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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远帆

法国诗人马拉美将诗歌比作“在生活平庸的河
流中保存一座无目的的精神纯粹性之岛”。 在我的心
中， 月亮岛就是湘江之中的诗歌。

从长沙湘江西岸一直向北， 至望城境内， 有一
岛徜徉江中。 岛呈南北走势， 东西狭长， 中间丰腴
而两端纤细， 若一叶扁舟， 随着江水直下洞庭。

此处， 便是月亮岛。
第一次登岛， 是一次没有准备的巧遇。
那天， 已近黄昏， 从靖港驱车返城， 开错了路，

竟来到湘江边， 忽然看到一个岛， 上面支起了许
多帐篷， 还有袅袅炊烟。 和朋友临时起意上岛
游玩， 看太阳慢慢沉落， 金钩月徐徐升起。 多年
以后， 我仍觉得那是我在长沙看到的最与众不同的
日落： 江中小岛草木繁茂， 有人放牧牛羊， 男男女
女燃起篝火围圈而坐， 有悠闲的马匹、 白鹭、 柳林
和小水泊……太阳最后的血红消失在水平面， 月上
柳梢头。

月亮岛这个名字， 是近些年叫起的。 它的形状
并不似月亮， 但月亮的美丽， 却寄予着当地人开发
这个洲岛的遐想。

这个岛早年叫做遥埠洲。 明朝时期， 一户许姓
人家开始在这里世代耕作， 因此又被叫做许家洲。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 这岛上有1000多户人， 日出
而作， 日落而息， 种水稻、 花生、 玉米、 芝麻、 红
薯， 养鸡、 鸭、 牛、 羊、 猪， 像一个世外桃源。 但
由于位于江心， 地势低洼， 水涝之灾频发， 当时的
望城县每年都要投入大量财力人力抗洪抢险，筑堤护
垸，修塘整坝，不过治标不治本。 1992年底，一个台资
机构进入，试水开发此地，让它真正走进了长沙人的
视野。为此，望城启动许家洲居民集体迁移，这项艰巨
的任务好不容易完成后， 投资商却因资金不到位，不
能兑现开发协议，致使岛的开发梦流产。 此后相当长
一段时间，这里成了一个荒洲孤岛，无人修整维护，只
剩一栋当时准备做办公楼的西式三层洋楼框架在空
旷的岛上孑然独立， 诉说寂寥。

项目虽然流产， 月亮岛这个项目名号却被叫响
了。 这座岛天生丽质， 却一直静静秘藏在湘江之畔
芦苇荡里， 忽然一天就“火” 了起来， 开始有人自
发来游玩。 那时， 这里没有路牌指引， 甚至没有直
通道路， 却成为长沙市民赏景、 钓鱼、 骑马、 露营、
烧烤、 放风筝的户外休闲场所。 封岛前的许多个周
末， 我经常到岛上游玩。 宽阔的绿地长满了草， 岸
堤郁郁葱葱， 岛上绿茵如碧， 时常有白鹭飞过， 岛
上散布着牛马羊群， 悠然自得地吃草； 江水似白衣
锦带， 自然形成的小沙滩江沙细软， 风自江中吹过
来， 树林沙沙地附和， 诉说着宁静； 芦苇摇荡， 柳
林婆娑， 苇叶轻舞， 鸥鹭翩翩， 血红的太阳徐徐落
下， 晚霞夕照， 河鸥翔集， 听清风和着柳叶、 芦苇
演奏， 满是爱的缠绵。

2012年起， 月亮岛正式封岛进行综合整治 ，
与长沙市民暂别 。 现在， 月亮岛一片建设的场
景。 由于岛上已经封闭 ， 只能在外远远看到“月
亮岛生态……” 几个字； 连接岛和潇湘北路的桥头，
立起了一个月亮雕塑。

盼望与月亮岛
的再次相遇， 那时
“我想和你虚度时
光 ， 比 如 低 头 看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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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对文化事业
有贡献的编辑

我是“文革”前最后一届的大学生，
读的是水利工程。 毕业后在水利部门工
作。 但我更喜欢文学、历史等人文学科，
所以“文革”结束恢复研究生制度后，我
在1979年考入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古
典文学专业，三年后毕业，分配到湖南长
沙岳麓书社。 那时岳麓书社建社不足半
年，全部人马也就十几个，我的办公室是
间约十平方米的小房子， 用一个大书柜
隔为前后两部分， 前面坐着编辑部主任
和另一个编辑， 我在后面搭了一张单人
床，摆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有一种拥
有独立空间的感觉，心里很安宁。 下班了
这间办公室便是我的一统天下， 更觉十
分满足。 我从小喜欢读书，现在天天与书
稿打交道， 又可以遇上不少有学问的作
者，这工作太好了！

