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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元月，中华书局由陆费
逵 先 生 在 上 海 创 办 ， 迄 今 已 107
年。建局之初，奉行“开启民智”
的宗旨，抓住历史机遇，迅速崛
起，成为近代中国大型综合性出版
机构之一。陆续出版《辞海》《四部
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具有深远
影响的辞书和古籍类图书，编辑出
版了 20余种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

1958 年，中华书局成为以出版
古籍整理、学术著作图书为主的专
业出版社。此后出版了 《资治通
鉴》《全唐诗》《甲骨文合集》《殷周
金文集成》 等一大批内容厚重的优
秀图书，享誉海内外。

我们一直认为，作为传统文化
出版重镇，培根铸魂，是中华书局
在新时代的天职和神圣使命。要对
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华民族的文化
典籍进行更完善的整理、更精准的
阐释，以适应新时代的新需求；以
成体系、成规模的产品序列，适合
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推动传统经
典阅读，让传统文化的书香，散播
到全社会的每个角落。这一认识，
既是对新时代文化建设发展的积极
响应，也是对自身百年文化传统的
自觉传承。

中华民族历来高度重视自身的
历史文化传承，有盛世修史和校刻
正史的传统。离开对自身历史的了
解，民族自信、民族认同与民族凝
聚力，就无从谈起。中华书局历经
20年，组织全国上百位专家学者整
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 《清史
稿》 点校本，被公认是新中国最重
要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

“二十四史”及 《清史稿》，记
载了历朝历代的概貌，其中蕴藏着
前人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堪称中
华文明史的全记录，视之为“国
史”。中国民族的根与魂，就是靠这
些煌煌典籍代代相传的。

国史之中，最为人所瞩目的，
自然是 《史记》。《史记》 的点校和

修订，与国家的重要时间节点息息
相关。1958年，毛泽东主席指示著
名学者吴晗、范文澜组织点校“前
四史”。《史记》 由著名历史学家顾
颉刚领衔整理，于 1959 年 10 月出
版，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点校
本 《史记》 凝聚了贺次君、顾颉
刚、宋云彬、聂崇岐四位先生的辛
勤劳作和智慧学识，在古籍整理方
式方法及体例规范的确立上，进行
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得益于近年来
学术研究尤其是断代史研究的深
入，得益于大量珍贵文献、善本和
海外古本的利用以及数据库检索技
术的进步，2006年，中华书局着手
规划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
作，希望通过严格规范的古籍整理
实践，在原点校本基础上，形成一
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
审、阅读方便的升级版本。首先推
出的，仍是《史记》的修订本。《史
记》 修订历时 8 年，于 2013 年出
版，获得了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高
度评价。

2019 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也是点校本 《史记》 出版 60 周年。

《史记》 撰就，开纪传体通史先河；
《史记》点校，拉开新中国最伟大的
古籍整理工程——“二十四史”点
校工程序幕；《史记》修订，点校本

“二十四史”修订工程自此启动；
2019年，中华书局主办第四届“伯
鸿书香奖”全民公益阅读活动，将

《史记》选定为“同一本书”阅读主
题，倡导当代青年用最新颖的形式
来表达读 《史记》 而生发的思索与
感悟。历时数十载，政府、学者、
出版方、读者，以各自不同的角
度，合力推动这部文化巨著的传承
与传播，共同见证新中国古籍整理
事业的发展、学术的进步和国家的
崛起。

窥斑见豹，从1958年至今，中
华书局系统整理出版了数千种古
籍，覆盖了经史子集各类，体系完
整，质量优异，满足了学术界文化
界的阅读使用需要，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做出了正本清源的重要贡
献，为中华民族的培根铸魂奠定了
坚实可靠的基石。

