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镇志的编纂

颜越虎



一、村镇志编纂的历史

 《澉水志》：

 南宋罗叔韶修，常棠纂，是中国最早的乡镇
志。澉水，水名，借指澉浦镇。澉浦镇，今属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澉水在海盐县东三十六里，《水经》所谓
‘谷水流出为澉浦者’ 是也。唐开元五年
(717)，张庭畦奏置镇。宋绍定三年（1230），
监澉浦镇税修职郎罗叔韶使棠为志。”





一、村镇志编纂的历史

 《澉水志》共八卷，分十五门。卷一：地理
门，含沿革、风俗、形势、户口、赋税、镇名、
镇境、四至八到、水陆路；卷二：山门；卷三：
水门；卷四：廨舍门、坊巷门、坊场门、军寨
门、亭堂门、桥梁门；卷五：学校门、寺庙门、
古迹门；卷六：物产门，包括稻名、杂谷、丝
布、货、花、果、菜、竹、木、药、禽、畜、
海味、河味；卷七：碑记门；卷八：诗咏门。

 书前有罗叔韶和常棠所作序言及《澉浦所
全图》。



一、村镇志编纂的历史

 《澉水志》是上乘之志，对后来的乡镇
志修纂颇有影响。该志简明周齐，考证
审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叙
述简核，纲目该备。……可谓体例精严，
藻不妄抒者矣。”对此志评价甚高。



一、村镇志编纂的历史

 《澉水志》体例严谨，言约事丰，特色
鲜明，为后人所推崇。该志被视为我国
乡镇志的开创之作，对后世乡镇志编纂
的影响甚大。而澉浦一地，自常棠之后
修志接续不断，明有《续澉水志》，清
有《再续澉水志》、《澉水新志》，民
国有《澉志补录》，近年又有《澉浦镇
志》出版。







一、村镇志编纂的历史

 《杏花村志》：

清代安徽贵池人郎遂出于对乡土的热爱，
编纂了《杏花村志》十二卷。自康熙十三年
(1674年)春月开始编纂，至康熙二十四年夏付
梓成书，历经11年。在编纂过程中，“凡夫、
缙绅、幸布，无不咨询；巷议街谈，无不茹
纳”，考据书目一百余种，约请参与考订的各
州府文人学士一百零三人。





一、村镇志编纂的历史

 《杏花村志》共十二卷，卷一：图序、总图、
分图；卷二：村中、村南、村北；卷三：村东、
村西；卷四：人物、闺淑、仙释；卷五：题咏
（七言绝句诗）；卷六：题咏（五言、七言古
诗）；卷七：题咏（五言、七言律诗）、词赋；
卷八：题咏（五言排律诗、七言排律诗、五言
绝句诗）；卷九：宸翰（制、敕）、文章（碑
记、记）；卷十：文章（序、引、启、檄、疏、
赞、教、上梁文、墓志铭、祭文、书事）；卷
十一：户牍、族系、传奇；卷十二：杂记；卷
末：书后、后序、跋。



一、村镇志编纂的历史

 《杏花村志》问世后，世人誉为
“开编纂村志之先河”，被编入
《四库全书》，成为中国唯一被
收入《四库全书》的村志。



二、当代中国村镇志编纂概况

 乡（镇）村志编纂在当今得到快速发展：

 1﹒乡（镇）村志的编纂受到当今各级领导的
高度重视

 2004年10月10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视察江山市凤林镇白沙
村。在村老会计毛兆丰家的书房里，习书记看
到了1991年出版的《白沙村志》，很感兴趣，
随即拿起来阅读，边翻阅，边仔细询问。
（ 《白沙村志》，浙江省江山县定村乡白沙村
《白沙村志》编纂组编，学林出版社1991年6
月出版，13.8万字。）



