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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来，国内对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以下简称

南部档案）的开发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笔者对此展开

了调研，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1 开发研究现状
1.1 档案汇编。南部档案汇编主要有：南充市档案局编

的《清代中晚期南部县衙门档案史料选编》，南充市档

案局编的《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全宗指南》（内部

发行），西华师范大学、南充市档案局（馆）编的《清

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2009年出版，共3册；南充市

档案馆编的《清代四川南部县衙档案》，2016年影印出

版，共308册，公布了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全部档案。

1.2 研究论文。笔者以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李仕

根主编的论文集《四川清代档案研究》、吴佩林等主编

的论文集《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第一辑至第三辑、蔡

东洲及金生杨主编的论文集《区域文化研究（第二、三

辑）》、杨和平及吴佩林主编的论文集《地方历史文献

与文化：〈西华师范大学学报〉文选》等为检索源，梳

理出2000年至2019年9月，以南部档案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论文共计203篇，其中收录在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的

论文共计163篇。由于论文成果较多，笔者作出以下几个

维度的分析。涉及作者身份的统计，以论文发表时的身

份为准。

1.2 .1 年代分析。从南部档案研究论文分布的时间来

看，均分布在2004年以后。南部档案论文成果最早发表

于2004年，在2007年至2008年出现一波研究热潮，这与

2003年10月南部档案成功入选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

产名录》，并于次年被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是分不开

的；2011年以后再次出现一波研究热潮，并达到研究成

果数量的高峰，这又与西华师范大学吴佩林教授引领团

队于2011年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南部

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密切相关，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2004年以来相关论文发表数量

1.2.2 作者单位及地域分析。从论文作者的单位来看，作

者单位信息中包含西华师范大学的论文最多，占论文总

数的64%；其次为南充市档案局（馆），占论文总数的

13%；其后依次为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四川省档案

局（馆）、西南民族大学、湖南大学等。

若根据作者机构（以第一作者为准）将研究主体分

为“学院派”（来自高校或研究中心）和“实践派”

（来自档案馆、图书馆等单位），统计结果显示“学院

派”发表论文所占比例为84%；“实践派”发表论文所占

比例为16%，远低于“学院派”。由此可见，在研究南部

档案问题上，高校依然是研究的重地。

从作者地域来看，论文作者地域主要分布在川内，

尤其是南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档案保管所在地对

档案研究产生的影响。

1.2.3 研究主题分析。从研究主题进行分析，大致可以

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献学、档案学研究，其内容包括

南部档案俗字、清代文种及公文运行制度、南部档案文

献价值、南部档案整理与著录等研究。另一类是以历史

学为主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这部分研究涉及清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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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司法、宗教等各领域的历史问题，因此研

究领域也跨越历史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多个学

科。其中对政治问题研究的论文最多，内容包括衙署建

置、基层组织、官吏、官媒、官衔等问题及清代国家机

器在地方运行的各种制度等。第二位是司法研究论文，

内容包括地方诉讼中的“中证”问题、“帮讼”问题以

及官代书、司法文书、学务诉讼案件、婚姻诉讼案件等

研究。第三位是社会问题研究，包括“嫁卖生妻”“招

夫养子”“带产入赘”、移民等社会现象及啯噜、童

生、乡职、外迁漕丁、局绅群体等研究。第四位是经济

问题研究，主要是盐业史研究。第五位是学务教育问题

研究，包括劝学所、书院、学田局等组织及庙产兴学问

题等的研究。第六位是民俗问题研究，包括婚礼、迎

春、酒席、祈雨等活动研究。第七位是宗教问题研究，

包括清明会、清季僧会、“土主”等研究。此外，还有

军事、文化、地理等方面的研究论文。

1.2.4 期刊学科分类及级别分析。通过对收录在中国知

网期刊全文数据库刊载期刊的学科分类来看，高校综合

性学报刊载论文数量最多，其后依次为图情文献学（主

要是档案学）期刊、历史学期刊、综合社科期刊、法学

期刊、民族学与文化学期刊、宗教学、文艺学等。由此

可见，跨学科多领域是南部档案研究的一大特点，而历

史学、档案学、文献学又是研究南部档案的主要学科领

域，与上述研究主题分析结果基本吻合。

这 些 论 文 中 ， 发 表 在 中 文 社 会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CSSCI）来源期刊的论文占知网收录论文总量的33%，

