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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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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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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8月21日，中其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灾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视察天水时

接见天水党、政．军负责同志

992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视察天水日口题词“羲皇故里”



983年7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天水

1996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乔石视察天水

1996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镏基

视察天水秦城区藉口乡放牛村

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天水



f983年8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
部部长邓力群视察天水

200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

书记、中组部部长贺国强来天水视察农村党员先进性

教育试点工作

1999年9月17日，中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

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在天水宾馆与市领导交谈

}

1989年9月22日

费孝通视察天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7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视察天水

2003年9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许嘉璐视察天水



一 p_
2000年9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光英视察天水

2000年8月31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任建新出席第

1 2届中国西部商品交易会及2000年伏羲文化旅游节开

幕仪式

1999年8月

29日，全国政协

副主席杨汝岱视

察天水

1981年9月5日，陈慕华副总理视察天水

市雕漆厂

2∞2年8月25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

观察天水

2002年7月2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

用视察天水

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天水

I．“弋。肇鬻飞



伏羲庙先天殿

伏羲庙太极殿

间槛帘盘龙图

伏羲庙太极殿尽

间槛帘团凤图



伏羲文化



台山伏羲

卦台山伏羲庙



2003jE伏羲公祭场面

秦安陇城女蝎庙



大地湾地画(仰韶晚期，约5000年前)

大地湾一期彩绘符号陶片(距今81 70一一73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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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纹圜底彩陶盆

葫芦形人首彩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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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亭遗址

秦权(铁质

秦权(铜质

秦公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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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胁侍菩萨与弟子 北魏·铸与胁侍菩萨 北魏·胁侍菩萨

北周·影塑飞天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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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拉梢寺浮雕大拂



甘谷大像山石窟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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鲵鱼纹彩陶瓶(甘谷出土

人像彩陶罐(秦城

师赵村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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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三彩镇墓鲁

蕾·三彩牵马俑 鬯·三彩武官俑 唐·三彩文吏俑

唐·三彩卧牛



吾·凤首壶

阿文熏炉

茹妻

十一面观音菩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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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戏金瞻铜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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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区后街清真寺大殿



玉泉观

南郭寺



陇南书院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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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锐故居

枣园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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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西路步行街

北道商埠路夜景



天水火车站



国一0．．≯≯1



天水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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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辰大酒店

天水荣获“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称号

金龙大酒店



春风集团“雪莱”牌系列产品

天河酒业集团系列产品

“天水”牌苁蓉通便口服液

“天宝”牌农用地膜系列产品

天水卷烟厂系多9产品

工业优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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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带式钻车

一．A姆
“星火”牌卧式车麻



天水“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线天水华光微电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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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公玉产品

群漆屏厥

天水地《

草编工艺品

天水三星彩陶厂旅游产

旅游商品
囡冈圈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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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大名牌农产品



张家J||“伊味思”系列清真肉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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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2年爹企贸洽会签约仪式 。7

2．天水产品在沙特吉达国际展销会上展出

3．台商参观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

4天水市政府赴港招商签字仪式

5．天水币人民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12tZ,蠛

6．第十二届中国西部商品交易会及2000年

伏羲文化旅游节开幕仪式

7．市领导参观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8．兰洽会天水团签约仪式

9．天水旅游推介会

1 o 2∞3年伏羲文化旅游节开幕式

r一。一



j92年9月13臼，天水市和澳大利亚本迪戈市缔结友好城亓：

2002年5月，市委书记张津梁率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代表团参加萎

友好协会第十届年会，与会长芭芭拉-哈里森夫人互赠礼品



天水市与石河子市缔结友好城市

1999年9月14日，q

日友好樱花园揭碑仪式



1．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产品

2．20。3年7月25日，天水市广源电子科技城示范园区成立

3．2∞3年11月21日，天水市科技进步奖励大会现场

4．天水科技市场

5天水锻压机床厂总工程师廖世安获20。2年甘肃省科技功臣奖

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给天水市的世宗国王扫盲奖(2001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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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水历史文化丛书

2．天水地方志成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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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

张津梁

天水第一部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天水市志》历十数年艰辛，付梓问

世了!这是我市政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天水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境内大地湾遗址发

掘证明，早在78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创

造出了灿烂的历史文明。史传人类始祖伏羲、女娲出生地就在这里，因而被

称为“羲皇故里”，成为海内外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

天水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秦王朝孕育、崛起之地，是中国历

史上建立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最早的地方之一。远在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在

这里设置了中国最早的县份鄯县、冀县。随后，天水设州置郡，成为历史上

西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军政、贸易、交通中心之一。1949年8月，天

水解放，先后设天水分区、天水区、天水专区、天水地区。1985年7月经国

务院批准，撤销天水地区建制，实行市管县体制，进入中等城市行列。

在历史长河中，天水人民饱尝了横征暴敛之苦，备受战乱之灾。新中国

建立后，天水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创业，励精图治，经过几

十年的不懈奋斗，天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全市政治、经济、社会等

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天水这块古老的土地焕发了

生机，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崭新景象。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历史上，天水修志有据可考

者达数十次之多。散见于典籍征引者有：南朝《秦州记》以及宋朝的《秦州

图经》、《天水志》等，但均佚失。现保存较完整的有顺治十三年(1656年)

成书的《秦州志》、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成书的《秦州志》、乾隆二十

九年(1764年)成书的《直隶秦州新志》以及光绪十五年(1889年)成书

的《秦州直隶州新志》、民国23年(1934年)成书的《秦州直隶州新志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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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这些旧志，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还有许多不完善甚至谬误之处，但

毕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化遗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倡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1959年，

天水也曾组织过修志，但因当时正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而夭折。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拔乱反正，百废俱兴，政通人和，才真正形成了“盛世修

志”的大好局面。1985年正式成立天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之后，政府

在健全组织机构、充实编辑力量、进行业务培训、开展社会调查、征集史地

资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修志难，修名城志更难。自天水市实行市管县体

制以来，参加编纂市志的同志，怀着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筚

路蓝缕，群体攻关，既循前入良规，亦从今人善议，结合古今，尊重史实，

终于完成了一部充分显示社会主义伟大时代风貌的传世之作。

通观全志，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今古皆笔，明

古详今。它以可资征信的丰富资料，用新的理念、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审

视历史，分析现状，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纳市情于一志，对我市的自然环

境、风俗民情、城乡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文物古迹、人文景观等都

作了全面记载。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各方面的飞速发展，新取得的重大成就，是市志记载的重点。同时，对

于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些失误和教训，市志也作了实事求是

的记述，新志的成功编纂，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所有编纂者集体智慧的结

晶，又是社会方方面面关心编纂工作的有识之士建言献策、鼎力相助的结

果。当此第一部新方志问世之际，谨向所有关心、支持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各

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为之负出辛勤劳动的修志人员，致以深切的敬

意!