二、当代中国村镇志编纂概况

 在翻阅1991年版的《白沙村志》后，习
近平书记鼓励毛兆丰把《白沙村志》继
续写下去：

 “你们白沙人做得不错嘛，你还要努力
啊，把这些大变化写进新村志里去。”

 “希望你继续努力，发挥一切力量，把
白沙村新志写出来！”







二、当代中国村镇志编纂概况

 2009年11月30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来白沙村视察，
在毛兆丰家，赵书记阅读了第一部《白
沙村志》，翻看了第二部《白沙村志》
部分打印稿，他语重心长地对毛兆丰说：
要精心编纂新的《白沙村志》，把白沙
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变革和农民的变化，
忠实地记载下来，给村里的百姓留下珍
贵的文化财富。



 （六）初稿编写

 （七）志稿总纂

 （八）评审验收

 （九）志书出版



 《白沙村志》

2012年7月

出版，91.3万字



二、当代中国村镇志编纂概况

 在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乡
村志编纂获得了空前的普及与发展。在
2014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
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
志指导小组组长王伟光在所作的工作报
告中指出：“乡镇志、村志编修方兴未
艾，累计出版4000多部。” 这是一项了
不起的成就，值得珍视、值得总结、值
得研究。



二、当代中国村镇志编纂概况

 2 ﹒各级党委、政府对乡（镇）村
志编纂越来越关注

 1993年3月15日，山西省委办公室、省政
府办公厅下发文件，决定编纂4个系列的
志书：山西旅游经济志系列、山西名优
特产品志系列、山西乡镇志系列、山西
重点村志系列。

 2013年，秦皇岛市政府专门发文要求全
市开展村镇志编纂工作。



《大寨村志》：
“山西重点村志
系列”志书之一





二、当代中国村镇志编纂概况

 2002年8月13日，淳口镇志编纂工作领导
小组成立，镇长屈存义任组长，党委副
书记唐天真、党政办主任朱玉华任副组
长。2003年，编纂工作领导小组进行调
整，镇党委、镇政府选派镇人大副主席
罗振兴具体负责镇志编纂工作，并正式
镇志办公室。





二、当代中国村镇志编纂概况

 乡党委、乡政府高度重视乡志编纂工作。
1987年8月作出修志决定，成立以乡长阳
灿虎为主任委员的乡志编纂委员会。组
建编写班子，拨支专项经费，安排办公
用房。1988年，乡党委又安排党委副书
记杨期钊专职领导修志工作，并与其他
编写人员一起搜集资料、编写志稿。





二、当代中国村镇志编纂概况

 1996年9月，镇党委、镇政府召开专门会
议，作出修志决定。1997年11月15日，
镇党委又以第16号文件向全镇下发《关
于编纂〈石鼓镇志〉的通知》。1998年9
月25日，印发《关于召开〈石鼓镇志〉
撰写会议的通知》，要求“镇属各单位、
各部门确定专人撰写部门专志”。



二、当代中国村镇志编纂概况

 3﹒乡村志的编纂开始迈入法制化轨道
 如《浙江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地方志、其他志书和年鉴
的组织编纂、管理、开发利用工作，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地方志，是指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
编纂，以本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
年鉴。

本办法所称其他志书和年鉴，是指机关、社会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及个人组织编纂的专业
志、乡镇志、村志和专业年鉴等资料性文献。



二、当代中国村镇志编纂概况

 第七条 编纂地方志、其他志书和年鉴，
应当做到存真求实，确保质量，全面、
客观、系统地记述历史与现状。

 第十五条 使用财政性资金编纂的其他
志书和年鉴，编纂单位应当事先拟定编
纂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志工
作机构备案。



二、当代中国村镇志编纂概况

又如《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 》：

第二十四条 需要且有条件编纂部
门志和乡（镇）志的，参照本条例的相
关规定执行。



二、当代中国村镇志编纂概况

 4﹒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积极推动乡（镇）
村志编纂

 如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于2014年3月进行
乡镇志、村志专题培训。

 又如浙江省绍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
公室专门组织编纂《绍兴县志丛书·镇村
志系列》，从2005年开始，计划编纂14
部镇志，6部村志。



