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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调研工作情况 
       1. 从2013年9月开始，图书馆委派我前往各县，对各县
级机关单位，诸如史志办、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文化
馆、政协、民政局、教育局、交通局等单位进行地方文献调
研与采集工作，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对当地文化名人进
行访谈，了解有价值的地方文献存世现状。 
        2.截止到2018年5月，完成了镇巴县、佛坪县、西乡县、
洋县、城固县、留坝县、略阳县、宁强县八县的第一轮调研
工作，我市勉县、南郑、汉台的地方文献调研工作尚未开展。 
        3.五年来，拍摄地方文献资料图片近8000余帧，获取地
方文献资料线索3000多条，采集各类地方文献，诸如县志、
年鉴、文史资料、地名志、军事志、组织史资料及其他地方
文献近千册，完成调研手记近4万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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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强校内联系，进行地方文献整
理与研究 

      1.2015年5月，图书馆与汉水文化研究中心建立地方文

献协作关系，已制作“汉水流域地方文献整理丛书”27部，
与中心合作整理的《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三秦出版
社出版，目前正在整理《陕西城固县教育概况》。 
        2.以地方文献研究契入我校西北联大研究所的研究平
台，先后撰写了“西北联大图书馆考略”、“对《陕西城
固县教育概况》中有关西北联大研究史料的梳理”及“西
北联大与汉中盆地地理考察”等论文，分别出席了天津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校承办的“西北联大
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专题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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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我校汉水文化研究中心联合整理的地方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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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出版《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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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与该中心正在合作整理《陕西城固县教育概况》，

已进入二校阶段，预计下半年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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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城固县教育概况》介绍 

封
面
：
陈
立
夫
题
写
书
名 

       该书形制
25cm×19cm，于
1940年10月陕西
城固前驱印刷厂
第一厂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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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民国政府监察院
院长与国防最高委员会

委员、著名书法家于右
任的题词： 
 

城固教育概况  
 

  建国之基   
 

      于右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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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陕西省教育厅厅

长王捷三的题词： 
 

    菁莪域樸  
  斐然成章 
 

                      王捷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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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陕西省临时参议会

议长宋联奎的题词： 
 

      城固二十九年教育概

况  
 

  教育为抗战建国
之基本工作  
       

       宋联奎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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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西北农学院院长周伯敏的题词： 
         

            余元章君，绩学卓修，优知敏事，梓乡司
教三载有成，兹将所为城固县教育概况见示，
并嘱题语。夫惟经世作民，教之所由兴也。而
体用存焉，程功序进事之所克举也，而后先辨
焉。斯编以地方环境为引端，而纪述备綦周详。
具见余页，莅事职方，其收效宏而著绩伟，良
有以也。  

 

            民国廿九年十月五日，周伯敏题于武功国立西北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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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西北工学院院

长赖琏的题词： 
 

    巩固抗建基础  
  发扬教育精神 
 

                   赖琏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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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西北师范学院院长
李蒸的题词： 
 

    教育之目的，在灌
输民族意识，培养爱
国精神。  
 

       城固教育概况 李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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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学者、时任西北师范
学院教务主任黎锦煕的题词： 
 

       会县志，是一部书，
我谓县志，众志之郛，
众志者何？教育居首，
此册既成，可大可久；
虽名概况，实乃长编；
乐城文化，足以宣传。 
 

     用国音字母谨题 黎锦煕 廿
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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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先生的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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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西北师范学院教

育系主任李建勋先生的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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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文献记载，《陕西城固县教育概况》在当年印

