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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恢宏新画卷 
——专家评 《宝鸡市志 （1990-2010）》

温瑶瑶 

《宝鸡市志（1990-2010）》一

面世，就受到不少读者好评。近日，

笔者采访参与我市 12 部县区志终

审的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二级巡

视员张世民，他说：“读完《宝鸡市

志（1990-2010）》后，总的印象是，

这是一部地域特色突出、质量上乘

的志书。” 

“《 宝 鸡 市 志（1990-2010）》

是第一轮《宝鸡市志》的续志，

尽管第一轮《宝鸡市志》记载的

历史时间长，《宝鸡市志（1990-

2010）》记载的历史时间短，然

而 两 者 篇 幅 相 当，《 宝 鸡 市 志

（1990-2010）》地 方 特 色 更 浓，

具有更宏阔的认知视野。”张世

民说，其实，《宝鸡市志（1990-

2010）》（第二轮《宝鸡市志》）的最

大特点，在于编写时采取两步成

志的办法，对于涉及范围广、内容

有纵深的行业，首先编写专业志、

行业志或部门志，然后统一梳理，

系统改造，变为市志的基本组成

部分，这种工作办法，既加快了编

写节奏，又保障了志稿质量。据了

解，二轮修志期间，全市先后编写

了部门志 60 余部，学校志、医院

志、厂矿志等 20 余部，其篇目大

纲的审定、人员培训、督促检查、

评审志稿等环节，市志编写班子

都参与了，这既保证了志书记述

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更保证了

志书记述内容的专业性、准确性。 

志书是资料性文献，第二轮

《宝鸡市志》的编纂者投入了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征集史实资料，并

在此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使这本书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史

料性，较好体现了志书“资料性文

献”的特性。张世民说，第二轮《宝

鸡市志》善于使用方志体例的扩

缩能力，在叙事和写人方面，有自

己的思考。比如在重大事件的记

述方面，编者将《汶川特大地震宝

鸡抗震救灾志》列入其中，这是对

于重大事件的一种照应。在《工业

概略》中，编者对宝鸡市的工业规

模布局、产业结构、产品效益和工

业园区做了系统介绍，使装备制

造工业成为重中之重，金属冶炼

及加工业成为特色行业，西凤酒

成为工业化的传统产业……这些

在志书中都得到了存续介绍。“重

视基本特色和亮点资讯，定性话

语和定量话语相统一，而不是着

眼于数据堆砌和过程演绎，是这

部志书提升可读性的举措之一。”

张世民说。 

张世民说，地方志要成为精品

之作，务必要有精撰、精审、精校、

精印等环节，其中精心撰写属于最

基础的一个环节。从精撰角度来

说，第二轮《宝鸡市志》有其显著的

优点，其语言风格和资料选取，都

饶具特色，可圈可点。“这既是一部

记录宝鸡发展丰硕成果的分享之

书，也是一部启迪当下、助推高质

量发展的励志之书。”张世民说，志

书是一种文化传承，希望使用者充

分运用好这个重要资源。

展示地方特性的金名片
——读者谈 《金台区志 （1990-2010）》 的编纂特点

温瑶瑶  雷静雨

方志，镌刻着文化的深沉记

忆，是一个地方的“金色名片”。《金

台区志（1990-2010）》自出版发行

后，求书者众多，不少人读后感受

颇深。

张萌是一位地方志爱好者，

当她读完近 150 万字的《金台

区志（1990-2010）》后评价说 ：

“该志是一部展示地方特性的

‘金名片’。”

“除严谨的布局结构、详尽丰

富的资料内容，这部志书给我最大

的感受就是区别于县志的城市特

征。”张萌说，读完该书可以看出，

主编对于城市学有着很深的研究，

抓住了有别于县的城市区特征，吃

透了城市区特性。细读这部志书，

张萌印象深刻的是，在这部志书

“概述”中，主编用不大的篇幅，采

用前后对照的方式，叙述了金台区

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

变迁，很好地展示了成就。

“这部志书令人爱不释手。”读

者宋婉琴读后不禁感慨，该书不仅

梳理了金台区的发展脉络，还记述

了该区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人物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堪称“一方之全书”。

