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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斌 何力柱 彭芳

9月3日，《湖湘文库》编纂出版
总结大会在长沙举行，标志着这一
湖南有史以来最大的出版工程和
重大公共文化项目编纂出版工作
圆满完成。

在地域文化的整理出版中，湖
南是先行者之一。《湖湘文库》编辑
出版自2006年8月正式启动， 至今
年7月全部完成。 全套丛书共702
册，分甲乙两编。 其规模之宏大、规
划之完整、实施之严密，令人瞩目。

湖南有识之士的梦想
搜罗历代湖湘典籍，传承湖湘

文化，湖南的有识之士很早就身体
力行。

湖南新化人邓显鹤，为清嘉庆
九年举人，一生致力于湖南地方文
献的搜集、整理和刊刻，他编纂的
《沅湘耆旧集》，是一部汇集湖湘历
代诗人诗歌的巨著，共录晋代至清
代的诗作1.8万余首，对研究湖南历
史、文化、文学和地方风情很有参
考价值。 到清代晚期，湖南人罗汝
怀编纂了一部湖南地方文章的总
集《湖南文征》，收辑元代至清同治
600余年间的文章4068篇。

1946年8月1日，湖南省文献委
员会成立，主任由同盟会创始人之
一的仇鳌担任， 委员有杨树达、李
肖聃、黎锦熙等。 委员会提出要编
修一套关于湖湘文献的书籍，并列
出了一个书目，遗憾的是，后来仅
出版了《湖南文献汇编》第一、第二
辑，便不了了之。

改革开放后，1982年岳麓书社
成立， 湖南成立古籍出版领导小
组，经过调查论证，确定了一个湖
湘文献出版计划， 并陆续推出了
《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船
山全书》等一批重要著作。

时光荏苒。 到2004年，时任省
委副书记的文选德，提出整理湖南
历代文献，编纂一套丛书。 2005年，
随着条件成熟，编纂出版《湖湘文
库》 一事开始提上日程。 2006年8
月，《湖湘文库》 编辑出版正式启
动，成立了《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
员会，文选德任编委会主任。

“7年整， 参加这一工程的同
志，皓首穷经，殚精竭虑，一路艰难
走过： 内容和形式总体布局之慎
重，选题掂量取舍之苦心，资料搜
罗寻觅之困难，版本优劣甄别之复
杂，编辑体例确定之细微，编著点
校者约请之不易，篇章字句推敲之
费神，标识、装帧整体设计外形内
涵捕捉之困顿，以及管理工作之缜
密，实难一一细述。 ”文选德对编纂

工作的总结，恰如其分。
制定书目，是出版文库的第一

件事，也是最难的事。 要从上万种
纷纭庞杂的湖湘典籍中筛选，哪些
该选，哪些该弃，很费踌躇。 编委会
在北京、长沙等地举行有社会各界
人士参加的座谈会， 继而请专家、
学者审阅整体框架和书目草案，以
及具体选题的写作提纲，这样不同
层次的讨论会近百次。

融合湖湘典籍的整理
和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湖湘文库》编
纂者以独到的眼光， 不仅整理古
籍， 还纳入现当代研究湖湘历史、
人物、风物的著作及湖湘文化工具
书，为后世研究湖湘文化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文库》丛书共702册，近4亿

字，其中甲编442册，乙编259册，另
有《湖湘文库书目提要》1册。 甲编
以时间为序，收录从远古至1949年
的湖湘文献，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
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及晚清至
民国时期有代表性报刊，同时酌收
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 所选内容
是曾影响湖湘乃至全国历史进程、
具有重要文献价值、体现湖湘文化
内容的重要典籍。 乙编包括湖湘历
史、湖湘人物、湖湘风物、湖湘文化
综合研究、湖湘文化资料与工具书
5个部类。

《文库》这种独特的构架，把湖
湘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结合起来，既
具有文献资料性， 又具学术研究
性，得到全国诸多专家和同行的认
可。“这种构架的确定，缘于《文库》
的编辑出版是以‘整理、传承、研究、
创新’为基本方针。 ”编委会常务副
主任张光华告诉记者。

编委会副主任夏剑钦认为，甲
编收入的湖湘典籍，是研究湖南历
史和文化最宝贵的资料，将推动湖
湘文化研究进入新里程。 而乙编，
是对湖湘文化研究的一次促进，也
是湖湘文化研究一次成果展现。 尤
其乙编中对湖南人物的研究著作
述要，几乎归纳总结了所有研究者
的观点，并有论文索引，将极大方
便后来研究者。 同时，《文库》 的编
纂非常及时，因为有些资料、文献，
现在不找， 也许以后都找不到了。
如《章士钊诗词集》，便是2007年3
月夏剑钦与陈书良教授到北京拜
访章士钊之女章含之，她为父亲的
诗词集能在湖南出版感到非常高
兴， 而慷慨提供的手稿。 2008年1
月，章含之便因病去世。

从浩瀚的古代典籍和今人著
作中，进行甄别选择，考验的是编
纂者“选人选书”的功夫。 无论如
何，后世要研究湖湘文化，已不可
能绕过《湖湘文库》。

产生于改革开放盛世
的文库尽揽“大文化”

一册《湖湘文库书目提要》在
手，红色的书皮，雅致的装帧设计，
令人顿生敬畏和敬佩之心。 人们在
这里可以看到历史深处的真实和
丰厚多姿的湖湘文化形态。

翻开《提要》，其中有一本《湖
南抗战阵亡将士事略》 的介绍，该
书收录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在湖
南战场阵亡将士及殉职人员事略，
及全国各战场湘籍阵亡将士及殉
职人员事略，以往读者知之甚少。

