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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教育部第六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选结果正式公布，共评

出

830

项成果，包括

45

项一等奖，

250

项二等

奖，

518

项三等奖以及

17

项普及奖。 杭高

1953

届骆寒超校友的《骆寒超诗学文集》也入

选。 我们也借此机会，通过一段小传和去年媒

体上对骆寒超校友的采访，来分享这位校友的研

究成果。

骆寒超，原名运启，笔名伊频，

1935

年

3

月

14

日出生在浙江诸暨枫桥一个普通家庭。在当

地读完小学、初中，

1953

年毕业于杭州一中，考

入南京大学中文系。

1957

年在校时被错划为

“右派”，分配到温州永强中学任教，在温州生

活了

20

多年。“右派”纠错后，调到杭州参与创

办大型文学双月刊《江南》，

1984

年任省文联文

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并主编文学理论刊物《当

代创作艺术》。

1987

年被评为研究员。

1988

年

调浙江大学，转聘为教授，担任浙江大学中文

系主任。

2001

年退休后又被聘为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教授兼任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 系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

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诗歌学会

理事， 曾任浙江省政协第五、 六、 七届委员。

1991

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长期以来， 骆寒超主攻中国现代诗学研

究。 已出版诗学专著和论文集：《艾青论》、《中

国现代诗歌论》、《新诗创作论》、《骆寒超诗论

集》、《新诗主潮论》、《艾青评传》、《骆寒超诗论

二集》、《二十世纪新诗综论》；还有新诗创作集

二种：《伊甸园》（与人合集）、《三星草》（与人合

集）。 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

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文学》

（英法文版）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和评论

150

余篇。 总计纯个人著述字数在

320

万字以上。

他曾多次获国家级和省级研究课题。 国家级课

题有：

1989

年的《文体诗学》，

2002

年的《传统汉

语诗体演变规律与新诗诗体建设》； 省级课题

有《艾青综合论》等四项。

其中，《艾青论》、《中国现代诗歌论》、《论现

代叙事诗》连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一、二等奖；《新诗创作论》获浙江省高等学校

优秀教材一等奖等。

因为一部《艾青论》，骆寒超在诗歌理论界崭露

头角；同样也因为《艾青论》，他被打为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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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在乡村中学教书，在海边劳作，在草地放牛……

艾青在世的时候，只要骆寒超去北京，都会

去艾青家里看望他。 有时候，一住就是半个月，

形影不离。

“他对我有种特殊的感情。 他希望我坐在

他旁边，坐在沙发的靠手上，他抓住我的手，一

句话都不讲，可以这样坐上一个小时，一个半

小时……”

1980

年，骆寒超第一次到艾青家，就住了

半个月之久。 或许是因为有着相似的经历，相

同的追求，第一次的谋面，就让他俩成了志同道

合的忘年交。

“现在大家讲起骆寒超，就讲《艾青论》。 实际

上，《艾青论》只是我的一部分。 ”骆寒超有些委屈。

作为国内著名的诗学理论研究者， 骆寒超

的研究，是从《艾青论》起步的，但他的成果远远

不止这一部。

最近， 骆寒超在继续《二十世纪中国新诗

史》的写作，大约

160

万字。

“另外，《中国诗学》的第一部《诗体论》已经

出版了，第二部是《诗质论》，第三部是《诗潮

论》。每部三卷，共

9

卷。”说起自己的学术研究，

骆寒超一脸神往：“当《中国诗学》

9

卷都出齐

了，我就可以跟这个世界告别了。 我不看电视，

对旅游也不感兴趣，对我来说，无非是想把自己

的理想完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从

14

岁起，骆寒超就开始写诗，一直到现

在，他仍然坚持创作。

16

岁，骆寒超就在报纸上发表诗歌了。

“本来是一心想做个诗人的，但进了南京大

学中文系后， 系主任说， 你们不是来学写诗歌

的，你们是做文学研究的。 ”

从此，骆寒超就开始了研究诗歌的漫漫生涯。

“诗歌不再发表，但写还是写的。 ”骆寒超

说自己有个特点，就是干一件事情，就一定干到底。

所以，从艾青开始，白莽、郭沫若、鲁迅、何

其芳……骆寒超把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名诗人

们，都研究了一遍，并写出了多部专著。

（以下记者简称“记”，骆寒超简称“骆”）

记：看您的简历，觉得您的人生还算一帆风

顺。 但熟悉您的人， 都知道您有一段曲折离奇

的人生经历。

骆：可以说在南京大学毕业之前，我确实顺

风顺水，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

1957

年的那个夏

天。 因为倾心于诗歌而崇仰了艾青，也因为崇仰

了艾青而完成了

11

万字的题为《艾青论》的毕业

论文。但未等答辩，艾青就遭受了政治冤屈，而当

时正处毕业分配的我，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我被分配到温州近郊的永强中学，开始了漫

