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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存下书林守望者的真实样貌
关键词 编辑学 编辑业务 档案文献

○来晓宇

早就听说张惠芝老师将她从事编辑工作以来

悉心收集整理的业务文档结集出版了。近日接到

一个快递，打开后竟是一本《编辑档案》。该书由大

象出版社出版，16开、625页，拿在手里颇为厚重。

张惠芝老师是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老编审，于我是行

业中的前辈，又是我的作者，同时还是北大的校

友。她嘱我写篇书评，我自不敢违命，但又自觉没

有资格妄评，写些初读之下的感想，谨以复命。

《编辑档案》一书由吴道弘题签，耿相新、聂震

宁作序。书中汇集了作者任责编的《李大钊全集》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和担任副主编的《普通高

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等三大出版工程的

原始档案文献，包括：立项报告、选题报告、出版合

同、会议纪要、责任分工、编辑凡例、编辑方案、编辑

细则、整理细则、审校细则、版式设计、质

量要求、内容提要、编辑加工稿、校样、付

印样、审读样、审校记录、与作者等来往

信函、书评、书讯等等。内容涉及从选题

信息的收集、选题策划申报、组稿、审稿

加工、书稿发排、校对通读到付印成书、

组织书评宣传，几乎涵盖了编辑业务的

整个流程。

正如耿序所说，“这些原汁原味的档

案文献记录，正是编辑学所以成为一门

学科的最基础的史料”。相对于尚存争

议的关于编辑学的弘大叙述，对我这样

的后辈而言，该书更直接的价值，是其记

录的编辑前辈真实而鲜活的工作内容。

大致上，每个年轻编辑入行时都学

习过《出版专业基础》《出版专业实务》，

然而这些编辑入门的必读教材中，更多的是理论

性叙述，间或会插入碎片化的例子。而这些理论

在实际工作中是如何运用的，或者说编辑工作的

真实状况是什么样的，新手们则只能在工作中自

己摸索了。

在现实情况中，年轻编辑从一开始就要应付

繁重的书稿任务，亦鲜有机会接受同样重任在身

的老编辑的系统指导。近年某出版集团举办编校

大赛，获奖者发言中就言及其初入行时，为学习经

验，常待下班后偷阅老编辑的加工手稿。稿件加

工如此，选题组稿、印后宣传等环节同样缺少应有

的、完整的系统指导。

以概观言。该书出自老编辑之手，其体例安排

与章节设置，即体现了编辑工作所应有的流程与所

需要考虑的问题。只需看到书中收录的，从选题到

组稿，从编辑加工到装帧设计，从作者信函到书评

书讯，就可见编辑工作的完整步骤。联想到时下的

“文编辑”与“钱编辑”之争，主管部门不断强调质量

检查的同时编校质量却难见起色，出版单位利润增

长困难的同时有质量的选题也举步维艰。这些令

从业者无奈而困惑的现实，自是有其复杂的现实原

因。而在从业者艰难探索勠力前行时，回望前辈们

的工作历程，当或是有益的。该书收录的完整的编

辑档案文献，正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大编辑”既是

“活动家”又是“校雠家”，偏废一端，不是书店里充

斥精神垃圾，就是库房中堆满纸浆原料。

以细读言。该书收录的各种编辑应用文以及

编校改样，都凝结着责编的思虑与推敲之功。“终日

之思不如须臾之所学”，细节中常体现出前辈得来

不易的经验。如“张惠芝致方行”信中，责编请方先

生确认署名变更一事，并嘱“请用书面文字形式通

知我”。书面形式既可免去口头转传之讹，又可留

存日后比照的凭依。初做项目的年轻

编辑若能心知其意，或可避免一些不

必要的麻烦。

又如《〈法学通论〉眉批》的校样

中，责编对页下注“这是李大钊写在

行间的批语”的修改，先是将“这是”

