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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是一首现代情感的“无题”诗吗〔∗〕

○ 张　 文
(安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ꎬ 安徽　 安庆　 ２４６１３３)

〔摘　 要〕孙玉石先生在«闻一多‹奇迹›本事及解读»一文中ꎬ认为闻一多的«奇

迹»一诗长期以来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ꎬ是一首现代情感的“无题”诗ꎮ 李乐平教授在

«作为奇迹之‹奇迹›的多种解读及其原因»一文中列出了迄今为止«奇迹»的 １４ 种莫衷

一是的解读ꎬ但其题旨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ꎮ 笔者经过大量真实史料的考察与挖掘之

后ꎬ认为«奇迹»并不是一首“无题”诗ꎬ而是一首典型的令人荡气回肠的现代爱情诗ꎮ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论证并揭示«奇迹»题旨ꎬ为这首在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里给中

国新诗诗坛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的长诗做出尽可能符合历史本相的解释ꎬ力求还

其历史本来面貌ꎮ
〔关键词〕«奇迹»ꎻ闻一多ꎻ方令孺ꎻ爱的奇迹ꎻ白朗宁夫人十四行诗ꎻ宗教

孙玉石先生在«闻一多‹奇迹›本事及解读»一文中ꎬ认为闻一多的«奇迹»
一诗长期以来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ꎬ是一首现代情感的“无题”诗ꎮ 李乐平教授

在«作为奇迹之‹奇迹›的多种解读及其原因»一文中ꎬ列出了迄今为止«奇迹»
的 １４ 种莫衷一是的解读ꎬ并指出从上个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至今ꎬ虽然研究界基本

众口一词地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闻一多对爱情的追求ꎬ但其题旨仍然是一个未解

之谜ꎮ 孙先生文中还认为方令孺的两首诗«诗一首»和«灵奇»表现的情感比较

隐晦ꎬ似乎是一种自语ꎬ又似乎是一种对«奇迹»的回应ꎮ 自古以来ꎬ无题诗通常

具有朦胧和隐藏的特性ꎬ隐喻颇深ꎬ题旨晦涩费解ꎮ 闻一多研究学会会长ꎬ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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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陆耀东说:“闻一多新诗及其理论研究ꎬ空间仍很大ꎮ 即使如«奇迹»这一首

诗ꎬ也可写一本专著ꎮ” 〔１〕在经过大量真实史料的考察与挖掘之后ꎬ笔者认为«奇
迹»并不是一首“无题”诗ꎬ而是一首典型的令人荡气回肠的现代爱情诗ꎮ 本文

拟从三个方面论证并揭示«奇迹»题旨ꎬ为这首让现代文学史一直迷惑至今的长

诗做出尽可能符合历史本相的解释ꎬ力求还其历史本来面貌ꎮ 首先ꎬ这首被徐志

摩称为“三年不鸣ꎬ一鸣惊人”的最好长诗ꎬ与闻一多 １９２８ 年翻译的 ２１ 首白朗

宁夫人十四行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ꎮ «奇迹»中“阊阖的户枢”“神奇得万倍的

一个奇迹”“一个明白的字”“正面的美”以及«灵奇»中“灵奇的迹ꎬ灵奇的光”让
学界至今始终不明了的语汇将会在闻一多的译诗中逐一找到明晰的答案ꎮ 其

二ꎬ从闻一多、方令孺的宗教信仰和性情志趣的真实史料来看ꎬ可以确认诗中让

学界颇为费解的“圆光的你”“一阵异香”就是指方令孺本人ꎮ 其三ꎬ从闻一多与

方令孺在国立青岛大学的交游史料记录中ꎬ可以看到他们过从甚密ꎬ方令孺在青

岛期间创作的«诗一首»ꎬ尤其是«灵奇»无疑是对闻一多«奇迹»的真切回应ꎻ而
且ꎬ从闻一多的胞弟闻家驷、长孙闻黎明的口述以及方令孺本人的自述ꎬ可再一

次证明«奇迹»是为方氏所作的爱情诗ꎮ 最后ꎬ«奇迹»这首在闻一多«红烛»«死
水»集外的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巅峰之作ꎬ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的文学

成就的缩影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ꎬ的确给中国新诗诗坛创造了一

个不小的“奇迹”ꎮ

一

１９２８ 年ꎬ闻一多翻译了 ２１ 首白朗宁夫人十四行诗ꎬ并于 １９２８ 年 ３ 月和 ４ 月

分两次在«新月»杂志上发表ꎮ 这 ２１ 首译诗占闻一多全部译诗的一半ꎮ 他之所

以花这么大力气翻译这组诗ꎬ一是因为它情感炽烈、荡人心腑的爱情主题ꎬ二是

因为十四行诗体的精严可为当时的新诗借鉴ꎮ «奇迹»的创作与闻一多的译诗

有着密切的关联ꎬ因为译诗与做诗相互影响ꎬ译者和作者形成一种共鸣ꎬ译诗就

如同自己的创作一样ꎬ正如郭沫若在进行英诗汉译时所说:“我爱雪莱ꎬ我能感

听他的心声ꎬ我能和他共鸣ꎬ我和他结婚了ꎮ ———我和他合而为一了ꎮ” 〔２〕 著名

翻译家方平对闻一多的译作十分称道:“先生的译诗ꎬ意象饱满而鲜明ꎬ我个人

认为ꎬ很少有人能运用严谨的格律而译得这样传神的ꎮ” 〔３〕 伊丽莎白芭蕾

特白朗宁(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ꎬ１８０６ － １８６１)ꎬ«白朗宁夫人十四行诗集»
的作者ꎬ是 １９ 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著名的女诗人之一ꎮ １５ 岁时ꎬ一次骑马