新编《天水市志》是一部资料性的地情实录和地方性的百科全书。它的

编成，无论对天水的现在还是将来，都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

天水市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程中，天水将发挥优

势、突出重点、发展特色，坚持工业强市、农业稳市、旅游富市、科教兴

市，努力建设甘肃乃至西部地区制造业基地城市、农林产品加工基地城市、

旅游重点城市和现代物流区域中心城市，天水将以西陇海兰新线上东接西

联、特色鲜明的大城市的崭新面貌呈现于世。前途光明、道路曲折、责任重

大，温故知新，巨笔常青。我热忱希望社会主义天水新方志不辱使命，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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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当好忠实的历史记录和历

史见证。也希望社会各界及广大干部群众以志为据，重视、支持修志事业，

发挥、利用好新志作用，更好地了解天水、热爱天水、建设天水，为“羲皇

故里”焕发勃勃青春而共同努力。

(张津梁，中共天水市委书记)

二O O三年十月



天水市志

序 二

霍松林

新编《天水市志》，在党政领导下经过全体编修人员历经十余年的辛勤

劳作，终于定稿付梓，即将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天水是历史文化名城，今天水市所辖的二区五县，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

的发祥地之一。

据大量的古籍记载和民间传说，天水是“羲皇故里”。伏羲氏在这里画

八卦、制嫁娶、创文字、兴音乐，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被后人赞为

“人文始祖”。据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掘，新石器时代各期的文化遗址遍布天

水各区县。其中大地湾遗址考古上限年代距今约7350。7800年，比西安半

坡遗址早1000年左右。在总面积约110万平方米的遗址中，文化层厚度平

均在2米以上，已发掘出房址241座，灰坑灰穴378个，墓葬76座，窑址

35个，出土各类文物8000多件，其中有绚丽的彩陶、精良的工具、古雅的

雕塑和别致的装饰品。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出土了我国最早的农业标本——炭

化稷和油菜籽，最早的彩陶和古文字鼻祖——彩绘符号，最早的地画和最大

的原始房址。这一切，充分说明早在距今7000年以前，华夏民族的祖先便

在天水一带生息繁衍，创造了远古文明；这一切，也为天水是伏羲文化的摇

篮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而

天水，则是秦的发祥地。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的祖先非子在天水为

周王朝牧马有功，周孝王乃“分土为附庸，邑之秦”。秦邑(今张家川县城

南)是秦的最早都邑，此后的秦州、秦城等名称，即由此而来。近年在北道

放马滩秦墓出土的秦简、木板地图和秦纸、大大提前了简书、地图和造纸术

的历史，表明秦的祖先在天水一带已创造了灿烂文化。

汉代以来，天水作为“丝绸之路”东段南道上的重镇，是西域经济文化

-9中原经济文化的交汇点，物产丰饶，人文荟萃，相继出现了麦积山石窟、

水帘洞石窟和大像山石窟。特别是被誉为“东方雕塑馆”的麦积山石窟文化



的杰出历史人物而言，如春秋时期的孔子弟子石作蜀、秦国名将李信、汉初

功臣纪信，西汉名将李广、段会宗和军事家赵充国，西汉末年“名震西州”

的隗嚣，东汉文学家赵壹，三国名将姜维，十六国时期前秦王朝的开创者苻

坚，与苻坚同时的小说家王嘉，后凉创建者吕光，隋代名将王仁恭，大唐帝

国的开创者李渊、李世民，唐代伟大诗人李白、文学家兼政治家权德舆、文

学家兼哲学家李翱、军事家兼政治家赵昌，五代时期的大诗人王仁裕，宋代

的政治家尹崇珂，明代的著名诗人兼书法家胡缵宗、父子乡贤胡来缙、胡忻

都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做出过贡献。直至清末、民国初，任其昌、王

权、安维峻、任承允诸家，都品学兼优，著述宏富，或教授乡里，或主持京

师大学堂，造就了无数英才。流风余韵，至新时期而发扬光大，天水文风之

盛，为举世所瞩目。

天水，人杰地灵，很早就有地方志性质的著作问世。如南朝刘宋郭仲产

的《秦州记》，清代仇兆鳌注杜甫秦州诗，犹多处引用，可惜今已失传。明

清时期修州志六部：明嘉靖三十七年《秦州志》30卷，胡缵宗纂(已佚)；

清顺治十三年《秦州志》13卷，宋琬主修，王一经纂，现存残本3卷，藏

甘肃省图书馆；清康熙二十六年《秦州志》，不分卷，赵世德纂，藏北京图

书馆，甘肃省图书馆藏胶卷；乾隆二十九年《直隶秦州新志》12卷，胡钱、

陶奕曾纂，现存；清光绪十五年《秦州直隶州新志》24卷，王权、任其昌

纂，现存；民国23年《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任承允纂，现存。

明清时期的秦州，辖地较广，但大部分地区与今天水市辖地相同，故上

述州志，仍可供编写《天水市志》参考。至于市属区县原有的各种方志(如

《天水县志》、《秦安县志》等)，所存史料相当丰富，也值得修市志者取材。

《天水市志》翔实地记述了天水市所辖地区的悠久历史和光辉现实，扬

故土之美，表桑梓之杰，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精审、结构严密的新型志

书。其记述历史的部分，吸取了旧志的有关资料，但也有取有舍，有考证、

有补充，有开拓；记述现状的部分，则来自周密调查和精心研究。就全书整

体而言，观念新、材料新、方法新，与旧志有本质上的区别。(一)旧志用

门目体，门目简单，而且各自孤立，很难反映客观实际的内在联系及其层次

性和序列性；新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按编、章、节、目相互领属的关系

Q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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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排竖写，主线分明，层次清晰，线、面、点有机结合，能够反映历史与现

状的基本面貌和内部规律。(二)旧志重人文，轻经济，且有宣扬贞节、迷

信的封建糟粕；新志则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寓褒贬于记述，展现了社

会前进的曲折历程和脱贫致富、奔赴小康的真实图景。(三)旧志文体单一，

结构松散；新志则由述、志、记、传、图、表、录七大块构成，诸体并用，

图文并茂，而以志为主脑，统摄全书。

《天水市志》共计300多万字，体大思精，广收博采，从自然到社会，

从政治到经济，从科技到文教，从人口到人物，举凡政权、政法、军事、党

派、工业、农业、城建、商贸、金融、交通、邮电、行政建置、经济管理、

医药卫生、区域地理、历史文化、文艺体育等等，应有尽有，巨细无遗，做

到了横不缺项、竖不断线。就时间而言，兼包古今而略古详今；就空间而

言，全面记述而突出重点。纵览全志，我认为有几个优点值得着重指出：

一、突出地体现天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以伏羲氏为代表的先民们

以其开创性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在天水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和

