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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吴孟复先生冥寿百
年。 今天，我们以启动整理出版
《吴孟复全集》的方式，隆重举行
纪念会， 追怀这位著名的学者、
教授、 古代语言文学研究专家、
古籍文献整理研究专家、语文教
学专家和诗古文写作名家。 首
先，我代表学校党委、行政和全
体师生员工， 欢迎大家的到来；
并借此机会，衷心感谢你们对学
校改革发展事业的关注、支持和
帮助！

为纪念吴老， 这位淮北师大
的学术标志、安徽的代表性学者、
真正的国学大师和令人景仰的学
术前辈，学校在他冥寿百年之际，
正式启动《吴孟复全集》整理编纂
工作。 此项工作作为淮北师范大
学学术传承与重要成果展示的重
大工程，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其一， 吴孟复先生著作的集
中推出， 是对学校发展历史的梳
理回顾、学术渊源的追溯、学校自
身传统的继承弘扬， 也是对学科

建设的推动和人文精神的提振。
这不仅是对一位学者学术生涯的
总结，也标志着学校文脉的绵长。

其二，吴孟复先生著作的整
理出版， 也是我们深入研究、全
面继承、锻炼人才、创新学科的
绝好机会，学校要进一步打造卓
越文化， 全面推出学术精品，全
方位培养学术英才。

其三，吴孟复先生是一位刻
苦读书治学、热爱祖国和民族传
统文化、热爱家乡和乡邦学术文

献、 献身学术和教育事业的学
者、教授，其著作既是其心血的
结晶， 也是其治学精神的写照。
整理出版其全部著作，既体现了
对学术文化的尊重，也为我们指
明了学术追寻的方向，确立了一
位学习的榜样。

其四，整理出版吴孟复先生
著作，对于安徽学术尤其是安徽
文献学和文学的研究，对于皖派
朴学和桐城文学的继承与传播，
对于安徽文献大省的资源利用

和文化强省的建设，推动安徽学
术走向全国，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与意义。

其五， 整理出版吴孟复先生
著作， 必将为社会增添一份学术
精品，添彩书林，嘉惠学林。 是在
吴老国内外影响的基础上， 推出
一幅更清晰、更完整的学术肖像。

学校将高度重视《吴孟复全
集》 的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全
力保障这一精品文化工程的高
质量、高效率、高水平的完成。

《吴孟复全集》整理出版是精品文化工程(摘要)
淮北师范大学校长姚佐文

吴孟复 （1919-1995），名

常焘，字伯鲁；又字孟覆，以字

行，号山萝。室名商邃室、卓观

轩，别号勉堂。安徽庐江人。

1937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

校，先后任上海法政学院教授、

上海暨南大学副教授。1949年

后在上海文管会、滁州中学、合

肥师范学院工作。1957年被划

为“右派”，“文革”中下放砀

山县农村劳动。1975年到淮北，

1979年彻底平反，评为教授，历

任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今淮北

师范大学）图书馆长、文科学报

主编、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室

主任。当选安徽省人大代表，任

民革安徽省委常委，曾获全国

民主党派“四化”建设积极分

子和“安徽省劳动模范”称号。

1987年调至合肥，为安徽教育

学院（今合肥师范学院）教授。

任《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

会主任委员、安徽省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副主席。

吴孟复先生一生历经名

师。在芜湖广益中学读书期间，

受教于国学家段熙仲和古文献

学家兼诗人陈梦家；进入无锡

国专后，得经学家、理学家唐文

治，宋诗派领袖、诗歌理论家陈

衍，诸子学、目录学家钱基博诸

大师亲授；且是桐城派理论家

姚永朴、文献学家陈诗、古文家

袁伯夔、诗人李拔可、收藏家许

承尧入室弟子；并得章太炎先

生、陈散原先生指点。又与史学

家、图书馆学家柳诒徴，新儒学

大师马一浮有学术交流；与郑

振铎、刘大杰等同事；与钱钟

书、黄宾虹等交往……吴孟复

先生学综汉宋，文通韵散，在语

言文字学、文献学、古典文学、

古籍整理、语文教学以及诗文

写作等方面，皆有突出成就，凝

聚成“会语言、文学、历史、哲

学为一途，融目录、版本、校

勘、训诂为一体，合阅读、研

究、整理、教学为一事”的学术

特色，成为公认的国学大师和

桐城派大师。钱仲联先生评价

他是“合皖江南北之长，果能

善用而相济者”。主要著作有

《黄山谷诗补笺》《训诂通论》

《古书读校法》《屈原九章新

笺》《唐宋古文八家概述》《桐

城文派述论》《古籍整理研究

通论》等；主编《古文辞类纂评

注》《续经籍纂诂》和《古籍研

究》杂志等；论文近 300篇，尚

待整理结集。

吴孟复先生学术生平简介:

时值吴孟复先生诞辰 100
周年之际， 为纪念这位曾在淮
北师范大学长期生活工作过的
著名学者、 桐城派大师、 教育
家和诗文名家， 传承学术文
脉，弘扬自身传统，6月 15日，
淮北师范大学隆重召开吴孟复
先生百年纪念暨 《吴孟复全
集》 整理出版会议。 来自中国
社科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
学、 暨南大学、 安徽省古籍办
公室、 安徽大学、 安徽师范大
学、 安庆师范大学、 阜阳师范
大学、合肥师范学院等 60余位
专家学者、 历届校友、 家人代
表和淮北师范大学领导、 教师
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共有
开幕式、追怀吴老、方案研讨、
学术报告四个环节。
开幕式上， 淮北师范大学

校长姚佐文致辞。 他代表淮师

大党委、行政和全体师生员工，
向与会专家、 代表表示热烈欢
迎和衷心感谢， 并向大家着重
介绍吴先生在该校 12 年的工
作生活情况及所取得的丰硕成
果。他指出，吴先生在淮师大承
担了繁重的行政管理、 教学科
研和社会兼职等工作。 在行政
管理上，历任学校图书馆馆长、
文科学报主编、中文系主任、古
籍研究室主任等。 在教学上悉
心指导青年教师、 用心哺育青
年学生，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专
业人才。 在科研上完成了关于
屈原研究、桐城派研究、唐宋古
文研究、训诂与语文教学研究、
古书标点校注研究、 古代文论
研究、文学史研究、诗词欣赏研
究等论文 100余篇，出版了《训
诂通论》《古书读校法》《唐宋古
文八家概述》《刘大櫆文选》《屈
原九章新笺》等著作。后来出版
的 《吴山萝诗文录存》《语文阅
读欣赏例谈》，也是对淮北旧作
的整理。 《桐城文派述论》《古籍
研究整理概论》 的主要内容也

是在这一时期完成。1986年起，
主编淮北师范大学与安徽省古
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联合创刊
的《古籍研究》杂志。 在社会兼
职上，曾当选安徽省人大代表，
任民革安徽省委常委， 并获全
国民主党派“四化”建设积极分
子和“安徽省劳动模范”称号。
姚佐文强调， 吴先生是一

位刻苦读书治学、 热爱祖国和
民族传统文化、 热爱家乡和乡
邦学术文献、 献身学术和教育
事业的学者、教授，为我们指明
了学术追寻的方向， 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 最后，他宣布《吴孟
复全集》 整理出版工作正式启
动， 并充分阐述了 《吴孟复全
集》对学校、对安徽、对学术界
的重大意义。
副校长李福华在主持讲话

中强调， 吴孟复先生百年纪念
暨《吴孟复全集》整理出版，是
淮北师大发展史上的极其重要
的文化事件。吴孟复先生，是一
个属于淮北师大的文化符号，
一座跨时代的学术高峰， 一位
真实的、 既作经师又做人师的
学术大师。其深邃的学术思想、
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 笃实谨
严的治学品格、 尊崇传统的家
国情怀、德高善教的育人风范，
不仅滋养了淮北师大的学术血
脉， 引领了淮北师大校训精神
的发扬， 也随着代代学子的成
长、 学术文化的交流， 远播四
方。 各位专家、 朋友的积极参
与， 必将有力地促进这项重大
工程的圆满完成！ 希望吴孟复
先生学术著作整理研究领导组
以及整理编纂委员会等组织机
构，努力工作、追求完美，主动
承担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和
责任担当。 学校将在人力、物
力、财力上给予重点保证，加强
主导、大力支持、全面保障，并
以此推动学校一流学科、 一流
专业、一流队伍建设。

会上， 淮北师范大学原校
长王彦坦、 吴老工作过的单位
代表、吴老学生代表、私淑后学
代表、 专家学者代表及家人代
表等分别发言，深情追忆吴老。

会议研究讨论了《吴孟复全集》
整理出版方案， 进一步明确了
编纂内容和出版计划， 拟分为
文集、诗集、序跋杂文、文献学
研究、古文研究、语文研究、诗
文注释与年谱、 书信日记等八
卷出版，共约 300万字，并讨论
了 20个出版的相关问题。 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王
达敏、 淮北师范大学原文献整
理与研究中心主任纪健生、暨
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光光三位
学者分别作了题为《吴孟复，桐
城派最后一位大师》《吴孟复先
生的学术智慧》《桐城派的传承
与发展》的学术报告。
会议高度评价了吴孟复先