不幸跌伤了脊椎ꎬ从此成为一个禁锢于床榻 ２０ 多年的病人ꎮ 她结识了诗人罗伯

特白朗宁后ꎬ不断互通信札ꎬ彼此情投意合ꎮ 经过了几次请求ꎬ罗伯特终于来

到了她的病室ꎬ见到了瘦小的蜷伏在沙发上的她ꎮ 之后的第三天ꎬ她竟收到他的

求婚信ꎮ 作为一个颓废的病人ꎬ伊丽莎白起先不敢接受罗伯特的爱ꎬ当他第三次

求婚时ꎬ她再也无法抗拒罗伯特真挚的爱ꎬ她答应了ꎬ终于敢拿爱情来报答爱情ꎬ
用爱呼应爱了ꎮ 这时奇迹出现了ꎬ伊丽莎白萎缩的身体焕发出生命的活力ꎬ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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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们惊奇不解的是———她竟然可以站起来ꎬ走下楼ꎬ沐浴在阳光中了ꎮ 爱情奇迹

般地治好了她长达 ２５ 年之久的疾病ꎮ １８４６ 年 ９ 月 １２ 日ꎬ４０ 岁的伊丽莎白和 ３４
岁的罗伯特结婚ꎬ并前往欧洲ꎬ后来去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定居ꎮ 原本久卧病榻的

伊丽莎白ꎬ竟然能和丈夫一起游览名山胜水ꎬ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婚后第三

年ꎬ儿子贝尼尼诞生了ꎬ这是他们纯真爱情的结晶ꎮ 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印证了

“爱情战胜死亡”这一古今中外兼有的文学主题ꎬ从死亡的边缘回到爱的怀抱ꎬ
从残废的绝望转到健康的欢欣ꎬ爱情的力量是一个奇迹ꎮ 这段世界文学史上的

爱情佳话留给我们的就是这场真实爱情的结晶———４４ 首«白朗宁夫人十四行诗

集»ꎬ也称«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ꎮ 徐志摩盛赞它“是一种纯粹的热情ꎬ是不灭

的神圣的火焰ꎮ”是“人类史上一次光明的纪录ꎮ” 〔４〕«奇迹»题旨与白朗宁夫人十

四行诗的主旨关系密切ꎬ暗合之处亦颇多ꎮ «奇迹»中“阊阖的户枢”“神奇得万

倍的一个奇迹”“一个明白的字”“正面的美”ꎬ以及«灵奇»中“灵奇的迹ꎬ灵奇的

光”等诸多迷惑学界至今的语汇将会在译诗中逐一得到明确的解答ꎮ
闻一多在«奇迹»的最精彩的高潮部分出现了“门”意象:你放心ꎬ反正罡

风∕吹不熄灵魂的灯ꎬ愿这蜕壳化成灰烬ꎬ∕不碍事ꎬ因为那ꎬ那便是我的一刹

那∕一刹那的永恒———一阵异香ꎬ最神秘的∕肃静ꎬ(日ꎬ月ꎬ一切星球的旋动早

被∕喝住ꎬ时间也止步了)最浑圆的和平∕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ꎬ∕
传来一片衣裙的綷縩———那便是奇迹———∕半启的金扉中ꎬ一个戴着圆光的

你!〔５〕阊阖ꎬ传说中的天门ꎬ也指室门ꎮ 户枢指门闩ꎬ金扉是华贵的门户ꎮ 这个

“门”意象也被伊丽莎白在 １８４６ 年 ４ 月 ３ 日写给罗伯特的信中提到:“自从我得

病以后ꎬ未来的大门好象当着我的面关上了ꎬ而且锁上了ꎮ” 〔６〕 一个身患残疾的

中年女子ꎬ经过了多年的等待ꎬ爱神终于来敲响她的门ꎮ 白夫人诗集第四首中出

现了“门闩”:你曾经奉到圣旨召入了宫廷ꎬ∕翩翩的歌者ꎬ你歌着名贵的诗篇ꎬ
∕嫔妃们为你止舞ꎬ要你再唱一遍ꎬ∕人人都注视你那殷实的歌唇ꎮ ∕你真要抽

起我这门闩? 你果真∕不嫌它辜负了你的手? 你想想看ꎬ∕你能让你那音乐掉

在我门前ꎬ∕叠作一层层金声的富丽〔７〕 在这里ꎬ门是伊丽莎白对罗伯特渴

慕、思念的爱情之门ꎮ 门的意象ꎬ暗示了罗伯特的爱为自己打开了通向爱情与外

部精彩世界的一扇门ꎮ 在门外ꎬ是罗伯特生机勃勃、繁花似锦的世界ꎻ但在门内ꎬ
女诗人的世界却孤寂悲泣、暮霭沉沉ꎮ 然而ꎬ罗伯特却大胆地为伊丽莎白抽起了

这道门闩ꎬ他“真要抽起我这门闩ꎬ”(ｌｉｆｔ ｔｈｉｓ ｈｏｕｓｅ’ｓ ｌａｔｃｈ)让“那音乐掉在我门

前ꎬ”(Ｔｏ ｌｅｔ ｔｈｙ ｍｕｓｉｃ ｄｒｏｐ ｈｅｒｅ ｕｎａｗａｒｅ ａｔ ｍｙ ｄｏｏｒ)“从今我徘徊在我的生命的

门前ꎮ”(Ａｌｏｎｅ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ｏｆ ｍｙ ｄｏｏｒ) 〔８〕 正是这次爱情的敲门ꎬ让伊丽莎

