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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主人：
南开大学资深教授南

炳文，1942 年 1 月生，河北
广宗人。中国明史学会前会
长，现任中国明史学会学术
委员会主席、天津文史馆馆
员、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
长，中国社科院及故宫博物
院客座研究员，廊坊师范学
院特聘教授。

承担、主持“二十四史”

点校本之《明史》修订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重大项
目《明实录整理与研究》工
程等基础性资料建设工作。

著有《明史》(合著)、《南
明史》《明史新探》《明代文
化研究》(合著)、《清代文化》

（合著）、《 20 世纪中国明史
研究回顾》等论著 30 余种。

南炳文的书房

南炳文的书房就是他埋首历史研
究的办公室，一处位于南开大学范孙
楼内，另一处，也是他现在主要使用的
书房，位于廊坊师范学院的图书馆一
层最内侧。

屋中布置简单，几个办公柜，几张
办公桌。桌上布满高高摞起的各类工
具书，各种字典、词典和历史典籍。南
炳文工作用的桌子面朝南，对着半掩
窗帘的窗户，阳光每天随时间在桌子
上移动，南炳文和他那把最常见的黑
色折叠椅也随之挪动，躲到太阳晒不
到的位置。

校领导几次提出要为他更换桌椅
摆设，他回回都拒绝，说自己现在就很
好，“乱中有序”，他开玩笑说自己的两
个书房是一个风格，“乱七八糟”。

“我这条件够好的，用书很方便，
常用的书在这边，另一部分在对面。”
对面房间是他的学术助理王雅洁的办
公室，里面像图书馆，几排书架上摆着
3000 多册的“文渊阁”及“续修”《四库
全书》（其他《四库全书》在另外书房存
放）和几种大部头的地方志。

有排书架从上到下摞着一沓沓已
完成修订的点校本《明史》清样打印
稿，十余年修史光阴凝聚其中。

南炳文书房中的所有书籍，无一
例外与其修史校勘工作相关，包括《褚
遂良书法精选》也并非用以欣赏书法，
而是帮助对照辨认明清时期手抄本中
难以辨识的草书。

京城一缕书香远崔岱远

要想在京城里找到老书铺的影子，那就得从
和平门奔南，沿着南新华街路东走上不远，您就能
钻进号称是京城最长的书店——由一连串书铺组
成的“中国书店”了。这些店铺门脸都不太大，说不
上华贵，可也并不寒碜，带着那么点儿旧皇城的老
气派。别看这溜店铺进深不深，而且宽宽窄窄，可
您沿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书架子往前走，足可以
走上一两里地远，一直走到琉璃厂口的海王村，这
简直就是一条书籍的长廊。

我上中学的三十一中离此不远，那时候最大的
乐趣就是下学之后到这儿来逛书店、淘旧书，欣赏
那些木头书架子上各个时代的诸多版本，享受那静
静的书香雅韵。从黄昏到傍晚，直到书店关门上板
儿，才依依不舍坐上公交车回家。

“淘书”之乐

所谓“淘书”并不是简单地买书。淘书的乐趣在
于，像淘米一样以平和舒缓的心态从浩如烟海的旧
书黄卷堆里遴选出自己得意的珍品，甚至只是那几
片发黄的残页。淘书者有时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苦
觅，可有时又是并无直接目标的邂逅。或欣慰、或惊
艳、或惋惜、或怅然，千般情感就产生于手指与微黄
纸张那轻轻碰触之间。

对于爱书者而言，淘书的过程是一种莫大的
享受，其间体味到的那种不期而遇的快感简直让
人上瘾，而提供了这种独特享受的古旧书店自然
也就成了书迷的精神憩园。记得有一回我在书架
子上偶然翻到了一本讲解《诗经》的旧书，把生涩
的文字讲得无比通俗，读得我如醉如痴、爱不释
手，看了看价钱，咬咬牙决定买下来。可一摸兜儿，
发现竟然没带那么些钱。怎么办？灵机一动，把它
卷起来偷偷塞在大书柜的角落缝隙后面。过了两
天，带够了钱特意再来买，伸手一掏，那本书安静
地躲在那儿……直到今天，它还藏在我的书柜里。

很多人以为中国书店是家百十来年的老字
号，不仅因为这淳雅的名号，更因为一走进中国书
店就仿佛穿越回古代的书肆，整个人也一下子舒
缓下来，不由得慢条斯理翻弄起那些夹着纸签的

