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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所提及的这位在文坛上曾受人

瞩目、却迅速销声匿迹的诗人，正是随着

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五四”诗人徐玉

诺。 徐玉诺的新诗造诣在“五四”时期就达

到了极高的水准，被郑振铎评价为“中国

新诗人里第一个高唱 ‘他自己的挽歌’的

人”。 但由于诗人一生辗转多地， 放达任

性，并没有长久维持新诗的创作，徐玉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获得应有的关

注。

徐玉诺（1894-1958）出生在河南鲁山

县东境的徐家营村，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

代， 诗人的家乡常受到匪乱之灾的侵袭。

1900 年义和团运动波及豫西，徐家营村到

处呼喊着“火烧洋鬼”的口号，有人领头练

“神拳”。 诗人在童年时期就隐约感受到了

反抗与暴动的氛围。

1913 年徐玉诺考入鲁山县立高等小

学，在这第一次远离家乡的经历中，诗人

体会到了亲人死亡的创痛。 徐玉诺的叔叔

徐海在给诗人送面的返乡途中，不幸遭遇

匪乱，中流弹而死，尸体还被野狗撕咬。 等

诗人发现时，只剩下叔父的一只鞋子。 诗

人将这惨痛的经历写入了 《一只破鞋 》

（1923）中：“我的故事并没有讲完，现在我

的姑母和父亲都白发苍苍了，我一点也不

能向下写， 自此以后我也一点不能记忆

了。 ”在诗人的创作中记录了人民的血泪

与苦难， 由于这也是诗人切身的体会，他

的书写有着浓烈的感情和极为沉重的分

量。 这也是诗人在 1920 年代，被“为人生”

写作的文学研究会所青睐的原因。

在诗人的意识中，故乡 、死亡和挚爱

的亲人们常常联系在一起，使诗人写下了

很多感人至深的作品。 在返回家乡看到战

乱过后的一片废墟之时，诗人写下了 《燃

烧的眼泪》（1922）：

我哭到沉醉没知觉的时候，忽然大地
从我脚下裂开；我同时也坠落在里面。

一位白发的母亲，正在张着两臂迎接我。

可怜的孩子，你也来了！ 她说着，我仿
佛沉在温泉里。

……

1915 年陈独秀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

动，给青年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由于过

早地经历苦难， 体会到了斗争的重要，诗

人自然也成为了这群兴奋的青年人中的

一个，并且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 然而，开

封学联的运动遭到镇压，徐玉诺竟然试图

以卧轨自杀的方式来表达愤怒。 这种极端

的自戕行为构成了诗人诗歌创作的戏剧

张力，同时也似乎成为他往后人生中许多

“怪诞”行为的预示。

1920 年代前期是诗人创作的集中

期， 他的诗歌和小说创作都获得了文坛

很多大家的认可并引起了新文学领军人

物鲁迅的注意。 鲁迅曾嘱咐孙伏园给徐

玉诺写信：“把发表在《晨报副刊》等的二

十来篇小说收集出版。 ”并且愿意为徐玉

诺亲自作序。 不料诗人并没有领鲁迅的

情，这在文坛中几乎是件稀奇事了。 徐玉

诺回忆起这件事，解释为“自以为老鼠拉

木掀———大头在后头哩”，可没想到 1925

年之后诗人创作迅速减少 ， 逐步隐匿于

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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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玉诺常常有这种放达任性的逸闻