宋婉琴表示，创新是修志事

业的永恒话题，两轮志书相比较，

第二轮志书（《金台区志（1990-

2010）》）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将“环

境保护”“交通运输”等从原来的

“城乡建设”编中单列成编，并专门

设置了“自然地理”“环境保护”等

编，在篇目上、记述上和载体上进

行了创新，丰富了地方志的表现形

式，值得称赞。

一部资料丰富的鸿篇巨制
——谈 《陈仓区志 （1990-2010）》 的编纂特点

温瑶瑶  雷静雨

《陈仓区志（1990-2010）》是一

部鸿篇巨制，是该区地方志工作和

文化建设的重大成果。

资料是志书的生命，资料的

完整、翔实、可靠，直接关系到一部

志书的质量。笔者翻阅《陈仓区志

（1990-2010）》发现，内容充实、资

料丰富翔实是该志书的一大特点。

据陈仓区地志办工作人员介

绍，《陈仓区志（1990-2010）》作为

《宝鸡县志》的续志，全书共 35 编、

159 章、150 万字。从 2011 年正式

编写至 2017 年 4 月定稿。在修志

过程中，编纂人员呕心沥血，搜集

资料，翻阅档案、年鉴及其他史料

2000 多卷（册），走访当事人 300

余人，对这些资料精筛细选、分类

归纳整理，将分散的资料系统化，

最后编成的志书内容丰富、资料翔

实，成为一部实用性很强的地情工

具书。

突出地方特色是提升志书品

质的重中之重，是考量志书价值的

关键因素。如果说突出时代特色是

每部地方志书的共性，那么突出地

方特色就是其个性。“《陈仓区志》

突出地展现了该区的特色，给读者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仓区地志

办工作人员介绍，2003 年撤县设

区，志书就单设一节记述撤销宝

鸡县、设立宝鸡市陈仓区的重大史

实，使读者对这段历史有了比较详

尽的了解，满足了读者的求知欲。

读者评价 《凤县志 （1990-2010）》：

展示改革发展史的优秀县志
温瑶瑶 雷静雨

“特色鲜明，质量上乘，这是一

部展示凤县改革发展史的优秀县

志。”读者杨丽一语道出她对《凤县

志(1990-2010)》的评价。

《凤县志(1990-2010)》于2018

年 11 月正式印制出版，是第一轮

《凤县志》的续志，共 33 编 142 章

532 节 137 万字。这部志书对县域

资源禀赋、产业调整、生态旅游、人

文民俗进行了客观记述。“志书客

观真实记载了凤县工业发展取得

的重大成就，展示了其对县域经济

的支撑作用。”杨丽说，志书以铅锌

黄金资源采掘加工为重点，记录了

陕西宝鸡东岭集团、龙源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相继投资、落户凤县的历史。

通过这部志书，杨丽发现，经

过 21 年的艰苦实践，凤县实现由

贫困山区农业小县成为陕西省综

合实力十强县的嬗变, 走出了一

条资源与产业互相对接、工业与旅

游良性互动的路子。“从这部志书

中不仅可以看到现代产业体系是

如何逐步形成的，还能找到全域旅

游产业体系逐步完善的足迹。”杨

丽说，凤县境内宝坪和太凤两条高

速公路相继开工建设，今年将全部

建成通车，这必将为推动文化旅游

产业的转型升级注入新的活力。

“志书的价值在于存史、资政、

育人，读这部志书备受鼓舞。”杨丽

说，《凤县志（1990-2010）》为后人研

究凤县县情、总结经验，提供了丰富

的文献资料，让更多的人关注凤县、

了解凤县，激励更多的人沿着前人

的足迹参与凤县的建设与发展。

体现时代特征
突出区域特色

——读者谈 《太白县志 （1990-2010）》 的编纂特点
温瑶瑶  雷静雨

自《太白县志（1990-2010）》

出版发行以来，不少读者阅读后

对太白县的转型突破，以及地方

特色都有了很深的了解，朱涛就

是其中一位。

“志书着力体现时代特征，突

出区域特色。”朱涛说，这部志书是

首部《太白县志》的续志，全书共

122万字，采用平列分目体，编、章、

节三级结构，客观翔实地记述了太

白县 1990 年至 2010 年期间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

太白县是一个独具特色、神奇

美丽的地方，县情突出表现为“四

个最”：在陕西境内最高、最绿、最

凉、最奇，因此被称为“四最之城”。

这部志书以真实笔触反映了 20年

来，太白县人民探索走出了一条转

型跨越的科学发展之路的历程。志

书记载了绿色蔬菜、生态旅游、林

特水产、生态工业四大特色产业的

发展，记述了该县发展过程中的亮

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验作

为宝鸡模式在全国推广，在西部地

区率先实施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一乡一校布局调整，创造了县级公

立医院改革的太白模式，成功摘取

国家卫生县城、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国家园林县城等多项殊荣……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大

幅提升。

朱涛表示，该志广征博采，记

述了太白县转型突破、科学发展的

奋斗历程，以“浓重笔墨”描绘了太

白县日新月异、沧桑巨变的壮美画

卷，可以说是县域经济社会转型突

破、绿色崛起的信息宝库，同时也

是人们了解太白县、研究太白县的

权威性百科全书。

据事直书  别具一格
——读者谈 《岐山县志 （1990-2010）》 的编纂特点

温瑶瑶  雷静雨

“这本书我爱不释手，章章节

节都深深打动着我。”读者王建章

读《岐山县志（1990-2010）》后发

出感叹。王建章认为这部志书有以

下特点。

篇目设置颇有新意。“将人

口与环境保护合并设编，别具一

格，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王

建章说，专设的经济总情与经济

开发编，很有特色，是宝鸡志坛

的首创，而且还开设了“前志补

正”，对前志进行了增补和勘误，

体现了续志特征。语言文字独具

匠心。王建章介绍，这部志书坚

持据事直书，用实实在在做过的

工作和数据说话，少空话和套

话。地方特点相当鲜明。岐山县

文化特色鲜明，本轮县志记述得

特别充分清晰醒目。例如岐山县

的饮食文化，概述、大事记和农

牧业编、商业编、社会编等多有

记述。

不避问题是这部志书的又一

特点。“在这部志书中，不仅浓墨

重彩地记述了取得的成绩，还记

载了工作中的问题。”王建章说，

编纂人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环境保护编对环境污染作了极

为详尽的记述，其他编章也记载

了今后需特别注意的问题，提示

后人要引以为戒，彰显了方志工

作者秉笔直书的可贵精神。

 本报地方志专刊于 7 月 26 日刊发了有关第二轮《扶风

县志》《陇县志》编纂特点的文章，本期专刊对第二轮《宝鸡市

志》《金台区志》《太白县志》《凤县志》《陈仓区志》《岐山县志》

逐一进行简评，以便交流借鉴，进一步提高志书编纂质量，满

足读者需要，发挥志书资政育人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