制了500册。但我在去年检索中国知网及读秀学术网站，

发现无一条引文出现，说明这部珍贵文献无人参考利

用，已被淹没。 

         2016年上半年，我通过各种方式与西北大学、西北

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与原西北联大有着渊源关

系的大学图书馆联系，寻访本书，他们查询后，均回

复未收藏。 

        根据我目前调研的结果，《陕西城固县教育概况》

只有几册存世，分别收藏于城固县档案馆与中国教育

科学研究院图书馆等个别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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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中地方文献网络信息资源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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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集并整理了《汉中地方文献集萃（第一辑）》（含1949年前十五部汉中方志、
九部珍稀地方文献），我馆制作刻录了光盘版，赠送我市各县级公共图书馆收藏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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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汉中地方文献研究工作 
        1.汉中地方文献探源 
        《诗经》，乃中国之“五经之首、文学之源”，成书年代久远，其作
品的形成年代则更为久远，分布地域广阔，涉及黄河中下游、汉水与长江中
下游流域，当代有学者提出，《诗经》中与汉水流域相关的诗歌近三十首。 
        我通过对毛亨的《毛诗正义》、班固的《汉书》、郦道元的《水经注》、
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顾祖禹的《读史方舆
纪要》以及史左的《西乡县志》、严如熤的《汉南续修郡志》等文献对《诗
经·大雅·旱麓 》篇进行了系统考证，获得了“旱山”（今汉山）所处地
理位置的清晰地理空间标识，即就在我们所处的汉江南岸。 
        据此，我们获得如下研究结论，其一、《诗经·大雅·旱麓》诗作的创
作原生地就在陕南汉中南郑县；其二、 《诗经·大雅·旱麓》等可以视作
汉中地方文献的源头 ；其三，黄河中下游、汉水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广大
地域的地方文献源头就是《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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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对《诗经》给
予了极高的评价： 

        《诗经》为古籍中最纯粹可信之书，绝不发生
真伪问题……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于无一

书无问题。其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诗经》
其首也。故其书于文学价值外尚有一重要价值焉：
曰可以为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 
 

                                    ———《要籍题解极其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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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汉中地方文献的历史分期 
        第一期为西周至北周时期。这一时期，为汉中地方文献的孕育与发展初
期，《诗经·大雅·旱麓》为汉中地方文献的发轫，北周时期的甄鸾的科学
著述为这第一期的阶段性节点标志。 
        第二期为隋唐至清末。隋代时间尚短，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一历史时期的
汉中地方文献资料线索。从唐代开始，汉中的地方文献正式步入方志时代，
直到清末，方志文献占据了汉中地方文献的主体。 
        第三期为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特殊时期，
这一时期的汉中出现了一系列科技类地方文献。 
        第四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1949年至今。本期的汉中地方文献的发
展呈多元化发展格局，1978年以前，文献数量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但不乏重
要文献产生， 8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汉中进入建国后现代方志编修的重要
时期，还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科学文献，在汉中地域文
化研究方面，近三十年来也取得了较丰硕的一批研究成果，尤其是在汉水流
域研究方面，李星主撰的《诗踪别证》首开先河，开启了规范严谨的学术研
究路径与方法；近二十年来，汉中旧志整理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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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地方文献生成的社会文化机理分析 
        地方文献是地域文化的结晶，它的生成背后包含着繁复的社会历史文化
因素，在宏观上受中华文化传统、国家政治制度嬗变、战争、重大历史事件
等因素的外在影响；在中观层面包括特定地域的自然地理空间与环境、资源
禀赋、历史人物、物产、交通格局、人口变迁、过境商旅、历史时期的职官
制度、地名沿革、生产生活方式、地域文化心理、历史文化遗存、地方文献
责任者（编、撰、纂、校、注、著及责任者籍贯等）等因素，这些因素具有
内外因的共同作用属性；在微观层面又包括民风民俗、方言、民居、生产生
活工具、民歌民谣等等，这些因素作地方文献生成的内因。影响地方文献的
诸多宏观、中观与微观因素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为关联、相互缠绕、彼
此作用，共同构成地方文献生成的地域社会历史文化生态。 
        近年来，我从如下几个方面，诸如 中华传统文化及国家文献与汉中地方
文献、汉中自然地理空间与汉中地方文献 、历史名人与汉中地方文献 、重
大历史事件与汉中地方文献 、历史文化遗存与汉中地方文献 、文化商旅与
汉中地方文献、宗教文化与汉中地方文献、红色文化与汉中地方文献等角度
对汉中地方文献进行了综合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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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重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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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甄鸾 北周时期的汉中郡守甄鸾，河北无极县人，毕生研究他以前的中
国数学典籍，为《周髀算经》、《孙子算经》、《数术记遗》等作注或述，
“隋以前之算书，往往为鸾所注”[章嵚著.中华通史2.上海：东方出版社，2014年3月，

P158]，还著述了《五曹算经》、《五经算经》等数学著作，清代著名学者阮
元评价他：“鸾好学精思，富于论撰，诚数学之大家矣。”[(清)阮元撰，彭卫国、

王原华点校.畴人传汇编.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12月，P117]英国著名科技史大家李约瑟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评述甄鸾：“从某种意义上说，甄鸾
是结束这个时期的人，他的活动期间肯定是在北周。”[[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

