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无羡

王船山先生著述宏富， 多达近百种，
一千多万字。明清鼎革之后，他隐居著述
四十余年。生前除青年时期自刻过一部名
为《漧涛园初集》的诗集外，其余全未刊
行。

但天不丧斯文，其著作小部分或散佚
难寻，或永远消失于历史长河，大部分则
由一代代有心有缘之人保存下来，并得以
陆续出版。这一事业持续了300多年，且还
将继续下去。现将这特定出版史上的十件
大事略述如下。

一、湘西草堂版。自船山逝世8年后的
康熙四十八年（1770）开始，船山次子王敔
联合船山门人王扬绪、王扬绩兄弟，姻亲
丁光祺、丁锡极兄弟，陆续刊行船山遗作
27种，这就是湘西草堂版，船山著作因此
为世人所知晓。王敔是传播其父著作与思
想的第一位功臣， 主要体现在两件事情
上。第一是搜集、保存、刊行船山著作，其
后半生的心血和精力全在于此。第二是应
时任湖广学政潘宗洛之约， 撰写了4000
余字的《大行府君行述》，留下了关于船山
生平事迹的珍贵记载。

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的评价。乾
隆年间，朝廷开《四库全书》馆，经湖南巡
抚采进船山著作，著录六种，存目两种，查
禁九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船山做出
了较高评价，后来国史立传，直到清末将
船山从祀文庙，史臣大都引用《总目提要》
之语。

三、刊刻船山著作的先声。嘉庆年间，
衡阳翰林马倚元于会江书室刊刻船山著
作十余种。此版今虽不存，但列出船山著
作书目达七八十种，是后世大规模刊刻船
山著作的先声。

四、邓显鹤版《船山遗书》。道光二十
年（1840）前后，以迁居湘潭的七世孙王世
全为代表的船山后人联系到著名文献家、
编辑出版家邓显鹤，委托其将六世孙王承
佺家藏的船山各种遗著编校出版。邓显鹤
是湖南新化人，终身致力于搜讨、整理、出
版湖南文献，梁启超誉之为“湘学复兴之
导师”。他早有志于购求船山全部著作，闻
信大喜，于是邀欧阳兆熊、罗汝怀、袁芳英
等学人、出版人赞成其事，请新化邹汉勋
实任校雠， 两年后在长沙刊成《船山遗
书》，称为守遗经书屋版。此版收船山的经
部著作18种，151卷，是第一次系统地编校
出版船山著作。

五、曾氏兄弟版《船山遗书》。同治初
年，曾国荃计划重刻船山遗作，得到其兄
曾国藩大力支持， 以欧阳兆熊董理其事，
南汇张文虎、 仪征刘毓松等人分任校雠，
组建了空前强大的编校团队，设书局于安
庆，后迁至金陵。同治四年（1877）十月，新
版《船山遗书》在曾国藩任总督的金陵节
署刊成，收书56种，共288卷。后又于光绪
十三年在衡阳船山书院补刻、增入六种十
卷，共计62种，298卷。这是第一次真正全
集性质的船山著作出版成果。

六、刘人熙版船山佚著。清末民初，船
山佚著时有发现， 浏阳刘人熙刊行最多，
达十种，均为金陵本所未收。

七、首次铅字排印新版《船山遗书》。
1930年， 一大批文化名流和官员如谭延
闿、胡汉民、于右任、何健、冯玉祥等人发
起重刊船山著作，由上海太平洋书店的浏
阳人张秉文主持其事，三位湘籍出版人李
英侯、张告吾、李蕴平担任编辑校勘工作，
1933年刊成新版《船山遗书》，收书70种，
358卷。本来太平洋书店担心“事繁费重”，
不太敢做，结果由何健任主席的湖南省政
府出资两万余元，预定700部书，于是顺利
出书。此版用铅字排印，是使用现代出版
技术出版船山著作的第一次尝试，也是船
山著作出版史上的第二种全集。

八、 新中国刊行标点注释版。1949年
以后，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等选取最
重要的船山著作， 陆续标点出版了三十余
种，有的还加了注释，相比过去全无标点的
版本，船山著作的出版进入了新的时代。

九、岳麓版《船山全书》。1982年岳麓
书社甫一成立，便启动了《船山全书》的出
版工程，于1996年出齐16巨册，收书73种，
371卷，1093万字。一大批知名学者参与编
校工作，杨坚先生（1923-2010）负责全书
的策划及终审终校，孜孜矻矻，从头到尾
为全书的出版付出了十多年的艰辛劳动。