蓝布函套，享受带着吟味儿的书卷气。可若论真了
说，中国书店的历史并不太久，正式挂牌不过是上
世纪 50 年代的事。然而，它又的确与老北京的古
旧书行一脉相承，并把这一行当独有的经营文化
像化石一样保存下来。因为，中国书店实际上正是
老北京几乎所有古旧书铺公私合营的产物。

从南新华街到琉璃厂

历史上京城并没有综合性的大书店，有的只
是两三间门脸儿的小书铺，而且数量也不太多，连
书摊儿都算上，全市也就百十来家。能雇上两三个
伙计的书肆算是大户，更多的是根本没有伙计的
连家铺子——前面一间房摆上两架子旧书，再摆
上一桌二椅供顾客歇脚，一掀门帘子，后面就是他
们家了。不过别看数量少、店面小，可整个书业在
京城的生意场上那是数得着的行当。一来是因为
这些书铺都扎堆儿在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像东
安市场、隆福寺、西单。更重要的是，小书铺的顾客
却常常是社会上的大人物，要么是有头有脸的文
化名流，要么是宦游回归的显贵达官。这一特色已
然传承了几百年，特别是南新华街到琉璃厂一带
的老书铺，那得说是连接着京城的久远文脉。

明代的书肆原本都在内城。到了清代旗民分城
而居，内城住的是尚武好玩儿的八旗子弟，舞文弄墨
的汉族文人大多住在宣南，专门接待各地举子的会
馆也在这附近。渐渐地，琉璃厂一带形成了京城最大
的文化市场，字画店、南纸店、刻字铺、古玩行等等一
应俱全，而其中数量最多的就要数一家家大大小小

的书肆了。
乾隆年间，朝廷编修《四库全书》，纪晓岚等编

纂人员往往是下班之后直奔琉璃厂仔仔细细地淘
书，搜罗校阅某卷文献需要考据的典籍善本。从
此，那一间间小书铺不经意地演变成文人安身立
命的宝地。而逛书铺、淘老书也成了京城读书人特
有的生活方式。

对于读书人，逛书铺是一桩充满情调的雅事，
这家走走，那家串串，一天下来绝不会烦。因为这几
十家店的藏书风格不尽相同，有的偏重音韵、训诂；
有的专收金石拓片；还有的是从外省购进的珂罗版
典籍。尽管大多数老书铺并没有气派的门面，也缺
少奢华的摆设，然而却都充盈着浓浓的文化气息。

未进门时，您抬头就先看到古朴的牌匾，或叫
某某阁、或称某某斋、或题某某堂，名号雅韵悠扬，而
且不乏名家笔墨。兴许一家不起眼的小书棚就能挂
着翁同龢或梁启超的真迹。店家这么做当然有炫耀
的意味，不过也恰恰说明了这个行当和文化名流非
同寻常的亲近关系。

撩开大门帘子，推开那两扇有些褪色的黑漆
木门进到店里，顿时感受到一股温良淳厚的气氛，
就像透过老式窗棂上的玻璃洒在条案上的那缕淡
淡的柔光，并不耀眼，却让人觉得格外舒坦。店里
无论是掌柜的还是伙计对顾客永远是那么恭敬谦
和，永远微微弓着身子用极柔润的语调轻声和您
打着招呼：“先生来啦！这套《乐府诗集》替您收着
呢。您先留着看？”“呦！先生您真福气，这套嘉靖刻
本可是从大宅门里流出的。我匀给您？”尽管他们
做的是买卖，但却特意回避说出“买、卖”二字。他

们非常了解自己的顾客，在读书人心里，书是高
贵的，书铺当然也不是在经营普通的商品，而必
须浸润着厚实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人文情调。

“为书找人，为人找书”

这路买卖的独到之处，表面上是对作为衣食
父母的读书人的尊重，骨子里却是对学问的景仰
之情。书铺的伙计别看并没有太深的学问，但他
们可以做到顾客来上一两趟就知道您是研究哪
路学问的，您可能需要些什么书。等到您再来的
时候，他已经把您喜欢的书和想找的书全都预备
好了，有时甚至比您想得还要全。因为他们背熟
了张之洞的《书目问答》，再加上十几年在书堆里
的历练，对于各种版本乃至行款特征已经了然于
心了。读书人对这么用心的伙计自然也多了几分
敬重，所以并不喊他们做伙计或店员，而是亲切
地称为“书友”。

