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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现任成员名单(2002．7～ )

主 任张志银 ．

副主任左灿湘李福民吴国瑞

常务副主任马琦明

委 员王晶中 哈全玉周兴福牟少军张宗奎

董有山 张以湘杨增玉魏邦新赵福元

李向军李权俞敬东隰建国 张中魁

杨毓荣高子贵金钰铭

曾任成员名单(1988．3--2002．7)

主 任柯茂盛△朱作勇 张玉舜

副主任刘炳午李荣棠杨德儒I陈德霞I l夏常胜I
△王振军高崇华贾士绠于广义 丁克勤

武文军

常务副主任王振军△马琦明

委 员 丁生林丁克勤丁忠廉史文献何守文

李福民 陈艺 陈 良陈斌俊杨良琦

郑建斌赵士通徐用强铁自强黄应寿

康恒昌△田荣嘉左灿湘廉淑琴武文军

傅贵朱祯如金钰铭魏著明李肃群

李尚荣王超英魏世光李敏金永忠

杨增玉吴玉梅贝念畋陈冬芝王明华

张国斌高纪勋王建中潘卫平王有伟

顾 问张宦廷梁朝荣l肖登峻I

△本符号以后人员为1994年8月以后成员。



《兰州市志》学术顾问

(按文件顺序排名)

刘光华张林源郭志仪陈文江陈志刚

李宗植刘家声伍光和柯杨赵浚

刘满李鼎文王三北刘敏余贤杰

匮圈马国华 吕叔桐

《兰州市志》主编、副主编、编辑

主 编

常务副主编

特邀副主编

副 主 编

编 辑

工作人员

马琦明

金钰铭

刘光华

高子贵邓明李晓菲

李强张兴国李日柱焦养顺

徐难魏惠君马颖

李玲任星石怀武



许东海龚大智李宽周维新

《兰州市志·交通志(下)》编纂人员

主 编张兴国

副主编关振兴李晓菲 肖 俊

《兰州市志·交通志(下)》终审委员会

高子贵金钰铭许东海龚大智

李宽周维新焦养顺



1958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副主席朱德为兰

青铁路题词。

词。

1952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

为庆贺天兰路通车题词。



1952年10月1日，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

宝珊(左一)在兰州车站广场与少数民族代表亲

切交谈。

1956年2月，兰(州)阿(干镇)支线举行

通车典礼。

挥汗修建天兰路

1956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前排左二)

