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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西南聯大在抗戰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 

1937 年蘆溝橋事變改變了中國的命運，隨著全民族的大流亡，知識份子也

出現了全面位移：從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北京、上海等沿海城市，轉向內地和

偏遠地區。國立西南聯合大學，便是在戰爭的特殊情況下，由北京、清華、南開

三所北方大學聯合成立於雲南昆明，為中國抗戰時期高等教育第一學府，校齡幾

乎與抗戰相始終。 

沒有一本現代文學史會忽視西南聯大的文科教授，它常常以「西南聯大教授

群」、「西南聯大知識份子群」、「西南聯大作家群」、「昆明文人」等名稱，出現在

飽受戰爭影響的「第三個十年（1937-1949）」中。西南聯大在抗戰時期，代表著

一股思想獨立、兼容並蓄、堅守教育崗位和藝術創造的高度精神文明力量。這群

文人「以剛毅、堅忍、持久的努力，沉潛於文化（學術、文學）創造，維繫民族

文化的血脈，保持民族文化創造的活力。聯大精神傳統中生命立場、文化立場、

民族立場是同時並重的。」1他們的處境是既要關注現實，又不能不超越現實，

西南聯大教授賀麟曾指出：「一個精神自由的民族，軍事政治方面必不會久居人

下，而學術文化居二三等國地位，政治軍備卻為一等強國的國家，有如無源之水，

無本之木。若不急從文化學術方面作固本浚源工夫，以期對於人類文化，世界和

平，有所貢獻，終將自取滅亡，此乃勢理之必然。」2因而這個時期，馮友蘭、

賀麟、金岳霖紛紛建立了自我的理論體系，沈從文、馮至、王力達到個人創作高

峰，朱自清的《新詩雜談》、李廣田的《詩的藝術》深化了詩的理論，學生劉兆

吉《西南采風錄》、錢能欣《西南三千五百里》紀錄了邊疆少數民族的習俗和歌

謠，提供民俗學和口頭文學研究的第一手資料。還有日後在文壇佔有一席之地的

穆旦、杜運燮、吳訥孫（鹿橋）、汪曾祺等人，都正在聯大進行創作試鍊。 

 

（二）缺乏關注「整體」與「現實環境」的相關學位論文 

    在西南聯大任教的文學家、思想家、教育家的卓越成就，早已被學者以個人、

個別作品、思想主題、文類派別等不同界定的場域加以探討，在學位、期刊或研

討會議等各類型論文之中，常見以聯大文人及其作品、思想為論題者。文學方面

諸如探討朱自清散文的美學特徵、德國謠曲對馮至敘事詩的影響、或論沈從文湘

西小說的詩化特徵等；理論思想方面如聞一多的莊子學研究、馮友蘭的人生境界

                                                 
1 姚丹：《西南聯大歷史情境中的文學活動》（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 27。 
2 賀麟：〈抗建與學術〉，《文化與人生》（上海：上海書店，1990），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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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金岳霖如何看待休謨歸納問題、湯用彤的漢魏兩晉南北朝佛教史；派別方面

