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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
梁，是“存亡继绝”的工作，它不仅向人
们展示历史，更重要的是要保留历史，
让人们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中仍能把握
住民族发展的文脉。

曹丕《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
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湖湘文化源
远流长，湖南人的人文与功业，从湖南
历代诗文中，也可窥见一斑。作为文化
的重要载体，文献总集保存了很多古
代文献，对文化、文学研究和校勘有重
要参考价值。历代三湘学人曾前后相
继，“欲荟萃湖以南文献为一书”，持续

一百多年，成为湖湘文化史上一道亮丽
风景。

湖南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献总
集，是道光二十年（1840）刊行的《资江
耆旧集》，之后又有《沅湘耆旧集》《湖南
文征》等。但这3部总集过去仅有一两个
木刻本，流传有限，阅读不便。以整理湖
南地方文献、弘扬湖湘优良学风为己任
的岳麓书社，很早就开启了校订、重刊

《沅湘耆旧集》《资江耆旧集》《湖南文征》
的工作。这些经过精心校勘、添加现代标
点的岳麓新版文献总集，对于普及湖南
诗文、传承湖湘文化，无疑大有裨益。

这3部总集卷帙浩繁，底本字体又
多“坊本俗书”，整理、出版工作实属不
易。岳麓书社在这 3 部总集的重刊中，
可谓殚精竭虑，做了大量工作。如《湖
南文征》属于集体项目，十几人分工合
作，历数年寒暑，夜以继日，筚路蓝缕，
始得功成……经十多年的辛苦努力，3
部总集的现代标点新版得以完成，这
一文化工程的进行，又一次证明了出
版湘军坚持、坚守、坚韧、坚定的风格
与作风，这是湘版好书能够层出不穷
的真正原因。本期“悦读”特为此出版
工程出特刊以纪以彰。

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吴仰湘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入清以后，湖湘
子弟更是笃学砺行，在千古变局中叱咤
风云，湖南学术与人文臻于极盛。湖南人
文与功业，从湖南历代诗文的汇集中，也
可窥见一斑。

尽付东流的《湖南诗文征》

湘人纂辑的诗文总集中，真正记载
湖南某地诗文整体情况者，当以明朝末
年邵阳车鼎黄所编《邵陵风雅集》为最
早。接着在清康熙年间，长沙廖元度辑成

《楚风补》《楚诗纪》，不过“意主夸多，冗
杂特甚，又疏于考证，舛漏尤多”，所谓

“楚”地，也超出了清代湖南行省范围。
嘉庆十一年（1806），武陵人唐开韶

开始汇编 300 余卷的《湖南诗文征》，第
二年寓居星沙，又纂辑《湖南诗征》。嘉庆
二十年（1815）冬，湖南布政使翁元圻见
到唐开韶所编《湖南诗文征》，“议于贾太
傅祠设局付梓，嗣以有修通志之役，刊诗
未果”。唐开韶不久返乡，在郡城西关外
筑湘上园贮放书稿。道光十一年（1831）
夏，湘上园被洪水冲没，《湖南诗文征》等
散失殆尽，仅余《诗征》残稿 20余卷。3年
后湘上园再遭洪灾，《诗征》残稿又损失
一半。

百年接力的“湖南诗征”

唐开韶之后，三湘学人纷起纂辑“湖
南诗征”，前后相继，持续一百多年。

被梁启超誉为“湘学复兴之导师”的
邓显鹤，先后编成《资江耆旧集》60 卷、

《沅湘耆旧集》200卷，加上其子邓琮所辑
《沅湘耆旧集前编》40 卷，广采东晋以来
湖南各地贤士大夫、布衣野老以及闺秀、
方外的诗作，实现了“欲荟萃湖以南文献
为一书”的夙愿，堪称湖南文化史上里程
碑式著作。

