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直隸在清代屬於政治、經濟、文化發達地區，因此這一區域的地方志編修活動十分繁榮，

產生了許多的優秀作品，數量位居全國前列，代表着清代地方志編修的最高水平。以往學術界

對於清代直隸方志的研究，只是從個別角度和淺層次進行探討，缺乏從多角度、深層次進行綜

合性的研究。主要表現在這些論文和論著都是將直隸歷代編修志書整體狀況作為考察的對象，

清代方志只是作為其中附屬的一部分內容，而對於清代直隸方志的史料價值，則缺乏深入研究。

本書詳細介紹清代直隸地區行政管轄區域的沿革與變化，清代直隸方志的編修源流及其演變，

志書的編纂組織與經費保障，清代直隸方志的體例、理論與類型。概述清代直隸方志的主要

內容，探究志書的續修和增修狀況，研究志書編修的發展和變化狀況，探討清代直隸方志興盛

的原因，以及對後世方志編修產生的影響。本書在充分運用大量清代直隸地方志資料的基礎上，

結合明清時期有關正史、文集、筆記等文獻中的相關內容，認真進行分析和研究，認為清代直

隸方志的史料價值，主要體現為「詳正史之略，補正史之缺，糾正史之誤。」

清代是中國方志編修及方志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階段。晚清社會的現實環境，促使很多直

隸方志編修者更加注重結合社會的現實。當時伴隨着社會的逐步轉型，西方進化論觀念不斷深

入人心，注重經濟，發展實業，作為一條救國救民有效的途徑，發揮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

方志編修者的理念，開始向「變法維新」、「振興實業」的思想方向轉變，目的就在於喚起全社

會的憂患意識，改革積弊，救亡圖存。這些觀點已經超越了舊志編纂僅僅側重於資政輔治，訓

化臣民和供史籍取材等要旨的藩籬，是方志基本功能的一次昇華。晚清直隸方志在體例和內容

上都補充了不少新的內容，設置了許多新的門類。如政治上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政府與西方列

強簽定不平等條約的過程及主要內容，西方列強在天津強行設立「租界」的情況，以及十九世

紀末，二十世紀初清政府施行「新政」，其中涉及「警政」等內容。經濟上有關鐵路運輸、郵政、

電報、採礦等內容，教育上清末各類新式學堂的設立等內容，都開始見諸於直隸方志。而涵蓋

這些新內容的「經政」、「鐵路」、「礦山」等，逐步成為當時方志編修中設立的新門目。本書對

此都能夠給與充分的重視，進行深入的分析。

正確認識清代直隸方志的歷史地位具有重要的意義。清代直隸方志既是中國古代方志編修

活動發展到鼎盛階段的產物，為研究中國古代方志的編修情況，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佐證；又

是中國近代方志編修活動開端的重要標誌之一，包括直隸方志在內晚清方志編纂活動中出現的

變化，為中國方志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鋪墊和橋梁。而民國時期方志編纂的發展和成就，正

是在這一基礎上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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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目前學術界有關清代直隸方志整理的著述和書目較多，其中對於清代直隸方志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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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種類、纂修者、卷數、版本、存佚情況，做一次比較全面的整理和考證。經過本人的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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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方志是源遠流長的。其起源於先秦，隨着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成長。

到了宋元時期，其纂修趨於定型，體例漸趨完備。至明代，其纂修既有繼承，

也有創新。而到清代乾隆時期，則進入了空前繁榮的階段。伴隨晚清社會環

境的變化，中國地方志的纂修逐步過渡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因此對於歷史

悠久的中國地方志的研究、利用，為了達到深入，顯然應當不厭其煩地就其

各個發展階段分別進行，而後達到通貫總體的準確把握。同時由於中國的幅

員十分廣闊，各個地區經濟發展和文化進步的程度大有差別，這種基礎條件

影響了地方志的纂修。在同一個時期，不同地區的地方志纂修狀況，大有不

同。這又使地方志的研究，除了從全國地方志的各個階段分別進行外，還應

從各個區域的實際狀況分別着手。只有這樣，才能弄清其真實情形，徹底把

握。 
清代直隸是當時中國經濟最發達、文化最進步的地區之一，其地方志的

纂修，無論從數量上而言，還是從質量上來講，抑或是從有關理論的完備程

度來談，都走在全國的最前列。因此可以說清代直隸方志,代表了當時中國方

志纂修發展的最高水平。但是以往學術界對於清代直隸方志的研究，只側重

將直隸歷代方志編修狀況作為一個整體的考察對象，而清代方志僅僅作為其

中附屬的一部分，因此對於清代直隸方志整體狀況，包括其史料價值，以及

編修的特點和創新之處等重要問題，都缺乏深入研究。 
《清代直隸方志研究》一書，正是既考慮到時期（清代），又考慮到區域

（直隸）而研究方志的。全書凡 30 餘萬字，共分為七章，系統論述了與清代

直隸方志有關的許多方面的內容，包括從整體上介紹清代直隸地區行政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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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的沿革與變化，清代直隸方志的編修源流及其演變，志書編纂的組織與

