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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結束才12年，故「餘灰尚溫」，令人膽寒。
「相濡以沫」出自《莊子·大宗師》：「泉涸，魚相與
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存存」，即存在。

古人詩中，大多比擬實際顏色「如染」。如陸游《晚

晴》之「天宇碧如染」，陸游《清都行》之「宮牆柳

色綠如染」，蔡戡《登岸山觀用前韻》之「霜明楓

葉紅如染」，元好問《衛州

感事其二》之「太行千里

青如染」，分別喻指天之

碧柳之綠楓之紅山之青皆

「如染」。作者把看不見

摸不著的「愁」喻作「如

染」，令人耳目一新，仿佛

悼念的哀愁也有了顏色，

愁色如染。「愁如染」是現

代詩的寫法，於此透露出

作者作為現代詩人的消

息。「風義何堪哭寢門」源

自李商隱的《哭劉蕡》：

「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

同君哭寢門。」「哭寢

門」，典出《禮記 ·檀弓
上》：「師吾哭諸寢，朋友

吾哭諸寢門之外。」王辛笛視沈從文為師友之間，

「何堪」即「不堪」。而李商隱《哭劉蕡》首聯曰：

「上帝深宮閉九閽，巫咸不下問銜冤。」李商隱責

備天宮的上帝不派巫咸下到人間為劉蕡申冤，矛

頭直指唐王朝最高統治者宣宗李忱。[4]王辛笛既

然用李商隱為劉蕡叫屈之典，自然也有為沈從文

叫屈之意。或問：王辛笛與沈從文在哪一點上「相

「既悼沈老，行復自念」
—王辛笛悼沈從文詩三首疏解

■ 沈喜陽

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人物春秋

一

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先生因心臟病逝世，王
辛笛最早從蕭乾的5月12日來信中獲知。1988年9月
辛笛住院期間，寫成《病中哭沈從文先生》三首。
[1]收入辛笛詩集時，改名《沈從文先生周年祭》，增

寫的詩前小序云：「客秋

連月住院臥病，索居無

俚。每於午夜夢迴，間有

號喪永別之聲路經窗下，

輒為動容。顧死生相去，

其薄何啻一紙，而蜉蝣奚

止萬千，命在朝夕，亦人

生應有之義。逝者既已遠

行，老牛自知夕陽苦短，

餘熱無多，固不待揚鞭自

奮蹄矣。枕上口占三絕，

始獲成寐。今年五月十日

適為沈從文逝世周年，湖

南吉首大學年前為編《長

河不盡流》紀念集，以誌

追思，徵稿及余，遂以拙

作相寄，蓋既悼沈老，亦

行復自念也。」[2]詩人女兒王聖思教授指出：「詩

題、詩前小引和落款以1989年口吻，實際寫於1988
年秋。」[3]小序中「既悼沈老，行復自念」八個字成

為理解這三首哀挽詩的鑰匙。

其一曰：「劫火餘灰憶尚溫，相濡以沫故存

存。年來悼念愁如染，風義何堪哭寢門。」「劫火」

自是指「反右」、「文革」的浩劫之火，1988年距離

摘 要：沈從文逝世後，王辛笛寫出悼詩三首，既
哀悼沈從文的去世，又為沈從文鳴不平，兼訴說

自己的不平。沈、王二人受到的共同批判和類似的

文學及人生遭遇是王辛笛「既悼沈老，行復自念」

的內在原因，而王辛笛對沈從文作品的欣賞與理

解是創作這三首悼詩的重要前提。王辛笛對沈從

文的認識，經歷了從「婉麗」到「憂愁」的轉變；他

與沈從文的關係，從最初文學的鑒賞後來深入到

心靈的感應。王辛笛的悼詩繼承了中國哀挽詩悼

人兼自悼的傳統，並體現出從逝者的命運照見生

者的命運的特點。

關鍵詞：沈從文；王辛笛；悼詩；自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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濡以沫」呢？王辛笛又是在哪一點上為沈從文叫屈

