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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牟-3月周恩来总理来我省，由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

(左二)陪同在兰州炼油厂视察。



1958年7月朱德委员长来秽省，≠



1958年6月陈云同志来栽省，在玉门炼油厂视察，



1964年4月邓小平、彭真同志视察我省五0四厂。



1981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天水视察，陪同的有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前右一)

省委第一书记冯纪新(后右一)，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刮家岐电厂视察。



1984#7月万里、李鹏同志来我省视察。



1949年-8月兰州战役时的彭德怀同志。



我省第一任省委书记张德生(右一)、省长

邓宝珊(左一)在邓园，中为廖汉生同志，



1961年9月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右一)、兰州军区司令

员张达志(左一)在中川机场迎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副委员长。



1980#6月宋平同志(右二)在中川机场欢迎日本秋田县访问团。



兰州市乌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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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8月《甘肃省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会场。主席台前

排右起：葛士英、吴文遴、卒子奇、王秉祥、徐宗望、吴治国。



一九八四年省委书记李子毒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上。

一九八六年甘肃省省长贾志杰在省地方志主编工作会议上。



争≥窆拳囊一，咿趱 誊

1986@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

长梁寒冰在省地方志主编工作会议上。

1989@7月26日至29日，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在兰州举行。主席台前排右起：韩志德、

吴治国、刮毓汉、王秉祥、张学忠、李文辉、陈绮玲。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合影。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副主编集体合影。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组成人员名单

主任：王秉祥

副主任：吴治国 李文辉

顾问：杨植霖 葛士英

主编：韩志德(兼)

副主编：李光 邵文龙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廷秀 马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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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志·，概述》编纂组名单

组 长：邵文龙 ；·

副组长兼主编：孙民 。．7’j：

副 主 编：牛颖

成 员：宋如山 王致中 余贤杰‘米发滋，：
·，7j

杨明 傅宝珠、 王长庚。何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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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秉祥

在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经过5年多

的努力，《甘肃省志》终于相继出版问世与读者见面，这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意义极为

深远．值得庆贺!

甘肃省位于黄河上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她历史悠

久，幅员辽阔，矿藏丰富，民族众多，位于祖国腹心地带。面积居

全国第七位。境内地形地貌类型复杂，多高原和山地。河西走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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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平坦，绿洲与沙漠、戈壁参杂分布。省内有陇山、岷山、龙首山、

祁连山、马鬃山等众多名山。比较大的河流有450条，分属黄河、

长江、内陆河3个流域，9大水系。黄河干支流有洮河、湟水，大

夏河、渭河、泾河等：长江干支流有嘉陵江水系的西汉水、白龙江

等：内陆河流域有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土地资源丰富，是全国

五大牧区之一。动物种类繁多，野生稀有珍贵品种达90余种。几

种稀有金属储量居全国首位，水能资源雄厚，地热资源多处发

现。万里长城西起于此，中西交通古道横贯东西。甘肃是中原连

系西北乃至中西亚的咽喉和纽带，陆上交通贸易比较发达，境内

有许多中原同边疆兄弟民族的茶马互市。在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

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远古时期，甘肃省气候比较温暖，湿润，草木丰盛，河流纵横。

《尚书·禹贡》中所导9川，有6条源于甘肃。考古发掘的大量文

物证明，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甘肃活动。新石器

时期的文化遗址，在甘肃已发现千处以上。远古时黄帝北逐荤粥

至崆峒，登鸡头山，虞舜迁三苗于三危。甘肃是周；秦的发祥地。

周时，秦人先祖定居于今天水一带，因养马有功，受孝王封于秦。

秦昭襄王置陇西、北地郡。秦统一全国后，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

东，长万里，世称“万里长城”。汉武帝使张骞通西域，遣霍去病开

河西，置河西四郡，徙民实边，发展军屯、民垦，促进了河西走廊由

游牧向农耕的转变，开拓了中西贸易的“丝绸之路”。这样甘肃的

畜牧业、农业开发较早，并在我国的政治、军事和交通、贸易史上

有着重要的贡献。甘肃历史上曾建立过许多国家。东汉献帝至南

朝梁元帝时，氐族杨氏建立仇池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多发战

争，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出现了前凉、后凉、南凉、北凉、



西凉的“五凉”政权。隋唐时期是陆上中西贸易丝绸之路繁荣的

顶峰，也是甘肃政治、军事、文化的活跃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

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举世瑰宝敦煌莫高窟始建于苻秦建元二

年(公元366年)，历经北魏、西魏、北周，至隋唐已达千余窟，基本

上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当时敦煌为我国西部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城

