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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寻找“毛泽东大字本”

供毛泽东本人和少数高级领导干部阅读的大
字本，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2014年5月8日，傅跃龙记得很清楚，他的北京
金色岁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
集团旗下的一家公司合作， 办公地址在北京车公
庄新华1949文化设计创意园区， 有人不经意告诉
他，这是当年北京新华印刷厂老厂址，印过“毛泽东
大字本”。“毛泽东大字本”六个字震醒了傅跃龙的
童年记忆，身为学校图书管理员的母亲曾告诉他，
毛主席晚年喜欢读古典文学线装书。 这些线装书
是不是就是“毛泽东大字本”呢？ 哪里能找到

“毛泽东大字本”呢？ 能否重印“毛泽东大字本”
呢？一个“60后”的童年记忆、人生经历和一个出版
人的职业敏感瞬间对接，从此，傅跃龙开启了疯狂
寻找“毛泽东大字本”模式。

但两个月过去， 除得知毛泽东晚年于1972年
至1976年读过的大字本有129种， 上海也印过86
种，中央档案馆有10个品种外，“毛泽东大字本”仍
杳无踪迹。 有人点醒他：何不去韶山看看？ 2014年
7月,傅跃龙来到了韶山。韶山果然是福地。他竟在
毛泽东故居旁发现有一个韶山毛泽东图书馆，竟
听现任馆长谢锡光说馆里藏有55种“毛泽东大字
本”！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以毛泽东名字命名的纪念
性图书馆，韶山毛泽东图书馆只收藏三种书：毛泽东
读过的书、研究毛泽东的书、毛泽东的著作。 但为
什么1996年开馆的它会有55种“毛泽东大字本”？
12月25日， 记者采访了韶山毛泽东图书馆的沈宏
亮，他当年亲历此事，他证实，这批书是2004年从
韶山市新华书店买的。 1993年韶山市新华书店新
馆建成，正逢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新华书店
总店将这批书作为礼物送给了韶山市新华书店。
当时的馆长萧国梁也疑惑，真是传说中的“毛泽东
大字本”吗？鉴定真伪后，他立即申请资金30万元，
把这55种书全部购进馆里保存保护。

在韶山找到了55种“毛泽东大字本”的下落，
129种中另外的书在哪儿呢？ 寻找的路途依然曲
折。2015年，傅跃龙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库房里找到
了10多个版本的“毛泽东大字本”；2016年10月，
他终于在中国版本图书馆找到了155种“毛泽东大
字本”。 不断地寻找、鉴别，傅跃龙终于找齐了129
种“毛泽东大字本”母本。 此时，距2014年12月14
日启动“毛泽东大字本”复制工程，已经过去了近
两年。又因种种原因，直至2017年11月才获得批准
印刷，12月25日首批出版的3种图书各赶制出20
套，“冒着热气”来到了韶山。

溯源“毛泽东大字本”

40多年前，为什么会出“毛泽东大字本”？大字
本出版难吗？一种出版多少套？最有发言权的是徐
中远，他从1966年至1976年为毛泽东主席做过10
年专职图书服务和管理工作。2012年1月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 他回
忆，早在1963年毛泽东就提出要把30本马列著作
都出大字本， 方便老同志阅读。 其中，《共产党宣
言》不仅出了大字本，还出了竖排线装本。1965年，
他又提出印《近代逻辑史》大字本，并说“印大字本
的费用就从我的稿费中支付吧”。

1971年，一场大病险些夺走了毛泽东的生命。
虽身体日见衰老，视力严重减退，但他仍然一手拿
书，一手拿放大镜，夜以继日地读书。 工作人员痛
在心里， 提出把他读的平装小字本的图书重新排
印成大字线装本，他说“国家目前还很困难，印大
字本又要花钱”，好不容易才征得他的同意，于是，
上世纪70年代才大量印大字线装书给毛泽东阅
读。

字大才能看清楚，而毛泽东习惯看线装书，尤
其是大病后，差不多都是躺着或半躺半坐在床上、
沙发上看书，线装本用宣纸，比较轻，可以卷起来
看，比较方便。 开始是用一号长仿宋字体，比一般
书刊的五号、六号宋体清楚多了，但没过多久毛泽东
就患了“老年性白内障”，一号长仿宋字体也看不
太清楚了，最后改用36磅长宋字体。可这种字体一
般是排书刊标题用的， 就连全国一流的北京新华
印刷厂都没有多少字模。 国家出版局找来20多名
优秀的刻字师傅， 花一个月时间刻制了四副36磅
的字模，北京存两副，上海、天津各存一副。这种字
体每页排满共112字，疏密适度，很醒目。 1974年9
月11日，毛泽东高兴地说:“今后印书，都用这种字
体。 ”此后重新排印的大字线装本书用的都是36磅
长宋字体。