呢？他二人共同的委屈何在呢？

其二曰：「秋雲漸遠漸無痕，何處先生未死

魂？老病推窗驚坐起，傷心吞淚更聲吞。」「秋雲

漸遠漸無痕」或脫胎於歐陽修《踏莎行》之「離愁

漸遠漸無窮」。第四句「聲吞」即「吞聲」的倒裝，

為押韻而倒裝。第三句「老病推窗驚坐起」化用元

稹《聞樂天授江州司馬》「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

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

的第三、四句。元稹詩中「垂死病中驚坐起」之後

所見為「暗風吹雨入寒窗」，以景語承接敘事，景

語勝過情語。作者「老病推窗驚坐起」之後，沒有

寫外界所見，反而轉寫自己的心情，但又不直接

寫心情，而是以有淚往肚裡咽、有話往肚裡吞來

作答，欲哭吞淚、欲言吞聲，表達出萬般無奈和委

屈。按照常規寫法，此詩第一句與第四句應該對

調：「傷心吞淚更聲吞，何處先生未死魂？老病推

窗驚坐起，秋雲漸遠漸無痕。」如果這樣寫，就與

元稹之詩寫法相同，最後一句也是「以景語承接敘

事，景語勝過情語」。但是作者沒有走這個常規套

路，單看第一句，乃是以景語「秋雲漸遠漸無痕」

起興，聯繫到第二句「何處先生未死魂」，就會覺

得第一句興中有比，似乎把沈從文先生之魂比作

秋雲漸遠漸無痕。作者尋覓沈先生之魂而不得，於

是老病推窗驚坐起，卻只能欲哭吞淚、欲言吞聲，

更令人無比心酸！

其三曰：「邊城讀罷又三更，窈窕樓臺外有

星。飽味文章羞鼠蠹，愁人美麗喚燈青。」首句「邊

城」指沈從文的名作《邊城》。次句「窈窕樓臺外

有星」化用龔自珍《秋心三首》其三之尾聯：「起看

歷歷樓臺外，窈窕秋星或是君。」[5]人死化為星辰，

用殷代傅說之典。《左傳·僖公五年》：「鶉之賁賁，
天策焞焞。」杜預注：「天策，傅說星。」孔穎達正

義：「『天策，傅說星』，《史記·天官書》之文。《莊
子》云：『傅說得之，以騎箕尾。』傅說，殷高宗之

相，死而托神於此星，故名為傅說星也。」 [6]《楚 

辭·遠遊》：「奇傅說之托星辰兮，羨韓眾之得
一。」[7]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故申呂自岳降，