市。公元1 038～1227年，党项羌在今宁夏、河西及甘肃中部建

立了西夏。元代创立行省制度，分全国为11个行中书省。元世祖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取甘州、肃州首字，设甘肃行中书省，

治所设张掖，除辖今甘肃大部地区外(陇东地区属陕西行省)，兼

领今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次出现甘肃省的行政区划。

甘肃省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共同开拓、建设

了甘肃。早在商、周时期，境内有氐、羌、戎。秦汉时期，月氏、乌

孙、匈奴都居住过河西走廊。魏晋南北朝时，匈奴、氐、羌、鲜卑

等先后在甘肃境内建立了前秦、西秦、后凉、南凉、北凉等政权。

隋唐时期，突厥、回鹘、吐蕃、吐谷浑也曾在甘肃居住活动。宋代，

党项羌建立了西夏政权。

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演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甘肃境内

共有汉、回；藏、东乡、裕固、蒙古、哈萨克、保安、土、撒拉、维吾

尔等民族。汉族、回族、藏族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东乡、保安、

裕固族是甘肃省独有的民族。

甘肃钟灵毓秀，人才荟萃。西汉。飞将军一李广，军事家赵充

国，东汉哲学家王符，三国蜀大将姜维，魏晋医学家皇甫谧，北魏

尚书仆射李冲⋯⋯均属甘肃古代的民族精英。近百年来“中国

的脊梁”亦有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



震、泥石流、滑坡等灾情，给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

历史上甘肃战争比较频繁，争斗激烈，每次战争都对社会经济

造成很大程度的破坏。1937年至1944年间，兰州是日本空袭重

点，先后出动飞机993架(次)，炸死660人，伤680人，损失财产

达当时的币制64．8亿元。

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变迁。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陕甘地区创立了陕甘边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陕甘边革命

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三军胜利会师会宁城。陇东地

区成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八年抗战，解放战争，为中

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甘肃解放，陇原人民获得新生，甘

肃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由于长期战争造成了甘肃经济、

文化、交通落后，人民生活困难的局面，解放后，各族各界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

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伟大转折。在指导思想上恢复了实事求

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国家工作的重点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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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甘肃的发展也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省在改革中前进，社会经济、政治等

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是建

国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从1979年到1988年，甘

肃社会总产值由127亿元增加到389亿元，国民收入由53．6亿

元增加到164亿元，1988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91．8亿元，

工农业总产值达288．6亿元。这些历史的巨变，党和人民的功绩，

都要浓墨重笔，永垂青史，启迪人民。

‘地方志是记述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

。官修书一，被称为。一方之总览"。修志在我国已有两千年历史，

代代相传，从未间断过，为历代所重视，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

统。甘肃早期的地方志书，，据记载有汉代的《凉州异物志》、北凉

的《凉州记》、晋代的《西河记》、唐代的《沙州志》、宋代的《沙州

记》等，多数散佚或为残卷。元代有《甘肃图志》，郭坤纂。．清代、

民国时期的地方官府都组织过专门机构编纂地方志书，仅通志就有：

清代公元1728年到1736年奉敕纂修《甘肃通志》，刘于义刊行，

李迪等编纂，为《四库全书》本。1908年至191 1年纂修《甘肃新

通志》，长庚监修，安维峻纂，全书100卷。1929年至1936年纂修

《甘肃通志稿》，1936年定稿，未刊行，130卷，抄本120册，刘郁芬

修，杨思、张维等纂。

党和政府对地方志的编纂利用极为重视。早在1941年《中

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就要求各根据地收集县志、府

志、省志，加以研究：还责成各地委、县委写名人列传。毛主席曾

指出：。打胜仗在知情势，如果把这个地方的山川气候、物产资源、

风俗民情等情况掌握好，就能取得胜利。嚣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

—隧嬲疆豳圜夏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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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提出整理旧志和编纂新志的问

