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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大陆学界曾因意识形态等因素简单否定过它，
导致对它的研究一度停滞。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新月派重新受到关注，学界用新的视
角和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大陆之外，只有台湾地区的研究成果稍显丰富。但总体来看，新
月派研究有尚待开拓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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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f the Crescent School
HUANG Hongchun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31，China）

Abstract： The Crescent School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iterary school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cholars of Chinese mainland have simply denied this school for quite a long time
because of ideological factors，which led to the stagnation of the study on it for a time． Since 1980s，
it has been paid attention again because of changes in historical context． Scholars have achieved results with new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Outside Chinese mainland only Taiwan has slightly rich research results． But overall，there is space to be opened up in the research of the Crescent School．
Key words： the Crescent School； research results； review
新月派是活跃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 。新月派在诗歌方
面的成就最显著，不仅有丰硕的诗歌创作实绩，而且有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理论，所以，学界常将“新月
派”等同于“新月诗派”。但实际上，除了诗歌，新月派在戏剧、散文、小说和翻译等方面都有独特的贡
献。因此，笔者在此指称的“新月派 ”是种概念意义上的文学流派，而非属概念意义上的诗歌流派。 可
惜，新月派在历史上曾经被误读和遮蔽，“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反动”、“逆流 ”等一度成为它
的标签。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和思想解放，文学标准逐渐取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标准，新月派才
重新被关注。
目前，围绕新月派的理论与创作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 ，但无论用怎样的方法和视角，最后的研究结
果应该指向对新月派文学面貌的客观还原和文艺思想的辩证认识 。笔者在此希望通过爬梳和甄别已有
研究成果，将新月派研究推向更深层面。
收稿日期： 2013 － 03 － 14
作者简介： 黄红春（ 1970 － ） ，女，江西石城人，文学博士，南昌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
与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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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新月派的定性定位研究
新月派是怎样一个文学群体，它如何形成，有何思想与艺术成就，如何给它定性定位，这是新月派研
究的首要问题。
新月派在存续初期就受到关注，但只限于对其政治性和诗歌成就的研究 。1931 年 2 月 28 日，彭康
在《新思潮》上发表文章《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 》，联系胡适的《人权与约法 》引起很大反响一事，指出
新月派有鲜明的政治性，其自由主义文化运动是反动的。1931 年上海《民报 》发表汪常有的文章，说中
国当时有三个思想鼎足而立，其中之一就是新月派，以至于罗隆基给胡适写信说： “想不到《新月 》有这
［1］（ p64）
1935 年至 1936 年《中国新文学大系 》出版，朱自清在《诗集 · 导言 》中比较分析了闻一
样重要。”
多与徐志摩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并将当时的诗坛分为三派，其中就有“格律诗派 ”。 另外，朱自清选编的
59 家诗人中，诗作最多的是闻一多和徐志摩，可见新月派的诗歌在当时已备受关注。1931 年徐志摩意
外身亡，随后引起关于他的研究热潮。其中，茅盾的《徐志摩论》用阶级分析方法评价徐志摩，否定了他
的艺术追求，观点比较偏激； 穆木天的《徐志摩论———他的思想与艺术 》却以中肯的态度评述了徐志摩
的思想发展和文学成就。徐志摩研究虽然只属于新月派的个案研究 ，但是徐志摩是新月派的核心人物 ，
对他的评价密切关系到对新月派的定位 。茅盾和穆木天的不同看法表明，学界对新月派的研究从一开
始就存在争议，采用政治或者艺术的不同评价标准将导致不同的结论 。 后来随着新月派与左翼文学之
间的争论与分歧加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化 ，新月派遭到否定和批判，关于它的
研究几近空白。1957 年，陈梦家在《诗刊》上发表《谈谈徐志摩的诗 》，肯定徐志摩诗作的艺术价值与意
义，可谓这期间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政治束缚的难得的成果 。
八十年代初，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历史语境下，学界开始理性地审视新月派的文学史价值 ，重新
思考新月派的属性、分期等问题。1982 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 1 期上同时刊出了蓝棣之的《论
新月诗歌的思想特征》和陈山的《论新月派在新诗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标志着新月派重新受到关注。
当然其时关注的范围还很有限，只限于诗歌成就。他们围绕新月诗歌的生成发展、思想和艺术成就，做
了详细的梳理和肯定性评价，如陈山认为： “新月派的新诗格律化运动，从当时新诗坛的混乱中摸索出
［2］
一条新诗艺术发展的集体例子，是有着历史意义的。” 1983 年，王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第 3
期上发表《关于“新月派”形成和发展》一文，突破新月派只为“诗派”的单向度概念，把它作为一个文学
流派来研究，并把新月派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到 1926 年以前，以戏剧活动为主； 中期是 1926 年
《晨报诗刊》和《晨报剧刊》的刊行时期，致力于格律诗的创作和研究； 后期以经营新月书店和刊行《新
月》、《诗刊》为主。这种划分是否合适，还有待商榷，如 1995 年黄昌勇就提出： “新月派发展经历了胚
［3］

