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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辈当引以为典范

■曹海东

自1998年至今，已有15年了。 李思维老师
这15年只做着一件事情：编修《中华大典·训
诂分典》。 他在修典过程中的行事作为，看似
寻常，实则难能，彰显着可贵的精神品质。 以
我参与修典而对他的了解， 其精神品质有四
个方面尤为突出，可用四句话来概括：不弃诚
信，敢于担当；不畏艰难，勇于前行；不苟其
为，务于精工；不计名利，甘于奉献。下面略记
一些事例，以为诠释。

当年，随着编纂工作的推进，一个又一个
难题凸显出来：人手短缺，经费不足；资料浩
繁零散，搜寻起来如大海捞针；搜集来的文献
资料需作校勘和标点，颇费时日；要把杂乱无
章的原始材料整合成一部自成体系的新书，
非一蹴而就……有这么多超乎想象的困难显
露出来，一般人（特别是已退休的老人）可能
会选择打退堂鼓， 但李老师却选择了迎难而
上，一干到底。 何以能如此？ 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他认为一个人为人处事，应该讲究诚信、
坚守承诺。他常说：“我当初答应接手这件事，
就算是一种承诺，所以不能半路撂挑子，辜负
学校的信任。 ”每次患病住院，他总担心不能
完成任务：“我活到这个年纪，对死并不恐惧，
只是担心我死了而《分典》没做完，说过的话
不能兑现。”其言其情，给人的感觉是，不完成
任务、兑现承诺，死也不瞑目。我常想，李老师
一次次地被病魔击倒， 又一次次坚强地站起
来，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支撑着他：接受的
任务就应该把它完成， 说过的话就应该把它
变为现实！我还想，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力
量的支撑，所以他能无怨无悔、全身心地扑在
《分典》上，把修典当作了他晚年生活的全部。

2009年4月，李老师电话联系某高校的一
位参编老师，欲催其加快进度，但一直联系不
上，很着急，便于某日邀我一起去这所学校。
那天雨下得很大， 我说我一人前去即可。 他
说：我也一起去，显得郑重其事。 遂与我一道
冒雨赶到该校，见了那位老师。大家在编排资
料时查考作者的生卒年，颇感繁难，他便利用
工具书等查检了近千名古代学者的生卒年，
制作了《资料作者排序参考年表》。 有了这个
年表，大家编排时甚感便捷。

李老师修典，一板一眼，一丝不苟，力求
尽善尽美。 为了让大家在编纂整理过程中有
章可循，他制订了操作规范。 他整理的稿子，
贴上去的复印件方方正正， 写上去的字一笔
一画，用红笔打上的标点符号中规中矩，整个
稿面干净而清爽。

李老师修典，把名利看得很淡。 他曾说：
“我是退休之人，不想靠编典出什么名。”至于
金钱，李老师也看得很淡。他经常自掏腰包买
回中性笔、涂改液、回形针等办公用品，分发
给大家。我总是过意不去，嘱他以后开出发票
报销，他则淡然一笑，说：“这都是些便宜货，
要不了几个钱。 ”有几年，学校给每位参编的
退休老师发放经济补贴， 李老师因为是项目
负责人， 拿到的钱要比另外两位副高职的退
休老师多一点， 他每年就把这多出的部分拿
来与这两位老师平分。 后来， 学校停发了补
贴，他还是每天雷打不动到办公室工作，有钱
无钱都一样地干。

李老师修典之事可记者甚夥，限于篇幅，
择要略述如上。我想，在学术浮躁之风日盛的
今天，像李老师这样十几年如一日、心气平和
地做着一件有益于学术进步的事，不计名利、
不问得失，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 殊为
难能可贵， 我辈当引以为典范。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800
万字

李 思 维 出
生于 1936年 12月，

1956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
系， 毕业后留校工作， 从事古
汉语研究与教学， 至今已 57
年。

李思维接受编纂 《训诂分
典》 时， 已过花甲之年。 当时，
除了心脏有点毛病外， 身体还是
很硬朗的， 所以他才有信心临危
受命， 决定带领大家为国家编纂
大典。