书友与文人之间因书而结缘，最终发展成
为几十年交情的故事比比皆是，这也就让古旧
书行一直延续了送书上门的传统。当他们搜罗
到一套某位学者感兴趣的善本时，会赶紧用包
袱皮一裹送到人家府上：“这套先放您这儿，您
留着看。要是不喜欢您言语，赶明儿我再取回
去。”可谁又忍心让殷勤周到的书友大老远白跑
一趟不是？买卖就这么做成了。

这种充满着书香的人情味儿一直保持到我
上中学时候的中国书店，那时几位老师傅依然
会蹬着自行车从琉璃厂跑到西郊的高校去送

书，然后带着书单回来为他的教授朋友四处寻
书。其实，也没谁要求老师傅们这么干，只不过
是这几十年来“为书找人，为人找书”已然成了
他们的生活习惯。

说到找书那可是件有意思的事儿。等着送货
上门的坐收要算是最基本的方式，看似简单，也还
就真等来过明版古书。走街串巷是这一行的传统，
直到上世纪 80年代，收购员还能一年两百多天在
各地搜罗淘换散失于民间的古籍。从废品收购站、
郊区的灶膛前，甚至从造纸厂的化浆池边抢救下
珍贵版本的例子不在少数。

当然，随着时代的推移，一些传统的找书方
式已经不存在了，比如入大户。清末民初，很多
丢了铁杆庄稼的旗人败了家，于是纷纷变卖家
产。变卖家产也是有顺序的，最先卖的通常就是
书，然后才是字画、古玩，最后没的卖了才会卖
房产。还有的人家，老人原本是喜欢书的。老人
过世，那些不成器的子孙们赶紧忙着分家，对于
纨绔子弟来说，最没用的当然是书，不如把它变
成钱分了。这些人家几辈子藏的书经常能有一
屋子，甚至一座藏书楼。

古旧书铺怎么能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于是
赶紧上门入户，以很便宜的价格整车拉回来，然
后再认真遴选。他们不会看走眼，因为见得太多
了，哪本书多少函、多少册，每页多少行、多少
字，刊刻特点及版本源流都烂熟于心。真正的好
货色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不错，作为商人他们练
就这身功夫是为了赚钱，可却不自觉地担当起
文化的守护神。

有意思的是，老书铺改造成中国书店之后，
那一间间小书铺子的格局被打通串联起来，形
成了一个堪称是京城最长的书店，足有公交车
一站地那么远。那条摆满了各种书籍的长廊曾
经令多少读书人流连忘返！直到上个世纪末，徜
徉于此淘书依然是北京书迷的一大乐事，这个
习惯感染过我，直到今天。

而今，爱好古旧书的人尽管没那么多了，但那
一缕悠远的书香依然萦绕着离高楼大厦咫尺之遥
的那一排小书店。在那儿，依然有一群爱书的老师
傅们传承着我们民族智慧古老的牌记，默默地守
望着那块读书人心目中的圣地。

书话

“做功利上不讨好、学术上意义大的事”
——对话南炳文

本报记者王京雪

治学不求甚解，就不能很好地把

握那段历史

草地：书房是您每天待得最久的地方，您在这
里的一天通常如何度过？

南炳文：我比较规律，一般 6 点半到 7 点起
床，8 点 10 分左右到这儿开工，干到中午 11 点
40 分，闹钟响了。正常的话，12 点到家，吃完饭午
休 5 到 10 分钟，我是躺下就能睡着那种人，这样
下午 1 点来钟回到这里接着干。下午 6 点 40 分，
闹钟一响，争取 7 点到 7 点半回家，晚上处理可以
在家做的事，比如写个信之类。处理完，11 点多
睡觉。

我现在主要工作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重大项
目《明实录整理与修订》，基本就在这间屋子里做，
因为这边用书方便。《明实录》1600 多万字，是明
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就像大事记一样，校勘
必须要看更多原始资料，没书的话寸步难行。

草地：您的读书经历和最终选择明史为主要
研究方向的缘起是怎样的？

南炳文：我爱读书很早，小时候就看了《水
浒传》《三国演义》等各种小说。我爸爸是兽医，
希望我将来也当兽医，有个谋生之道，就让我读
些《元亨疗马集》一类的医典，但我真不感兴趣，
自己在屋子里，有大人进来了，才赶快抓起来看
两眼。

1961 年我参加高考，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
系。那时，我对历史这门学问还不很了解。南开有
一批著名历史学家，在那样的学术氛围中，我很快
发现历史跟中学时的死记硬背很不一样，你要做
研究，要创新，那我创什么新？