白怦然心动ꎮ 推开这道门ꎬ她的命运便从此改变ꎻ拉开这扇门ꎬ全世界的面貌就

此焕然一新ꎮ 白朗宁夫人自幼天资聪颖ꎬ掌握了希伯来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

等多种语言ꎬ谙熟«旧约圣经»ꎮ 她化用了«圣经»里“门”意象:“我起来ꎬ要给我

良人开门ꎻ我的两手滴下没药ꎬ我的指头有没药汁滴在门闩上ꎮ 我给我的良人开

了门ꎬ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ꎮ” 〔９〕闻一多早年曾受基督教洗礼ꎬ深谙«圣经»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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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孺留美六载ꎬ专攻西方文学ꎬ熟读«新旧约全书»ꎮ 二人对«圣经»中的爱情卷

«雅歌»第 ４ 首必然熟知ꎮ 闻一多和白朗宁夫人产生了强烈共鸣ꎬ他从白朗宁夫

人的情诗中汲取了营养ꎬ寻找到了爱的灵感ꎮ 他耐心地静候着奇迹的出现ꎬ终于

他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ꎬ心上人抽取了门闩ꎬ这就是闻一多期盼已久的

爱的回应ꎮ 那么方令孺是否会推开这道爱情之门呢? 她内心渴望爱情ꎬ憧憬爱

情ꎬ但是家庭的阴霾和自卑的内心让她没能像白朗宁夫人那样勇敢地推开这扇

玫瑰之门ꎬ因为“在我的惊喜中我正想抱紧你ꎬ∕我摸索到这黑夜ꎬ这黑夜的

静ꎬ∕神怪的寒风冷透我的胸膛ꎮ” («灵奇»)她在可望而不可及的情感边缘徘

徊ꎬ始终没有勇气去推开这扇门ꎬ只能“默然严守着它的静穆ꎮ” («诗一首»)最
终以无情的沉默来回答来自心爱之人一声声爱的呼唤ꎮ

“我要的本不是这些ꎬ而是这些的结晶ꎬ∕比这一切更神奇得万倍的一个奇

迹!”«奇迹»中让学界迷惑至今的“结晶”和“奇迹”到底指什么? “结晶”在徐志

摩为闻一多的译诗作注释时就很明晰:“在这四十四首情诗里白夫人的天才凝

成了最透明的纯晶ꎮ 这在文学史上是第一次一个女子澈透地供承她对一个男子

的爱情ꎬ她的情绪是热烈而抟聚的ꎬ她的声音是在感激与快乐中颤震着ꎬ她的精

神是一团无私的光明ꎮ” 〔１０〕闻一多要的既不是“蔷薇的香”“琵琶的幽怨”“烟峦

与曙壑”也不是“碧玉的温润”“最动人的名儿”和“璀璨的星空”ꎬ他渴望的是心

爱之人对爱的回应与接受ꎮ 那么ꎬ“比这一切更神奇得万倍的一个奇迹”究竟又

是指什么呢? 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说:“爱情是艺术家灵感的源泉ꎮ 由于爱

情迷人的魔力的作用ꎬ才产生了各种艺术形式的优美和神奇ꎮ 人类几千年的历

史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ꎮ” 〔１１〕 闻一多翻译的«白朗宁夫人的情诗» (这是

闻一多为诗集命名的)第二十首中曾两次提到爱情的魔力产生的“奇妙” (ｗｏｎ￣
ｄｅｒ):我想起那时ꎬ爱∕我便尝到了生命的奇妙( ｔｈｕｓ Ｉ ｄｒｉｎｋ ｏｆ ｌｉｆｅ'ｓ ｇｒｅａｔ ｃｕｐ ｏｆ
ｗｏｎｄｅｒ ) ! 你看ꎬ∕真是奇妙(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ꎬ居然觉不出你的举动ꎬ∕你的言谈会

来震动我的朝夕(Ｎｅｖｅｒ ｔｏ ｆｅｅｌ ｔｈｅｅ ｔｈｒｉｌｌ ｔｈｅ ｄａｙ ｏｒ ｎｉｇｈｔ)ꎮ〔１２〕 英文 ｗｏｎｄｅｒ 一词

具有奇迹、惊奇、奇妙、奇观之意ꎮ 白朗宁夫人亲身感受到罗伯特的爱让她“尝
到了生命的奇妙”ꎬ真挚的爱情激活了女诗人原已凋萎的生命力ꎬ爱情战胜了疾

病ꎬ爱情战胜了死亡ꎬ这是爱的奇迹! 那么闻一多诗中“神奇得万倍的一个奇

迹”就是爱的奇迹ꎬ诗人要用自己炙热滚烫的爱让心爱的人摆脱不幸婚姻的阴

影ꎬ走出孤独、自卑的阴霾ꎬ希望她也能像白朗宁夫人一样奇迹般地站起来ꎬ勇敢

地推开这扇玫瑰之门ꎬ投入爱的怀抱ꎮ 伴随着爱神的降临ꎬ缪斯也叩动着她的心

扉ꎮ 然而ꎬ她的心在思恋中挣扎又在挣扎中犹豫ꎬ最后以决绝的姿态表示“爱ꎬ
只把我当一块石头ꎬ不要再献给我ꎮ”(«诗一首»)由此ꎬ闻一多期待已久的奇迹

最终并未出现ꎮ
“我只要一个明白的字ꎬ舍利子似的闪着∕宝光ꎬ我要的是整个的ꎬ正面的

美ꎮ”«奇迹»里这个“明白的字”到底是什么? “正面的美”又是指什么呢? 白朗

宁夫人情诗的第十首给出了答案:“不过只要是爱ꎬ是爱ꎬ可就是美∕就值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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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ꎮ 你知道ꎬ爱就是火∕火总是光明的ꎬ不问着火的是庙堂∕或者柴堆———那

