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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伟峰

《象山县志（重修；下限至 2008
年）》（以下简称“《象山县 志
（2008）》”或“2019版县志”）于 2019
年 11 月由方志出版社正式出版发
行。日前，记者就编修情况，专访《象
山县志（2008）》主编、原象山县志办
主任钱永兴。

问：5大册、600余万字的《象山
县志（2008）》正式出版发行，是我县
史志研究、文化事业、文明传承的一
大成果，请问县志编修的总体情况
怎样？

答：这部县志，其编修工作，历
时十年有余，是依法修志、保障到
位、领导重视、各界支持、专家编修、
众手成志的成果，成果属于象山人
民。依法修志，就是贯彻落实国务院
《地方志工作条例》。保障到位，就是
做到“一纳入八到位”，即把方志工
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各级政府工作任务，认识到位、领导
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
位、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
领导重视，就是历届县委、县政府及
其主要领导重视方志工作，重视县
志编修。各界支持，就是象山社会各
界，方志业务指导部门中国地方志
指导小组办公室、浙江省方志办、宁
波市方志办，以及有关高校、研究机
构与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等，对象
山修志工作的关心、帮助和指导。专
家编修，就是聘请自然、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史志等方面的专业人士
参与修志。众手成志，是说这部志书
的编修出版，是 100多个承编单位
及其撰稿者、30余名县志课题承担
者、10 多名县志编纂团队成员、30
多名县志审查验收专家，众多的县
志指导员、采访员、调查员、通讯员，
审读员、校对员，以及排版、出版、印
刷单位等集体劳动的成果。

问：据介绍，象山县第二轮修
志，县志编修、年鉴编纂、旧志整理
齐头并进，具体情况怎样？其中
2019 版县志编修历时 10 余年，请
问具体过程怎样？

答：象山这次第二轮修志，2004
年发起，成立机构。2005年进入运
作，根据县委、县政府意见，创编象
山年鉴。2006年初，100余万字的
首部象山县综合年鉴《象山年鉴
（2005）》出版，以后每年编纂、出版
一部。同时，象山县志编修、象山旧
志整理（2010年出版《象山县地方
文献丛书》6册 7种 200万字）齐头
并进，同步展开。2007年 6月 1日，
县政府召开全县修志工作动员大
会，县志编修正式全面启动。5年以
后，即 2012年，县志编修完成资料
长编、分纂、总纂，初步形成 400余
万字的志稿。2013年起，按照浙江
省方志办关于志书审查验收的意
见，县志稿进入初审、复审、终审及
“三审”之后的修改程序。又 5年以
后，即 2017年 12月，县志通过终
审。2018年 5月，县政府发文，同意
《象山县志》交付方志出版社进一步
审核后公开出版发行。县志稿按照
终审验收组意见及出版社“三审”意
见，进入“四改”程序，至 2019年 10
月完成，共 600余万字。2019年 11
月，县志正式出版。

问：据了解，全国第二轮修志，
续修的较多，《象山县志（2008）》为
何是重修？

答：第二轮修志，的确是续修的
为多。方志续修，大多遵循“继旧志
而续编于后”的原则，一般做法，上
限承接前志，体例多依前志，或微有
更易，内容续前志所未备。而方志重
修，也是方志续纂的重要方式，遵循
“统合古今”的原则，一般做法，上限
不作限定，体例重新设定，内容全面
反映，编纂通体进行。象山二轮修
志，采用重修，是综合考虑了前志情
况、时代特点、用志需求、编修条件
诸因素之后的选择，由县委、县政府
批准决定。这次重修县志，上限不限
定，下限至 2008年，重新梳理、记述
了象山完整的历史，以象山立县
1300年的历史为基干，以象山解放
后 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30年的历
史为重点，上溯至距今 2000多年前
安期生、徐福等入海求仙传说，距今
6000年的塔山文化，距今 1万年的

卷转虫海侵，以及距今 1亿年的燕
山造山运动。

问：2019版县志的指导思想是
什么？

答：2019 版县志的指导思想
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
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象山县自然、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
状。”