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8]龔自珍《寫

神思銘》曰：「未通一言，化為春星。」[9]龔自珍《秋

心三首》其三悼念亡友，[10]用傅說化為星辰之典；

作者悼念沈從文，近承龔自珍之詩，遠紹傅說之

典。天外之「星」也有可能兼指沈從文為「文曲

星」，暗用崔珏《哭李商隱二首》其二之句：「虛負

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九泉莫歎三光

隔，又送文星入夜台。」慨歎沈從文未能盡展其文

才，而抱遺恨離去。第三句是說鼠蠹之輩面對沈從

文滋味雋永的作品應該感到羞愧。第四句「愁人美

麗」典出《從文自傳》：「美麗總是愁人的。我或者

很快樂，卻用的是發愁字眼。」[11]這首詩以夜晚為

全詩的背景，讀《邊城》到「三更」半夜，聯想到夜

空的星辰乃是沈從文死去所化，聯想到慣於在夜

魅時活躍的鼠蠹，再聯想美麗之愁人、無邊夜色中

如豆之青燈。

二

王辛笛之女王聖思指出：「我不知道父親與沈

從文先生是如何認識的，也許因為父親年輕時就

愛讀沈從文充滿詩意的小說，念念不忘他的『美

麗總是愁人的』？也許1933年他們都在靳以、巴金
編辦《文學季刊》的住所做客時見過面；也許因為

他們在四十年代後期曾一起挨罵而結緣。」[12]這

些切合實際的推測為我們勾勒出王辛笛、沈從文

的交往史的前期輪廓。

1982年初春，王辛笛撰寫《從郁達夫和沈從
文文集談起》，對沈從文多所推崇：「沈從文先生

在20年代下半葉起即有作品問世，三四十年代中出
了很多散文和小說等集子，文筆清新、婉麗，有詩

情，有風致，而且不乏歷史地理方面的知識。湘西

的風土人情經過他的一支筆，娓娓寫來，便把讀者

帶進那種情境中去。」「沈老筆下的生活氣息之濃

郁，還得力於入京之前那段光怪陸離、絢爛多采的

青少年顛沛生活的土壤，和他敏銳的觀察力、優美

的文筆，迥非一般『沙龍』文士所能想像的。」[13]

可見王辛笛很早就熟讀沈從文的作品，並且欣賞

沈從文的文筆，深諳創作源於生活之道，對沈從文

有超出普通讀者的理解。

王聖思指出：「1947年3月沈從文在天津《益世
報》上發表文章《新廢郵存底》，針對詩壇的某些

風氣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的一些見解與後來被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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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九葉詩派』的詩歌觀點有相似之處。」[14]沈從

