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地方志学会
四川省第十九次地方志优秀成果获奖项目公示
四川省第十九次社科奖（方志类）初评暨地方志优秀成果奖
评审工作已于日前结束。经评审，共评出方志成果一等奖 49 项、
二等奖 119 项、三等奖 135 项、优秀奖 88 项。现将评选结果公示
如下，公示期 5 个工作日（2020 年 12 月 23—29 日）。
如对拟获奖项目有异议，请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前实名书面
向四川省地方志学会反映。
联系人：刘忠安
电

话：15982017485

邮

箱：310403980@qq.com

附件： 四川省第十九次地方志优秀成果获奖名单

四川省地方志学会
2020 年 12 月 21 日

附件

四川省第十九次地方志优秀成果获奖名单
一、志书类（60 项）
一等奖（12 项）
《汶川特大地震四川抗震救灾志》

《大熊猫图志》

《四川省志·市州概况（1986—2005）》

《四川交通志·内河航运志》

《汶川特大地震广元抗震救灾志》

《汶川特大地震绵阳抗震救灾志》

《四川省志·九寨沟志》

《三台县乡镇简志》

《岷江水电志（1993—2018）》

《黄龙溪镇志》

《四川省志·大熊猫志》

《红原县志（1949—1991）（藏文版）》

二等奖（24 项）
《成都市新都区民俗志》

《安仁镇志》

《四川省志·体育志（1986—2005）》

《四川省志·测绘志（1986—2005）》

《四川省志·财政志（1986—2005）》

《四川交通志·稽查征费志》

《成都市新都区志（1986—2005）》

《渠县乡镇简志》

《安州区乡镇简志》

《平武县志（1991—2005）》

《彭州市志（1986—2005）》

《米易县人大志（1951—2017）》

《蓬安县地方志志》

《四川省志·民航志（1986—2005）》

《泸州市档案局志（1983—2015）》

《隆昌县志（1986—2002）》

《四川省志·环境保护志（1986—2005）》

《汶川特大地震青川抗震救灾志》

《芦山强烈地震天全抗震救灾志》

《四川省志·广播影视志（1986—2005）》

《茂县凤仪镇志》

《名山统计志（1953—2013）》

《顺庆地方志志》

《甘孜县志（藏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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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19 项）
《烟溪乡志（1932—2016）》

《新都区新都镇志（1983—2005）》

《三台县地方税务志（1994—2018）》

《苍溪县志（1991—2005）》

《安顺彝族乡志（1952—2015）》

《汶川特大地震苍溪抗震救灾志》

《兴泸水务志（1958—2017）》

《米易县水利志》

《安康家园志》

《汶川特大地震剑阁抗震救灾志》

《宁南县蔗糖志（1849—2011）》

《龙镇乡志》

《四川省志·国有资产管理志（1986—2005）》 《大竹县农业志（1911—2014）》
《汶川特大地震广元市元坝区抗震救灾志》

《广元市市中区志（1985—2005）》

《廖场乡志》

《孔雀乡志》

《昭觉县国家税务志（1991—2006）》

优秀奖（5 项）
《名山工会志（1950—2018）》

《灵山镇志（2006—2017）》

《昭觉县史志志（1981—2018.05）》

《宁南县国税志（1987—2014）》

《通江中学志（1927—2015）》

二、年鉴类（160 项）
一等奖（19 项）
《四川交通年鉴（2019）》

《四川年鉴（2019）》

《成都年鉴（2019）》

《四川油气田年鉴（2019）》

《武侯年鉴（2019）》

《绵阳年鉴（2018）》

《眉山年鉴（2019）》

《阿坝州年鉴（2019）》

《威远年鉴（2018）》

《广安年鉴（2019）》

《成华年鉴（2019）》

《自贡年鉴（2019）》

《泸州年鉴（2018）》

《龙泉驿年鉴（2019）》

《雅安年鉴（2019）》

《青羊年鉴（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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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年鉴（2019）》

《邛崃年鉴（2018）》

《双流年鉴（2019）》

二等奖（48 项）
《青白江年鉴（2019）》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年鉴（2018）》

