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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2003
年底，我市启动第二轮修志工作，按照规划，全市将
编纂出版《遵义市志》1部，县（市、区）志14部。

为了完成这项宏大的基础文化工程，在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方志系统不断探
索，在志书编纂、旧志点校、质量保障、方志馆和
信息化建设，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人才队伍

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构建起地方志事
业多元发展的良好格局，为新时代地方志事业
转型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遵义市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被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表彰为“全国地方志系统
先进集体”。

传承历史 服务当代 启迪未来
——遵义市第二轮修志工作硕果累累

红军总政治部旧址位于遵义
老城杨柳街北段东侧。

这里原是清同治五年（1867
年）由法国传教士沙布尔兴建的天
主教堂。该教堂由经堂和学堂两
部分组成。经堂是典型的“罗马
式”风格，装饰华丽，异彩流光；学
堂则是中式庭院风格，立柱青瓦，
古色古香。中西两座风格迥异的
建筑紧紧相邻，相互辉映。除两座
建筑物外，学堂前还有一大片植有
花卉的草坪。草坪四周，大树参
天。整个教堂占地面积13555平方
米，四周修有围墙。两扇巨大的朱
漆木门形成的门庭，是教堂进出杨
柳街的唯一通道。

中央红军 1935年 1月进驻遵
义后，红军总政治部所辖的组织、
宣传、青年、政务等部和秘书处机
关都设在天主教堂内。1月的群众
代表大会和3月的干部大会都是在
这里召开的。

为了发动群众，1月 9日，红军
总政治部迅即召开各界各行业的群
众代表大会。应邀来开会的有泥水
匠、木匠、石匠、篾匠、裁缝、打草鞋
的、摆小摊的以及商店老板、行业师
傅、教员、学生近两百人。在红军总
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主持下，通过
群众代表的认真热烈讨论，决定筹
备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及“赤
色工会”等革命政权组织和群众组
织。会上还向群众散发了《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共中央告
民众书》《出路在哪里》等文告。遵
义的“干人”们在这里听到了革命的
道理，懂得了红军是穷苦大众自己
的队伍。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帮助
红军筹粮、为红军带路、主动报名参
加红军。红军的政治工作、群众工
作取得了明显效果。

1935年 3月 4日，党中央曾经
在经堂内召开红军干部大会，毛泽
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在会上

作报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向红
军指挥员剖析我军第五次反“围
剿”失败的原因，分析了左倾机会
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实质，并将遵
义会议上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批评
扼要给大家作了传达。

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遵义时，
在天主教堂一角还临时搭建了一
个简易的战地救护棚。在娄山关
和追击敌军战斗中负伤的胡耀邦、
钟赤兵和孔宪权先后被送至这里
接受治疗。多年后，已担任中共中
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还清楚地记得，

“孔宪权害得我们一夜睡不着。他
一直喊杀！杀！杀！这是红军战
士向敌人发起冲锋号时喊的口
号。”这位睡梦中不忘杀敌的孔宪
权，解放后担任了首任遵义会议纪
念馆馆长。

解放后，天主教堂内的学堂曾
作为“泽东图书馆”对外开放。后
根据上级意见，将“泽东图书馆”改
名为“遵义市图书馆”。认定为红
军总政治部旧址后，图书馆迁出。

1982年 2月，贵州省人民政府
公布红军总政治部旧址（遵义天主
教堂）为文物保护单位，由遵义会议
纪念馆管理。1983年12月，经国家
文物局批准，修葺一新的红军总政
治部旧址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遵义会议会址的组成部分。
1984 年 12 月 2 日，邓小平题写了

“红军总政治部旧址”8个大字。为
充分利用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内的
建筑空间，学堂被辟为“遵义会议
辅助陈列室”。在纪念遵义会议召
开 50周年前夕，“红军总政治部旧
址”和“遵义会议辅助陈列室”正式
对外开放。2014年，遵义会议陈列
馆落成，辅助陈列馆从学堂迁出，
在学堂复原陈列了总政治部宣传
部、组织部等部门的办公室和工作
人员住室。

（林茂前 编写）

红军总政治部旧址

“小小布贴画，巧艺夺天工。”近日，遵
义市博物馆开展布贴画制作体验活动，不
少小朋友踊跃报名参与，在家长的陪伴和
帮助下，在老师的指导下，栩栩如生地呈
现出“熊猫吃竹子”的精美图案。

布贴画原名宫廷补绣，又叫布堆画、
布贴花、布摞花，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贴
补工艺，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为

