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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在林林总总的职业中，编辑这个职业似乎

与生俱来地要有更多的使命意识、担当意识，
而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在一位编辑一生
的职业生涯中，社会担当会贯穿其始终。不出
坏书、不出昧着良心的图书，是每一个编辑的
操守；多出好书、多出能传承文化、影响社会和
时代的图书，又是每个编辑为之奋斗的事业和
追求。正如出版家聂震宁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做出版和从事其他许多社会文化活动一样，
首先要有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金庸曾提出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理念，我们同样可以
说‘书人优者，为国为民’”。

刘茁松是个为文字而生的人，文字中的

刘茁松是自信的。很少有人像刘茁松这样，
对物质和世俗的东西，看得如此淡。他没有
车，很少参与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出门旅游。
但刘茁松对文字却看得很重，他会为一个字
的正确写法、一句话的正确表达与朋友争论
半天。

他用 20 年做一件事、编一套书，如此枯
燥、艰辛的事情，估计很难有人能做得到，但刘
茁松做到了，他不但做到了，还能化苦为乐。这
不仅需要毅力和努力，更需要一种精神。

王文西，一个瘦瘦小小的读书人，为了一
次对书的承诺，发誓“书不编成，不剪头发”。
编这套书 6年，留发一米多长。6年时间，全身
心投入，这份责任心，这份对书的热爱和执

念，对传播文化、传承文明的追求，一般人也
是很难做到的。

王文西从事古籍整理、文博考古方面的
图书编辑工作，被人戏称为“冷门”，要想出
成绩，须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王文
西开玩笑说：我读研时导师也姓冷，同门师
兄弟被称为“冷门弟子”，耐得住寂寞正好是
我们师门的学风。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种精神，是一种热
爱与执着，是一种理想与追求，是一种对文
化传承、对社会和国家的使命和担当意识。
做编辑如此，做人亦应如此。

这种精神，也正是出版湘军“能吃辣椒会
出书”的底气。 （曾衡林）

曾衡林

敏于文字，拙于生活

生活中的刘茁松大体是个有点糊涂
的人。那日，约好了下午3点去他工作单
位见面。到湖南文艺出版社时，我给他打
了十几个电话，可他手机一直处于无人
接的状态。只好按门卫的指示，上办公楼
9楼去找他。到了9楼一看，好家伙，进办
公区要门禁卡，而四周又没有一个人可
以求助。不得已，我又坐电梯下到了一
楼。才出电梯，刘茁松匆匆忙忙地赶来
了，我不禁有点气恼地问：你怎么不接电
话呢？刘茁松有点尴尬，说：我的手机忘
在办公室了。

刘茁松的朋友说：刘茁松是一个熟
练于文字世界、生疏于文字外世界的人。
这话，我有点信了。

生活中有点糊涂的刘茁松对于读
书、编书，却是极其认真的。2013 年 12
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历代辞
赋总汇》，这是在中国出版界都堪称奇迹
的浩大工程，收录的辞赋，从先秦一直延
续到清代，入选辞赋作家 7391 人，入选
辞赋作品 30789 篇，全书竖排，繁体，共
计 26 卷，2800 多万字，重量近 70 公斤，
总计耗时 20 年，而刘茁松，正是该书的
首席编辑。他 20 年的美好青春时光，就
潜伏在这片如海的文字中，其间的艰辛、
枯燥，常人怎能想象？

与《历代辞赋总汇》的机缘

做图书编辑，编什么书，很多时候是
靠机缘的。

1994年，当时全国有几家出版社出
现一个新动向，就是有编辑从编辑部调
到发行科工作，以应对图书发行市场日
益艰难的困境。湖南文艺出版社也在行
动，刘茁松和另外几个编辑积极响应，从
编辑部调到了发行部。刘茁松说，自己的
想法，至少也是锻炼一下，增长见识吧。
但刘茁松到发行科才几个月，就碰到《历
代辞赋总汇》项目要正式上马。

这套丛书，本来是1990年张光华社
长任职时签署的出版合同。经过几年的
资料收集整理，在当时，至少宋代以前的
部分可以交给编辑处理了。这个项目的
负责人是马小驹，他是主编马积高的儿
子。一个古籍整理的项目，没有放在岳麓
书社，而是放到湖南文艺出版社，其中的
因素之一，是考虑马小驹作为副社长有

利于项目的实施。但是，谁
来具体执行呢？这样

一个大项目，组
成一个项目小
组 ，是 很 自 然
的。文艺社组建
了一个五人小
组，刘茁松做组
长，而且是唯一
的专职辞赋编

辑，其他几个人则分配一部分任务兼着
做。

刘茁松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平
时给了同事热爱读书的好印象。他阅读
古代文学比较多，有一定的底子，这一
点，社领导也知道。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湖南

