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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1年 5月 19日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将历史视为“最好的教科书”，多次强

调“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地方志留存的大量经济社会

发展历史轨迹和区域治理经验，是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智慧

宝库。当前，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

的方志情怀》一文，对我们进一步提高史志工作认识，高度重视

运用历史智慧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的方志情怀

——谈领导干部如何读志用志修志

习近平总书记具有浓厚的方志情怀，喜欢读志、善于用志、

重视修志，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我们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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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用志、修志，指明了方向、树立了典范。学习领悟习近平总

书记的方志情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的重要

论述，是全国地方志系统的首要政治任务，也是领导干部党史学

习教育的重要一环。领导干部要增强看齐意识，就要学习感悟习

近平总书记的方志情怀，深入思考如何读志、用志、修志。

一、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的方志情怀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的方志情怀体现在读志、用志、修志三个方面。

早在河北正定、福建厦门、福建宁德、福建福州、浙江、上海等

地工作时，他就常常身边不离“志”。

（一）喜欢读志

习近平同志担任正定县委书记期间，被正定丰富的古建筑群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吸引，他熟读县志、史料，勘察古迹，细品

文化，对正定的历史和文化钻研得很深很透。他对编写《正定古

今》的同志说：“我手头有一整套《真定府志》，还有一套《正定

县志》，对正定的历史，都有详细记载。”

1985年 6月，习近平同志赴任厦门市副市长时，通过同学向

厦门市方志办副主任洪卜仁借阅地方志，以了解厦门的历史和民

俗风情，并与其进行过深入交流。

1988年 8月，习近平同志到宁德霞浦县调研工业。晚上让随

行的宁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陈增光找一本《福宁府志》。陈

增光问：“习书记啊，咱们一天到晚跑来跑去这么辛苦，你还要熬

夜看书，能吃得消吗？”他说：“我们这样看情况、听汇报是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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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要看历史。一个县的历史最好的体现就是县志，府志则更

为全面，里面既写正面人物，也写反面人物，我们一看就知道这

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可以从中有所借鉴。”在霞浦，习近平同志

讲起他在《福宁府志》上看到的内容，讲霞浦这里有一片官井洋，

是“因洋中有淡泉涌出而得名”。

1989年 8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

指出：“我来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府志、县志。要马上了解

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

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1990年 4月，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市履新之初，仔细研读了地

方志，对福州的历史、文化、人物、古迹有了很深的了解。在与

当地同志交流时，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他对名人古迹都如数家珍。

2002年，习近平同志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在浙江各地考察，了

解和熟悉省里的情况。白天调研、视察，晚上查阅市志、县志，

了解各地的历史沿革，把情况掌握得很透。

2007年 3月，习近平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一个月内，

市委办公厅秘书处让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提供了一套上海地方志

书，供他阅读使用。

（二）善于用志

1989年 7月，习近平同志到福建古田县调研。晚饭后，他让

县委书记蔡天初找一本《古田县志》。第二天早上，习近平同志

对蔡天初说，“古田县志有 3种版本，一本是民国的，一本是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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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年间的，一本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这说明习近平同志看志书不

只是看个大概，而是看得很深入很细致。他还告诫蔡天初，要多

看看县志，能从一个侧面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对工作会有

很大帮助。他说，现在的县志都是表格资料性质的，不像过去主

要是记载事件和历史，所以过去的县志和现在的县志都要看。

2006年 12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温州市苍南县考察台风“桑

美”灾后重建工作期间，调阅了《苍南县志》，并在与当地领导座

谈时大段朗读了书中关于台风的记载，希望地方干部要以史为戒，

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处置台风等自然灾害的能力。

（三）重视修志

1989年 8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

强调：“各级领导务必充分重视这项工作，加强修志工作的领导，

分管领导要具体抓这项工作。”

2004年 10月，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

习近平同志来到白沙村考察。在村会计毛兆丰的书房里看到了

1991年出版的《白沙村志》，很感兴趣，就拿起来翻阅。习近平

同志鼓励村民继续努力，发挥一切力量，把白沙村新志写出来。

2012年 7月，第二部《白沙村志》由方志出版社出版。

2014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博物馆考察时说：“要在展

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

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

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 5—

2015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

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整合协调党史、军史、地方志等机构力

量对抗日战争进行系统研究，提出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在抗战研究

上发挥应有作用。

二、充分认识地方志的价值和作用

1989年 8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

指出：“修志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其意义，说通俗一点，就是

使我们做一个明白人。”这是对地方志价值作用最精辟的评价和概

括。不管是自我修养、为人处世，还是组织管理、治国理政，“做

一个明白人”最重要。

（一）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财富

中国修志已有数千年历史，官方修志传统流传至今。梁启超

曾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地方志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

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史、地理书、舆图，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