胎、形成、发展、分化四个完整的重要时期。”
进入二十一世纪，对新月派组织结构与人事活动的研究更为详实深入 。如：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
2007 年 6 期刊出付祥喜的《新月
刊》2005 年 6 期刊出倪平的《新月派的两个支柱： 书店、月刊的起讫 》、
2008 年 6 期刊出刘群的《关于新月书店经理更替的史实考察 》等文章。2006 年复旦大
若干史实考辨》、
学刘群的博士论文《新月社研究》从社团内部发展史、人事变迁的角度研究新月社起源、发展和演变的
2011 年刘群出版了《饭局 · 书局 · 时局 》
历史，再现了新月社及新月派文人的整体风貌 。在此基础上，
一书，将文人活动评述、文学研究和政治思想研究统一起来 ，建立了大的“新月社 ”概念。 但目前高校教
材中有关新月派的陈述仍然不尽人意 。如：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修订版 ） 》说： “前期新月派 ( 指 1928
［4］（ p18）
将分期定在 1928 年并不合理，因为新月
年徐志摩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之前) ，提倡新格律诗。”
1927
，
1927
7
社文人在
年就离散
年 月新月书店在上海正式开张。 而新月派后期又到哪里止，没有下

文。再有《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 － 1997( 上册) 》说： “1924 年夏成立新月社”，“《新月 》月刊编了四卷七
［5］（ p25）
期。”
可新月社成立时间是 1923 年，《新月 》月刊共出了四卷 43 期而不是 7 期，上海书店于 1985
年影印出版该刊倒是装订成了 7 册。类似的“误读”在台湾也有。如，陈敬之著《“新月”及其重要作家》

第4 期

黄红春

新月派研究述论

77

［6］（ p1）
说： “‘新月社’( 一九二七) 在组成的时间上，虽然比‘语丝社 ’( 一九二四 ) 晚了几个年头 ……”
将
1927 年作为新月社成立时间明显与史实不符 。该书还说闻一多“被枪杀于共匪在昆明所一手制成的惨
［6］（ p71）

不但篡改历史，而且言辞偏激，有极强的政治主观色彩。
对新月派文学精神的研究，白春超的成果很有代表性。2006 年至 2008 年，他先后发文《理性与秩
序： 新月派的文学观及其意义》和《新月派文学的古典主义精神 》，表示新月派的文学观不属浪漫主义，
案之下”。

而属古典主义，其依据是新月派“追求常态、安分的人格理性，致力于为现代中国文学建章立制、确定规
［7］
范，表现出艺术上的‘自觉’和传统美感意识”。 该观点也体现在其专著《再生与流变———中国现代文
学中的古典主义》第五章《新月文学： 理性与秩序》中。但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新月派的文学精神 ，是浪漫
主义还是古典主义，抑或二者的杂糅，还有研究的理论空间，因为新月派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有差异 ，
这差异恰恰可能造成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杂糅 ，甚至还夹杂着现代主义。此外，台湾对新月派的综合
研究主要有： 1987 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丛刊》1 期发表的瞿光熙的论文《新月 · 新月派 · 新月书店 》，
1990 年《国文天地》6 卷 1 期发表的王宏志的《新月派综论 》，总体数量不多，但论述较以前更为客观和
深入。

二、关于新月派诗歌的研究
诗歌研究是新月派研究成果中最丰富的部分 。围绕格律诗理论和诗歌创作，已有从文化、语言等不
同角度的研究，但却忽略了其理论主张与创作实际之间的错位 ，即前者是古典主义的诗歌理论，后者是
融浪漫、古典和现代的多元的诗歌写作，从而影响了对新月派文学观念的整体观照 。
1931 年，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中总结了前期新月诗人共通的美学趣味，即“本质的醇正，技巧
［8］（ p1）