栋梁还是荆榛在烧ꎬ∕火焰里跳出来同样的光辉ꎮ 当我∕不由得倾吐出:我爱

你!” 〔１３〕“只要是爱ꎬ是爱ꎬ可就是美ꎮ”(ｌｏｖｅꎬ ｍｅｒｅ ｌｏｖｅꎬ ｉｓ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ｉｎｄｅｅｄ)无独

有偶ꎬ方令孺在«悼玮德»中赞美方玮德时曾有这样一句话:“他对于爱———这舍

利子一般完整而精圆的一个字———的态度ꎬ我们不难想到是多么神圣ꎮ” 〔１４〕可见

舍利子似完整而精圆、闪着宝光的一个字就是“爱”ꎮ 爱ꎬ就是闻一多苦苦追寻

的“正面的美”ꎮ 闻一多并没有说出这个舍利子般的“爱”字ꎬ却用了“美”字ꎬ因
为“一多一生都在追求美ꎬ不只是形式上的美ꎬ而是精神上的美、真、善ꎮ 早年搞

诗是为了美ꎬ中年弄文学也是为了美ꎬ晚年努力于民主运动也是为了美ꎬ追求的

方式有变化ꎬ目标却从来没有变ꎮ” 〔１５〕闻一多为了这位心爱的美人ꎬ“不管等到多

少轮回”也要静候下去ꎬ只要美人一露面ꎬ他立刻就“抛弃平凡”ꎬ也“再不瞅着一

张霜叶梦想春花的艳”ꎮ 那么“扇后那天仙似的人面”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美人

呢? 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舒芜(方硅德)称赞“九姑长得极漂亮ꎬ又有风

度ꎬ又有气质ꎮ” 〔１６〕舒芜是方令孺的侄子ꎬ其父方孝岳是方令孺的兄弟ꎬ方令孺因

家中排行第九ꎬ人称九姑ꎮ 美学家、考古学家常任侠说他平生所见到的美人ꎬ数
九姑是第一ꎮ〔１７〕徐仲年ꎬ著名法语翻译家ꎬ曾这样描写方令孺的美:“方令孺首次

给我很深的印象ꎬ这个印象至今未褪色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飘逸之感ꎮ 第

二个印象乃是从读她的诗和散文诗得来:她的诗文尽量发挥柔性的美ꎬ女性的

美ꎬ镀上了银灰色的惆怅和她常谈过的人ꎬ应当承认我所讲的话的准确性ꎻ
她的个性实在是太温柔ꎬ太优美了! 她所代表的是纯粹的女性美ꎮ” 〔１８〕吴宓曾赞

美陈庆纹(方令孺长女):“宓观其人雅淡秀美ꎬ且确貌似令孺ꎮ” 〔１９〕 “美妙的作品

是奇迹的产物ꎬ而奇迹却在于妇女使男子获得了创作力ꎮ” 〔２０〕 闻一多 １９２１ 年发

表的«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中曾有对美丽女性的赞美和对真挚爱情的

向往:“女性是诗人的理想ꎬ诗人眼里宇宙间最高洁最醇美的东西便是女性”ꎬ〔２１〕

“若是没有女人ꎬ一大半的诗———一大半最宝贵的诗ꎬ不会产生了”ꎮ〔２２〕

方令孺«灵奇»最后一节:可是这灵奇的迹ꎬ灵奇的光ꎬ∕在我的惊喜中我正

想抱紧你ꎬ∕我摸索到这黑夜这黑夜的静ꎬ∕神怪的寒风冷透我的胸膛ꎮ〔２３〕 “灵
奇的迹”与白朗宁夫人的情诗中“灵魂的步履”“你足迹所到”暗合ꎮ 白朗宁夫人

情诗第七首中这样写道:我想全世界的面目已经改变ꎬ∕自从我听见你那灵魂的

步履∕经过我身旁ꎬ悄悄的走去ꎬ∕通过了我和幽冥的边塞之间ꎮ ∕我跌进那幽

冥的绝壑ꎬ心里盘算ꎬ∕定是没救了ꎬ谁知道却是过虑ꎬ∕爱把我一手捞起ꎬ
还教了我一曲∕生命的新歌ꎮ 上帝赐我一盏辛酸ꎬ∕本是给我施洗的ꎬ我情愿喝

一口ꎬ∕赞扬它的芬芳ꎬ因为你在我身旁ꎮ ∕你足迹所到ꎬ无论生前或死后ꎬ∕诸

天和百国的名号都要更张ꎬ∕这一阕歌ꎬ一支笛ꎬ恩情这样厚ꎬ∕也只因你的名字

在那里铿锵ꎮ〔２４〕“灵奇”是神异、神奇之意ꎮ “迹”即脚印、足迹ꎮ “灵奇的迹”正
好与白诗中“自从我听见你那灵魂的步履”(Ｓｉｎｃｅ ｆｉｒｓｔ Ｉ ｈｅａ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ｏｔｓｔｅｐｓ ｏｆ
ｔｈｙ ｓｏｕｌ)和“你足迹所到”(Ｆｏｒ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ｏｕ ａｒｔ ｏｒ ｓｈａｌｔ ｂｅꎬ ｔｈｅｒｅ ｏｒ ｈｅｒｅ)相对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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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方令孺并没有像白朗宁夫人那样听到心爱之人神奇的脚步走近身旁时ꎬ感
觉整个世界都为自己改变了模样ꎬ她只感受到漆黑的夜晚ꎬ“神怪的寒风冷透”
自己的胸膛ꎮ «圣经»里经常运用上帝的光焰来表示爱的光芒ꎮ «雅歌»第五章