包括對戰國策派、學衡派、《觀察》月刊、抗戰時期的文學團體的相關研究等。 

這些具有明確方向、強調個性或特色的研究成果，固然有其獨到之處，然而

聯大文人群所共同體現的文化成就，雖是每個獨立個體的自我實現，卻不能忽視

整個時空環境為作家帶來的隱形力量。西方部份文學理論，如文學社會學，即重

視「環境」對文學活動和文學現象的作用力。「環境」一詞可以指「自然環境」，

譬如：地理位置的東西南北、地勢的高低起伏、天候的冷熱乾濕；也可以指「人

文環境」，譬如：人群的種族和民族性、文化的水準和思想潮流、政治的昇平或

紛亂、經濟的繁榮或蕭條等。3藉此可推想：西南聯大文人群所處的地理位置由

北方沿海轉向西南內陸、天候由四季分明轉而四季如春、時代是與武器先進的日

本戰爭的時期、經濟是由優渥、小康轉而赤貧、同事間的思想水準和所受的思想

潮流近似……等。諸多社會學上可觀察之共同點，若僅就各人的作品和思想深入

探討的話，那麼產生中國現代高度文化的背景成分，自然容易被忽略。 

時代的變動，牽引著知識份子的行為選擇。不同環境影響下，聯大文人群將

創作出不同作品或採取不同觀點和作為。事件之點、線、面和人心之關連，可謂

牽一髮而動全身，遠則影響著歷史文化的脈動，近則導致己身不同的命運和歷史

評價，而這些是個別的、單取向的和抽象思維論述的研究中所無法觸及的部分。

因此本文著重「整體」和「現實」兩大原則，以能兼顧「西南聯大文人群」此一

整體的實際事件，呈現其生活文化之風貌。 

     

（三）本文研究策略 

有別於以作家個人、文本分析、思想論辨之研究論題，本文的研究策略將以

「西南聯大文人群」此一文人群體為中心，試圖追溯、還原其生存之抗戰時期的

歷史時空。 

本文將藉由社會事件、日常瑣事、會議發言、師生與親友互動等不同事例，

探索這群知識精英生存時代的各個面向，進而對聯大文人群之生活水準、學術成

就、文學發展，以及群體中個人之所知、所感、所想、所欲，擁有較為全面的了

解。觀點上力求兼顧知識份子受時代環境左右的刺激與反應，以及改變社會、推

動時代、自我選擇和判斷的主動性。 

研究過程中筆者不斷反思：「西南聯大的獨特性為何？」「西南聯大文人群的

生活文化可分為哪幾個層面探討？又該選取哪些代表事物呈現之？」、「顛沛流

離、物資匱乏影響聯大文人生活的程度高低？」、「聯大文人群的學術和文學成就

是否有著共通點？又，他們在困頓中如何自處，才得以激發燦爛的思想火花？」、

                                                 
3 張雙英：《文學概論》（台北：文史哲出版社，2002），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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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中的個人，在大環境之中如何同中存異、異中求同，表達相同或不同的觀

點和作為？」筆者將回歸西南聯大文人群的生活與文化視野，一步步追尋疑問的

解答，進行外緣式的現代文學史研究。 

 

二、研究範圍 

（一）「西南聯大文人群」構想的提出 

跟隨學校遷至昆明的著名教授甚多，如：聞一多、朱自清、吳宓、王力、浦

江清、馮友蘭、金岳霖、陳寅恪、楊振聲、雷海宗、潘光旦、陳岱孫、羅常培等，

使昆明一時成為人文薈萃之地。文學研究者不難發現這長長的名單裡，有許多知

名的文學作家名列其中，僅僅研究其文學思想或創作特色即相當可觀。不過不少

學者認為：昆明的這批文學家很難和周圍的其他學者分開，他們既有創作，又作

研究，他們是作家同時又是學者，而且正是大學區濃厚的人文氛圍啟發並涵養了

他們作為文學家的靈感。4因此單單抽離其文學成就而無視其生存於其間的文化

氛圍，對研究西南聯大的文人群體並不合宜。這群教授雖然並不都是文學作家、

學科專業亦不同，但學識廣博、文化素養深厚卻是一致的，正如今日大學中文系

所的研究範圍，亦非只有文學作品，還有思想、文學理論、文學史、語言文字、

書法、戲劇、文學教育和創作等，故不採「作家群」一詞稱之。另外，「知識份

子」的定義太廣，包括為數不少的理工科教授和大學生。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態度，