该序言可以说是新月派的一次自我检视，也是一次有影响的理论探索。
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 ”。
1989 年，蓝棣之编选《新月派诗选( 修订本 ) 》，在前言中详细介绍了新月派，指出了它曾远离时代进步
潮流的不足，更肯定了它倡导新格律诗的贡献 ，说它是“中国新诗史上活动时间最长、诗人辈出、有鲜明
［9］（ p1）

艺术纲领，并在创作中取得了很高成就的一个重要诗派 ”。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新月派诗歌研究出现新视角和新方法： 有文化学视角的研究，如黄昌勇的
《新月派： 诗艺探索与文化诉求》、陈伟华的《“新月 ”理论家们的“硬译 ”———论新月派诗论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承传》、马丽的《中西合璧的宁馨儿———论新月派诗人对中西文化的传承 》等论文，揭示了新月诗
派的传统国学功底与西方文化元素 ，尤其是对它的传统文化因子的揭示，有力地反驳了过去批评它“崇
洋媚外”和“西化”的论调。有语言学视角的研究，如陈爱中的《格律与自由的恰切糅和———试论新月诗
歌的语言表述》一文，认为“新月诗歌不仅仅反驳了新诗初期的过于散漫 、趋向解构的语言表述，而且在
吸收传统和域外诗歌资源的情况下 ，大胆创造，为新诗确立了‘熟悉而又陌生 ’的格律理念，在很大程度
［10］
上厘定了新诗的语言表述”。 李玮的《“白话”特性与“格律 ”建设———论新月派格律探索中的语言问
题》则论述了“白话”语言特性对格律探索的决定性制约作用，思考了白话条件下格律诗的建设途径。
有的方法虽然不新，但深入有效。如用比较方法来研究，金华、林芳汀的《试论新月派诗歌与现代派诗
歌创作的差异》通过比较，得出了“从格律上的分野到思想深度的差异 、现代意识的自觉，现代派都显示
［11］
出了较之新月派更为长足的进步 ” 的结论。陈国恩的《新月派诗与婉约派词 》通过比较，认为新月派
诗“打破词的固定形式，吸收了婉约词的音乐旋律的美； 又把‘花间词’的绸缪婉转与反封建的时代精神
［12］
糅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新的东方情调 ”。 还有的人从美学角度来研究，如程国君的《从“音乐的美 ”到
“纯诗”———论新月诗人现代诗歌美学建构的深层理论与实践 》，认为新月诗人现代诗歌美学建构的基
本理论包括“古典的以及现代分析美学的诗美构成要素论、‘音节化’与情感‘诗化 ’的理论以及唯美主
［13］
义理论”。 陈庆泓的《解构与重构的艰难弥合———谈新月派对古典诗歌功利性解构的困惑 》认为新月
派“上承南北朝诗风追求艺术独立性之余绪 ，外接康德美学审美无功利之成果，对古典诗歌的功利性进
［14］

行解构。但由于意识形态的渗入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 ，新月派的解构遇到了困惑”。 最终通过妥协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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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才达到解构与重构的艰难弥合 。
此外，原来被忽视的新月派诗人诗作也逐渐成为新月诗派个案研究的重点 ，如辛禄高的《被“遮蔽 ”
的新月派诗人刘梦苇》、张高杰的《论陈梦家的抒情诗创作 》等等。 台湾地区比较重视徐志摩、闻一多、
2006 年蔡登山的《另眼看作家
朱湘、孙大雨、卞之琳等的诗歌，如 1968 年张秀亚的《新月派诗人朱湘 》、
系列（ 1） ： 春去春又回———记新月诗人孙大雨 》等论文； 也有一些整体研究的论文，如 2003 年张鸿恺的
1988 年台湾师范大学朴星柱的博士论文《新月派新诗研究 》。 大陆关于
文章《浅谈新月派格律理论》，
新月诗派综合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如程国君的《新月诗派研究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3 年 ) 。 总的来
说，新月派诗歌研究基础扎实，视野开阔。而近二十年大陆学界对新月诗歌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特别
关注，也显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学术语境的影响力。

