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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不能没有灵魂。 灵魂的塑造，必须将优秀的文化熔铸进
民族的血液。 这就要求我们把总书记对优秀传统文化要
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要求落实落深，用历史
的荣光烛照前行路。 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力？

肖永明：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要接续传统，必须立足
传统文化。 但立足传统文化不是刻板的固守，而是要像
习总书记说的，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创造性转化”意味着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
一种合理的衔接与传承。 仅仅就古籍整理而言，我们
一方面要积极整理先辈留下来的典籍、文本、思想，将
古籍按照现代人的知识结构、学术水平、审美要求等
方面去进行解读，进而从形式、内容、思想诸方面去理
解先辈生活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另一方面的工作
则是要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继承其优秀的文化基
因，通过研究古籍整理的一系列成果，将古代先贤的
物质、精神遗产接引至现代人的生活中来。

“创新性发展”意味着要在现代的视阈中将传统
进行一种高品质的提升与融会。要求我们要与当前的
现实相结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好地接受、传承
与发扬传统文化。 古籍整理的工作要尽量客观，这样
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古人的思想。 从微观来讲，这种结
合要体现地域性的特色，就岳麓书院而言，凭借古籍
整理来阐释湖湘文化的特质、接续湖湘传统的脉络是
其继承并发展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宏观来
讲，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理解，可以寻绎荆楚文化与整
个中华文化之间的思理，为进一步呈现中国文化的整
体性面貌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

此外，古籍整理的工作还应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相契合，只有融入人们的生活意识中，才能使传统变
成一种“源头活水”，起到滋润、净化心灵的作用，同时
也可以避免古籍被“束之高阁”的弊病。

用历史的荣光烛照前行路
———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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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专家简介： 肖永明， 湖南大学岳
麓书院教授、 院长、 博士生导师， 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长期
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 ， 出版专
著、 译著8部， 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科研成果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
二等奖，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一等奖。 入选中组部 “万人计划哲
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
力量。 ”五千多年来，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从来
就不曾中断。 在今年两会期间，总书记看望参加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 社会
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要求认真研究、总
结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 前不久，湖南
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被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
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接纳为直接联系的科研
机构。古籍整理是一个怎样的工作？它有什么样
的价值？ 湖南大学古籍所荣升“国家队”，对湖南
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性机遇？
对挖掘整理、 传承弘扬湖湘文化有什么重要意
义？ 近日，湖南日报记者采访了湖南大学岳麓书
院院长肖永明教授。

� � � �湖南日报：肖教授好！ 湖南大学古籍整理研
究所荣升为“国家队”，为湖南的古籍整理工作
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性机遇？

肖永明：进入“国家队”是一种通俗的说法，
严格地讲，就是湖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从2018
年开始正式成为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
研究工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古委会”)直接联系
的科研单位。 古委会成立于1983年，是教育部直
属机构， 负责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与人
才培养工作 。 目前全国有200余所古籍研究机
构，但只有20多家古籍所属于古委会直属单位。

从长远来看， 中国古代文史研究想要有好
的发展，必须奠定坚实的古籍整理、研究基础 。
湖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成立于2016年3月17日，由
邓洪波教授担任所长。 湖大古籍所整合岳麓书
院古籍整理科研队伍， 与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
“两位一体”，隶属岳麓书院。 在学校和书院的大
力支持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已组建了一支比
较稳定的科研团队， 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
值的成果。 湖大古籍所能够正式进入“国家队”，
是古委会对湖大古籍所的大力肯定与支持。

进入 “国家队 ”，不但是湖大古籍所的重大
机遇，也是湖南古籍整理工作面临的重要契机。
湖南大学古籍所作为湖南省第一家古委会直属
机构，在古委会的直接领导下，可以对全国古籍
整理研究事业有更深入、更具全局性的了解，也
有利于进一步统筹湖南省的古籍整理研究工
作。

� � � � 湖南日报：那么，古籍整理是一个
怎么样的工作？ 有什么意义呢？

肖永明：我们现在所说的古籍主要
就是指中国古代的典籍，但也包括不属
于典籍的古代文字材料， 如甲骨文、金
文等。 从时间上来说，一般把古籍的下
限定到清朝末年。 从物质形式上来说，
包括从最早的甲骨文、 金文， 简牍、帛
书、抄本，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唐末
以来的雕版印刷本。 据保守估计，目前
留下来的古籍至少有二十余万种、数以
千万册。 古籍整理就是对这些古代流传
下来的典籍进行保护、 整理与研究，是
专业性非常强的科研工作，需要具备非
常扎实的专业知识与能力。