创造了伏羲文化，对人类生殖进化，对龙文化的嬗变，对儒家、道家思想体

系的形成和发展，乃至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整个华夏文化的广泛领域，都

有深刻影响。《市志》突出地记述了伏羲文化，并以此为主线，记述了大地

湾文化遗存和画卦台、伏羲庙等处的《易》文化遗存，同时浓笔重彩记述了

大地湾文化、秦早期文化、三国文化、麦积山石窟文化等特色文化；还记述

了天水的古建筑文化、民俗文化、麦积山石窟及其佛教文化、馆藏文物；记

述了天水籍贯的和宦游天水、流寓天水的历史人物在发扬天水文化方面做出

的种种业绩，从而展现了天水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优势。这对于弘扬天水

的历史文化、并把历史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教化人民，提高其自豪感与

开创意识，有重要作用；对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并以文化交流带动经贸科

技交流，也有重要作用。

二、突出地体现地方特色。著名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

说过：“甘肃人说到天水，就等于江浙人说到苏杭，认为是风景优美、生产

富饶、人物秀丽的地方。”这几句话说明了天水的地方特色，但并不全面。

《天水市志》则全面地体现了天水的地方特色。就其重要者而言：

第一、突出地记述了天水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农副业、林业、矿藏。天水

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兼有南北之长。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土地肥

沃，水利资源丰富，适于农作物、经济作物生长。其农副土特产种类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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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优异，不仅蜚声国内，有的还走俏海外市场。天水境内森林覆盖率高达

26．15％，远远超过12．95％的全国水平和6．9％的全省水平。小陇山林区千

峰叠翠，万壑披绿，林海汪洋无际。林区拥有南北种子植物1600多种；盛

产各种名贵药材和珍稀野生动植物；已探明的金、铜、铅、锌和大理石等，

蕴藏丰富，更为天水优越的自然环境增加了新的魅力。在许多外地人的想象

中，天水地处西北，到处是荒山秃岭，严寒干旱，一片荒凉。《市志》如实

地记述了天水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助于消除误解，提高天水在国内外的吸引

力和知名度。

第二、突出地展示了天水在旅游业中的特殊优势。天水林泉幽邃，风景

秀丽，以麦积山为中心，包括仙人崖、石门、曲溪、麦积山植物园在内的麦

积山风景区，奇峰飞瀑，碧溪流云，古木参天，异卉铺地，是1982年国务

院第一批公布的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天水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

境内现存的国家级、省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余处，星罗棋布，蔚为壮

观。其中的麦积山石窟，是全国四大石窟之一。山为石质，上大下小，状似

农家麦垛，于松桧蔽日、岩壑竞秀处拔地而起，高插云表，悬崖置屋，绝壁

凿窟，沿栈道盘旋而上，如行空际。现存194个窟龛中保留的7200余尊雕

塑和1300多平方米壁画，荟萃了从后秦到明清十多个朝代的艺术珍品，尤

以北朝洞窟之多和雕塑之精居全国之首而著称于世。雕塑有石雕和泥塑两

类，而以泥塑为主，这是不同于敦煌、云冈和龙门的突出特点。石雕、泥雕

各有无数精品，泥塑水平尤高，多系北魏时期的作品。佛、菩萨和不同年龄

的弟子，体态端庄，神情秀丽，静中欲动，栩栩欲活，令游人瞻仰赞叹，留

连忘返。《市志》详述了天水的旅游资源，并把麦积山独刊一编，浓墨重彩，

绘形传神，对于天水的旅游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第三、以突出地位介绍天水的名优特产和工艺产品。天水是著名的瓜果

之乡，特别是“花牛苹果”，早在50年代即被国家外贸局选送香港展销，一

上市便以色型俱佳、汁多味美而走红国际市场。经过30多年的发展、优化，

栽培面积将近50万亩。同时天水雕漆等工艺品久负盛名，60年代以来，一

直是工业部和甘肃省优质工艺产品，享有外贸出口免检信誉，畅销30多个

国家和地区。《市志》着重介绍这类产品，对于进一步扩大生产、提高质量、

开拓市场，都有积极意义。

第四、突出工业生产优势，天水是甘肃省主要的工业基地。电子仪表、

机械制造、轻纺、食品四大行业，是天水工业的支柱，其中的电子、电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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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尤有雄厚的实力。全市电子企业近50家，有的电子工业产品处于国内

领先地位，并打入国际市场；电器企业40多家，一些产品接近国外先进水

平，行销海外。1988年，天水被列入全国十大电子工业城市。天水的轻纺

已经形成以绒线、棉纺、地毯、丝毯为主，毛、棉、印、染、针织配套发展

的工业体系。其中的地毯、丝毯，畅销国内外。《市志》突出体现天水电子、

电器产品的优势，有助于扬长补短，既向全国十大电子工业城市的前列进

军，又带动其他工业生产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打入国际市场。

三、突出地体现时代特点。鉴古为了知今，继往为了开来。《市志》在

简要地追溯历史的基础上面向当代，突出地记述了建国以来天水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尤其突出地记述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天水各行各业所取得

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

天水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社会总产值、国

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四项指标，比1978年增长均在3倍以上。

区域性结构，正由传统农业型向工业主导型过渡；城乡人民生活，正由温饱

型向小康型过渡。第一个“翻番”战略目标已经基本上实现，经济结构趋向

合理。全市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40亿元，较1985年增长38．54％；

入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98元，较“六五”末期的405元净增293元。农村

经济全面发展，其标志：一是乡镇企业已成为全市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

1990年达到30066个，总产值达到7．63亿元，实现利税6796万元，上交利

税2600万元；二是推广科学种田新技术，1990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达到72．58

万吨，农业人均占有量达到281．7公斤；三是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四是

农村经济形成新格局，除农、林、牧、副、渔业充分发展以外，农村工业、

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饮食服务业都欣欣向荣，日新月异，其在农村社会总

产值中的比重，分别达到21．13％、4．71％、6．11％和10．17％；流通领域呈

现出全民、集体、个体经营业竞相发展的多元化结构。1990年商业机构达

到1．82万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9．48亿元，个体商业达到1．44万个；

城乡居民生产水平显著提高，就业人员增多，工资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不

断增长。总之，经过这十多年的经济大发展，全市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真

正摆脱了贫困，温饱无虞，小康在望，整个社会呈现出日趋繁荣的喜人景

象。《市志》在简要追溯历史的基础上，面向当代，以翔实的资料记述了建

国40年来的兴衰起伏，突出地记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天水经济的蓬勃发

展及其辉煌成就，有助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发扬成绩，建设现代化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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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