刘茁松的第一份工作，其实并不在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63年出生的刘茁松是衡阳人，他
的中学时代是在衡阳师专附中度过的，
父亲当时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母亲在市
妇联工作。在父母的教育下，刘茁松从小
就喜爱读书。1979 年他参加高考，成为
了衡阳市的文科状元，进入武汉大学学
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人民文学出版
社。在校对室干了几个月，刘茁松进入茅
盾全集编辑室，曾参与过《茅盾全集》前
十卷的整理出版工作。

刘茁松告诉我，他那时一心想搞创
作，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呆了不到两年，自
觉无趣。这时，他认识了从湖南借调到人
民文学出版社做《鲁迅全集》和《瞿秋白
全集》整理出版工作的朱正。刘茁松把自
己的心事跟朱正说了，得到了朱正的理
解。通过朱正的推介，1984年，他回到湖
南人民出版社工作。次年，文艺板块从湖
南人民出版社剥离，组建湖南文艺出版
社，他调入文艺出版社旗下的《芙蓉》杂
志。1990 年转入文艺社古典文学室。刘
茁松说，那几年也没有做什么古典文学
的书，只是编了点散文集。

遇上的最大困难是技术
和人力上的

从 1994 年接手《历代辞赋总汇》工
作后，刘茁松一干就是20年。他告诉我，
期间遇上的最大的困难是技术上和人力
上的。

辞赋这种体裁是古代文人用来炫耀
才学的，其中充满了各种生僻的异体字，
古籍整理要保持这些生僻字的原貌，技
术上要求很高。一般来说，整理是都把
异体字转换成常规字。但是整理出版

《历代辞赋总汇》，因为辞赋文体的特
点，则应尽量保留较多的异体字。当时，
省内新华印刷一厂电脑排版技术力量
有限，实施过程很难，出版受阻。这个问
题，经岳麓出版社同行帮忙，介绍了北
京一家电子信息技术公司接受这个项
目，才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该公司的好
处是，他们同时还有校对力量，弥补了

《历代辞赋总汇》出版过程中编辑、校对
力量的不足。

做一套书，一定要考虑可行性。刘茁
松说，1989 年这个项目提出时，主编马
积高先生就因其可行性有过犹豫。经过
一年左右的考虑，马先生才答应出任主
编。马积高先生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不
断调整异体字处理方案。要用现代电子
排版技术完全复制手工时代的异体字原
版原字，是不可能的。最后成书的面貌，
只能按可行性的原则做。

在《历代辞赋总汇》的编辑出版过程

中，刘茁松付出的艰辛与努力是最多的。
但是，每次谈到这个话题，刘茁松总是轻
轻地略过。

做编辑，其实也是一种学习

马积高先生是刘茁松同乡，衡阳人。
刘茁松是因做《历代辞赋总汇》才跟马先
生有交往的。为工作上的事，刘茁松到马
先生家中去过很多次。马先生给他的感
觉是为人平易、温和。为学，看他的书，知
道是广博而又专精，这是他们那一代人
的特点。同时，作为卓有成绩的学者，马
先生很有创见。马先生的笔名是野马，这
个笔名透出他的一些个性。马先生曾说，
出任《历代辞赋总汇》主编，他个人至少
少写三本书，其中一本，是《李卓吾传》，
他说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只等开
笔写了。刘茁松说：可惜，我们永远看不
到马先生笔下的李卓吾了。

从这些前辈大师身上，刘茁松学到
了一种为人为学的精神。

周履靖，明隆庆、万历间浙江嘉兴
人，性慷慨，善吟咏。刘茁松说，这是他在
编辑这套丛书时，印象最深刻的几个人
之一。周履靖几乎把在他之前所有文人
的赋，分门别类全部重新写了一遍，天
文、地理、人文……无所不包，几乎可以
说是一部百科全书。《历代辞赋总汇》收
录了周履靖至少 500 篇赋，所占页码达
157 页之多。刘茁松说，古人的写作，特
别是赋，并非特别强调独创，它更像是书
法的临摹，通过赋来锻炼人的文字能力。
从周履靖的赋中，刘茁松既感受到了赋
的包罗万象的力量，也从中体会到了明
朝时中国的强大和气魄。