了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促进亲子感
情的沟通，市博物馆举办了“熊猫吃竹
子”布贴画制作体验活动。在活动中，
孩子和家长以剪代笔、以布为色，将工
笔画用布贴的形式表现出来，创作出一
幅幅精美的装饰画，也从中体会到传统
工艺的魅力。

（记者 向婧 摄）

近日，“仰怀圣地——聆道赤水”穆昉洲书
法作品展在遵义市文化馆举行。通过展出青
年书法家穆昉洲书写的毛泽东、陈毅等老一辈
革命家的诗词作品，体现了书法人学党史感悟
初心，以笔墨渲染时代的精神。

本次展览由遵义市文化馆主办，采用
“线上+线下”展览模式，通过微信公众号
“遵义群文”“遵义文化云”同步把参展作品
通过网络呈现给广大书法爱好者。

（记者 向婧 吴凡 摄影报道）

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创新
修志方法路径，实行官修体制下
多元化的修志实现形式。市方志
办充分开发利用社会力量，加强
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与合作，多渠
道、多形式吸纳各界专家、各类人
才参与修志，解决地方志事业发
展过程中的人、才、物等问题。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人才保障。
我市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
式，组织各县（市、区）地方志机构
分管领导、业务人员分别到省内
及上海、浙江等省（市）举办地方
志业务培训班，借鉴外地先进的
修志经验。

据了解，我市抓住上海帮扶
遵义的历史机遇，与上海地方志
机构合作在上海市举办了两期地
方志、年鉴编纂业务培训班。同
时聘请上海、贵阳等地修志专家
到遵义开展志鉴编纂业务专题
讲座，并将地方志系统干部职
工业务培训纳入市委组织部门
干部职工培训计划进行统筹安
排，使地方志系统干部职工业务
培训形成常态化、制度化。

由市方志办牵头组织，坚持

每年开展专题会、审稿会、研讨
会、业务考试等形式，提升业务人
员的方志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
并积极鼓励干部职工撰写理论文
章、出版专著。先后有《汉代名臣
应奉与尹珍》《遵义地方志文化的
继承与发展》等文章在有关刊物
发表；《历史文化名城遵义》由中
国文化出版社印刷出版；组织编
纂《遵义市地方志工作文集》《<遵
义市志>评介文集》等。

“十四五”期间，我市将继续

巩固、深化地方志编修体系、理
论研究体系、质量保障体系、资
源开发利用体系、工作保障体系

“五位一体”的地方志事业发展
综合体系建设。

“我们将广泛运用‘互联网＋’
等现代技术手段，逐步实现修
志、编鉴、著史的数字化、网络
化，构建多元化、全方位的信
息化综合体系；加强‘方志云’
建设，全面建立地方志资源数
据库，提升方志资源共享水平
和服务能力，以适应新时期地
方志事业转型升级的发展形
势。”王藩这样说道。

（记者 向婧）

积极探索“多元模式”

翻开《遵义市志》，犹如推开
了一道门，让人一下穿越到远古
时期，跟随文字记载，沿着历史脉
络，一路前行走向今天，了解一部
完整的遵义发展史。

2018年10月17日，被誉为遵
义“一方之全史”、地情“百科之全
书”的《遵义市志》正式发行。这
部举全市之力编纂，多达近千人
直接参与编辑，涉及 380多个单
位，共计近 640万字，全面展示遵
义发展进程的鸿篇巨制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遵义市志》是撤地设市后遵
义按照国家规划编纂出版的第一
部通志，是继《遵义府志》《续遵义
府志》之后的又一部市级综合志

书。出版发行后，不少专家学者
争相阅览，并做出点评：该志书

“为广大读者了解黔北、走进遵
义，熟悉地情、研究历史，指导实
践、开创未来，陶冶情操、增长见
识，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途径和有
益的借鉴。”

“地方志具有借古鉴今、开创
未来、资政利民、服务社会的功能
和作用。我们准确把握地方志工
作的根本性、方向性要求，践行为
党立言、为国写史、为民修志工作
宗旨，确保地方志事业发展沿着正

确的政治方向前进，使地方志工作
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得以充分
发挥。”市方志办副主任王藩告诉
记者。

《遵义市志》全面、客观、系统
地记述了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横陈百科、贯通古今，承上启下，
无不备载，可以说，集资料性、科
学性、可读性于一体。《遵义市志》
的出版发行，标志着我市圆满完
成全国、全省统一部署的第二轮
志书编修工作任务，既是我市地