《彭州年鉴（2019）》

《巴中年鉴（2019）》

《宜宾市年鉴（2019）》

《江油年鉴（2019）》

《内江年鉴（2019）》

《四川农村年鉴（2019）》

《甘孜州年鉴（2018）》

《达州年鉴（2018）》

《安州年鉴（2018）》

《崇州年鉴（2019）》

《攀枝花市西区年鉴（2018）》

《资阳市年鉴（2018）》

《德阳年鉴（2018）》

《名山年鉴（2019）》

《武胜年鉴（2019）》

《绵阳科技城科教创业园区年鉴（2018）》

《遂宁年鉴（2019）》

《大安年鉴（2019）》

《南充年鉴（2019）》

《梓潼年鉴（2018）》

《新都年鉴（2018）》

《金堂年鉴（2019）》

《蒲江年鉴（2019）》

《简阳市年鉴(2019）》

《北川羌族自治县年鉴（2018）》

《中国（绵阳）科技城年鉴（2018）》

《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年鉴（2018）》

《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年鉴（2018）》

《天全年鉴（2019）》

《四川建设年鉴（2019）》

《自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年鉴（2019）》

《涪城年鉴（2018）》

《纳溪年鉴（2018）》

《沿滩年鉴（2019）》

《剑阁年鉴（2018）》

《贡井年鉴（2019）》

《安岳县年鉴（2019）》

《利州年鉴（2018）》

《三台年鉴（2019）》

《四川体育年鉴（2019）》

《雨城年鉴（2019）》

《旺苍年鉴（2019）》

《乐至县年鉴（2018）》

《岳池年鉴（2019）》

《平武年鉴（2019）》

《广元年鉴（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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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63 项）
《木里藏族自治县年鉴（2018）》