雖然有些和文人相似，也會進入人文學科教授的視野產生影響，卻非本文之研究

對象，因此亦不以「知識份子群」為名。幾番推敲，筆者採取中國傳統將官吏文、

武二分的概念，選擇以「文人群」一詞，總括這批在文學、思想、藝術等人文領

域，曾貢獻一己之力的聯大教授們。 

文學研究中，文人群體通常由於先天稟賦相近、後天境遇相仿、文體風格類

似，文學主張相同等原因，經過刻意經營或自然而然地，透過自我認同或被他人

歸納為一個團體或流派。5西南聯大文人群沒有明顯的文學主張、共同的文學風

格，或組成具體的文學社團、發行文學刊物，但是我們可以透過其他指標將他們

定位為一個群體：他們處於相同的時代和社會階層、擁有相同的社會身分、貧富

的經濟條件相等、文化知識水平接近、工作價值相當。內遷經歷使他們擁有類似

的心理感受，比如離鄉背井跋涉千里，從沿海繁榮城市到內陸淳樸小山城，從四

季分明的北京到四季如春的昆明，從學院象牙塔到民間混居，雖置身相對平靜的

「大後方」，卻深刻體會到政治混亂和經濟蕭條帶來的生活壓力，背負著文化傳

遞的使命，同時又憂心國家社稷之盛衰等等。因此，文人各自複雜不一的背景，

經過西南聯大這個抗戰產物的連結，在某個基礎上，呈現聯大群體特有的風貌。

                                                 
4 李書磊：《1942：走向民間》（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頁 67-68。 
5 張雙英：《文學概論》，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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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研究以「西南聯大」此一具有共同意義又包含所有文人角色的關鍵點，提出

「西南聯大文人群」為研究對象。 

 

（二）時間範圍 

    西南聯大存在的時間，是自 1938 年 5 月在昆明正式上課開始，至 1946 年 5
月梅貽琦校長在結業典禮上代表聯大常委會宣布西南聯合大學正式結束為止，整

整八個年頭。兩個明確的時間斷限，與 1937 年 7 月蘆溝橋事變，和 1945 年 8 月

日本正式投降兩個政治事件有密切的關係。本研究原則上以西南聯大存在的八年

為時間範圍，但是北大、清大、南開形成的校風，和三校在長沙組成的臨時大學，

與聯大精神和體制有密切的關聯性；聯大教授的家庭、家鄉、治學過程等個人際

遇，亦非隨著抗戰開始或告終而能截然劃分的。因此視研究需要，引述的資料也

將往前追溯或往後推展幾年，尤以 1937 年至 1946 年這十年的時間為主。 

 

（三）材料範圍 

    材料取捨上，由於同一個時空背景下的生活文化大致相同，因此凡能呈現當

時西南聯大師生生活側面的資料，都在參考的範圍內，這是異中求同的一種方

式。相反地，每個人的生活不盡相同，研究者不可能一一細述，類型的歸納和態

度立場的化約勢在必行，現實的複雜程度遠比資料呈現和文字二手敘述高出許

多，這點筆者深知卻不得不然。為了集中論述，人物上仍需鎖定幾位學術文化貢

獻良多、在聯大任教時間長、或活躍於昆明文藝界等具有代表性的先生。包括：

朱自清、沈從文、羅常培、王力、聞一多、馮至、卞之琳、吳宓、梅貽琦、馮友

蘭、金岳霖等人。任教時間不長而與聯大關係甚淺的著名學者，如錢鍾書、顧頡

剛、錢穆、陳寅恪等先生，則不在討論之列。 

 

三、研究方法 

（一）新著現代文學史的啟發 

    近幾年，學者開始檢討四十年來現代文學史的寫作方式，提出十分精到的觀

點，並嘗試重寫文學史。錢理群、孔慶東、李書磊三位學者，即在研究方法上給

予筆者不少啟發之處。 

    錢理群提出現代文學與大學文化的關係，從大學裡的三派勢力：校長、教授、

學生作為了解大學文化的媒介。切入角度包括校長的教育思想、辦學方針、學校

體制、課程設置、教學活動、研究工作、社團組織、報刊翻譯等著作、各種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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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以及食衣住行娛樂等日常生活。而具體表象之下的精神追求、價值關懷、