给毛泽东印大字线装书， 一般是由国家出版
局根据书的类别安排出版社， 政治类的读书一般

由人民出版社负责，历史、古典诗词和曲谱集等读
物一般由中华书局负责，通俗小说类、笑话书等一
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 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
印刷一厂和北京印刷二厂三个大印刷厂作为定点
印刷厂。 有些大部头书还安排到上海和天津特设
的两个点排印。

新印的大字线装书除供毛泽东阅读外（一般
是一式两部，一部摆放在会客厅里，一部摆放在卧
室里），少量则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送给当时的中央
领导同志和其他有关老同志阅读。

毛泽东晚年读过的“大字本”

今天，人们好奇“毛泽东大字本”，很大一部分
原因是对毛泽东晚年的阅读史感兴趣。

在徐中远的《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记者
发现，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终身不懈，二十四史读了
24年，他读逻辑学论文和专著，读鲁迅著作、《柳文
指要》《一种清醒的作法》《智囊》，读《红楼梦》《水
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读《随园
诗话》《中国文学发展史》，还读过《马王堆汉墓的
葬制与西汉初期复辟反复辟的斗争》等。从1972年
读新印的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到1976年8月底
读《容斋随笔》，短短几年读过129种大字本。

记者惊奇地发现，1974年是毛泽东读笑话书
最多的一年。 毛泽东晚年有两次比较集中地读笑
话书，一次是1966年，工作人员找过7种，一次是
1970年，找过20种。 从1974年1月1日，毛泽东要徐

中远找笑话书开始，到9月19日徐中远在北京地区
前后查借笑话书逾百种。 其中，《笑林广记》《新笑
林一千种》《历代笑话选》《时代笑话五百首》《笑话
三千篇》《哈哈笑》《幽默笑话集》《笑话新谈》 都印
成了大字线装本。毛泽东晚年看大字线装本，看得
较多、要得最急的是笑话书，每次印笑话书几乎都
要求：“快些印，印好一册送一册”。

毛泽东晚年博览群帖， 学习、 练习和研究书
法，最爱看有风格、字大清楚、开本适宜的线装本
草书、诗句一类字帖和墨迹。1974年荣宝斋为他改
装旧式《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宣纸本，加蓝色函
套，费用456元6角，毛泽东叮嘱：“改装的字帖是我
的，改装的费用还是从我的稿费中支出吧。 ”

读自然科学类图书也是毛泽东晚年爱好。 他
潜心阅读过线装大字本《物种起源》以及《动物学》
《化石》《自然辩证法》《科学大众》等杂志。 杨振宁
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1963年他就放在自己案头
时常翻阅，1973年夏天会见杨振宁后，又嘱咐把书
印成大字线装本放在身边翻阅。 1974年5月30日
毛泽东会见李政道，又要求把李政道的《不平常的
核态》一文印成大字线装本，多次仔细阅读。

毛泽东生前读过的最后一部线装书是南宋洪
迈撰写的笔记《容斋随笔》，涉及经史百家、文学艺

术及宋代掌故、 人物评价等。 这是毛泽东珍爱的
书，他从延安带到河北西柏坡，又从西柏坡带到北
京中南海，读过多次，圈点多处。1976年8月26日晚
9时45分，重病在身的毛泽东要看《容斋随笔》，当
晚从距中南海8公里的北京图书馆柏林寺书库找
到了这本书， 此后毛泽东用书登记本就永远是空
页了。

其实129种新印的大字线装书只是毛泽东最
后5年读书的一部分。 据徐中远回忆，在毛泽东晚
年生活、活动的主要场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到处
摆满了已经和正在阅读的书。

重印“毛泽东大字本”的价值

12月25日，人民出版社新鲜出炉的三种“毛泽东
大字本”《史纲评要（上下）》《曲选》《唐宋名家词
选》各20套，当场捐赠给了韶山毛泽东图书馆。

这三种书的版本提供方为国家版本图书馆和
韶山毛泽东图书馆， 此次重印出版使用的材料制
作、开本、封套的样式等全部仿造原本，每部书都
有“国家版本图书馆藏书章”或“韶山毛泽东图书
馆”藏书章、“毛泽东藏书”印章和“毛泽东大字本”
藏书票。 人民出版社还将继续出版《李太白全集》
《梦溪笔谈》《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毛泽东大
字本”。