四、突出地展现了天水良好的投资环境。天水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早在

汉唐时期，便是客商云集的物资集散地，商货贸易十分繁荣。1985年，天

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机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和对外开放城市，加快了

改革开放的步伐。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从政策、交通、通讯、城建、

旅游、文化活动等许多方面优化对外开放的环境。近年来，天水的交通事业

和邮电通讯事业发展异常迅速。公路四通八达，陇海线天水至宝鸡和天水至

兰州电气化铁路已全程通车。天水铁路交通，已汇入新亚欧大陆桥的国际交

通网络。全市电话，已进入全国长途自动交换网和国际自动电话网。各区县

电报业务，已进入甘肃省电报自动交换网，用户电报，可直达国际电报交换

网。加上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旅游资源和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已形成良好

的投资环境。《市志》从各方面展现天水良好的投资环境，对于增强天水的

吸引力和辐射力，促进天水外向型经济迅猛发展，更快地走向世界，有重要

作用。

《天水市志》展现了历史和现状的宏伟画卷，奏响了以伏羲为代表的先

民及其后裔艰苦创业的雄壮乐曲。一册在手，可以鉴古、察今，为各级领导

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可以激励今人，启迪后昆，为建设文明昌盛的新天水

开拓进取，大展鸿图。

《天水市志》的问世，是天水人民的一大喜事，也是海内外伏羲后裔、

炎黄子孙的一大喜事。喜事在前，作为“羲皇故里”的游子，怎能不放声高

歌、热情祝贺!市志办的乡亲函嘱作序，因而写了这篇读后感。既有序，也

是我的歌词和贺词。

2001年初冬写于西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

(霍松林，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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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陈桥驿

《天水市志》经过十六年的辛勤耕耘，煌煌三大册，行将问世。这是世

纪之初天水文化事业的头等要事。而由于此志问世，我国的方志之林中，又

平添一株巨木，所以也是我国方志界的一件大事。

天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物之邦，地方志修纂的渊源已很古老。案《遂

初堂书目》地理类著录《秦州图经》一种，又《秦州志》一种，说明早在宋

代，天水已有地方志的修纂。据《玉海》卷十四有“开宝修图经”条，又有

“祥符修图经”条。《遂初堂书目》著录的《秦州图经》，不知修于开宝或祥

符，但其书成于北宋可以无疑。

古籍亡佚，令人惋惜，上述二志，并《大明一统志》卷三十五巩昌府所

引《天水志》及乾隆《甘肃通志》疆域、风俗所引《天水记》，至今都已不

存。但从这些著录之中，可以窥及天水修志的长远传统，所以方志学者对于

天水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志书渊源，实在值得重视。

令人欣慰的是，至今尚存的天水方志，为数仍然可观。据《中国地方志

联合目录》的著录，清初志书尚存顺治《秦州志》刻本十三卷和康熙《秦州

志》抄本，当然都是珍稀版本，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十二卷和光绪《秦州

直隶州新志》二十四卷，至今流传甚广。民国年间，天水曾二度修志，即

《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八卷和《天水县志》十四卷，收藏遍及各地。所以

天水在地方志史上是具有优越传统的，因而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宁波市志》

主编俞福海在其《陈桥驿与地方志编纂》(《浙江方志》2000年第4期)一文

中，曾引及拙言：“我确实重视地方志史，衷心希望各地能重视当地的地方

志史，后来的修志者明白了当地的修志历史，有利于承前启后修出好志”。

上述天水修志的渊源古老和现存志书丰富，既是天水当今修志的有利条件，

也给予新志修纂者一种鞭策。因为在这样一个具有优越传统的方志名城，要

使后人修纂的志书超越前人，实在并非易事。现在，令人鼓舞的是，新修

《天水市志》，确实出类拔萃，成就非凡，不仅在历史的天水志书中属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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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当今的全国志书中也显然异军突起，不同凡响。这部志书资料充实，

内容完整，而体例严谨，图文并茂。其足以存史、资治、教化，当然不容置

疑。对于天水一地，此志是一块地方修志史上的里程碑，承前启后，其价值

不可估量；对于全国，此志也足以为他邑日后修志所借鉴，具有广泛意义。

地方志修纂是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但全国州(郡、府、市)县众多，

元代以降，中央之下又出现省、府(路、市)、县的三级行政区划，以郡

(府、市)、县二级而论，历来均多以千计，所以地方志修纂，从来都有一种

共同遵循的体例，即志书的共性。共性有利于各地修志有一种基本的规范，

县邑虽异，而志书的卷篇子目不致悬殊，各地志书在必须具备的地方记叙上

不致缺失。但另一方面，中国土地广袤，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各地差异显

著，所以志书除了传统的共性以外，还有因地而异的个性，即眼下方志界所

称的志书特色。从共性和个性评论新修《天水市志》，也显出了修纂者的周

密布局和精心设计。

我往年曾为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和曹尔琴教授合著《方志

刍议》(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一书作序，序中论及我在国外与若干

外国汉学家讨论“地方志”这个词汇的中外透译，有些汉学家称中国地方志

为“地方百科全书”或“区域百科全书”o我在拙序中特别指出不少日本汉

学家的意见：“他们多认为对于大部头的方志来说，‘百科全书’这个词汇更

为适当”。现在新修的《天水市志》，三卷之中，内容包括四十八编二百五十

一章，从共性而言，它实已对全市的各个领域作了全面的覆盖，确是一部天

水市的百科全书。

特别值得赞赏的是这部志书的个性，即所谓志书特色。其中最引人入胜

的莫过于志书对于天水“五大文化”的记述，即此志第四十一编开始的《伏

羲文化》、《大地湾文化》、《秦文化》、《三国文化》和《麦积山石窟文化》。

概括起来，其实就是远古传说文化、史前考古文化和历史文化。这三者，是

天水自古以来得天独厚的资源，是天水的骄傲!