视察兰州东站(现兰州车站)。

’。拳+t-帮好嚣。

1952年10月，修筑兰颓铁路铺设的河口南

黄河木便桥，

★椭}
958年8月1 I!：j，第一列火车运行在包兰线



1988年．兰州机车厂被甘肃省人

民政府命名为“甘肃省一级企业”。

1982年，铁道部授予兰州机车

厂“全国铁路先进集体”称号。

1952年lOft 1日，各族人民庆贺天兰铁路

胜利通车。

1952年10月1日，10万群众在兰州车站广

场隆重集会庆祝国庆3周年暨天兰铁路通车。

1984年5月，庆贺天兰线电气化技术改造全线通车。

『≯■|1
十}^^*扣日*童帮、

一

，‘：}，



1．1952年9月31日，陇海线首趟

列车抵达兰州。

2．解放军战士修筑陇海线天兰段

3．天兰段筑路钉道队运送道碴

4．50年代的兰州西车站编组场

5．武警战士守护东岗镶铁路桥

6．兰州铁路局治沙人员在包兰线两

侧铺设麦草，治理沙患。



兰州枢纽——兰州西编组站，设计为三级三场。日编解镶力为7000辆，8000辆。

19霉8锈兰州机车厂研制成功N1004铁路公安战士守护运输物资
型全液匿伟臂式铁路起重机，最大起重能
力为l鳓吨。

1982年改建后的兰州车站



兰州铁路局机关大院

1956年建成的东岗镇黄河铁路桥

-一

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办公大楼

仔细巡查线路

运送瓜果

军运列车



1964年7月1日，兰州机车厂开工承修的首 兰州北站货场

台解放型1928号蒸汽机车。

兰炼运油专用线

人力抢修铁道

西固环行线上的颍川堡车站 1986年6月，兰州机车厂开始承修兰州铁路局工程

单位130吨架桥机，1987年2月交验合格。



兰州铁路枢纽调度指挥中心

电力机车模拟操纵

铁路电气化线架设中

机械化养护铁路

兰州分局电子计算机中心

。1
＼

1984年．陇西至兰州段铁路电气化通车，兰

州西机务段电力机车整装待发。



1981年8月，

邓小平(前排中)

同志到甘肃视察

时在兰州中川机

场。

1997年，江泽民总书记(前排中)视察甘肃 1992年8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莅

时在兰州中川机场。 临兰州锈潞局时，为职工题词。

1994年，甘肃省党政领导在兰州中川机场 1995年6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

迎接李鹏总理(中)。 锦涛(左一)与兰州铁路局局长黄四川亲切交谈。



1998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右一)来甘肃 1999年，甘肃省党政领导在机场迎接胡锦

视察工作时在兰州中川机场。 涛副主席(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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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号飞机是周恩来总理的专机，后转场兰州中川机场服役。

修复机场跑道

中川机场气象测试点

机场灭火演习 50年代的兰州航空站候机室



抢修机场跑道

兰州机场机械维修人员



1990年5月30日，中国西北航空公司兰州

分公司组建大会会场。

1998年11月24日，甘肃公司引进的第一架

空中客车A320型飞机，飞抵中川机场。

鬟

1986年9月，甘肃民航引进的第一架喷气客

机BAEl46—100型飞机，

2000年8月8日，蓝天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成

立大会会场：

霸
r萱

中川机场旧候机楼服务体系



1992年11月24日，张吾乐(左一)乘机赴 1991年5月22日．中国西北航空公司甘肃

香港时与民航甘肃省局的领导告别。这是甘肃 分公司成立大会会场。

分公司开辟的第一条兰州至香港的地区航线。

1992年2月25日一28日，中国西北航空公 60年代末中川机场建设时的职工之家

司甘肃分公司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1

黟嘲

1971年甘肃民航引进的AN一24型飞机 70年代中川航站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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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一

羔专麓雾耄陈宝生兰州市委书记 ””一一

经过全市修志工作者十余年的艰苦努力，兰州历史上第一部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编纂的

大型多卷本城市志书《兰州市志》，已经陆续出版问世了。这是

兰州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可喜可贺!

我谨代表中共兰州市委向所有为这部志书付出辛勤劳动的编纂、

审定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所有支持这项工作的各界人士表

示崇高的敬意!

兰州自古以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

年)，为抵御匈奴的进攻，秦设榆中县于此，兰州于是处于秦王

朝的西北边防前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为阻断匈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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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的联系，抵御羌人的进攻，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西汉设金城

郡。此后兰州便成为丝路重镇，开始了悠久的开发历史和开放传

统。魏晋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在这里纷争不息，其中鲜卑族所

建西秦将国都设于兰州地区(今榆中县、西固区)o隋文帝开皇

元年(581年)废金城郡，设兰州，置兰州总管府，以加强对这

一地区的统治。唐代安史之乱中，吐蕃族趁机占据兰州。宋元时

期，兰州地区或为西夏与宋分治，或为西夏与金分治，争夺十分

激烈，后终为蒙元统治。明建文元年(1399年)，肃王府由甘州

迁兰，兰州成为藩王所在地，随着王府的修建，奠定了古代兰州

城的基础。同时，兰州也成为防御鞑靼进攻的重要地区，修建明

长城(边墙)兰州段。发展到清代，兰州逐渐成为甘肃全省的政

治、军事和文化中心，清康熙五年(1666年)，甘肃巡抚移驻兰

州，从此确立了兰州为甘肃省会的地位。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

年)，兰州正式设市，兰州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

中国成立后，经过五十余年的建设，兰州已成为黄河上游最大的

工业科学文化城市，全国重要区域性中心城市之一，西北交通枢

纽和军事中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兰州加快发展步伐，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均取