得知明清史是南开最有优势的学科，明清史
研究室是南开甚至全国明清史研究的高地，领导
该研究机构的郑天挺先生又是史学界最有成就的
权威学者之一，让我对从事明清史研究产生了
兴趣。

1962 年，我大二时，听老师王文郁说，清史方
面已经有了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而明史方面还
没有今人大部头章节体断代史专著，于是，我立下
志向，要填补这个空白，写一部大部头的断代史明
史，从此开始整天读明史相关的书籍，这是影响我
一生的事情。

草地：萧一山写《清代通史》也是因为中学时
读到日本史学家的清史著作，认为国人应该自己
研究中国史，从此以写清史为目标，上大学后废寝
忘食苦读，与您 20 岁立志写明史的经历有点
相似。

南炳文：不太一样，我不是因为读了他的书，
而是决定在明史清史中选一个方向写书时，发现
清朝已经有人写过了，于是就决定做明史。

定下目标后，我立刻开始阅读有关著作，要
求自己门门功课之余，所有时间都用在看明史
上。还买了张中国地图，一个省、一个省剪下来，
读书时，读到哪个省，就把对应那片拿出来。学历
史，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地理概念，是最基本的，
必须弄清楚。所以我当时读书必带地图，再必备
两大本《辞源》，遇到不懂的字，立刻就查，再背几
本《明史纪事本末》细读。你看，我现在手边也常
放着《二十史朔闰表》，这个是用来推算时间的工
具书。

遇到天文、地理、时间等各种问题，都立刻去
查去解决，必须想办法弄明白，治学，如果有没弄

清楚的地方，就无法连贯。遇到问题，不求甚解，就
不能很好地把握那段历史。

草地：那么年轻就立下宏志，听说您当时也是
废寝忘食，以刻苦闻名，吃完饭被问吃了什么都想
不起来，并且一直坚持这样苦读，不会感到疲
倦吗？

南炳文：一般都感觉不到，就是一种求知欲，
在那儿引着你，你就放不下书，一个问题一件事情
没弄清楚你就放不下。这个地名到底怎么回事？这
个人物究竟怎么样？这里涉及的词是不是有典故？
一定要查清楚了才放得下。

“史籍整理，在功利上不讨好，但

学术上意义极大”

草地：1979 年，您得到了撰写大部头断代史
明史的机会，完成这一大学时立下的目标后，您的
学术方向转移到史籍的点校整理上，这一转变是
怎么发生的？

南炳文：对，当时受出版社邀约和汤纲先生合
作撰写《明史》，1985年出版了上册，1991年出版下
册，另外我写的南明部分，又另行出版了《南明史》。

做完《明史》后，我一直在思考接下来做什么，
有两个方向可选择：一是聚焦比如法律、经济这样
的一个方面，沿一条线深入做下去；还有一个是为
史学研究做些更基础的原始材料整理工作。我感
到做某一方面的明史研究，也是贡献，但做基础性
的史籍文献整理贡献更大，可以给明史研究的方
方面面提供基础，供千万人使用。

于是我开始对一些大部头的基础性文献进行
整理校勘和修订，用 10 余年时间将存于国内外的

《万历起居注》残本进行辑校补正，基本恢复其原
貌，又对仅存于日本的《泰昌起居注》《天启起居
注》进行校勘整理引进。

2007 年，我主持了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的
修订。2013 年底，又开始了《明实录》的校勘与研
究工作。

草地：在高校学术评价制度里，比起史籍整
理，更看重专著和论文。包括您整理《万历起居注》
时，听说也受过劝告，说从经济效益上说，不如只
原样影印，不必耗费精力去校勘整理。您有没有担
忧过肯坐冷板凳的人少了？

南炳文：现在的考核制度有其局限性，这种
成果不大算数，但实事求是来看，这些最基础的
材料整理好了，谁要写论文著书研究就都有了基
础和依据，这些书在世界上不多了，要赶紧整理
出来。

史籍整理难点很多，要求知识面特别广，遇
到各种问题都有办法解决，真的是遇山开路，遇
水搭桥。像《万历起居注》，如果只把国内外的部
分合起来影印，很多人读起来似懂非懂，断句都
断不好，那你有能力把这件事办了，让后来者用
起来更方便，干嘛不做？

在功利上不讨好，但学术上意义极大，不要只
看眼前一时的得失，这是真正的贡献。你左右不了
别人，平心静气来看就好。只是我自己觉得这是功
德无量的事，所以就干下去了，而且要选意义更
大、难度更大，一般人干不了的活，尽量解决它，有
点担当精神。