《合江年鉴（2018）》

《开江年鉴（2019）》

《炉霍年鉴（2019）》

《喜德年鉴（2019）》

《白玉年鉴（2019）》

《宁南年鉴（2019）》

《长宁县年鉴（2019）》

《兴文县年鉴（2019）》

《富顺年鉴（2018）》

《西昌年鉴（2019）》

《四川教育年鉴（2018）》

《马尔康市年鉴（2019）》

《成都教育年鉴（2019）》

《稻城年鉴（2019）》

《宜宾县年鉴（2018）》

《彭山年鉴（2019）》

《邻水年鉴（2019）》

《仙海年鉴（2018）》

《盐亭年鉴（2018）》

《宝兴年鉴（2019）》

《西充年鉴（2018）》

《泸定县年鉴（2019）》

《雅江年鉴（2019）》

《会东年鉴（2018）》

《隆昌年鉴（2018）》

《内江市市中区年鉴（2018）》

《叙州区年鉴（2019）》

《德阳市罗江区年鉴（2018）》

《朝天年鉴（2018）》

《广安市广安区年鉴（2018）》

《洪雅年鉴（2018）》

《石棉年鉴（2019）》

《通川年鉴（2018）》

《荣县年鉴（2018）》

《松潘年鉴（2018）》

《阆中年鉴（2018）》

《新龙年鉴（2018）》

《万源年鉴（2019）》

《德阳市旌阳区年鉴（2019）》

《仪陇年鉴（2019）》

《华蓥年鉴（2019）》

《龙马潭年鉴（2019）》

《得荣年鉴（2019）》

《自流井年鉴（2018）》

《屏山县年鉴（2019）》

《筠连县年鉴（2018）》

《会理年鉴（2018）》

《大英年鉴（2019）》

《内江市东兴年鉴（2017）》

《广安市前锋区年鉴（2018）》

《顺庆年鉴（2018）》

《珙县年鉴（2019）》

《通江年鉴（2018）》

《雷波年鉴（2018）》

《蓬安年鉴（2019）》

—5—

《渠县年鉴（2019）》

《巴中市恩阳区年鉴（2017）》

《壤塘县年鉴（2018）》

《高县年鉴（2018）》

《南江年鉴（2018）》

《理县年鉴（2019）》

《乐山市市中区年鉴（2019）》

优秀奖（30 项）
《甘孜县年鉴（2019）》

《理塘年鉴（2019）》

《乐山市沙湾区年鉴（2018）》

《平昌年鉴（2017）》

《夹江县年鉴（2018）》

《仁寿年鉴（2019）》

《小金年鉴（2019）》

《米易年鉴（2018）》

《绵竹年鉴（2019）》

《叙永年鉴（2017）》

《东坡年鉴（2019）》

《九龙县年鉴（2019）》

《乡城年鉴（2019）》

《巴中市巴州区年鉴（2019）》

《青川年鉴（2019）》

《雁江年鉴（2018）》

《丹巴县年鉴（2019）》

《汉源年鉴（2018）》

《高坪年鉴（2019）》

《道孚年鉴（2018）》

《德昌年鉴（2018）》

《南部年鉴（2019）》

《美姑年鉴（2018）》

《巴塘年鉴（2019）》

《达川年鉴（2019）》

《冕宁年鉴（2019）》

《盐源年鉴（2019）》

《游仙年鉴（2019）》

《昭觉县年鉴（2018）》

《通江中学年鉴（2017）》

三、旧志整理成果（22 项）
一等奖（6 项）
《巴蜀珍稀水利文献汇刊》
《阿坝州旧志集成》
乾隆《威远县志》（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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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志珍本汇刊续编》
道光《蓬州志略》
《乾隆大邑县志校注》

二等奖（8 项）
《同治大邑县志校注》

嘉庆《宜宾县志》补注

民国《西昌县志》

《赵树吉集校注》

《新津县志》（道光版点校本）

《旧志拾金》（清嘉庆《南充县志》嘉陵区内容录注）

民国《灌志文征》

光绪《安岳县乡土志》

三等奖（8 项）
光绪《越嶲厅全志》

《消闲集译注》（上、下册）

光绪《续修简州志》

咸丰《广安州志》（点校本）

《四川通志金堂采访集》

嘉庆《彭县志》（影印本）

光绪《荥经县乡土志》（清末抄本）

《南坪乡土志校注》

四、其他地方文献（130 项）
一等奖（12 项）
《四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事记（1978—2018）》（上、下）
《艾芜年谱》
《泸州盐茶古道》

《印记·征程——我们这 70 年》
《An Essential Survey of Chengdu 成都精览》（英文）

《理县屯兵史料汇集》

《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实录》

《宜宾市乡镇概览》（上、中、下）

《新说四川方言》（上、下）

《建昌古城图志》

《西征骁将尹昌衡》

《凤凰鸣矣》

二等奖（38 项）
《陆更夫传》

《青羊园林》

《宜宾城的 2200 年》

《石棉图志（1952—2019）》

《千里嘉陵千年歌》

《自贡设市 80 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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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笔耕耘，志者情怀——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四川省地方志论文选编（1978—2018）》
《道·金牛》

《泸州老城》

《自贡乡镇（街道）概览》

《新都春秋·桂湖碑林》

《纳溪百年老宅》

《锦水花间——千年前的成都》

《脉络——成华一街一巷》

《潮起建昌——西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史话金川丛书》

《大竹千年大事概览》

《崇州地名背后》

《新津史海钩沉》

《彭州三线建设纪实》

《宜宾市精准脱贫图鉴（2019）》

《时间与盛开——华蓥山武装起义文学作品选》

《德阳风景名胜》

《湖广填四川——仁寿人说不完的故事》

《青春四川 世纪荣光——纪念五四运动100 周年》

《金川琐记》

《乐润锦官城》

《刘文辉在西康》

《游仙文物》

《九寨史话》

《画说德昌》

《浴血武胜——纪念华蓥山武装起义七十周年》《走过龙泉驿甲子岁月》
《绵阳名山》

《荣县乡镇概览》

《志书编修》

《小凉山彝族古风》

《广安市情》

三等奖（39 项）
《方志成华》（第三辑）

《泸州市中共抗战老兵口述史》

《杨升庵传》

《天府芙蓉》

《甘孜州图鉴》（2018 卷）

《微 e 成都》

《红岩子》

《崇州蝶变——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三线建设在四川（凉山卷）》

《唐求诗探》

《贡井政史（1949—2019）》

《蒲江幺妹灯》

《宜宾市精准脱贫图鉴（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广安大事纪略
（1949—2019）
》