培根铸魂，仅靠传承是不够
的，还必须响应时代新需求，守正

出新。中华书局向来关注传统文化
的普及，比如定位于“大专家写小
文章”的 《文史知识》 期刊，自
1981年创刊以来，以普及中国古代
文史知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宗
旨，汇集全国一流文史专家，孜孜
以求知识性、趣味性和学术性的统
一，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和各界
读者的喜爱。又如勇开风气之先，
于 1982 年引进美籍华人黄仁宇著
作 《万 历 十 五 年》， 立 刻 风 靡 一
时，数十年来，越卖越火，堪称畅
销 书 榜 的 “ 常 客 ”。 有 媒 体 评 论
说 ， 本 书 “30 年 来 的 一 版 再 版 ，
就像一杯功夫茶，经过长时间的发
酵和累积，影响力从学界到民众逐
步传播扩散”。

2003 年，中华书局将“守正出
新”树为新时期出版理念，在坚持
出版传统和专业优势的基础上，适
应市场需要，拓展多层次出版格
局，大胆开拓，陆续推出 《正说清
朝十二帝》《于丹 〈论语〉 心得》、

“中华经典藏书”系列、“中华经典
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系列等普
及读物，中华书局的影响力扩展到
了更广大的大众层面。

出新，不仅体现在纸质出版物
的内容创新，更体现在紧跟时代脚
步、积极推动数字出版的战略出
新。2014年，中华书局自主研发的
大型古籍数字出版产品“中华经典
古籍库”上线。2015年，中华书局
全资子公司古联数字公司成立，以
推动古籍数字出版加速发展，逐步
形成系列数据库集群，力争成为国
内领先的优质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内
容提供商和知识服务商。

我们愿以一代代人的努力，让
传统文化的根须牢牢植入我们脚
下的热土，又让它的枝叶自如舒展
向我们头顶的天空，让中华书局真
正成为“传统文化故乡，现代精神
家园”。

（作者为中华书局总编辑）

5 年前，父亲办理了退休手
续，离开工作了几十年的岗位。不
用每天夹着公文包去上班，本该是
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每到上班时
间，父亲往往会习惯性地从沙发上
站起来，在院子里发一会儿呆，然
后又默默地回到客厅里看电视，神
情总有说不出的失落。

有一天，父亲外出遛弯儿，回
来后很兴奋：“新开的图书馆距离
咱们家很近，真是太方便了！”从
此，父亲常常去图书馆，一去就是
大半天，用母亲的话来形容就是：

“老头子在图书馆上班了！”有一
天，我下班早，路过图书馆时悄悄
走进去一看，父亲坐在邻窗的位置
上，桌子上摆着他那个大号的茶
杯，茶杯旁边是厚厚的一摞杂志，
多些是养生、保健类，而他正在津
津有味地阅读一份 《人民日报》。
我没有惊动这个爱学习的老头儿，
找了一本书，也躲到角落静静地读
起来。

父亲不仅爱读，还喜欢摘抄，
看到有用的东西就记下来，有时还
真能派上用场。我长期在电脑前工
作，落下颈椎不好的毛病，有时会
头晕。父亲从他的剪报中找到一篇
文章，建议我把电脑显示器的高度
增加十几厘米，说是这样对颈椎伤
害最小。当时，我没把这件事放在
心里。不料没过多久，快递员送来
一个包裹，里面装的竟然是父亲网
购的电脑增高支架，还是我最喜欢
的纯白色。支架安装好以后，重新
把电脑放上去，我尝试了一段时
间，果然感觉不一样，颈椎也不那
么难受了。

一年前，母亲体检时查出胆固
醇偏高。父亲在图书馆看报时，无
意中看到这样一段话：蒲公英茶，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强
化肝脏的作用，能降低胆固醇……

当时正好是春天，父亲每天骑
自行车去郊外，四处寻找蒲公英的
踪影。我曾不以为然地说：“药店
里也有蒲公英啊，很便宜的。”父
亲却严肃地说：“我早就查过资料
了，野生的蒲公英茶效果最好。”
母亲把父亲采来的蒲公英洗干净晒