9800元！ 3800元！ 2600元！ 当记者听闻新印
三种“毛泽东大字本”的书价（版本使用及印刷高
要求，加上宣纸折叠、线装、函套、封面文字粘贴等

全手工，成本上扬），不禁遗憾“毛泽东大字本”与
一般民众无缘。 那么，今天重印“毛泽东大字本”的
意义在哪里？

中国版本图书馆馆长袁亚平认为，“毛泽东大
字本”具有历史研究价值，毛泽东的阅读史从一个
方面反映了他的精神成长史、认识发展史、思想升
华史、知识愉悦和情感表达史，对今天的领导干部
爱读书、善读书、读好书也有启示作用。 同时，“毛
泽东大字本”的内容涉及哲学、历史、诗词歌赋等
经典古籍，传承、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具
有独特的版本价值（用纸、字体、印刷、装帧独特），
此次得以限量复制出版， 是广大读者和收藏者的
一件幸事。

韶山毛泽东图书馆副馆长朱春飞评价重印
“毛泽东大字本”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
工程， 有利于人们学习毛泽东活到老学到老的精
神。 韶山毛泽东图书馆还将在版本数据库工程中，
将“毛泽东大字本”数字化，方便学者研究。

人民出版社原副社长陈有和介绍， 直到1978
年才完全停止“毛泽东大字本”的出版。 现在重印
这些书，不只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深切怀念，对今天
我们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也有现实意义。

凤凰慧子

一位痴迷在古丈茶香里的“民间英雄”

法国19世纪著名的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说过:“英雄就是对
任何事都全力以赴，自始至终心无旁骛的人。 ”我所看见的古丈
老茶王张远忠老师， 就是一位痴迷在古丈茶香里的“民间英
雄”。 采访的时候，他对我说：“从1972年开始学茶到现在，和茶
叶相伴相随近50年的时间，我如果离开了茶，就只剩下无穷无
尽的空虚。 每天，我脑子里想的是茶、手上做的也是茶，古丈毛
尖基本上成为了我的全部生活。 我会把古丈毛尖手工制作技艺
一直坚守下去，直到炒茶炒不动的那一天。 如果手做得动就用
手做，手做不动了就用嘴巴讲，嘴巴讲不好了就是我生命也到
了尽头。 ”

张远忠，1950年出生于古丈县岩头寨镇上洞溪村， 与著名
歌唱家宋祖英是老乡。他于2004年获得“农博之星”优质产品金
奖，2005年获得第三届斗茶会“茶王”，2007年获得第四届“茶王
杯” 斗茶会十大制茶师，2008年获得中国绿茶古丈高峰论坛名
茶评比银奖。 2010年，他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专访，在镜头前完整
地还原了古丈毛尖手工制茶技艺的传统工序： 摊青、 杀青、揉
条、炒坯、摊晾、整形、干燥、筛选全过程。 2010年，张远忠被认定
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人们之间的距离似乎在茶香的浸润中走
得更近了

第一次见到张远忠老师是在2014年，我从省城长沙回到湘
西采访非遗传承人，采访的第一位手工技艺类老师就是他。

之后，去张远忠老师的家乡岩头寨镇拍摄、记录传统的古
丈毛尖手工炒茶。 车子在乡路上坚定地前行，一路的风景清丽
且壮观，为了寻访沉潜于民间的湘西古老技艺，我们都回归为
最普通的“古丈看见者”，我们都愿意是一个传播手艺美的“守
艺人”，不惧辛劳、不畏时光。

岩头寨镇上洞溪村隐藏于古丈的大山深处，葱郁的茶园一
弯弯地散落在花树丛间。 这里的村民们喝“鼎罐茶”的历史甚是
悠久，远近闻名；喝茶前必须要先敬茶神、敬土地，而且一定要
用村里的溪泉水或者自家的井水在一种本土特制的生水鼎罐
里煮茶叶。

张远忠介绍，很小的时候，他就记得村里哪个地方有茶喝
他就去那里玩，整个寨上哪家冲茶大家也都到那里玩。 特别是
腊月、正月里，人们是前一层后一层的包围着火炕聚集在一起，
把古丈毛尖放在生水鼎罐里煮。 头顶上的腊肉香味交织着人们
的谈笑声，罐里的茶汤愈发浓郁，茶味是既苦涩又有少许的甘
甜，可以喝出一个很长很长的充满温情的年夜，人们之间的距
离似乎在茶香的浸润中走得更近了。 鼎罐里的茶叶可以存放到
第二天，再加上自家门口的井水放在火上煮，直到茶味一点都
没有了再倒掉。 等到开春了，人们做农活的时候会把煮好的茶
汤装进一个白色的大瓷缸里，带到田间地里，陪伴他们劳作中
每一次日出日落。

