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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主要内容

前言

一、篇目设计

二、记述方法

三、行文要求

结语



前 言

——名镇名村志是“新型志书”

“我们也希望在志书编纂上有所创新，使

中国名镇志丛书成为一套图文并茂、雅俗共

赏的新型志书”。

李培林：《中国名镇志丛书之序二》



——名镇名村志功能定位和读者对象

功能定位：教化、资政、宣传（推介）

（传统志书：存史、育人、资政）

读者对象：普通读者（党政领导干部、普通百

姓、中小学生、在外游子、外地来的投资客商）

（传统志书：研究人员、普通读者）



——编纂名镇名村志的三个维度

地方志的维度——符合志书基本要求

社会学的维度——有第一手鲜活资料

读者群的维度——以普通读者为对象



——编纂名镇名村志的五个要求

篇目设计——彰显特色

体裁使用——突破传统

表现形式——图文并茂

记述内容——突出重点

记述方法——简洁明了



一个有特色的篇目是志书的灵魂、是纲，纲举

才能目张；一个有特色的篇目不仅是一地地情的反

映，也是一地个性特点彰显；一个有特色的篇目是

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点，读者只有对篇目感兴趣，

才会对阅读感兴趣；一个有特色的篇目是编者研究

地情的结果，只有充分熟悉和了解地情，才会制定

符合一地实际，具有个性特色的篇目。

一、篇目设计



基本要求：

篇目设计的指导思想：突出“名特”，凸显特色，张扬个

性，留住记忆。

——舍普通，留名特，在反映特点中彰显个性；记名事、

名物、名人，记“人无我有”“人有我特”，可让读者对一

地留下最深刻记忆。

——舍一般，留重点，在反映重点中展示地情，不是面

面俱到，重点内容不突出，隐没于一般。



各镇村志的篇目，以参考基本篇目为参考，按

照“基本镇（村）情+‘名’和‘特’模式”，根据

本镇（村）实际设置篇目。但是也不能偏离过远，

仍然是传统志书的篇目设置，面面俱到，没有名镇

名村志的特色。

名镇名村志的标题，也可自拟，要精练优美、

生动活泼、突出本村文化气息。



一个好的标题好比标签，也能体现各镇特点、

个性，使读者 有“此镇非彼镇”的认识。比如：

《南翔镇志》：“千年古镇”“经济强镇”“宜居城镇”

《泽国镇志》：“生态水乡”“工业强镇”“商贸重镇”

《保安镇志》：“千年古镇”“宜居新城”“旅游新秀”

《虎门镇志》：“英雄虎门”“时尚虎门”“经济强镇”



中国名镇志——《湾头镇志》篇目设计

大运河的玉佩——湾头

基本镇情

运河要津

挹江控淮

湾头古镇

玉工滥觞

新城崛起



民俗风物

名人与湾头

艺 文

大事纪略

附 录

主要参考文献

编纂始末



中国名村志——《中洪村志》篇目设计

中洪：梦里画乡，金山农民画的发源地 （代概述）

中洪览要

农民画村

农民画家

特色农家

乡村旅游



现代农场

村民自治

村民生活

风物风情

乡土文化

乡贤名人



大事纪略

附 录

主要参考文献

编纂始末



常见问题：

1.没有突破传统志书的设计理念，把名镇名村

志篇目设计成了传统镇村志的篇目；

2.“名”与“特”不突出，重点内容显薄弱；

3.归属不合理，排列不科学，标题欠简洁。



名镇名村志与传统志书篇目设置比较

传统志书《岭路乡志》

概述

大事记

第一章 自然地理

第二章 人 口

第三章 行 政 村



第四章 旅 游

第五章 农 业

第六章 乡镇企业

第七章 红色革命根据地

第八章 中国共产党

第九章 政 权

第十章 人民团体



第十一章 政法武装

第十二章 财税金融

第十三章 教育卫生体育

第十四章 文 化

第十五章 民 政

第十六章 人 物

附 录



中国名镇志《岭路乡志》

概述（可以用美文替代）

基本镇情（区位交通、建置区划、自然环境、人口、

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居民生活等）

革命老区（红色革命根据地、红色之区）

青云山风景区

乡村旅游



林业经济

精神文明

风土民情（土特名产、传统美食、特色文化、礼仪习

俗、宗教信仰、方言俚语、传说故事等）

名镇名人（历史人物、名人履痕）

大事记

附 录



传统志书《埔埕村志》

前言（应为概述）

大事记

第一章 村域概况

第二章 经济建设

第三章 闯荡上海滩



第四章 埔埕李咸

第五章 基础设施建设

第六章 政权建设

第七章 群众团体

第八章 文艺 体育 教育 卫生

第九章 武术之乡美誉—“拳头窝”