生在中国语言文字学、 中国古
代文学、 中国文献学等诸多学
术领域所作出的独到贡献，认
为吴先生与桐城派渊源深厚，
他的著述作品， 体现桐城派文
风与特色； 他的桐城派研究著
作， 是新时期桐城派研究的重
要成果； 是国内公认的国学大
师和桐城派大师。 他的学术遗
产既是其心血的结晶， 也是其
治学精神的写照； 不仅是淮北
师大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宝
藏， 也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成果， 对于安
徽学术尤其是安徽文献学和文
学的研究， 对于皖派朴学和桐
城文学的继承与传播等具有重
大学术价值。整理出版高水平、
高质量、 高品位的 《吴孟复全
集》，打造学术精品，是对吴老
的最好纪念，必将添彩书林，嘉
惠学林，在传承学校传统、培养
学术英才、推进学科建设、建设
文化强省、 提振人文精神等诸
多方面意义重大。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

室、山东大学文学院、安徽大学
桐城派研究中心等友好单位发
来贺电；著名语言学家濮之珍，
淮北师范大学原校长邱尚周，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 著名
文化学者、红学家周岭，吴孟复
先生哲嗣———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吴怀祺等向大会发来贺信，
共同祝贺大会隆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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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吴老

发言摘要：

吴孟复先生是学校最早引
进的文理双峰之一。 吴孟复先生
治文，葛旭初先生治理。 两位学
术领军人物和一批热爱教育、乐
育英才的教师云集，是淮北师大
在初建时期，就自信地立于安徽
高校之林的重要底气。 从一定意
义上说，追怀吴先生，就是在回顾
淮北师大的历史。

我与吴先生是邻居，亲见先
生以病弱之身，坚持工作与教学，
常常累得力不能支， 甚至病倒。
晚上，叩门问学的师生络绎不绝；
夜深人静时， 才得以挥笔耕耘。
当时，学校办学条件简陋，但仍尽
力为其工作和生活方面提供帮助
和方便；在教学、科研等学术问题
上，充分尊重先生的意见，让其随

心随性而又自由地提出和发表自
己的学术见解。

我一直将吴先生视为学校的
财富和骄傲。 先生深谙国学，渊
源久长；汉宋兼治，诗文皆擅。 而
对桐城派，不仅情有独钟，更是见
有独到，身体力行，是实至名归的
桐城派大师，我想当今学界罕有
人能与之比肩。 整理出版吴先生
的著作，延续先生的学术文脉，研
究先生的教学成果，传承创新文
化教育，是用最实际的行动怀念
吴孟复先生，为先生作一次学术
总结，是对学校历史和传统的重
要梳理，也是我的夙愿。

我祝愿专家们齐心协力，以严
谨的“大国工匠”精神，把《吴孟复
全集》打造成学术精品，早日面世。

中华民族三千年表情达意
的主要文体是古文和骈文。 西汉
之前，这两种文体是浑融的。 东
汉初期出现分离， 到北宋之前，
骈文为主流。 由宋至清，古文为
主流。 一骈一散，从浑融到分离，
其间有矛盾、有融合。 自晚明始，
掀起古文潮流。 既可谓文潮，也
可谓思潮。 发源于桐城，繁衍于
东南，北上至扬州，继而到燕京，
逐渐席卷全国。 桐城派发展至晚
清时， 又走向了骈散浑融的潮
流。 吴先生是此潮流最初的学习
者、中间的创作者、最后的守卫
者；既是桐城派的研究者，也是
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

20多年前我进入桐城派研

究领域后，吴先生的学术著作便
不断哺育我成长。 纪健生先生是
国内研究吴孟复最优秀的学者，
正是通过纪先生的文章，我走进
了吴先生的世界。 吴先生丰厚的
精神赐予，我终生难忘。

吴孟复先生的成就不仅属
于淮北师大、属于安徽省，更是
属于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后人
有义务、有责任去传承。 《吴孟复
全集》的整理出版是一项浩大的
文化工程， 离不开各方的支持。
希望学校切实推动这项事业顺
利开展，以告慰前贤。 为了学校
曾经的、 现在的和未来的光荣，
我们期待着。

（根据录音整理）

王达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

王彦坦(淮北师范大学原校长):

欣闻吴孟复先生百年诞辰
暨《吴孟复全集》整理出版座谈
会召开，深感欣慰。 因故不能前
往参加，甚憾。

孟复先生长期坚守在祖国
教育田园里，艰辛耕耘，硕果累
累。 孟复先生已经远去，但是他
的身影和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
众学友面前。 先生是一位教学、
科研双丰收的园丁。 先生治学
严谨的风范， 启迪着众多学友
追随。 先生与众多学友之间的