衣带渐宽终不悔

从 1994 年开始参与《历代辞赋总
汇》编辑，到 2014 年完成出版，历时 20
年。做古籍整理，做大部头丛书，苦不苦？
当然苦，辛苦，艰苦，勤苦。但是，刘茁松
却说：苦中有乐，苦中作乐，否则，只有
苦，什么事都做不成的。辞赋有什么乐？
赋是韵文，读起来朗朗上口，有音乐的美
感；辞赋原稿，大都是复印古籍，不少复
印件的字都美观大方，也是一种享受。

现在又是 6 年过去了，近 30 年来，
刘茁松的主要工作是辞赋编辑，也编过
其他的一些图书，如《讨山记》《胡同》《吃
的风度》《二十个人·新文化人群记》等。
目前他正在编辑出版《说园廿章》。

二十年，只做了一套书；一辈子，给
了读书和编书，刘茁松说他不后悔，因为
他喜欢书、爱书。作为一个出版人，对书
的爱，与普通人对书的爱，可能不同。出
版人爱书是不计较成本和功利的。

刘茁松说，不考虑市场当然不行，但
是光考虑市场，是远远不够的，出版人要
有更高更强烈的追求，那就是要做好文
化积累、文化传承的工作。

刘茁松不喜欢喝酒，也有意识地屏
蔽掉了一些无谓的应酬。刘茁松不爱送
礼，但是却喜欢送书。看着岁月流逝后刘
茁松头上日渐稀疏的头发，我在想：在他
的世界里，永远弥漫着书的清香。这，难
道不也是一种幸福？

曾衡林

王文西的微信头像是他的一副
素描，戴着圆框的深度近视眼镜，后
面扎着个小马尾，文文弱弱，有点近
代文人的风范。

很难把这个有点腼腆内向、瘦瘦
小小、看起来似乎还有点稚气未脱的
男人，与《中华大典·艺术典》这样的
煌煌巨著联系起来；也很难把曾经长
达 1.05 米的头发，立下了“项目不完
成不剪头发”的誓言，与一场持续 6
年之久的情怀与坚守的战斗联系在
一起。

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就是
王文西。

接手了一个几乎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

2007 年，从湖南师大中国古代史
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王文西进入
岳麓书社工作。王文西说，他进入岳
麓书社，原本是为了“曲线救国”。他
的导师冷鹏飞教授对他非常器重，希
望他能继续攻读博士，然后做个大学
老师，写书做学问。但是冷教授当时
还没有带博士，所以王文西只好就近
工作，等待时机。2008 年元宵节，冷
教授中风，一直在医院住到病逝，王
文西只好把读博士的念头断了。

跟随师傅管巧灵进行了 4 年多的
古籍整理、文博考古方面的图书编辑
工作后，2012 年初，未满 30 岁的王文
西接手了《中华大典·艺术典》的编辑
出版任务。“对我来说，《中华大典·艺
术典》是自己首次独立挑起一个国家
重点出版项目，有着非凡的意义。”

王文西告诉记者，当时社里之所
以选择他，是看到他在文博考古编辑
方面的积累。他编的第一本书是从台
湾引进版权的《史记风云人物》，才印
8 千册都没有售完。编这本书给王文
西的感受是：在出版市场这一块，自
己还是个菜鸟。于是他潜心研究市
场，写了 10 多万字关于文博考古出
版方面的心得、市场调研报告和图书
版块规划。

其实早在 1987 年，岳麓书社就
开始参与筹备《中华大典》的出版工
作 ，2006 年 ，岳 麓 书 社 就 已 经 启 动

《中华大典》子项目《艺术典》的编纂
工作，但受制于各种实际困难，项目
一直没有完成。

25 年都未完成的项目，可见困难
之多，难度之大。“事在人为。”王文西
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

立下“项目不完成不剪
头发”的誓言

虽然接手了《中华大典·艺术典》
的编辑出版任务，但是身边的质疑声
一直就没断过。一些同事认为，不应
该把这样一个重大项目，交给一个年
轻人，“这项目不可能完成的。”2012
年底，岳麓书社年度选题论证会举行
时，王文西特意选在最后一排坐下。
会上，有同事提到，《中华大典·艺术
典》在王文西手上搞了也快一年了，
却一点动静也没有。在座的人都把目
光投向了王文西。王文西只觉一股热
血上涌，他想到了古人蓄发明志的故
事，激动地站起来说：“请老师们放
心，项目没做完，我就不剪头发。”

“当时说这句话时，也是为自己
打气，但话已经说出口了，不管用什
么样的方式都要做到。”

“爸爸，你头发有105厘
米啦！”

编校工作繁琐而枯燥，大典的书
稿需要进行大量古籍资料的普查工
作，为了减轻作者们的负担，王文西
和同事们“自找麻烦”，主动包揽了前
期的资料查重、底本核对、引文归经
入纬及排序等工作，从书稿录入、断
句标点，到编纂书稿、编校清样，既当
不署名的作者，又做责任编辑。