相对于前面两种全集， 岳麓版增辑近20万
字， 并补全前面两种全集留下的大量白框、
墨格、窜改、删削。岳麓版采用了新式标点符
号，重新编目、分章、分段，以便现代读者阅
读，并以专册的形式，分传记、年谱、杂录三
部分，附录了自明末至1990年代初期的船山
研究资料汇编，达120万字，极便学者研究。
光是为了撰写这个附录的杂录部分，杨坚先
生便“阅书逾两千部”！而他还在自责“搜求
未遍，尚多缺漏”。

岳麓版面世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本书顾问张岱年先生评价道：“船山著作从
此得一善本，实为学术史上一件大事。”另一
位顾问任继愈先生评价“岳麓版《船山全集》
可以传世”。另两位顾问张舜徽、程千帆先生
高度赞赏杨坚先生的工作，称“船山有知，应
引为知己”。1997年,《船山全书》 获国家图书
奖,�杨坚先生获中国出版界最高荣誉第四届
韬奋出版奖,�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
家。

十、岳麓社修订版《船山全书》。为求得
一个更为完备、 缺失更少的船山著作版本，
2003年岳麓书社决定修订再版《船山全书》，
并邀请已退休多年、年届80的杨坚先生回社
担此重任，杨先生提议请老社长夏剑钦先生
协助他。又是八度寒暑，杨先生完成了11册
的修订，夏先生完成了5册的修订。而杨先生
却不幸于2010年3月与世长辞， 未能见到几
个月后修订版的面世。

2019年恰逢船山400周年诞辰，船山之
名早已重于儒林，远播海外，船山之学早已
成为一门研究者甚多的专门学问。我们不应
忘记300多年来船山著作出版史上奉献过心
力的这些人们。就用青年马克思的名言来结
束这篇小文吧：

“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
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
下热泪。”

（作者系岳麓书社编辑。）

■声音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
思录。在这部沉思录中，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一段
血与火的历史之光， 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
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 在对历史的沉
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
法必变。”这种“超时更新”的观念是他从历史现象
中总结出来的。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到了一个
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 即理之当然者矣”。换
句话说，就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理势
合一”、“理因乎势”， 乃是这个思想家在历史的沉
思中得到的最有光彩的结论。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原院长

王夫之1000多万字的著述写的是什么? 如果
一定要从某个方面概括一下， 那就是他从程朱理
学的“先知后行”、陆王心学的“知行合一”，认识到
了理论和实践应该“知行并进”!这个伟大的思想
深藏在他一笔一划堆积如山的手稿中， 被他的后
人珍藏着。一直到中国近代，开始巨大地影响着一
个一个有抱负的湖南人，如理学名臣、两江总督陶
澍，接着是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郭嵩
焘等人，于是出现了湘军，出现了洋务运动。接下
来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谭嗣同， 辛亥革命的领导
者之一黄兴，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新中国的
缔造者毛泽东和他在湖南的同志们， 无不深受王
船山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何叔衡等在湖南创办的
第一个社团便叫“船山学社”，至今被誉为“中共第
一党校”。

可以说，正是在王夫之“知行并进”思想的影
响下，湖湘文化以其“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真理”
“与时恒进”的文化内核，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与现
代史的主流文化。

———刘和平（历史学者 国家一级编剧）

《船山简明读本》
夏剑钦 导读 选注

本书以 《船山全书》 为底本，从
1100余万字的著作中，撮其要者，精选
短文33篇，诗词53首，文质兼重，浓缩
了船山思想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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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哲 聂茂

认识、 了解和热爱王船山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
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
别处更自由更有力。 纯洁的大气可以洗涤
心灵的秽浊；而当云翳破散的时候，他威临
着人类了。” 这是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
传》最后的一段话，用它来形容王船山先生
是再恰当不过了。

2019年是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300
多年来， 心忧天下的知识分子总是与他遥
遥相望，扼腕击掌，发出灵魂的回响。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名非天造，必
从其实”“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公开讲
话中多次引用王船山的诗文。 这个生前颠
沛流离、寂寞深深的思想家，再次被推上时
代的舞台。