哲學思潮、道德尺度、情感思維、人際關係、審美形態、文化氛圍、校風傳統等

等，更是我們所關懷的對象。寫作方法上希望研究者以設身處地的立場，通過大

量原始資料的發掘，努力進入歷史情境獲得歷史感，重視歷史細節的運用和日常

生活的再現。6其他如「尋找典型現象」、「以偶然事件作典型象徵」也深具啟發

性。 

孔慶東從人的內在生命欲求討論「革命」與「文學藝術」的相通，其著作

《1921：誰主沉浮》專闢兩章，以斷簡殘篇跳躍雜陳的方式，描繪「亂世圖景」、

剪輯「文化鏡頭」，目的在通過對時代文化生活各個側面的描述，揭示 1921 前後

百廢乍興、既旺盛又混亂、既自覺又幼稚的亂世局面。7看似未經剪裁的材料編

排，讓人立刻置身於 1921 年的時空之中，教室內、電影院門口、水溝旁、市集

中……，在不同地點一個個不同的故事正同時發生著，是頗具新意的書寫方式。 

李書磊則提出「學習中國紀傳體史書」的寫作方式，追求文學史能進入文人

生活。他說：文學史不僅是單調平面的作品發表史，而且還應該是作家的生活史；

了解與敘述作家的生活不單是為了更深地理解其作品，作家生活本身就應是文學

史獨立的對象與內容。「只有文而不見人的文學史是不完全的」，「使文人互見，

將文學史寫成文學界的歷史，寫成文學生活的歷史。」8 

 

（二）霍夫斯塔德文化身分的啟發 

    「文化身分」是文學研究的一個新視角，經常用於國家或民族間，跨文化的

討論，其中對文化的界定、文化的構成、文化的性質等觀點，有助於本論文思考。

學者吉爾特‧霍夫斯塔德（Gerrt Hofstede）認為：文化是一個集體現象，被生活

在同個環境的人們學習與分享，形成共有的思維架構，使某一群體的成員和其他

群體分隔開來。文化是一個社群的精神構成而非固有屬性，是由後天習得而非先

天繼承的動態實體。由於個人往往同時屬於數個不同層面或身分，如國家層面、

地域、種族、信仰、語言、性別、世代、階級、組織或職業等等，因此不可能談

論群體成員的「確定」身分，只能在「比較」的基礎上，突顯該文化的特性和共

性。 

Hofstede 把身分和文化視為一整套相互關聯的結構，以三個因素為基礎：(1)
時空：在特定歷史時期與那個群體相關的表面特徵，包括一些事實和統計數據；

(2)心理：在特定共同體的基礎上，文化身分被內在地構造出來，形成特定共同

體的「心理構成」，即影響行為判斷的價值觀；(3)外在形象：外來者對集團內特

                                                 
6 錢理群：〈《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大學文化》叢書序〉，《二三十年代清華校園文化》（桂林：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 1-19。 
7 孔慶東：《1921：誰主沉浮》，（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8 李書磊：《1942：走向民間》，序言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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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進行選擇、詮釋和評價的方式。以上三方面因素構成文化身分的三邊互動，通

過考察彼此關係，文學研究將切入該時代重要的歷史和社會問題，重新導回文本

與社會語境關係的研究視野。9 

 

（三）本研究採取的研究方法 

    以上觀點為本文帶來許多值得思考和嘗試的方向。筆者希望採取諸位學者的

文學史寫作方式進行研究，除了從現代文學和大學文化的角度觀察西南聯大文人

群和新文學的關係，更警醒自己勿將文學史研究，成為單調平面的作品發表史，

必須將作家生活作為獨立的研究對象。人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十分複雜，一個人

可能同時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大學教授、系主任、國民參政會議員、作家，也

同時為人子女、丈夫、父親、朋友或排隊買煤炭、賣二手衣以求溫飽的尋常百姓，

這些生活側面對作家心理的影響，遠勝於作家在文集中所能呈現之冰山一角。從

「生活文化」所涵蓋的包羅萬象的各個層面，整理出樹狀結構，往下思索能代表

文人生活的脈絡，即為本文選擇安排各章節內容的思路。 

    由於研究目標不同，研究的方式也有所改變，從過去以作家文集為主要文本

的研究方式，必須轉而大量採用校史檔案、期刊、回憶錄、傳記、日記、書信、

記事散文，參考教育部檔案、經濟物價指數、國際情勢剪報等資料。遇到可能因

時間、立場和心境不同，而對於同一事件產生不同記述的資料時，筆者將依據是

否為當事人所記述、時代先後、公信力之強弱等標準多方比較判斷，難以取捨的

部分則盡量不予採用，避免誤導其他研究者進行進一步分析。 

    研究進程則是由小而大，由實際而抽象，於了解西南聯大的成立背景和校風

特色之後，先論述食衣住行育樂等基本生活，繼而論述其身份所擔負之校園內行

政、教學、研究、和社會責任，最終以個別作家為例，探求其創作之特色，以及

作家文學風格轉變與時代之關聯性。 

 