《壮丽嘉陵》

《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市西区执政实录（2018）》

《先锋典范——三台革命先烈和英模人物传略》

《郫都特色文化解析与创新发展研究 》

《甑子场风物》

《螺髻山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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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安州》

《游仙民俗》

《大小金川之役》

《广安区人文拾萃》

《宜宾县乡镇概览》

《牟礼记忆》

《新津文脉》

《西昌建市 40 周年大事记》

《美姑县彝族毕摩文化图志》

《老家——记白鹤滩水电站拆迁村落》

《自贡概览》

《雅安市脱贫攻坚大事记（一）（二）》

《南充名人》

《两江风云》

《高县概览》

《北街志叙》

《鎏金叠翠曾家垭》

《红色梓潼记忆》

《同行——乐山市对口帮扶美姑县图鉴（第一辑）》

优秀奖（41 项）
《石棉县革命老区发展史》

《崛起之路——龙泉驿改革开放 40 年纪实》

《绵阳名人》

《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市西区执政实录（2017）》

《中共德昌县委执政实录（2017）》

《热血筑丰碑——威远英烈事迹选编》

《青山依旧在——杨升庵与黄峨》

《新都英烈》

《辉煌历程——新都改革开放 40 周年》

《清正传家远——崇州家风故事选粹》

《星火燎原——安顺地下党纪实文集》

《中共眉山市委执政实录（2017）》

《中共眉山市委执政实录（2018）》

《中国共产党彭山执政实录（2017）》

《中国共产党彭山执政实录（2018）》

《宜宾县精准脱贫图鉴（2016）》

《邛海图志——黄金十年》

《邛海湿地图志》

《泸山图志》

《中共昭觉县委执政实录（2017）》

《中共昭觉县委执政实录（2018）》

《中国共产党美姑县历史大事记》

《中国共产党木里执政实录（2017）》

《凤凰城地方特色文化展示主题与方案》

《泸州市“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再走长征路”活动图文集》
《甘孜州图鉴》（2017 卷）

《中国共产党绵阳历史大事记（2007—2016）》

《游仙映像》

《游仙歌谣》

《游仙传说》

《贡井镇乡街道概览》

《嘉陵区地名故事荟萃》

《影像见证 40 年——南充市影像志图片集》

《南充市方志馆书画收藏作品集》

《孝弘嘉陵 德洽果州》

—9—

《岳池民兵团参建襄渝铁路之巴山岁月》

《宜宾改革开放四十年重大历史事件纪实》

《光辉宜宾 70 年》

《宜宾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

《记忆庆符》

《乐山史志资料》

五、论文（19 项）
二等奖（1 项）
《新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与启示》

三等奖（6 项）
《“方志文化走出去”的方法与路径初探——以成都为例》
《深度挖掘地方史志资源，推动乡村田园旅游发展》
《从“五个一号文件”到习近平同志“三农”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与发展》
《地方志立法研究》
《地方文化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研究——以四川通江县为例》
《广安旧志点校整理的有关问题研究》

优秀奖（12 项）
《地方志工作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以乡土志编纂与利用为例》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论红四方面军训词》
《年鉴编纂和创新浅见》
《浅谈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利用的融合发展》
《“智慧方志”下的地方志数据库建设及安全规范研究》
《精心编制图片 擦亮年鉴名片——地方综合年鉴图片编辑探索》
《史志立法中应重视的三种重要关系》
《以习近平同志“三农”思想为指导 开创绵阳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局面》
《雅安东汉石刻的文化价值》
《武胜县域文化初探》
《新时期四川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和经验》
《王德完：仁爱廉洁 洁己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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