文选德表示，这些几乎被湮没
的历史和被尘封的人物，能出现在
《湖湘文库》中，原因在于《文库》诞
生于改革开放的盛世，解放思想给
了我们良好的“生态环境”，使编纂
《文库》 能以尽量客观真实的态度
来正视逝去的岁月，能以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关照作品。
这样，就使读者能从《文库》中看到
许多钩沉而出的几乎湮没的历史
和被尘封的人物，即便是耳熟能详
的史实和人物，也能看到审视这些
人和事的新视角和新认知。

不仅如此，《文库》系统而全面
地整理归纳了湖湘文化。 凡楚天湘
地境内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承载
的自然灵气，《文库》几乎尽揽其中。
它既包括了精神层面的东西，也包
括物质文明的种种； 既有精英文
化，也有草根文化；既有“阳春白
雪”之绝唱，又有“下里巴人”之酣
歌；既聚拢了哲学、政治经济、制度
文化等，也让饮食文化、民俗文化、

服饰文化等内容登堂入室。
从帛书简牍， 到屈贾辞章；从

大儒集钞，到通史传记；从书画雕
刻，到方言楹联……《文库》将所有
这些精当地编排连缀起来，显示出
湖湘文化不同层次的不同风貌，让
读者在《文库》中能够寻找到各自
需求的东西，全面地欣赏和享受湖
湘文化。

众多专家学者和编辑
倾注心血

《文库》的编纂出版，凝聚了湖
南出版界、学术界许多专家学者的
心血。 据统计，除文献原著作者外，
《文库》约请作者、编者、整理点校
者400余人，及集体作者单位16家。

“韬奋奖”获得者杨坚，以80多
岁的高龄，重返工作岗位，一丝不
苟地将1100万字的《船山全书》逐
字逐句重新审订修改。 2010年3月，
在全书修订完而书还未出之时，这
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却因病去世。

尤其是岳麓书社，作为我省唯
一的专业古籍出版社，承担了《文
库》甲编中民国以前的绝大多数典
籍校点和乙编中文博类图书的编
纂出版，共356册。 该社《湖湘文库》
项目负责人马美著告诉记者，7年
里平均每年要出50余本图书，参与
《文库》的编辑们，都是加班加点，
没有周末休息。 主编《郭嵩焘全集》
的梁小进，年过花甲，常常工作到
凌晨。 马美著的手机里，还存有一
条凌晨3时梁小进发的短信：“郭集
书信终于完成，呵呵。 ”

《文库》中，刘蓉、江忠源、刘长
佑等与湘军有关的重要人物， 王文
清、李文炤、欧阳厚均这些清代岳麓
书院卓有建树的山长， 其作品均是
首次整理出版， 为研究湖湘文化和
湖南人才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首次
整理出版，要搜集七零八落的资料，
谈何容易。 筹备《郭嵩焘全集》时，梁
小进从《走向世界的挫折》一书里，
发现英国国家档案馆收集了郭嵩焘
书信的线索，几次请人查找，终于复
印到资料。 又从网上发现在云南省
图书馆存有郭嵩焘的手札， 为了尽
快拿到资料， 找到云南省委书记秦
光荣，请他介绍到云南省图书馆，才
在最短时间查阅了相关资料。

《湖湘文库》必将把湖湘文化
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其作用既在
现在，而更深远的影响在将来。“如
此重大的文化工程， 我能参与其
中，是人生幸事，从中也积累学识，
获得提高。 ”马美著的话，是许多参
与《文库》编纂的专家学者共同的
心声。

■短评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何力柱
历时7年的 《湖湘文库》 编纂工作终于圆

满收官。 省委书记徐守盛评价其为 “湖南文化
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 也是湖南文化强省建设
一项浩大的标志性工程”。 它是一个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盛举， 必将在湖南文化发展史上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盛世修典。 宋初有四大类书， 明有 《永乐
大典》， 清有 《古今图书集成》、 《四库全书》。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 典籍文献浩如烟海， 如今
躬逢盛世， 又处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
我们应该有所作为。 为弘扬湖湘文化， 砥砺湖
湘后学， 省委、 省政府决定编纂出版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 》， 体现了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

湖南文化界的有识之士不辱使命， 勇于担
当。 万千典籍文献， 爬梳剔抉， 参互考寻， 含
英咀华于一套700册文库之中， 殊为不易。 不
少已经退休的专家学者 ， 殚精竭虑 ， 沥血呕
心， 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其情其志，
让人感佩。 在他们身上， 体现了一种可贵的文
化担当。

有人说，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 是一个信
息爆棚却又知识匮乏的时代， 更是一个缺少经
典的时代。 702册 《湖湘文库》 摆成了一座城
堡形状， 有人形容这就是 “湖湘儿女的精神城
堡”， 它让我们见证了文化的传承， 经典的不
朽。 如何把这部文库运用好、 研究好， 进一步
传承弘扬好湖湘文化， 为谱写中国梦的湖南篇
章， 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值得我们认真地
思考。

湖南文化史上高耸的“地标”
历时7年，湖南一群文化人，编纂出一部皇皇巨著《湖湘文库》，打造了一座———

《湖湘文库》 丛书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湖湘文库》丛书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