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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佑平

全面、系统、有深度地集湖
湘典籍和湖湘文化研究之大成

长期以来，海内外的文化学者、湖南本土的历史文化研究者
在研究湖南历史、文化、人物、典故、风物人情等方面，面临着典
籍文献资料散佚、不成系统的现状。 湖南历来少有集大成的类书
刊世。 1946年，原湖南国民政府文献委员会曾有汇编湖南文献的
设想，终因当时社会动荡而未能如愿。 千百年来，湖南地方典籍
类书的编纂梦想，一直是有识之士的遗憾。

2003年， 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文选德首次提出在湖湘文化
整理研究利用取得很大成就的基础上，编纂一套全面、系统、有
深度的集湖湘典籍和湖湘文化研究之大成的大型文化丛书《湖
湘文库》或《湖湘文化大全》，集中展示湖湘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研
究成果，以10年至20年时间，采取“官方性质，政府行为，财政支
持，社会筹资，市场运作”的办法进行。 这一提议很快就获得省
委、省政府批准，落实编纂《湖湘文库》的经费，批准成立《湖湘文
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规划编纂出版《湖湘文库》。 十余年来，历
任省委主要领导都给予《湖湘文库》很高的评价，从各个方面给
予大力支持。

出版《湖湘文库》，“对于世界了解湖南，促进湖南走向世界，
使湖湘文化整理研究成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 促进
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湖南出版史上从没有过的盛事
全面编纂整理湖南地方典籍文献， 在湖南出版史上是从没

有过的盛事，也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首项由省委和省政府
主导的大型文化工程， 责任重大，意义深远。 经过慎重考虑，确
定由文选德出任《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刘鸣
泰、张光华、彭国华、张天明、熊治祁、夏剑钦、丁双平、朱汉民、曾
主陶，装帧设计总监郭天民。 编委会成员都是出版界和社会科学
史学方面的资深专家和研究者，为《湖湘文库》的编纂工作奠定
了坚实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 湖南典籍图书目前藏于省内各收藏单位的
约200万册，主要集中在湖南图书馆(80万册)、湖南师大图书馆
(20万册)、省社科院图书馆(12万册)，部分散布于省博物馆、省档
案馆、湖南中医大图书馆和民间等地，许多古籍堪称国宝，但
要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钩沉索隐， 披沙沥金， 官修一部不
负先贤、 泽惠后世的湖南地方典籍丛书， 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 为此，编委会第一着棋就是构筑图书框架，做好选题规
划。 时任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处处长尹飞舟回忆说，他当时奉领导
意见起草了《湖湘文库》出版咨询会研讨大纲，经科学严谨论证
数易其稿， 最终确定以甲编湖湘文献和乙编湖湘研究为图书整
体框架。 甲编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乙编主要是研究湖湘人物、
湖湘历史、湖湘风物的今人著作，也包括一部分工具书和资料汇
编。

耗时6年多，《湖湘文库》的编纂印制出版圆满完成，全套图
书总计702册，甲编“湖湘文献”442册，乙编“湖湘文化研究著作
和文史资料”259册，“书目提要”1册，图文字数约四亿，图书正文
专用纸使用达2300多吨，封面布料9万米，布料色差确保不得超
过2%。 还完成了《湖湘文库》多媒体数字传播平台和专用终端以
及以湖湘文化为中心的涵盖多种资源内容的服务云数据系统。

力求全面反映至1949年以
前的湖南文化面貌

甲编的湖湘文献，经梳理历代典籍书目，编委会达成共识列
出书目，甲编从上古至民国时期有800多种，主要为湘籍人士著
作，包括部分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历代寓湘人物的代表作以及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部分旧报刊， 力求全面反映至1949年以前的
湖南文化面貌；

岳麓书社从立社之始先后整理出版了《船山全书》《魏源全
集》《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胡林翼集》《彭玉麟集》《曾国荃
集》《陶澍集》等湘籍学者全集，编委会经充分研讨，制订了重新
整理校点这些典籍进入文库的指导意见，如《船山全书》经长达8
年的重校修订，辑佚补遗，正讹修正，择优更换个别底本，使全书
版本与质量更臻完善；中华书局1981年版《黄兴集》39.6万字，修
订后文库版加入《黄兴集外集》（湖南人民社2002年版）及不少佚
文，扩为70余万字；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蔡松坡集》约75
万字，修订后的文库版改名《蔡锷集》，扩为114万字。 清代《湖南
通志》《长沙府志》《岳州府志》以及一大批湘人别集、史传、专著
和湖南少数民族古籍等，经过整理校点列入文库。《毛泽东早期
文稿》和《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1920—1949）》也一并列入。所有
入库的图书都经过专家和编辑修订和重新校订。

