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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志

第 一 卷

●建置区划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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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兰州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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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一

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兰州市委书记 陆 浩

经过全市修志工作者8年的艰苦努力，兰州历史上第一部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编纂的、大型多卷本城市

志书《兰州市志》，今起陆续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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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兰州市位于中国陆域版图的几何中心，地处青藏高原、内蒙古

高原、黄土高原的交错会接之地，是甘肃省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

中心。这里山河壮美，气候宜人，资源丰富，物产丰饶。自西汉昭

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设金城郡以来，兰州成为丝绸之路重

镇，有着悠久的开发历史和开放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经过40多

年的建设，兰州已成为黄河上游最大的工业科学文化城市。中国共

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兰州加快了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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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改善和优化城市软、硬环境条件，利用兰州在甘肃和西北地区

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特点，增强对外开放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发挥丝

绸之路优势，把未来兰州建设成为西北商贸中心和现代化、多功能

的内陆开放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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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地记载兰州各行各

业各方面情况的历史和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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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

项研究和认识兰州，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业。特别是在当

前形势下，我们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多层次地推进改

革，以前所未有的胆识、气魄和智慧全方位地扩大开放，以前所未

有的规模、速度和效益发展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更离不开我们对

兰州市情的调查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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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重要而便捷的途径。

《兰州市志》70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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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反映兰

州市情的地方百科全书。全志记述的自然环境变迁和优劣、经济建

设发展与起伏、历代政权更替和得失、文化事业传承和盛衰、历史

人物活动与功过等，具体地再现了几千年来兰州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的历史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和可靠的客观依

据。全志揭示了兰州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记述了历代兰州各族人

民及其优秀代表人物为开发和建设兰州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的史

实，从而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进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

义教育的好教材。因此，《兰州市志》的编纂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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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和久远的社会效益。

《兰州市志》是在市委领导、人大支持、政府主持、政协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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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导和群众关心下，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精心组织、各级修

志机构和人员同心协力编纂而成的。百余个编纂单位、数百名工作

人员在统一的指导思想、统一的编纂原则、统一的编纂程序、统一

的体例结构、统一的行文规范、统一的审定出版要求下，第一次全

面、深入地搜集和整理自古至今，从文字到实物的各方面资料，并

加以科学编排，从而完成了兰州历史上第一部参编人员数百人、投

入资金上百万、搜集资料数亿字、分卷总数达70、使用字数逾千万

的市情文献，这无疑是兰州文化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我坚信，随

着兰州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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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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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98年10月

兰州市市长、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朱作勇

新编《兰州市志》，竭耕耘之力，逾八度春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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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今起分卷陆续出版，

其业可敬!其功可贺! ：

’

兰州历史悠久。溯4000年以前，即有先民繁衍、生息于此，留

得遗址、‘遗迹、遗物数千。尤以兰州彩陶型制多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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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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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在今榆中设榆中县，为兰州最早之行政建置。西汉昭帝始元年

间(公元前86，一．-公元前81年)先后设金城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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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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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诚以“屏障中原、联络西

域、襟带万里’’之势成丝路重镇，为兵家必争。明建文元年(1399

年)肃王府迁兰，扩修城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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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充满希望。解放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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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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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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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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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研究机构为其翼，10万名科技人员聚其智，使兰州跻身全

国重要科技城之列。丝路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异彩纷呈，文

化事业成就显著；教育、卫生、体育事业同获长足进步。中国共产

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兰州发展如虎添翼。解放思想、更新观

念、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已成共识；深化改革、双向开放、发挥优

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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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筹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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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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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旧世之志以旧世伦理道德为旨意，以剥削

阶级社会为基础，又囿于时代、限于学识、更蒙蔽于腐朽观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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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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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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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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煌巨作。

如今付梓，必为兰州现在与将来所必需。是为序。

1995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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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郊区一指红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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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为第六十九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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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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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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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实

施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有关全市性的总量统计，以兰少}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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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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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一律用中文全称。

十、全志资料来源广泛，均经核实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个别内容

或引用资料须注者，均采用脚注，并力求准确、简明。

十一、各卷专志设《编辑说明》，根据本凡例，对该专志必须予以明确的

有关记述内容、体例等问题作补充说明。

1 997年11月30日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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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建置区戈I．⋯

兰州大学教授 刘光华

“建置区划”是两个词的组合。“建置"即地方行政建置，偏

重于古代；“区划”即地方行政区划，偏重于现代，其内涵包括古

今地方行政设置——行政区划，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为了行政

上的方便，将境内划分为若干个区域，以便进行有效的政治、经济

管理。这样的行政区域有大有小，亦即是有级别的。以现今的实际

来说，它可以大到一个个省、区，也可以小到一个个乡、镇、街道。

这样大大小小的区域就是一个个行政单位。它或者由国家及上一

级单位任命官员，或者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官员，主持本区行政机构

进行管理，以使社会正常有序地运作。这种行政区划，在今天四至

清楚，区划明确。但在古代由于资料较少，今天我们来表述它时，

便发生了愈古四至愈不清楚，区划愈不明确的问题。所以，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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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某朝的行政区划便笼统地称之为行政建置，只强调设置，对历

代行政建置的演变便称之为建置沿革。这大约是一个不得已的但

却是从实际出发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吧!