文《新廢郵存底續編·致灼人先生二函》認為，詩應
當「容許大而對宇宙人生重作解釋，小而對個人哀

樂留個記號」；強調「詩必需是詩，征服讀者不在

強迫而近於自然皈依。詩可以為『民主』為『社會

主義』或任何高尚人生理想作宣傳，但是否一首好

詩，還在那個作品本身」。[15]沈從文重視藝術的詩

學主張在時代大潮中顯得非常不合時宜，很快招

致嚴厲批判，而「這些文藝觀確與九葉派詩人的

詩學觀不無吻合之處」，[16]使批判者很容易地把

沈從文與「九葉派」聯繫起來。1947年7月，《泥
土》第3輯發表編者以「初犢」為筆名撰寫的《文
藝騙子沈從文和他的集團》，辱罵沈從文是「有意

無意將靈魂和藝術出賣給統治階級，製造大批的

謊話和毒藥去麻痹和毒害他人的精神的文藝騙

子」，而沈從文所稱讚的穆旦、鄭敏、袁可嘉、李瑛

等「新人」，則是沈從文的「嘍囉」，他們的作品

「是卑劣的沒有靈魂的自我陶醉」。1948年7月，
《新詩潮》刊文嚴厲批判該年6月辛笛參與創辦的
《中國新詩》，「不但包羅了上海的貨色，而且也吸

收了北平的『沈從文集團』的精髓，真是集中國新

詩中一種歪曲傾向的大成」，「真是有毒皆備，無

惡不臻的『南北合』」，「這本《中國新詩》，也就

是沈從文和陳敬容的私生子，從南到北的才子才

女的大會串」。[17]這篇批判文章把子虛烏有的北平

的「沈從文集團」和南方上海的《中國新詩》群體

詩人「拉郎配」在一起。1948年12月出版的《新詩
潮》第4輯又刊發了舒波《評〈中國新詩〉》和晉軍
《踢去這些絆腳石》兩文。《評〈中國新詩〉》點名

批評穆旦、袁可嘉、鄭敏、辛笛、杭約赫、陳敬容、

唐湜、唐祈、方平等人；認為辛笛的詩，「受西洋詩

歌的感染很深，中國古詩味也太濃重，他的詩不像

現社會的人寫的，簡直像一個傳說中不與煙火發

生關係的老道在囈語，他在幻想的樂園中徘徊，流

連忘返」。《踢去這些絆腳石》攻擊《詩創造》刊

載的是「一些自由主義，第三條路線的詩作品」，

「代表著他們那一個沒落階級的悲哀和死亡」，是

阻礙了大眾前進的「人民之敵」，「充分的表現了

小資產階級在這個暴風雨的時代裡的彷徨與苦

悶」。這些橫加的撻伐和無端的謾罵成為連接王

辛笛和沈從文的紐帶，無形中使王辛笛產生與沈

從文惺惺相惜，同病相憐的潛意識。事實上，「九

葉詩派在藝術追求上和以沈從文為代表的『京

派』文學存在著密切關聯」。[18]然而這種客觀上相

似的藝術追求並不表示他們主觀上的有意結合。

王聖思認為：「在那樣連續的打壓下，觀點相近的

被批判者即使沒見過面，也互相知曉，在心理上自

然更為接近。」[19]這個論斷是切合情理的，何況王

辛笛原本就讀過沈從文的小說，並對沈從文推崇

備至。從某種意義上說，沈從文和王辛笛都具有

普遍的人性論立場和人道主義觀念，信奉自由主

義和現代主義文藝思想。在革命形勢如火如荼的

偉大變革時期，他們還津津樂道於詩歌藝術的探

討，難免被革命文藝家批判。今天看來，這些批判

極端無理性，近乎人身攻擊，給當事人帶來的傷害

是無法抹去的。

可以確認的是，王辛笛和沈從文相見於1949

年6月底7月初。時在全國第一次文代會期間，巴金

與辛笛等人曾探望沈從文。「當巴金發現文代會代

表名單中沒有沈從文後，就約靳以、李健吾、辛笛

他們一起去看他。見到他時，他仍像往常那樣微笑

著，和他的夫人張兆和一起招待大家。」[20]當時的

一張合影攝於沈從文家門前，從左至右依次是：

沈從文、巴金、張兆和、靳以、王辛笛。王聖思推測

該照片可能是李健吾所攝。[21]另一張同一天拍攝

的照片從左至右依次是：沈從文、巴金、張兆和、

靳以、李健吾，[22]則該照片可推測是王辛笛所攝。

下一次沈、王相見是1976年。1976年8月，沈從文致

信巴金，提及將到上海，希望會見的友人，「除了

王辛笛外，還有盧焚、王道乾、黃裳、陳從周、施蟄

存、許傑……至多不會過十個人」。[23]沈從文想見

的友人中，王辛笛排在第一位。沈從文1976年9月

來滬住在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程應鏐教授家。這

次王辛笛曾陪同沈從文逛舊書店，「看到他鶴髮

童顏，風采不改故常，為他慶倖不置」。[24]沈從文

1976年10月19日致信程應鏐：「雖記住王辛笛說我

還『鶴髮童顏』，事實上，在眾目睽睽下，肯定是

『相當狼狽』的。」[25]

1979年3月沈從文出差上海，又曾與辛笛見
面。巴金1979年3月24日日記：「七點半前起，辛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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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竇XX陪從文、兆和來。」3月26日日記：「五點雇
車去衡山賓館（小林同去），接從文夫婦吃飯。同

從文夫婦乘所雇車去『紅房子』，辛笛夫婦早

到。」[26]沈從文對「紅房子」餐館的評價是「貴而並

不好吃」[27]。順便指出，巴金日記中的「竇XX」應
是「竇祖麟」，1974年6月23日沈從文從蘇州到上
海，「看望竇祖麟、程應鏐、巴金等朋友，先後住在

竇家和程家」[28]。1974年沈從文過滬，王辛笛仍在
下放，兩人並未見面。1986年沈從文的住房得到改
善後，王辛笛赴京開會，「曾去看望過搬入新居的

沈從文夫婦，那時沈先生已有病在身，想不到竟

是最後一面」 [29]。沈從文去世後，王辛笛難以釋

懷，他1988年6月1日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
吳啟基採訪，提及沈從文先生，報導中說，辛笛