要用自己的心感悟每片茶叶在锅里的变
化，赋予它一次完美的新生

在老茶王的家里，我和同行的摄影师看到了传说中无比地
道的“偏偏锅”———一种富有湘西特质的专门用来手工炒茶的
锅。 锅嵌在灶台上，灶台下摆放了很多柴火，按照老茶王的说
法，完成优质的古丈毛尖手工茶最为关键的是“烧火”。 多年前，
他和两位师傅学习炒茶时，曾无数次学习如何把火烧好。 他说，
光是学习烧火就学习了两年。 当年两位师傅为了使他更好地掌
握烧火的诀窍，总在茶叶摊开于锅里时伸出双手，感受从锅里
缓缓上升的温度，当热度最佳时，就让张远忠老师也来伸手体
验。 因此，这一幕哪怕过去了几十年，亦是深深地刻印在老茶王
的心里，他掌握了很多人没有机会学到的制茶智慧。

老茶王在簸箕里飞快地抖动着已经快完成的手工古丈毛
尖，只见那些青翠的茶叶在欢快地上升、飞舞，划出一道道美丽
的弧线，似乎在向我们倾诉它的情感。

老茶王说：“要用自己的心去感悟每一颗茶叶在锅里的变
化。 要用双手来感应茶叶的冷暖需求，要用双手来感受茶叶在
锅里的每一次卷曲和舒展！ 茶叶把它的生命给予了茶人，我们
就要好好地成就它，赋予它一次完美的新生。 ”

用务实的践行一点点靠近我们所痴迷的
人生使命

第二次见到老茶王的时候是第二年春天，正是茶农们采茶
忙、制茶忙的时节。 我和一些公益志愿者去梳头溪英妹子茶园
采摘“一根针”的嫩芽头。 老茶王带我们学习采茶，看起来甚是
宽厚的一双手一碰到那些珍贵的芽尖， 立刻变得灵巧和敏捷，
两个指头准确无误地落在芽尖与茶树的连结点， 轻柔地一掐，
小小的芽尖就飞进了茶篓里。 旁边的“学生们”看得目瞪口呆，
备受鼓舞。

老茶王在活动结束时很随意地对我说：“我手上的指甲长
得很快，今天来之前，我本来出了门，突然想到手指甲没有剪
短，又返回家里把双手的指甲全部剪短了才出门。 ”那个瞬间，
我再次感受到了平凡而普通的古丈茶人朴素但充满力量的职
业美德。

今年的采访是我第三次见到老茶王了。 其间已经跨越了四
年的时光。 岁月流逝的声音总是宁静而坚韧，不容你说道别寒
暄的话语就已经优雅地奔腾向前了。 庆幸的是，我们和张远忠
依然会重逢在传承湘西手工技艺的旅途中，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 （作者系湖南省作协会员）

古丈老茶王

打开神秘的
“ ”

2017年12月25日， 韶山。 窗外是暖暖
冬阳， 不时传来健身长跑赛的欢呼声。 室
内， 着蓝色函套的三种书静静地立在那儿，
一群人屏住了呼吸， 靠近， 靠近传说中的一

代伟人毛泽东晚年读过的大字本， 这是人民
出版社刚首批重印出版的。 因了机缘， 今天
我们打开神秘的“毛泽东大字本”， 打开尘
封岁月， 打开一重重的故事。

“毛泽东大字本”首批重印出版30种图书目录

唐宋名家词选 毛泽东选集 明诗别裁集

李太白全集 毛泽东诗词三十九首 清诗别裁集

词综 毛泽东军事文选 遏云阁曲谱

曲选 毛主席四篇哲学著作 李义山诗文集

史纲评要 （上下） 随园诗话 藏书 （上下）

孙子兵法 刘禹锡集 续藏书

孙膑兵法 容斋随笔 史通通释 （上下）

儒林外史 唐诗别裁集 四书评

昭明文选 宋诗别裁集 晁错集注释

梦溪笔谈 元诗别裁集 柳河东集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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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重印出版的3种“毛泽东大字本”捐赠给韶山毛泽东图书馆。 易禹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