四、相關文獻探討 

    關於西南聯大的研究資料，原件大部分仍存放於北大、清大和雲南師範大學

之檔案館，其中不少已整理出版成書，如《西南聯大校史資料》等，因此在台灣

蒐集和瀏覽資料較過去容易許多。加上台灣的教育部檔案、國史館檔案、中央研

究院近史所珍藏的戰時報紙和雜誌，亦有助於查詢當時政府政策及社會消息。研

究成果方面，兩岸的學術論文比例十分懸殊：台灣方面，依國家圖書館的「中華

                                                 
9 以上對文化身分的理解，參見萊恩‧T‧塞格爾斯：〈「文化身分」的重要性〉，樂黛雲、張

輝主編：《文化傳遞與文學形象》（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327-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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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期刊論文索引系統」和「全國碩博士論文資訊網」搜尋題名有「西南聯大」

一詞者，僅 1 篇碩士論文，2 篇期刊學術論文，和 7 篇一般期刊文章10；大陸方

面依 CNKI 系列數據庫搜尋相同題名，博士論文 2 篇，碩士論文 7 篇11，而一般

期刊文章多達 206 篇，可見西南聯大在兩岸受關注的程度有相當大的差距。 

    以下筆者分別就學位論文、專書、檔案、回憶錄、日記、其他資源等類別，

整理、回顧並分析與本研究關係密切的相關參考資料。 

 

（一）學位論文 

    目前台灣研究西南聯大的學位論文，僅有楊正凱〈西南聯大的研究〉一篇。

楊正凱在進行碩士論文撰寫之前，即以西南聯大撰寫過四篇學期報告，因此對資

料十分嫻熟，列舉多能紮實精當。全文分四章論述：成立、運作、校園文化、危

機與解散。其中第三章校園文化的部分，以「學生與教師」、「課程、教學與學術

表現」、「校園生活素描」三節，呈現聯大師生適應環境的方式，與本文關係較密

切。但該論文以校史的角度撰寫，關於文人群的活動的資料有限。另外，研究汪

曾祺、鹿橋、朱自清、沈從文等人的論文，亦有部分關於研究對象在西南聯大時

期的生平資料可供背景說明和比較之用。或可在抗戰時期相關研究中，找到具參

考價值的部分，如莊焜明：〈抗戰時期中國高等教育之研究〉、樊中原：〈抗戰時

期中國高等教育的興革〉、陳清敏：〈抗戰時期的災荒與救濟──國民政府統治地

區之研究（1937-1945）〉等。 

 

（二）學術論著 

    學術論著方面，研究西南聯大的專書有 Israel, John：＂Lianda :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12、謝泳：《西南聯大與中國知識份子》13、姚丹：

《西南聯大歷史情境中的文學活動》14、封海清：《西南聯大的文化選擇與文化

                                                 
10 碩士論文為楊正凱：〈西南聯大的研究〉，台北：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碩士論文，1992。學

術論文有翟志成：〈西南聯大校歌歌詞作者考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1
年 12 月；劉惠璇：〈抗戰時期知識份子的困境——以西南聯大師生為主體的研究〉，《警專學

報》，1990 年 6 月。查詢日期為 2008 年 3 月 15 日。 
11 博士論文有封海清：〈西南聯大的文化選擇與文化精神〉、王喜旺：〈學術與教育互動——西南

聯大歷史時空中的觀照〉，碩士論文有熊萬曦：〈西南聯大的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宮兆敏：〈從

