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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众多美国作家称作 “我们
共同的父亲”，海明威把《老人与海》
题献给他以表达敬意……正在热映
的电影 《天才捕手 》，讲述了美国出
版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编辑麦
克斯·珀金斯。 珀金斯是他那个时代
完美编辑的化身， 被视为奇迹创造
者。 他成就的作者与作品，至今仍被
不断阅读。 电影由著名传记作家普
利策奖得主A·司各特·伯格的《天才

编辑》一书改编。
与致力于培养年轻作者的这位

美国编辑家不同， 在湖南的当代出
版史上， 有一批用另一种天才眼光
重新整理、 挖掘、 编辑中华古籍图
书的资深编辑家。 “悦读” 本期特
约岳麓书社副社长马美著撰写文
章， 介绍钟叔河、 唐浩明、 杨坚三
位先生 。 他们敢为人先 ， 独具慧

眼， 从历史典籍中灵敏捕捉时代先
声， 可称是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
出版界中的 “天才捕手 ”。 重视中
国古籍整理出版是湘版图书的一大
特色和优良传统， 如何培养这个领
域新一代的 “天才捕手 ”， 也是值
得关注的问题。

《毒木圣经》
[美] 芭芭拉·金索沃 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

普莱斯牧师带着妻子和
四个女儿从美国来到比属刚
果 ， 把种子 、 蛋糕粉和圣经
带进了遍布毒木的丛林 。 牧
师眼里 ， 这里是一片蛮荒之
地 ， 满是需要救赎的灵魂 。
然而 ， 他不但没能拯救那些
“无知” 的土著， 反而将一家
人拖入了危机四伏的动荡人
生 。 一场惨剧悄然而至 。 他
们要在生命的丛林里兜转挣
扎多久 ， 才能继续向前 ， 步
入光亮之中 ？ 《毒木圣经 》
以五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作为叙述者， 将历史的洪流与人性的幽
微交织， 犹如一片绚烂神秘的森林， 美丽凄切， 令人震撼。

《法治思维》
肖君拥等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以全方位的视角向读者阐释何
谓法治思维 。 在案件中的法治
思维 、 故事中的法治思维 、 电
影中的法治思维和文学中的法
治思维几章中 ， 每章选取典型
的三个案例 ， 以事述理 ， 清晰
明了 。 在法治思维的自然法溯
源 、 法制史上的王位之争和契
约与法治思维几章中， 对法治思维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探讨。 通
过案例故事介绍， 挖掘了其中的法治思维内涵， 达到了寓教于
乐的效果。

《历代辞赋总汇》 是由湖
南文艺出版社历时 20年出版
的 辞 赋 大 典 ， 总 字 数 达
2800多万字 ， 是列入国务
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
划和“八五” 计划》 的重点项
目。 全书共26册， 收录先秦至
清末7391位作者的辞赋30789

篇。
《历代辞赋总汇》由湖南师

范大学教授、 中国辞赋学会第
一任会长马积高主编，项目集
聚了国内近60位顶尖赋学专
家进行点校。 该书从1994年进
入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程序，
至完成出版，历时20年。 南京
大学教授、 中国辞赋学会会长

许结认为，《历代辞赋总汇》是
古典辞赋的集成， 是首次全面
而系统地展现“中国赋” 的风
采， 为赋学研究与辞赋爱好
者提供了最完整的创作库
存。《历代辞赋总汇》也是古
典文学的集大成者， 丛书的出
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必将被
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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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 ， 编审 ， 首任
总编辑 。 提倡 “用新的方
法来整理古籍 ， 用新的观
点来选印旧书 ” 。 主编的
“走向世界丛书 ”， 受到学
界广泛称赞 ， 获第一届中
国图书奖 。 策划出版 《周
作人类文编 》 、 “凤凰 丛
书 ” 等 优 秀 图 书 。 著 有
《从东方到西方》 等多种图
书。 获第三届韬奋出版奖。