第八节写道:“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ꎬ∕带在你臂上如戳记ꎻ∕因为爱情如

死之坚强ꎬ∕嫉恨如阴间之残忍ꎮ ∕所发的电光ꎬ是火焰的电光ꎬ∕是耶和华的

烈焰ꎮ” 〔２５〕“耶和华的烈焰”被用来形容爱情ꎬ具有一种伟大而圣洁的神性ꎮ 上

帝能让你萌发爱ꎬ那么上帝也会对你投下爱的闪光ꎮ 耶和华创造了爱和爱情ꎬ所
以耶和华令爱情闪闪发光了ꎮ 白朗宁夫人 ４４ 首情诗处处都有基督教精神的投

影ꎬ第十首写道:“我爱你ꎬ我爱你ꎬ”便在那顷刻ꎬ∕我就会变成不坏的金身ꎬ并
且会∕觉得我脸上的灵光射到你脸上ꎮ ∕讲到爱ꎬ本说不上什么寒伧来ꎬ∕最渺

末的生灵献爱给上帝ꎬ你想ꎬ∕上帝受了他的爱ꎬ还赐给他爱ꎮ ∕我心灵的光ꎬ闪
过我丑陋的皮囊ꎬ∕爱的意匠便改善了造物的心裁ꎮ〔２６〕 诗中的“金身” “灵光”
“心灵的光”都赋予了上帝的灵光与神性ꎮ 难怪梁宗岱在致志摩的信中说:“白
朗宁夫人的商籁是一个多才多病的妇人到了中年后忽然受了爱光的震荡在晕眩

中写出来的ꎮ” 〔２７〕那么方令孺«灵奇»中“灵奇的光”是指什么呢? 诗人夜晚踽踽

独行在国立青岛大学校舍八号楼后面熟悉的山道上ꎬ当她正想欣喜地拥抱这带

给她一丝希望的神奇之光时ꎬ黑夜又一次地出现了ꎬ前面出现的爱的神光突然间

又触不可及ꎬ离她远去ꎮ 她徘徊着自己的爱情ꎬ仍无力拥抱爱的神光ꎬ只能带着

伤残的深情ꎬ蹒跚地走向凄冷、哀婉的结局ꎮ

二

闻一多和方令孺在宗教信仰、性情志趣方面十分相近ꎬ从大量的真实史料来

看ꎬ可以确认«奇迹»中“圆光的你” “一阵异香”就是指方令孺本人ꎮ 无论东方

还是西方ꎬ美术中显形的圣徒、高僧、神主ꎬ头上必有圆光ꎮ １９２２ 年闻一多曾在

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绘画ꎬ深受西方绘画影响ꎮ 美籍华裔学者﹑闻一多的学生

许芥昱认为:闻一多一直钦佩意大利宗教画师(安吉利科)ꎬ甚至连他们的宗教

气味ꎬ他虽不能全部沾染上ꎬ却也能在他诗的形象中找到一些痕迹ꎬ这包括他最

后的一首白话诗«奇迹»ꎮ〔２８〕 弗拉安吉利科(Ｆｒａ Ａｎｇｅｌｉｃｏꎬ１４００ － １４５５)ꎬ意大

利文艺复兴早期画家ꎬ其祭坛画如«利奈奥尼圣母像» «圣母的加冕» «圣母戴

冠»显得安详、宁静ꎮ 在圣像画中ꎬ色彩具有象征性ꎬ金色既是色彩又是光ꎬ是圣

像画中运用得最多的颜色ꎬ金色象征着神的荣耀之光ꎮ 闻一多早年曾皈依基督

教ꎬ受洗为基督徒时“相信宗教可以救我”ꎬ〔２９〕到后来即使不再信仰ꎬ“那基督教

的精神还在我的心里烧着” 〔３０〕可见ꎬ基督教精神已经注入其文化心理ꎮ «奇迹»
中“半启的金扉中ꎬ一个戴着圆光的你”给人一种金碧辉煌而生神圣之感ꎬ“一个

戴着圆光的你”与基督教中戴冠的圣母的画像极其相似ꎮ 闻一多不仅精通西洋

绘画ꎬ而且深谙佛教文化ꎮ １９２９ 年任教于武汉大学的闻一多ꎬ一日清晨漫步于

校内的罗家山下ꎬ青翠的山峰在朝霞的衬托下显得十分绚丽多彩ꎮ 闻一多看得

—０１１—

学术界 ２０１６. ４学术批评



入神ꎬ感觉这不就是一尊佛吗? 神圣和虔诚在心头油然升起ꎮ 于是就此改名为

珞珈山ꎬ珞ꎬ指坚硬的石头ꎻ珈ꎬ为古代妇女戴的头饰ꎬ佛教经文中常出现的字ꎬ具
有华贵和坚不可摧的寓意ꎮ 闻一多用印度佛教的观音道场命名此山ꎬ古朴典雅ꎬ
可见他对佛教文化的学术关切ꎮ 一般佛经中对妇女的描写多推崇圆满ꎮ 印度早