因《沅湘耆旧集》收录断限在道光年
间，同治、光绪以来迄于民国，湖湘学人
纷起踵继，发愿从事续编或补遗。据傅熊
湘《钝庵脞录》载：郭嵩焘主持编纂的《沅
湘耆旧集续编》，“盖以道、咸、同、光四朝
诗人为断，凡七百余家”，但书稿下落不
明。傅熊湘还提到，其师吴德襄也受郭嵩
焘嘱，编选《续沅湘耆旧集》，成稿十数
册，却在1918年毁于兵火。1936年初，时
任湘乡县长的张翰仪汇纂了《沅湘耆旧
集续编》。这部书稿，也在“文夕大火”中
化为灰烬。

近年来北京大学中文系漆永祥、芝
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周原等，发现芝加
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的《沅湘耆旧诗
集续编》163 卷、《沅湘耆旧集补》21 卷、

《沅湘耆旧集前编补》3卷，即是由郭嵩焘
主持编纂的《沅湘耆旧集续编》，弥足珍
贵。

空前绝后的《湖南文征》

参与编纂《沅湘耆旧集》和《沅湘耆
旧集续编》的罗汝怀另辟蹊径，完成了
200卷的《湖南文征》。

罗汝怀曾搜集湘潭先哲朋旧之诗，
编成《潭雅》8 卷，又参与纂修《湖南褒忠
录》、主持完成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
鉴于《沅湘耆旧集》仅收诗而不及文，罗
汝怀有志继作，完成湖南历代诗文的合
璧。他费时十余年，广搜博采，最终在同
治十年（1871）纂成《湖南文征》，收录元、
明以来六百多年间名臣魁儒、才人节士
之文，共计 4068 篇，被湖广总督李瀚章
誉作“楚南文献一巨观”。

为达到“以文存人、以人存文之义”，
罗汝怀还给每位作者撰拟小传，纪其籍
贯、功名、仕履及轶事，另编为《湖南文征
姓氏传》4卷，计有元代7人，明代193人，
清代 589 人。这些传记及所附考证，也保
存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史料或精要的
评价意见，同样有功于后世。

几成完璧的岳麓版湖湘
“文苑英华”

岳麓书社很早就将校订、重刊《沅湘
耆旧集》《资江耆旧集》《湖南文征》等列
入规划。

2007年，欧阳楠主持点校的《沅湘耆
旧集》出版；2010年，熊治祁、张人石点校
的《资江耆旧集》出版；今年初，邓洪波主
持点校的《湖南文征》出版。这三部诗文
总集过去仅有一两个木刻本，流传有限，
阅读不便。因此，这些经过精心校勘、添
加现代标点的岳麓新版，对于普及湖南
诗文、传承湖湘文化，无疑大有裨益。

值得一提的是，收藏在大洋彼岸的
《沅湘耆旧诗集续编》《沅湘耆旧集补》
《沅湘耆旧集前编补》，较之《沅湘耆旧
集》《沅湘耆旧集前编》，不仅规模略大，
资料也更为详备。《湖湘文库》编委会曾
联系收藏单位，希望将书稿整理出版，未
有结果。期待有关方面积极努力，促成合
作，将《沅湘耆旧诗集续编》等公开刊行，
使岳麓版湖湘“文苑英华”早成完璧。

马美著

“湘学复兴之导师”

湖南地处楚南，北临长江，群山
环抱，不易受中原人文影响，自楚骚
以后文学不够发达，湘人的诗文创作
散落民间，幸有一批痴迷湖南文献者
竭力搜讨，蔚成三大全集，为湖湘文
化传承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而其
中厥功至伟者为邓显鹤。

邓显鹤（1777—1851），字子立，
号湘皋，晚号南村老人，湖南新化人。
他一生潜心著述，诗文创作都有很高
的成就，但他更执着于湖南文献的搜
集整理，编纂《资江耆旧集》《沅湘耆
旧集》等书，“极力提倡沅湘学派”，被
梁启超称为“湘学复兴之导师”。邓显
鹤尽心竭力搜讨文献，孜孜不倦编纂
文献，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出版家，也
是编辑出版人永远的楷模。

