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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辞海》时，
我们谈的是舒新城

在溆水河中风光秀丽的洲上，一
本令人仰望的厚厚的《辞海》打开在天
空下，细看上面“溆”和“浦”的词条，再
看眼前宽阔的溆水， 来自全国各地的
专家学者们恍然大悟： 原来溆浦县名
和水如此密切。托起《辞海》的，是带着
眼镜的舒新城头像， 背面密密麻麻是
他编写的主要著作。远远地，一城的溆
浦人都能看到这本书。

80岁的《辞海》作为中国最著名
的大型综合性辞书，当得起“历史和时
代的档案馆、大事记和里程碑”这样的
赞誉。 但说起《辞海》，怎能忘了1936
年出版的《辞海》第一版主编舒新城？

雪峰山下，距溆浦县城10公里的
水东镇刘家渡村， 是与毛泽东同庚的
舒新城出生的地方。

初冬，田野空旷，溪流远去，红红
的柿子挂在枝头， 橙子、 柚子硕果累
累，如舒新城所说：这里“环境天然而
闲静，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优美”。 幼时
舒新城进私塾入书院，置身山林水国，
在花香鸟语中读经史；15岁后在县立
高等小学（溆浦县城）和湖南高等师范
（岳麓书院） 接受新式教育， 绘画、摄
影、乐器、运动样样都爱，常于晨昏在
爱晚亭旁的山谷中向着树林歌唱，毕
业后教过音乐、体操和算学，带学生外
出采风摄影。此时的舒新城，为积弱的
国家民族忧虑，一心“教育救国”；24岁
后， 他教过中学、 师范及大学， 引进

“道尔顿制”，首推“电化教育”，应邀到
全国各地演讲，教育著述17种，是闪耀
教育界的明星、名流。《湖湘文库》收录
了他的《近代中国留学史》《教育通论》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

舒新城的人生因1922年遇到中
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而改变。陆费逵7
次邀他出任综合性大辞典《辞海》主
编，1928年舒新城终于应允主持编撰
《辞海》这一惠及千秋万代的事业。 从
此，从小喜欢水和船，历经深潭险滩的
舒新城， 进入了一片未知的海洋———

“辞海”。事实证明，舒新城在出版界也
是一个无惧惊涛骇浪的好水手，1936
年底，《辞海》 出版， 成为中国人身边

“无声的老师”。 转战陕北时毛泽东箱
子里只带两本书， 其中一本就是《辞
海》。

除了《辞海》，舒新城在任职中华
书局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期间，
还完成了《中华百科辞典》《四部备要》
《古今图书集成》 等大型文化出版工
程。

在今年9月30日开放的舒新城故
居里， 附近的村民们都来看舒新城的
子女， 舒泽池贪婪地看着每一幅图片
和文字介绍， 触摸父亲当年用过的物
品，震撼和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在故
居的舒新城书信陈列馆， 全国各地的
专家学者们久久徘徊，不肯离去。 130
余位文化名人写给舒新城的信， 从信
纸到信的格式、内容和书法，都是难得
一见的珍品。胡适、蔡元培、梁启超、郑
振铎、朱自清、闻一多、茅盾、梁实秋、
徐悲鸿、徐志摩、林语堂……哪一个名
字不如雷贯耳？舒新城与他们，在那个
黑暗的年代共同成就了一个群星璀璨
的文化星空。

1957年10月，本已退休的舒新城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复出工作，组
织修订《辞海》。 他全心投入， 直到
1960年11月28日生命终点， 真正为
《辞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09年，
他入选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
物名单。

刻写了里程碑的人，不应被忘记。

当我们谈论舒新城时，
我们谈的是“辞海精神”

舒新城故居陈列了多个版本的
《辞海》，一本翻开的《辞海》下，是“一
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12个大
字。 我突然明白， 当我们谈论舒新城
时，我们谈的是“辞海精神”。

省作协名誉主席邓宏顺在读《鲁
迅书信集》时，看到鲁迅1929年5月4
日致舒新城先生的信， 原来舒新城为
《故乡》中用过的一个“猹”字特意致函
问询。 这不就是字斟句酌的“辞海精
神”吗？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原馆长
王有朋统计， 舒新城家属捐赠给图书
馆的《舒新城日记》里，涉及《辞海》的
有460处，其中生命最后4年的出现频
率占三分之二。 这不就是锲而不舍的