“编辑”两字在我心里一直有很高的
地位，如今我做了编辑，就要以张元济等
老一代编辑家为榜样， 做一个对文化事
业有贡献的编辑。 做一个好编辑，首先得
编好书。 所以在岳麓书社制定湖南地方
文献与古籍整理出版计划时， 我主动请
缨接受考验。 岳麓书社当时制定了一个
庞大的出版计划， 开列从古代到建国前
2000多种湘籍人士的著作，拟陆续出版，
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六大全集， 即王
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王闿运、王
先谦的全部文字。 因做起来太枯燥乏味，
且极耗时日，许多编辑并不愿意参加。 我
的主动请缨很快得到批准， 而且做的是
最重要的一项，即新版《曾国藩全集》的
责任编辑。 我很感谢社领导对我的器重，
这促使我以极为高昂的热情投入工作。

很有传奇性的曾氏文献
《曾国藩全集》 不是一般的出版任

务，而是一项巨大的出版工程。 曾国藩这
个人不一般。 他出生一个普通的农民家
庭， 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进了朝廷的
权力圈， 又以文职官员身份白手起家组
建一支军队，平定太平天国，改写历史。
他不但立功，而且立德立言。 百余年来，
他几乎是所有平民子弟的励志榜样，尤
其备受政治家的敬重。 对他评价上的反
差之大，历史上少有人可比。 老版《曾国
藩全集》影响很大。 曾氏死后不久，由李
鸿章兄弟等人组织编辑刻印的《曾文正
公全集》即问世，可谓近代个人全集中影
响最大的一部。

新版《曾国藩全集》很有传奇性。 曾
氏档案意识极强， 他的所有文字包括家
书、日记这种私密文字都留有副本，每隔
一段时间， 要派专人从前线护送到老家
保存。 这些文书档案是曾氏家族的镇宅
之宝，世代典守，秘不外示。 新中国成立
前夕，他的第四代嫡孙宝荪、约农姐弟将
其中的一部分手迹，辗转带到台湾，大量
文件留在了曾氏老家富厚堂内。 后来,曾
氏家族的一切财产都被没收，充作公产，
唯有书籍和那些文书档案无人要， 有人
建议干脆一把火将这些反动材料烧掉。
省里有关人士决定将这批东西运到省会
长沙， 交湖南图书馆的前身中山图书馆
保管。 图书馆随便找了一个不起眼的小
屋子堆放，一把锁紧锁起来，从此无人过
问。 不料这种待遇恰恰保护了这批材料
侥幸逃脱劫难，意外地得到完整保留。

学者们将这些材料与光绪年间的刻
本《曾文正公全集》一比较，发觉有很多
没收进来， 都认为很有必要以这些档案
为基础， 再将台湾上世纪60年代影印的
《湘乡曾氏文献汇编》合起来，出一部新
版曾氏全集， 此项目上报国务院古籍规
划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得到了批准。

艰难的整理出版
要将这个计划变为现实很不容易。

好不容易组织了20余人的专家队伍，因
种种原因不能产生出一个主编来。 所有
联络、协调，甚至包括全集体例的统一等
等事情，都落在我这个责任编辑的头上，
我毫不犹豫地充当起这个角色来。

那时岳麓书社没有汽车， 我把社里
唯一的复印机搬到板车上， 颠颠簸簸地
拖到省图书馆，每天进库房，把百多年前
的发黄发霉、脱落、腐烂虫蛀的曾宅老档
清点出来，一一处理归置，交复印员一张
张复印。 天天如此，风雨无阻，三个多月
下来，将除奏稿外的藏件全部复印下来。
如果按照后来图书馆的规定收费， 资料
费便是一个天文数字。

为了真实感受曾集的深浅， 我自己

先来做曾氏家书的整理校点。整理出的曾
氏家书近百万字， 我为每封家书写了提
要，又在书后附上人名索引和内容主题索
引。 1985年10月， 这两册家书作为新版
《曾国藩全集》最先推出的部分，由岳麓书
社出版。