起初， 李思维没有认识到编
纂的难度， 认为是把前人的研究
分类整理， 编纂成书就可以了。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课题研究之
难度逐渐显现出来。 为此， 李思
维经常向时任 《语言文字典》 总
负责人、 著名文献学家、 湖北大
学朱祖延教授请教。

2001年4月10日， 李思维给
朱祖延先生写了一封长达5页的
信。 他把遇到的困难都写在了信
上： “我们尽力对材料进行核
查， 但还有极少量的问题难以解
决。 首先是有的材料已无法查
找。 如 《小学考》 所引曹粹中
《放斋诗说》， 在 《四库全书》 编
纂时已无传本， 仅从 《永乐大
典》 可以看到。 但 《永乐大典》
已毁， 如今极少量的残本中仅剩
七处引用， 根本不见对 《尔雅》
的论述。”

除了一些典籍无法查找， 还
有一些典籍核查难度太大。 李思
维在信中说： “比如 《小学考》
引有刘肃 《大唐新语》 一段。 我
们从几种版本的 《大唐新语》 中
都未查出， 而刘肃又无其他著
作， 一时不清楚此话从何而来。
究竟何人所言， 只有遍查相关笔
记类书籍之后， 看能否有个结
果。”

再难也不能放弃， 再难也
要做下去。 作为负责人， 李思
维的压力不仅来自身体劳累 ，
更来自心理和精神 。 就这样 ，
日复一日的身心劳累不断吞噬
着他的健康。 2008年8月， 由于
头晕头疼厉害， 李思维倒了下
来。 家人赶紧把他送进医院，
庆幸的是抢救及时， 危险及时
化解， 只需要住院休养一段时
间就好了。

躺在病床上， 李思维一直
放不下心。 他忧虑的是， 当
《大典》 编纂进入关键的收官阶
段， 自己病倒了， 这会影响课
题研究的进度。 所以， 从医院
一出来， 李思维不顾医生“在
家静养” 的劝告， 又回到了他
最牵挂的工作室里， 埋头典籍
经卷之中。 他在工作室的时间
更长了， 总是老伴打电话叫吃
饭了， 他才放下手中的工作，
迈着蹒跚的步履回家。

李思维是一名老党员， 他不
仅治学严谨， 而且关心国家大
事。 2011年， 《训诂分典》 的
编纂工作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在当年文学院开展的创先争优党
员公开承诺大会上， 李思维说出
了“除非李思维死了， 不然什么
都阻止不了我做大典” 的庄重承
诺。 这是他对学校声誉的坚守，

也是对学术的坚守。
越是最后的阶段， 研究任务越

是繁重。 夜以继日的拼命工作再次
吞噬了李思维的健康。 2013年3
月， 他的右脑部位被查出一个鸭蛋
大的肿瘤。 经常的头晕头疼， 正是
这个脑瘤造成的。 医生诊断说： 必
须手术切除， 否则危及生命。

3月28日， 在湖北省人民医院
重症手术室里， 最著名的脑外科专
家亲自执刀为李思维做脑部肿瘤切
除手术。 手术从早上8点开始， 一
直到晚上9点才结束， 整整做了13
个小时， 780分钟。

站在手术室外面的家人、 同事
一直在焦急地等待。 尤其是在手术
中， 脑部的一条血管被割破， 出血
不止， 大家的心都悬了起来。 幸运
之神再次降临， 除了流血稍多一
点， 肿瘤成功切除， 李思维再次从
死神手中逃脱出来。 “老天不让我
走， 还是想让我把大典完成啊。”
李思维感慨地说。

乐观坚强的李思维做完手术后
身体恢复很快。 半个月后， 他就出
院在家里休息了。 开始吃饭还要家
人喂， 到了5月， 李思维自己可以
吃饭了。 7月8日， 他到医院复查，
切除的肿瘤是良性的， 一切康复很
好。

“别的事情都记不清 ， 只有
《中华大典》 的各项事务他记得清
清楚楚，” 肿瘤手术后， 医生诊断
说李思维大量的记忆会丢失 ，
“但绝对忘不了这刻骨铭心的 《中
华大典》。” 他的老伴伍凤容感慨
地说。

