明市委会主委刘䶮，及民盟云南省委会、中共昆明市委

统战部、民盟昆明市委会、中共盘龙区委统战部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

调研。 

 
调研组实地查看了民盟历史陈列展和闻一多生平纪念展两个展厅

的布展情况。在调研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闻一多公园建设和展馆

建设汇报。徐彬说，在中共昆明市委统战部、中共盘龙区委和相关职

能部门及建设单位的共同努力下，“闻一多公园”目前的建设和展陈

取得了总体令人满意的成绩。习近平总书记今年考察云南时指示要讲

好闻一多先生舍生取义的故事。民盟中央要求我们要积极挖掘民盟传

统教育资源，大力推进民盟传统教育基地建设。对下一步的工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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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第一，需要对这两个展馆的定位进行统筹，灵活运用多种思路，

打造统一战线文化基地；第二，闻一多公园是一个一体化的教育场所，

需要统一规划园内各个景观点，串联参观路线，充分有效利用空间，

积极创建爱国统一战线教学实践基地；第三，要对展馆未来的发展方

向提前规划，理顺管理体制；第四，做好对公众的开放；第五，做好

讲解员的培养工作，把讲解员培训作为一项长期工作，要讲好党盟合

作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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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闻名《闻一多和自己的歌》简体版出版 

9 月，闻一多长女闻名撰写的《闻一多和自己的歌》简体版由清

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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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和自己的歌》是闻名回忆父亲闻一多一生的倾情倾力之

作。该书从闻一多的成长、求学、婚姻、事业以及与家人相处的动人

点滴，娓娓道来，平实而真切，再现了一个饱满鲜活的闻一多。 

书中史实主要是闻名亲身经历或听母亲讲述，引用的资料也都权

威可靠，因此这本书是了解和研究闻一多的一部坚实可信的重要著述。 

该书繁体版 2017年 9月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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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闻名《闻一多和自己的歌·后记》 

这些文字是早就酝酿于胸间并开始动笔的，只因长期病痛及各种

原因，一拖再拖，直到今天才完成。这“马拉松”虽然跑完，但对父

母的思念永无止境，但愿它们能多少表达出我这颗心，能给在天庭相

依的父母带去一点慰藉，也能弥补一点母亲生前的遗憾。 

这本书的取材，首先和主要的自然是母亲的炉边漫忆及她平日的

一些散忆，个别地方也采用了一些家人和亲朋历年来的回忆，贯穿其

间的是我自己的亲历及感受。 

写作过程中，我参阅了兄妹们（闻立雕、闻立雕、闻立鹏、张同

霞夫妇、闻闻惠羽的有关回忆和著作；侄子闻黎明的《闻一多年谱长编》

为我提供了不少资料及依据。 

这本书的完成也是和亲人们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我的爱人王克

私首先是第一读者和亲密的切磋伴侣，他不断给予热情关切和各种帮

助，但不想未及看上一眼全稿，他竟先我而去！儿子王丹鹰怀着对外

祖父的崇敬与热爱，从帮助定夺全局到校正文字、复制图片都出了不

少力；女儿王丹梅和儿媳张桦通读了全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又帮助

书稿的电脑录入；侄女高晓红和侄子闻丹青帮助挑选和复制图片。连

孙子王达也成了打印的小助手。 

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是众多亲人心血和情感的一个结晶。 

本书自 2017年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繁体字版后，我

一起盼望着它的简体版能够与读者见面。如今，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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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先生的热情支持下，这一愿望终得到实现，我感到特别欣慰。 

我也感谢给予热情支持的张国男、王健夫妇（李公朴先生的女儿

及女婿），他们把亲笔写的关于李闻惨案的文章提供给我参考。 

希望这本书能不负众望，对人们深入全面地了解闻一多及其精神

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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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晓红参与录制的电视节目获第 26届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 

9月，闻一多长孙女高晓红于 2019年 7月在江西卫视录制播出的

《跨越时空的回信》，荣获第 26届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 

 

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与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影“华

表奖”是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办的三个政府大奖之一，以思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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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作为评判标准，是中国电视艺术的最高

奖。日前，节目编导陆川致信高晓红和参加录制的先烈士后代，信中

写到：“节目中的一字一句，都源自于您们的记忆和境遇，是您们的

真情流露让观众感受到了历史的艰辛和沉重，体会到了如今美好生活

的来之不易。所以这个奖杯绝不仅仅是颁给节目的，更是对您们的感

谢，和对先烈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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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闻一多小学举行新校门揭牌仪式 

