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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四川省志·军事志》编写工作人员名单

《四川省志·军事志》编写办公室

主 任 李龙翔

副 主 任 陈其湘 王新权(兼)

编 辑： 靳雄飞 唐应杰 张广德 志 士 宋国瑞 李芗荃

张万福 许姜皋 文玉明 朱华初 冉 靖 刘孚珍

阳裕聪

《人防编》编辑：陈 辉 林祯孝 戴正富



《四川省志·军事志》的编写工作

由四川省军区牵头，四川省人民防空

办公室参编，共同完成。修志工作是

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赋予驻川部队

的光荣任务。成都军区首长对此十分

重视。廖锡龙司令员批示：“此项工作

非常重要”，“请四川省军区组织实施。

需军区解决的问题，军区机关应全力

协助。”并拨给了部分编写经费。四川

省军区对编写工作进行了认真研究，

成立军事志编纂委员会，分工领导负

责此项工作，抽调人员组成编写办公

室，及时解决编写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使志书编写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胜利

完成；四川省人防办公室按《军事志》

编写进度和质量要求，按时完成送审

稿。

本志的编写工作从 1990 年正式

开始，经过拟制纲目、搜集资料、整理

长编、撰写初稿、总纂、修改等几个阶

段。共搜集档案资料 2700 余万字(其

中人防办公室搜集 1000 余万字)，编

写资料长编 235 万字。1996 年 10 月

完成送审稿，成稿约 80 万字。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四川省地方

志编委会的及时指导、帮助；驻川军事

领导机关、部队、军事院校和军分区、

武装部为志书提供了大量资料、图片，

特别是成都军区司令部编研室、成都

军区空军、56005 部队和四川省征兵

办公室，更是有求必应；一些专家学者

对编写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马宣伟、

张学君同志还帮助撰写了战事篇中的

部分章节长编；参阅了有关的专著、文

史资料，吸收了部分专家、学者的研究

成果；赵忠路、高效文、吴泽刚同志热

忱提供了部份私人珍藏的历史照片。

谨志于此，并表谢忱。

编修社会主义时代四川省第一部

《军事志》，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开拓性



的军事文化建设事业。参加编写的同

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着

为历史负责、为人民负责的精神，按照

《〈四川省志〉编纂方案》的要求，辛勤

耕耘，默默奉献，力图使志书达到资料

性、科学性和思想性的统一，全面、准

确地反映 150 年四川军事活动的历史

和现状。由于志书时间跨度长，资料

搜集难度大，加以编辑人员缺乏理论

准备和编写经验，必然存在疏漏和错

误，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指正。

编 者

199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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