改为“原为”，又将“原为”改为“系”，

删掉“系”后最终恢复。一条注文的

修改，足可想见当时编辑在考虑体例

统一、注语简洁时，权衡斟酌的情

形。而看到编辑对校样中每处格式

的改变、字体字号的更换均一一标

注，不厌其烦时，我不禁想起前些日

在某业内知名公号上看到的文章，作

者传授如何利用软件技术查找替换，

以提高校改效率，其下引得不同意见

激烈争论。且不说作者此举作“稻粱谋”的无奈，

也不论如此是否会有误改遗漏等技术性问题，在

我们今天感到纠结与无奈时，从前辈们的编辑档

案中，至少可以体察到某些别样的可能，抑或某种

遗失的关照与归旨。

翻过全书，有一个细节挥之不去。在收录的

《李大钊全集·出版说明》第二、四、五、七稿中，每一

稿作者均感谢了张惠芝老师，而每一稿中均被她删

去，直到第八稿后不再出现。我想，如今在岗的每

位编辑也一定做过类似的删改。“明道不计功”，也

正是“编辑圈”的一种传承吧。

无论是对编辑学的学科建构，还是对年轻编

辑的个人成长，在于沙上筑基已渐成风尚的现实

中，《编辑档案》的出版弥足珍贵。这些编辑文献

能够留存下书林守望者的真实样貌，也为我们这

样的后继者留下路标。

一部综合反映嵩山历史文化的宝典
关键词 登封 历史文化 真实史料

○朱志永

登封地处天地之中，境内嵩山为中岳，历史悠久、文

化璀璨。唐时，武则天携群臣到此封禅，留下不少诗词歌

赋，并建有别宫。登封还有禅宗祖庭少林寺、道教圣地中

岳庙，以及地标性建筑观星台。也许是有名山名水、名寺

名塔，历代在此为官的一方大员也都重视编修方志，记录

登封的历史与文化。

《明清登封方志集成》全书80多万字，一函七册，系统

而详尽地记述了上古至明清登封数千年的自然、地理、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历史，不仅是一部弥足珍贵

的历史文化档案，更是一部综合反映嵩山历史文化的宝

典，将为研究登封提供可靠而真实的史料。其中《明清登

封方志集成》第一册为明代嘉靖八年（1529 年）《登封新

志》，共6卷，约6万字，原书现存南京图书馆，为孤本，是

登封现存最早的县志。

登封古称阳城，秦代置阳城县，历

史上屡有兴废，主要划分为两段：自秦

至唐初称阳城，其间一度于汉分置嵩

高县，北魏置堙城县，于隋置武林，又

改为嵩阳县。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

年）改阳城为告成，改嵩阳为登封，其

间一度于唐天佑间（905~907 年）改告

成为阳邑，后唐复为阳城，自五代后周

显德（954~961 年）中，阳城并入登封

后，阳城之名遂不存。明清两代属于

河南府。民国初，属于河洛道，以后撤

道，直属省辖。新中国成立后，或属开

封专区，或属洛阳专区，时常变更。现

为河南省郑州市辖县（市）。

《明清登封方志集成》从第三册至第七册，均为清代

登封方志，分别为顺治九年《登封县志》、康熙三十五年

《登封县志》、乾隆九年《登封县志》和乾隆五十二年《登

封县志》。四部清代《登封县志》，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版本价值高。如第三册顺治九年《登封县志》，

原书藏国家图书馆，与今藏于南京图书馆的明代嘉靖八

年《登封新志》（第一册）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隆庆

三年《登封县志》（第二册），均为孤本。《明清登封方志集

成》编委会经过多方努力，把幸存的三部孤本明清登封县

志原书影印出版，使其成为稀世珍品、连城罕物。可想而

知，该书有极高的版本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二是内容记述全面。所谓全面，就是说《明清登封方

志集成》中清代四部县志具有地域性、综合性、资料性和

连续性的特点。纵向看，四部县志所记述的空间范围不

仅是当时登封全境及嵩山的地情地貌，有的时跨几百年，

还有的时跨几千年；从横向看，全面系统地涵盖了登封及

嵩山的自然和社会的所有门类，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和人物等等。

四部《登封县志》真正体现了志书应有的“资治、教

化、存史”三大功能。对于地方行政官吏来说是施政必

备之书，正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鉴”；不仅是“官书”，也是百姓生活必备之书，能够起到