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三，数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年7月，P71]无疑，
甄鸾不仅是中国古代的著名数学家，其数学成就亦具世界影响力，但就是这
样一位曾为汉中郡守、数学研究成就丰硕的大家，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天
文学家、佛学家，但在严如熤编撰的《续修汉南郡志》以及本邑各种方志中
对其无一点只言片语的史料记载，我认为这是汉中方志文化的重大缺憾之一。 
        我查阅部分中国数学史、世界数学史及各类数学词典，发现甄鸾是数学
史上绕不开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其成就与影响仅次于同时代的祖冲之、刘
徽 。这引发了我的一个假设，即在北周时代，汉中是否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数
学研究中心之一？！当然，这需要小心求证。 
 



明德  砺志  博学  笃行 

           B.陈庆怡   清道光年间先后担任留坝厅司狱与定远厅黎坝
巡检的陈庆怡，分别撰述了《留坝厅志略》与《定远厅志稿》，
对于官修成书的《留坝厅志》与《定远厅志》颇具史源学价值，
此人职官层级不高，但他的文化意识、文化创造力与贡献非凡，
《留坝厅志略》与《定远厅志稿》为清末官方《留坝厅志》及
《定远厅志》的编撰奠定了材料基础，具有重要的史源学价值
与意义， 《留坝厅志》及《定远厅志》中保留下了他创作的多
首诗词。可是在当代的《镇巴县志》与《留坝县志》中有关其
人籍贯的文字表述，出现了南辕北辙的矛盾现象，前者认为是
浙江会稽人，后者认为河北直隶人，究竟为何方人士，尚有待
于准确厘定。  



明德  砺志  博学  笃行 

           C.“西学东渐”对汉中方志文化之影响   光绪十七年（1891）

贺培芬复任定远厅同知，根据清政府会典馆于光绪十五年（1889）

颁布的《钦定舆图格式图说式》，用新颁布的测绘章程及其科
学仪器，新绘“定远厅境全图”，并作序文一篇，光绪十八年
（1892），贺培芬续刻《定远厅志》将其收录，成为清代汉中县境
测绘最为精准、科技含量很高的舆图测绘成果，“这部厅志舆
图十二幅，绘刻都十分精细，经纬度又是朱色套印，就其地舆
图而言在陕西方志中可以说未见超过它的。”[高峰编著.陕西方志考.吉

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印，1985年3月，P195]据此，我们认为
近代自然科学与技术范式在十九世纪末期，就对中国方志文化
开始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持续到民国时期，便开始凸显。 
        将现代自然科学成果融入方志知识体系方面，走在了前列，
尤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的《城固县志》编修实践及黎锦熙
《方志今议》出版为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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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非出版物的学术资源性(仅举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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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思考与感悟 
        1.文献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是“社
会记忆”的完整和系统性的见证。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倡议并牵头实施了“世界记忆工程（Memory of the World ）”
项目，世界各国都将文献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予以重视。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保护文献遗产通用
指南 》，并确立了文献遗产价值的评价标准，即：历史证据
价值、审美价值、族群或精神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无疑，各地域在历史上形成的地方文献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
有机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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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地方文献工作与研究的视野。传统地方文献工作与研究 
仅仅只关注人文社科类的地方文献，而往往忽视对自然科技术
类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形
成地方文献研究的全新格局，才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3.地方文献研究工作应该重视调研工作。这是开展此项工 
作的前提和基础，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可以获得珍稀文献发的
现场感与难以言说的愉悦感，这是我自身的深切感受。 
        4.普通地方高校图书馆应该重视地方文献工作。其一、高 
校图书馆具有自身的资源优势、人才队伍和设备条件，尤其是
学科专业意识，对于开展地方文献研究工作，相较于地方公共
图书馆具有较大优势；其二、图书馆可以结合所在院校发展战
略，通过地方文献工作，打造馆藏特色，丰富馆藏资源建设服
务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其三、地方文献工作还是高校与地
方沟通的桥梁，可以与社会方方面面建立起有机联系，还可以
切身观察、思考所在地域面临的社会实际与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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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学以致用，积极服务地域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在地
方文献研究过程中，依托文献，会有一些有价值的发现，结
合地域社会文化建设现实需求，可以进行具有当代社会文化
价值的文化创意，如何日章历险、方志舆图景观、西北联大
纪念园、汉中水利文化群组景观、名人塑像等；还可以对地
域发展战略提出意见建议，如汉中盆地段汉江岸线资源总体
规划与开发利用、引水入城、引嘉济汉工程实施、全域旅游、
乡村发展战略等；还可以对地域历史文化形态予以学术提炼，
如巴文化、诗经文化、青铜文化、水利文化、栈道文化以及
地域人文精神等等。 



明德  砺志  博学  笃行 

欢迎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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