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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出版人是赵昌平的职业身份!在长达 !! 年的出版生涯中!他形成了清晰的出

版理念!策划出版了一大批至今仍为读者所欢迎的具有很高学术质量和很大影响

力的图书"

!

赵昌平先生去世后不久 !

我应 "文汇读书周报 #之约 !写

了 "良师益友赵昌平 $一文 !回

顾了与昌平先生相识 !" 多年

来的历程! 叙述了他留给我的

深刻印象! 主要是他作为一个

学者型出版人对学术和出版事

业的执着追求和清晰认识% 当

时正值治丧期间!诸事繁冗!无

暇对他的业绩作细致的梳理 %

关于赵昌平在学术上尤其是在

唐诗学等领域的贡献! 已有学

者专文评述! 不再赘言& 兹应

'文汇学人 $之约 !着重评述他

的出版理念和编辑艺术%

一

赵昌平是一位有丰硕成果

的学者! 但他更是一位有众多

建树的出版人! 出版人是他的

职业身份%自从研究生毕业后!

他就开始了长达 !! 年的出版

生涯%在长期的出版生涯中!凭

借着好学深思的特性! 扎实深

厚的功底!日积月累的实践!赵

昌平形成了清晰的出版理念 !

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编辑出版的

观点! 策划出版了一大批至今

仍为读者所欢迎的具有很高学

术质量和很大影响力的图书 !

成为一位有思想(有实践(有业

绩的出版人)

作为一位从事古籍出版的

专业出版人! 赵昌平的出版理

念和实践无疑聚焦于 *找准传

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的契合点+!

做到古今相通,中西相容!即做

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而

致力于策划出版高品位( 系列

化( 精品化的普及读物是做好

传承与传播的有效途径% 这一

理念! 随着他思考的深入和实

践的积累!日益清晰和丰富%

早在 #$$# 年!赵昌平策划

了 -中国古代生活文化丛书$!

包括中国交际文化(服饰文化(

酒文化 (茶文化 (馔食文化 (书

具文化 (养植文化 (装饰文化 (

游览文化(博弈文化 #% 种% 他

在丛书的-出版说明$中写道.

!中国古代生活文化丛

书 "的编写目的 #就是向具有

一般文化水平的读者 #介绍中

国古代 $ 近代生活的情状 %从

文化角度 #对生活习俗 $方式

作审视 #分辨雅俗 %从而使读

者对民族传统 $心理有一个大

体而生动的印象 # 潜移默化 #

提高生活情趣 &

他还写道.

丛书充分注意到知识性 $

民族性与实用性$ 开放性的结

合&考虑到现代人的审美观念#

开放的时代特点# 各书虽以介

绍中国古$ 近代生活文化精髓

为主# 却又纵横古今# 驰骋中

外 #或随处引发 #或专节漫谈 #

以帮助读者思考' 如何在生活

中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 #

有机地吸取域外文化的营养 #

而避免东施效颦的遗憾&

&%%' 年 !中共中央 ,国务

院明确了一项重大的文化战

略.*对未成年人进行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的教

育+!要求通过中华民族优良传

统和悠久历史的教育学习 !引

导广大青少年 *从小树立民族

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作

为全国政协委员! 赵昌平提交

了-关于将高质量,规模化的未

成年人民族精神教育丛书纳入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的*十一五+

规划 $的提案 !他又策划了 -文

史中国$丛书!由中华书局和上

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 首批

共 !( 本 !分为四个系列 .辉煌

时代 ,世界的中国 ,文化简史 ,

中华意象) 其中*辉煌时代+系

列 #% 本介绍与分析中国历史

上十个辉煌的时代! 以显示开

放心态和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

发展振兴的主体精神)*世界的

中国+系列 #% 本集中表现中华

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与融合! 强调中国与世界的开

放共荣, 和谐共处是中华文化

的固有精神) *文化简史+系列

包括中国音乐文化, 中国古代

绘画,中国书法篆刻,中国饮食

文化, 中国服饰, 中国建筑文

化,中国图书文化,中国古代体

育, 中国书院文化和京昆简史

#% 本) *中华意象+系列 ( 本选

取最能够体现中华民族主体思

想的 ,具有象征意味的如 *龙

凤+*金玉+*山水+*花木 +等意

象进行深入的解析 !展示中国

人特有的精神世界 ) 他在 -文

史中国 $丛书的 -出版缘起 $中

写道.