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大家、 湖湘文
化的优秀代表、宋明理学的批判总结者、中
国早期启蒙思想家、 中国古典哲学的集大
成者，王船山是当今社会重要的思想资源。
王船山提倡经世致用，批判封建专制，倡导
民主议政，主张改革田制，发展工商业，倡
导征实、求实和务实的学风，致力克服玄之
又玄的思想缺陷。 他阐释和界定了“形而
上”与“形而下”之分野：“形而上”是以思为
中心、 从可见通向不可见的当然之道；“形
而下”则是以感性实践（“践下”）的方式使
不可见的东西得以与可见相遇。 这种思维
和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湖湘文化， 乃至中国
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我们这个民族
在性格上不断扬弃，名与实相符，学与用相
适，做到经世致用。脱离了这些，我们这个
民族将会在浮夸的虚名中盘旋， 堕入停滞
甚至倒退的深渊。为了避免沉沦，王船山思
想以他从不懈怠的进取精神、 从不褪色的
爱国情操和从不犹疑的务实品质， 推动中
华民族砥砺前行。

但国人对王船山的认识， 对王船山的
研究， 与惊涛拍岸的时代大潮远远不相匹
配， 与文化自信语境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对传统文化认知的要求还相距甚远。
不少人不知道王船山与王夫之的关系，甚
至在很多非相关领域的知识分子队伍当
中，很多人都不知道王船山就是王夫之，更
有甚者，把王船山与王阳明搞混。

重现王船山， 研究王船山， 宣传王船
山，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了解和热爱
王船山十分重要，也十分必要。

把王船山作为“活着的人”进
行生动具象的书写

特别是青年一代，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
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
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他们出生在和平年代，
大多没有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没有经过大风
大浪的考验，面对网络信息时代，受各种社
会思潮和多元价值观的冲击，在一些青年的
灵魂深处，忠诚、信仰、主义等精神价值层面
的东西少了， 思想容易缺乏定力和方向，甚
至被物欲和名利所束缚，患得患失、急功近
利、急于求成，分析处理问题容易玻璃心、情
绪化、片面化和极端化，顺风顺水的时候看
不出来，一到利益关头、一有风吹浪打，便暴
露无遗。

王船山对于当代青年来说，恰如一杆旗
帜、一把利剑、一剂良药、一团火把、一面战
鼓。但当今对王船山的宣传和研究，往往起
于学术、止于学术，大多在一个封闭的小圈
子里打转，枯燥晦涩，有思想性，缺可读性，
对于那些喜欢阅读的青年读者来说，走近王
船山、了解王船山显得遥不可及，也为时间
所不能及。这也充分反映了我们用当下鲜活
语言讲好船山故事的紧迫性之所在。

《王船山的船和山》承载的正是这样一
种初心和使命。

本书以独具匠心的写法让王船山褪去
以往的高冷与严肃面孔， 聚焦并撷取王船
山一生中的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历史事
件，生动展现王船山跌宕起伏、平凡而又不
平凡的一生。 作者不是把王船山作为历史
的人物或某种冷冰冰的符号， 而是作为有
血有肉、有温度、有筋骨的“活着的人”进行
生动具象的书写。 作者致力于用最富时代
精神和时代气息的鲜活语言重塑王船山，
力图让王船山这个“如山”一般的严肃历史
人物更加立体、多元、丰满和生动，从而去
除读者与王船山之间的时空隔阂， 并在情
感上引发共鸣。在书中，朋友圈、微信公众
号、“王怼怼”、学霸、“大心脏”等特定称谓
也用在了对王船山的描写上， 旨在让广大
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更愿意走近本书， 更容
易走近王船山。

诚然，轻松不意味着放低标准，幽默也
不是戏谑崇高。相反，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严
肃和认真。作者严抠每一个章节，注重每一
个情节，斟酌每一个细节，力求用新的方式、
新的表达、新的视角重构船山形象、解读船
山思想、弘扬船山精神，以此成为释放时代
气息、体现时代精神的一抹亮色。唯其如此，
才是对王船山最大的敬意。

（《王船山的船和山》 胡哲 聂茂 著 岳
麓书社出版）

邓辉

我跟船山结缘，研习船山学，不知不觉
已二十余春秋了。

在明确走向学术之路时， 我并没有想
到会跟船山结缘。缘分来临却那么突然。记
得是1999年的某天，武昌珞珈山，我在业
师萧萐父先生家正襟危坐聆听教诲， 萧公
突然说：“小邓，作为湖南人，船山老乡，你
应该好好研究船山。”当时我对船山虽有些
了解，但其实所知有限，而萧公又是海内外
公认的船山学研究大家， 我就这么热血沸
腾且稀里糊涂地———真是应了那句话，无
知者无畏———成了广大船山学研习者中的
一员。

说实话，当岳麓版16巨册的《船山全
书》摆在书桌上，我没有畏惧过；当我听说
船山的书向以难读著称，我也没有畏惧过；
当我切身体会船山书义理之艰深、 语言之
晦涩，我还是没有畏惧过。但说不难不苦很
轻松，那肯定是假的。这一读就是延期两个
秋冬，博士学位整整读了五年。萧公虽不假
辞色严格要求， 但始终以他那博大宽容之
胸怀包容我支持我，对我殷切勉励、谆谆教
导。