伏羲文化当然是传说而不是信史。世界上任何古老的民族都有他们的传

说，也都尊奉他们的传说，传说文化的主要特点表现在民族凝聚力上。伏羲

氏是海内外中华民族所共同尊奉的远古始祖，伏羲氏的传说对于普天之下世

世代代的炎黄子孙久已深入人心，而天水就是这种伟大凝聚力的核心之地，

这当然是天水的无上荣耀。

与伏羲氏的传说不同，大地湾是现代考古科学的辉煌成果。科学的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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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证实了这个遗址的存在。在我国已经发现的新石器遗址中，它不仅早于

西部的半坡和中原的仰韶，并且也早于南方的河姆渡。按照学术概念，羲皇

故里是口口相传的远古故事，而大地湾遗址则是考古发掘的科学成果，其事

虽不能并论，但其地竟落在同域，所以两者实有相得益彰的因果，当然令人

鼓舞。

天水进入有信史的历史时期比我国其他许多地区要早，继远古传说文化

和史前考古文化之后，这里的历史文化从秦早期起就获得发展。在近三千年

时期中，天水的历史文化真是五彩缤纷，气象万千。这中间，既有大量的文

字记录，也有众多的文物实绩。内涵丰富，浩如瀚海。按我个人体会，各举

一端，以窥全豹。

在文字记录中，我认为值得重视的是《诗·秦风》，我非常喜欢其中的

《蒹葭》一篇：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往年我为《绍兴桥文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作

序，序中引及此诗，赞赏“这一篇确实是优美动人的”，并指出此诗的地理

背景是黄土高原。今年有幸登上卦台山，俯瞰渭河与葫芦河蜿蜒曲折，使我

顿时心领神会，这样的自然环境，正是创作《蒹葭》的地方。

天水的文物实绩中当然以麦积山为翘楚。记得1983年我在兰州大学讲

学月余，1986年又到兰州主持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几度经此绝胜而无缘瞻

赏。今年蒙天水市之邀终于在耄耋之年完此心愿，确实踌躇满志。《天水市

志》为这个著名胜迹设置专编，以九章十余节文字作了详尽记叙，充分体现

了志书的特色。

综观《天水市志》，无疑是一部成功的志书。其所以成功，当然是市领

导与修志同仁上下配合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使我深有体会还有另一方面，因

为我获悉此志修纂过程中曾经参照过宁波、绍兴、苏州等获全国一等奖的志

书。由于这三部志书与我都有过一定关系，因而由彼及此，更感到《天水市

志》的成就确实来之不易。宁波、绍兴二志均邀我担任顾问并作序，所以情

况熟悉。《苏州市志》我并未参与，但此志在1997年参加全国评比，我忝为

评委，对于参评诸志，评委在事前有一种分工，所以此志在评比前早就寄我

审读。在北京评比会上，此志由我作主要发言并撰写书面意见，故其成就我

也基本洞悉。《天水市志》参照上列诸志，这就是取法乎上。取法乎上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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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后来居上，显然是《天水市志》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志书修纂的这

种工作方法，值得在今后的续修中推广。

(陈桥驿，浙江大学终身教授)

2001年10月于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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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

面貌，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二、本志分上、中、下卷，上卷以自然概况、城建、政治部类为主，中

卷以科技、经济部类为主，下卷以教育、文化、人物、民俗风情为主。全书

采用章节体，统一使用编、章、节名称，节下按内容多少和实际需要设条

目。志为主体，述、记、志、传、表、录、图、照片并用。

三、本志作为通志，上限不限，下限一般截止1989年。总述、大事记、

旅游、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秦文化、三国文化、麦积山石窟文化、人物

志、附录等延至2000年，个别内容及统计数字适当下延；中共天水市委、

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政协天水市委员会、天水军分区领导名录和上

卷彩页照片延至2003年。

四、本志记述范围，以天水市现行区划为主，对已划出原归天水分区、

天水区、天水专区、天水地区的县尽量避免直接记述(使用综合数字除外)。

清代以前以原设在今辖区内相当于市(地)级的州郡为线索记述，民国时期

以原设在今辖区内相当于市(地)级的道、行政区、督察区为线索记述。行

政区域名称，今用今名，古用古名。古地名在建置沿革编中详注，其他分志

一般不加注。笼统称“天水”，泛指不同时期的行政实体。“今辖区”、“全

市’、“天水市”指1985年7月8日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天水市所辖的两区五

县范围。“市区”指秦城、北道两区的城市部分，“城区”指秦城区城市部

分。1985年7月8日实行市管县体制前的“天水市”为县级市。

五、本志一律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行文中的纪年，清代以前用

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月、日以公历

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相同年号或民国纪年的不同年份，

在每一自然段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其余不括注。数字用法按照1987

年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等单位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执行。计量单位一般采用公制，引用清代以前及民国资料时维持原制。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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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的人民币币值，均折算成新人民币币值。

六、为行文简练，有些专有名词首次出现用全称，其后根据实际情况使

用标准简称。对特殊的简称，如“破四旧”、“四化”等，在相关章节中用括

弧加注，其余部分一般不加注。

七、避免使用“建国前、后”的提法，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用“解放”一词特指“某年月 日某地解放。”

八、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无统计部门数据的以主管部门的

统计数据为准。

九、人物编分人物传和人物表两部分。立传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

排列顺序以生年为序。

十、入志资料取自正史、地方志、档案、专著、报刊、文物考古、采访

调查等，经鉴别核实后使用。一般不注明出处，个别有争议的资料用脚注加

以辨析。中共天水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政协天水市委员会、

天水军分区领导名录根据组织史和组织部门提供的资料撰写。



《天水市志》(上卷)目录

凶
，C，、

上

序(一)⋯⋯⋯⋯⋯⋯⋯⋯⋯⋯⋯⋯(1)

序(二)⋯⋯⋯⋯⋯⋯⋯⋯⋯⋯⋯⋯(4)

序(三)⋯⋯⋯⋯⋯⋯⋯⋯⋯⋯⋯⋯(10)

第一编

第一章地质⋯⋯⋯⋯⋯⋯⋯⋯⋯(142)

第一节地层⋯⋯⋯⋯⋯⋯⋯(142)

第二节侵入岩⋯⋯⋯⋯⋯⋯(145)

第三节构造⋯⋯⋯⋯⋯⋯⋯(146)

第四节矿产⋯⋯⋯⋯⋯⋯⋯(147)

第二章地貌⋯⋯⋯⋯⋯⋯⋯⋯⋯(151)

第一节特征⋯⋯⋯⋯⋯⋯⋯(151)

第二节区划⋯⋯⋯⋯⋯⋯⋯(153)

第三节地貌分述⋯⋯⋯⋯⋯(154)

第三章气候⋯⋯⋯⋯⋯⋯⋯⋯⋯(161)

第一节光照⋯⋯⋯⋯⋯⋯⋯(161)

第二节热量⋯⋯⋯⋯⋯⋯⋯(162)