我们受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委托编写《兰州市志·建

置区划志》。这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现代的行政区划比较好办，

有丰富的档案可供查找。而古代就比较复杂了。今天的兰州市(含

5区3县)，在古代有行政建置以来，主要属于中原统一王朝，但也

有几次属两个王朝(或政权)的时期。在政区方面，今兰州市主要

属两个一、二级政区，但也有属1个(如唐代属兰州)或3个(如

汉代属金城郡、武威郡和天水郡)者；在纷争的民族政权占领时期

或军区、政区交替的北魏时期，郡、县、州、镇的废置情况均不很

清楚；而普遍性的郡与郡、州与州及县与县之间的分界问题，那就

更不清楚了，以致郡、州、县境无法确定；在吐蕃、西夏王朝占领

时期，关于政区设置的资料少之又少，根本无法搞清楚；唐以前的

州、郡、县治所，古籍中或者没有记载，或者记载含混，或者有分

歧，等等。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在编写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面对这

些问题，解决起来我们深感知识有限，功力不济，但又必须解决。

当然，我们今天编写《建置区划志》也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如

中共兰州市委、市政府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和支持，以及兰州市市

志办领导有力的指导。为此，市志办组织动员兰州地区的专家学

者，对自己有兴趣的兰州市的历史地理问题充分准备，写成专文，

并专门召开了《兰州市情调研——历史地理专题讨论会》。会上，专

家学者各抒己见，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达成了共

识，成了我们这次编写工作遵循的原则。随着兰州市各项建设事业

的发展，在大兴土木中兰州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提供了许多新资

料，尤其文物普查中发现了许多供我们判断所需的许多古代城址，

对我们确定历代建置的治所十分重要。各区、县地方志的编写，也

使我们的工作有所借鉴，免去了许多从头开始的初步工作，尤其

区、县志的主编、编辑们的许多考证结论，对启发我们的思路也起



了重要作用。编写本志的几位同志在编写中都全力以赴，积极工

作。虽然各有分工，但遇到问题能相互讨论、集体讨论，很好地发

挥了集体精神。以上都是我们编写《兰州市志·建置区划志》的有

利条件，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时代特点。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建置区划志》，是我们这两年来

广泛吸收全国及兰州地区专家学者关于兰州史地研究的成果，同

时，也摒弃了旧志中一些不可靠的陈说的结果。其中既有我们自己

的心得体会，也难免不妥当之处。其中不妥当、错误的地方，敬请

领导、专家学者和关心兰州史地的同志们批评指正。

1 99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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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建置区划士Al三a--

一、本卷为《兰州市志》第一卷，为专门记述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

前214年)以来兰州地区建置和区划的专志。全志正文包括概述、大事辑要、

秦至清代行政建置、中华民国的建置区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置区划、地

名。辅文包括总序、凡例、序、编辑说明、附录、编后记、《兰州市志》编纂

说明等。

二、《建置区划志》主要是系统记述历代建置沿革情况的，因此除附录及

辅文部分外，大体为纵向分篇、章，共设4篇12章31节。全志上限起于秦

设榆中县，下限止于1990年底，全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1990年的兰州政区

为主，兼顾历代建置和区域与今兰州密切相关的周边地区，以便反映当时兰

州的建置全貌。

三、本卷的编纂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

求是、严谨审慎、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的原则，凡无资料可征者，概不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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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所有记述以正史、古代历史地理著作、相关档案资料的记载为准，并

参考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力求言必有据，客观反映建置历史的实际。

四、本卷编纂中，以正面叙述的方式表达，不讨论问题；对不同学术观

点和意见，在专门题目中以诸说并存方式予以介绍，以便查阅，同时提出编

纂者的意见；由于志文所引资料已在脚注中注明出处，故在概述、大事辑要

中所引资料不再注明出处，以求简明。为增强全志学术性，在相应的章节中

设“考"，以深化志文内容，诠释志文结论。

五、历代建置、区划在地名上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因此，本卷第四篇分

历史地名、现行地名两章，收录与建置区划密切相关的乡、镇、街道以上地

名，以便与建置区划的记述相印证。

六、为了反映历代对兰州建置沿革史的学术研究情况，特撰《兰州历史

建置沿革研究述略》置为附录一。并将近现代关于建置区划变动的有关文件

辑录为附录二。为了印证正文部分记述的准确性，也为了今后研究的方便，将

史志资料中有关兰州建置沿革的记载辑录为附录三(其中旧志、各种采访录、

调查表依原文照录，仅作标点，文中原错讹不作改动)。

七、全志除兰州市政区图(彩)、兰州市街区图(彩)外，其他内插地图

旨在反映历代建置情况，只具有示意性，不能作为标准历史地图。

八、其他未说明者，均遵从《兰州市志·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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