“扬善惩恶，表彰风化”的作用；同时还具有“补史之缺、

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存史价值。

三是编修者均为名家大儒。志书编纂不仅是一种文

化传承与组织记忆，其本质也是一种文化的演进历程。

千百年来，登封在历史上极为重视修志事宜。据查考，登

封有确切编写时间的县志最早编纂于明朝正统年间，明

清两朝多次编纂县志。从该书收录的清代四部登封县志

的纂修者来看，均为名家大儒。

顺治九年的张朝瑞、康熙三十五年的张圣诰、乾隆

九年的施奕簪与乾隆五十二年的陆继萼均为时年的登

封县令，而乾隆年间的洪亮吉则为清代著名文学家、经

学家和方志学家。洪亮吉主修的乾隆五十二年《登封县

志》由于完备的体例、丰富的内容、周密的考证等，乃登

封历代县志之佳作，也是中国清代方志

的典范。

康熙三十五年《登封县志》主要编纂者

景日昣，曾三次主持科举考试，为清代名宦、

名儒。景日昣著述甚丰，有《说嵩》《嵩崖尊

生》《崧台书》《嵩阳学凡》《嵩崖易义》《嵩岳

庙史》等，还参与编纂《河南通志》。由他编

修的康熙三十五年《登封县志》正文十卷，分

别为图绘、舆地、岳祀、建置、山川、职官、人

物、方外、物产、艺文、风俗，凡八十八目，约

十二万字。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对登封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了解颇深，加之该志

旁搜博采，严加考订，记述翔实，乃清代一部

不可多得的佳志。

不难发现，编修者中有焦子春、焦复亨、焦钦宠、焦如

蘅。经查考，他们均为清代名儒，同一家族几代人前后相

继编撰方志，使得清代登封方志编纂具有家学渊源的特

点。历史上，登封焦氏一门祖孙三代历时百年修志的壮

举，深得后人敬仰。

四是精美绝伦的印制与装帧。虽然《明清登封方志集

成》六部县志的木雕版随着岁月的流失而不复存世，但从该

书图文并茂的印制与装帧效果来看，集欣赏性、知识性、艺术

性为一体，全面展示了《明清登封方志集成》原书的图版精美

状况。尤其是康熙三十五年、乾隆九年、乾隆五十二年《登封

县志》图文并茂的图版，皆是当时著名画家和能工巧匠的精

雕细琢之作，其版面粗疏有致，线条细腻流畅，绘图形态逼真

生动，表现了画功高超、雕版精美的特点，集中反映了我国清

代康乾时期雕版印刷术的风格和艺术成就。

作为一家专业古籍出版社，特别是出版了大量地方

志（含旧志）和年鉴，并以此为特色的出版社，出版《明清

登封方志集成》当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从选题申报

到编辑，再到出版，中州古籍出版社均派出最精干的力

量，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使《明清登封方志集成》付梓问

世。这不仅增添了登封的文化建设积累，丰富了河南的

方志文献库，也为国家的方志事业做出了贡献。

2021年11月30日 星期二 第2774、2775期合刊

科技编辑融合出版研讨会推动融合出版高质量发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由中国编辑学会科技读物编辑专业委员会主办，电子工业出版社和冶金工业

出版社承办的科技编辑融合出版研讨会在京举办。中宣部出版局二级巡视员张怀海、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

省、科技读物编辑委员会主任郭德征、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李锋、人民卫生出版社总编辑杜贤、冶金工业出版社

社长苏永久、人民邮电出版社总编辑张立科、中国电力出版社总编辑刘广峰等出席。电子工业社总编辑刘九

如主持。300余位来自科技出版机构、大学等关注融合出版的专家通过线上视频与会。

张怀海指出，目前我国出版业已进入实质性融合发展新阶段。作为文化和科技融合领域的重要组成部

分，科技出版工作也已进入深度融合发展时代，科技出版单位要不断探索满足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大适应

融合发展趋势的人才培养力度，创新推动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深度融合向纵深发展。