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有报
纸在重要版面上登出一篇标准的“文革”
文章，以居高临下的气势，充满着火药味、
语气尖刻地指责为什么要给一个反革命
头子树碑立传。“文革”才过去不久，这样
的文章令人心惊肉跳。但主管出版的一位
省委宣传部领导说：“出版曾国藩的全集，
是国务院古籍规划整理小组批准的，不要
动摇。 ”我的心才安定下来。 不久，美国纽
约《北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还历史以
本来面目》的社论，祝贺中国出版《曾国藩
全集》，说出版此书“是中国文化界人士的
思想突破了一大禁区的标志”“其重要性
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
星相比拟”。这让湖南出版界很兴奋，也让
参与整理的学者专家们受到鼓舞。 不久，
我写的《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与知人善
用》一文，被中组部举办的第三梯队培训
班选作课外重点参阅论文。这篇文章其实
是遵省委组织部之命写的，我实事求是地
写了曾国藩识人用人的一些成功经验。此
文大受好评，给了我启发：现在已到了可
以客观科学对待历史的时候了，只要是抱
着这种态度研究历史，是可以得到社会认
可的。

在整理校点曾氏家书的过程中，我已
经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曾氏的世界。

曾国藩是一个悲情色彩
很浓厚的历史人物

说实在话， 先前我对曾氏并不了解，
多次仔细阅读了他的1000多封家书，我
发现他信中所讲的许多观念与我的思想
相吻合，他的有些话甚至让我震撼。 身处
他的地位，能将世事看得这样通透，说明
这个人非比一般。我决定不仅仅只伏案看
稿、改正错别字，而要独立研究，做一个有
学问有思想的优秀编辑家。我一边编辑曾
氏全集， 一边潜心于近代史与曾氏的研
读， 一字不漏地啃读曾国藩留下的1000
多万字原始材料。 这种笨拙的读书方式，
让我看到了历史的许多细微末节。 而这，
往往被不少以研究为主业的历史学家们
所忽视。我在学术刊物发表了十多篇研究
曾氏的文章，在《曾国藩非汉奸卖国贼辨》
这篇文章里，我提出曾氏不是汉奸卖国贼
的观点。文章在《求索》杂志发表后至今已
有27年，没有见到反驳的观点，学界基本
上认同我的这个看法。

在全方位地研究曾氏这个人后，我有
一个认识： 曾氏既非十恶不赦的反面人
物，也不是一代完人式的圣贤，他其实是
一个悲情色彩很浓厚的历史人物。他在晚
清那个时代身处政治军事的中心漩涡，却
一心想做圣贤，一心想在中国重建风俗淳
厚的理想社会， 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剧性。
细细品味他留下的文字，可以发现他的内
心深处是悲凉的、抑郁的，苦多于乐，忧多
于喜。 这种强烈的悲情氛围，要远远超过
他的那些风光荣耀的外在表现。

三年多日夜兼程写小说
《曾国藩》的波折

1986年， 也就是我进入四十不惑那
年，我作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很大胆的决
定：写一部以曾氏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
说。这是因为借文学元素可以走进人物的
精神世界，将人物写得生动鲜活，尽可能
接近我心目中的那个人物原型。我在青少
年时代极想做一个作家，我要借此圆我的
作家梦。

从那以后， 我上班时间编曾国藩全
集，其他时间写曾国藩小说。 我坚决辞掉
了副总编辑的职务,每天写作到凌晨一两
点。我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没有任何
应酬，除开睡觉外，也没有任何休息的时
间，甚至连天气变化时序推移的感觉都已
不存在。 我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

经过三年多的日夜兼程，我写出了百
万字的初稿。 将书稿交给湖南文艺出版
社，却多次选题申报不能通过。 直到1989
年底湖南省出版局换了新局长，我向他陈
述了两个多小时，新局长表示：只要没有
政治问题，又不是诲淫诲盗，就可以考虑
出版。他要求每个局党组成员都看一遍书
稿，并且签字表态。 这样慎重地对待一部
书稿，过去从来没有过。

小说《曾国藩》大受欢迎，
推动了《曾国藩全集》的发行

1990年8月，台湾黎明文化公司出版
了《曾国藩》的第一部。 三个月后，以《血
祭》为书名的大陆版《曾国藩》第一部在湖
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出版后引发的社
会反响，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这部书在
校对室里便招来一片叫好。 出版后，来出