第十章 非遗椽板龙



第十一章 民俗风情

第十二章 千年古韵

第十三章 人物风采

附 录



中国名村志 《埔埕村志》

概述（可以用美文替代）

基本村情（区位交通、建置区划、自然环境、人口、

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居民生活等）

千年古韵（名胜古迹）

特色经济（水产养殖、李果加工——嘉应子）

特色文化（拳头窝、椽板龙——也可各自单设）



闯荡上海滩 （是特色，但不知具体记述内容）

埔埕李咸（是特色，但不知具体记述内容）

精神文明

风土民情（土特名产、传统美食、村落文化、

礼仪习俗、宗教信仰、方言俚语、传说故事等）

名镇名人（历史人物、名人履痕）

大事纪略

附 录



关于精神文明篇的设置。

中国名镇志原方案未设精神文明的内容，修订方

案将其设置在基本镇情中。



名镇名村志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记述，这既

是志书的时代特色，也是时代要求。

名镇名村志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的记述，包括文

明家庭、道德楷模、新乡贤、创建成果，以及好家

风、好家训、好家书等内容的记述。

要重视对新乡贤的记述。



新乡贤：中国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

新乡贤以自己的行动影响人，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扎根乡土的模范践行者。

新乡贤身上，散发出一种活生生的文化道德力

量，他们极大地带动了农村精神风貌的改变。



重构传统乡村文化，需要一批有奉献精神的新乡贤。

2015年和2016年，中国中央一号文件两次将“乡贤文化

”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中，指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