轶事。 他曾在河南临颍送一个朋友北上，

到了火车站发现还有很多话没讲完 ，便

与友人一同上了火车， 竟不知何时到了

郑州，后来又干脆送友人到了北京。到了

北京发现没钱买返程的车票 ， 只好在报

刊上登求职启事， 试图找份工作挣点路

费。 后接受周作人的建议到了吉林毓林

中学教书。 1928 年， 徐玉诺辗转回故乡

河南省立第二师范任教，此后又去往多地

从事教育工作。

在任教期间，诗人展现了一个在 “五

四”浪潮中成长的知识分子的才干。 他非

常重视学生的写作，给学生讲李白、杜甫，

也给他们讲孟东野、李长吉。 注重中国文

学与西方思潮的关联，除中国传统的经典

作品，也讲莫泊桑、契诃夫、爱罗先珂。 主

张“越是好诗，越是他自己的”。 他鼓励学

生写作，并将他们的作品发表到自己主编

的小刊物《太平车》上。 除了学术上的言传

身教， 徐玉诺还敦促学生 “修行重于修

辞”，要有爱国思想。 教育学生要孝敬自

己的父母，不要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诗

人丧母之后， 半年没有剪头发 ， 全身白

衣，逢人便说：“我没有娘了！ ”放声大哭，

无比悲恸。

据诗人的好友张默生回忆，徐玉诺在

学校也是特立独行。 诗人在家饲养了毛驴

和牛，并且认为它们都是“牲畜中独一无

二的英物”，常邀请同事好友前去欣赏。 但

这毛驴和牛干瘦秃毛， 也没什么特别之

处。 诗人自己开了家洋服店，学着裁剪衣

裳，给别人的衣服做得不合身又免费重新

制作。 诗人有个怪癖，就是夜晚跑到野外

去生活， 据他的学生陈孑英回忆，1931 年

农历九月十五日晚，诗人到龟山麓界河边

夜宿，后来漫游到一棵大树下睡着，到黎

明时分才返回学校。 他的另外一名学生景

中天回忆， 徐玉诺曾在一个茫茫大雪之

夜，立于一片荒冢之上，第二天家人四处

找寻发现诗人竟昏倒在雪地中。 经过一番

抢救，诗人才得以幸存。 诗人苏醒后写下

了《生命》（1921）：

但我记得，

医生用针刺入我心房的时候，

我的灵魂是平安的；

在另一个地方，

得到极酣蜜、极浓厚的安慰。

……

诗人对生命有着敏感而深沉的思考，

他的行为常透露着直率的性情。 痖弦说，

徐玉诺“就是一个真人，一个真的不能再

真的人”。

徐玉诺在与萧军见面时（据萧军回忆

是他向当时的“名诗人”讨教创作问题 ），

曾表明过自己的诗学观点：“不管是旧体

诗还是新体诗，只要能把真实的思想和感

情朴素地表现出来，就是好诗！ 凡属装模

作样的诗，花枝招展的诗，尽管它也打扮

得很像诗的样子，那也不是诗。 因为它感

动不了自己，感动不了别人。 那是没有灵

魂，血肉的诗。 ”徐玉诺是怀着一颗真挚的

心灵在写诗。 在他的诗里除了有对困难人

民的同情与死生问题的辩证，还有对小孩

子们的热爱与希冀之情，并在诗歌中为孩

子们建了一座 “将来之花园”（《将来之花

园》，1922）。

然而， 诗人自己的苦难并没有停止。

1927 年诗人心爱的小女儿雪菏由于长期

吃不饱肚子，加之疾病折磨不幸夭折。 随

后便是白色恐怖统治使诗人惶惶不可终

日。1920 年代后期诗人已经无法再继续创

作新诗，诗人说：“我现在准备下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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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诗人送给张默生一幅很奇怪

的画。画中有一具棺材。他向张默生解释

道：“徐玉诺在烟台已死也。 ”并指出棺材

就是“盖棺定论”之意。 当诗人决意抛弃

苦难的记忆， 意味着他创作的精神资源

也被封锁了， 诗人后期的创作再也见不

到那种渗透着生命记忆的血泪之作 。 同

时，战争的爆发也使得诗人迅速投入到了

抗战之中。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诗人

从烟台经过济南， 眼见到处都是难民，受

伤的士兵，徐玉诺怀着激愤的心情爬上火

车站的高台阶，发表演说，号召人民为受

伤的战士们捐款。 因此诗人受到了便衣特

务的监视和盘问。 徐玉诺厉声斥责：“你们

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一点爱国心？ ”