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兰州在黄河上游经济带的中心地位日益明

显。当前已经掀起的西部大开发热潮中，兰州必将以其既可东进

西出，又可北上南下的“坐中四联"区位优势，迎接新世纪大发

展的历史机遇。为这样一座战略地位重要、开发历史悠久、文化

底蕴深厚、充满发展希望的城市修志，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中华民族素有编史修志的优秀文化传统。卷帙浩繁的史志典

籍记载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繁衍史、开发史、创造史和发展史。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国之有史，郡之有

志，我们的民族又从史志中汲取着智慧的养分，去创造新的辉

煌。历代的地方官从方志中了解情况，又用方志记载新的变化。

在兰州，从明朝永乐年间的《金城志》到民国年间的《兰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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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凡30多种，为我们辑存了兰州地区丰

为我们研究兰州历史，了解兰州市情，编修

当前西部大开发、兰州大发展的历史机遇面前，我们要以前所未

有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全方位地推进改革，以前所未有的胆识、

气魄和智慧多层次地扩大开放，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和效益

改造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就必须对兰州市情有

一个更加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而就地方志这种信息载体形式

所包含内容的广泛性、系统性来说，编修好《兰州市志》，则是

我们全面了解和认识兰州市情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说，编纂出

版一部具有时代特征、城市特点、地方特色的，观点正确、方法

科学、资料详备的《兰州市志》，系统地记载兰州地区自然环境

变迁和优劣、经济建设发展和起伏、历代政权更替和得失、文化

事业传承和盛衰、历史人物活动和功过，具体地再现几千年来兰

州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反映兰州区域发展的客观规

律，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各级领导机

关从实际出发进行正确决策的需要，是兰州在西部大开发中获得

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是一项研究兰州、记载兰州、宣传兰州、

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重要文化工程。《兰州市志》的出版，标

志着我们对兰州市情的研究和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必

将产生现实和久远的社会效益o

《兰州市志》是在市委领导、人大支持、政府主持、政协配

合、专家指导和群众参与下，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精心组织、

各级修志机构和广大修志工作者同心协力编纂而成的。百余个编

纂单位、数百名工作人员在同一指导思想、同一编纂原则、同一

方法程序、同一体例结构、同一行文规范和同一审定出版要求

下，第一次全面、深入地搜集和整理从古至今、从文字到实物的

各方面资料，以实事求是的观点、完整系统的资料、科学严谨的

体例、简洁朴实的语言，全面记述了兰州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

与现状，纵跨数千年，横涉各行业，是一部全面、具体反映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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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情的地方百科全书。这部分卷总数逾70、用字数千万的大型志

书的编纂出版，无疑是兰州文化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我相信，

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兰州经济和社会的大发展，这部志书的作用一

定会在读志用志的过程中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而其本身也必

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修订、完善和接续，从而使这一古老而优秀

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发扬光大!因此为序。

总序二

2004年12月

蓁羔熬耋纛羹张津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1 1‘

新编大型多卷本《兰州市志》，赖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

有市志编委会精心组织，靠数十单位通力协作，得专家学者指导

帮助，凭修志人员辛勤劳动，今已分卷陆续出版，其业可敬!其

功可嘉!

兰州历史悠久。溯15000年以前，即有先民繁衍、生息于

此。尤以新石器时代兰州彩陶型制多奇，色彩争艳，用工精细，

聚现先民勤劳、智慧。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国在

今城关区东岗镇一带设榆中县，为兰州最早之行政建置。西汉武

帝年间设金城县，西汉昭帝始元年间(公元前81年)设金城郡，

兰州始有“金城”古称。东晋太元十年(385年)，鲜卑族乞伏氏

建西秦国都于兰州。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设兰州，置兰州

总管府，遂有“兰州”之名沿称于今。自汉至宋凡千余年间，兰

j，、，；，1；。+1j

一



州诚以“屏障中

兵家必争。明建文元年(1399年)肃王府迁兰，扩建城池，兴建

宫殿，辟筑园林，兰州始呈藩都之兴旺。清康熙五年(1666年)