唐浩明， 文学硕士， 编
审， 首席编辑。 历十余年责
编的 《曾国藩全集 》， 在学
界有很大的影响。 著有历史
小说 《曾国藩》 等。 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获首届
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人物
奖、 新中国60年百位优秀出
版人物、 国家杰出专业技术
人才等奖励。 曾任湖南省作
家协会主席。

马美著

岳麓书社是一家小出版
社，1982年成立， 是从湖南人
民出版社的古籍编辑室分离出
来的，也就是湖南古籍出版社。
成立之初，主要是做古籍整理，
后来又把出书的范围延续到新
中国成立以前。 岳麓书社目前
发稿的编辑也不过20来人，比
起中华书局、 上海古籍等古籍
出版的大鳄难望其项背。 为了
有立足之地， 岳麓书社历代的
负责人都致力于打造特色产
品，岳麓书社的发展，也离不开
老一代编辑们的努力。 他们堪
称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编辑界的
“天才捕手” ，带给我们很多启
发与思考。

岳麓书社首任总编辑钟叔
河先生颇具传奇色彩。 新中国
成立之前夕， 他高中还没有毕
业， 就到了《新湖南报》 工作
（《湖南日报》前身）。 1956年反
右，他被打成“右派”，从此以拖
板车和在工厂画图纸为生。 文
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坐了
10年牢。 平反后，按理他应该
回报社，但是他不想回去了，于
是就到了出版社。

他一到出版社， 就搞出了
大动静，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
丛书”。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时
期，迫切需要了解外面的世界。
钟先生发现早在晚清时期，就
有无数人已经在关注西方，他
们记录下来的文字对改革开放
很有启迪意义。该书出版后，国
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
长李一氓说：“这是近年来所见
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
性、 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
书。 ”

钟先生在“走向世界丛书”
第一辑每种书的前面都写有叙
论，后来这些叙论被结集出版，
从不给人题序的钱钟书先生特
别为这本书写了序。 2016年12
月，岳麓书社推出“走向世界丛
书（续编）”65种，与第一辑35种
合璧为一百种。

2016年6月， 岳麓书社出
版的《知堂题记》《知堂序跋》
《知堂书话》， 便是由钟先生重
新编订， 补充收录了更多周作
人作品的一套文集。 上世纪80

年代中期，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
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当时
总编辑是朱正，钟叔河的好友，
书的底本就是由钟叔河提供
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钟
叔河从旧书店“抢”下来的书。
这一次经历被他记录在《小西
门集》的《买旧书》一文中。

唐浩明先生也有传奇色
彩。他的父亲唐振楚，曾担任蒋
介石的秘书，1949年去了台
湾，在台湾当过大学教授，做过
台湾的“内阁部长”。 唐先生父
母去台湾的时候， 他还只有两
岁多， 被寄养在衡阳市一户人
家中。 他大学读的是华东水利
学院， 毕业后从事过多年水利
建设工作。 恢复高考后考入华
中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
再到岳麓书社工作。 他的导师
石声淮，是钱钟书的妹夫。

唐先生到书社后， 他就致
力于编辑整理《曾国藩全集》，
可以说是兀兀穷年啊！《曾国藩
全集》原来出版30册，后来修
订增至31册， 都是唐先生一人
所为。 他不仅整理了曾国藩的
全集，而且研究曾国藩，写了很
多的学术论文， 还写了部长篇
小说。

湖南过去被认为是蛮荒之
地，卑湿之地，《史记·屈原贾生
列传》 里说：“贾生既以适居长
沙， 长沙卑湿， 自以为寿不得
长，伤悼之”，可是有一段时间
“湖湘文化”“湘军” 叫得响亮，
这很大程度上都与唐先生写的
曾国藩系列图书有关。

杨坚先生没那么为人熟
知， 但也是极值得称颂的一位
好编辑。 如果说钟先生长于发
现，唐先生长于推广，那么杨先
生就是长于案头。 杨先生去世
后，我们出过一本书《杨坚编辑
文存》，这本书记录了出版界一
个求真务实、敬业自律、淡泊名
利、 矢志不渝地献身于出版事
业、学术事业的典型形象。

