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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

两代人的《梁启超全集》

30 年编纂之功
90 年缘起不灭
▌张玉瑶

父子两代苦心编全集
梁启超虽然只活了短短 57 年，却留下了一
千多万字的各类作品。在《梁启超全集》之前，
被人引用最多、影响最大的是 900 多万字的
《饮冰室合集》，这是由林宰平（林志钧，字宰
平）受梁启超本人生前之托编成的，1936 年由
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丁文江受梁本人委
托 ，与 助 手 赵 丰 田 编 成《梁 启 超 年 谱 长 编》。
很长时间以来，这是研究梁启超的两个最重要
的资料。
鉴于梁启超在近现代史上的卓著地位，上
世纪 60 年代，吴晗、范文澜、侯外庐等提议编一
部梁启超的文集，由中华书局承担这部书的编
辑任务，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梁集组”，挂在近
代史编辑室。但到 70 年代初，因书局也卷入到
种种运动中去，这项工作不得不中止。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初，编梁启超集的工作
又重新恢复，
正式定名《梁启超全集》，
由中华书
局近代史编辑室延请汤志钧先生负责编辑工
作，列入了 1981 年制定的 1982—1990 古籍整
理计划。汤志钧此前出版过《戊戌变法史》
《戊
戌变法人物传稿》等，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物
有专研，
巧合的是，
和林宰平一样，
名字也叫
“志
钧”
。
不料，从 1990 年开始，中华书局因进行体
制改革，向企业过渡，自负盈亏，只好压缩那些
“不赚钱”的书，部头大、收益低的《梁启超全
集》也 在 此 列 ，甚 至 连 近 代 史 编 辑 室 都 撤 销
了。2003 年，这个项目一度被天津古籍出版社
列入出版计划，做了大量筹备工作，还开了一
个较大规模的新闻发布会，但后来还是搁浅
了。然而即便如此，汤志钧、汤仁泽父子仍勉
力支持，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整理、点校文献资
料，多年来不曾间断。
在此期间，
《梁启超全集》的编纂工作也得
到了梁家后人的关注和许多支持。2010 年，梁
从诫（梁启超长孙、梁思成之子）去世，汤志钧
闻讯非常难过，说梁家交代的事情没有完成，
一定要加快努力。几年后，梁启超幼子梁思礼
也去世了，汤志钧心情更加沉重，说一定要赶
快把这件事情完成。
随着国家对学术经费加大投入，终于在
2014 年下半年，在上海历史研究所的支持下，
《梁启超全集》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取
得成功，这项浩大工程才有了资金支持，时年
汤志钧已经 90 岁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将其
列入“文献丛刊”项目，即成为国家清史编纂的
组成部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
这项工作才终于克服千辛万苦，重新回到了正
轨 上 。 汤 志 钧 曾 先 后 于 1983 年 、2011 年 、
2017 年为全集写了三个序言，可见其艰难困苦
之状。
文献整理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巨细靡
遗，可一有纰漏即受人诟病；而在当今学术体
系内，短期内又不能计入工作量，看不出成果，
不能发刊物，导致能静下心来做这件事的学者
越来越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汤仁泽多年
“晋升无份”，但他明白，这项工作总要有人不
计得失地埋头去做，尤其是父亲汤志钧在编全
集时踏破铁鞋、毫无保留的奉献精神，深深激
励了他。梁启超曾外孙、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念群感叹道：
“肯干这个事情的人，一定是有
自己执着的信念和真实的、一生的兴趣，还要
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几个要素结合在一起，他
才肯干这份工作，而且才能干得出色。”

寻找“世界的梁启超”

今年 1 月 19 日是梁
启超去世 90 周年纪念
日，同在这一天，历时三
十多年编纂、由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梁启超全集》召开出版
座谈会，以此纪念怀想
梁任公之人格风范。
据介绍，这套全集
是迄今梁氏论著的集大
成之作，收录了梁启超
1889 年中举前至 1929
年去世所见的全部著
述，分为论著、演说、诗
文、译文、函电五大类共
二十集，字数逾 1400 万
字。值得称道的是，它
呈现了梁氏著作的原
貌，所收资料或录自其
手稿，或录自其手订、手
校的较早出版品，或录
自最早刊载其作品的书
籍报刊，特别是收入了
近年来在内地和日本、
美国、新加坡、港澳台等
地陆续发现的梁氏佚
文、信件等，如《南长街
54 号梁氏函札》等，都
是此前梁氏各版文集中
从未见过的珍贵史料。
《梁启超全集》的编
辑、校勘、出版经历了一
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花费了两代人的心血。
其编纂最早可追溯到上
世纪 60 年代，后因故中
断，一直到 1982 年，正
式由历史学家汤志钧负
责，后来其子汤仁泽也
加入进来。然而，出版
计划数次搁浅，资金一
度也十分缺乏，父子二
人几乎是孤军奋战，在
学界、出版界众人的点
滴 支 持 下 ，穷 37 年 之
功，终于编成。汤志钧
先生如今已有 95 岁高
龄，汤仁泽也从一个历
史系本科生成为花甲老
人。座谈会上，上百位
老中青几代历史学者闻
讯前来，在座尽显华发，
谈起编纂往事，无不唏
嘘赞叹。