从医院复查回来， 李思维在家
里只休息了两天， 又到工作室里开
始干了。 整个暑假， 李思维一直在
工作室里加班， 做书稿最后的校对
工作。

“我们不仅完成了这项国家工
程， 而且培养了一批古汉语研究人
才。 退休之后， 什么都不做， 时间
还不是一样过去了。 我做这个一点
也不后悔！” 李思维说这15年很辛
苦也同样值得。

王洪涌副教授说： “2002年，
我加入了李老师负责主持的大典编
纂工作。 刚开始， 李老师给我的第
一和第二批参考书目， 都是他工工
整整手抄在稿纸上然后复印的， 将
近100页， 收集的书在2000种左
右。 我在查找材料的时候， 有时候
仅仅知道某个人或某部书的名称，
我去问李老师， 他都会很快地告诉
我说， 某位学者的书收在某部集子
里， 有什么版本， 可以在哪里查
到。 记得当时查清人黄模的 《国语
补韦》， 李老师告诉我说湖北省图
书馆有藏书， 让我去查。 果真在那
里就查到了这个善本。 有时候古文
的断句我不太肯定的， 拿着稿子去
找李老师， 他跟我一解释， 我就觉
得豁然开朗了。”

李思维花甲之年编大典， 两次
大手术住进医院， 大家都非常担心
他还能不能康复， 但他身体稍微恢
复之后， 又回到了大典的编纂工作
中来。 现在大典已经收尾了， 还有
些琐碎的工作需要处理， 李思维还
在继续忙碌着……

“搞完了， 他才能安心。” 李思
维的老伴说。

《中华大典》是
以国家的名义和力

量来组织编写的一部
全面的中华古籍大型系列

类书，被称为一部可以和明朝《永
乐大典》 相媲美的中国古典文化
的集成。 该大典于1990年由国务
院正式批准启动， 并列为国家级
重点古籍整理项目， 也是建国以
来最大的文化工程。

华中师范大学承接的《训诂
分典》 编纂小组聚集了学校古代
汉语研究的实力派教授。 除了从
事古代汉语研究50年的李思维，
还有6位学者在他的召集下加入
其中：文学院佘斯大教授、陶国梁
教授、 曹海东教授、 王洪涌副教
授，历史文化学院陈蔚松教授，职
业与继续教育学院刘鹤云教授。
另外，青年学者李晓辉、安敏等也
参与其中。

“项目组中，有的人从中年做
到老年，有的人从老年做到去世，”
全程参与编纂的曹海东笑称自己
做这个项目， 从中年做到了老年。
一些老教授们把他们毕生的所得
所知都倾注在这本大典中。

训诂学是研究古书中词义的
学科， 是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
分支之一，以语义为中心，研究解
释历史文献中语言问题的学科。
而《训诂分典》编纂小组的主要任
务就是翻看从春秋战国至辛亥革

命的古籍，收集在训诂学的发展中，
重要学者、论著的相关资料，为历史
上重要的人物、 作品寻找各类评价
和解释。

最繁冗复杂的当属资料的收
集。古籍浩如烟海，团队需要在众多
的典籍中“泡着”，寻找最合适的内
容，进而复印整合。 编纂这类大典，
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忠实收录原始资
料，“自己不能表明观点。”李思维介
绍道。在查找资料的实践中，教授们
要对材料进行辨别， 某句话到底有
没有价值，观点有没有重复。

接下项目之后的头两年， 编纂
小组成员辗转于北京、上海、武汉等
地图书馆，查找典籍资料。他们经常
去北京的国家图书馆， 寻找古籍孤
本、稀见的珍本、没有公开出版的稿
本，然后复印回来。

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晚明
张崇缙抄本《白涯书抄》，藏于上海
图书馆的清人胡世琦的手稿本《小
尔雅义证》 等也在他们的搜罗范围
之内。李思维说，“有些书只有一本，
不到国家图书馆找不到。 ”