有别于以往的传统文化读

物#!文史中国" 的宗旨可概括

为一句话'题材是传统的#眼界

是当代的& 因此除了科学性与

可读性相统一的常规标准外 #

丛书从选目到撰写# 更要求以

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视域来透析

中华文化的深刻意蕴& 而 (中

华)与 (上古 )深厚的学术底气

与近十年来的创新精神# 正是

践行这一宗旨的可靠保证&

无疑这套丛书的范围和

内涵较 -中国古代生活文化丛

书 $都有了扩大和深化 !这也

反映出赵昌平出版理念的发

展和成熟 )

正因为有这样的出版理

念! 赵昌平特别重视普及读物

的出版!并身体力行)他曾这样

阐述自己对普及读物的认识 .

*必须走出以学术为社会效益

/雅 0!以普及为经济效益 /俗 0

的认识误区) 虽然学术与普及

的量的比例会有时代性的调

整!但与一切学科一样!基础资

料 /古籍整理 0与基础理论 /学

术研究 0! 永远是专业社的核

心)只有保持学术优势!方能确

立品牌优势! 方能高屋建瓴处

理普及读物! 使之具有较久的

市场独占性)+*普及读物!从本

质上看是学术思想成果的社会

化延展!所谓1提高指导下的普

及2!应是这些成果与民众心理

与阅读习惯的结合) 因此必须

确立 1普及读物要精品2 的意

识)+/#传统文化与当代出版$!

#编辑学刊$!""" 年第 # 期0

&%%# 年!他以*开拓进取!

加快发展 +为主题 !撰写了 -坚

持专业优势 !将 *上古 +品牌拓

展到各个层次 $一文 !围绕图

书结构调整研究问题并解决

问题 !提出 .*坚持专业优势与

学术骨架 !将上海古籍出版社

品牌拓展到各个层次 !这是本

社今年乃至今后数年内选题

工作的中心任务 .我们必须坚

持发扬建社 '' 年来积淀的专

业优势 !保持并扩大本专业的

学术优势 !但是又不能固步自

封 !在古籍出版资源十分有限

的情况下画地为牢) 将1上古2

品牌由学术领域拓展到各个

读者层次 !是当前中国文化发

展趋势在出版业的必然体现 !

也因此是本社持续发展的必

由之路 ) +/#古籍整理出版情

况简报$!""$ 年第 % 期 0 在他

的主导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

普及读物一度出现了 *遍地开

花 +的局面 !除了传统的选本 ,

译注之外 !引人注目的是出版

了一批高品位的的画册和图

文本 !如 -戴敦邦新绘全本红

楼梦 $ 等名家绘画 *四大名

著 +,-唐诗三百首 $/图文本 0

等诗词曲图文本系列 , -红楼

梦$/图文本 0等古典小说名著

图文本系列等 &还 *试水 +少儿

读物 !编辑出版了 *经典拼音

背诵读本 +, *拼音小名著 +等

图书 ! 也取得了一时的成功 )

虽然由于图书市场的细分和

阅读习惯的变化 !这类普及读

物已盛况不再 !但其探索和努

力值得肯定 !其得失和经验值

得总结)

二

赵昌平的出版理念植根

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传

!!!记作为出版人的赵昌平

高克勤

%下转 $$ 版&

赵昌平特别重视普及读物的出版!并身体力行" 他曾这样阐述自己对普及读物的认识# $必须走出以

学术为社会效益%雅&!以普及为经济效益%俗&的认识误区"虽然学术与普及的量的比例会有时代性的

调整!但与一切学科一样!基础资料%古籍整理&与基础理论%学术研究&!永远是专业社的核心"只有保

持学术优势!方能确立品牌优势!方能高屋建瓴处理普及读物!使之具有较久的市场独占性" '

!!年的编辑理念与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