陕甘分治，移甘肃巡抚于兰州，始为省会。左宗棠督甘期间，扩

城郭、办洋务、兴文教、利经济，盛甘省之都会，显封建之回

光。中华民国30年(1941年)始设兰州市。然终民国之世，国

民党统治日愈腐败，竟致城市残破、经济凋敝、人民困苦。惟中

国共产党人身系劳动人民利益，于1925年建立起中共在甘最早

组织——中共兰州特别支部，宣传革命、组织工农、动员民众，

为推翻剥削制度浴血奋斗，直至1949年8月26日兰州获得解放。

兰州从此进入崭新时代。

兰州山河壮美。这里位处祖国大陆腹心地带，为青藏高原、

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交错会接之处，黄河穿流，群峰列峙。西

有乌鞘雪岭与玫海溢香，浩门雪浪与湟水平畴；北有九州平夷与

天斧沙宫，白塔层峦与桃海流光；东有马唧雪峰与兴隆滴翠，北

山列戟与苑川沃野；南有皋兰耸立与兰山烟雨，五泉飞瀑与夜雨

滴岩，兰州兼备南国秀丽’与北国雄奇。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景致多样，物产丰盈；能源丰富，矿藏众多。一万三千多平

方公里的土地孕育着生机，哺育着人民，从而造就了辉煌的历史

与灿烂的文化。

兰州充满希望。解放50余年，有赖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

依靠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凝聚数百万人智慧与血汗，换得百业兴

旺，万象更新。昔日消费型小城，今为工业化大城。以石油化

工、机械、冶金为支柱，电力、煤炭、建材、电子、轻纺等行业

配套，工业门类较为齐全之工业体系，使兰州成为全国工业中心

城市之一。交通以陇海、兰新、包兰、兰青4大铁路干线交汇兰

州，西兰、兰青、甘新、包兰等八条公路干线辐射全国，短波、

微波、光缆等多种通讯手段沟通世界，兰州当称西北重要交通枢

纽。农业以三电、景电、和电、引大入秦等电力提灌、自流引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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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改善生产环境条件，辅以品种改良、农田整治、新技术推

广，生产不断增长，瓜果、百合、玫瑰、水烟、大板黑瓜子等名

贵土特产享誉海内外。新型物资商贸流通体制初显其形，商贸网

点逾3万、贸易市场200余、商厦商城大者数十而小者林立，商

业中心建成10余处，呈现兰州商贸之繁荣。科学技术以高科技

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为其首，七百多家应用技术研究机

构为其翼，12万名科技人员聚其智，使兰州跻身全国重要科技城

之列。黄河文化、敦煌文化、丝路文化、民族文化、企业文化、

校园文化异彩纷呈，文化事业成就显著；教育、卫生、体育事业

同获长足进步；科教兴市、工业强市、农业稳市、商贸活市、依

法治市已经全面推进，兰州发展如虎添翼。当今西部大开发之

际，解放思想、创新观念、创新科技、创新机制、抓住机遇、加

快发展已成共识；深化改革、双向开放、发挥优势、面向全国、

争创一流、走向世界已有举措。按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勉

励：“发挥丝绸之路优势，加快兰州建设步伐”，于改善城市基础

设施、优化投资开发环境、调整城市经济结构、综合治理生态环

境、建设西北商贸中心诸项，精心策划；全面实施。兰州将承丝绸

之路文化之精华，显现代城市文明之气派，昂首阔步，迈向未来。
， 兰州当有新志。继往开来，必要总结历史为当代借鉴，研究

现状以着眼未来，此中之举，编修新方志殊为必要。据考兰州已

知最早之志为《金城志》，?当纂于明朝永乐。清代兰州志业兴盛，

传至民国未衰。数百年间，得官署倡言，各界襄助，学者勤勉，

竟成就府志、州志、市志、县志数十种之多，现存者即有33种，

旧世资料因之得以传留。其中芜滥之篇不少，珠瑜之作亦多，以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张国常所纂《重修皋兰县志》“义例谨