岳麓书社的马美著至今还记得， 他们知道山东省图书馆收
藏有100页郭嵩焘的手稿，如获至宝，赶忙到山东省图书馆得到
了这批宝贵的资料； 得知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有郭嵩焘任驻英国
公使时的信函， 马上通过关系与英国国家档案馆联系请他们支
持， 对方很快就把郭嵩焘的档案资料全部照相制成光盘寄送过
来。云南省图书馆所藏郭嵩焘的手稿也顺利地得到复印件。 这些
得之不易的文稿都收入到郭集之中。 马美著深有感慨地说，为了
这套大书，值得用10年去耕耘。

耗尽心血，确保品质
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著或汇编，包括湖湘历史、人物、

考古与古文化、湖湘风物、湖湘文化综合研究、湖湘文史资料汇
编和湖湘文化工具书7个部分， 每个部分再按体裁或内容分
类归辑。 乙编不像甲编，只要确定入选书目，即有现成的文
献可以整理， 选题大多数需寻访作者组稿。 夏剑钦得知章
士钊有一部分从没面世过的手稿在北京某收藏家手里，为此
特意赴京拜访章老女儿章含之，请她出面与那位收藏家协商，
提供复印件供文集编辑， 那位收藏家将所收藏的章士钊的
诗词全部复印提供。 经过重新整理的《章士钊诗词集》有诗词
2000多首，外加联语，数量上超过上海出版的《章士钊全集》诗词
部分10倍之多。 不久章含之过世，夏剑钦闻之出口长气说，好险！
若不是章女士出手相助，《章士钊诗词集》 将留下无法弥补的遗
憾。

文库的编辑们都耗尽心血，忠于职守，才有了文库不负众望
的品质。 湖南教育出版社符本清接到任务，编辑我省宁远人、中
国古琴“九嶷派”创始人、著名古琴家杨宗稷的传世之作《杨氏琴
学丛书》，这本书的底本是清末民初时期刻本，记谱方法是减
字法，比工尺谱还古老，能看懂的人很少。 根据编委会的要
求 ， 乙编的所有著作都要由专门人士写两万字以内的前
言，介绍作者的经历和著作的学术价值。 他找了在长沙颇有
名声的古琴演奏家，没人能写或愿写。 最后他到北京找到中国古
琴专业委员会会长、 中央音乐学院古琴教授李祥霆先生，李
祥霆一开始并没有答应，他与杨宗稷不是一个门派，更无师从
关系，符本清晓之以情，诚恳地向李祥霆先生介绍《湖湘文
库》出版的意义，请他对《杨氏琴学丛书》作实事求是的介绍和
评论，可以在学术上发表自己的评价。 李祥霆被符本清的诚意打
动，答应作文。 夏剑钦在审定李祥霆先生的文章后说，前言写得
非常好，对《杨氏琴学丛书》作了如实的介绍和评论，文字也非常
漂亮。

艰辛备至，焚膏继晷
皓首穷经，焚膏继晷。 编修一套《湖湘文库》精品图书，集湖

南文化精华于一体，资后世之繁荣昌盛，以古为镜，经世致用，
必是出于第一流的智慧心灵、 呕心沥血之人。 已故原湖南
美术出版社原副社长郭天民退休后担任这套丛书的装帧设
计总监。 这时他已经罹患肺癌，眼部黄斑病变，还做了心脏支架
手术，但他凭着对湖湘文化的拳拳情怀，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项
出版工程上来。 他说对于一个出版人来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
的幸运。

这套书装帧设计是面子。 而在湖南出版界装帧设计界，郭天
民是“一面旗帜”。 为了在设计上体现出鲜明的湖湘地域特色，需

要一个能反映湖湘文化的“书标”。 郭天民经过反复论证与探讨，
选择了1949年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帛画《龙凤仕女图》中的
凤凰作为书标。“凤凰”与古老的楚文化有休戚相关的联系，是湖
湘文化的图腾。 经他重新绘制，那只昂首飞腾、姿态生动、造型简
练， 线条遒劲而流畅的凤凰书标生动表现出了湖湘文化的悠久
历史。《湖湘文库》封面设计与材料使用上，他选定甲编用黑灰色
布料，乙编用土灰色布料，字体选用篆体字。 从书的色彩、纸张厚
度、封面字体等，最终都达到了完美的视觉效果。 郭天民要求《湖
湘文库》每本书都是真脊、圆背、空腔，在湖南出版的图书中这还
是第一次。《文库》702册书的编印是由13家出版社、9家印刷厂完
成的。 要做到书籍装帧技术完全一致，其难度可想而知。 郭天民
的要求是误差正负一，也就是每本书书脊上所有的字，彼此之间
的误差不能超过0.1毫米，所有的书摆成一线，每一册书背底部的
白线，必须要能连成一条直线。