干，妥善收藏，足够她喝上整整一
年的了。她每天用养生壶煮上几
朵，屋子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淡淡的
药香。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真有
疗效，反正坚持喝蒲公英茶的母
亲，气色真的好了起来，父亲为此
更加得意，说这都是在图书馆看书
的收获。

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也受了
父亲的影响，有时会跟着他一起去
图书馆。两人慢慢地走去，看一会
儿书，再一起慢慢走回家。他们有
说有笑聊天的样子，让人觉得那么
温馨。阅读，成了开启父亲晚年幸
福生活的一把钥匙。

人是能够思考的动物，因此现
代人类的动物分类学名称是“智
人”。然而思考的能力须经过训练
始得发展。不同文化训练思考的方
法各有专长，于是每种文化都有其
独特的思考方式。中国人的思考方
式也许可有下列的几项特色，而这
些特色也影响我们对人、对事、对
物的视野与角度。

第一个特色，相对于希腊文化
与印度文化的细密逻辑，中国人比
较取径于直观与体会。中国人日常
语言中，成语特多；中国文学中，
用典是其特色。两者都采用一连串
的模拟，提供一些相近的印象，然
后重叠这些印象，演绎建立起一个
新的印象。这一过程只能意会，不
易言宣。中国人擅长此道，找出一
个“悟”字，代表直观体会。印度
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经过华化终
于成为发扬光大的宗派，不是理论
严谨的唯识宗，而是直指心境的禅

宗与诚心念佛的净土。在中国人的
日常经验中，“悟”是时时出现的
思考方式。

第二个特色，中国人观察事
物，往往重视统摄全面，而不喜欢
局部的分析。以中医理论为例，经
脉遍布一身，气血周流顺畅，则身
体康健。若有病痛，中医不愿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而从全身整治调
理下手。中国的绘画，以气韵生动
为上，也是看一幅画的全面性；为
此，中国画家一落笔就定了全局，
不能在中途修改。

第三个特色，中国人习惯于从
有机的变化中看世界。中国人的诗
词，最多的是对时节的感慨，中国
人的宇宙感处处都是活泼的生命，
而且生命本身就是值得尊重的价
值。鸟飞鱼跃，是一个境界；绿满
窗前，是一个境界；天心月圆，是
一个境界。有机的宇宙观与上述全
面性的考察，又是互相关联，难以

区分的。因此，研究中国科技史的
李约瑟曾经指出，中国人的有机宇
宙观是中国文明的特征，截然不同
于牛顿力学的机械宇宙观。

第四个特色，是中国人对于
“动态”的注意。《易经》一书，全
是讨论变易的过程；五行相生相
克，也是不断进行的动态。“文
化”一词其语根是“人文化成”，
本身即是变化，而不是形态。太极
图代表着进行中的变化，变化即是
常态。这一命题，又与上述有机的
宇宙观互为表里，陈述了中国人思
考方式的特色。

以上四项思考方式，其实也是
彼此有关，互相加强的。全面、有
机与动态三项，只是从不同的角度
陈述相同的现象，而直观的悟性则
以非分析的思考统摄上述三个思考
的角度。这些思考方式，落实在中
国人的人生态度中，即是认识世事
多变化，也准备面对变化。“三十

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下无不
散的筵席”“日中则仄，月盈则
亏”“盛极必衰，否极泰来”……
有了这些对变化形势的理解，中国
人不是坐待命运降临的宿命论者，
却随时准备面对变化的命运调整自
己的反应。这是一种乐观的命运
论，正如海边冲浪的弄潮儿，随时
抓住变化的浪头，调整自己的动
作。在满潮时，为即将开始退潮而
警惕；在谷底时，准备抓住再次上
升的契机。这种智慧，不能全由直
觉获得，必须有一定深度的哲学探
讨，始能浓缩为这些日常生活中的
人生智慧。（本文选自《万古江河》）