问：2019版县志，作为全国第
二轮修志试点志书、浙江省二轮修
志创优工程试点志书，其志书质量，
专家是怎样评价的？

答：作为全国、省两级试点志
书，《象山县志（2008）》编修，执行中
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志书质量
规定》，努力做到观点正确，体例严
谨，内容全面，特色鲜明，记述准确，
资料翔实，表达通顺，文风端正，印
制规范。2017年 12月 1日，《象山
县志（重修；下限至 2008年）》终审
稿评审会议在我县象山港国际大酒
店举行，终审审查验收组全面严格
评议后认为：“《象山县志（重修；下
限至 2008年）》为贯通古今的‘通
志’，其终审稿在初审、复审稿的基
础上，作了大量修改、补充，概括起
来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终审稿指导
思想明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
求是地记述了象山县自然和社会的
历史和现状，充分反映了改革开放
以来象山县各个方面的巨大成就。
二是注意吸收借鉴其他人文学科的
理论和方法，树立探索方志本质和
规律的自觉意识，追求满足用志者
的多样化需求，提出‘博物内容、历
史逻辑、方志体例’的基本编纂思
想，体现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利用
传统学术、现代学科、象山地情研究
成果，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三是体
例合理、分类清晰、横分纵写，明古
详今，求真务实。四是资料翔实，内
容丰富，地方特色鲜明，时代特色突
出，文风严谨、学风端正。总体来说，
作为全国和浙江省二轮修志试点，
根据试点工作要求，终审稿进行了
理论、实践两方面卓有成效的探索，
创新亮点纷呈，严守保密关，整部志
稿学术品位较高，是一部在继承传
统志书优秀品质基础上具有开拓创
新精神高质量、高水平的成功之
作。”

问：2019版县志，作为全国第
二轮修志试点志书、浙江省二轮修
志创优工程试点志书，有哪些特色，
又有哪些方面创新？

答：本次县志编修，根植于方志
之乡，滋养于伟大时代，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全力支持，中
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浙江省
方志办、宁波市方志办全面业务指
导，供稿、编纂人员刻苦努力，有以
下这些方面的追求，有的并形成特
色：

一是发现自然、历史的一些规
律以及象山人民不懈探索规律的精
神，并且载入县志。如象山人世世代
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像有

关象山的仙山传说，象山县县名蓬
岛、蓬山、丹山等别称等，无不表明
象山人的这种追求与向往；又如象
山人敬畏大自然但又不惧与旱灾、
台灾等抗争，象山人适应自然环境
但又全力造地、拓路等，改造自然环
境；又如象山的产业和产品，源自象
山的山海环境，面向基本民生，如古
代的苎麻、乌桕、番薯种植与绩麻、
青油、白油、薯丝薯片产业，盐的生
产与盐的产业，渔业生产与渔产品
加工产业等，当今的针纺产业、建筑
产业，以及旅游产业等。

二是落实“资于治理，本于民
生”的理念。作为官修县志，其门类、
内容等，必须合乎治理之需，利于治
理之鉴，而治理的的根本目的，为了
人民的美好生活。本志在这方面有
明确意识，设置了为治理所需而又
为人民关注的纲目门类，如建置、陆
地环境、海洋环境、自然灾害、自然
资源、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
政府、人民政协、党派社团、国土资
源、环境保护、经济管理、财政税收、
民政事务、社会保障、公安、司法行
政、检察、审判、军事、城乡建设、交
通、围垦、水利、教育、卫生等等。县
志重点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象山人
民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并取得的巨
大成就，以及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
带来的巨大发展。

三是在继承传统方志优秀品质
的基础开拓创新。提出的基本编纂
思想融合了继承与创新，主要有：保
证志书最大化、最优化的存史价值
与文化内涵。贯穿史学精神，秉笔直
书，求真求实；倾注人文精神，关注
民生，重视文化。博物内容、历史逻
辑、志书体例：取材全景化、立体化、
广泛化，内容备载全貌、系统记述、
横排门类不缺项、纵述史实不断线；
资料的加工处理，合情化、合理化、
合度化，查实资料源流，考证史实真
伪；资料的表达，志书结构化、志书
门类化、志书体裁化、志书语言化，
编纂著述并用，记述注释共存。科学
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并用，既借鉴
传统学术、现代学科的方法、内容和
体例，又重视象山境内特有的认知
思维、感知方式、表达方法、知识体
系、传承关系等等。邀请北京大学教
授周皓做县志“人口”篇，以北京大
学人口学专用软件制作图表。邀请
浙江大学历史学教授龚缨晏做县志
“象山舆图考”，详尽考证象山历史
上的旧舆图，几乎穷尽并附录了象
山旧舆图 100余幅。新编县志遵循
乾隆《象山县志》的认知方式和表达
体系，按西部诸山、东北部诸山、南
部诸山次序安排记述，并以山随脉
走，峰随山出的方式叙述象山山脉。
新编县志全国首创《乡村聚落》《衣
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篇目，反映基
层的社会生态，以及人们日常生活
的风俗礼仪与生存状态。新编县志
设置了复式叙述框架，有主次地记
述史实。对于重要的史实，采用大号
字为主体资料，小号字为旁涉资料，
以实现资料存史价值的最大化，最
优化。旁涉资料的体裁有“考证”“口
述”“田野考察实录”等等。