心无旁骛，毕生精力
都放在文献搜集整理上

邓显鹤早年参加科举考试，中过
举人，但他淡泊名利，“厌薄仕进”，以
传承湘学作为自己的最高志趣。他只
做过十余年宁乡县训导，毕生的精力
都放在文献搜集整理上。邓显鹤与两
江总督陶澍是故交。陶澍很赏识他的
才华，曾邀请他入幕治理盐政，被他
婉言谢绝，他一心扑在文献编纂工作
上。邓显鹤心无旁骛，除编纂两部诗
歌总集外，还编纂了《船山遗书》《周
子全书》《圭斋全集》《宝庆府志》《武
冈州志》《楚宝（增辑）》等书，累计
1000 余万字。这些著述刊刻价值之
大，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明末王船山是湖湘文化的集大
成者，由于诸多原因，他大量的著述
在很长的时间里未能出版，其博大精
深的学问也鲜为人知。邓显鹤深知船
山著述的重要性，经过多方搜求，在
船山去世150年后刊成《船山遗书》，
第一次系统地编辑出版船山著作，船
山学问才开始得到广泛传播，深深影
响了湖湘乃至全国的士子。维新派代
表人物谭嗣同就深受王船山的影响，
他曾说“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
一声雷”，把船山思想看作“万物昭
苏，天将破晓”的第一声春雷，给予王
船山极高的评价。

不遗余力，殚精竭虑，
搜集文献，严择精编

邓显鹤之所以取得巨大的编辑
成就，源于其含辛茹苦奋力拼搏的精
神。他年轻的时候就立下宏愿，要编
一本湖南诗歌总集，可要编这部书，
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以参考，他就到全
省各地去搜求。搜求的过程非常艰
难，作者的后人往往把家藏稿本刻本
视为奇货，不肯轻易示人，所以邓显
鹤“偶得片语，如获异珍，惊喜狂拜，
至于泣下”。《资江耆旧集》一书，“凡
阅二十余年访求之力，始克成书”。曾
国藩称赞邓显鹤“其于湖南文献，搜
讨尤勤。如饥渴至于食饮，有如大谴
随其后，驱迫而为之者”，说他搜讨文
献就像饥渴了要吃喝一样，就像有人
在拼命追赶一般。如果不是邓显鹤二
十多年如一日的拼搏精神，稍有懈
怠，就难有这两部煌煌数百万字巨著
的出版。

搜集文献，还只是第一步。经过
千辛万苦搜集的诗作，又有一个抉择

的问题。如果没有严谨的标准，草率
将就，将至于书不成刊，无以“信今而
传后”。故邓显鹤制定了严格的取舍
标准，《沅湘耆旧集》编成之后，他自
信做到了“容有粗浅而必无叫嚣，有
平直而断无轻薄”。书稿编辑完成后，
邓显鹤又多方筹措资金，谋求刊印，
真正是不遗余力，殚精竭虑。

堪为楷模，子承父业；
绍承遗范，继往开来

作为一个优秀的出版人，邓显鹤
刻苦自励的精神深深影响了后人。他
的儿子邓琮也是一位很渊博的学者，
受父亲影响，也着手编纂文献，《沅湘
耆旧集》前编四十卷，即是他“积年所
拾掇”的成果。正是邓琮编纂的前编，
搜集了从晋代到元代的湘人诗作，弥
补了邓显鹤本编之不足。

《湖南文征》的编纂者罗汝怀视
邓显鹤为老师，深受其影响。他曾参
与过《沅湘耆旧集》的编纂工作，邓
显鹤称，“搜访之勤且慎”者罗汝怀
等人用力居多。对于编纂《湖南文
征》，罗汝怀明确说明：“近新化邓氏
刊行《沅湘耆旧集》……是篇之作，
盖 继 邓 氏 之 志 ，亦 冀 诗 古 文 辞 兼
行。”在《湖南文征》的编纂过程中，
对所收作者的诗歌入选《沅湘耆旧
集》的首数都作了说明，可见二者之
间的承继关系，也可见邓显鹤作为
一个杰出的编辑出版家对后人的影
响之大。

今日出版湘军享誉华夏，在全
国居于领军地位，自是绍继前人的
遗风，然时势在变，吾辈更当以先贤
为榜样，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笔墨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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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显鹤：