“辞海精神”吗？ 1932年，日军飞机轰
炸上海，舒新城坚持在《辞海》中收录

“塘沽协定”“上海事变”等条目，不惧
得罪日本人。 这不就是铮铮铁骨和坚
守真理的“辞海精神”吗？舒新城编《辞
海》，导入英文《韦氏大辞典》的收词标
准和编写方法，突破传统的编撰体例，
这不就是勇于创新的“辞海精神”吗？
它所收录的条目也反映了“海纳百川”

“贯穿古今”的“辞海精神”……
上海辞书出版社党委书记、 社长

秦志华总结说，“辞海精神” 是不计名
利、甘于奉献的
崇高品德，一丝
不苟、字斟句酌
的严谨作风，实
事求是、不偏不
倚的科学态度，

与时俱进、守正出新的创新意识。
《辞海》自1936年出版，80年间历

经五次修订， 参与撰稿审订的学者达
3000多人。 它能成为传世文化精品，
正是因为“辞海精神”被后来者继承弘
扬。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为了撰写“直
线”条目的释义，反复推敲，写出了一
万多字的论文。 著名胸外科专家石美
鑫， 在监护室里接着临时心脏起搏器
时，还在审读医学条目。

《辞海》一直在与时俱进。 从1979
年起，《辞海》十年一修。 1979年版的
《辞海》 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只报春
燕，涉及文革的具体条目，大胆处理。
1999年版的《辞海》新增一批新出现
的词语， 如“因特网”“多媒体”“转基
因”等。 2009年版《辞海》第一次增收
5000条常用现代汉语条目，如“非典”

“禽流感”“磁浮列车”“水立方” 等，贴
近了百姓日常生活。

形式上，《辞海》 也不断在创新，
1979年版和1989年版按学科推出了

“分册”， 1999年版新增了彩图本、普
及本、缩印本。

2019年版的《辞海》，值得我们期
待。

当我们谈论 “辞海精神”
时，我们谈的是文化自信

2016年岁末， 习近平致信祝贺
《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
80周年，他说：“《辞海》和《大辞海》是
大型综合性词典， 全面反映了人类文
明优秀成果， 系统展现了中华文明丰
硕成就，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作出了积极贡献。 ”其实，
当我们谈论“辞海精神”时，我们谈的

是中华民族的
文化自信。

《辞海》承
载着中华民族
的文化自信。
湖南省社科联
党组成员、副
主席、 研究员

汤建军说，《辞海》的成功编著，既是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
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彰显和传播。
从内容上看，《辞海》 条目记载的是中
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发展， 反映的是
中华民族文化的符号和意义。 吉首大
学教授张建永说，“辞海精神” 的价值
就在于《辞海》为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准
备了思维工具， 为走向科学化的中国
准备了知识工具， 为走向全球化的中
国准备了思想工具， 为走向文化复兴
的中国准备了精神工具。

舒新城是有文化自信的。 舒泽池
回顾舒新城的一生， 评价父亲有坚定
自觉、一以贯之的文化自信。青年时期
在教会举办的“福湘女学”任教务主任
时，发起“收回教育权运动”；在所著
《中国教育建设方针》一文中明确指出
“第一认定中国应当独立存在世界
上”，对西方的教育思想，主张根据中
国国情予以扬弃。 他后半生的出版事
业，诸多言论和作为，都无不表现他的
爱国情怀和文化自信。

溆浦县委常委、 县委宣传部部长
杨必军介绍,溆浦是革命老区县、屈原
文化城、抗战胜利地。 近年来，溆浦县
委、县政府十分注重文化建设，全面推
进辞海精神与新城先生生平事迹的研
究宣传工作，先后修建了《辞海》广场，
修缮了舒新城故居， 建成了舒新城生
平事迹陈列室、舒新城书信陈列室、舒
新城图书室，并在县委党校、中小学校
开设了辞海精神专题讲座， 有力地推
动了精神文明建设。 溆浦屈原学会会
长禹经安说， 是溆浦深厚的文化底蕴
给予了舒新城充足的文化养分（屈原
曾在此行吟，明清时期书院、义学和私
塾遍及全县，沈从文评价“溆浦是湘西
文化最高的地方”）； 是舒新城的成长
环境为他后来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刘家渡周边既有明代著名的水利
工程“千工坝”灌溉万亩良田，又有通
衢大道上的繁华古镇）。东北大学教授
谭必友考证， 当时的溆浦县就是湘西
出版重镇， 不说有名的出版机构绍义
堂， 邓显鹤的出版讲学之地南村草堂
也不远。