二、当代中国村镇志编纂概况

 秦皇岛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前期赴各县、
区调研、进行试点工作（编纂《长峪山
村志》）的基础上，全面启动村镇志编
纂工作。



二、当代中国村镇志编纂概况

 5﹒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主动
要求编纂乡镇志、村志。

乡镇志、村志编修方兴未艾，
累计出版4000多部。









二、当代中国村镇志编纂概况





二、当代中国村镇志编纂概况

 1993年3月中旬，乡党委书记伍远考和主
编、动雷村支部书记陈明才带着提纲，
来到绥宁县地方志办公室，向县志办领
导和行家求教。他们看了提纲，提出了
重要的修改意见。该乡聘请县志办公室
领导为乡志编纂顾问，其他同志为编纂
指导老师，具体指点和帮助修志。他们
乐意为绥宁县的第一部乡志献策出力。



二、当代中国村镇志编纂概况

 6﹒乡镇各方人士、村民对乡（镇）村志
编纂的热情越来越高

 浙江省江山市凤林镇白沙村村民两度编
纂《白沙村志》

 浙江省萧山区邵家塔村村民84岁老人邵
水春，花6年时间独立编纂80万字村志





 《杨川村志》

 俞日霞(杨川村村民，

浙江大学古建筑研究

所副所长，该志

2011年12月出版，

22.3万字）



三、村镇志的作用

 1﹒从记述的对象看，与乡（镇）村志比

较而言，省、市、县相对比较宏观抽象，
而乡（镇）村志有更多的具象，可以非
常全面、详细、形象地记述一个个最基
层的社会细胞组织，在一定历史时段内
方方面面的情状和变化，反映其发展变
化的过程。



三、村镇志的作用

 乡（镇）村志是“一副能窥视时代变迁
的镜具 ”，具有望远和显微的双重功能：

 从望远的功能来说，它将数百多年来、
尤其是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社会（起码是
其中一种基层类型）的变迁，浓缩地呈
现在人们的面前；

 从显微的功能来说，它将最细致、深刻
的农村社会事象尽收眼底。



三、村镇志的作用

 如《白沙村志》，首先抓住人群这个社
会中最活跃的要素，清晰地透视出“白
沙村民”这个社会群体，在志书断限的
时段内，由山民，经历了传统农民，继
而进入现代化城镇居民行列这样三步进
化的轨迹。



三、村镇志的作用

 其次，是村落的变化。如果说，人群是
一场大戏的众多演员的话，村落则是这
些演员的载体和他们活动的舞台。那么
在这一百多年间，白沙这个村落又经历
了怎样的变迁呢？通过村志这付镜具，
人们能够看到一个穷乡僻壤的棚户山村，
跟随全国城镇化的总进程，一跃而跨入
现代城镇型示范村行列的过程。



三、村镇志的作用

 白沙村成为现代化城镇型示范村，不仅
是其居住和交通等硬件设施，同样也体
现在社会内涵的其他诸多方面，诸如生
产方式、产值、居民的职业构成、生活、
文化素质，等等 ，村志作了详尽而真实
的记述。



三、村镇志的作用

 2﹒从记述的内容看，乡（镇）村志有特定的
地方史料和文献价值。如太湖流域、宁绍平原、
徽州地区、闽南滨海平原、珠江三角洲等5个
地区历史上的乡（镇）村志数量较多、质量较
高。（见两表）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
究员陈学文是江南经济、文化研究专家，他说：
要研究江南区域经济，如果没有这一地区众多
的乡（镇）村志，那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许多
内容府县志往往不载，或语焉不详。