方志事业发展的又一重要里程
牌，更是遵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丰
硕成果。

近年来，我市地方志事业发
展多业并举。深入实施国务院
《地方志工作条例》《全国地方志
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走出一条党委领导、政府主
持、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实施、社会
力量广泛参与的路子。

在抓住修志编鉴主业的同
时，我市还在旧志点校，专题志、
部门志、乡镇志编纂，地情资料编
辑、地方志馆建设等方面取得了
良好的成绩。这些文化成果在传
承历史、服务当代、启迪未来等方
面有着重要作用。

重点突出多业并举

为确保到 2020年实现第二
轮省、市、县三级志书全面完成和
三级地方综合年鉴达到一年一
鉴、公开出版全覆盖的“两全目
标”，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地方
志和综合年鉴编纂工作。

按照规划，我市全面完成市、县
两级规划志书的编纂出版任务，
编纂出版市级综合志 1部、《遵义
图志》1部、县级综合志 14部。与
此同时，地方综合年鉴“一年一
鉴”的目标任务也全面实现。《遵
义年鉴》在有关年鉴编纂质量评
比活动屡获殊荣。

“全市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
充分认识到‘两全目标’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强化政治意识、树立大
局观念，全力以赴抢进度，强化担

当保质量，聚精会神谋攻坚，确保
按时保质完成地方志和综合年鉴
编纂出版任务。”王藩这样说道。

据统计，在第二轮修志工作
中，我市地方志系统共编纂出版
志、鉴、地情丛书500余部。除了
市、县级综合志书、年鉴外，还
有乡（镇、街道）志 40 余部、专
业志 10 余部；市、县两级部门
志、企业志、校志共 300余部；成
功申报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并
出版发行志书 2 部；收集整理、
点校出版《遵义府志》《续遵义
府志》等古籍旧志等 10余部。

地方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也蕴含
着传统文化的基因和海量的文化
信息。中华上下五千年就是以这
种形式传承着文脉，生生不息。

因此，全市各级各部门采取
多种形式，加大对志书等的宣传
力度。例如，广泛开展读志用志
活动，推动《遵义府志》《续遵义府
志》《遵义市志》等方志文献进机
关、进学校、进社会，积极服务经
济社发展；开展爱国爱乡教育活
动，使相关书籍成为市情教育和
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王藩说：“我们建成了‘遵义
文萃’地情资料库，收藏展陈遵
义市范围内书籍及与全国各地
交流的书籍，种类涉及志书、年
鉴、地情资料、史书、杂志期刊
等，对 2000 余种 5000 余册文献
进行展示陈列，为读者提供优质
查阅服务。”

此外，我市在地方志资源开
发利用上也取得良好效益。为世
界遗产申报、大型工程、大型宣传
展览、项目规划与建设提供资料服
务；支持开展地方历史宣传，拍摄

“寻访半坎文化”等专题节目；通过
地方志、年鉴载体，记载“遵义绿”

“遵义红”“遵义大米”“山盆脆李”
等特色产品，服务商标申报，助力
黔货出山等。

全面完成“两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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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兰州8月9日电 《琉
光溢彩——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
术馆藏古玻璃器珍品展》8日晚在
敦煌莫高窟开幕。来自丝路沿线
37个国家的 325件古代玻璃艺术
品，展现出古代多元文化的交流
互鉴。

此次展出的古代玻璃艺术品
均来自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
美术馆，展品来源地西起罗马、
东至日本。日本画家平山郁夫
生前十分关注丝绸之路文明，他
的足迹遍布敦煌莫高窟、阿富汗
巴米扬石窟、柬埔寨吴哥窟等众多
丝路遗迹。

据介绍，距今三四千年前，美

索不达米亚平原就曾有玻璃。考
古学家在伊拉克的一处遗迹中，曾
发现玻璃制成的圆筒型印章以及
玻璃块。在人们的印象中玻璃较
为廉价，但在古代，玻璃是少数人
才能使用的奢侈品。起初，人们用
玻璃制作串珠等装饰品，后来有了
用来盛放香料、香油等的玻璃器
皿。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玻璃成
为丝绸之路上的一种商品，从西亚
销往欧洲。玻璃制作技艺也随之
流行开来，因各地原料、审美等方
面的不同，玻璃有了不同特质。萨
珊王朝流行玻璃碗，拜占庭帝国将
玻璃作为建筑材料，伊斯兰玻璃可
以做照明用具、医疗器具等。

30余国300多件
古代玻璃艺术品亮相敦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