编辑出版人的楷模

总编辑谈

编者按

岳麓君

第一部资江流域地域
性诗歌总集

《资江耆旧集》是湖南第一部地
域性诗歌总集，主要收录明代至清
代道光间资江流域人士的诗作。全
书六十卷，附《资江盛事》一卷。其编
纂主旨是“以诗存人，亦以人存诗，用
备一方掌故”，即注重其文献价值。集
中所录，不拘一格，举凡骚人韵士、布
衣野老、闺秀方外，只要有诗，均为收
入。每位诗人系以小传，介绍其籍贯、
生平、著述、诗歌特色等，然后选录
其代表性诗作。

本书的编纂者邓显鹤，字子立，
号湘皋，新化人，曾任宁乡县训导，
先后主讲常德朗江书院和邵阳濂溪
书院。

《资江耆旧集》的整理刊刻，得
到了陶澍的支持。陶澍，安化人，曾任
两江总督。邓显鹤原拟编纂的是《邵
州耆旧集》，陶澍建议他把编选范围
扩大到资江流域，定名为《资江耆旧
集》，并与邓显鹤一道商讨该书的编
纂体例等。陶澍还参与了该书的编
纂。全书定稿后，由陶澍捐资开始雕
版，于道光二十年（1840）刊行。

[清]邓显鹤／编纂
熊治祁 张人石／校点

岳麓书社2010年1月出版

第一部历代湖南诗人
诗歌总集

《沅湘耆旧集》，是一部湖南历
代诗人诗歌的总集。全书包括了前
编与本编两部分。前编四十卷，由邓
显鹤之子邓琮编纂，所录诗人起于
晋代罗含，止于元明间李祁。本编二
百卷，由邓显鹤编纂，所录诗人起于
元明间李祁，止于作者编纂之时已
去世者。全书体例如《资江耆旧集》。
本编刊行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
前编刊行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

《沅湘耆旧集》是邓显鹤在费时二

十余年辑成《资江耆旧集》之后的又一
部湖南诗歌总集。与前集相比，后集涉
及的地域更广阔，这里的沅湘实指湖
南全境；涉及的时间跨度更长，起于晋
代，当是湖南可考证的有诗歌之始；搜
集诗人诗作之多，也是前集无可比拟
的。《沅湘耆旧集》后出，自然收录了

《资江耆旧集》之诗人诗作，但两相比
较，其收录仍然有着差异。

[清]邓显鹤 邓琮／编纂
欧阳楠／校点

岳麓书社2007年12月版

湖南历史上第一部文章总集

《湖南文征》是湖南历史上第一
部文章总集，为清代罗汝怀编纂。

罗汝怀（1804—1880），初名汝
槐，字念生、研生，湘潭人。道光十
七年（1837）拔贡，次年赴京，廷试
落第后返湘。继左宗棠后，于道光
二十年（1840）主讲醴陵渌江书院，
两年后辞归。咸丰中，入湘军主帅
曾国藩之幕。同治、光绪间，曾入职

《湖南通志》局分管艺文，主持湖南
褒忠局，编辑成《湖南褒忠录》《湖
南文征》。

《湖南文征》刊印于清同治五年
至十一年（1866—1872），共二百零
一卷，其中正文一百九十卷、姓氏传

（作者小传）四卷、元明文五十四卷、
国（清）朝文一百三十六卷。收辑自
元明至清同治（限已故者）近六百年
间“名臣、魁儒、才人、节士之文”，共
四千零六十八篇，作者计七百八十
九人。全书所收文章均按体裁类别
分卷排列。

书前有曾国藩和湖广总督李翰
章序，二人对此书评价颇高。

《湖南文征》为 2011—2020 年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此次
以湖南图书馆藏清同治刻本为底
本，系首次点校整理出版。书末附