三、关于新月派散文等其他文体的研究
诗歌以外其他文体也是新月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它们的已有成果不算多，但恰恰显示了可开拓
的学术空间。
在现代文学史教材中，目前还没有“新月派散文 ”这个概念，只有“梁实秋散文”、“徐志摩散文 ”等
说法。但散文对于新月派这个精英知识分子群体来说 ，不但是他们思想性格最直接的呈现 ，而且通过这
些作品，充分显示了新月派的思想与艺术共性 。1989 年王孙选编的《新月散文十八家》就是新月散文很
［15］（ p3）
而且肯
好的一次集体亮相。贾植芳在序言中不仅认为该书“填补了新文学选本中的一个空白 ”，
［15］（ p1）
定新月派是“五四新文化精神所开拓的文学社团流派之一 ”，
他还特别指出新月派散文的成就主
要不在认识功能上，而在审美与娱乐价值上。后来，朱寿桐从文化学角度研究了新月派散文，写成文章

《以“感美感恋”心态走出名士传统———新月派散文的绅士文化特性考察 》。 对散文的个案研究中有如
黄艳芬的论文《论朱湘的散文创作———以 ＜ 中书集 ＞ 第一辑为研究对象》揭示了朱湘散文“文学便只是
一种高声的自语”的文艺观。而在大陆以外，鲜见散文方面的研究。总的来看，新月派散文研究多局限
在抒情叙事散文方面，但对理论散文，尤其是政论散文和文论散文等的关注不够，而这些散文密切关系
到新月派的文学观念和思想立场 ，值得进一步研究。
小说是新月派研究中更为薄弱的一块 。目前大陆尚无新月派小说选本，台湾也只出过一个选本，即
1978 年由梁实秋和叶公超主编、雕龙出版社出版的《新月小说选 》。新月派小说当时主要发表在《晨报
副刊》、《新月》和《学文》上，或由新月派书店出版。沈从文、凌叔华、废名、林徽因和巴金等都是其作者，
但哪些人才能算新月派的小说家 ，目前对此仍有争议。比如，沈从文和林徽因在文学史中被归入京派，
其新月派身份却被遮蔽； 巴金有过无政府主义思想，没有被放入哪个派，更不提他在《新月 》上发表的小
说； 凌叔华倒是无可争议的新月派小说家 ，但少有人注意她的新月派与京派双重身份所暗示的两个流派
的关系。其实，对新月派小说作家身份的认定，密切关联到对新月派文艺思想的定位 。已有研究对新月
小说的诗性特征与民主思想比较关注 ，如徐海英的《论新月派小说的诗化特征 》和张惠苑的《从小说创
作看新月派文人对现实矛盾的解析 》。另有一批硕士论文对新月派小说进行了研究 ，如 2010 年河北大
学姬玉的《＜ 新月 ＞ 月刊小说研究》，研究了新月小说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特性 。2010 年浙江师范大
学黄长华的《新月派小说研究》，一方面从文学活动和人际关系出发，将新月派小说家区分为核心层和
同仁层两个群体，另一方面从主题和艺术风格角度，研究新月派小说的创作特点。2011 年北京大学张
慧君的《新月派的小说之研究》，则探讨了新月派小说未能形成气候的原因 。
戏剧和诗歌一样，都是新月派很看重的文体。新月派不但办过《剧刊 》，提倡国剧运动，而且有相当
的戏剧创作成果。因此，关于新月派戏剧的研究成果要比散文 、小说更为丰富，但又不及诗歌，毕竟，新
月派在戏剧方面的成就总体上不如诗歌大 。 对戏剧的综合性研究有如： 杨新刚的《艺术之瓶里的希望
之花———新月派戏剧美学观》、杨迎平的《论新月派的戏剧观及贵族气》、程全兵、昌淑芳的《论新月派戏
剧思想》等文章，揭示了新月派重视戏剧本体，反对艺术功利化，推崇小剧场的贵族倾向等戏剧观，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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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主义的理论内核。个案研究有如： 骆蔓的《论陈楚怀对新月派戏剧文学的拓展 》、吴仁援的《徐志摩
的戏剧理论》等。此外，顾金春的论文《“国剧运动派”的群体构成及文化心态考察》，突破单一依赖文本
的分析方法，把国剧运动看做一种流派，对其成员构成进行分析，指出其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
2005 年武汉大学程全兵的硕士论文《新月派戏剧概论》，从戏剧理论主张及戏剧创作方面论述新月派在
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台湾的董保中写于 1977 年的论文《新月派与现代中国戏剧 》，算是难得的戏剧
研究成果。

