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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国欢庆伟大祖国50华诞之际，《甘南藏族自治州志》刊印面

世了，这是我州修志工作者敬献给人民共和国生日的一份特殊的礼

物，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甘南藏族自治州，是一颗镶嵌在祖国锦绣山河——青藏高原东

部边缘地带的璀灿明珠。无数个春秋以来，生息、繁衍在这块广袤沃

土上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用辛勤的汗水和聪慧，创造了悠久的历

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在“一江三河’’流域，为创造现代文明和美好的

未来，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乐章。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自治州各族人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

下，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艰苦奋斗，

奋发图强，使自治州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

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全州社会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和睦，人民安居

乐业，事业欣欣向荣。

盛世修志，资治育人。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甘南

藏族自治州的修志，最早见于清代，除藏文版的拉卜楞寺志等为数很

少的寺庙志外，按行政区划编纂的地方志仅洮州一地，且记述极为简

略。民国时期，临潭、夏河、西固三县各有修志之举，但均未成书。五十

年代末，州政府曾组建修志班子，收集资料，后因“文革"中辍，资料散

失，成为一大憾事。1980年后全国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我州再次成

立修志领导班子，组建工作机构，抽调专门人员开展修志工作。《甘南

藏族自治州志》的编纂，是一项浩繁而艰巨的文化工程，期间得到了

全州各级组织、各族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在历届州委、州政府的

， l

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视和领导下，广大修志工作者不畏寒署，广征博采，辛勤笔耕，数易

其稿，终将一部200余万字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奉献在世人面前，填补

了自治州尚无志书的历史空白，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甘南藏族自治

州志》的问世，倾注了修志工作者呕心沥血的辛劳，凝结着他们伏案

疾书的睿智和汗水。在此，我们谨向付出辛勤劳动的修志工作者和曾

支持、关怀志书编纂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谢意!

拂去岁月的风尘，翻开历史的篇章，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部

《甘南藏族自治州志》，它’详细追溯了甘南各族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奋

斗史，真实地记载了建州以来党领导各族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自治州发生的巨大变化，深刻地揭示了

甘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和内在规律，全面介绍了许多珍贵的民族

文化遗产，充分展示了甘南藏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步的内涵真缔，

较为完整地记述了全州各地的自然风貌，突出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

地方特点。这是一部资料翔实，门类齐全，值得博阅飨读的好志书。

《甘南藏族自治州志》的出版发行，是我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又一丰硕成果。它不但是用之于当代，传之于后世的宝贵精神财

富，而且是我们了解历史，指导实践的重要资料依据，同时也是我们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州情教育的好教材。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

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希望全州各族干部和

群众通过阅读史志著述，从中汲取智慧和营养，承受启迪和教育，把

握时代脉膊，积极投身于甘南的现代化建设，为实现甘南新世纪的腾

飞而奋斗。

中共甘南州委书记 罗笑虎

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 贡保甲

一九九九年九月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依据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实事求是地记述自治州自然、社会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综合体，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志、附

录组成。结构以志为主，横排纵述，专志按章、节、目层次编写。

三、本志是甘南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全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追溯

远古，下限止于1990年，个别卷章有所下延。

四、各专志采用记述体语体文(引用古籍原著部分用文言文)，概述叙议结

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记述。

五、本志资料采自正史、档案、报纸、刊物、专著、州内各业务部门提供的资

料，以及编写人员调查所获的口碑资料，经核查、考证，力求真实准确。

六、本志所使用数据以州统计局统计资料为准。统计资料所缺数据，由有关

业务部门提供。数字除引文、历史纪年、世纪、年代及构成词素者均使用汉字外，

表量词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七、计量单位均以1987年国家标准计量局颁布的《计量法实施细则》为准。

不宜换算的用历史习惯计量单位。

八、本志中的专用词语，在首次出现时用全称，或用括号加注。

九、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历代官职等均按当地历史习惯记述。清代以前用历

史纪年，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清代以后使用公元纪年。凡古地名，经考证认定者

加注今地名。
’

十、对引用文献资料中的藏语译名，本志作了规范，统一译写名称。

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等有关卷

内，不另设专卷记述。

十二、《人物志》以传、简介、表、录方式记述，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列传人

物收录在甘南有重大影响的本、客籍古今人物，以卒年为序；简介人物仅收录本

籍省部级人物；列表人物均以生年为序，本、客籍兼收；烈士英名录以行政区划及

牺牲年月依次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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