「絕檄移栽」看西南聯大的人才培養〉、張建：〈西南聯大愛國精神的形成及其歷史作用〉、趙

俊姝：〈西南聯大文學翻譯研究〉、儲德天：〈西南聯大知識份子共同體研究〉、劉青怡：〈論「西

南聯大詩人群」的客觀化抒情策略〉、臧明華：〈西南聯大知識份子心態研究〉。查詢日期為 2008
年 3 月 15 日。 

12 Israel, John：”Lianda :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3 謝泳：《西南聯大與中國現代知識份子》，（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 
14 姚丹：《西南聯大歷史情境中的文學活動》，（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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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15，以及楊紹軍：《西南聯大時期的文學創作及其外來影響》16。 

Israel 和封海清的論著皆屬於校史方面的研究，前者著墨長沙臨大徒步三千

里前往昆明，和師生推動民主的政治關係；後者則深入分析聯大制度、治校理念，

和聯大行政體系如何處理危機。謝泳進行的是知識份子群的研究，全書可分為兩

部分：前半部的研究對象泛指與聯大曾發生任何關係的知識份子群，後半部的主

要研究對象為羅隆基與觀察社的活動。姚丹和楊紹軍的研究自文學的角度出發，

前者從外部條件考察聯大的文學活動，將其置於歷史情境中，以期獲得更合理、

更貼切的解釋；後者分新詩、小說、新詩評論三部分，論述西南聯大師生的文學

創作成績。 

姚丹的研究對教師和學生的份量並重，若以劉若愚所統整的文學理論四大關

係：作家、作品、讀者、宇宙（社會環境）來分析其研究視角，該著作於作者方

面，分別論析教師和學生的文學主張；作品方面，著力於現代文學的突破，特別

是新詩和小說兩種文類；讀者（寫作對象）方面，結合政治事件反映在學生活動

的角度觀察，從刊物走向壁報、從文字走向聲音、從上層知識份子走向平民群眾、

從精神的走向行動的；社會方面則廣及國民政府教育方針、校長理念、教授會議、

課程設置、雲南的地理環境和民風、通貨膨脹、國共內戰等具體事件對文學發展

的影響。參考資料方面，使用最多的史料是日記和文集，次多的是《國立西南聯

合大學史料》，再次，是國立西南聯合大學北京校友會所編輯的回憶錄。藉由姚

丹這份研究，不但對聯大的文學活動有初步了解，也對日後進一步蒐集史料，指

引了較明確的方向。 

《西南聯大歷史情境中的文學活動》是引發筆者研究興趣的緣起之一，文人

群既為文學活動的參與者，本研究與該著作的研究對象和方式上，應有些許相仿

之處。然而，筆者仍選擇進行西南聯大文人群的研究，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該書出版距今已八年，而八年內又有不少聯大和抗戰背景資料已整理出

版，如：《聯大歲月與邊疆人文》、《精神的雕像：西南聯大紀實》、《西南聯大‧

昆明記憶》、《百年冷暖──20 世紀中國知識份子生活狀況》……等，本研究擁

有時間上與材料上的一些優勢。 

二、受限於地域的關係，台灣方面的資料姚丹不易取得，或容易有所忽略，

因而所參考的多是後來留在大陸的聯大畢業生或老師的文字資料，觀點難免有所

偏頗。兩岸所發展的理論不盡相同，亦使研究者產生不同的研究視野。 

三、姚丹是長期接受中國共產黨教育的學子之一，雖然極力想排除立場和偏

見就事論事，仍不免在文字和比例上流露出政治傾向。例如有一段她說：「當時

大家都對蔣介石抱著信任感，以為上有一個『英勇堅毅』的領袖，下有幾百萬勇

                                                 
15 封海清：《西南聯大的文化選擇與文化精神》，（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6）。 
16 楊紹軍：《西南聯大時期的文學創作及其外來影響》，（北京：作家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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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用命的兵士，抗戰勝利沒有問題。知識份子把前線勝利的希望寄託在領袖和兵

士身上，而把自己的主要任務確定為建國。」不但「英勇堅毅」特別用引號括起

來，尤其「以為」和「沒有問題」這樣的用字遣詞，很明顯是一種反諷口吻，研

究論著應該避免諸如此類的字眼。章節比例上，國民政府鎮壓學生的「一二‧一」

運動和聞一多被刺殺，就佔了一整章來敘述，似乎也過於強調，偏離了研究目標。 

四、本論文和該書的研究目的不同：姚丹關注的是發生在聯大及其週遭的文

學活動，人數佔多數的學生身居要角，科系上則特別提出中文系和外文系，文體

流變則集中篇幅談奧登、艾略特、燕卜遜等人對新詩的影響，這些都和筆者意圖

探究當時文人生活文化的研究目的頗有出入。 

 