严、文词渊雅"称“吾省名志"o然旧世之志以封建伦理道德为

旨意，以剥削阶级社会为基础，所志者重人文而轻经济，褒“贵

人"而贬人民，扬传统而抑科学，于今于世多所悖谬。而今兰

州，举凡政治、经济、文化，行业繁多，分工精细，非昔日可比



总 序 ·7·

拟；研析自然、社会、城市，事象纷呈，交错作用，更非昔日能

想见。凡此种种，非社会主义新方志必不能志。今当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加速建设之时，又临西部大开发、兰州大发展的历史

机遇，更须究万年自然演化以察于地理，记千年社会变迁以鉴于

以往，考各朝城建得失以治于城市，述历代经济起伏以戒于当

今，演百世文化兴衰以存于后世，明古今人物是非以教于人民，

经于当世，存于后人。市委、市政府审需求新志之时，度盛世修

志之势，定众手成志之策，于1987年始，建机构、调人员、集

财力，以促志事。修志仁人不畏艰苦、辛苦、清苦，下基层调研

搜求，访耆老征集口碑，奔外埠查档阅卷，求专家指点迷津，伏

斗室昼夜编撰，承旧志之良法，革旧志之弊端，创旧志之未举，

讲究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力求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

于茫茫史海、浩瀚资料之中，钩沉索隐、拾贝撷英；精心取舍，

新法编排；严审细琢，数易其稿；殚精竭虑，方得成就新志，实

属血汗撰就，脑汁润成!其功之巨必显于读志、用志之中!

新编《兰州市志》，卷分70，字逾千万，以其观点正确、方

法科学、体例严谨、资料详备，为兰州历史上专记地情之皇皇巨

作。如今付梓，必为兰州现在与将来所必需。是为序o

2005年2月



凡 例

一、《兰州市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实事求是地记述兰州自然

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

二、全志以1990年的兰州行政区域为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城关、七

里河、安宁、西固、红古五区和榆中、皋兰、永登三县。在记述中，“兰州

市”、“全市”含五区三县；“兰州市区”、“市区”不含三县；“远郊县区”指

三县及红古区；“远郊区”指红古区。

三、全志上限不限，各专志根据实际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原则上定为

1990年底，个别事物为彰明因果可适当下延。为充分记述现状，各专志在

附录之首设“1991年～199×年兰州市××工作纪略”，概要记述专志下限

至送交审定前本行业的情况。全志坚持贯通古今、以今为主的原则，着重记

述近、现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行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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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志按建置区划、自然环境、城市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人物的顺序，分为70卷，分卷编纂出版。全志采用述、记、志、传、

图、表、录、考等体裁。其中，第一卷列总述，为全志之纲；列大事记、建

置区划志，为全志之经；其他各卷专志为全志之纬。每卷内一般依次排列总

序、凡例、序、编辑说明、地图和彩照、概述、大事辑要、志文(内分篇、

章、节、目)、附录、编后记。图、表分列有关章节中。人物志按“生不立

传、生不简介”的原则，专门记述人物。其他各专志不设人物篇、章，有关

人物的事迹、贡献和影响用“因事系人”的方法记述，也可设人物名录。

五、全志纪年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此前用旧纪年，后用括号注公

元纪年。其中：1912年元旦前用中国朝代年号、汉字数字纪年；1912年元

旦后用中华民国年号、阿拉伯数字纪年o 1949年10月1日以后统用公元、

阿拉伯数字纪年。在记述中，“解放前(后)”指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

前(后)，“新中国成立前(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o年代均用阿拉伯数字，年代凡未指明世纪者均为20世纪。