「希望中國政界和文藝界早日給予沈先生一個公

正無私的蓋棺定論」[30]。1988年9月，王辛笛在病
房裡常聞死者家屬哀嚎之聲，在病床上輾轉難寐，

寫下《病中哭沈從文先生》。

三

叔本華指出：「在人類命運中，（哀悼者）首先

看到的卻是他自己的命運；並且，死者和他的關係

愈親密，就愈是先看到自己的命運。」 [31]周作人

《唁詞》說：「我們哀悼死者，並不一定是在體察

他滅亡之苦痛與悲哀，實在多是引動追懷，痛徹地

發生今昔存歿之感」；並引美忒林克（今譯梅特林

克）《青鳥》中的警句曰「死者生存在活人的記憶

上」[32]。從他者照見自我，這正是人類所具有的獨

特能力之一。而從死者的命運聯想到自己的命運，

且從關係緊密的死者聯繫到自己，就更是生者的

必然反應。「今昔存歿之感」，最容易引發詩情，也

最容易人我相關；死者並沒有死去，而是活在生者

的記憶上。王辛笛悼沈從文，不僅僅是創作者之間

的惺惺相惜，更是孤獨者之間的心心相映。這是一

份生者與死者的對話。

王辛笛感到自己與沈從文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從而同病相憐，同憂相捄；沈從文之死，不能

不引發王辛笛兔死狐悲之感。王辛笛《從郁達夫和

沈從文文集談起》指出，他雖對沈從文作品有不

少體會，但自謙「才疏筆拙」，仍決定引用沈老自己

的話為好。他引沈從文《散文選譯》自序所言，「雖

十分認真寫了許多作品，它的得失成毀都還缺少

應有理解」，「在深心裡，卻是一個孤獨者」。王辛

笛認為沈從文的這段「夫子自道」，「能點出個中

不少甘苦」；不僅於此，王辛笛進一步分析道：「以

沈老這樣一個熱愛祖國和工作，熱愛生活和文學

藝術的人，果然一向是自願做一個孤獨者嗎？」
[33]。這句話不僅是為沈從文鳴不平，更隱含著王辛

笛的自我辯解。我們可以把其中的「沈老」換成

「王辛笛」：「以王辛笛這樣一個熱愛祖國和工

作，熱愛生活和文學藝術的人，果然一向是自願做

一個孤獨者嗎？」

所以王辛笛的「既悼沈老，行復自念」的

「念」，應該理解為「悼念」的「念」，這三首詩，既

是悼念沈從文，也是自我悼念，既是挽人詩，也理

應視作自挽詩。作者寫作悼詩時所住病房與太平

間很近，日常所遭遇的死亡不能不使作者聯想到自

己的身後事，觸景生情，能無感慨？沈從文先生逝

後，自己輾轉反側為之哀悼寫詩，則自己死後又有

誰來哀挽？自己也十分認真寫了許多詩，這些寫作

上的得失成毀也缺乏應有的理解，在內心深處，自

己不也是一個孤獨者嗎？自己在1949年大變革之
後，努力跟上時代步伐，曾主動把遺產存款十五萬

美元（按照當時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折合人民幣

三十萬元）從香港調回，提出無償上交給國家；並

積極向黨組織遞交入黨申請書，卻被懷疑成是想

用三十萬元買一張黨票。自己款項照捐，但從此絕

不再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請。[34]提交入黨申請，原本

就不是為了獲取身外名利，只是自己追求進步的體

現。難道自己一向是自願做一個孤獨者嗎？沈從文

和王辛笛在1940年代後期同時受到自封為革命文
化代表者的批判。鼠蠹之輩可以指上文所引述的

「初犢」、「張羽」、「舒波」、「晉軍」之流，甚至可

以是把沈從文列入「桃紅色作家」的郭沫若，[35]或

者把沈從文比作「二醜」的邵荃麟；[36]當然也不必

坐實，可以泛指所有瘋狂批判沈從文、王辛笛的卑

劣之徒。這不正是「飽味文章羞鼠蠹」嗎？沈從

文、王辛笛1949年後或被迫封筆，或主動擱筆，幾
近三十年，用沈從文的話說是「避路讓賢」[37]，與

自己愛之如命的文學「絕緣」——沈從文轉行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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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文物研究，辛笛轉行到工業戰線——生存的智
慧與心靈深處的隱痛如出一轍，滿腹心事無處訴