另有群众响应，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 ”

这时那几个特务感到情势不妙，才没有继

续找徐玉诺的麻烦。1937 年 10 月，徐玉诺

赴国民党华北五省办事厅工作，次年回到

鲁山担任教育馆馆长，组织“鲁山县抗日

巡回宣讲团”，抗战期间编《民众日报 》宣

传抗日 ， 体现了诗人真挚的爱国之心 。

1945 年宛西陷落，汲滩镇中学校长宁介泉

当了维持会长，徐玉诺非常愤怒，离开了

宛西，到徐庄兴办私塾，抗战胜利后返回

故乡。 任职于河南省文联。

徐玉诺晚年致力于通俗文艺研究，所

写的诗歌大都是通俗易懂的歌谣，和 “五

四”时期的新诗截然不同。 可想一想诗人

质朴的农民本色和赤诚的性情，大概也没

什么矛盾可言。 诗人选择了一种新的方式

表达了他对故土的热爱，这份极为真挚的

感情一直延续到诗人逝世。 1958 年 4 月 9

日诗人因食道癌与世长辞。 诗人晚年时说

过这么一段话：

“如果我现在写的一些通俗作品他们
能够读到，他们无论从朋友的角度或部长
的身份讲，定会为我感到高兴。 长久以来，

他们也许认为我早已不在人间了。 现在我
依然活着，写作着，那就很好，我再也别无
所求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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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 10 月 9 日，鲁迅在
给萧军的信中写道：“徐玉诺的名
字我很熟，但好像没有见过他，因
为他是做诗的，我却不留心诗，所
以未必会见面。 现在久不见他的
作品，不知道哪里去了？ ”

第七届“禾泽都林杯”———“城市、建筑与文化”诗歌散文大赛征稿启事

建筑是物化的记忆， 是人类沧桑历史和多样文化的积淀。 站在一座

穿越时间的古建筑前， 人们得到的不仅是美学的满足， 还能穿透时间的

迷雾看见历史的痕迹， 人类的憧憬。 果戈里说： “建筑是世界的年鉴， 当

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 它还依旧诉说”， 没有哪一种文化形态能够像建筑

这样， 超越时间和媒介的限制， 如此长久直接地震撼人类的心灵。 一个地

区、 城市的发展与变迁、 幸福与悲痛， 都通过建筑记忆起来。 组织 “禾泽

都林杯” ———“城市、 建筑与文化” 诗歌散文征集和评奖活动， 旨在通过

文学的样式阐释城市建筑文化的丰富性、 多元性与时代性， 以及宣传城市

建筑文化的先进设计理念， 为弘扬中国文化、 构建和谐环境、 创建美好城

市作出贡献。

一、主办单位：

上海市作家协会、 文学报社、《上海文化》

杂志社

二、承办单位：

禾泽都林建筑与城市研究院、上海市作协

华语文学网

三、征文细则：

1．征稿时间：自即日起至 2018 年 10 月 30

日止。

2. 征稿对象：海内外诗人、散文家及诗歌、散文爱

好者。

3. 征稿地址：上海市巨鹿路 675 号作协创联室，邮

编 200040，信封上注明“禾泽都林杯”字样。

4. 参赛网站：华语文学网

www.myhuayu.com

5. 征稿邮箱：hezedulin2018@126.com

6. 每人限寄作品 1-2 篇， 每篇字数 3000 字为宜；

来稿建议发电子邮件，附百字内简历 1 份。

四、奖项设置（诗歌散文奖金含税）:

一等奖 2 名 各 20000 元及“禾泽都林杯”奖杯；

二等奖 4 名 各 5000 元；

三等奖 10 名 各 2000 元；

优秀奖 20 名 各 500 元。

五、评委会：

大赛主办单位邀请国内著名作家、报刊主编组成评委

会，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初评、复评和隐名终评。得奖作品

主办方将汇集出版（不另发稿酬）。 颁奖事宜将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