經費保障，清代直隸方志的編修體例、理論與類型。概述清代直隸方志的主

要內容，探究志書的續修和增修狀況。深入剖析和認識清代直隸方志的史料

價值，研究志書編修的發展、變化和創新等狀況。探討清代直隸方志興盛的

原因，以及對後世方志編修產生的影響。全書在史論結合的基礎上，採用總

體分析與個案剖析交互使用的辦法，透徹、雄辯地闡述了作者的研究成果。

作者為寫作此書，做了超乎尋常的努力，其所參考過的古今文獻即包括正史

政書類、宮廷檔案類、筆記文集類、近代書刊報紙類、書目提要類、方志類、

近人今人論著論文類等七類近四百種。這部論著的學術價值十分突出，集中

體現在： 
一、關於清代直隸方志的史料價值，目前無論是在方志研究中，還是在

清史研究中，都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本書作者就目前有關清代

直隸歷史的諸多熱點問題，運用大量清代直隸地方志中的有關資料，並且結

合清代正史、文集、筆記等文獻的相關內容，着手具體的比較，進行深入淺

出的分析。認為清代直隸方志的史料價值，主要體現為「詳正史之略，補正

史之缺，糾正史之誤」的定位上，並且圍繞這一觀點，運用豐富的史料，進

行認真的分析和探討，充分揭示了直隸方志對於清史研究領域的重要參考價

值，讀後使人備受啟迪。 
二、清代是中國方志編修及方志學發展過程中十分的重要發展階段。在

清前期中國古代方志學的發展曾經達到一個鼎盛時期，而伴隨晚清社會環境

的改變，中國方志學開始由古代階段向近代階段過渡。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

西方進化論觀念逐步深入人心，注重經濟，發展實業逐步成為一條救國救民

重要的途徑，直隸方志的編修活動自身也體現出這樣的特色。很多志書編修

者更加注意結合近代中國的社會現實，在志書編修過程中增加很多新的內

容，設置許多新的門類。這些內容和體例在舊志編修中都是不曾出現過的，

對此作者都能夠給與充分的認識，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討，讀來使人頓感眼

前一亮。 
三、近年來對於清代直隸方志文獻的整理，雖然取得一定成果，但是仍

然存在許多不足。如目前各種方志書目中所收錄清代直隸方志的數量難言詳

盡，甚至有些方志書目中僅僅反映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不具備廣泛的代表

性。再加上對有關志書的編修者姓名、卷數、刊印時間、版本存佚等內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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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述，也都不同程度存在着許多舛誤和問題。作者在繼承方志學界既有成果

的基礎上，經過認真的查尋和梳理，並結合有關文獻的記載，對現存清代直

隸方志種類、纂修者、卷數、版本、存佚情況，進行了一次比較全面的整理

和考辨，最終所確定現存清代直隸各類地方志和佚書的數量，均高於方志學

界以往有關文獻中的記載。如總表一《清代直隸府州縣地方志編修狀況統計

表》，即準確介紹了清代直隸方志四百餘種方志的書名、卷數、纂修者、版本、

存佚情況、資料來源等詳盡的資料信息。本書不僅能夠為讀者提供了很多資

料、知識，而且也包括大量準確的書目情報信息。因此有這樣一部論著問世，

對於人們研究清代直隸方志，以及瞭解清代直隸的歷史狀況，無疑提供了極

大的便利和幫助。就筆者目前的閱讀所及，方志學界和清史學界關於清代直

隸方志的總體性專門研究，在這部論著之前尚未出現。由此說來，這部論著

的問世，實為填補了方志學界和清史學界一項亟待填補的空白。因此，《清代

直隸方志研究》的出版，有利地推動了方志學和清史學研究的發展。 
當然任何事物都不會是盡善盡美的，《清代直隸方志》一書也有其有待進

一步提高之處，如清代直隸方志與清代其他地域方志的比較研究似應加強，

但瑕不掩瑜，這部論著總體上看還是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是作者多年從事

清代直隸方志研究和整理的結晶。 
我與方廣嶺同志相識在 1986 年，算起來已經有 20 多年了。其間他有四

年在我名下攻讀博士學位，這使我們雙方的瞭解更加深入。他為人誠懇，樂

於助人，踏實認真，勇於探索。尤其在歷史研究中，孜孜不倦，做出了不小

的成績。而這本書的出版，正是他多年辛勤耕耘的成果。我表示衷心的祝賀，

並希望他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為序。 

林延清 
2013 年 9 月於南開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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