在华中师范大学新图书馆建成
之前，古籍藏在老图书馆东馆。“一
坐就是一整天，连续数月，前后查了
3000多种古籍”， 李思维想起那段
查阅古籍的日子， 几个头发花白的
老头子坐在年轻学生的身边， 没日
没夜地查找文献。

“十几年来，一直习惯看竖排繁

体字， 现在看到横排的汉字就不舒
服。 ”佘斯大介绍说，古籍都是竖排
繁体，整个团队最终阅读了3000多
册古籍。 就这样，大家分头看书，确
定大典所需的基本书目。

《中华大典》提供系统的学科史
资料， 其学术类书的性质决定了编
者需要广范围地收集古籍资料。 15
年前团队的目标是：“竭泽而渔、不
漏吞舟。 ”如今，《训诂分典》的编纂
已进入尾声，编纂团队的6位老师都
自信地表示： 能保证达到了这个目
标， 没有遗漏任何有价值的史料。
“不能说所有细节都全。 ”佘斯大也
说出了自己的遗憾， 这些遗憾不可
避免，可以留给后人去继续补充。

如今的《中华大典》是中国继唐
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明
代《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之
后的大型类书，也是一项规模大、难
度高的古籍整理工程。 李思维说：
“我们这本《训诂分典》能为后人研
究提供极大的便利， 促进训诂学的
研究发展。 ”

在编纂团队看来，这本《中华大
典》是具有学术传承意义的。“训诂
学没有系统的体系， 只有零散的顾
问材料，” 团队成员曹海东介绍说，
《中华大典》团队就是要按照现代人
的学科视野讲古文分编， 留给后人
查阅。

“做得苦。 ”曹海东这么形容参
与项目的这些年。

家
大 李思维：十五年“安静”编大典

■通讯员 曾师斯

2013年年底， 湖北教育出版社从华
中师范大学把 《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训
诂分典》 第二次校对稿取走， 800万字的
书稿需要两个人才能搬下楼。

为了完成大典， 他和团队查阅典籍
3000多种， 引用1990种， 复印、 摘抄草
稿装了五六麻袋；

为了完成大典， 从1998年到2013年，
他和团队泡在工作室5400多个日子， 没
有寒暑假， 没有双休日；

为了完成大典， 他夜以继日， 不辞劳
苦， 总感觉到头晕头疼， 2013年3月查出
一个鸭蛋大的脑瘤， 医生切除脑瘤整整用
了13个小时。 4个月后， 他又拄着拐杖走
进工作室。

15年前， 一句“我接下项目” 的承
诺； 15年后， 800万字的 《语言文字典·
训诂分典》 即将定稿。 这份责任， 一直支
撑着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教研室
77岁的李思维教授， “安静” 编大典的一
群人走进公众视野。

从先秦到辛亥，查阅典籍3000种，引用1990种

1992年， 国家
全面铺开编纂 《中

华大典》 的项目。 湖
北省承担了 《中华大典·语

言文字典》 的编纂任务。 大典湖
北工委约请武汉大学、 华中师范
大学、 湖北大学分别负责 《语言
文字典》 中三个分典的编纂， 华
中师范大学承接的任务是 《训诂
分典》 的编纂。

或许因为编纂大典工作繁冗
复杂， 或许因为从未接触过类似
项目、 不知该从何处下手。 据介
绍， 本有文学院两位教授先后接
受该项目，不过都因工作量大、编
纂难度大不得已放弃了。由此，华
中师范大学所承接的《中华大典》
项目迟迟未能启动。

这使得《中华大典》湖北省领
导小组找到当时的校长王庆生
“摊牌”，“激将法”式地通知学校：
如果华师大还不开始该项目，就
对外通报“华中师大无力承担《训
诂分典》的编纂工作”。

“一定要接下来。 ”时任校长
王庆生对学校社科处负责人说。
面对这个国家级文献项目， 学校
当时面临两个选择： 接受或是放
弃。 当时的校领导和文学院教授
们均处于为难的境地。