期的佛像ꎬ面相丰圆ꎬ背后都带圆项光ꎮ 据方令孺的学生裘樟松回忆ꎬ方令孺先

生曾经对他说过:“闻一多的诗‘半启的金扉中ꎬ一个戴着圆光的你’是写我

的ꎮ” 〔３１〕裘樟松认为闻诗中的“圆光”不可能指日月ꎬ于是又问方先生关于闻诗

“圆光”的意义ꎮ 先生回答云:“这里的‘圆光’是佛家语ꎬ是指佛菩萨顶上放出的

成圆轮状的光ꎮ” 〔３２〕方令孺容貌端庄ꎬ肃穆时真像一尊圆光ꎬ裘樟松不禁为闻一

多捕捉形象特征水平之高、形容之精妙而喝彩ꎮ
香ꎬ缭绕于琴房书斋ꎬ缥缈于佛龛庙宇ꎬ有着肃穆宁静的气场和力量ꎮ 中国

人用香为的是养生养性和道德的自律ꎮ 现代作家徐仲年在西南联大时ꎬ曾对方

令孺有过很深的印象:“她在北碚的房间ꎬ十足表示女主人的个性:茶几上供着

一尊磁佛ꎬ一支白石小香炉微微焚起芸香ꎻ她为我燃点一支安息香ꎬ敬了我

一杯铁观音ꎬ退坐高及半膝的蒲团上ꎬ然后和我大谈诗词中‘空灵’问题ꎮ 从她

那里出来ꎬ洗去俗尘三斛ꎬ身心为之一新!” 〔３３〕从居室风格到生活情趣ꎬ可以看出

方令孺深谙佛教文化ꎮ 芸香ꎬ具有特殊的浓烈气味ꎮ 安息香是佛典中常提及的

香料ꎬ梵名为 ｇｕｇｇｕｌａꎬ气味芬芳浓烈ꎬ香气安神定气、调养身心ꎬ佛教中被视作敬

佛之圣品ꎬ也常比喻崇高的品行、修炼的境界与庄严ꎮ 蒲团ꎬ乃僧人坐禅及跪拜

时所用之物ꎮ 在诗词、茶雾、香炉里萦绕的香烟营造的宁静优雅的神韵里ꎬ二人

饮出了清风明月的怡然飘逸ꎮ 由此ꎬ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闻一多在«奇迹»中选

用了“一阵异香”这个词汇ꎮ 佛教文化在方令孺的散文«琅琊山游记»里也有投

影:“我凝神细听ꎬ不能入寐ꎮ 隐约看见佛殿上一点长明灯的火光尚在跳跃ꎬ因
想起古人两句诗:‘龛灯不绝炉烟馥ꎬ坐久铜莲几度沉ꎮ’” 〔３４〕 而这两句诗出自

«琅琊山志»卷五中施昌言«琅琊山慧觉禅师»的一首:“一衲闲云出世心ꎬ何年投

锡住香林ꎮ 空山有月泉鸣玉ꎬ净境无尘地布金ꎮ 开土竞来依海会ꎬ软言频见发潮

音ꎮ 龛灯不绝炉烟馥ꎬ坐久铜莲几度沉ꎮ” 〔３５〕无独有偶ꎬ闻一多也十分喜爱香ꎬ与
方令孺情趣相投ꎮ １９２４ 年ꎬ梁实秋准备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ꎬ闻一多则到纽约

继续学习绘画ꎮ 临别时ꎬ闻将自己心爱的«霍斯曼诗集»和«叶芝诗集»送给梁ꎬ
梁回赠一具北京老杨天利精制的珐琅香炉和一大包檀香ꎬ因为闻最喜欢“焚香

默坐”的境界ꎬ常吟陆游的“欲知白日飞升法ꎬ尽在焚香听雨中”ꎮ〔３６〕 闻一多西南

联大的学生李凌回忆ꎬ闻一多讲«楚辞»有一个特点ꎬ他往往等天黑下来的黄昏ꎬ
在教室之外ꎬ点个香炉ꎬ拿个烟斗ꎬ然后开始念«楚辞»的名句ꎮ〔３７〕 «奇迹»中先是

一阵异香扑鼻而来ꎬ接着就是衣裙轻微细碎的摩擦声ꎬ真可谓“妙境可能先鼻

观”ꎮ〔３８〕备受闻一多推崇的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说:“如果颜色、形式、动
作没有馥郁的香味就不成其为美ꎬ那么香味本身要成为美ꎬ这些东西也就是必不可

少的ꎮ” 〔３９〕可见芬芳的香气ꎬ乃是美意识发生的直接源泉ꎮ
—１１１—

«奇迹»是一首现代情感的“无题”诗吗



三

闻家驷ꎬ闻一多的胞弟ꎬ北京大学教授ꎬ１９８４ 年 ３ 月在接受采访时说:“闻一

多所要求的‘奇迹’ꎬ是诗人浪漫主义爱情高度的体现ꎮ” 〔４０〕 闻黎明ꎬ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ꎬ闻一多的长孙ꎬ针对“奇迹”到底是指什么ꎬ曾在一次

闻一多作品研讨会上披露:“奇迹就是指他和方令孺之间的感情ꎬ你们不敢说ꎬ
我说ꎮ 我并不避讳谈这个ꎬ是怎样就是怎样ꎮ” 〔４１〕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ꎬ闻黎明在

«齐鲁晚报»上再次写道:“其实ꎬ这首诗写的正是方令孺ꎮ” 〔４２〕

为什么闻一多的亲属这样肯定地下结论呢? 笔者考察了大量真实史料ꎬ可
以证明在 １９３０ 年至 １９３２ 年两年间ꎬ国立青岛大学任教的闻一多(１８９９ － １９４６)
和方令孺(１８９６ － １９７６)过从甚密ꎮ 方令孺初来青岛时“相当孤独ꎬ除了极少数