发表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占知网收录论文总量的

43%。由此可见，南部档案研究论文总体质量较高，也体

现出学术界对南部档案研究非常重视。

1.2.5 基金支持情况分析。收录在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

据库的论文中，获得项目基金支持的论文占知网收录

论文总量的61%。这些支持项目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

号:11ZD&0093），南充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1年重点项目《南部档案俗字研究》，教育部人文社

科项目《清代基层组织对乡村的管理研究——以〈南部

档案〉为中心》（项目批准号:11XJA770001），四川省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地项目《清代县丞研究——以〈清

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项目批准号:SC10E0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南部县盐务与川北社会研

究》（项目批准号:17XZS021），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理工学院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立项资

助青年项目《清代南部县衙盐房档案研究》（项目批

准号:YWHQ13-02），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

点项目《清代州县档案中的文书研究》（项目批准号:

QYYJB1609）等等。

1.3 研究专著。四川大学里赞的《晚清州县诉讼中的

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践》，出版于2010

年，依托当时几乎未被系统使用过的南部县全清档案，

研究晚清州县的审断问题。西华师范大学蔡东洲、吴佩

林、苟德仪、左平的《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出版

于2012年，利用南部档案，对一个清代县级政府的管理

活动进行个案研究，涉及县衙设置、基层组织、文教机

构和民间婚姻等专题。西华师范大学吴佩林的《清代县

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出版于2013年，系统利

用南部档案，结合《巴县档案》、河北《宝坻档案》、

台湾《淡新档案》等清代州县档案、田野调查资料及其

他近千种文献，就清代县域（基层社会与县衙）民事纠

纷的产生与解决进行了实证研究。四川大学赵娓妮《审

断与矜恤：以晚清南部县婚姻类案件为中心》，出版于

2013年，是以晚清南部知县对婚姻类案件的审断问题为

研究对象的法律史学著作。上述著作是以南部档案作为

最主要研究对象或主要支撑材料开展研究的著作。

另外，有不少在研究清代历史问题中使用到小部分

南部档案，或以南部档案和其他地方档案共同作为研究

对象的著作，如西华师范大学苟德仪的《川东道台与地

方政治》等等，在此不再列举。

1.4 刊布。刊布是一种传统的档案公布形式，笔者调研

发现南部档案刊布较少，目前仅检出《湖北档案》2007

年第6期以标题《中国档案文献遗产选刊之十九 清代四川

南部县衙门档案》刊出同治7年鸿正文卖妻文约、雍正三

年保宁府正堂给南部县的信牌、光绪二十七年汪桂元活

埋案验尸图格几份档案。

1.5 档案展览。清代南部县衙档案展览馆建于南充市南

部县城，于2014年11月30日开馆，每周三免费对市民开

放。该馆占地330平方米，布展面积1500平方米，全方

位多角度展示南部档案的历史。使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

技相结合的手段，为参观者展示部分经典档案原件、150

余件仿真件、县衙办公场景模拟、县域沙盘；通过十二

板块、互动电子书、3D投影等手段直观展现南部县2000

年来的建置沿革、疆域区划变化、清末各场集期里分、

十四景等[1]。

1.6 其他公布及开发形式
1.6.1 电视推广。2014年12月，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小平在南充电视台《南充人话南充》节目中宣讲《清

代南部县衙档案》，共10集。此讲座共分神奇的南部档

案、珍贵的原始文书、智慧的县官判断、陌生的地方小

吏、麻烦的民事诉讼、坎坷的半日学堂、艰难维持的义

学、万分重要的祭祀、怪异的婚姻乱象、严格无比的科

举等十讲。在南充电视台播出后，引发了社会关注[2]。

1.6.2 研究成果转化。如2014年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课题组承接阆中

《川北道署展陈内容策划方案》，在书吏衙役研究基础

上，对川北道设置、演变、终结、以及空间布局和对数

十位明清道员的履任情况深入探究，最终形成深入浅

出、图文并茂的《川北道署展陈内容策划方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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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后付诸实施，成为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服务地方