刘九如介绍了电子社近年在融合出版方面的创新举措，总结了四条经验：一是认真做好产品开发，基于电子

信息和工业技术知识服务，集中开发几个适应市场需求的融合出版产品；二是责任编辑全面转型，编辑参与融合

出版产品策划，做到一支队伍服务多个平台；三是电子信息等教材全面配套提供数字资源，建立云服务平台；四

是成立华信研究院，开展产业研究，将传统图书出版、知识服务平台与产业企业的信息咨询服务融合起来。

会上，中国编辑学会科技读物编辑专业委员会对优秀论文作者、理论研究先进个人、理论研究优秀组织单

位进行了表彰，其中35篇优秀论文、10名个人、8个单位获得表彰。 （童 尚）

《编辑档案》张惠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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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走多远，心从未离开故乡
关键词 时代变迁 乡土情结 和解

○卓荇

读完青年作家范墩子的首部长篇小说《抒情

时代》，我的内心被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覆盖着，

一时难以释怀。在约20万字的故事中，男女主人

公杨大鹏和杨梅各自倾吐着20年间发生在他们身

上的故事。

少年时期，杨大鹏喜欢待在树杈巢穴里。他

在村镇长大，村镇的一切都在影响着他。他与张

火箭、骡子之间有着少年时代最珍贵的友谊，又亲

眼看着他们消失在时代的浪潮中。杨大鹏也被时

代裹挟着往前走，然而他的内心

却在村镇的上空，另一个自我在

寂寞地张望。最终杨大鹏考上

了大学，离开村镇，在城里成家，

绝口不提过去。他一度以为只

要身体离开，就能把村镇里的人

和事撇干净了。

故事另一主角杨梅，是杨

大鹏非血缘关系的妹妹。杨梅

患先天小儿麻痹，身体的残疾

和与现实世界的淡漠疏离，让

她的内心世界铺满了与现实格

格不入的幻想。她常常幻想自己并非人类，自

己要躲藏起来甚至逃离。她在众人都离开村镇

以后，慢慢接受了现实，找寻到灵魂的栖息地。

“你在夜间大哭，在白天大笑，在年轻的城市街

道上感到分外孤独，在灌满人生的窗口感到无

比寂寞。所有的人都迷失在漆黑的小巷里，只

有你爬上清冷的月亮，守在那里，直守得你两眼

昏花，再也看不清面前的世界。于是，你站在街

头失声痛哭。”

离开了村镇的杨大鹏，以为终于摆脱了那个

永不愿再提起的地方。而在城市的角落里，他才

知道命运的千丝万缕，似乎是注定的——一直想

要逃离，而最终不得不留在村镇的杨梅，其实是被

留下的自己。于是，他在黑暗里一遍遍揪扯着想

要逃离的一切。

“姑娘啊，今夜我又想起了你”。

“姑娘啊，那就是北方村镇的我啊。”

“姑娘啊，那就是你的郎，你北方的哥哥啊。”

两条主线，两个人物，杨大鹏最终疏通了多年

来隐匿在内心的对故乡、对杨梅的情感。

杨梅是另一个自己，杨大鹏这样想。而我觉

得，杨大鹏和杨梅又何尝不是作者本人。杨梅永

不止息的幻想和要逃离现实世界的想法，又如何

不是作者心中体会。杨大鹏是现实里成长起来的

他，而杨梅则是他内心潜藏着从

未表达过的自己。杨梅少年时

的极端幻想，又何尝不是作者对

故乡、对未来和时代变化的无力

感。杨梅最终还是和内心和解

了，这种和解是杨大鹏给予的灵

魂的共鸣和补足。他们又何尝

不是彼此的灵魂依靠，终其一生

只为寻找灵魂相投的人。塑造

这样的角色，也许是作者对内心

的一种慰藉。

范墩子先后写过许多中短

篇小说，收录在已出版的《我从未见过麻雀》《虎

面》中。读《抒情时代》时，我读得艰难。艰难在

于，在绵密的内心书写和作者独特的乡村魔幻主

义叙述风格中，我看到他写过的《火箭摩托》里的

张火箭，看到他写过的《葬礼歌手》里的杨喇叭，看

到《山鬼》，看到骡子。我不时想起他构筑的文学

之地，想起《树杈小孩》，想起谷子地里呼喊麻雀的

山羊，想起哈金，想到他自己。他们扑面而来，环

绕在我四周，让我难以辨认现实和虚幻。

范墩子说，《抒情时代》是他写作路上新的探

索，也是他心血和真情的凝结。当我读到那么多

曾相识的人物时，我知道故乡、乡村从未从他心里

走远，他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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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尔东西南北风，窗都知道
关键词 艺术创作 随笔集

