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我们怎么读经典？
中华书局组织学者写通识书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经典就是人人都觉得应该读但都没读过的书。”这虽是调
侃之语，但也道出部分事实：经典虽好，读经典却是有门槛的。比如像《资治通

鉴》这样的大部头，像《老子》这样玄而又玄的哲学著作，对于非专业人士真的犹如一座
大山，难以逾越。于是，邀请有能力的专家学者，面对大众读者，对经典进行阐释、再重
述的工作，就显得非常必要。中华书局是国内公认的古籍学术出版重镇，在经典传承、
传播方便贡献甚丰。近些年来，中华书局在依然重视学术出版的同时，还结合自身优
势，加大了大众出版的步伐，开始进行学术资源的转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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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

华经典通识”在上海举行新书发布会，

并举办了线上线下结合、主题为“经典

成为通识”的研讨会。“中华经典通识”

是由中华书局出版，是一套当代名家解

读传统经典的“大家小书”，由复旦大学

教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

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引驰担任

主编。丛书作者涵盖复旦大学、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

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全国各高校在本领

域卓有建树的学者。本丛书为开放式，

首批推出五本作品——《〈资治通鉴〉通

识》《〈老子〉通识》《〈庄子〉通识》《〈西游

记〉通识》《〈红楼梦〉通识》，本年内有望

再出版两至三本著作。

把读者当成对话者
权衡普及性与学术性

《资治通鉴》的体量太大，一般读者

通常没法直接读完。怎么通过一本篇

幅只有10万字的通识书，把《资治通

鉴》的精华传递出去，是《〈资治通鉴〉通

识》的作者、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

国刚先生重点思考的问题。他在研讨

会上介绍了站在读者立场来构思《〈资

治通鉴〉通识》一书的立场。他说，他在

收到写作邀约时，就考虑如何在一本

10万字的书里呈现出思想性、学术性

的同时兼顾通俗易懂，并站在读者立场

想象读者对图书的期待是什么。他指

出，目前全国各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非

常受重视，这套书将给通识教育提供很

好的参考文本。

各种《老子》概论性质的书，《老子》

的译注、选本太多了。如何为《老子》撰

写一部与众不同的通识书？复旦大学

教授、《〈老子〉通识》作者郭永秉经过一

系列思考后，决定以出土早期写本为底

本来写作，追求新知与旧识的平衡。不

是简单做调和，而是有一个认识上的螺

旋式提升，把他认为的关于老子、《老

子》书和老子思想真正的“通识”和盘托

出，提供给愿意读《老子》的年轻人。比

如，书中着力对老子的时代及与著名人

物（孔子、彭祖）的关联，思想的渊源，撰

作的立场，《老子》一书的性质和编纂特

质进行了讨论，这方面的工作自然离不

开分析传统的文献，但很大程度上也依

赖于出土早期写本以及相关信息带来

的新知。对老子的主要思想主张、核心

用语以及一些关键章节的读解分析（例

如无为而无不为、常、上善若水、宠辱若

惊），也都是通过古写本新知和历史上

的各种老子注释研究，主要以语文学

（philology）的方法来写的。

郭永秉提到，要让我们的读者尤其

是年轻人对经典真正地亲近起来，并愿

意领略一番，“一方面要用略为轻松的

笔调去写，不能过于沉重滞涩，但又不

能放弃学术的严谨性和前沿性，不走上

偏途。我这本小书一开始就设想好：决

不取一些即查即得的常识，然后随便写

点东西去取悦甚至谄媚读者。在这方

面，牛津通识应该是我们的追赶对象。

在普及与学术中间的权衡撕扯，把读者

当成对话者甚至是对手看待的，写作态

度应是严肃认真的。”

为了让读者领略经典，郭永秉在书

里使用了大量《老子》文本彩色图片，以

此感知《老子》文本历代递嬗过程。希

望让读者回归到历史的场景中去触摸

这本古老的经典。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西游记》

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竺洪波

是《〈西游记〉通识》的作者。上海师范

大学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詹

丹，承担《〈红楼梦〉通识》的写作工作。

他们也分别分享了经典普及的重要性。

经典就是“界标”
从知识上升到智慧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

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引驰教授

既是“中华经典通识”的主编，也是其

中一册《<庄子>通识》的作者。他认为，

经典在文化中的地位毋庸置疑。比如

老一辈历史学者就认为“前四史”（《史

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史学

经典，治史者必读，就算是专门研究明

清史的学者也要读，因为只有读通了这

四部书，读起后来的史书才会“势如破

竹”。这就是经典的定位性作用，经典

就是“界标”。

担任“中华经典通识”的主编，陈引

驰提出的要求是，作者首先要提供的就

是关于这部经典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

知识，然后再上升到所谓“智慧”的问

题。“怎么写智慧，也是有讲究的。比如

我写的这本《〈庄子〉通识》谈到智慧，就

不单单着眼于《庄子》本身，而是从老庄

的对比、儒道的对比，甚至是在与世界

其他文化的对比中来谈《庄子》一书所

体现的‘智慧’。”其次，陈引驰还提到，

这套“通识”的写作还有一个要求是言

必有据，“我以前在讲座中说《庄子》并

不就是庄子写的，很多读者表示了惊

讶。这个问题我在《〈庄子〉通识》中也

谈到了，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就要从

《庄子》这本书的形成过程谈起，其实今

天通行本的郭象三十三篇本是个选本，

各篇来源不同。只有这样讲下来，《庄

子》和庄子的关系才能说清。”

身为“中华经典通识”的策划者，出

版人贾雪飞在介绍这套书出版初衷时

说，如何以新思路、新视野、新学术高度

解读中华经典并传递给大众，凝聚中华

文化向心力，是他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基于我们多年致力搭建学术研究与大

众阅读之间桥梁的成功经验，经过为期

两年的市场调研和各领域目标读者的

走访，我们确定做一套中华传统典籍的

通识必读书，为广大读者尤其是当代青

少年搭建认知传统文化的知识框架。”

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周绚

隆在线上致辞中提到，2022年是中华

书局成立110周年，他们陆续举办了一

系列的庆典活动。中华书局创立之初，

创办者陆费逵先生说，要以教育来开启

民智，传承文明。“作为出版人，我一直

在思考，我们出版社的功能是什么？出

版作为一种行业，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

目的是解决传播的问题。中华书局这

些年，除了做古籍出版为学术服务之

外，一直在考虑如何为社会大众服务，

怎样将学术成果变为公共知识，把学术

的成果用通俗的方式表述出来，为更多

的人所接受所了解。中华书局·上海聚

珍策划的这一套书，就是一个成果。”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发布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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