题。1956年，国家把地方志工作列入了全国科学规划，并在全国

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编纂新方志的热潮。1959年3月，甘肃省委成

立了以张仲良同志任主任委员的《甘肃新志》编纂委员会，写出了

部分初稿。上述这些志书、志稿，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

遗产。时值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很有必要用新的观点、新的

资料、新的方法和新的体例，编纂一部新的甘肃省志。

国家“六五”、“七五”计划，把编纂地方志列为哲学、社会科

学的重点课题，建立健全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国务院多次下

文，把修志工作正式纳入各级政府的工作议程。1983年5月，甘

肃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视编修

甘肃地方史志的决议案》。省委于1984年2月决定成立甘肃省

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负责组织省志编纂和指导州、市、县志的编

写工作。省人民政府批转了1986～1990年甘肃地方志编纂工

作规划，指出：“编纂地方志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

．益后世，功盖千秋的一件大事，对于促进我省两个文明建设有着

重要的意义。”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亲莅省志编

委会会议，作了许多重要讲话，带动了全省省级82个委、办、厅、

局中的党政领导同志，形成了1600余名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工

．， 程技术人员组成的修志队伍，投入到编纂《甘肃省志》的工作中

去。 出现了党委重视，政府主持，各方配合的修志局面。5年多

．来，锲而不舍，艰苦奋斗，终于功业垂成。

《甘肃省志》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

基础，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三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

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受：]■嘲麟滋嗣圈

圈■■■__-lllllI-I嚣{；《￡{；：{l；；；；i；；§，}。《。。。《；

一

，

，

j剥剖_l】



璺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甘肃省志》

以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状为主体内容，尊重历史，服务当代，充分

反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设新中

国”这个现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一方之信史，必须以翔实

的资料客观地记述甘肃的历史和现实。

《甘肃省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卷、人物、附录共73卷

组成。概述综述省情，总摄全志：大事记纵贯古今，略古详今，记述

省内大事、要事：各专志门类齐全，横跨百科：人物志设人物传及

烈士英名录：附录收集单项性的重要资料。全志以文为主，辅以”

表、图和照片，图文并茂，以体现时代特点。志书遵循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引用可靠真实的资料，包括各种档案、正史、志书、旧闻

等，并经过精心筛选、考证鉴别后载入，力求朴实、严谨、科学。新

编《甘肃省志》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全志约2000万字，是

一部卷帙浩瀚的资料汇集和百科文献。

在《甘肃省志》出版发行之际，我们全体修志的同志怀着十分

喜悦的心情，把这部志书奉献给全省党、政、军和各界同志，为全

面正确地认识甘肃，借鉴历史经验，从中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以

指导现实工作。《甘肃省志》出自各行各业众人之手，限于编辑水

平，疏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多有不尽人意之处，希望各界人士予

以指正。

1989年8月12日于兰州

1．。旷



凡 例

一、新编《甘肃省志》按政府职能、专业分工、科学分类、部门

负责的原则，由73卷专志组成。每卷的结构一般分篇、章、节、目

四层编写。各卷编排总序、省志编委名单，各专志可设序言和编

辑人员名单。

二、全志贯通古今，略古详今，重在当代。下限断至1985年，

也可以因志而异。+

三、大事记所载内容，是指在本省历史上发生的政治、经济、
●

—隧翻疆弱穰●芝 ：2：



凡 例

文化、军事以及自然等方面的重大事件。记述采用编年体，辅以

纪事本末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

篇，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志。

四、人物志分传、简介、表录三个层次，遵守“生不立传"的

通例。立传人物多为对甘肃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已故人士。在

世名人(指副省级以上)列入简介。对正式命名的革命烈士和省

级英雄模范人物列入表录内。立传人物以近现代为主，正面人物

为主。不区别人物类别，以卒年为序排列。

五、本志所记地域范围，以现行甘肃省行政区划为准。有些

历史地理沿革为了记述完整，也有例外。

六、志内称谓，凡历史朝代，一般沿用通称，或以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用公元纪年。地理名称及历代政权、官