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

建设，传承乡村文明。”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又提出

要“建设新乡贤文化”。



二、记述方法

（一）关于图照

图像也是重要的史料，不仅是记录和反映历史与

现状，而且具有形象、直观、真实的特点。

名镇名村志从重文字到图文并重，不仅增加了书

籍的美感和可视性，大大提升了志书的可读性，使志

书从不可读到可读、人人爱读。



名镇名村志对图片的要求：

图片数量：图文比不低于1：3 ；

图片质量：像素要高（一般不小于2M）、画面

要清晰；

图片要有典型性、资料性、艺术性，无广告色

彩，无个人标准像（人物传略的照片除外）。



《枫泾镇志》：42.4万字，450幅；

《第一关镇志》：42万字，253幅；

《钱清镇志》：44万字，240幅；

《虎门镇志》：42.6万字，237幅；

《中洪村志》：41.6万字，389幅。

一般 2-3页即有一幅图照，最多的《枫泾镇志》平均每

页有1.2幅图照。这个比例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志书。



《枫泾镇志》美食小吃所配的照片



《枫泾镇志》民间故事所配的照片



《虎门镇志》“时尚虎门”所配的照片



有的镇志人物、大事纪略、附录配有部分图照

，比如：《枫泾镇志》《虎门镇志》《钱清镇志》

《周庄镇志》，《甪直镇志》部分人物配有照片或

者画像（肖像照或者事迹照），《周庄镇志》《虎

门镇志》《甪直镇志》的大事纪略全部或者部分条

目配有图片，《枫泾镇志》的附录也有图片。



图片收录要注重历史文化、风土民情、建设成就、城乡

面貌、乡贤人物、老旧物件等，同时要关注乡里乡亲的日常

生活、劳作、娱乐等场景的照片，尤其是村志。要注重老照

片的收录。



图片来源：除了编纂单位自己拍摄外，还有宣

传部门、摄影家协会、“光明图片”、摄影爱好者

拍摄的照片，老照片、摄影展照片等。比如中国摄

影家协会从2016年起主办的“新农村建设纪实摄影

工程”拍摄了大量照片。



常见问题：

1.没有有代表性、典型性，不能反映特色；

2.突出个人，为企业做宣传。

《XX酒业公司外景》《村党委书记XXX向客人介

绍村庄发展规划》《XX公司经理XXX带领残疾人劳动

》《村中层以上干部在湖北大学培训合影》《公路

入口标志牌》。



《贺新年文艺演出》（价值不大），《春播》

（反映不了民俗），《春耕运粪》（不雅，也无意

义），《讲解围棋对弈》《师生对弈》《XXX土特产

宣传展板》（无价值）。



（三）关于概述

遵循传统志书体例下的突破，既守志体又不唯

志体。中国名镇名村志的概述，已从传统概述到

标题文章，由记“面到点“特” 。例如：

《周庄镇志》：《天下周庄》

《乌镇志》：《有个故事叫乌镇》

《中洪村志》：《梦里画乡，金山农民画的发源地》



基本要求：

不论是采用传统概述的写法，还是用标题文章

体裁，都要选择特色和重点，层次要清楚，最好分

几个部分，使读者一目了然。篇幅也不宜过长，三

四千字左右。



常见问题：

1.采用传统概述的写法，内容特点不很突出，具体事

物描述过细，文字冗长，影响了可读性。

2.虽然使用了标题，看似创新，但记述内容、方法仍然

是传统概述的，“新瓶装旧酒”。

3.标题意义不明确、不优美。

《在凌奥航母上腾飞的XX“城中村”》《梁祝彩蝶般的

村庄》。



（四）关于基本镇（村）情

基本要求：

1.基本内容要全面。

2.重点介绍一地现状，除建置沿革（历史沿革

）外，一般只记下限年的基本情况，使读者对该地

现状有个大致了解。



示例：

【交 通】（选编自百度资料）

保安镇位于长江中游南岸，东临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

经济带和武汉“1+8”城市圈的重要通衢镇。

公路 保安镇距省会武汉市65公里，省道铁贺线贯穿全

境，镇区距大冶市区30公里，黄石市铁山区15公里，离武黄

高速入口35公里。



铁 路 保安镇内建有专用铁路站台，距国家二级客、

货运站黄石火车站25公里，武汉至南昌、福州、杭州、上海

、深圳等客运列车停靠黄石火车站。

水 运 保安镇建有保安湖码头，依托长江可上溯宜昌、

重庆，下至南京、上海。距国家一类开放口岸黄石港水运码

头35公里，可常年通航5000吨级货运轮船，实现江海联运。

航 空 保安镇距最近航空港武汉天河机场110公里。



常见问题：

1.将传统志书的相关篇章移植于此，涉及自然

、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的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形成“志中志”。

2.基本内容缺失，没按方案要求记述。

3.记述过细，篇幅过大。



（五）关于风土风情

（1）土特名产：重点记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或者

比其他地方有名的土产，这才叫特产。

（2）美食小吃：要选有地方特色的记述。写法

上主要简单记其由来、做法、特色。

不要夸大美食物产的功效，不宜写成产品宣传广

告。



（3）风俗习惯：重点选择有特色的习俗记，不

能泛泛、雷同。简要记述习俗演变，重点记现状情

况。有的镇志在记述习俗时，没有记清该习俗是旧

时情况还是现状情况。篇幅也不宜过长。有部镇志

仅婚嫁习俗的篇幅就达万余字，整个习俗内容占全

书的10%强。

商榷： 除了记风俗外，建议增加当地百姓的典

型生活习惯、各种称谓、主要娱乐活动。



（4）宗教信仰：宗教问题比较敏感，政策性比

较强。记述宗教场所，内容不宜过于具体、详细，

一些细节、过程建议不记。宗教活动、仪式一般不

要记。此目重点是要记述当地百姓的宗教信仰情况

。

（5）传说故事：要选故事性强、流传度较高、

有代表性的收录。篇幅也不宜过长。有部镇志，写

一则民间故事的篇幅长达五六千字。（也可归杂记）



（6）方言土语：方言的内容很多、也很专业，

传统志书所记篇幅很多，但是作为名镇（村）志，

不要求记载语音、语法等，只记常用的方言词汇即

可。

俗语、谚语、歇后语要选择有本地特色的收录，

不收低俗、庸俗的内容。



没有特色：“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饭

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内容低俗：“打着灯笼拾粪——找屎（死）

”“茅坑里扔炸弹——激起民粪（愤）”。



（7）山歌民谣：要选地方特色明显、流传度较

高、有代表性的收录。篇幅也不宜过长。 （也可归

杂记）



（六）关于艺文杂记

1.关于艺文（主要针对历史文化名镇）

（1）收录范围和内容。修改后的方案这部分内

容主要收录歌咏本地的有代表性的诗词文赋、书写

本地风物的文献书目。只收录名家名作，且重点收

录描写一地人与事物的诗文，一般性抒发情感的诗

文、书序等不收。 著作也只地方文献的目录，且以

著作为主，一般不收主编类书籍。



（2）古典诗词可以适当注释，便于理解阅读。

如果大家看不懂，收录则无意义。

（3）作者要有简介，几十字即可，否则读者不

知道是何许人。

（4）篇幅不宜很多。有部镇志的诗词、楹联作

品和作者简介篇幅达5万多字。



2.关于杂记

部分名镇名村志有杂记的内容，且与艺文合为

一个类目。内容包括诗民间传说、故事、歌谣等。

艺文和杂记事两类不同性质的事物，建议分开

设置。

商榷：修改的名镇志方案设有附录，而目前的

名村志基本篇目中未设附录。附录与杂记的关系。



（七）关于人物

1.体裁形式：人物传略、名人与名镇（村）

2.人物传的创新：从单一到多样——为先

贤、著名人物单独设置，比较详细地记述他们的生

平事迹、主要成就和影响。例如：

《乌镇志》： “文坛双星”（茅盾、木心）

《南翔镇志》：“名家巨匠”