溆浦人是有文化自信的。百年前，
从溆水边走出的女子向警予唯一的愿
望是要“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她以
生命为代价做到了。今天，雪峰山生态
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黎明
喊出了他的梦想：弘扬“辞海精神”，重
拾雪峰山文化自信。

11月29日至30日， 陈黎明当向
导， 舒新城亲属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
家们重走1930年舒新城回乡之路。 茶
马古道、雁鹅界古村、枫香瑶寨、龙潭
祠堂、山背花瑶梯田、阳雀坡古村落、
穿岩山国家森林康养基地……陈黎明
骄傲地向客人们展示他在雪峰山当新
乡贤的成果。 他说是在舒新城的文章
《故乡》 里找到了乡村旅游的模板，在
“辞海精神”里找到了发展文化产业和
振兴乡村的精神支柱。 他用家乡优美
的山水和特色文化发展旅游， 带领乡
亲脱贫致富。于是，雪峰文化研究会和
龙潭民俗文化研究会成立了，“舒新城
与故乡”研讨会办起来了；渔鼓、三棒
鼓、木脑壳戏、龙潭的16种灯复活了。
走出国门的花瑶文化艺术团火了山背
梯田，青山绿水间的祠堂、书院成了旅
游景点。 舒新城《故乡》里出现的古村
落、码头、水车、木桥等风物，重又吸引
城里人来寻觅乡愁。旅游扶贫的“雪峰
山模式”声名远播。

溆浦有本书，世界都在读，溆浦人
豪气冲天。 今天，精准扶贫就是“惊天
动地的事业”。对怀化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 溆浦县委书记蒙汉来说， 弘扬

“辞海精神”， 坚定文化自信不是一句
虚言， 是要在全力推进脱贫攻坚过程
中，深入挖掘和传承溆浦的优秀文化，
提升文化软实力， 实事求是、 作风严
谨、一丝不苟，狠下“绣花”功夫，用心
用情用力，做细做实做精，确保脱贫成
效真正经得起历史和群众的检验。

“辞海精神与文化自信”，今天我
们探讨这个命题的目的， 不就是让国
家强大，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吗？

张连喜

“桂花树下”曾是一个老地名

在沅江市城南的古城塘边，曾屹立着一棵参天桂花大树，树高
近20米，最大直径约80公分，树影覆盖面积约200平方米。这里有句
俗话：“八月桂花开，桂花有风香十里，无风十里也芬芳。”那时，南来
北往的行人在这桂花树下落落脚、歇歇气，人们还与树的主人张博
士聊聊天、说说古，于是沅江有了“桂花树下”的老地名。

树的主人叫张农，字书绅，1894年出生在沅江县琼湖镇新沅村
张家冲组（今沅江市新兴社区新沅医务室旁）。 年近七旬时，张农常
坐在桂花树下沉思，回顾自己坎坷、奋斗的人生。

桂花树寄托着浓浓的乡情

张农儿时家贫，父亲早逝，母子俩相依为命。他从小就要干农活
维持家庭生计，常去家对面的石矾湖里捕鱼、砍苇，上学了也要种田
做菜。 1916年张农考入湖南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走上了求学、救
国之路。 张农在长沙积极参加驱逐张敬尧的斗争，在斗争中勇往直
前，负伤被捕。 出狱后，继续参加救亡爱国运动。 1919年5月，“五四”
青年运动爆发，张农偕同乡皮烁、方闻、李笃志等学生从长沙回到沅
江，联合学界、工商界人士组成爱国宣传演讲团，在县城考棚坪、城
隍庙等地搭台开会、讲演，宣传“提倡国货、抵制洋货”“不做亡国奴”

“反对巴黎和会”等。此后，他们在沅江发起创办了民智学校，向民众
灌输新文化、新思想。

1920年， 张农考入广州农业专科学校， 专心学习农业知识。
1923年， 他作为优秀的学生代表， 受到孙中山先生接见和鼓励。
1924年，张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见到了毛泽东，听了毛泽东的
讲课。 第二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广州也进行了大罢工，张农以
广州学生总领队的身份，走在队伍最前面。 队伍游行到沙面租界对
岸的沙基，不料英法士兵从沙面向游行群众开枪扫射，导致当场死
亡59人、172人重伤，张农是重伤者之一。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沙基
惨案”。 这次游行中， 张农接触到了中共广东区委主要领导人陈延
年、周恩来，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英勇无畏精神。