說，只能是「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

秋」。這不正是「傷心吞淚更聲吞」嗎？二人都自願

洗脫舊我，努力在思想上、生活上盡力改造以適

應新時代，是時代拋棄他們，使二人成為不自願

的、被迫的孤獨者；但二人相互從對方身上汲取溫

暖，自認為愛國不敢後人，創作自有價值，二人認

真所寫作品之得失成毀缺少應有理解，希望政界

和文藝界早日給予公正評價，這不正是「相濡以沫

故存在」嗎？

哀挽詩文在中國文學傳統中，屬於應用文類，

它有特定的讀者對象。理論上說，哀挽詩文的讀者

只是被哀挽者的親友；甚至在極端的意義上，哀挽

詩是寫給被哀挽者（死者）「看」的，說給被哀挽者

（死者）「聽」的。[38]然哀挽詩文，雖然為人而寫，

也必然為自己而寫，成為作者抒寫內心隱秘情感

的獨特方式。賈誼《吊屈原文》以屈原自況，借悲

悼屈原以抒發自己受貶冷落的悲憤之情。班固首

次提出賈誼既是哀悼屈原，也是自我傷悼。《漢書·
賈誼傳》說賈誼「為賦以吊屈原」，「誼追傷之，因

以自諭」[39]。劉勰進一步指出賈誼「發憤吊屈」，

開創了悼人兼自悼的文學傳統。[40]王辛笛悼沈從

文詩三首，繼承了這個古老的文學傳統，達到了

《文心雕龍·哀悼》所說的「情主於傷痛，而辭窮乎
愛惜」的要求。這裡的「愛惜」是「愛」和「惜」兼

而有之，因此《文心雕龍·哀悼》論悼死者，「或狷
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亦即「或悲其有志而