的“代表作”[3]。

1.6.3 报纸。在《光明日报》《中国档案报》《人民法

院报》等报纸中亦有刊发关于南部档案的报道及研究论

文。

2 启示
自2004年以来的短短十余年，国内对南部档案的开

发研究硕果累累，取得嘱目的成绩。2015年3月27日，

四川省档案局局长丁成明在南充调研时也指出，“‘清

代南部县衙档案’抢救保护、历史研究这一块做了大量

工作，走在了全省、全国的前列，值得认真总结和推广
[4]。”笔者认为南部档案的整理和开发研究给予我们如下

启示。

2.1 平台：立足项目。南部档案共计18186卷，84010

件，数量在目前发现的清代地方档案中位居第二[5]。如

此卷帙浩繁的档案要进行系统化整理和研究开发，没有

雄厚的资金投入、实力过硬的研究团队和相关部门的支

持是不可想象的。上述南部档案汇编、学术论文及著

作、南部县衙档案展览馆建设等成果中的相当一部分，

正是依托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

整理与研究》课题才得以完成。该课题为南部档案的整

理研究搭建了一个经费来源充足、档案文献丰富且查阅

便利、研究团队阵容强大的重大平台，最终形成了跨学

科、多领域集中深入研究的态势，成果喜人。

2.2 主体：多元合作。档案资源尤其是历史档案的整理

和开发研究，仅靠档案部门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利用需

求，需要加强多元合作，共同整理开发，这是发挥资源

优势互补的主要途径。在南部档案整理与开发案例中，

既有档案工作部门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合作，如南充市档

案馆与西华师范大学通力合作搭建南部县衙档案展览

馆、合作对南部档案进行修复性整理、拍摄、出版汇编

等；也有学术研究中的跨学科、多领域合作，如对南部

档案的研究便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档案学、法学等学

科领域。

2.3 产品：形式多样。南部档案整理与开发研究的产品

形式具有多样性，有阅览、报道、档案陈列与展览等传

统开发利用形式，有出版汇编、出版专著、发表论文、

提供专题咨询等深度开发形式，也有如电视节目推广等

创新型开发利用形式等，全方位满足了档案用户的利用

需求。

2.4 定位：双重价值。南部档案整理与开发研究过程

中发挥了历史档案的学术价值以及休闲价值。学术价值

即针对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利用群体，以南部档案资源

为基础，服务学术研究，也打造出了以西华师范大学研

究团队为主要研究主体的学术文化产品；休闲价值即针

对历史文化爱好者及潜在用户群体，在旅游、休闲、文

化事业的发展中，发挥南部档案资源优势，通过陈列展

览、电视媒体传播、出版汇编等形式，打造了具有地方

和时代特色的休闲文化品牌。无疑，通过有效开发，南

部档案已成为南充市一张新的文化名片。

然而，南部档案在整理和开发研究中虽取得杰出成

绩，但这些历史档案资源和研究成果应如何广泛有效地

服务于公众、服务于社会是我们仍需思考的问题。普通

公众直接查阅南部档案仍有诸多不便因素。一是原件保

护制约问题。出于对历史档案原件的保护，部分原件是

不允许直接利用的。二是地域和收费制约问题。碍于地

域和利用收费等因素，个人现场查阅档案需付出较大的

时间和经济成本，有很大局限性，这也是论文成果出现

“就近”集中分布的最重要原因。《清代南部县衙档案

目录》《清代四川南部县衙档案》作为南部档案最全面

的汇编成果，整理科学，编排清晰，给档案查阅带来极

大便利，但其高昂的价格（《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

定价980元，《清代四川南部县衙档案》定价高达24万）

成为公众普遍利用的主要制约因素。三是开发开放形式

制约问题。其他开发开放形式如档案展览、电视节目推

送等虽易于推广传播，但无法完整还原档案，对档案信

息的展示也比较有限，利用群体也具有特定性。

笔者建议国家加大对历史档案的开放力度，加大对

地方研究的投入力度，降低档案利用的收费标准以及档

案编研成果的传播成本。同时，以南部档案的系统化整

理与全面数字化为基础，通过建立南部档案目录数据

库、全文数据库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特色或专题数据

库，推出光盘或以网络形式传播的数字产品，应是最具

“性价比”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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