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5 月，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

《宝鸡市志（1990—2010）》出版发行。

这是第一轮《宝鸡市志》的续志，共 46

编 231 章 954 节 408 万字，全面翔实

记载了宝鸡市 20 年间自然、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重

大成就，是宝鸡方志事业取得的又一

项丰硕成果，也是全市地方志系统献

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一份礼物。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宝鸡市志

（1990-2010）》（第二轮《宝鸡市志》）

编修工作于 2003 年启动，广大编纂人

员呕心沥血，苦耕不辍，历经 18 年编

纂完成这部记录宝鸡 20 年发展历程

的“百科全书”。  

用工匠精神锻造精品

作为“一方之全史、一地之古今”

的地方志，不仅可以起到以古鉴今的

作用，更是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取

之不尽的历史智慧宝库。然而修志工

作却是一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任务

繁重、质量要求高的系统工程。

“如何克服困难，锻造一部精品

佳志？这对于编纂人员而言是一次考

验，他们不仅要有秉笔直书的求实精

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还要有以史

为鉴的创新精神。”市地方志办公室党

组书记、主任纪志远说，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第二轮《宝鸡市志》编纂工

作，市政府先后印发了《关于做好新一

轮修志工作的通知》《宝鸡市续修地方

志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第二轮修志

的指导思想、编纂原则、续修任务、工

作步骤等，各承编单位迅速调集精兵

强将，组成编纂专班，一场长达 18 年

的修志活动展开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料是

志书编纂的基础，资料的数量和质量

直接影响志书的质量高低。为了让编

纂人员少走弯路，市地志办编纂出版

指导书籍《宝鸡市第二轮修志工作手

册》，发放给各承编单位和县区地志

办，并连续举办修志业务培训班，各

责任编辑进行指导。为加快资料收集

速度，市地志办制定了《关于征集〈宝

鸡市志〉总纂资料的通知》，并限定了

资料提供时间，掀起了一股递交资料

的热潮，截至 2017 年，共收集资料达

1000 多万字。

要将堆积如山的资料通过整理

归纳，恰当取舍，最终形成真实反映宝

鸡历史与现状的志稿，又是另外一项

艰苦的工作。“每篇志稿少则四五万

字，多则十万字，我们不仅要按时完成

自己初稿的编写和修改任务，还要抽

出时间读别人撰写的稿件，并提出修

改意见。”一位编纂人员说，为了不打

折扣完成这项任务，他们晚上就将志

稿带回家审阅修改，真正是以“十个指

头弹钢琴”的方式去完成。笔者在市地

方志编纂人员办公室看到一摞摞分篇

打印的初稿，每篇稿件上都有用红笔

密密麻麻批注的修改意见。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编纂人员

精心研磨，2017 年底第二轮《宝鸡市

志》完成了初稿，并于 2018 年 6 月通

过初审，2019 年 8 月通过省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终审，2021 年 5 月正式