四是自始至终追求并满足用志
者了解地情、休闲阅读、检索查用、
学术研究等不同需求。为了满足用
志者（读者）快捷地了解象山地情的
需要，新版重修县志在第一册卷首

设置了图片、地图、综述与大事记。
卷首“综述”，是全志整体的、宏观的
内容大要。以象山人的生存和发展
为中心，从人、自然、社会相互联系
的视角，阐释象山自然环境显著特
征，勾勒象山历史总体趋势，呈现象
山人文、风俗宏观判断，揭示象山人
观念历史变迁。卷首“大事记”，则承
“综述”之后，按时间顺序记述象山
古往今来大事、要事、新事、奇事，共
为全志之纲。在第五册卷尾则附录
了 100余幅象山旧志地图。为了满
足读者休闲阅读的需要，志书正文
图文并设，文字部分除了大号字的
主体资料之外，又用了小号字的旁
涉资料，或对正文的背景进行溯源、
交代，或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扩展、深
化，或对正文的内容进行考释、辨正，
或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以
强化存史性，增加可读性。为满足读
者检索查用的需要，志书在卷首设立
到章的总目录，各册皆有到节的详尽
的分目录，并有英文目录；卷尾并设
有索引。为了满足读者学术研究的需
求，志书在卷首除了设置凡例“总例”
之外，还设置了详尽的凡例“分例”，
一一介绍全志 50多篇各篇的历史
渊源，题材范围、立目原则、取材要
求、重点特色等等；正文部分凡直接
引语，尽可能注明引语出处，有的部
分如综述等还详细注明材料的来源，
以备用志者稽考。另外，凡前后内容
有交叉，说法不一致或数据有异同
的，尽可能作出提示或说明，以便用
志者。卷末并设置详尽的“修志始
末”，可作为研究象山二轮修志历史
的一份参考资料。

问：象山是方志之乡吗？为什么
说象山是方志之乡？

答：象山是方志之乡。说象山是
方志之乡，首先是因为象山人方志
编修的意识强。象山历史上的名宦、
名人毛德京、吴学周、邵景尧、史鸣
皋、姜炳璋、童立成、陈汉章等都修

纂过县志。还邀外地名士陆应阳、冒
春荣、冯登府等参与编修县志。象山
修志事业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历史
上编修有 10多部县志。在宋代，象
山人为宝庆《四明志》独立成卷的
“象山县志”提供翔实资料，明代编
修有永乐《象山县志》、成化《象山县
志》、嘉靖《象山县志》、万历《象山县
志》，清代编修有康熙《象山县志》、
雍正《象山县志》、乾隆《象山县志》、
道光《象山县志》、同治《象山县志》，
民国时编修有民国《象山县志》，新
中国首轮修志编修有 1988年浙江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象山县志》，今
天又有第二轮修志编修的这部《象
山县志》。说象山是方志之乡，其次
是因为象山编修的县志，既继承方
志优秀传统，又开拓创新、与时俱
进，志书质量高。嘉靖《象山县志》、
乾隆《象山县志》、道光《象山县志》、
民国《象山县志》、1988 版《象山县
志》等皆为县志中的上品，有的乃一
代名志。说象山是方志之乡，第三是
因为象山编修的县志，历经岁月风
雨、兵燹而不泯，绝大多数保留至
今。保留至今的县志（包括南田县
志）有 10多部，象山的历史因此而
不曾断层。

问：《象山县志（2008）》已经出
版，从现在看，是否有遗憾的地方？

答：《象山县志（2008）》的编修，
历时长、篇幅大，众手成志，县志编辑
部编纂团队虽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
整体能力不足、水平有限，特别是作
为主编的我能力、水平不够，志书中
肯定会有错漏，恳望社会各界与广大
读者不吝指正。象山方志事业将不断
发展，《象山县志》将不断续修，错漏
有时间改正，遗憾有机会弥补。