长的教书生涯。 那时我才

22

岁。

记：当时，除了教书，您还被发配到海边劳

动，种了很长时间的番薯？

骆：是的。 当时茫茫的海滩上种了一地的

番薯，我要把番薯藤都翻一遍。 夏天猛烈的太

阳下，没有水喝，就喝泥沟里的水。 那种寂寞，

你很难设想。

记：但您不仅没有放弃对事业的追求，还翻

译了很多诗歌。

骆：我的确是一直试着翻译诗歌，特别是俄

罗斯一些诗人的诗歌。

同时，我也写了不少学术论文，比如《臧克

家论》、《郭沫若论》。 还有关于新月派的徐志

摩，现代派的戴望舒等人的诗歌研究。

总之，在动荡的青春年代，我一共写了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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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字的学术作品。 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

我积累了诗歌方方面面的知识。

记：您当时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骆：我一边认真劳动一边想，只要我好好干

下去，总会给我摘掉“帽子”，总会好起来的。 等

我自由了，我要先看哪些书，要写些什么东西，

要做哪些事情。 这样不断地规划自己的一生，

漫长的劳动也就过去了。 我没有把自己拖向绝

望，把精神拖向颓唐。

记：对您来说，艾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物，或者说，您的命运都和艾青有关。 您最早是

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艾青的？

骆：大概在 1951年，我在杭高念书的时候。

第一次读到艾青的诗，那首诗叫《雪落在中

国的土地上》。 但艾青是什么人呢？ 我不晓得。

我看他的诗充满着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充满着

追求真理的精神，我就深深地爱上他了。

我读到《大堰河———我的保姆》时，非常激

动。 艾青笔下的农村，同我家乡很像。 读他的

诗，使我回忆起了自己的家乡，虽然我在老家诸

暨枫桥镇只生活了很短的时间，

12

岁便离开

了，但我的确很爱这块土地。

记：艾青的诗歌里，最吸引您的意象，是什么？

骆：土地、河流、太阳。

“土地”情结是对国家、对家乡、对劳动者爱

得深沉的隐喻。

艾青诗歌中的河流、渔夫漂泊的生活，也让

我很有感触。 直到今天，我始终感觉我还在流

浪。 我现在的生活已经不流浪了，但我的灵魂

仍然在流浪。

我还特别爱艾青的太阳情结。 这里有一个

想象逻辑：光明一定会来到。 艾青的这种想象

逻辑影响了我，所以即使我被打成右派，受尽

屈辱，但我深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记：诗歌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骆：诗，给我的灵魂以安慰。