职，均依当时的称谓为准。

七、本志以志为主，辅以传、表、图、录和照片。文体一律为语

体文、记述体。引用古籍原文，除少数有特定含义的用繁体字外，

其余应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志中所用科学术语、名词、名

称，以有关方面审定为准。未经审定和统一的，从习惯。 、4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文献、各类档案和各单位提供的

材料，都是经考证鉴别后载入的。资料翔实可靠。

九、各项数据一般采用省统计局公布过的数字。个别的数字

则采用各有关单位调查核实的数字。数字书写，按照1987年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的试行规定》执行。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

语、词汇、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百分

比用阿拉伯数字，几分之几用汉字：夏历和民国以前历史纪年的



年、月、日，用汉字，公元纪年

十、本志涉及的计量单位，统用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历史资料中涉及的度量衡单位，一般

按原单位记载，并换算成现行的法定计量单位。

十一、本志各卷均实行三级审稿制。概述、大事记、人物志，。

附录由省志编委会正副主编及有关委员、专家初审，再由省志编

委会正副主任及有关同志参加的会议复审后，经报省委、省政府终

审，批准出版。省志各专志由承担各专志的委、办、厅、局党政领

导初审：由省志编委会正副主编及与志书有关的委员、专家和各

专志负责同志共同复审：经省志编委会主任、副主任及有关人员

参加的会议终审。各类凡涉及党的路线、决议、方针、政策方面的

重大问题，经省委、省政府审定。
’

十二、本志门类繁多，卷帙浩瀚，个别内容记述中有交叉或重

复，但各有侧重。工业门类各专志，列企业简介。全志各专志因成

书时间差异，可以用不同笔法纂写。

十三、书中注释采用脚注方式，当页编码。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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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志

公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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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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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号 专志名称 卷号 专志名称

第十卷军事志 第三十四卷建材工业志

第十一卷地质矿产志 第三十五卷轻纺工业志

第十二卷地震志 第三十六卷乡镇企业志

第十三卷气象志 第三十七卷财税志

第十四卷测绘志 第三十八卷公路交通志．

第十五卷经济计划志 第三十九卷航运志

第十六卷统计志 第四十卷铁路志

第十七卷审计志 第四十一卷民航志

第十八卷农业志 第四十二卷邮电志

第十九卷农垦志 第四十三卷军事工业志

第二十卷林业志 第四十四卷金融志

第二十一卷畜牧志 第四十五卷标准志

第二十二卷渔业志 第四十六卷计量志

第二十三卷水利志 第四十七卷物资志

第二十四卷农业机械化志’ 第四十八卷储备物资志

第二十五卷机械工业志 第四十九卷商业志

第二十六卷电力工业志 第五十卷供销志

第二十七卷’石油化工志 第五十一卷工商行政管理志

第二十八卷黑色冶金工业志 第五十二卷粮食志

第二十九卷有色冶金工业志 第五十三卷外贸志

第三十卷 电子工业志 第五十四卷+民主党派志

第三十一卷煤炭工业志 第五十五卷群众团体志

第三十二卷城乡建设志 第五十六卷外事志

第三十三卷环境保护志 第五十七卷人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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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卷号 专志名称 卷号 专志名称

第五十八卷劳动志 第六十六卷文物志

第五十九卷教育志 第六十七卷医药卫生志

第六十卷科学技术志 第六十八卷体育志

第六十一卷社会科学志 第六十九卷人口志

第六十二卷档案志 第七十卷民族志
、

第六十三卷新闻出版志 第七十一卷宗教志

第六十四卷广播电视志 第七十二卷人物志

第六十五卷文化志(含文化、 第七十三卷附 录

艺术、方言、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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