谈得来的朋友之外ꎬ不喜与人来往ꎮ 她经常一袭黑色的旗袍ꎬ不施脂粉ꎮ 她斗室

独居ꎬ或是一个人在外面彳亍而行的时候ꎬ永远是带着一缕淡淡的哀愁ꎮ” 〔４３〕“极
少数谈得来的朋友”之中ꎬ首先就是闻一多ꎬ还有陈梦家和方玮德ꎮ 陈梦家是闻

一多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的弟子ꎬ才学颇受闻的赏识ꎬ方玮德与梦家是最亲密的

诗友ꎬ又是方令孺的侄子ꎬ也是闻一多的学生ꎬ由此ꎬ闻一多与方令孺成了好朋

友ꎮ １９３０ 年底ꎬ闻一多曾委托方令孺向玮德要张相片ꎬ放在案头与其晤对ꎮ 三

十年代青岛知识阶层的薪金较高ꎬ生活优裕ꎮ １９３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校长杨振声曾

邀请志同道合的酒友聚会喝酒ꎬ之后他们每逢周末轮流在顺兴楼和厚德福聚饮ꎮ
梁实秋曾说“一多的生活苦闷ꎬ于是也就爱上了酒ꎮ 他酒量不大ꎬ而兴致高ꎮ” 〔４４〕

青岛八仙开始只有七人:杨振声、赵太侔、梁实秋、闻一多、陈季超、邓仲存、刘康

甫ꎮ 梁实秋问哪里去寻何仙姑? 闻一多提议邀请陈梦家、方玮德二人口中的

“九姑”方令孺加入ꎬ后来他们就成了真正的“酒中八仙”ꎮ 八仙中ꎬ邓仲存是方

令孺的姐夫ꎬ国立青岛大学任校医兼外文系日文教员ꎬ邀请方令孺的不是其姐夫

却是闻一多ꎬ可见方令孺是颇受闻一多关心的ꎮ 当时青岛大学女教工宿舍设在

７ 号楼ꎬ原是德国人建的俾斯麦兵营的军官营房ꎬ楼上住着单身女教工张兆和

(沈从文的未婚妻)、方令孺、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李云鹤(江青)ꎮ １９３１ 年暑假

闻一多从汇泉搬到了 ８ 号楼校舍后ꎬ方令孺经常向闻一多请教她正在讲授的

«昭明文选»的相关问题ꎬ闻一多也教她一些写诗的方法ꎬ并对其才情也十分欣

赏ꎬ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闻在写给朱湘、饶孟侃的信中说:“俗话说‘时运来了ꎬ城
墙挡不住’ꎮ 今年新年ꎬ是该新诗坛过一个丰富的年ꎮ 此地有位方令孺女士ꎮ
方玮德的姑母ꎬ能做诗ꎬ有东西ꎬ有东西ꎮ 只嫌手腕粗糙点ꎬ可是我有办法ꎬ我可

以指给她一个门径ꎮ” 〔４５〕正是在闻一多的指点下ꎬ方令孺才开始了诗歌创作ꎬ在
青岛期间ꎬ创作了«诗一首»«灵奇»«幻想»«任你»«她像»等ꎮ «灵奇»一诗借用

的是西方十四行诗的变体十六行体ꎬ再运用整饬的意大利抱韵体式ꎬ基本契合新

月派“三美”主张之“音乐美”和“建筑美”的要求ꎮ 方氏这几首诗均做到了“节
的匀称和句的均齐”ꎬ展现出诗中所包孕的情绪翻来覆去的起、承、转、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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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ꎬ正与闻一多倡导的“一首理想的商籁体ꎬ应该是一个 ３６０ 度的圆形ꎬ最忌

的是一条直线” 〔４６〕合拍ꎮ 可以看出ꎬ方令孺在实现新诗形式格律化和践行“理性

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闻一多的指点门径不无关系ꎬ对此笔者已另发表«方令

孺对西方诗歌艺术形式的接受»一文详述ꎮ 青岛风光旖旎ꎬ气候宜人ꎬ崂山自古

以来被誉为“神窟仙宅” “灵异之府”ꎮ 闻一多、方令孺和黄际遇曾一同游玩崂

山ꎮ 黄际遇ꎬ青岛大学理学院院长、数学系教授ꎬ与闻一多同住 ８ 号宿舍ꎬ一多住

楼上ꎬ黄在楼下ꎮ 在«崂山游记»里ꎬ黄际遇记录了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 年)ꎬ闻一

多、方令孺等曾与他一起游玩崂山:“辛未初夏ꎬ偕闻一多、黄淬伯、方令孺女士

等入山一次ꎮ 三宿而还ꎮ” 〔４７〕

综上所述ꎬ闻一多和方令孺在青岛两年间交往颇多ꎬ志趣相投ꎬ而且闻对方

关爱有加ꎬ那么«奇迹» 创作的动因也就不言而喻了ꎮ 梁实秋曾在 «酒中八

仙———记青岛旧游»一文披露:“这期间他有一段恋情ꎬ因此写了一篇相当长的

白话诗ꎬ那一段情没有成熟ꎬ无可奈何地结束了ꎬ而他从此也就不再写诗ꎮ” 〔４８〕

四

闻一多本人对«奇迹»尤为重视ꎬ他在抗战时期编写«现代诗钞»时ꎬ选录了

这首诗ꎮ 青岛时期的闻一多ꎬ虽为新月派主将ꎬ却已开始卸下脚镣ꎬ乃至放弃舞

蹈ꎬ在领受唯美"奇迹"的同时告别了唯美时代ꎬ转向研究«诗经»、«楚辞»和探

索唐诗的奥秘ꎮ “沉潜”是这一时期闻一多的主要精神特征ꎬ他实现了从诗人到

学者的转换ꎮ 他华丽转身的同时ꎬ为我们留下了在«红烛»«死水»诗集以外的无

论形式上还是艺术上都堪称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巅峰之作«奇迹»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后期新月派文人圈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作家在青岛的文学成就ꎬ是中国现代