8月 20日上午，浠水县闻一多小学举行新校门落成暨新校牌揭牌

仪式。浠水县教育局副局长郭黎明、巴河镇委书记胡均喜、巴河镇教

育总支干事周伟民及书记谈宜祥率领巴河镇各中小学校长与闻一多小

学校长沙建中、书记杨道贤等学校行政班子成员出席了仪式。闻一多

小学新校门简约大方，古朴典雅。校名由原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题写。 

闻一多小学原名巴河镇中心小学，1938年由闻一多的堂弟闻振之

创办，几经改名后，2017年定名为闻一多小学。学校占地面积 18585

平方米，建筑面积 6042平方米，现有 20个教学班，学生 1029人，教

职工 58人，其中专任教师 56人，内有省级骨干教师 1人，市级骨干

教师 14人，县级骨干教师 21人，是目前浠水县办学规模最大的农村

小学。 

近年来，闻一多小学对校园进行了重新规划改造，优化了人文环

境。闻一多小学以“以爱有爱、爱满天下”为办学理念，用独特的管

理方式加强管理，取得了较好成绩。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学生累计获

奖 100多人次，在黄冈市“大家唱、大家跳”艺术教育展演活动中，

代表浠水县参赛，获市一等奖。教师有 35节优质课在市、县级获奖，

100 多篇论文在市、县级获奖。学校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道德示范学

校”、“湖北省少先队工作示范学校”、“湖北省示范家长学校”、

“黄冈市少儿工作先进单位”、“黄冈市师德师风先进集体”、“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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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市平安校园”、“黄冈市语言文字示范学校”、“浠水县中小学校

园管理示范学校”、“浠水县综合办学水平先进单位”、“浠水县人

民满意的中小学”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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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南万科为采用闻一多肖像制作售房海报向闻一多家属道歉 

近日，云南万科企业有限公司为教师节发布的购房福利海报，采

用了闻一多肖像，遭到社会舆论批评。不少人认为海报文案中除“他

于战火中跨越千山，与时代先锋们共创西南联大”，“不畏艰险，只

为中国教育联合，闻一多长城中学创始人之一”等文字外，还包含了

“教师节来临之际，云南万科教育置业季，谢师专享福利，暖心放送”

的商业广告文字，批评开发商在抗战胜利 75周年之际以闻一多先生为

噱头进行房产营销，是一种消费烈士的行为。云南美橙律师事务所律

师石文超指出，云南万科发布的“云南万科教育置业季”海报，不仅

采用了闻一多的肖像，还出现商标、商业广告文案以及购房平台小程

序码。这不仅触犯了社会底线，有违公序良俗，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而且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

士保护法》，依法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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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之后，云南万科新闻发言人称：9 月 2 日，因开学季，该公

司设计制作了海报，在公司内部会审核通过以后进行发布。9月 3日，

经多方提醒，意识到海报涉及英雄烈士。对此，云南万科全员开展整

改排查工作，于 9月 3日 14时 48分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全面撤回该

宣传。发言人承认“该事件是我方工作上的疏忽，对此深表歉意”，

并表示该公司将接受媒体、业主方、学校及教育机构等的批评，进一

步加强内部风险管控意识及资料审核意识，也会全力配合该事件的处

理。 

9 月 3 日晚，云南万科通过昆明市规划局有关领导转给闻一多家

属一封致歉信。内云：“9 月 2 日经由部分云南万科员工朋友圈转发

长城中学名师介绍的海报，涉及不当使用闻一多先生肖像的问题，对

于我司工作疏忽给闻一多先生家人带来的困扰与麻烦，我们诚恳致歉，

坚决进行整改。9 月 3 日经自查后全面排查并撤回朋友圈海报，以此

为鉴，我司将全面提高意识，尊重烈士以及烈士家属。再次感谢媒体

和公众的监督与批评！我们诚恳接受舆论监督和批评。对于此事，我

司对于闻一多先生家人再次表达深刻的歉意，希望能够面见闻一多先

生家人，并当面进行致歉。” 

9 月 7 日，闻立鹏、闻名代表闻一多家属对此事表示态度：“听

到云南万科用闻一多形象做广告一事感到十分愤怒，他们必须撤回广

告，消除影响并赔礼道歉。用人物形象做广告必须征得授权这是最一

般的常识，在企业销售、法务、广告制作部门应该是尽人皆知，而万

科这样的知名企业居然犯下如此低级错误，使人不得不怀疑其深层动

机。行之多年的广告法对使用人物形象有明确规定；2018年实施的英

雄烈士保护法明文规定英雄烈士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民法通则对

肖像权也有专门条目。希望这件事的处理能够起到警示作用。” 

9月 14日，云南万科企业有限公司在《都市时报》刊登《关于闻

一多先生肖像使用的情况说明》。18日，又在《都市时报》刊登了《致

歉声明》。《致歉声明》云：“我司于 9月 2日推送长城中学名师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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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的海报，其中配图介绍了长城中学创始人闻一多先生，并于部分员

工朋友圈进行转发，经自查后于 9月 3日全面排查并撤回了朋友圈海

报及相关物料。该配图海报虽出于介绍长城中学之目的，但使用前确

实未充分考虑到闻一多先生肖像之问题，我司工作存在一定疏忽。对

于我司违规使用闻一多先生肖像，给闻一多家属、客户以及媒体带来

的困扰，我们诚恳致歉，我们已意识到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已第一

时间进行整改，我们充分尊重烈士以及烈士家属的感受，后续将提高

意识，完善工作细节，再次感谢媒体和公众的监督与批评。” 

云南万科刊登致歉声明的同时，还表示将派人到北京向闻一多家

属当面道歉。闻一多家属虽然对云南万科的致歉声明还有些意见，但

表示云南万科的诚意已经领受了，不必来京道歉，并强调希望通过此

事提醒有关方面重视遵守和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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