六、全志行文均严格遵循《(兰州市志)行文规定(试行)》。其中：文

体一律为规范的语体记述文体，即第三人称、陈述句式、顺叙方法、白描手

法。文字的使用遵行1986年10月10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布

的《简化字总表》，古代人名、地名用简化字易产生歧义的用繁体字，冷僻

字均注汉语拼音。标点符号的使用遵循1995年12月13日由国家技术监督

局批准实施的《标点符号用法》。

七、全志地名的使用，原则上以1984年兰州市人民政府编定的《甘肃

省兰州市地名录》所收标准地名为准，其中未收录的地名以兰州市人民政府

命名的为准，未见命名的地名以专家考证和民政机关认可的为准。凡历史地

名一律在括号内注现行地名。全志称谓尊重历史原称，慎用简称，不用贬

称、褒称或模糊称谓。所有称谓力求准确、规范。

八、全志数字的使用，遵循1995年12月13日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实

施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o有关全市性的总量统计，以兰州市统计

局公布并经核定的数字为准；属于行业或单位的统计，凡统计部门未作统计

的，则以各行业主管部门或单位统计机构统计、核定的为准。

九、全志度量衡单位的使用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84年2月27

日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历史上的旧计

量单位凡有确定换算值的，均用括号注现行法定计量单位及换算数值。计量



单位一律用中文全称

十、全志资料来

或引用资料须注者，

十一、各卷专志

说明的有关记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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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卷·交通志(下)

亍望警享警笋言警篆高子贵《兰州市志》副主编
”～^

一部专门记述兰州铁路和民航事业发展历程的《兰州市志·

交通志(下)》，经编纂人员的艰苦工作和出版、印刷单位的通力

协作，终于出版问世。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它与专门记述

公路和水运事业的《兰州市志·交通志(上)》可谓珠连璧合，使

兰州交通的历史与现状有了系统、全面的记载。其价值既显于当

今西部大开发、兰州大发展之际，又必彰于兰州辉煌的未来!

《兰州市志·交通志(下)》记载了兰州铁路和民航事业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铁路和民航战线的广大干部和职工意气奋发，斗志昂

扬，开拓进取，不屈不挠、顽强拼搏、务本求实、依靠科技，走

扩张提效的道路；记载了铁路和民航事业创业之艰辛，发展之迅

速，成就之卓著。对人们了解兰州铁路、民航的建设、设计、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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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科研诸方面的历史与发展，以及对西北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的

启动作用和先行地位，进一步探讨如何发展祖国西部铁路民航事

业，更有力地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促进西部大开发、兰州

大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21年(1932年)，欧亚航空公司向西北拓展，启动修建

兰州拱星墩机场，建成长1580米，宽30米的沙石跑道，将上海

一南京一西安航线延伸到兰州，自此，兰州开始有了民用航空

业。1970年7月，建成兰州中川机场。到2000年底，中国南方、

西南、东方、西北以及四川、海南、云南、厦门、上海、武汉等

航空公司的波音737、757、图154等大型客机，西北航空公司甘

肃公司租赁引进的BAEl46—300型、空中客车A．320型喷气客

机，先后在兰州中川机场起降。每周兰州始发的航班达120班

(次)，通往全国大中城市的航空干线已达32条，总里程达5万公

里；省内航线两条，通航里程1715公里。各种飞机年起降1．6万

架(次)，旅客发运量43万人(次)，吞吐量85万人(次)o

甘肃省的铁路始建于民国28年(1939年)，至1945年，宝

(鸡)天(水)铁路修通。省内仅有铁路50．4公里o 1950年经中

央人民政府批准，修建天(水)兰(州)铁路，1952年10月1

日天兰铁路通车，全长350余公里。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庆

贺天兰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在庆祝天兰铁路通车

当日，兰新线破土动工。不久，兰新、包兰、兰青等线陆续建成

通车。至60年代中期，以兰州枢纽为中心的路网骨架初步形成。

至70年代末，兰州的铁路建设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至2000年，

电气化铁路兰新线兰武段、包兰线兰石(嘴山)段、陇海线天兰

段全线开通；兰新复线全线贯通；兰州西编组站建设成为西北五

省区最大的编组站，成为欧亚大陆桥的枢纽o

《兰州市志·交通志(下)》的编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多种体裁，系统、

全面、准确、翔实、实事求是地记述兰州铁路和民航的历史、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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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与发展过程，把历史性、现实性、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融