1926年夏，张农留学法国，在法国蒙伯里大学学习农业经济及
农业史地，获博士学位，1930年毕业回国后任上海劳动大学农政教
授兼农学院院长。次年夏，任广州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场主任。
在此期间，他探索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途径，并创办、主编校刊《农
声》，为中国农业与教育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他回乡探望父老乡亲。 就在这一年，张农与母亲一起
栽下了这棵桂花树。就是这棵桂花树，寄托着浓浓的乡情，延续了浓
浓的母子情。 不久，儿子又踏上了救国救民的征途。 儿行千里母担
忧，母亲常常望着这棵桂花树思念着儿子。

因爱国反蒋被判甲罪死刑

1938年，广州沦陷，张农随中山大学迁徙于粤西、桂西、湖南、
云南等地。 后应湖南省政府之邀，到南岳筹备湖南省立农业专科学
校，新创南岳垦殖场,并出任该校校长兼农场主任。

1946年春，张农再次应邀回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并主持旅粤
湖南同乡会。 1947年，他积极参加反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在全国
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组织教授、教师团队，支持爱
国学生。 1949年7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广东省省长余汉谋派宪兵
突然将他逮捕，并严刑拷打，其牙齿被打落，后以“通匪叛国”“煽动
学潮、破坏学校”等罪名，将他交军事法庭审判。法庭一审、二审都宣
判他甲罪死刑。 在法庭上，张农不屈不挠、慷慨激昂，陈述国民党的
种种暴行，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

张农案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毛泽东指示：“一定要关怀
我们的民主革命人士。”中共旋即启动各方力量营救，通过南京国民
政府山西省省长托人参加第三次审判，将张农由甲罪改为丙罪。 张
农在狱中病重，香港及广州的同乡、工商巨子数百人联名具结要求
保释。 1949年10月，解放军攻克广州，首先突袭监狱，救出了张农等
革命人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农应邀前往北京及东北等地农场参
观考察。 1952年7月，参加全国农业经济教师学习班，次年9月结业
时，被选入全国农经代表团，出席国庆观礼。 观礼上，他再次见到了
久违的毛泽东，并深情地握手问好。

1957年冬，张农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回到家乡，回到了桂花树
下。 娘亲不在了，唯有母子俩种下的那棵小桂花树，长成了参天大
树，屹立挺拔。

要学桂花树“折冠”不“折腰”的精神

张农的母亲从小就为他讲桂花树的故事：从前呀，有个叫吴刚
的男人，因上天宫偷摘桂花为乡亲治病，违犯了天规，玉皇大帝罚他
必须砍倒月宫中的那棵大桂花树才准回家，可是，他砍一斧，那树就
长一斧，原来天宫桂花树是挺拔不“折腰”的，只能“折桂冠（即桂
花）”，吴刚无法砍倒那棵桂花树，实则就被困在月宫了。吴刚思念母
亲和乡亲，每年的八月十五日中秋月圆夜，桂花醇香时，他摇动大
树，将树上的桂花全部摇落到人间，撒下他对亲人的眷眷思念之情。

张农被这故事深深感动，立志要学桂花树挺拔、“折冠”不“折
腰”的精神，为祖国的事业奋斗一生。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除了种蔬菜就是整理自己的著作。他一
生著有《农政学》《农业经济学》《农业合作学》《移垦问题》《农场管理》
等书籍，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农业经济学家，为国家制定农业
政策作出了许多贡献。 闲时，张农就在桂花树下与过路客聊天，人们
都知道，桂花树下有个“张博士”。 张农对毛主席的感情很深厚，他把
珍藏的毛主席亲笔信装裱好悬挂大厅。1962年9月，张农获平反，被聘
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1963年张农因病逝世，终年69岁。

桂花树“折冠”不“折腰”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人。这棵桂花树见
证了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见证了一个不该被忘记的人的生命历程
与精神。

一
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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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辞海广场 溆浦县委宣传部提供

11月28日，78岁的舒泽姗和76岁的舒
泽池第一次回到故乡溆浦， 第一次同来自
全国各地的20余名专家学者在溆水中的辞
海广场上仰望父亲主编的《辞海》；第一次
踏进舒新城故居，看到130多位文化名人写
给舒新城的信； 第一次重走1931年10月舒
新城回故乡的路，沉醉于溆浦的山水风物。
他们是来参加上海辞书出版社与溆浦县委

宣传部主办的 “辞海精神与文化自信———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溆浦座谈会”，表达和
聆听大家对舒新城的敬仰与怀念。

舒新城已经离开我们57年了。 2016年
岁末，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新闻“习近平致信
祝贺《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80
周年”。 今天，当我们谈论《辞海》时，我们到
底该谈些什么？

舒新城亲属重走舒新城当年走过的回乡之路。 夏喜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