期的地记、地志等。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是最早的地方志之

一。隋炀帝曾下令全国各郡编辑本地的风俗、物产、地图上报尚

书省，这是由国家主持，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普遍修志的开始。

唐建中元年（780 年），唐朝政府规定州郡三年编造一次图经，

报送给兵部掌管疆域图籍的职方官。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

设置“九域图志局”，这是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设立的官方修志机

构。最晚到南宋时期，地方上也有了专门的修志机构，每个州、

府、县都定期编纂方志，作为国史的辅助和补充。明永乐十年（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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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明朝政府谕令全国各地府、县、卫、所皆必修志，同时颁

布《修志凡例》十七则，这是已知最早的由国家颁布的修志凡例。

到了明朝中叶，已经是“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明《上元县志

序》）。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朝政府设立一统志馆，先

后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历时 150年不断。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

方志编修，新方志事业开始起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

相继开展了两轮大规模修志。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

颁布实施，地方志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至目前，全国累计出版

两轮规划内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 11000万余部，整理旧志文

献 3000多种，每年编纂地方综合年鉴 3000多种，建成国家方志

馆，形成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重大的文化成果群。

2020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

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

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

化滋养。”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优秀文化传统，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连绵不断、常编常新。悠悠千载的传承积淀，至今保

存下来的宋、元以来的旧志书多达 8000 余种、10 多万卷，占我

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还多。至 2020年底，基本实现省、市、县

三级有志有鉴的“两全目标”。地方志既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源

远流长的基因密码，也是中华文化“没有断流，始终传承下来”的

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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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志是治国理政的必备法宝

“志者，志一方之事也……悉诚为政者之一事也”。地方志独

特的官修、政书特点，客观上保证了志书的权威性和连续性，并

以其鲜明的地域色彩，成为地域文化最丰富的载体、最厚重的积

淀。地方志旨在“述往事、思来者”以达到“彰往而察来”的功效。

唐宋以后，新到任的地方官都要先找当地方志看。明朝有个官吏

叫郑复亨，被派到海州（今江苏东海）去做刺史，一进入海州地

界，看到的是满目荒凉，茅屋不飘炊烟，镇子上只剩寥寥几户人

家，孔庙也坍塌了。他立即去查考州志，想要研究海州这样破败

的原因，他说，州志是“诚一方之宝鉴，而百代之信史也。”清人

编的《吏治悬镜》一书，讲到清朝官吏走马上任时要奉行 32条“初

规”，其中第三条就是“览志书”，以便了解当地的山川地理，人文

风物以及租赋轻重等等，作为决定治理方略的参考。

我们党历来重视编修和应用地方志。1929年，红军解放江西

兴国县城，毛泽东同志住在县图书馆，有人去向他请示工作，见

他正在津津有味地看《兴国县志》。到了瑞金，又请瞿秋白同志

帮助找《瑞金县志》来读。1941年 8月，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

究的决定》明确规定要求“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

究”。1942 年 1 月，由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

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公布实施，对修志工作的责任主体作

出规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地方志事业最早的制度安排。1958

年 3月，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专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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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四川通志》《华阳国志》，并倡议全国各地要编修地方志。

1960 年 10 月在湖北考察时，毛泽东特别叮嘱荆门县委书记梅白

要修地方志。他说：“领导要尊重历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能理

解现实。你去荆门当县委书记，至少先要知道荆门县志。”毛泽东

又批评了一些地方不热心修志的现象，说：“‘官不修志而修衙’，

我们党现在有的地方修大楼，讲阔气。你到荆门以后，要修县

志。”1979年 10月，邓小平同志指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

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1987年 5月，江泽民同志指

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

益后世的重要事业。”1989 年 8 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

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对于我们，只

有加深对历史的掌握和理解，才能“以古为鉴，鉴古知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地

方志工作。2015年 8月，国办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

要（2015—2020年）》，首次对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作出了全面

科学的顶层设计。2016年 3月，“加强修史修志”写入国家“十三五”

规划。2017年 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在重点任务中明确要求“做好地方史志

编纂工作，巩固中华文明探源成果，正确反映中华民族文明史，

推出一批研究成果”。2017年 5月，《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

改革规划纲要》明确规定，“加强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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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编修，加强地方史编写和边疆历史地理研究。完成省、市、县

三级地方志书出版工作。开展旧志整理和部分有条件的镇志、村

志编纂”。2018 年 9 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鼓励乡村史志修编”，要求地

方志工作向基层延伸。2020 年 12月，中国扶贫志编纂工程、中

国全面小康志编纂工程纳入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规划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专项。地方志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地方志是鉴古知今的地情教科书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地方志作为地情教科书，受

到各级地方官员的重视，不仅是加强个人修养、提升道德水准、

提高执政能力的铺路石，而且是了解熟悉地情民风、教化育人、

弘扬正气的助推器。《周易》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东汉荀悦说：“昔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虞、

夏、商、周之书，……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唐朝刘知几说：

“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清朝道光年间有个官吏叫徐宗

干，他做官必修志，在任泰安知县、高唐知州、济宁直隶州知州

时分别主修了《泰安县志》《高唐州志》《济宁直隶州志》。有

人问他是否贪图虚名，他回答说：“知州知此州，知县知此县，不

读志何以知？不修志何以知其所不知？避好名之名，而安于无知，

吾弗为之矣！”清朝光绪年间，学部下令各地编修乡土志作为小学

堂的教材。王永江在清《辽阳乡土志序》中说：“人有爱乡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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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有爱国之心，……乡且不爱，何有于国？”