古籍整理工作最主要的是包括目
录、版本、校勘三大块。 目录，就是通过
对古代目录学著作的研究，知道中国古
代有哪些书，古代学术又是如何发展演
变，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通过对

我们现有的古籍予以编目、著录 ，从而
知道我们到底有哪些“家底”。 版本，就
是对具体的典籍作版本考订。 比如我们
看到的某个版本，到底是宋版、元版、明
版还是清版，是刻本还是活字本 ，是原
刻还是翻刻， 是初印本还是后印本，各
版本的优劣及其版本源流。 校勘，就是
通过标点、注释、翻译，使我们整理的古
籍尽可能恢复作者原貌，提供最可靠的
文本。

我们研究古籍，最重要的就是要使
这些古籍能为我们当前的研究者利用，
也能使普通民众有可靠的版本来阅读。
因为，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文学、哲学
研究，乃至普通百姓的“寻章摘句，引经
据典”，都需要有可靠的古籍、文本为依
托。 也就是说，古籍整理是中国古代文
史哲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也是传
统文化走进普罗大众的重要基础。 新中
国古籍整理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无
疑是中华书局《二十四史》。

� � � �湖南日报： 在飞速发展的网
络时代， 古籍整理研究有什么变
化呢？

肖永明：可以说，网络时代为
古籍整理提供了重要机遇。 从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 尤其是进
入新世纪以来， 网络时代对古籍
整理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变化就
是古籍数字化的不断深入与发
展， 古籍数字化成为新时期古籍
整理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而
随着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 国内

外越来越多的古籍数据库的开
发，如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华经典
古籍库、 哈佛中国历代人物传记
资料库（CBDB）等，也为传统古籍
整理工作带来非常大的便利。 网
络时代、数字化时代，以数字检索
阅读前人难以穷尽的古籍变为可
能，深度整理、注释古籍得到了重
要支持。

而古籍整理研究与 “e考据 ”
相结合 ，也促进了古籍整理研究
的深度研究转化 。 “e考据 ”最早
由台湾学者黄一农教授提出 ，即

充分利用数字化资源进行考据
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 现在数据
库 、数字化资源给了我们很大的
便利 ，使我们通过数字资源的利
用 ，让很多 “不可能的 ”考证成为
了可能 ，就是所谓的 “学术增长
点”。

当然， 数字化时代给古籍整
理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便利 ，但
我们也要注意防止 “电子病”，不
能把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完全建立
在数字检索之上， 还是要以对传
统典籍、文化的整体把握为前提。

� � � �湖南日报：那么，我们湖南大
学古籍研究所主要从事哪些方面
的整理、研究工作呢？

肖永明：湖南大学古籍所主要
集中在湖湘文化文献、书院文献、四
库文献、经学文献、出土文献整理研
究五个主要研究方向上。

一方面， 岳麓书院作为湖湘
文化的重要基地， 一直致力于发
掘湖湘文化、乡邦文献，产生了一
大批重要的湖湘文化研究成果 。
如朱汉民、 丁平一教授主持的国
家清史编纂委员“文献丛刊”项目
《湘军》， 吴仰湘教授主持的国家

清史编纂委员 “文献丛刊” 项目
《皮锡瑞全集 》等 ，都是重要的湖
湘文化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 古籍所立足于岳麓
书院的天然优势， 开展书院文献整
理研究。 其中，2015年获得的“中国
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 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立项， 是新时期对中国
传统书院文献的最集中、 最全面的
整理、研究。 目前已主编出版《中国
书院文献丛刊 （第一辑）》100册，加
上可预期的成果， 必将对未来中国
书院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 带来重
要的研究成果。

而四库学和经学也一直是我

们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
向。 上世纪90年代，邓洪波教授、龚
抗云教授等整理出版 《四库全书总
目》，是我国第一个《四库总目》的整
理本。 至于我们书院在经学研究这
块取得的成绩， 在全国都是处于前
列的。