他在编《船山全书》的时候
是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还没
有复印机，全靠手抄资料。他早
晨上班到图书馆， 带上两个馒
头，中午也在图书馆抄资料，要
管理员把门反锁上。

他在80多岁高龄时，又主
持了《船山全书》的再版修订工

作，坚持每天到书社上班。如果
因身体不适或者别的原因不能
来上班，都会向总编辑请假。他
全部重新审订1000万字的《船
山全书》，字斟句酌，反复推敲，
光修订的记录稿就有20多万
字。

这些老一代的编辑， 是我
们编辑界共同的财富， 从他们
身上， 有很多值得我们现在的
编辑学习的地方：

一是见识。 我们说学识才
三者，对我们编辑来说，识更重
要。 如钟先生出的和推荐出的
“走向世界丛书”、《查泰莱夫人
的情人》、“周作人”等，都反映
了他的见识。 虽然有的当时受
了批评， 但是他走在了别人的
前面， 现在也已经获得学界认
同。出版周作人的作品的时候，
思想还不够开放， 过于强调周
作人的身份， 钟先生就提出了
“人归人， 文归文”， 四两拨千
斤，轻易化解了这个难题。钟先
生还提出了一个口号“花最少
的钱，买最好的书”，在当时大
家都不富裕的情况下， 提议用
小五号字来排《红楼梦》，影响
巨大。

二是执着。这几位先生，都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这固然有
他们天资聪慧的一面， 但更与
他们对事业的执着有关。 唐先
生已经70岁了， 现在还没有退
休， 每天都会到书社上班，写
书、编书不辍。杨先生到去世前
都在修订《船山全书》，可谓死
而后已。 很可惜， 他完成了修
订， 但修订版还没有出版他就
去世了。

钟先生现在85岁高龄了，
依然在编书， 我们今天出版的
“走向世界丛书（续编）”，他是
主编之一。这可不是挂名，他是
要看书稿定版式的。

钟叔河先生写过一篇文
章， 他说：“岳麓书社编辑十余
人，年出书不过百种 ，在出版
界这支宏大的交响乐队中，
只是打边鼓的小角色。 正因
为角色小， 我们不能不努力打
出自己独立的点子和音色；否
则南郭吹竽，有我不多，无我不
少，‘岳麓’ 就没有立足之地
了。 ”

（作者系岳麓书社副社长）

特别推荐

传统文典“天才捕手”

杨坚， 编审。 历十余年
责编的 《船山全书 》， 系全
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首届
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
书的91种之一， 获第三届国
家图书奖。 校点 《郭嵩焘日
记》、 翻译 《希腊罗马神话》
等。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 获第四届韬奋出版奖。

延伸阅读

湖南历时20年呈现“中国赋”风采

诗痴一枚
张良田

在百度上搜索龚鹏飞的名字，链接中直接蹦出来“湖南龚
鹏飞”与“湖南诗人龚鹏飞”两个关键词。 我想，可能是全国叫这
个名字的人太多， 而搜寻湖南龚鹏飞的人也不少的缘故吧，因
此包罗万象的百度干脆单列了这两个关键词。

至于“湖南诗人龚鹏飞”这个关键词，我觉得，对于上世纪
80年代在湖南师大上过学的人来说， 应该是能够牢牢认同的。
当年的《湖南师大报》上，自从1982年9月中文系来了个新生龚
鹏飞以后，这份报纸便开了专栏似的，几乎每期都刊载有署名

“龚鹏飞”的诗。 那些诗，是白话写的，简短而充满着泥土的气
息，真实耐读，惹得不少女同学争相传抄。

我比龚鹏飞高一届，毕业以后，我继续读研，然后留校任
教。再次见到他，是在湖南教育报刊社。他还是那个土里土气的
样子，满嘴的益阳话，只是眼镜似乎更大，镜片上的圈圈好像也
更多了。 他送给我一本书：《骑牛朝天打个嗝———龚鹏飞古体诗
三百首》。