三、村镇志的作用

 3﹒从反映现实的角度看，乡（镇）村志

可以全面、深入、细致地反映农业、农
村和农民的各方面情况，反映新农村建
设的成就，城镇化进程及其存在的问题。
编好乡（镇）村志也是地方志工作服务
于现实的需要。



三、村镇志的作用

 在1996年5月召开的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
作会议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
艺研究员，曾经作了一个《社会变迁与
地方志编纂》的发言，他认为，我们正
在进行的修志，正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将这种变化记录下来，无论是对中华民
族，还是对世界文化建设，都是重大的
贡献。



三、村镇志的作用

 如《白沙村志》，它正是从中国社会的一个最
基层组织，以十分细致的笔触，不但记述了陆
学艺上面提到的诸多方面的变化，而且比他所
希望的追述得更远，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渡，由封建的小农经
济向社会主义单一的计划经济过渡，而后又由
这种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转变。不但记了体制方面的变化，而
且记述了在不同体制时期，活动着的人群的变
化、生活的变化和村貌的变化，等等。



三、村镇志的作用

 4﹒从社会功能上看，乡（镇）村志的教育激
励功能和情感纽带的功能更强。

 乡（镇）村志属地方志的一种。地方志书的要
义，最根本之点就在于“信今传后，彰往昭
来”。志书未遗一丝美，平淡之中树楷模。以
身边的人事作为实例、作为榜样，这样的激励
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乡（镇）村志中蕴含的情感是任何的距离、任
何力量、任何的变故都扯不开、割不断的天然
之情。这是从一个根上生发出来的一种无形的
情感纽带。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刘希汉《新方志纵横轮》中对乡（镇）
村志的编纂提出几点要求：一是体例要
灵活宽松，不要生搬硬套；二是篇目设
计要多样，不要整齐划一；三是内容选
择是以当代和微观为主；四是特别要注
意反映地方特色；五是人文为志体，民
情应突出。

 这些要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1．编纂人员

以乡（镇）村的有关人员为主，
地方志专业人员加以指导，这样效
果更好。

要特别注重物色高水平的主编，
不要只挂名、不主编的主编。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这一做法也得到习近平同志的充分肯定：

《习近平书记来我家 》（作者：毛兆丰，
选自《可爱的白沙》，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
版）

本村党支部书记吴钻强领着一群客人欣然
走进了我家，指着一位健实魁梧又面带微笑的
领头人，向我介绍：“这位是省里来的习书记，
看你来了！”我连忙说：“啊！难得！难得！
欢迎！欢迎！”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正当我伸手握住习书记温暖大手时，他
已看到桌子上摆放的书，当即踏进房间，
边走边说：“农民家里，也有这么雅致
清静的书房，不错嘛！”风趣的话，引
得陪同来的衢州市委书记厉志海、江山
市委书记吴雪桦哈哈大笑，这使我心中
原有的陌生敬畏之情立即平静了下来。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他走到我书桌边，拿起薄薄的小册子
《白沙村志》翻看起来。当看到“由一
个只具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会计磨砺十
年”一句时，就问：“这本《白沙村志》
是你写的？”我说：“我只是负责搜集
第一手资料，主要还是毛主编一手操办
而成的。”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他又问：“毛主编是哪里人？你怎么认
识他的？”我答：“我是1982年冬，看
了《江山报》登载的江山县志办成立的
消息，1983年3月我去县志办拜访时认识
毛东武先生的。”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这时，习书记说：“呵，农民搜集材料，
专家当主编，土洋一结合，村志成书了。
看来，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的路走得很
好嘛！”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习书记转过身，抬起头，面带笑容地对
我说：“你应该把《白沙村志》写下去
啊！”