我前面说过，新材料的发现能
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 2018年，我
们获得7项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
这在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 随着
湖大古籍所人员配备的完善 ，近
些年在古籍整理、 研究领域的成
果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受到国内
外学界的重视。

� � � � �进入“国家队”，不但是湖
大古籍所的重大机遇，也是湖
南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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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古籍整理是中国古代文史哲研究
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 也是传统文化
走进普罗大众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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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古籍数字化是新时期古籍整理一个
新的学术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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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基地，
一直致力于发掘湖湘文化、乡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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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千百年来， 作为湖湘文化的记录载体，
湖南的文献典籍浩如烟海； 在文献典籍的
整理研究方面，湖南也有悠久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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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创造性转化” ，就是要
将古代先贤的物质、精神遗产
接引至现代人的生活中来 ；
“创新性发展”，意味着在现代
的视阈中将传统进行一种高
品质的提升与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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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立足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来考量，中华古籍整理有没有世界意义？

肖永明：那是一定的。
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要求下，古籍整理工

作的展开要以现代为视角，将地域传统与整个中华传统
相结合。 这种古今文化的观照，对于当今的中国乃至世
界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这是一种接续传承古
老华夏文明的体现，可以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提供精神动
力与智力支持，从而为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之林奠定基
础；其次则是在文化层面对习总书记所提倡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践行与落实，进而从文明包容、民
族体认、历史认知、价值追求、典范转换等不同角度丰富
发展了世界的多元化、一体化，对于推动中国融入世界
的进程、彰显中国作为大国的风范、凸显中国承担责任
的意识提供了可靠的文化基因。

� � � � �古今文化的观照， 对于
当今的中国乃至世界都将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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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肖永明 图/张杨

� � � �湖南日报：“惟楚有材， 于斯
为盛。 ”这些年，湖南的古籍整理
研究都有哪些令湘人自豪的成
果？

肖永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
底蕴深厚，是中华文化中非常有特
色的一种地域文化。近代以来，得益
于湖湘文化的哺育，湖湘大地人才

辈出， 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
推动了历史发展进程。千百年
来， 作为湖湘文化的记录载
体， 湖南的文献典籍浩如烟
海。在文献典籍的整理研究方
面， 湖南也有悠久的传统，取
得了很大的成绩。 清中叶以
来，湖南就涌现出邓显鹤、罗
汝怀、魏源、曾氏兄弟、王先
谦、王闿运、叶德辉、余嘉锡、
杨树达、曾运乾、王啸苏、向
达、张舜徽、程千帆等功标史
册的文献学名家。

近些年， 湖南对古籍整

理、研究工作非常重视，在古籍整
理研究方面成就斐然。 湖南省政
协文史委员会、湖南省文史馆、湖
南省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古籍研究所等研究机构
以及岳麓书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等出版机构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
作用。 一些学者注意到，当代湖南
的文献整理与研究 ， 对注释 、校
勘、编撰等传统方法更为重视，取
得了系列成果 ；在索引 、点校 、翻
译方面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成果。

如上世纪80年代湖南人民出
版社、 岳麓书社出版了由钟叔河
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 该
书收录了1840至1911年之间中国
人到欧美 、日本等地通商 、留学 、
出使、 游历和考察等所留下的游
记 、日记 、笔记和考察报告 ，这些
史料对于我们了解、 研究近代中
国人最早走向现代世界的印迹 ，
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丛书出版
后，引起了学术界、文化界乃至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好评如潮。 可
以说， 这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一
套湘版图书。 2016年，岳麓书社又
推出 《走向世界丛书 （续编）》55
册， 获得2016年度全国优秀古籍
图书奖一等奖。

又如从2006年开始， 湖南省
政府主导并组织实施了 《湖湘文
库》的出版，历时7年，到2013年全
部完成。 据介绍，这是一套以整理
出版湖湘文献为主， 对湖湘文化
进行全面发掘与研究的大型丛
书，共702册，近4亿字。 这是迄今
湖南最大的文献出版工程， 是对
湖湘文化的一次大总结， 为进一
步研究湖湘文化奠定了基础。

另外，像岳麓书社出版的《船
山全书 》《魏源全集 》 《曾国藩全
集》《左宗棠全集 》《湘绮楼日记 》
等一系列古籍整理著作， 既体现
了湖湘文化特色， 又产生了全国
性的影响， 是非常令人自豪的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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