这一书名令人自然而然想起了“老子骑牛出关”的故事。 汉
代刘向《列仙传》记载：“后周德衰，（老子）乃乘青牛车去。 入大
秦，过西关。 关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 乃强使著书，作《道
德经》上下二卷。 ”明代画家张路据此传说作《老子骑牛图》，不
写背景，仅画老子骑青牛背上，手持《道德经》卷，正抬眼朝天注
视着一只飞翔的蝙蝠，取崇尚阴柔、厚德载物之意。 我不知道龚
鹏飞写出“骑牛朝天打个嗝”这一诗句是否与老子骑牛有关联，
但可以肯定的是，两者的时代、境界、心态、神韵是同中有异、异
中有同的。

拿到诗集，我首先就找出《骑牛朝天打个嗝》这首古风来
读。 仔细琢磨，这首诗充满了纵横古今、辨别真伪、参透世人、醒
悟自我的节奏，似乎也流露出了老子般尚德、求善、自省的风
范。 人到中年事未休，进退坚守我自由。 好一个“给我宝刀我怕
伤，送俺美酒俺怕醉”！ 好一个“倚竹拾花听山鸡，骑牛朝天打个
嗝”！我欣赏这样的态度，也乐意吹捧这样的诗句。当然，不得不
指出，诗中的一个“贼”字，还是露出了诗人益阳话的尾巴。

以前只知道龚鹏飞写白话诗，没想到他也痴迷古体诗。 这
一次详细拜读他的古体诗，才真正领略到了他的“诗痴”气质。
小时候杀牛草、打猪菜、打酱油、打陀螺、摘莲蓬、过渡船、走亲
戚、上医院的经历，只要他记得的，都能成诗；家里面的奶奶、爸
爸妈妈、姐姐姐夫、姨父姑妈，老家的邻居老人、车祸亡者、儿时
伙伴，生活中的同学、同事、诗友甚至路人，只要他想写的，皆可
入诗；远处的四川、湖北、邵阳、衡阳，近郊的黄材、金井、铜官、
桥驿，只要他踏足过的，无不出诗；古今文化名人，李白杜甫也
好，湖湘十杰也罢，今天的老狼新宇也行，只要他觉得好的，便
可生诗；见到种菜卖菜的老乡，看到雨后满地的蚯蚓，听到暮归
老牛的哞哞声，甚至初次坐了长沙的地铁，只要他认为有意思
的，也便作了诗。 真可谓无人不可入诗，无事不可成诗，无景不
可生诗，实乃“诗痴”一枚也。

诗人鹏飞，人土气，诗也土气，遣词造句同样土气。 这一点,
从其《晒谷坪》《豆角架》《打架歌》《杀猪歌》《坐飞机歌》《老农种
菜歌》《拆迁老农歌》《江边买鱼》《桥下躲雨》等诗题便可集中显
现。 我相信，不认识他的读者，只要读了他的这本古体诗集，便
可察知他是土气的乡下放牛娃出身， 从小就干过各种农活，精
通农村孩子的十八般武艺。 他似乎没有干过偷鸡摸狗、偷瓜摸
果的勾当。 虽然小时稀里糊涂地醉过一次酒，在《少年醉酒记》
中写得很充分，但从此便不怎么喝酒，倒是让父母省了不少心。
他的土气，从他那土气打扮就可以看得出，而他那口打死也不
悔改的益阳土话更是成了他的招牌菜。

然而，用他的同事的话说：“正是因为他的那种土气，才造
就了他那谁都可以放心的好人性格。 ”“土气而不掉渣，却能用
掉渣的诗句营造古雅的意境，才是真正的高手。 ”湖南诗人龚鹏
飞恰恰就是这样的高手。 不信的话，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他
那《夜归》诗中的“车啸欲烹城中柳，灯喧难识路边花”与《雷雨
夜》诗中的“羁客前程梦是马，英雄末路诗为舟”这几句诗吧！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