临终之际，郭天民心里念着的仍是这套书的印制，每个人来
看他，他第一句话就问丛书快出齐了么？ 新书送到他的病床前，
他手抚摸着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主持《船山全书》和《刘蓉集》编辑和修订校点的岳麓书社老
编辑杨坚于2010年3月16日去世，时年87岁，没能看到新修订的
《船山全书》出书。 在出版界都说杨老是个好人，对编辑工作十分
认真负责，经他手编辑校点的书，无不得到同行的赞誉。 为编纂
《湖湘文库》呕心沥血，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的，还有中年学者戴
维、喻意志和年轻编辑肖立生。

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左汉中在临退休之际被返聘为《湖湘文
库》项目主持人。 他说在美术社工作了近30年，7年时间编一套书
就数《湖湘文库》了。 这7年对他说来可谓酸甜苦辣，五味杂陈，无
法言之。 但他说了句发自肺腑的话：与《湖湘文库》的相遇和厮
守， 是我的福缘与福分。 这何尝不是所有文库出版人的真情体
现！

殚精竭虑，精益求精
湖南中南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代表集团向编委会郑重承

诺，不折不扣按质如期完成任务。“出版多劲旅，无湘不成军”的
湖南出版人，具有谋大事的胆略魄力，干实事的作风能力，敢为
天下先的无比勇气，他们殚精竭虑，艰辛备尝，无怨无悔，按照集
团的工作部署，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凡属《湖湘文库》的图书一路
绿灯，确保《湖湘文库》出版不受影响。 据不完全的统计，集团各
社有近百位编辑和校对人员参加了《湖湘文库》的工作。 约请专
著作者、校点者近400人，集体作者单位16家。

刘鸣泰回顾这10年在《湖湘文库》工作经历说，这是在我省
出版史上的开山之作，任务光荣而又艰巨。 他说了个工作中的细
节： 文库的选题的最后确定与编号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
作，要求对文库所有选题的种类、册数、字数在出版前要进行精
密的策划与测算，一经确定就不能有任何更改。 有的典籍一种有
多册，有的却几种汇成一册；今人的编著有的编写质量不一定能
达到出版要求， 有的最后成书的字数与册数可能与预计的有出
入。 这项工作相当麻烦， 需要严谨的工作态度才能做到不出差
错。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丁双平说，这一项目的实施，对于
出版阵容的扩大，出版资源的梳理和未来出版内容的扩充，是一
个极大的促进和帮助。 为保证图书出版质量，编委会制订《书刊
编校规范化手册》和《湖湘文库关于编辑出版的管理规定》下发
到各单位，要求严格执行。

盛世修典，终成正果
从立意《湖湘文库》编纂到全书完成，整整耗时11年。 时任湖

南新闻出版局局长兼《湖湘文库》办公室主任朱建纲说，在湖南
历史上从没有过《湖湘文库》这样一套大型丛书，它的深远影响
和重要价值将在这套书出版后的几十年、 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才
能真正体现，它对文化传承、对后世子孙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张光华曾借用同仁堂的一句堂训“求珍
品，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讲堂誉，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
来表达自己在审读文库书稿时的心得。 现在《湖湘文库》终成正
果，她十分自信地说，雍容恢宏的《湖湘文库》会行之久远，它的
文化影响力肯定会绵延赓续。

《湖湘文库》全书已全部编纂印制完毕，它是我省文化强省
的一项重要成果。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省委宣传部，还有省财政
厅、省文化厅、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省社科院、省地方志编委
会、湖南图书馆、省博物馆、省档案馆等单位从各个方面都给予
了大力的支持。《湖湘文库》的出版是湖南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投
入编辑力量最强、技术要素最高、举全省之力最多的一项国家重
点的文化出版精品工程。

省委和省政府将《湖湘文库》当作湖南文化建设的一张名片
向海内外展示，向省内外各类各级图书馆（含港、澳、台）赠送，同
时开发《湖湘文库》数字图书，开通网站，共享湖湘文化的经典文
献。 这是湖南文化建设软实力的体现，反响热烈。

《湖湘文库》完美收官。 这部煌煌高文典册的面世，是湖南政
治、经济、文化正全面发展的实力象征。

历史留给我们，我们留给历史。

辑千秋典籍 纂盛世文章
———大型典籍丛书《湖湘文库》出版纪实

从2003年提出规划设想，到
2006年8月正式启动，至2013年7月
全部完成，《湖湘文库》被誉为“湖
南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也

是湖南文化强省建设的一项浩大
的标志性工程”。 10月召开的《湖
湘文库》出版总结汇报会上，湖南
有史以来最大的出版工程和重大

公共文化项目《湖湘文库》正式完
成数字化再版。 这，是怎样艰难的
坚持与拼搏， 怎样辉煌的梦想与
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