第三节降水⋯⋯⋯⋯⋯⋯⋯(166)

第四节特殊天气⋯⋯⋯⋯⋯(170)

第五节气压风云物候

⋯⋯⋯⋯⋯⋯⋯⋯⋯(172)

第四章水文⋯⋯⋯⋯⋯⋯⋯⋯⋯(176)

第一节水系⋯⋯⋯⋯⋯⋯⋯(176)

第二节水文特征⋯⋯⋯⋯⋯(178)

第三节河流⋯⋯⋯⋯⋯⋯⋯(180)

第二编

第一章建置沿革⋯⋯⋯⋯⋯⋯⋯(230) 第二章行政区划⋯⋯⋯⋯⋯⋯⋯(241)



·2· 天水市志

第一节秦至清区划⋯⋯⋯⋯(241)

第二节中华民国时期区划

⋯⋯⋯⋯⋯⋯⋯⋯⋯(250)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三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区划⋯⋯⋯⋯⋯⋯⋯(252)

第三编县区概况

秦城区⋯⋯⋯⋯⋯⋯⋯⋯

北道区⋯⋯⋯⋯⋯⋯⋯⋯

清水县⋯⋯⋯⋯⋯⋯⋯⋯

秦安县⋯⋯⋯⋯⋯⋯⋯⋯

305

313

320

326

第五章甘谷县⋯⋯⋯⋯⋯⋯⋯⋯(332)

第六章武山县⋯⋯⋯⋯⋯⋯⋯⋯(339)

第七章张家川回族自治县⋯⋯⋯(345)

第四编城市建设

第一章城市变迁⋯⋯⋯⋯⋯⋯⋯(354)

第二章城市规划⋯⋯⋯⋯⋯⋯⋯(359)

第一节总体规划⋯⋯⋯⋯⋯(359)

第二节详细规划⋯⋯⋯⋯⋯(361)

第三节县城规划⋯⋯⋯⋯⋯(363)

第三章市政建设⋯⋯⋯⋯⋯⋯⋯(364)

第一节排水⋯⋯⋯⋯⋯⋯⋯(364)

第二节路灯⋯⋯⋯⋯⋯⋯⋯(365)

第三节道路建没⋯⋯⋯⋯⋯(366)

第四节桥梁⋯⋯⋯⋯⋯⋯⋯(377)

第五节城市防洪⋯⋯⋯⋯⋯(379)

第六节城市抗震⋯⋯⋯⋯⋯(381)

第四章城市公用事业⋯⋯⋯⋯⋯(382)

第一节供水⋯⋯⋯⋯⋯．：．⋯(382)

第二节公共交通⋯⋯⋯⋯⋯(385)

第三节集中供热⋯⋯⋯⋯⋯(386)

第五章园林绿化⋯⋯⋯⋯⋯⋯⋯(387)

第一节市区绿化⋯⋯⋯⋯⋯(387)

第二节园林建设⋯⋯⋯⋯⋯(391)

第三节公园⋯⋯⋯⋯⋯⋯⋯(392)

第六章建筑⋯⋯⋯⋯⋯⋯⋯⋯⋯(398)

第一节施工企业⋯⋯⋯⋯⋯(398)

第二节测量设计⋯⋯⋯⋯⋯(400)

第三节建筑工程⋯⋯⋯⋯⋯(402)

第四节建筑材料与建筑技术

第五节建筑管理⋯⋯⋯⋯⋯

第七章村镇建设⋯⋯⋯⋯⋯⋯⋯

第一节村镇⋯⋯⋯⋯⋯⋯⋯

第二节村镇规划与管理⋯⋯

第八章环境保护⋯⋯⋯⋯⋯⋯⋯

第一节环保管理⋯⋯⋯⋯⋯

第二节环境质量⋯⋯⋯⋯⋯

第三节综合治理⋯⋯⋯⋯⋯

第四节环境监测⋯⋯⋯⋯⋯

第五节环保产业⋯⋯⋯⋯⋯

第六节环境卫生⋯⋯⋯⋯⋯

第五编人口

第一章人口规模⋯⋯⋯⋯⋯⋯⋯(430) 第二章人口分布⋯⋯⋯⋯⋯⋯⋯(437)

第一节人口总量⋯⋯⋯⋯⋯(430) 第一节密度⋯⋯⋯⋯⋯⋯⋯(437)

第二节人口变动⋯⋯⋯⋯⋯(432) 第二节城镇乡村人口⋯⋯(437)

稻蛳钾钾牺铷铷粑蛳钠伽锄



《天水市志》(上卷)目录 · 3 ·

第三章人口构成⋯⋯⋯⋯⋯⋯⋯

第一节民族构成⋯⋯⋯⋯⋯

第二节性别构成⋯⋯⋯⋯⋯

第三节年龄构成⋯⋯⋯⋯⋯

第四节文化构成⋯⋯⋯⋯⋯

第五节职业行业构成⋯⋯⋯

(439) 第六节婚姻家庭构成⋯⋯⋯(446)

(439) 第四章计划生育⋯⋯⋯⋯⋯⋯⋯(448)

(440) 第一节宣传教育⋯⋯⋯⋯⋯(448)

(441) 第二节计划生育政策⋯⋯⋯(449)

(443) 第三节节育⋯⋯⋯⋯⋯⋯⋯(451)

(444) 第五章人口普查⋯⋯⋯⋯⋯⋯⋯(452)

第六编中国共产党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在天水的早期

组织⋯⋯⋯⋯⋯⋯⋯⋯⋯(457)

第一节组织建设⋯⋯⋯⋯⋯(457)

第二节主要活动⋯⋯⋯⋯⋯(460)

第二章中共天水市(地)委员会

·································(464)

第一节组织沿革⋯⋯⋯⋯⋯(464)

第二节工作机构⋯⋯⋯⋯⋯(470)

第三节中心工作纪略⋯⋯⋯(472)

第三章党代表大会⋯⋯⋯⋯⋯⋯(475)

第四章党务工作⋯⋯⋯⋯⋯⋯⋯(477)

第一节组织建设⋯⋯⋯⋯⋯(477)

第二节宣传教育⋯⋯⋯⋯⋯(481)

第三节纪律检查⋯⋯⋯⋯⋯(488)

第四节统战工作⋯⋯⋯⋯⋯(490)

第五节政法委工作⋯⋯⋯⋯(493)

第六节精神文明建设⋯⋯⋯(495)

第七节党校⋯⋯⋯⋯⋯⋯⋯(497)

第八节党史资料征集⋯⋯⋯(499)

第九节信访⋯⋯⋯⋯⋯⋯⋯(500)