于一体，详今略古，横排纵写。在各篇布局上，紧扣兰州铁路、

民航的特点，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发展与

科技进步为动力，揭示了兰州铁路和民航的发展规律。在史料的

组织上，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兼收并蓄，同时体现出铁路、民航

事业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时代特色。通览本志，脉络清

晰，内容翔实，可以说是一部兰州铁路和民用航空的百科全书o

《兰州市志·交通志(下)》的编纂者不是铁路、民航方面的

专业人员。但他们努力克服业务生疏的困难，不畏艰难，勤于思

考，在探索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兰州

铁路、民航的历史、现状、行业特点有了深入的了解，并在丰富

的资料中精心梳理，合理取舍，设置框架，拟定篇目，认真撰

写，终成本志。

在编纂本志书的过程中，得到了省地方史志办公室领导的支

持和关怀；得到了兰州铁路局、兰州铁路分局、甘肃省民航局领

导和铁路志、民航志有关编纂人员的鼎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也凝

聚着编纂人员的心血和辛勤劳动。值此付梓之际，向所有帮助支

持本志的部门和领导以及为本志提供资料和参与审稿的人员表示

衷心谢意。

鉴史资政、昭创未来。我们要以史为鉴，把握机遇，开拓进

取，加快发展。诚望这部志书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史学工作者及

广大群众研究兰州铁路和民航历史的重要文献，成为借鉴历史，

把握现实，启迪未来的重要工具书o

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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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卷·交通志(下)

一、本志为《兰州市志》第2l卷《交通志(下)》。按照兰州市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统一部署，《兰州市志·交通志》为上下两册，上册为“公路运输

·水路运输”，由市交通局史志办公室组织编纂，已于2001年5月出版；下

册为“铁路·民航”由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

二、本志记述上限起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下限至2000年。

三、全志横排纵述，以当代为主。志文结构采用篇、章、节、目四个层

次，共分2篇、13章、56节、120目。记述辅以表、图、录、照片。注释

采用文中括注和页下脚注。

四、本志为《兰州市志》中的交通专业志分册，从“兰州为西北交通枢

纽、全省交通中心”的角度记述兰州铁路和民航事业，即从“兰州交通”的

角度和铁路、民航对兰州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角度进行记述。铁路部

门、民航部门在兰党、团、工会、文教卫生、计划生育、人事、劳动、工资

福利、公用及民居建设、公安、检察、法院等的机构、单位、管理和Et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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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记或略记；另外，铁路、民航系统内部的管理一般只记其机构变化、重

大政策变化，不记或略记其具体内容、过程和方法。其他专业性很强的内容

也按此原则处理。

五、本志所记述的地域范围以兰州现行行政区域为准。但由于兰州铁

路、民航的管辖范围不同于兰州政区范围，为反映铁路、民航各条线路及有

关事物的完整性，有些章节内容涉及本省有关地区并外省、区、市。

六、本志记述人物时采用“以事系人”的办法，分别在有关章节中记

述。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甘肃省档案馆、兰州市档案馆、兰州市地方志办公

室资料室、兰州铁路局和民航甘肃省管理局史志办公室，并参考了已出版的

《甘肃省志·铁路志》、《甘肃省志·民航志》、《兰州铁路局志》、《兰州铁路局

年鉴》、《兰州铁路分局志》等。

八、本志《大事辑要》中，“是年”表示知其年不知其月、日；“是月”

表示不知其日或无确切日期。“△”指时间同上条。

九、本志中所记“苏联”“中苏”中的“苏”和“苏方”均指前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实体和国际法主体于1991年12月

26日停止存在。德、德国、东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49年9月成立，简

称联邦德国、德国、西德。1990年10月3 El，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

主德国、东德)统一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十、其他未说明者，均遵从《兰州市志·凡例》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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