“我接！ ”原本非编纂组成员
的李思维临危受命。 谈起这段往
事， 李思维认真地说： “想着为
华师的学人争口气， 为华师争口
气。” 领命之后， 李思维立即联
系文学院和历史文化学院老师，
组织起纂修班子， 研究编纂体
例， 分嘱有关事宜， 仅仅两年，
就拿出了110多万字的送审样
稿， 且一次通过。

接下任务时， 花甲之年的李思
维先生已退休。“希望能发挥余热，
编纂大典就是为后人做研究提供参
考”， 先生近50年的古典文学研究
经历无疑为这部《训诂分典》的编纂
增色不少。

于是，在李思维的牵头下，组织
起《中华大典》编纂组，主持其中的
《语言文字典·训诂分典》的编纂。

据李思维的老伴伍凤容回忆，
项目刚开始阶段， 他的头发一年间
全白了。 当时项目组人手不够且面
临资金的短缺，“没有人又没有钱，”
他只好一个人默默承受着， 每天早
上很早就从家中出发去工作室，一
直忙到晚上。“从早到晚，退休了的
老头比正常上班的人还准时、 还规
矩。 ”老伴打趣说。

“做项目不要命”，一直以来，李
思维对《中华大典》的投入，伍凤容
都看在眼里， 她明白， 李思维就是
“犟”， 接下任务再难也要完成，“别
人都忙着评职称， 都嫌这个项目太
麻烦，” 伍凤容深知先生的不容易，
“所有人都说他不该继续搞下去，可
他一直坚持。 ”

这几天，在校报的工作室中，穿
着厚厚的棉衣、带着保暖帽、身体瘦
弱的李思维老人坐在工作室的角
落， 身边堆满了打印好的《训诂分
典》的校对稿，仅剩下编写引用书目
和总的编纂说明的工作。

初冬的下午， 满是寒意的校报
工作室中， 空荡得仿佛只有李思维
伏案写作所在的角落有一丝温暖。
这也许是华师最能坚持的老人，在
经历了15年每天的查古籍、归类解
释的“苦功夫”后，平淡地说起自己
最大的优点：能耐心，能沉下心。

在这间得来不易的校报工作室

中，李思维一直坚持编纂大典，一干
就是15年。 在当年，《中华大典》因
工作难度大、 对个人发展实际效用
低等种种原因， 成为没人愿意接下
来的“烫手山芋”。如今，却成了李思
维无法割舍的事业。

在他看来， 没有什么任务是值
得被放弃的。“既然接下任务，就没
有理由放下来”，这无疑是一段艰辛
又幸福的历程，作为《训诂分典》的
主编，所有的重担、压力都在他一人
身上， 但是他却始终不离不弃，“做
了件有益的大事，也算无憾了”。

每天， 从东区的家中走到校报
编辑部所在旧楼的办公室， 早出晚
归，没有空调、电脑，只是沉心阅卷。
一个人安静地在工作室中进行着他
的编纂工作。团队中，也只有他是每
天准时来到办公室，一待就是一天。
对资料的裁剪和标注，一个个字、一
个个标点地修改批注。

手边除了用了十几年的红色陶
瓷杯、从家中带来的小台灯、一个小
烧水壶，就只有一摞一摞的编纂稿，
每页复印纸上竖排繁体的文献上都
有他的标记。 每张稿纸上都是他一
笔一画的文献记录。

除了他伏案写作的一席之地和
查阅古籍的资料上， 其他的地方都
沾满了灰尘。 办公室墙角也结上少
许蜘蛛网。对他而言，这是间来之不
易的办公室，“原来这边是琴房，好
不容易争取到的”。

现在，《训诂分典》800万字已
完成，团队成员正处于校对阶段。预
计，今年年初会正式出版。 15年的
风风雨雨，5400多天的坚守， 李思
维带领他的团队终于完成了这项难
度最大、工程最艰巨、编辑出版任务
繁重的国家项目。

印象笪

主持编纂 《中华大典·训诂分典》、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李思维在校园里。 金晶 摄
埋首于浩瀚的古代典籍中。

李思维复印的书稿。

15年

从1998年到2013年，泡在工作室里5400多天

切除脑部肿瘤用了780分钟

手术后失忆了却没忘大典13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