第十节保密机要密码工作

⋯⋯⋯⋯⋯⋯⋯⋯⋯(501、

第七编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章人民代表选举及其活动

第一节人民代表选举⋯⋯⋯

第二节人民代表活动⋯⋯⋯

第二章

(507) 第三章

(507) 第四章

(508)

第八编政府

第一章明清州署⋯⋯⋯⋯⋯⋯⋯(524)

第一节明州署⋯⋯⋯⋯⋯⋯(524)

第二节清州署⋯⋯⋯⋯⋯⋯(527)

第二章民国时期地方政府⋯⋯⋯(534)

第一节甘肃临时军政府⋯⋯(534)

第二节陇南道渭川道渭川

行政区公署⋯⋯⋯⋯(535)

第三节甘肃省第四区行政督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509)

第一届人大常委会⋯⋯⋯(511)

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的主要

工作⋯⋯⋯⋯⋯⋯⋯⋯⋯(519)

察专员公署⋯⋯⋯⋯(536)

第三章人民政府⋯⋯⋯⋯⋯⋯⋯(537)

第一节沿革⋯⋯⋯⋯⋯⋯⋯(537)

第二节工作机构⋯⋯⋯⋯⋯(543)

第三节施政纪要⋯⋯⋯⋯⋯(546)

第四节行政监察⋯⋯⋯⋯⋯(556)

第五节外事侨务⋯⋯⋯⋯⋯(560)



·4· 天水市志

第九编人民政协

第一章第一届市政协委员会议 会议⋯⋯⋯⋯⋯⋯⋯⋯⋯(568)

⋯⋯⋯⋯⋯⋯⋯⋯⋯⋯⋯(565) 第三章第一届市政协主要工作

第二章第一届市政协常务委员 ⋯⋯⋯⋯⋯⋯⋯⋯⋯⋯⋯(571)

第十编党派群团

第一章中国国民党⋯⋯⋯⋯⋯⋯(575)

第一节 国民党天水县党部

···························(575)

第二节 国民党秦安县党部

··························-(577、

第三节 国民党清水县党部

···························(578)

第四节国民党甘谷县党部

⋯⋯⋯⋯⋯⋯⋯⋯⋯(579)

第五节国民党武山县党部

···························(580)

第二章民主党派工商联⋯⋯⋯(581)

第一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天水市委员会⋯⋯(581)

第二节中国民主同盟天水市

委员会⋯⋯⋯⋯⋯⋯(583)

第三节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水

市委员会⋯⋯⋯⋯⋯(586)

第四节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水

市委员会⋯⋯⋯⋯⋯(588)

第五节九三学社天水市支社

委员会⋯⋯⋯⋯⋯⋯(589)

第六节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

会天水市工商业联合

会⋯⋯⋯⋯⋯⋯⋯⋯(590)

第三章群众团体⋯⋯⋯⋯⋯⋯⋯(593)

第一节天水市总工会⋯⋯⋯(593)

第二节务农会农民会

贫下中农协会⋯⋯⋯(597)

第三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天水市委员会⋯⋯⋯(598)

第四节天水市妇女联合会

⋯⋯⋯⋯⋯⋯⋯⋯⋯(602)

第五节天水市老龄工作委

员会⋯⋯⋯⋯⋯⋯⋯(604)

第六节天水市文学艺术联

合会⋯⋯⋯⋯⋯⋯⋯(605)

第七节天水市科学技术协会

⋯⋯⋯⋯⋯⋯⋯⋯⋯(6()6)

第十一编军事

第一章地要⋯⋯⋯⋯⋯⋯⋯⋯⋯(611)

第一节地形⋯⋯⋯⋯⋯⋯⋯(611)

第二节要塞⋯⋯⋯⋯⋯⋯⋯(612)

第二章驻防⋯⋯⋯⋯⋯⋯⋯⋯⋯(614)

第三章重要战事⋯⋯⋯⋯⋯⋯⋯(618)

第四章地方武装⋯⋯⋯⋯⋯⋯⋯(629)

第一节义勇民团⋯⋯⋯⋯⋯(629)

第二节保卫团保安队⋯⋯(631)

第三节游击队⋯⋯⋯⋯⋯⋯(632)

第四节独立营⋯⋯⋯⋯⋯⋯(632)

第五章兵役⋯⋯⋯⋯⋯⋯⋯⋯⋯(633)

第一节征兵制⋯⋯⋯⋯⋯⋯(633)



《天水市志》(上卷)目录 ·5 ·

第二节志愿兵制⋯⋯⋯⋯⋯

第三节义务兵制⋯⋯⋯⋯⋯

第四节预备役制⋯⋯⋯⋯⋯

第六章民兵⋯⋯⋯⋯⋯⋯⋯⋯⋯

第一节组织⋯⋯⋯⋯⋯⋯⋯

第二节主要活动⋯⋯⋯⋯⋯

(633) 第三节训练⋯⋯⋯⋯⋯⋯⋯(638)

(634) 第七章防空⋯⋯⋯⋯⋯⋯⋯⋯⋯(639)

(634) 第一节机构⋯⋯⋯⋯⋯⋯⋯(639)

(635) 第二节建设⋯⋯⋯⋯⋯⋯⋯(639)

(635) 第三节演习⋯⋯⋯⋯⋯⋯⋯(641)

(636) 第八章军事学校⋯⋯⋯⋯⋯⋯⋯(641)

第十二编政法

第一章公安⋯⋯⋯⋯⋯⋯⋯⋯⋯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刑侦⋯⋯⋯⋯⋯⋯⋯

第三节保卫⋯⋯⋯⋯⋯⋯⋯

第四节治安⋯⋯⋯⋯⋯⋯⋯

第五节户籍管理⋯⋯⋯⋯⋯

第六节消防⋯⋯⋯⋯⋯⋯⋯

第七节交通管理⋯⋯⋯⋯⋯

第八节监所管理⋯⋯⋯⋯⋯

第九节特种行业管理⋯⋯⋯

第二章检察⋯⋯⋯⋯⋯⋯⋯⋯⋯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刑事检察⋯⋯⋯⋯⋯

第三节经济检察⋯⋯⋯⋯⋯

第四节法纪检察⋯⋯⋯⋯⋯

第五节监所检察⋯⋯⋯⋯⋯

第六节控告申诉检察⋯⋯⋯(689)

第三章审判⋯⋯⋯⋯⋯⋯⋯⋯⋯(692)

第一节机构⋯⋯⋯⋯⋯⋯⋯(692)

第二节民事审判⋯⋯⋯⋯⋯(694)