《人名篇名索引》。
[清]罗汝怀／编纂

邓洪波／主编
岳麓书社2020年1月版

李业鹏 许静

对于出版从业者来说，一本或者
一套好书的出版，是时光给予我们最
好的礼物。2019年12月底的某一天，
当《湖南文征》的第一套样书摆放在
面前的那一刻，作为责任编辑，我们
既有收获的喜悦，又心存感恩。

缘起与擘画

2008 年 9 月，岳麓书社《湖湘文
库》项目出版了《湖南文征》（全六册）
的影印版，虽制作精良，但还是不符
合大多数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要求，因
此我社一直考虑将之点校整理出版。

2009 年 8 月，全国古籍整理出
版 规 划 领 导 小 组 开 始 组 织 编 制

《2011—2020 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为做好项
目规划，岳麓书社举办了“古籍整理
项目专家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就

本社 60 余个初选项目，展开深入的
交流与讨论。研讨会确定了最终申报
项目，《湖南文征》（点校本）位列其
中。之后历时两年多，全国古籍整理
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经过深入调研和
反复论证，在 2012 年 7 月正式发布
实施《规划》。岳麓书社共有 9个项目
入选，《湖南文征》为其一。

虽已立项，但《湖南文征》的启
动，要等到两年后《湖湘文库》的结
项。当时社里负责此项目的是湖湘文
库项目部，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推进

《湖湘文库》，分身乏术。
2015 年，当时负责此书的湖湘

文库编辑部刘无羡联系了几位古籍
整理专家，把复制后的底本分批送到
他们手上，请他们开始点校整理。项
目正式启动。

2016 年，社里成立了重点项目
和学术著作编辑部，《湖南文征》“流
转”到了新成立的部门，我们于是成
了这套书稿的最终责任编辑。

三年辛苦付出

从作者交稿，到最终出版，中间
经历了无数繁难。

2017 年初，点校者开始陆续交

稿，我们马上进行录入、排版工作。由
于书稿规模较大，经常处于边点校、
边录入、边校对、边编辑的状态。《湖
南文征》分为“元明卷”和“国（清）朝
卷”，每一部分都是从卷一开始，且以
文体分类，标题都类似。为了不出错
误，我们把所有底本先翻看了一遍，
仔细记录下每卷的体裁类别，慢慢
地，对全书体例越来越熟悉，编校时
也就越来越从容。后来在编制全书总
目时，这份记录表又派上了用场。

每一个庸常的日子，都必须郑重
以待，我们要时刻准备着解决各种突
发问题。

由于本书的整理属于集体项目，
点校者较多，各位老师对部分通假
字、异体字、避讳字以及校勘符号、
校勘记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但很
多时候又不能统改。因此在全部书
稿编辑完后，我们曾花了好几天坐
在排版室，辛苦排版的同事把可疑
文字都搜出来，再由我们一一确认，
看是否要改。

2019 年 6 月，我们进入与《湖南
文征》书稿相伴的第三个夏天。此时
掰着指头数一数，先后或多或少、或
久或暂，参与其中的编辑、外审、校对
人员，竟有十几人之多。

两项重要的收尾工作

接下来，还有两项重要的收尾工
作要完成。

一是编制索引。为方便使用者阅
读与查找，提高图书的使用率，在确
定书稿内容不再改动后，我们开始
编制《人名篇名索引》，作为全书附
录。此项工作没有便捷方式，我们花
费了较大的精力来做。这一编就是
三个月。

二是封面装帧设计。封面和设计
师沟通了很久，改了很多方案，打印
了很多次样稿，最终选定了最适合这
套书的设计。选纸和印制也是步步紧
盯，努力达到预想的完美效果。

《湖南文征》的书名题签，是集
曾国藩手书，而封底所用篆书“湖
南文征”四字，则来自何绍基写于
同 治 八 年 重 阳 节 的 原 书 题 签 。封
面、封底，两大书法家的字，一前一
后，相得益彰。

特别要说明的是，《湖南文征》主
编邓洪波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岳麓书院古籍研究所所长。正是由于
有这样一位资深的史学专家把关，才
使得我们的工作少了一份紧张，多了
一份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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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给予我们最好的礼物
——《湖南文征》编后感言

编辑手记

邓显鹤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