最后，衷心感谢所有对县志编
纂关心支持的单位和个人！同时也
深切怀念为县志编修作出贡献而已
经过世的张善心、王性成等先生。

谢谢记者采访！

2019版县志：成果属于象山人民
———《象山县志（重修）》主编钱永兴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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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公务、旅游包车：象山客运中心，6座、16

座、19座、38座、46座、54座、60座、70座。电话：
66928888 13732136971

声 明：象山县大徐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遗失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2330225MJ90352928，登记证号：浙象民证
字第 090260号。

声 明：象山县石浦镇人民政府石浦中学党费
专 户 遗 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Z3321000221101，声明作废。

声 明：象山县贤庠镇人民政府贤庠成人学校
党费专户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3321000220101，声明作废。

一、规划基本情况

规划名称：象山经济开发区城南高新创业园（东陈区块 ZX-19）控

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规划概要：本次规划修编范围为园山路—环城西路—美德路—沿

海南线—宏兴路—海经路—滨海大道—沿海南线的内圈界定范围。东

至沿海南线，南至美德路，西至环城西路及村庄，北至园山路，总用地面

积 2.47平方公里。规划期限为 2020-2035年，其中近期 2020-2025

年，远期 2026-2035年。

功能定位：发展以新材料（非化工等三类工业项目）、2.5产业为主，

完善汽车服务功能区，配套具有居住、商业、商务办公等完善生产性服

务功能的现代高新产业风貌集聚区。

主导产业：新材料（非化工等三类工业项目）、2.5产业等。

规划结构：规划形成“两核、两点、三轴、五区”的总体结构。

二、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

本次规划环评是在对《象山经济开发区城南高新创业园（东陈区块

ZX-19）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和规划涉及区域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的

基础上，确定评价的内容和要求，对实施该规划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

行分析、预测和评价；提出规划优化调整建议以及预防和减缓不良环境

影响的对策措施；最后得出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三、联系方式

（1）规划编制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象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方式：郑工 0574-65769801

（2）环评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浙江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朱工 0571-87996030

（3）规划环评审查单位和当地环保部门

规划环评审查单位名称：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联系方式：0571-28869191

当地环保部门：宁波市生态环境局象山分局环保窗口

联系方式：0574-65733520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公众对规划的意见和建议；公众对规划实施可能涉及的环境问题

的意见和建议；公众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其他的相

关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在本信息公示后 10个工作日内，公众可通过邮件、电话、传真、信

函等方式，与环评单位、环保部门、开发区管委会联系，发表意见和看

法，建议团体单位应加盖公章，个人应具名并说明联系方式。

公 众 意 见 调 查 表 下 载 网 址 ：https://www.zjshjkj.com/?

mod=hpgs-in&id=1367

征求公众意见的时间：2020年 10月 16日 ~10 月 30日，公众意

见接收邮箱为 150541568@qq.com。

象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2020年 10月 16日

象山经济开发区城南高新创业园（东陈区块 ZX-19）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公

告

某男婴，2020年 5 月 1 日出生，2020 年 5
月 6 日发现被遗弃在象山县贤庠镇溪沿村
羊府路 161号。请弃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自公告之日起 60天内，到象山县民政局认领，
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

联系电话：65733586
象山县民政局

2020年 10月 16日

丹城工业园区丹霞路有二层职工宿舍
出租。面积 500平方米，设施齐全。

联系电话：13906840356
13806652986

出 租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 2020年 10月 23日下午 2时在象山港
路 300号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开标室举行招租拍卖会。

一、拍卖标的: 象山县丹东街道方秧路 5号，房屋面积约
3000平方米，占地面积约 5089平方米，租期 2 年,招租起拍价:
60万元/年，竞拍保证金：10万元。

二、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 2020年 10月 22
日止。

三、竞租登记：请有意向的竞买人于 2020年 10月 22日下
午 4时前将拍卖保证金汇入（户名：浙江华夏拍卖有限公司；开
户银行：农行曙光支行；帐号：39159001040008036）,携带保证金
缴款凭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到象山港路 300号行政服务中心四楼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四、咨询电话：87848631
五、公司地址：宁波鄞州区兴宁路 47—8号六楼
详情请参见本场拍卖会的拍卖须知。

象山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浙江华夏拍卖有限公司

招租公告

mailto:xsbswwf@126.com
https://www.zjshjk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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