《梁启超全集》是目前收录最全的梁
氏著作集，难得的是，不是以前已有文集
的合集，而是一次重新的编纂。汤志钧
及汤仁泽从梁启超当时发表文章的《时
务报》
《清议报》
《新民丛报》
《知新报》等
报纸刊物上一篇篇找到原始文章，参阅
异文，
进行校订校对，
工作量十分巨大。
多年来，汤志钧利用讲学交流的机
会，赴台湾、香港、澳门、日本、美国、新加
坡等地，在国内外各大图书馆检索书藏，
搜集散落在海外的梁启超诗词、文稿、信
札等。如上世纪八十年代访日期间，在
日本搜集到梁启超的一批佚文书信《〈乘
桴新获〉中的梁启超佚札辑存》，包括《致
伊藤博文、林权助书》
《致大隈重信书》
《与志贺重昂笔谈记录》
《致山本梅崖书》
以及《致犬养毅书》中的一部分，是梁启
超初到日本时写的，对“保皇派”的“勤
王”活动有参考价值。还有《南长街 54
号梁氏函札》，包括了梁启超写给家人的
一些书信，这些都是此前从未见过、披露
过的。值得一提的是，梁任公的书信书
法精美，又一向纸墨上乘，收藏价值非常
高，
故而虽遗散多处，
但保存较为良好。
汤志钧先生一直感叹，全集的编成
是群策群力之功。曾参与编辑出版工作
的人大教授王汝丰谈到一件事：北大中
文系教授夏晓虹曾花费工夫辑过一部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汤志钧先生看到
了想采用，但不认识夏晓虹，最后中间通
过几位学者辗转联系上，一开始提这个
请求时心里很是顾忌，没想到夏晓虹二
话不说，就让全集予以采用。王汝丰直
感慨，
这种修书风度让人敬佩。
海外学者也非常关注这套全集的编
辑工作，日本中国近代史专家狭间直树
和岛田虔次曾花费十余年时间将《梁启
超年谱长编》翻译成日文并增加了许多
珍贵的考证注释，在 2003 年为《梁启超
全集》召开的天津会议上，狭间直树等纷
纷自告奋勇，恳切表示日本学界愿协助
汤志钧父子出力，后来也帮了不少忙。
在全集出版座谈会上，台湾学者黄克武
感叹道，梁任公一生足迹广布世界，东亚
受其思想影响尤深，从中可见一斑，
“梁
启超不但是中国的梁启超，也是世界的
梁启超”
。
当然，搜集只是前期工作。这套《梁
启超全集》为人称道之处，除了收录之
全，还有点校之精。文献点校是一项非
常繁难琐细的工作，单一而枯燥，为了抠
一个字眼常常得跑多个图书馆翻阅大量
资料，比如晚清名人杨度的字，在上海版
《梁启超年谱长编》、陈旭麓主编《中国近
代史词典》和 89 版《辞海》里作“晢”，而
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99 年版《辞
海》作“皙”。校阅者参阅了刘晴波的《杨
度集》，最后确认为“皙”。但汤仁泽在媒
体采访中坦言：
“当你把一件工作看作责
任或使命，你会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去做，
忘了枯燥和孤独。如果全身心投入，会
有‘乐在其中’的感觉。在比勘同一篇著
述相关版本的差异时，在补苴罅漏、芟其
重复、校正舛误时，
会感到收获无穷。”

有形建树，无形修为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绕不过去
的一个名字，一般人认识和了解他，始于
他的政治活动家和维新思想家身份。梁
启超经历和参与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
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对
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在从事政治活动同时，
梁启超在近代
学术上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于文学、
史学、
政治、
哲学、
社会学、
新闻学、
教育学、
经济
学、法学、宗教学、美学、文字学等多个领
域都颇有建树，
留下创造性甚至开山性的
理论命题，堪称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
师。难得的是，他能够站在中西文化结
合、政治变动与社会文化结合的立场上，
反思和推进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不过，对更广大的中国人和中国近
代社会来说，梁启超在种种头衔称号之
外，影响最广远的当是他“启蒙者”的身
份。梁漱溟先生即评说道：
“总论任公先
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
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
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
变。”北大中文系夏晓虹教授亦阐释道：
“无论前期的从政、办报，还是后期的讲
学、著述，也不管面对士绅抑或面对学
子，
‘开通民智’始终是其一贯不变的追
求……谓之‘善变’也罢，
‘与时俱进’也
好，直到去世，梁启超留在时人印象中的
‘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
间走的壮汉’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
）。”
在诸种社会身份之外，最令人动容
的，
还有梁启超关起门来对子女后人的教
育。
“一门三院士，
九子皆才俊”
（长子梁思
成是著名建筑学家、
次子梁思永是著名考
古学家，皆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
士，幼子梁思礼为著名火箭控制专家、中
国科学院院士），这在名门子弟里是绝无
仅有的，为人啧啧称颂。其余子女，三子
梁思忠投身前线、在淞沪会战中为国捐
躯，四子梁思达是著名经济学家，长女梁
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
次女梁思庄是著名
图书馆学家，
三女梁思懿和幼女梁思宁都
加入中国共产党，
投身革命。傅斯年曾评
价道：
“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
之第一流人物，
国际知名。
”
梁启超实行中西文化结合的教育，
将
九个孩子中的七个送出国外留学，
和子女
间的通信多达几百封，
除了殷殷关怀生活
和学业，还注重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操，甚
至为子女选择专业也是按照当时中国的
实际需求，
主张他们广泛学习各种现代科
学文化，
因而九个孩子涉及领域殊异。纪
念梁启超逝世 90 周年座谈会上，梁思成
外孙、梁再冰之子于小东提到，到了梁家
第三代也依然如此，有学通信的，有学航
天的，
有学新闻的，
尤以理工科为多，
延续
着梁启超对子女教育的影响。
清华大学老教授刘桂生回忆了他二十
多岁在北大时，
当时担任北大图书馆副馆
长的梁思庄对他帮助很大，
让他一个
“无名
小辈”
也感受到梁任公留给家族的无形的
文化修为。确如梁启超讲的
“缘起不灭”
，
学问也是带有人格魅力的，于后人，于社
会，
于中国，
泽被至今，
仰之弥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