《船山全书》也真是难啃啊！但我可以
自豪地说， 除了大多数船山所作诗词匆匆
浏览一过， 全书其余部分我从头至尾都认
真地啃完了， 有些重要的文本更是来回反
复读了很多遍，不敢说都读懂读通读透了，
但我确实是下了几番苦功夫的。 正因为这
点苦功，尽管我进入中国哲学领域较晚，但
受惠于研究船山， 使我能够成为一位中国
传统思想文化的研习者并逐渐立足于学
界。

去年回老家过年，偶与父亲谈起船山，
才知道我跟船山或许还有一层更早的渊
源。船山当年因反清复明被清廷通缉，避难
三年并授徒讲学之所常宁洋泉西庄源，就
是我们邓氏家族几百年来生活的地方。而
且从这里还走出过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高足和得力助手
邓嗣禹教授， 他是中国科举制度与朝贡制
度理论研究的奠基者与创始人。 或许冥冥
中， 船山当年在洋泉授徒讲学便留下了一
点香火机缘，有待数百年后的有缘人，而那
个懵懵懂懂的我就这么与之因缘际会了。
蓦然回首， 我的人生思想受惠于船山实莫
大焉！就连我自取用字，亦出自船山。我自
字“烛幽”，源于船山《张子正蒙注·序》，其
云：“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
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
有能易焉者也。”烛幽者，我心光明照亮黑
暗，自助亦即助人也。

2019年对于广大船山学人和诸多船
山热爱者来说， 是一个特殊而又重大的年
份， 因为今年恰逢王船山先生400周年诞
辰。承蒙岳麓书社不弃，嘱愚编选《船山经
典语录》，以为船山诞辰庆典献礼。本书要
从1000多万字的《船山全书》中选录1000
条左右的经典语录，还要分类并作出
说明，绝非易事。尽管如此，
我还是认真检阅全书，
按照自己的理
解尽力将船山
足够精彩而又
尽量通俗易懂精
彩的话语选录出来。
本书所辑语录均根据
我个人的理解和兴趣，
不当及疏漏之处在所
难免， 恳请海内外方家和
广大船山爱好者批评指正
为感。

（《船山经典语录》 邓辉
编选、评注 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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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年接力“发现”王船山
———王船山著作出版小史

《王船山与近现代中国》
王兴国 著

全书立足于近现代船山学的形
成和发展脉络， 概述100多年来船山
学特别是船山思想史的形成发展历
程和重大学术成果，可谓船山学术史
上承前启后的综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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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王夫之船山先生既生
四百周年， 长沙刘汉辉兄意欲
表彰之。命余录写先生《霜赋》
暨《船山记》以奠祭焉！

先生著述宏富， 今存凡七
十余种，四百余卷，奚特取此二
篇耶？以先生尝号一瓢道人、双
髻外史、南岳遗民、病叟、薑斋
等等，而以船山之名为主。盖自
讬自期于斯山， 系情最笃，故
“船山” 一记不啻其自述也。至
于《霜赋》，则履霜之操不惧风
寒，亦足以为君子之品节也。举
此而船山先生之志趣可见矣！
当时苦心劲气， 所谓抱刘越石
之孤忠、希张横渠之正学，亦于
此可概知矣。

夫先生之学，引义尚书、世
论春秋、宗传周易，而能综摄佛
老，又与时贤士君子集为行社、
匡社，欲一匡天下。及乎沧海横
流，则与方以智、金堡、瞿式耜
等联镳抗清。续梦之庵、败叶之
庐，噩梦屡惊，《黄书》继作，观
我之生， 居石船之山， 粹学浩
气，真古之大丈夫也。

录写虽竟，景慕无涯！
己亥暮春 庐陵龚鹏程敬书

（作者系著名文化学者）

船山先生，世尝推许曰“洞
庭之南，天地元气，圣学学脉，
仅此一线” 者也！ 当初虽力尽
辟世， 而君子之德闇然日彰，
终能显明于天下。 兴委惰、起
废疾， 民族精神为之复振，其
效大昌。 其学原本经术、 推勘
史乘， 遂能通古今之变， 则湖
湘学风继起之泉源也。

兹当先生四百年诞辰，奠
之、祭之、崇之、效之。敬写遗
篇，用示俎豆馨香之诚耳。

龚鹏程谨识

跋

序
龚鹏程

纪念王船山诞辰4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