《枫泾镇志》：“八大先贤”



3.人物传略的记述要求：

（1）要收录有影响、有事迹、有贡献的人物，

不以传统志书收录人物的标准（级别、职称）来选

择；不以个人情感收录人物；不收录反面人物。

（2）除特别重要的人物单独记述、篇幅可适当

多点外，其他人物建议规定一个字数范围，比如

500—800字。



（3）要写出记述人物的贡献和影响，展现人物

要丰满，不能写成个人简历、履历、悼词。

（4）史实要真实，表述要准确，评价要恰如其分

。



4.名人与名镇（村）

收录记述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

面有重大影响的著名人物在本镇（村）的活动。

在世、已故客籍人物均可。

商榷：（1）在世的本籍人物是否可以收录记述

？相当于人物简介。

（2）在世人物可否用简介形式记载？



（3）关于人物名录。名镇名村志方案中没有规

定。有部村志设有在战争中死亡、失踪人员名录，

因公伤亡、致残人员名录，乡土人物、荣誉村民等

。

是否可以设置？设哪些人物名录？



（八）关于大事记

基本要求：

中国名镇志修改方案中，计划将原来的大事纪

略改为大事记，数量不超过60条（历史文化名镇可

适当上浮）。

1.收录范围：对本镇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重要

历史意义的大事。收录的内容是某件事，而不是某

件物或者某项民俗、某个现象。

。



2.记述方法：以编年体方法为主，辅之纪事本

末体；记述要素要完整。



常见问题：

1.选事标准偏低。比如：

孙开林制止一场恶性事件、举办经济发展研讨

会、高挺受聘村“高级顾问”、著名经济学家谢明

干为村赋诗、孙开林在清华大学演讲、孙开林当选

中国保康县委常委……等等。



2.方法不当：过于简略，要素不全。

3.史实表述：与正文记述矛盾、重复。



三、行文要求

（一）注意资料的使用，从重资料到重叙事并

重

与传统志书侧重于用资料存史不同，名镇名村志

侧重于资料与叙事并重。在记述时也不能凡事无巨

细，要舍得“忍痛割爱” ，不要总想什么都写、什

么都记，要选择重点内容记述。



（二）注意处理好详与略的关系

作为名镇名村志，篇幅有限，所以它不像传统的

志书是资料性文献，以存史为主，而是以“志”的

体裁编纂而成的普及性乡土读物，是了解一地、宣

传地情，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载体，主要读者对象

是普通大众，因此，编者要站在普通读者的角度，

从他们的关注点出发编纂志书，做到该详则详，该

略则略，详略得当，详略有度。



一是要“详今明古”。就是要简要事物的发展

线索，立足当代，详细记述现状情况。尤其是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要避免历史文化的内容记述过详的

现象。做到“详今明古”。不应偏重于记述历史，

而应重点记述好现状。挖掘历史文化，记住浓浓乡

愁果然重要，但是呈现基本村情、展示改革开放成

果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路径、模式、经验和成

就等更不可忽视，更加值得记载。



二是要“详特略同”。就是“人无我有”的特

色要详，别地都有的要略 ，就是要着重体现名村志

的“名”“特” 。

三是要“详重点，略一般”。就是重点内容要

详，普通、一般的内容要略，突出一个“重”字。

要防止为了赶时间，只注重利用已经编纂完成的传统

志书上的资料，而忽视传统志书下限以后的资料的搜集。



（三）不宜用宣传性、总结性语言。

（四）叙述要客观，表述要准确（重点避免史实

性、知识性、常识性错误）

（五）引用他人讲话要慎重，尊重知识产权。

（六）行文简洁流畅，记述通俗易懂。

少引古籍原文，少用专业术语，忌写空话套话，

忌堆砌工作成绩，文风要朴实，语言要通顺……



结 语

编纂名镇名村志的“十六字” 原则：

——突出重点，彰显特色（内容记述、篇目设计）

——图文并茂，简洁明了（表现形式、记述方法）



谢 谢 大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