（三）學校檔案、校史 

    西南聯大校方檔案有多種版本，《國立西南聯合大學史料》、《國立西南聯合

大學校史資料》、《國立西南聯合大學校史》、《清華大學史料選編》、《北京大學紀

事》……等。 

《國立西南聯合大學史料》為六卷精裝本，於聯大校慶六十週年之後出版，

由北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四校聯合編纂。17其檔案資料

來自四校所保存的檔案、雲南省檔案館和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共分為六卷編

排：(1)總覽卷(2)會議記錄卷(3)教學科研卷(4)教職員卷(5)學生卷(6)經費、設備、

校舍卷。由於分類清楚、資料影本清晰，作為工具書查找校方紀錄十分便利，如

校園規劃、會議經費、教員學生名單和其他統計數字。學校是介於社會和個人之

間的團體，其檔案可與國民政府官方檔案和私人的回憶錄、日記相互對照。 

 

（四）回憶錄 

回憶錄是當事人追記往事的記實性文字資料，或記本人經歷，或記他所熟悉

之人物的往事。有的以人物為中心，有的以事件為中心，其形式較為自由，不刻

意於完整性，因此經常是往事片段的連綴。要回到一般平民的當時感受，回憶錄

是不可或缺的參考資料。近幾十年，回憶錄在中國大陸有長足的發展，全國政協

文史資料研究委員會在周恩來的號召之下廣泛徵稿，編輯出版《文史資料選輯》，

各省、市、自治區也紛紛起而效尤。18回憶錄資料常因記憶差錯、片面觀察、得

                                                 
17 北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編：《國立西南聯合大學史料》，（昆明：

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 
18  一九五九年四月，周恩來在政協招待六十歲以上之委員的茶會上，號召大家：「將六、七十年

來看到的和親身經歷的社會各方面的變化，幾十年來所積累下來的知識、經驗和見聞掌故，

自己寫下來，或者口述讓別人記下來，傳給我們的後代。」詳見張憲文：《中國現代史史料

學》，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第五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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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不準確的傳聞或他人代筆等原因而失實，因此對於同一件事情，幾個人的記述

往往不一致、甚至相反。這種史料呈現不一致的情況，在記載聯大後期的學生運

動，以及沈從文、聞一多等名師在聯大的活動尤為明顯，記憶或觀察片面多半是

因政治立場使然。以西南聯大為中心撰寫的回憶錄有《聯大八年》19、《笳吹弦

誦在春城──回憶西南聯大》20、《笳吹弦誦情彌切──國立西南聯合大學五十

週年紀念文集》21、《學府紀聞：國立西南聯合大學》22、《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