 我说：“想是这么想，可我只有小学文
化，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这个不要紧嘛！如果搜集资料有困难，
可组织个写作班子，还可聘请专人帮助
写。”习书记说。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正说得起劲，这时，一位领导走到习书
记身旁轻轻告诉他还要召开座谈会。于
是他放下书本，站起来，握着我的手鼓
励说：“你们白沙人做得不错，你还要
努力啊，把这些大变化写进新村志里
去。”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他刚要上车准备离开，当他回头看到我
时，就大步走过来，再次握着我的手说：
“希望你继续努力，发挥一切力量，把
白沙新村志写出来！”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二）志书篇目

篇目是志书编纂的“蓝图”，乡
（镇）村志的篇目总体上要求科学得体。
要设置好篇目，熟悉地情是基础，找准
特点是要务，掌握重点是根本，合理编
排的关键。同时，乡（镇）村志的篇目
设置也要大胆创新，从实际出发，体现
各乡（镇）的特色。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第一部《白沙村志》共13.8万字，除序
、凡例、简述、大事记略和跋等以外，
主体部分计11卷，卷一为地理位置、建
置沿革、山岭、溪流、土壤、人口、计
划生育，卷二为土地改革、互助合作、
人民公社、生产责任制、围滩造田、修
渠建堤、农业机具、粮食生产、畜禽饲
养、养鱼捕鱼、养蜂、狩猎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卷三为林业资源、林木种植与抚育、林
木砍伐与销售、茶叶、山苍籽、油桐 油
茶、靛青 棕榈、林木管理，卷四为手工
业、小电站、村办工厂、户办工厂、信
用服务站、商店，卷五为古道、公路 机
耕路、木板桥、公路桥、肩运、木排运
输、竹娘筏运输、胶轮木车运输、拖拉
机运输，卷六为经济发展、村级经济、
公共建筑、住宅建设、村民生活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卷七为苏维埃活动、中共支部、行政村
组织、共青团支部、妇女委员会、武装
组织、治保调解委员会，卷八为私塾、
小学、幼儿班、农民夜校、山歌、茶灯
、曲团、广播、电影 电视、文牍档案、
医疗卫生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卷九为岁时节日、婚姻嫁娶、寿庆、新
居、丧葬、山乡用具、风味吃食、民性
民风、氏族，卷十为人物传、人物录，
卷十一为家规选载、戒忌选载、证据存
录、歌谣传说辑录、诗文选辑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第二部《白沙村志》共91.3万字，除序
、凡例、概述、大事记年、文献和跋等
以外，主体部分为5环，《白沙村志》编
纂者认为“天人”、“产业”、“政俗
”、“世系”和“文韵”5个方面的内容
密切相连，环环相扣，就如同奥林匹克
五环标志一样，遂用5环表示5章。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第一环天人，分位置 沿革、山岭 溪渠
、农田、土壤、气候、居住环境、人口
、计划生育、人物传、人物录等10节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第二环产业，分农业 生态、木材加工、
农副产品与石材加工、饲养种植、林业
绿化、道路 运输、经商 信贷、村居建
设、公共经济等9节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第三环政俗，分村行政组织、村务公开
、中共村支部、村群众组织、民间节日
、村民习俗、婚庆丧葬、拥军敬老、家
庭新俗、世代民风等10节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第四环世系，分白沙自然村姓氏族派、
水碓淤自然村姓氏族派、白沙自然村户
籍与户主身世、水碓淤自然村户籍与户
主身世等4节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第五环文韵，分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出
新、广播影视、谱志编写、方言土语、
胜迹、卫生医疗、体育、文艺创作、作
品选辑等10节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长峪山村志》：

 卷一 综述、大事记、专记；卷二 历
史沿革、环境物产；卷三 居民；卷四
政事、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卷五 风
俗；卷六 艺文；卷七 典型民居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第一关镇志》：

 一、总述；二、大事纪略；三、天开海
岳；四、两京锁钥；五、关城文化；

六、特色产业；七、山海人物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乡（镇）村志篇目设计过程中做到“三
要三不要”：反映的内容要全，不要有
遗漏（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人物等主要内容不遗漏）；反映地方特
色上要同中有异，不要轻重不分；各级
标题要层次分明，文字简练，统属得当，
不要杂乱交错，外延越界，前后重复。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第十编 农 业
 第一章 农业概况