版社买书、要书者车水马龙。 当时印书的
新华二厂在邵阳市， 因供电紧张常常停
电。工厂要求供电所供电，所里的人说，你
们拿《曾国藩》来我们就供电。连出版社从
不读书的门房都想请责任编辑送他一本
书，我听后很感动，立即自己拿出一本签
上名亲自送给这位工人师傅。 1991年，
《曾国藩》第二部《野焚》出版，1992年第
三部《黑雨》出版。 与此同时，台湾也推出
了黎明版的第二部、第三部。

小说《曾国藩》做了很好的广告宣传，
推动了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的发行。
1995年《全集》第一次整体推出便印了八
千套，半年后就加印5000套。一套30本历
史人物的全集，两年内发行1.3万套，这种
情况很少见。《辞海》第六版甚至专为它立
了一个词条。

这之后， 我策划出版了《胡林翼集》
《彭玉麟集》《曾国荃全集》，并担任这几部
书的责任编辑。这些书无疑是研究那段历
史的重要史料。 作为一个编辑，我不想四
路出击，到处开花，我把目光锁定在一个
比较小的范围。这个小范围，一是湖南，二
是近代。 编辑虽说是杂家，但杂中还得有
所专。 太杂必流于浅薄，有所专才能走向
深厚。

我继续业余时间的历史小说创作，写
了《杨度》与《张之洞》，与《曾国藩》被人们
称为“晚清三部曲”。

无憾于读者、无憾于子孙
进入21世纪，“曾国藩” 出版热的背

后是对曾氏身上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道”或忽视或淡化或歪曲，这激起我为
曾氏正本清源的责任。《张之洞》出版后我
明确表示， 今后不再写长篇历史小说，而
是做点别的事。这个事中最主要的部分是
写“评点曾国藩”系列。

2002年推出“评点” 系列的第一部
《评点家书》， 以后陆续推出《评点奏折》
《评点梁启超辑嘉言钞》。 我的写作宗旨
是：以走进曾氏心灵为途径，以触摸中华
民族文化的底蕴为目标。 作为一个文化
人， 我认为这才是研究曾国藩的正路子。
评点系列的第四本“评点日记”、第五本评
点书信、第六本评点诗文也相继推出。 我
将把这六本评点合起来，再作一些增删修
改的工作，以《评点曾国藩选集》的书名整
体推出，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方便的
读本。

从2007年到2011年，我花了整整4年
的时间对十多年前的《曾国藩全集》做了
一次全面的修订，弥补了当年的许多编辑
遗憾。 2011年11月，在曾氏诞生200周年
的纪念会上， 举行了隆重的修订版首发
式。 看着用红绸带包扎的31册修订版全
集，我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基本
上可以无憾于读者、无憾于子孙了！

要有“传承智慧，打通古今”
的责任

自从进入岳麓书社，我就常常想一个
问题：我的职业成就体现在哪里？或者说，
什么是我的职业追求？一个古籍出版社的
编辑，其立足点要落在传承中华民族的优
秀文化遗产上，把古代的知识、技能，把古
人的感悟、体验，传承给今人，这其中最为
重要的是古人的智慧。一个当代的古籍编
辑要有一种意识，即如何能让今天的读者
更方便地接受这一切。我后来慢慢地将这
一思想凝结成八个字：传承智慧、打通古
今。

智慧，有低层次与高层次之分。 低层
次的智慧可以用文字来表述。我应邀讲课
时讲过《曾国藩的人生智慧》，我写曾国藩
评点系列，也把很大的心血用在挖掘曾氏
处世做人的智慧上，我编辑的二曾、胡、彭
等人的文集中，自然也蕴含着作者的许多
智慧在内。高层次的智慧则不是文字或语
言所能表达的。那还能传承吗？如果能，会
以什么方式传承呢？ 我认为，人类的高层
次智慧一定是能够传承的，但不以文字或
语言的形式来直接传递，而是隐藏在杰出
人物对世事的具体处置上。善于观察和思
索的人，将此化于自心，心领神会而随机
运用。我之所以要倾注自己几乎全部心血
去写三部历史人物的小说，主要目的就在
这里。我希望借助文学元素再现历史上杰
出人士的所作所为，让有心的读者从中去
琢磨、感悟那些高层次的智慧。

30多年来， 我走过了一条从文献整
理到文学创作、 再到文本解读的道路，看
起来扮演了编辑、作家、学人三个角色，其
实我一直立足在编辑这个岗位上。我的一
切努力，实际上不过是朝着作家型编辑或
学者型编辑的方向努力罢了。

（唐浩明，著名作家、湖南省
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本文原名
《一个编辑的追求》，获第六届中
华优秀出版物（出版科研论文）
奖。 本报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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