創舉──西南聯合大學湘黔滇旅行團記實》23等。 

《笳吹弦誦在春城》和《笳吹弦誦情彌切》的書名，乃源自校歌歌詞「盡笳

吹弦誦在春城，情彌切」。前者收錄了七十餘篇文章，是聯大校友從不同側面記

述作者自己對母校感受最深的人和事。收入的篇章較多生活層面與社團活動的回

憶，例如〈泡茶館〉、〈大草坪及其他〉、〈一場遭遇戰──記 1942 年昆明倒孔運

動〉、〈橫過湘黔滇的旅行〉、〈回憶聯大文藝社〉、〈聯大女同學會〉……等等。書

中並附有多張聯大時期的照片，但清晰度不如十年後出版的《國立西南聯合大學

史料》。依《笳吹弦誦在春城──回憶西南聯大》前言所云：西南聯大的畢業校

友對母校一直懷有特殊的感情，希望將那段時期經歷的風風雨雨集結起來，不致

被歷史的洪流淹沒。因此，校友會成立之後，將校史編寫工作列入主要工作日程，

北京大學也積極支持，把《西南聯大校史》的編寫列為北大的科研課題之一。由

此可知，本書是西南聯大校史工作的一部分，希望校友撰寫回憶聯大的文章，從

不同的角度補足聯大校史。 

    1987 年 11 月 1 日是西南聯大 50 週年校慶，《笳吹弦誦情彌切》為該校慶之

紀念文集。雖然同樣屬於回憶性質的文章，但是紀念的意味濃厚，風格較《笳吹

弦誦在春城》嚴肅得多，將兩書所收錄篇章舉隅可見一斑。本書收錄的篇章有〈一

二‧一運動始末記〉、〈懷念金岳霖先生〉、〈最完整的人格──悼朱佩弦先生〉、〈科

學的楷模──我們的理學院長吳有訓〉、〈回憶西南聯大化學系〉、〈憶西南聯大註

冊組〉、〈從軍行──印緬戰場記事〉、〈憶聯大的音樂活動──兼憶西南聯大校歌

的創作〉……等，偏重於教授們的啟發和重大影響事件的回顧，撰寫者較多聯大

教授和在社會上頗有聲望的校友。 

 

                                                 
19 西南聯大除夕副刊主編：《聯大八年》，（昆明：西南聯大學生出版社，1946）。 
20 西南聯合大學北京校友會、校史編輯委員會編：《笳吹弦誦在春城：回憶西南聯大》，（昆

明：雲南人民出版社；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86）。 
21 西南聯合大學北京大學校友會編：《笳吹弦誦情彌切──國立西南聯合大學五十周年紀念文

集》，（北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 
22 董鼐編：《學府紀聞：國立西南聯合大學》，（台北：南京出版公司，1981）。 
23 張寄謙編：《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西南聯合大學湘黔滇旅行團記實》，（北京：北

京大學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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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記 

日記方面，主要有黃延復、王小寧整理：《梅貽琦日記 1940-1946》24、吳學

昭整理：《吳宓日記》25、和浦江清：《清華日記──西行日記》26。 

《梅貽琦日記》的記載方式較精簡，因為梅貽琦具有校長的特殊身分，其日

記不僅可觀察該年齡及地位的文人生活，還包含了部份行政主管決策時的意見和

對話，也有以校長角度對校內同仁的為人處事的評判，作為了解西南聯大文人群

的參考資料十分恰當。 

《吳宓日記》記載詳盡，內容完整，全套一共 10 冊，時間跨度自 1910 年至

1948 年，對於文學活動、文學批評、文學史、學術史幫助甚大。吳宓自 1906 年

開始寫日記，直至文革末期才中斷。由於時代混亂，家人保存其手稿不易，因此

出版的時候已有殘缺。吳宓的日記，有很豐富的內容，記天氣、記穿著、記食糧、

記物價、記時事……，對了解當時的生活實況很有幫助。此外他對人物的品評也

毫不客氣，故從日記中也可以看到不少聯大教授的生活側面；吳宓在日記中對錢

鍾書的批評還曾經引發錢鍾書迷的大舉撻伐；對鹿橋桀傲不馴的求學態度也是我

們研究作家性格背景的好材料。 

 

（六）其他資源 

西南聯大文人群之中，朱自清、聞一多、沈從文、馮友蘭、馮至、卞之琳等

人已有全集出版，此外，書信及年譜亦有諸多相關資料，如《聞一多年譜長編》

除了聞一多的事蹟之外，還附上當時所發表的文字以及他人的批評，對於其人其

事能更完整的認識。 

「國立西南聯合大學網站」http://www.luobinghui.com/ld/，由雲南師範大學

所架設，站上存放不少關於西南聯大的文章和圖檔，為本研究提供便捷的資訊平

台。2006 年 5 月 26 日，雲南師範大學召開「雲南西南聯大研究會籌備會」，對

該會的名稱及章程、會員、籌備事項等諸方面進行規劃安排，其相關成果亦值得

持續留意。 

                                                 
24 黃延復、王小寧整理：《梅貽琦日記 1940-1946》，（北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 
25 吳宓著、吳學昭整理：《吳宓日記》，（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1998）。 
26 浦江清：《清華日記──西行日記》，（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