 第二章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第三章 种植业

 第四章 林业

 第五章 养殖业

 第一节 家畜 第二节 家禽

 第三节 水产 第四节 特种养殖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第三章 种植业

 第一节 耕作制度 第二节 粮食作物

 第三节 经济作物 第四节 植物保护

 第五节 绿化造林

 第四章 林业

 第一节 林木种类及分布

 第二节 森林资源保护与利用 第三节 林特
产品加工 （第四节 绿化造林）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突出地方特色的方法

 1 ﹒升格

 2 ﹒移位 跨湖桥文化

 3 ﹒增加记述 篇幅（包括在概述、大事
记中增加份量）

 4 ﹒设立专记 毛主席视察小营巷

 5 ﹒图文并茂



 《澉浦镇志》

 2001年9月

出版，72万字























《淳口镇志（1949～
2002）》

淳口镇志编纂组编纂

37.9万字

2002年8月开始编纂
2004年7月完成编纂
工作，后内部印行









《石鼓镇志》

湘潭县石鼓镇志编
纂委员会编

1886年9月开始编
纂，历时3年完成
编纂工作，2000
年12月内部印行

全志33.4万字















































 《辛庄乡志》

2007年12月

出版，127.2万字





































 《大溪镇志》

2007年12月

出版，100万字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志》除概述、大
事记及丛录外，设6编：政区（建置、自
然环境、人口、村镇建设）、经济（工
业、商贸、农业、金融·保险·财税、交
通·邮电）、政治（中国共产党、人民代
表大会、政协联络处、政务、人民团体、
军事）、文化（教育、科技、文化艺术、
医药卫生、体育）、社会（居民生活、
民政、民俗、宗教、方言）、人物。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三）志书资料

 1﹒做好资料工作是地方志工作法定职责；

 2﹒资料工作是志书编纂的基础性工作；

 3﹒资料工作与志书质量密切相关，某种
意义上决定了志书的质量。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三）志书资料

 关于乡（镇）村志资料的定位：由于所
处位置、范围以及作用等方面的原因，
乡（镇）村志资料资料较省志、市志、
县志要求更加细微，更具有典型性，以
便反映社会较小单元的历史与现状，镇
正是乡（镇）村志的价值这所在。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乡（镇）村志要注重收集贴近普通百姓、
村民的资料，收集档案中难以找到的资
料；在资料的选择上要以细取胜，以深
见长；不论事、人、物都应具体、翔实、
典型，以弥补省、市、县志资料的不足，
积累基层社会的日常工作、生活资料。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修志资料的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文
字记载资料，也就是所谓“死资料”，
包括档案、图书（包括旧方志）、报刊
等；二是口述资料，也就是所谓“活资
料”，即调查访问资料；三是实物资料，
即指具有史料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历史实
物（可拍摄后入志）。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资料收集的方法：一是查阅档案，组织
力量对相关档案进行查阅摘录。二是调
查访问，包括专题性社会调查和对老同
志进行访问，要做好记录、录音和录相。
三是行文征集，要让广大群众都知道乡
（镇）村志的编纂，让更多的人提供资
料。四是发函索取，有针对性地把散佚
在社会上的文物、图书、手稿、报刊等
资料收集起来。五是购买资料。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入志资料必须真实、准确，经过考证、
分析、比较和鉴别，有根有据。有歧义
的重要资料，可多说并存。

 入志资料要注意采用调查资料、统计资
料和最新的研究成果。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一是查阅档案，组织力量对相关档案进
行查阅摘录。二是调查访问，包括专题
性社会调查和对老同志进行访问，要做
好记录、录音和录相。三是发函索取。
四是行文征集，把散佚在社会上的文物、
图书、手稿、报刊等资料收集起来。四
是创办刊物，发动群众撰稿，多方面提
供线索。五是购买资料。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四种考证方法