四、关于新月派的跨学科研究
近二十年来，已经出现了跨学科研究新月派的新方法新成果 ，主要有翻译学、政治学、发生学、留学
等视域下的研究。
新月派有明确的翻译主张，也有大量的翻译作品，他们还就翻译问题与鲁迅有过交锋 。从翻译学角
度研究新月派完全可行，但直到上个世纪末才有少量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张少雄在 1994 年发文《新月
社翻译小史： 文学翻译》、南治国在 2002 年发文《闻一多的译诗及译论》、黄立波在 2010 年发文《新月派
的翻译思想探究———以 ＜ 新月 ＞ 期刊发表的翻译作品为例 》、李月在 2010 年发文《浅谈新月派的诗歌
翻译活动》。其中黄立波的文章视野更为开阔 ，但其例证局限于《新月》杂志上的翻译文章，而新月派的
翻译成果远不止这些。所以说，新月派的翻译研究还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
从政治学视野研究新月派，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如前面所述，新月派的政治性早在三十年代就
被关注。但是因为这个派别曾长时间被主流意识否定 ，所以一度鲜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近 20 年以来
才逐渐多起来。1999 年朱晓进的《“新月派 ”文学策略———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政治文化 ”特征
2001 年张谊的《论新月派人权思想 》、
2006 年魏晓耘、魏绍馨的《新月社作家与民国前期的人权
之一》、
与法治运动》等文章，对新月派人权思想进行研究，评价了它的得与失。其中朱晓进还将他论文中的思
考写进了著作《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 》( 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 第二章第三节《“新月
2011 年韩颖的《“新月 ”前后的张嘉铸 》从张嘉铸
派”： 依据政治立场定位的文学策略》中。个案研究中，
，
与新月同仁的关系切入 探究了新月派群体的政治倾向等问题。2003 年河南大学王传富的硕士论文
《论 1929 － 1931 年新月派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分析了新月派的人权与民主政治思想，揭示了 1930 年前
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特征及其思想的现代性 。
新月派的主体是英美留学生，从留学视域来研究它也是完全可行的 。在这方面，周晓明的成果最显
著。他曾经指出： “新月派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文学流派 ，而且是一个以五四前后美英留学者为主体的
留学文化族群和文化派别； 美英留学教育和文化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新月派思想 、文化、文学的选择，而且
［16］
赋予新月派乃至整个现代中国文化文学非常明显的多源与多元互动展开的倾向和特征 。” 2001 年他
出版了《多源与多元： 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开启了从教育史和留学史角度
跨学科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及社团流派的先例 。此外，李梅的《留学视域中的新月社与创造社 》一文用比
较法分析了两个同为留学族文学社团的结社情况和创作倾向 ，指出创造社的倾向是有浓重感伤情绪的
浪漫主义，新月社的倾向是有理想色彩的积极的浪漫主义 ，更接近英美浪漫主义思潮。
从发生学视角研究新月派文学思想与艺术渊源的角度虽然不新 ，但是其深度和广度有所加强。 这
类成果包括吴中杰的《新月派与沙龙艺术》、谢南斗的《新月派与立体主义》、刘畅的《新月派与中国传统
文论》、胡波莲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与“新月派”作家》、任岩岩的《英国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对中国前期
新月派影响分析》等文章。另外，朱寿桐的专著《新月派的绅士风情》(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 年 ) 从文化
学角度来研究新月派，将其文化取向定位为介于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之间的绅士文化 。

结语
综上所述，新月派研究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 ，也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但它仍存在一些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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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开拓的空间： 一是过于关注新月派的政治历史语境 ，而对其文学语境关注不足，需要避免受制于意
识形态的主观解读，适当减少关于人事关系和社团活动的研究 ，回到艺术本位，从理论文本、文学文本和
相关文献史料出发，加强新月派的纯文学研究。二是过于追求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创新 ，反而忽略了解决
一些切实的问题。比如，对有争议的新月派分期问题、文学精神问题、作家身份问题等，需要切实思考、
明确定论。三是需要在点面结合的基础上，对新月派进行立体观照。新月派是一个特殊的文学流派，它
不但关涉中外文学的互动，也关涉古今文学的转化，只有综合对它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观照，才可能正确
把握它的文学思想，及其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四是综合研究要以个案研究为基础 ，个案研究除了著名
的、有成就的作家与理论家，还应该关注曾经被误读或遮蔽的对象 。综合研究需要注意不同艺术形态的
文学思想与艺术成就，并在对共性认识的基础上，注意其差异性。总之，要把握更为真实的、作为文学流
派的新月派，有赖于回到历史现场，既注重细节又扩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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