草地：您多次强调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认
为这是中国史学的好传统，如何理解？

南炳文：治学方法上，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郑
天挺先生，他对问题的论述求深求严，做历史研
究与他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关心息息相关。

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一方面，我认为历史
研究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现实需要解决什么问
题，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关
注现实问题会加深看问题的深度、广度和整体
性，因为很多现实中的问题都是重复发生过很多
次的，对这一类问题形成客观深入的看法后，你
研究历史问题时，也会思路更开阔，更容易抓住
问题要害。

研究历史为现实服务，关注现实也可以让你
多长出一双看历史的眼睛。所以我每天都会看
新闻。

草地：从史学研究的历史来看，用“为现实服
务”的名义而从功利主义的目的出发，对历史进行
不准确的记述，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南炳文：所以我这里说的服务现实，与把历史
扭曲了来为某个目的服务是两个概念。人们往往
爱拿历史来讲现实，但不是用真正从历史中总结
的智慧和经验教训来指导现实，而是不论真假地
拿历史给自己的某个观点辩护，我不同意那种东
西，那不叫服务，而是歪曲。

“读的人也许不多，但永远有人关照”

草地：您似乎与网络技术保持着距离？网上曾
有学生想发邮件向您请教问题，有人答复说您深
居简出，很少用电脑，不如直接写信。您也很少用
微信。

南炳文：是的，我手机能接打电话，能看短信，
但不会回，微信也不懂，学生们搞了微信群，我也
没加。其实很简单的事，但我不去学，学了就干不
了活了。这一二十年来，我主持的都是比较重要的
学术工程，需要把所有精力用上，从这个角度，我
希望减少一些打扰。因为网络太方便，也太随便
了，啪！一条，啪！又来一条，你说你回不回？总要处
理这些，自己的事也耽误了。现在，我有了学术助
手，她会为我处理电子邮件等事务。

网络的便捷是件有利有弊的事，过去你被逼
着在脑子里装很多东西，知道什么问题找哪本书，
在什么地方下力气，久而久之形成自己的一套方
法。现在电脑检索方便了，但你没形成自己解决问
题的方法和能力。网上能查出来的，只有已知的和
部分搬上网络的东西，很多没被解决的问题网上
也查不到，而且网上的东西准确率是要打问号的。

我当然不排斥现代技术，要充分利用好现代
化的手段，但也要靠读书积累、独立思考，培养自
己解决问题的本领，这是两套功夫。这两套功夫如
果能很好地结合使用可能是最好的。

草地：现在网上活跃着许多分类细致、热情高
涨的历史爱好者群体，这种网络时代的热潮有积
极一面，但人们也时常看到以讹传讹的信息广泛
传播，从专业的历史学者的角度，您怎么看这种
现象？

南炳文：我不太在意这些，别太认真就是了。
许多以历史面目出现的东西并不是历史，而是说
书。历史学者也有理解的深浅区别，有负责和不负
责任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在电视上和网上，说得
有趣、有具体情节的比较容易有观众，这是一种社
会需要，但实际上历史不可能把有趣的信息都记
下来，有些有趣的事情也不便于记下来。

我看到的错误太多了，做严肃历史的，就做严
肃历史的事，做群众娱乐的就做群众娱乐。当然，
做严肃历史的，对于歪曲历史的现象在可能的条
件下也可以用一些时间加以纠正。

草地：作为严肃历史学者，不会想出来澄清一
些错误吗？

南炳文：你不可能整天去纠错，那没完没了，
还是要抓住自己最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任务。我觉
得去澄清这些不是我的主要任务。我现在的主要
任务是把手头这些史籍中的错误改过来，我的乐
趣在于把它改正确，让以后研究这段历史的人有
个依据，永久留下一个比较正确的本子，让人们不
再以讹传讹。

我没想过我整理的书会有多少公众感兴趣，这
些书的主要读者其实是几类人：搞历史的人，要从
历史中总结真正的经验的大理论家和大政治家。人
不多，但时间久远，它们永远有人关照。

草地：研究了大半生明史，这段历史最吸引您
的是什么？

南炳文：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朝
代，一个朝代维持近 300 年的稳定是很不容易的，
这一时期在治理国家等各方面都有很多值得成为
经验的东西，例如，对官僚队伍的分工和安排方
面。过去因为种种原因，对明朝骂得多，肯定得少，

我认为应该更充分地研究这段历史。

▲南炳文经手过的书稿。 本报记者王京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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