◎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出版家谈

《辞海》《资治通鉴》《全唐诗》《万历十五年》、《文史知识》期刊、“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
校本……这家出版社，从成立那天起就将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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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小 章）“我们都在
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自
6 月 2 日至 7 月，国家图书馆中国
记忆项目联手芬必得品牌，面向
全 社 会 发 起 “ 我 们 都 是 追 梦 人
——当代追梦故事征集计划”。公
众可通过“我们都是追梦人——
当代追梦故事征集计划”H5 页面
上传梦想故事。入选故事将通过

“国家数字图书馆”APP 向公众发
布，项目还将挑选 70 个梦想故事
汇编成册，向社会发布。在此期
间，国家图书馆北区二层读者大
厅设置线下装置，公众可前往体
验并分享梦想故事。

2012 年启动的国图中国记忆
项目是以中国现当代重大历史事
件、重要人物、文化遗产为专题，
以图书馆馆藏文献为基础，采集口
述史、影像史等形式的记忆资源，
并以在线发布、在馆阅览、展览、
讲座、线下活动等形式进行利用和
推广的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项目。

本报电（毕春月） 近日，人民
日报出版社推出传记作品《皮亚佐
拉》。提起阿根廷，人们会想到球
星马拉多纳、梅西。其实，阿根廷
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新
探戈音乐的开创者、享誉全球的音
乐大师皮亚佐拉。探戈是阿根廷的
国粹，皮亚佐拉将古典音乐和爵士
乐因素融入作品，使其从通俗的舞
蹈伴奏音乐提升为可单独在舞台展
示的、用极高艺术性表达深刻哲理
的纯音乐。他一生创作了300多部
探戈作品，我们现在听到的探戈曲
大多出自他手。1997 年，马友友
发行了介绍皮亚佐拉作品的唱片

《探戈灵魂》，那些热情中蕴含忧伤
的乐曲，在中国掀起了热潮。

在书中，皮亚佐拉之女、阿根
廷作家蒂亚娜·皮亚佐拉以诗意笔
触描写了一位充满激情、无所畏惧
的音乐家。囿于生活和乡愁，少年
的皮亚佐拉随父母在美国和阿根廷
间数度迁徙，他在街头和断续的音
乐教育中慢慢成就，那种无比真实
的生活氛围，读来令人不忍释卷。

国图收藏你曾追的梦想

国家图书馆北区二层读
者大厅的线下装置体验区

皮亚佐拉“来到”中国

蒂亚娜·皮亚佐拉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敬 请 关 注 人
民日报海外版文
艺部微信公众号

“文艺菜园”，和
我们一起，“种桃
种李种春风”。

复旦大学教授王水照告诫他的
研究生：“读书要读注，学问多在
注中。”的确，“注”虽在文后，却
是知识的结晶！

社会学家潘光旦，1941 年译
成并于 1946 年出版的霭理士名著

《性心理学》，34 万字的原著，注
释达570多条、10万余字，将他平
日阅读古书时所积累的野史正书、
笔记小说等材料，“与原文相互发
明，或彼此印证”。

张中行说，如果一部好的译著
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么潘先生的

《性心理学》，其完美足可以打 125
分。我觉得，这多出的 25 分，应
该是打给注释的。

钱钟书的 《宋诗选注》，除原
文外均附有较为详尽的注释，包括
用字、造语、命意、属对、句法

等，博引古今中西材料，连类比
较，洞幽烛微，探寻艺术精髓，并
总结、升华为带有普遍性的诗歌艺
术论题。1992年第7次重印时，他
又对注解作了增订，并作为补页附
于书末。这些注释，将理论性、知
识性、趣味性熔于一炉；内容全
面，通俗易懂，从中可对宋诗有一
个较全面的了解。

总之，注释是作者学问知识储
备、生活阅历、人情世故的体现。
有人说：“作者写书，像一个名胜
区的导游，他在‘正文’中领你游
历了几个主要风景点之后，还在

‘注’里给了你一张更详细的名胜
区全景图，游兴未尽的人自可‘按
图索骥’，自己到其他地方去探幽
揽胜。”所以，读书不可不读注，
绝佳风景往往藏在“注”中！

读书读注
□ 孟祥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