我每天都要读诗， 就像每天要吃饭一样。

诗歌，是我不能缺少的灵魂维生素。 实际上，我

对诗歌的学术研究，已成了我的生活方式。 可

以说，诗是我的终生伴侣。

记： 现在诗歌处于一个越来越边缘化的地

位，您怎么看？

骆：在我看来，诗歌不是边缘化，而是中心

化了。 社会生活安定后，人要心灵化。 诗歌是心

灵的真实表现。 现在，很多企业家都写诗，这个

现象，就是诗歌中心化的表现。

记：有一种说法叫愤怒出诗人，就是说，在

艰辛困难的时代，会出好诗。 您说现在“诗歌中

心化”，但当今社会并没有出现好诗。

骆：我觉得现在的形势很好啊，各种各样的

写法都出来了。诗歌表现方式自由了，到一定时

候，就会有大诗人出现。 也许过不了十年，二十

年，世界级的大诗人都要出来一批。

记：

2010

年，您推出了《骆寒超诗学文集》，

是将传统汉诗与新诗研究打通的学术研究，主

要观点是什么？

骆：我认为诗体是诗歌结构、语言、形式的

总称，因此把《汉语诗体论》的三卷本分别命名

为《结构篇》、《语言篇》、《形式篇》。

我提出了一个看法： 特定的思维方式决定

着特定的诗体。

思维一般是两类：神话思维与逻辑思维。古

典诗歌主要是神话思维的产物， 新诗则受西方

影响偏于逻辑思维。这是探求汉语诗体中，十分

新颖的一个视角。

记：中国新诗的历史大概有一百年左右，作

为诗歌评论界前辈学者， 您如何看待中国新诗

的历史进程与发展变化？

骆：中国新诗有

93

年历史，的确有许多骄

人的成绩。 五四初期讲人性，人道主义，以此为

基础，来确立我们的新诗，并延伸出个性解放，

非常可贵。

很快，诗歌就“政治化”了。

当然，在特定时期为政治服务，显示政治倾

向，是必要的。 但是，当“救亡图存”成为诗歌的

全部方向后， 另一种影响就出来了———诗歌失

去了自我贴切的体验。这一点，使新诗在很长的

时间里，走着一条狭窄的路。

新中国成立后，这条路走得越来越窄。所以

在四人帮打倒以后，我们重提诗歌的自我追求。

新世纪以来， 我们的诗， 开始追求自我感

受。我觉得，不管什么风格的写法，都应该允许，

无可非议。

滔滔虹河，自左原淡溪蜿蜒而来，流经蒲岐

注入乐清湾，汇入浩浩荡荡的东海。 蒲岐之东，

缑山脚下，乐清湾怀抱深处，有一个背山面海，

风光秀丽的华秋村（今属乐清市虹桥镇）。 温籍

国学家、著名学者王明就出生于此村。

1911

年

10

月

11

日，华秋王氏又添了一位

学人， 王十朋

27

世裔孙王明。 据

2002

年增修

《华阳王氏宗谱世系图》记载，王明谱名兴椒，

原名清椒，字存椒，又字则诚，别号九思，笔名王

明，以笔名行于世。 王明

7

岁入华秋私塾，开始

读书生涯，

12

岁入虹桥镇沙河县立第二高等小

学，

15

岁考入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

中学），后转学杭州省立高级中学。

1932

年考入

北京大学中文系， 当时中文系主任是章太炎门

人马裕藻。 后来，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中

文系主任，王明得到胡适面传心授，

1937

年，毕

业论文《先秦儒学字义考》得到胡适好评。

1937

年，王明北大毕业，抗日战争爆发，王明

曾回乡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到虹桥居士

林自修攻读。

1939

年，王明远赴云南昆明，考取

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首届研究生，研

究所主持人傅斯年，导师汤用彤、陈寅恪、唐兰

等，同学十余人。 在西南联大攻读研究生期间，

王明从师较多， 对他影响较大的有汤用彤、胡

适、陈寅恪、钱穆、陶希圣、唐兰等。 王明经常得

到住在隔壁的陈寅恪指教，

1941

年， 在汤用彤

指导下研读《道藏》，编纂《太平经合校》，撰写长

篇论文《太平经合校·导言》，获哲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在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任助理研究员，跋涉于治学漫漫长途。

抗战期间， 王明曾随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徙

西南。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接任乐清师范学校

校长，当过一年的官。但年轻的生命似乎不屑于

这实实在在的官与权， 很快就回去做他的既不

能换米吃、 又不能换衣穿的学问了。 王明于

1947

年返回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复职，在《史语所集刊》上陆续发表了《黄河经

考》、《论太平经钞·甲部为伪》、《周易参同契考

证》、《老子河上公章句考》 等多篇重要学术论

文， 奠定了他在道教文化研究领域中拓荒者的

学术地位。

1949

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随国

民党迁台湾，王明回乐清，后来到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职。

1950

年，调到华北人

民革命大学研究部学习， 后来担任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秘书，

1957

年调中国社会

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 研究中国思想

史，重点研究道家和道教文化。

王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

委员会委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 兼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

员、 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等职，

l987

年

12

月

退休， 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贡献专家津贴，

1992

年

3

月

3

日辞世于北京。

王明所学，比较集中于先秦古代哲学，尤其

是古代道家哲学方面。 但因为出身地主家庭，

频繁的政治运动中，他少不了荡几回秋千。 最

甚者， 从

1965

年到

1976

年， 作学问的黄金时

段，生命竟然成了一片空白。 但无论是风雨飘摇

还是时局动荡，学人心系学问，永远不会停止。

1978

年，王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

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教授，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

所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两届硕士研究生、一届

博士生。“文革”后中国大陆上在道家和道教文

化研究领域崛起的新秀，大多沐浴过他的教泽。

作为一个纯粹的学人， 王明毕其一生的精

力在作哲学的探索， 始终无怨无悔地潜心于他

那玄而深的东方古代哲学。 在北大读书期间，他

就开始编写《太平经合校》一书。《太平经》是道教

早期经典著作，形成于汉代，向来被学界看成是

比较难读的古书，长期流传过程中，屡经转抄，造

成不少文字方面的讹误。 晚唐以后，战祸不断，

《太平经》历经劫难，残缺不全，篇章遗漏也极为

突出，行文之中字句讹脱，不容卒读。 现今我们

所能看到的《太平经》，是收录于明代《正统道藏》

的残卷及唐代节抄本《太平经钞》。 王明根据《太

平经钞》及其他

27

种引书，编校成《太平经合校》

一书。 这本书自

1960

年问世以来，得到学界充

分肯定，公认是研究《太平经》的最权威、最详备

的版本。 这部原始道教的经典著作，王明直到晚

年尚自觉是个未曾完成的研究课题。

“文革”中，他不畏艰难完成了《抱朴子内篇

校释》， 于

1978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3

年被

评为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获

一等奖。

1982

年《无能子校注》由中华书局出

版。

1984

年专著《道学和道教思想研究》由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92

年《道教与传统文

化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太平经合校》、《抱朴子内篇校释》、《道家

和道教思想研究》 是王明的主要著作。 他还深

入研究周易、老庄、《墨子》、《荀子》、董仲舒、蔡

伦的造纸术等，有大量专著问世，是《中国哲学

史资料选辑》的主要编者。他曾多次出席国际学

术会议，

1979

年应邀出席在瑞士召开的第三次

国际道教学术会议，宣读学术论文《中国道家到

道教的演变和若干科技的关系》。王明一生著作宏

丰，是我国著名的道学和道教文化研究大家，在国

内享有崇高的声誉，在国际上有广泛的影响。

骆寒超：

在杭高“结缘”艾青 对诗坛充满信心

书礼世家一学人

———1932届校友王明小传

王明校友著作

王明

骆寒超与艾青

（

右

）

的合影

骆寒超

骆

寒

超

《

诗

学

文

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