○王文英

有一天，看书看到“梦窗”二字，忽然想起同名的宋

朝大词人吴文英，号梦窗，回身看看书桌旁的那扇窗，其

实就是我的“梦窗”。

多少年了，坐或站在书案前忙活，那扇窗就这样静

静地看着。若说经历过什么，做过什么，那扇窗都知道，

不如我的新书就叫“风过梦窗”吧。

风过处，都会留痕。一向合拍的另

一半听了，这一次却大呼：“为什么是

风？”“为什么不能是风？”“风，可大可

小，大者为狂风，小者也可是寒风。”另一

半又言。我可不这么看。风，也可是微

风熏风东风南风，任尔东西南北风，都会

留下点什么，就像我每日见缝插针地读

书看报，写字画画，不只是过程。现在，

我的新随笔集子真的在路上了，名字就

叫《风过梦窗》。

书名有了，接下来就是书正文前面

的话，有人称作前言，也有人称作序。出版书的人，往往

喜欢找人写序，而这个写序的人，必是德高望重，或者成

就斐然，或是一方诸侯，或者一领域的领头人。目的大

家都明白，能够得到肯定，于书这种商品不光是有广告

效应，也是质量的一层保障。我也出版过几本书，每一

次都是自己写点代序。不是我另类，实在是不好意思求

人，也没有自信把自己亮给他人，求得他人的认可，所以

只好自己来做。我想这一次也不例外。

我是一个爱好文艺的人，但离一个真正的文艺人还

有距离。虽然每天写字画画，也写点文字。但严格地

说，我不是一个职业写文章的人，虽然侥幸获得了个冰

心散文奖，还有多个征文奖，屡次被选入《新华文摘》，但

这都是无心插柳的事。

世间的事就是这样奇怪，你认认真真地天天做着一

件事，却未必如愿做得好；而偶尔为之的，却不见得做得

不好。这让我想起另一件事——写诗填词，也是偶尔为

之，绝对谈不上产量，质量也不敢说有多好，尤其当着诗

人不敢说，却无意得到了许多褒奖，上了《诗刊》杂志，还

被选入了诗集。有人编了一本《现代古诗三百首》，居然

收入了我的绝句；又一本《古今妙词一百首》，也收入了

我的一首词。

这样撞大运的事，只能说艺术创

作不是简单劳动，不是你认真了、你

努力了、你用功了、你下决心了，你日

日不停就能做好的。除了勤奋，天

分、悟性、阅历、素养也都很重要。就

比如行内人夸一幅绘画作品，往往会

说这画笔墨松弛，为艺的状态就是这

样。

我喜欢文字，喜欢自己写，也喜

欢读别人写的。虽然小时候一直梦

想当一个作家，也试图努力过，但其

实心里清楚，这么神圣的职业，我压根不知道怎么才能

去成就，只知道自己喜欢，所以在写字画画的间隙，搂草

打兔子捎带的，有话就写，没话就算。虽然在报刊上开

了几个专栏，但也都是写喜欢、感兴趣的东西。当然，生

活里并不都是这样，也会遇到一些命题作文，写得好不

好，满意不满意，也只能努力即心安。

距离上次出版散文随笔集子，有几年了，就这样开着

闲散的专栏，不想文字又积攒了不少，趁着我还有些热情，

把它们收集在一起，也算对过往日子的一记录和整理。

捋着这些文字，能够感受到自己其实一直还是在向

前走着，步子虽然很小，看得出是在进步着，文字也越来

越松弛自然，还是能感到一丝欣慰的。

（本文系原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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