地方志是一个鉴古知今、启迪未来的窗口。古人云：“君子有

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鉴前惟顺，鉴人惟贤，鉴镜惟

明。”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

来的历史。只有对历史有深切的了解，才能做好今天的现实工作，

承担起明天的新的使命。2017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苏省

徐州市潘安湖街道马庄村村史馆考察。2018年 4月，习近平总书

记到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村志馆调研。2019年 8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考察时，参观中农发山丹马

场有限责任公司一场场史馆。这说明，习近平总书记正是通过方

志了解相关地区的历史沿革和改革发展情况，用于科学决策的。

三、见贤思齐，努力成为“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明白人

清《云中郡志跋》说：“史为古今之朗鉴，志乃薄海之南车”。

地方志纵贯古今、横陈百科，是“一方之全史”。读志能坚定信仰，

用志能开启智慧，修志能培育道德。何为明白人？明白人一定是

信仰坚定、智慧圆满、道德高尚的人。因此，读志、用志、修志

对于领导者而言是一门必修课。

（一）通过读志成为方向明确、信仰坚定的人

读志有助于了解过去，在与先贤对话当中感悟人生，明白做

人的道理，从而坚定信仰，锚定目标，明确努力方向。对于新时

代党员领导干部而言，读志可以帮助自己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南宋理学家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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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出任江西南康知军时，留下了“下车伊始，他务未遑，先问志书”

的佳话。清《合肥县志》记载了包拯“不持一砚归”的事例。北宋

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出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府，他到

任后到处张贴布告，命令工匠和作坊每年只向州衙交纳进贡的端

砚，端州各级地方政府只能如数收取，不许额外多加一砚。三年

后卸任端州知府时“岁满不持一砚归”，清廉之名更是誉满朝野。

我国历代方志中保存了大量乡贤资料。明朝朱栴撰《宁夏志》，

列举“乡贤”人物，建乡贤祠。清朝不但建有乡贤祠，还把乡贤列

入当地志书。读志令人效法古代先贤、坚定信念、涵养道德、培

育高尚的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二）通过用志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成为知止知变、智

慧具足的人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从历史发展进程

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而言，就是用智慧去

把握规律、指导现实工作。通过借鉴历史智慧，更好地服务当下，

体现出应有的担当。毛泽东同志把领导工作总结为两个方面：把

方向、用干部。而把方向就是第一个看到桅杆顶的人，即先知先

觉。如何能做到先知呢？就要从前人、从历史、从志书中去得到

启迪，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借鉴。明末顾炎武征引千余部地

方志撰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为研究明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社

会经济史料。清《保宁府志序》说：“守，不知何以能守，不读志

何以能知。”1961 年夏，在江西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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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周恩来同志曾览读过由方志学家吴宗慈于 1930年主编的《庐

山志》。他对当地党委宣传部部长厚万仁说：“你们这些庐山的父

母官，就是要多看看历史书籍。这部《庐山志》就是一部好书。

只有了解当地的历史，指导、借鉴当今的工作，才能为人民办好

事啊！”又说：“修地方志这个工作很重要，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工

作，观今鉴古嘛！”1989 年 8 月，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地区地方志

工作会议上指出，“李拔说：‘夫志者纪事之书，实致治之书也。’

志书既是记事，记事的目的是资治。冯梦龙也讲，‘往不识，无以

信今；今不识，何以喻后’，古人精辟地点出了志书的资治功用。”

（三）通过修志，成为律己利他、道德高尚的人

大道之德——以无我为心，以天下百姓心为心。习近平总书

记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树立了典范。

修志是记录历史、传承精神的文化活动，是总结前人与鞭策

自己相统一的过程。修志可以见贤思齐，坚守做人的操守和从政

的道德，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对于领导者而言，

修志可以让其牢记初心，不忘本源，去除浮躁，坚守底线。因为

后来者会修当下这段历史，会如实记录这一任领导的功过得失，

所以修志是领导者自我警示反思、提升能力素养的过程。宋《严

州图经序》说：修志是为了记下前人处理地方政事的各种措施和

经验，以“告后之为政”。宋朝郑兴裔热心倡修方志，在庐州和扬

州任地方官期间，他分别主修了《合肥志》和《广陵志》。他认

为编修地方志乃地方官之责任，他说，如一地掌故，“终令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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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非守士牧民之责！”

习近平总书记将历史视为“最好的教科书”，多次强调“走得再

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方志文化是饱含着历代先贤用汗水和心

血汇聚成的奔流不息的历史文化，方志事业得到了历史上贤明当

政者的珍爱和重视，方志实践在民族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

志工作重要论述精神，坚持正确的史志观，坚定人民至上的志德，

增强方志文化自信，弘扬方志人精神，努力推动新时代地方志事

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高京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党组书记，方

志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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