出版发行。回首 18 年的艰苦工作历

程，一些编纂人员说，一切付出都是值

得的！

用独创精神凸显特色

地方志是一“地”之“志”，唯有突

出地方特色，才能避免“千志一面”，才

能更有个性，更具资政育人的价值。

志书的篇目是一部志书施工的

“蓝图”，篇目设置是否科学直接关系

到志书成败。在编纂过程中，编纂人

员在首轮《宝鸡市志》的基础上打破

常规，大胆创新，或在篇目上升格设

置，或在记述中增加篇幅，翔实记载

以往反映不够充实的内容。2003 年

5 月，第二轮《宝鸡市志》编纂正式启

动，初步制定了一个《宝鸡市志》篇目

大纲，但是经过十多年的迅猛发展，

各行各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该篇目

大纲已不能很好地反映新的发展了。

为此，总编室根据宝鸡市实际情况，

结合各项事业发展变化的特点，前后

九易其稿，增加了太白山编、西凤酒

编、青铜器编、装备制造业编等能够

反映宝鸡特色与历史文化的内容。其

中，太白山编是从“自然地理”编中

提出来，分“地理环境”“药材地热资

源”“景区景点”3 章 13 节，详细记

述了太白山的山域、地貌、交通、药

材、景区景点、登山线路等内容，尤其

对太白七药、温泉等具有特色的内容

记述得尤为充分。

宝鸡是西北工业重镇，有雄厚的

工业基础。1990—2010 年，宝鸡工业

企业科技研发能力大幅提升，位居西

部工业城市的前列。经过多年发展，宝

鸡逐步形成了汽车零部件、钛及钛合

金、烟酒食品、能源化工等支柱产业

集群，拥有陕汽、吉利、东岭、西凤、石

油钢管等一批龙头企业。为充分展示

宝鸡在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就，第二轮

《宝鸡市志》打破了一般志书只设工业

编的常规，专设了工业概略、装备制造

工业、金属冶炼及加工业、食品与烟草

工业、西凤酒共 5个编，将优势工业门

类分别设编，增加记述容量，凸显发展

特色。其中，西凤酒编是从食品与烟草

工业编中再次升格单独设置的。西凤

酒是中国四大老牌名酒之一，为凤香

型白酒的典型代表。为此，编纂人员在

西凤酒编设置“酒乡、酿造、营销、科技

研发、企业体制与建设、西凤酒文化论

坛”六章，详细记载了西凤酒渊源、酿

造工艺等内容。

这些独具特色的内容，让不少读

者感到新鲜，让这部志书更有看头。

用方志文化服务发展

修志起着“存史、资治、教化”的

作用，第二轮《宝鸡市志》是一部记载

宝鸡 20 年发展历程的百科全书，随着

时间的推移，必定会愈来愈显出它应

有的价值。

“好‘重’的礼当！”当市文化和

旅游局一些工作人员收到第二轮《宝

鸡市志》时不禁感叹，这部志书通过权

威的地情资料，详细记录了文旅界的

大事，展示了宝鸡旅游胜地的魅力，是

社会各界了解宝鸡地理、历史、文化的

一个窗口。

装备制造工业是宝鸡的传统主

导产业，也是宝鸡工业发展的主引擎。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志书记录了宝鸡

市装备制造业从 1991 年企业利润下

滑、亏损严重，到 2000 年以后依托老

工业基地的存量优势，加大技术创新

力度，让全市工业重新焕发生机和活

力的情况。“打开这部志书，前辈们艰

辛创业的过程历历在目，不论是当代

人还是后人，都可以从这一窗口，看到

宝鸡装备制造业的喜人变化。”宝鸡装

备制造业内人士表示，这部志书为打

造宝鸡经济增长新引擎带来了启迪。

前不久，在宝鸡两会召开前，市

地志办向参加会议的代表、委员赠

送了 800 余套第二轮《宝鸡市志》。

“这份精神食粮，有助于代表、委员

更全面地了解宝鸡改革开放进程、

经济社会变化及宝鸡的历史文化和

风土人情，从而对建设宝鸡、发展宝

鸡提供历史借鉴。”一位政协委员收

到志书时说。此外，宝鸡文理学院、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陕西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等多所院校的师生也都收

到了这份沉甸甸的方志书籍。宝鸡

文理学院校长郭霄鹏感慨道 ：“这

是一部记录宝鸡历史、讲好宝鸡故

事的资料性文献，我们将鼓励师生

读志用志，让志书成为广大师生喜

闻乐见的精神食粮。”

“修志的目的在于用志。当得知

这部志书受到许多不同行业人士的赞

扬时，编纂人员十分高兴，这对于我们

而言是一种鼓励，更是一种鞭策。”编

纂人员纷纷表示，他们将努力工作，编

写更多的精品佳志，同时让志书从书

架上走下来，走向基层，走进百姓，让

作为“一方之全史、一地之古今”的地

方志，成为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取

之不尽的历史智慧宝库。

120多套志书送进村史馆

7 月 23 日，“ 送 志 书 进 村 史
馆”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市地志办
方志文化惠民送书小分队首站走
进凤翔区田家庄镇大塬村，将地
方志书籍送给村史馆。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当天，

小分队分别向
大 塬 村、寺 头
村等 5 个村史
馆 赠 送 了《 宝
鸡 市 志 》 《 宝
鸡年鉴》等 120
多套地方志书
籍，进 一 步 充
实 村 史 馆 馆
藏，与 广 大 村
民共享方志文
化 成 果，这 也
是市地志办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
一 项 举 措。据 了 解，从 2018 年 开
始，市地志办通过“读志用志宣传
月”等一系列活动，共向 1000 余个
机关、单位赠送志书、年鉴、地情书
1.4 万余套（册）。         温瑶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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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价 《扶风县志 （1991～2010）》——