文学第二个十年的缩影ꎬ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ꎮ 首先ꎬ«奇迹»
在丰富发展新诗语言、融合中国传统与西方诗艺上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闻一多能

够将中国古典诗歌词汇恰到好处地揉进新诗中ꎬ其诗中借用的古诗语汇多达数

百个ꎬ就«奇迹»一首诗ꎬ就有“阊阖” “户枢” “砉然” “火齐” “幽怨” “矜严” “婉
娈”“蝉鸣”“一阙”“藜藿”“诛求”“罡风”等近 ２０ 个古诗词语ꎮ 他为 ３０ 年代«新
诗»杂志同仁卞之琳、冯至乃至 ４０ 年代«中国新诗»诗人群穆旦、辛迪、唐祈、唐
湜、杜运燮、陈敬荣、郑敏、杭约赫、袁可嘉等树立了良好风范ꎮ 再者ꎬ从«奇迹»
和«灵奇»所表现的主题和艺术形式ꎬ可以窥见 １９ 世纪英国维多利亚中后期诗

歌对闻、方创作都产生过深远影响ꎮ 闻一多翻译十四行诗ꎬ尤其是白朗宁夫人的

十四行诗ꎬ其宗旨力求为中国白话新诗寻找出一条可以像十四行诗一般ꎬ讲究押

韵但又没有一成不变的白话格律诗ꎮ «奇迹»虽然不是十四行体(商籁体)ꎬ但是

整首诗荡气回肠的构思和铺排完全与十四行诗体的“起”“承”“转”“合”相互对

应ꎮ 朱自清对闻一多的十四行诗成就做过中肯的评价:“新文学大部分是外国

的影响ꎬ新诗自然也如此ꎮ 这里得特别提出闻一多先生翻译的白朗宁夫人的商

籁二三十首ꎮ 他尽量保存原诗的格律ꎬ有时不免牺牲了意义的明白ꎮ 但这个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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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是值得的ꎻ现在商籁体(即十四行) 可算是成立了ꎬ闻先生是有他的贡献

的ꎮ” 〔４９〕而更为重要的是ꎬ闻一多从白朗宁夫人情诗中汲取了爱的灵感ꎬ把炽烈

的爱情之火ꎬ燃烧成神秘瑰丽的诗句ꎬ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创造了一个“奇迹”ꎬ对
中国现代十四行诗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ꎮ 其次ꎬ«奇迹»让我们再次更加

清晰地看到闻一多贯穿一生的矛盾性格ꎮ 闻一多一贯奉行古典与浪漫、传统与

现代相互融合的文学观念ꎬ这也无形中塑造出他在婚姻爱情生活中的矛盾性格:
纵情而又节制ꎬ大胆而又约束ꎬ对婚姻不满而又忠贞ꎻ神往“奇迹”般的爱情ꎬ而
又在花蕾萌芽时掐断ꎮ 一首浓情唯美的«奇迹»ꎬ让我们看到英勇威武的民主斗

士的另外一面ꎮ “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ꎬ本质上还是个

诗人ꎬ对美有特别的感受ꎬ而且从始到终是一包热情ꎬ一生未曾改变过ꎮ” 〔５０〕闻一

多很像席勒ꎬ是一个性格坚毅却又悲情的人ꎬ在探求自身理想中的人的时候ꎬ始
终都关注于人的自身完整性ꎮ 在美学的根本问题上ꎬ闻一多非常重视席勒、斯宾

塞的“游戏说”ꎮ 坚信只有通过审美状态ꎬ达到感性和理性统一ꎬ人才有可能成

为完整自由的人ꎮ «奇迹»中诗人用美来弥补爱情婚姻的不足ꎬ沿着审美的途

径ꎬ抵达自由状态ꎬ重拾人性的和谐ꎬ“一阵异香”之后ꎬ一刹那间实现“浑圆的和

平”ꎮ 他的美学理想已经趋向了调和的“中庸”ꎮ 再次ꎬ宗教意识已渗入中国现

代作家的文化心理深层ꎮ ２０ 世纪伟大的基督徒文学家艾略特曾说:“文学是一

种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表现基督教思想情感的文学ꎬ而不是一种故意地和挑战地

为基督教辩护的文学ꎮ” 〔５１〕闻一多和方令孺都曾留学美国ꎬ闻氏直接接受基督教

的洗礼ꎬ“相信宗教可以救我” 〔５２〕方氏留美六载ꎬ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和威斯康星

大学攻读西方文学ꎬ通过阅读«圣经»间接接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ꎬ在为青年学

子推荐书单上写道:“我读过一册«新旧约全书»ꎮ 我得了很多好处ꎻ因为我是爱

西洋文学的ꎮ 这是一部西洋文学的宝库ꎮ” 〔５３〕可以看出ꎬ“五四”以后ꎬ中国知识

分子都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ꎬ基督教思想也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现代作

家创作产生过一定的影响ꎮ «奇迹»和«灵奇»两首诗中的“门闩”“圆光”“灵奇

的光”等无不让人感受到基督教精神的神光ꎮ 同样佛教文化也渗入作家们的深

层文化心理ꎮ “异香”“舍利子”“微茫”让人沉浸在肃穆、宁静的宗教氛围里ꎬ收
敛浮躁不安的心神ꎬ引发出真切自然的宗教体验ꎬ感悟到清净真实的生命的美

丽ꎮ 由此ꎬ东方西方宗教中爱的理念与现代作家充满爱的人性相契合ꎬ使爱的意

识渗入到作家们文化心理深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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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是一首现代情感的“无题”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