如果说工作的繁琐是对身体的
折磨，项目是否会有始无终则是不折
不扣的精神折磨。《中华大典·艺术
典》从筹备到完成的这 30 多年里，三

代读书人肩负着历史使命，怀着知识
分子的朴素理想，投入这项漫长枯寂
的工作中。

“女儿从出生开始就没见过我短
发的样子，一两岁的时候还对着我叫

‘妈妈’。”他的长发成为了女儿最好的
玩具，有时书稿的工作压力过大，头发
掉得多，女儿就跟在爸爸后面一根一
根地捡头发，然后捏着长长的头发“嘲
笑”他。有一次还特意拿卷尺量了一
下：“爸爸，你头发有 105 厘米啦！”

很多人没能等到与它见面

《中华大典·艺术典》最终呈现了
1400 万字的成品，但王文西与同事们
处理过的文字至少要翻 6 倍，留下几
十箱书稿档案，一箱至少有五六十斤。
如今这些书稿档案静静地堆满房间的
一角。用同事孙世杰的话说，这个过程
有点像两个人坐着一叶扁舟，在无边
的大海中划行，却不知何时靠岸。

“靠岸”的希望在 2015 年第一次
出现。当年 5 月，《中华大典·艺术典》
中的《陶瓷艺术分典》率先出版，让王
文西摸着及腰的长发稍微松了一口
气。书稿档案室里的校样越堆越满，
王文西的头发越来越长，大典的编辑
工作也渐入佳境。

2018 年春节前夕，王文西拿到了
全套 8 本《中华大典·艺术典》新书，
心 中 五 味 杂 陈 ：“ 终 于 能 过 个 好 年
了。”说这句话时的王文西，心中也藏
着无法弥补的遗憾。

从 1987 年 岳 麓 书 社 参 与 筹 备
《中华大典》项目，到 2018 年《中华大
典·艺术典》出版，在此期间，《服饰艺
术分典》主编李之檀、《艺术典》外聘
编辑廖承良等作者和编辑带着未见
成书的遗憾辞世。

更让王文西歉疚的是：“每年春节
前我都会去北京与艺术典主编金维诺
先生见面，今年因拿到新书时离过年
只剩 3 天买不到票，我想着年后背着
新书去医院给老人家拜年，却在大年
初四接到金老助手打过来的电话，94
岁的老人家已于大年初二去世，一切
都来不及了。”挂断电话的王文西哭得
泣不成声，吓坏了一旁的女儿。

尽量多出好书，少留遗憾

王文西从事的古籍整理、文博考
古方面的图书编辑工作，被人戏称是

“冷门”，要想出成绩，就要有“板凳要
坐十年冷”的精神。王文西开玩笑说：

“我读研时的导师也姓冷，同门师兄
弟被称为‘冷门弟子’，耐得住寂寞正
好是我们师门的学风。”

据不完全统计，王文西从业以来
至 2020 年，参与策划、执笔申报、承
担编校各类国家级重点出版项目合
计有 16 项，这还不包括其他一般图
书的编纂。2017 年，王文西又接手了

《湖南石刻文献集成》项目，规划计
1300 多万字，共 20 册，目前已交稿。
2018 年，他又接手了国家出版基金资
助项目《走马楼西汉简牍》，全 6 册，
预计 300 多万字……再加上文博考
古系统、档案馆、方志馆和一些地方
政府的采购项目，王文西告诉记者，
他目前手里还有两千多万字的编校
工作量。“睡觉都睡不好啊。”

王 文 西 说 ，这 些 项 目 因 为 时 间
紧，任务重，同样难度很大。如《湖南
石刻文献集成》，不少石刻由于年代
久远、风化严重，辨识度极低。石刻的
收集整理也不易。有一次，一位作者
到一个边远的乡村去看碑文，这块碑
坐落在当地村民的祖坟里，村民们把
他当盗墓贼抓了起来，直到当地派出
所来人核实了他的身份才放人。

在《中华大典·艺术典》出版时，
王文西曾写过一首《艺术典修成剃发
咏怀》，最后一句是：“剪断青丝君莫
笑，余生未老不及腰。”道尽了他心中
的感念。如今，长发虽然剪短了，但他
心中的那份执念仍在，他肩负的任务
也并没有减轻。王文西告诉记者，他
对自己的要求是：尽自己的能力，做
一个好编辑，多出好书，少留遗憾。

王文西仍然在路上，在“传播文
化，传承文明”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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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西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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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刘茁松和
他编辑的《历
代辞赋总汇》。

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