不成功，或傷其懷才而不見用」 [41]。因「愛」而

「悲」，因「惜」而「傷」，王辛笛的悼詩三首，充分

運用「愛」「惜」之辭，而寫出「悲」「傷」之情。另

外，楊載《詩法家數·哭挽》指出：「哭挽之詩，要
情真事實」，「當隨人行實作，要切題，使人開口讀

之，便見是哭挽某人方好。中間要隱然有傷感之

意」[42]。羅復堪《三山簃學詩淺說》認為：「哀挽

詩能從閑淡中寫出，勝於徒述功德為多。」[43]王辛

笛的悼詩同樣與這兩位詩評家的藝術要求相一

致。「風義何堪哭寢門」、「相濡以沫故存存」，切

合王辛笛和沈從文的關係。「老病推窗驚坐起，傷

心吞淚更聲吞」，情真事實，無限傷感。「邊城讀罷

又三更」、「愁人美麗喚燈青」，使讀者一眼便知

是哭挽沈從文。「飽味文章羞鼠蠹」，不是徒述功

德，而是雙關沈從文和王辛笛辛勤創作成果所受

到的不公正對待。哀挽詩中必須有「我」，才更能

打動讀者，雖然這個「我」字不一定出現。王辛笛

哀挽沈從文，三首詩中都隱然有王辛笛的身影，人

我雙關，韻味更豐。

一般讀者通常能認識到沈從文作品的鄉土詩

情和田園牧歌，但是很難認識到沈從文作品中深

刻的悲劇意識和悲哀憂愁。沈從文認為，自己的作

品：「一例浸透了一種『鄉土性抒情詩』氣氛，而帶

著一分淡淡的孤獨悲哀，仿佛所接觸到的種種，常

具有一種『悲憫』感。」 [44]李健吾寫於1935年的
《〈邊城〉——沈從文先生作》指出：「作者的人
物雖說全部良善，本身卻含有悲劇的成分。唯其良

善，我們才更易於感到悲哀的分量。這種悲哀，不

僅僅由於情節的演進，而是自來帶在人物的氣質

裡的。」[45]沈從文在《關於西南漆器及其他》中提

及《邊城》，認為直到1935年，「才有個劉西渭（即
李健吾）先生，能從《邊城》和其他《三三》等短篇

中，看出詩的抒情與年青生活心受傷後的痛楚」
[46]。王辛笛有可能讀到李健吾的文章，但他寫悼詩

時沒有機會讀到沈從文把李健吾引為知音的文

字。然而王辛笛的悼詩說「邊城讀罷又三更」、

「愁人美麗喚燈青」，他憑著詩人的直覺，讀出了

《邊城》中哀愁的美麗和美麗的哀愁。如果沈從

文能讀到王辛笛的挽詩，他也會引王辛笛為知音。

從1982年初春王辛笛撰寫《從郁達夫和沈從文文
集談起》，推崇沈從文「文筆清新、婉麗，有詩情，

有風致」；到1988年秋，王辛笛撰寫沈從文悼詩，
感歎「愁人美麗喚燈青」，證明王辛笛對沈從文的

認識，經歷從「婉麗」到「愁人」的轉變，是從文學

的鑒賞深入到心靈的感應。盧卡契《敘述與描寫》

有言：「事物只有通過它們對於人的命運的關係，

才能獲得詩的生命。」 [47]沈從文《〈邊城〉新題

記》：「其實作品能不死，當為其中有幾個人在個

人生命中影響，和幾種印象在個人生命中影響。」
[48]事物和作品影響到人的生命，就會獲得詩的生

命，就會永遠不死。有了這份「心靈的感性」，沈從

文就會活在王辛笛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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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先生是一匹美麗而溫柔的，但又是

「無從馴服的斑馬」[49]。真正的知識人即使飽經

摧折、孤獨和不理解，也必會在內心保持這份「無

從馴服」，王辛笛自己內心深處就有。[50]既然王辛

笛在文章中引用過沈從文《〈散文選譯〉序》，那

麼他一定也記得沈從文自序中的這句話：「就這麼

守住一個『獨立自主』的做人原則，絕不依傍任何

特殊權勢企圖僥倖成功，也從不以個人工作一時

得失在意。」[51]當王辛笛寫作哀挽沈從文的三首詩

時，他心中一定回蕩著沈從文的這句話，並從中得

到精神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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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Mourned Mr. SHEN and Mourned 
Myself More”

—Understanding of Three Poems Written 
by WANG Xin-Di to Mourn SHEN Cong-Wen

SHEN Xi-Yang(Si-M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Humanities, ECNU)

Abstract:After SHEN Cong-Wen had passed 
away, WANG Xin-Di wrote three poems to express 
his condolences to him. It seemed that the three poems 
were mourning for SHEN’s death but actually they 
showed the author’s claim to the unfair treatment to 
both Shen and himself. The common censure received 
by SHEN and WANG and their similar literary and 
life experiences were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WANG’s mourning. On the other hand, WANG’s 
appreci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SHEN’s works is 
an essential prerequisite for his three poems. WANG’s 
understanding of SHEN has undergone a transition from 
“graceful” to “sorrowful”. Meanwhile, WANG also 
changed himself from a literary appreciator to a soul 
mate of SHEN. WANG’s mourning poems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mourning and self-mourning in Chinese 
mourning poems and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flecting the fate of the living from the fate of the dead.

Key Words: SHEN Cong-Wen, WANG Xin-Di, 
Mourning-poems, Self-mour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