展示发展成就的精品力作
温瑶瑶 雷静雨

“能在外地看到家乡的志书，

有种亲切感。”当身处四川省的孔润

年收到从家乡扶风县邮寄来的《扶

风县志》（1991～2010）时，一时难掩

心中的喜悦。

笔者了解到，这部志书2012年

正式开始编纂，历时 8个春秋，于

2020年10月面世。编纂者坚守岗位，

笔耕不辍，对志稿不断进行修改和

校对，才得以如期完成这部精品。该

志书共 137万字，除图片、概述、大

事记、附录等内容之外，正文共设31

编 161章 566节，翔实记录了1991-

2010 年扶风县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等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

“我参与了《扶风县志》稿的复

审工作，当面对正式出版的《扶风县

志》时，内心再次产生对编纂人员的

敬意。”孔润年一语道出他对该志书

的评价，这是一部全面展示县域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的精品力作。

当宝鸡市地方志研究人员杨

明劳收到这部志书时，正是春节，

当时他积极响应“防控疫情，就地

过年”的号召，在南京过年。“整部

志书很好地体现了修志的体例要

求，采用编、章、节体例结构，述、

记、志、传、图、表、录并用的方式，

以志为主，横排竖写，图文并茂。”

杨明劳读完这部志书，感触颇深。

扶风是农业大县，编纂人员很好地

把握了这一特点。杨明劳告诉笔

者，在全书 31 编中，农业一编篇幅

较长，它记述了扶风县农业发展成

就及重大工程项目，充分展示了全

县“三农”工作的历史性发展。编纂

人员还在继承中创新，设立了法门

寺专编，展现了 1991 年后法门文

化景区及全县旅游景区的崭新风

貌，不仅有力地展示了旅游强县扶

风县的面貌和特色，也展示了该县

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

不少读者认为，《扶风县志》是

对扶风县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

各方面发展情况的回顾和总结，为

该县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大胆创新  凸显特色
—— 谈 《陇县志 （1990-2010）》 的编纂特点

温瑶瑶 雷静雨

“这部志书深深感染着我，
让我爱不释手。”《陇县志（1990-
2010）》于 2015 年出版发行后，求
书者众多，不少人阅读后感触颇深。
笔者也谈谈这部志书的编纂特点。

《陇县志》共 35 编 20 章 709 节，
涵盖陇县政治、经济、人文、地理、社
会、生态等多个方面，是一部陇县的
百科全书。领导重视是该志书编纂特
点之一。陇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第二轮县志《陇县志（1990—2010）》

修编，2010 年该志书编纂工作正式
启动，成立了编纂委员会，县政府主
要领导、分管领导分别担任总编、主
编，组建了编辑部开展编修工作。历
时 5 年，该志书编纂完成，并公开出
版发行，陇县成为我市首个完成二轮
志编纂的县区。该志书获得全国新编
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

创新是该志书的另一特点。
《陇县志》具有鲜明的县域特色，这
与编纂人员大胆创新分不开。陇县
是陕西省五大林区之一，生态、绿色
是该县最鲜明的符号。丰富的森林
资源带动陇县畜牧、烤烟种植业发
展迅速，成为全省有名的畜牧和烟
草种植大县。为此，在编纂《陇县志》
时，工作人员大胆创新，单列了林
业、畜牧、烤烟三编，以详尽的数据
及资料介绍陇县丰富的植物、动物
资源，成为宣传陇县生态建设成果
的力作。

为了浓墨重彩地宣传陇县的
旅游文化品牌，这部志书还单列了
旅游、社火编，对景区的规划、建设、
管理情况进行回顾，对社火的源流
与传承、种类、题材、装扮等进行了
介绍，并对这一民族瑰宝的未来发
展进行展望，力求使县志具有鲜明
突出的地方特色。

呕心沥血磨一剑
盛世修志谱新篇

—— 写在第二轮 《宝鸡市志》 出版之际
温瑶瑶 

编纂人员讨论志稿的修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