深情厚谊， 深深地珍藏在友人
心间。 实难忘先生的孜孜不倦、
学而不厌的求索精神， 最难忘
牵手淮北师生共同书写华章的
往昔。 须臾间，过去了的一切仿
佛已经远去不再归来， 然而美
好的一切和一切的美好， 将永
存于纷繁的人间， 正和我们相
拥、相伴、相依 、相随 ，奋勇向
前。

邱尚周撰，于烟台寓所
2019年 6月 12日

邱尚周(淮北师范大学原校长)贺信：

吴老师出名门，博闻强记，在
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籍整理
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
就， 不仅是安徽学术界的翘楚，
也是蜚声国内外的文史专家。 其
所撰 《训诂通论》《古书读校法》
等学术专著， 早已成为学术经
典，嘉惠了一代又一代学子。

吴老不仅是学术上卓然有
成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对安徽
高等教育有重要贡献的教育家。
我与孔阳跟吴老结识很早，对吴

老作为教育家的独到眼光非常
敬佩。 吴老在担任淮北煤炭师范
学院(今淮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
任期间，不仅十分重视学生的培
养，还非常重视学术交流，当年
包括北大、复旦等全国名校的著
名学者都被吴老邀请到淮北煤
炭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学，播下了
一批学术的种子，由此培养熏陶
了一大批后来在学术界卓越有
成的年轻学者，成为今日淮北师
范大学的骄傲。

欣闻吴孟复老师百年诞辰纪
念会在母校隆重召开，百感交集。

淮北师范大学 1974 年建
校，当时的校名是安徽师范大学
淮北分校，后改称淮北煤炭师范
学院。 我是首届学生，中文系 74
级 1班， 1974年秋季入学。

次年， 吴孟复师移教相山，
是为我等一众弟子初谒程门之
始。由于吴师母时未随任，当时的
系主任陈维型老师安排我和其他
几位同门兼管吴师的起居，几乎
无晨无夕不在吴师的身边。 那是
一段难忘的日子，前后历时三年，
得吴师耳提面命，于任务之外，每
日文字音韵版本目录训诂，等于
读了他的博士后研究生。

后来独自一人闯天下的日子
里，无论遭遇什么样的高手，无论出
入什么样的殿堂，只消“掉”出受教
于吴师的“书袋”，一定谬赢嘉许。

1978 年我去北师大进修，

临行前吴师不停地伏案写着要我
带去北京购书的书单，因那时他
刚受命筹建校图书馆。那几天里，
他一边写一边向我口述每部书的
提要。 我才知道，吴师读书之富、
学问之精。

吴孟复老师聪明绝顶， 五岁
发蒙， 及长， 负笈著名的无锡国
专，受教于唐文治、章太炎、钱基
博、柳诒徵等名师。在最好的读书
年代完成了学业。嗣后，无论是顺
境逆境，读了一辈子书。 而我，老
三届高中，文革停课三年，插队务
农三年，煤矿挖煤三年，总计失学
九年。怎么追得回荒废了的时间？
所以，我是不幸的。如果不是遇上
了吴孟复老师，即使有机会成功，
譬如炒楼炒成王石了， 演戏演成
张国立了， 但绝不可能成为一个
读书人。 所以，我又是幸运的。

为此，我感恩吴孟复老师，感
恩我的老师们，感恩我的母校。

周岭(著名文化学者红学家)贺信:

濮之珍（著名语言学家）：

以上文字由记者邹晨光 通讯员余英华 整理

欣闻贵校将于近期举办吴
孟复先生百年纪念会， 并启动
《吴孟复全集》编纂工作，不胜欣
跃钦仰，特驰函祝贺并致崇高敬
意！

吴老是当代文献学、训诂学
大家，著名诗人、书法家。 吴老一
生沉潜学术， 教书育人， 淡泊名
利，人格高尚。 为学则直承乾嘉，
远绍汉唐，著述等身；为师则躬耕

杏坛，奖掖后学，桃李芬芳。 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道德文章，人所
共仰。我在弱冠之年，有幸亲炙教
诲，得执弟子之礼，迩来三十有五
年矣。抚今追昔，师恩难忘！今逢
先生百年诞辰，本当匍匐前往；奈
何杂事缠身， 不遑驱驰。 谨奉短
笺，以表敬仰感恩之忱。

后学刘利拜启。 二〇一九年
六月十四日

刘利(北京语言大学校长、教授)贺信：

会议现场

■记者 邹晨光

通讯员 余英华

摄影 记者 陈文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