 1．书证，是把有关同一事物的不同类
型的各种资料，进行比较对照，以文献
证文献。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如蔡元康籍贯：

 《平阳县志》（1993年版）：蔡元康（1075—
1117），字君济……万泉步廊人。

 民国《平阳县志》：蔡元康，字君济，一字济
仲，慕贤乡步廊人。

 清光绪《平阳县志》：蔡元康，旸岙人。

 道光平阳《蔡氏宗谱》：蔡元康，慕贤东乡旸
岙人。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如既济水电股份公司供水时间：
 1949年5月1日出版的《既济水电股份公司概
况》：“水厂至1909年6月方得完工，开始送
水”。

 1929年10月《水电季刊》创刊号：“水厂于清
宣统元年7月落成，通告出水”。

 清宣统元年《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公司第一
届报告》：“本年6月水塔完工，而全镇街道
大小水管龙头，亦同时安装已完……7月20日
乃通告出水”。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2．物证，即以实物资料和现场考察来订
证文献资料。这种考证比较可靠，因为
实物是第一手的，最直接、真实、可信。
当然也有例外，就是有时实物本身也不
能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文物赝品，
或者实物经过加工、改建、搬迁，与事
物本来的面目相比有了变异，就不能作
为考证的依据。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如既济水电股份公司水塔高度：

 《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公司第一届报
告》 ：152呎（约46.33米）

 民国《夏口县志》：14余丈（约47米）

 口碑资料：16丈（约53米）

 实测：41.32米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3．人证，即用当事人提供的口碑资料来
验证文献资料。“活资料”是修志资料
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要注意“活资料”
的可信程度，不要轻易地以“活资料”
来否定“死资料”。尤其在作否定证明
时，要慎之又慎，必要时尽量多找一些
当事人调查采访，以求考证准确。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武昌皇殿电灯厂供电情况：
 档案资料：1911年
 安继圣：“六七岁时电灯公司开张放焰火，去
看了的。”（时间约在1911年）

 周发荣：电灯厂“不是张之洞，也不是瑞登，
是陈夔龙时商人办的。”（时间约在1905年）

 傅希奕（1887年出生，1905年18岁时进入当
地新军营盘当兵）：兵营“有电，一棚一盏，
厨房厕所都有电灯”，“是电灯公司发的”。
（时间在1905年）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武汉市供电局史志办为此共访问了38人，
其中90岁以上5人，80岁以上5人，最终
确定了武昌皇殿电灯厂供电时间，弥补
了档案资料的不足。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4．理证，即是以公认的原则和经验进行
推理、判断。采用这种方法，需要修志
者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理论修养，这样
才能作出较准确的判断。考证时要谨慎
细心，遇到疑难问题时，应向有关专家
学者请教，既不可不懂装懂，更不要主
观武断，轻率下结论。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如长洲县男女人数：

 明隆庆（江苏）《长洲县志》记载，隆
庆时长洲县有男22万余口，女7万余口。
男子为女子的3倍，当时又没有战争，所
以这个数字显然是不可信的。（这则资
料是说明当时的户口统计是为了征收赋
役，主要是针对男子，重男不重女。）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在实际的资料考证工作中，对同一资料
往往采用书证、物证、人证、理证数证
并用的方法，即“综合考证”。这样可
以发挥各种方法的长处和优势，避开某
些缺陷，相互弥补不足，使考订的结果
更准确可信。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四）编纂方法

 资料的考订、筛选；

 志稿的试写、评议；

 志稿的修改、打磨。



四、村镇志编纂的要求与方法

 （五）几点建议：

 一是要十分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

 二是要开展扎实的、尽可能广泛的社会
调查；

 三是要强调记述的规范，把好志稿的审
核关。



村镇志的编纂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