第三节刑事审判⋯⋯⋯⋯⋯(697)

第四节经济审判⋯⋯⋯⋯⋯(701)

第五节行政审判⋯⋯⋯⋯⋯(702)

第六节审判监督⋯⋯⋯⋯⋯(702)

第四章司法行政⋯⋯⋯⋯⋯⋯⋯(704)

第一节机构⋯⋯⋯⋯⋯⋯⋯(704)

第二节法制宣传⋯⋯⋯⋯⋯(704)

第三节民事调解⋯⋯⋯⋯⋯(706)

第四节公证⋯⋯⋯⋯⋯⋯⋯(707)

第五节律师⋯⋯⋯⋯⋯⋯⋯(707)

第六节劳改管理⋯⋯⋯⋯⋯(708)

第十三编民政

第一章基层政权建设⋯⋯⋯⋯⋯(711)

第二章社会救济⋯⋯⋯⋯⋯⋯⋯(715)

第一节灾害救济⋯⋯⋯⋯⋯(715)

第二节农村救济⋯⋯⋯⋯⋯(719)

第三节城市救济⋯⋯⋯⋯⋯(721)

第四节移民安置⋯⋯⋯⋯⋯(723)

第三章社会福利⋯⋯⋯⋯⋯⋯⋯(725)

第一节福利事业⋯⋯⋯⋯⋯(725)

第二节福利生产⋯⋯⋯⋯⋯(729)

第四章优抚安置⋯·j⋯⋯⋯⋯⋯·(730)

第一节拥军优属⋯⋯⋯⋯⋯

第二节抚恤⋯⋯⋯⋯⋯⋯⋯

第三节退役安置⋯⋯⋯⋯⋯

第五章收容遣送⋯⋯⋯⋯⋯⋯⋯

第一节收容改造⋯⋯⋯⋯⋯

第二节外流遣送⋯⋯⋯⋯⋯

第六章婚姻管理⋯⋯⋯⋯⋯⋯⋯

第一节《婚姻法》宣传⋯⋯⋯

第二节婚姻登记⋯⋯⋯⋯⋯

第七章殡葬改革⋯⋯⋯⋯⋯⋯⋯

8

8

9

l

4

7

2

3

6

9

0

O

2

9

2

4觚觚鲫鲫饼研触鳓觚鲫铘啪觎伪鼋}似

、，、，、，、，、，、，、，、，、，＼，如弱弘∞∞仉铊铊钙甜

0

O

0

O

0

o

0@门O



·6· 天水市志

第一节土葬改革⋯⋯⋯⋯⋯(745)

第二节推行火葬⋯⋯⋯⋯⋯(745)

第八章地名工作⋯⋯⋯⋯⋯⋯⋯(746)

第一节工作机构⋯⋯⋯⋯⋯(746)

第二节地名普查⋯⋯⋯⋯⋯(746)

第三节地名管理⋯⋯⋯⋯⋯(747)

第十四编劳动人事

第一章编制⋯⋯⋯⋯⋯⋯⋯⋯⋯(752)

第一节编制管理⋯⋯⋯⋯⋯(752)

第二节职工精简⋯⋯⋯⋯⋯(754)

第二章人事⋯⋯⋯⋯⋯⋯⋯⋯⋯(755)

第一节干部管理⋯⋯⋯⋯⋯(755)

第二节技术职称评定⋯⋯⋯(764)

第三章劳动⋯⋯⋯⋯⋯⋯⋯⋯⋯(765)

第一节劳动就业⋯⋯⋯⋯⋯(765)

第二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第三节劳动管理⋯⋯⋯⋯⋯

第四节技术培训⋯⋯⋯⋯⋯

第五节劳动保护⋯⋯⋯⋯⋯

第四章工资福利⋯⋯⋯⋯⋯⋯⋯

第一节工资⋯⋯⋯⋯⋯⋯⋯

第二节奖金津贴⋯⋯⋯⋯

第三节保险福利⋯⋯⋯⋯

第十五编 民族宗教

第一章民族⋯⋯⋯⋯⋯⋯⋯⋯⋯(788)

第一节戎族⋯⋯⋯⋯⋯⋯⋯(788)

第二节羌族⋯⋯⋯⋯⋯⋯⋯(789)

第三节氐族⋯⋯⋯⋯⋯⋯⋯(790)

第四节汉族⋯⋯⋯⋯⋯⋯⋯(792)

第五节吐蕃⋯⋯⋯⋯⋯⋯⋯(792)

第六节回族⋯⋯⋯⋯⋯⋯⋯(794)

第二章宗教⋯⋯⋯⋯⋯⋯⋯⋯⋯(796)

(768)

(770)

(773)

(774)

(776)

(776)

(780)

(781)

第一节道教⋯⋯⋯⋯⋯⋯⋯(796)

第二节佛教⋯⋯⋯⋯⋯⋯⋯(799)

第三节伊斯兰教⋯⋯⋯⋯⋯(804)

第四节天主教⋯⋯⋯⋯⋯⋯(806)

第五节基督教⋯⋯⋯⋯⋯⋯(809)

第三章民族宗教工作⋯⋯⋯⋯⋯(813)

第一节民族工作⋯⋯⋯⋯⋯(813)

第二节宗教工作⋯⋯⋯⋯⋯(815)

中 卷

第十六编交通

第一章古道⋯⋯⋯⋯⋯⋯⋯⋯⋯

第二章公路⋯⋯⋯⋯⋯⋯⋯⋯⋯

第一节线路⋯⋯⋯⋯⋯⋯⋯

第二节桥梁隧道⋯⋯⋯⋯

第三节运输⋯⋯⋯⋯⋯⋯⋯

(820) 第四节养护⋯⋯⋯⋯⋯⋯⋯(851)

(822) 第三章交通管理⋯⋯⋯⋯⋯⋯⋯(853)

(822) 第一节运政管理⋯⋯⋯⋯⋯(853)

(829) 第二节路政管理⋯⋯⋯⋯⋯(858)

(842) 第三节交通监理⋯⋯⋯⋯⋯(859)



《天水市志》(中卷)目录 ·7·

第四节养路费征稽⋯⋯⋯⋯

第四章铁路⋯⋯⋯⋯⋯⋯⋯⋯⋯

第一节铁路线⋯⋯⋯⋯⋯⋯

第二节火车站⋯⋯⋯⋯⋯⋯

第三节桥梁隧道⋯⋯⋯⋯

(862) 第四节铁路运输⋯⋯⋯⋯⋯(870)

(866) 第五章水运⋯⋯⋯⋯⋯⋯⋯⋯⋯(872)

(866) 第一节放木⋯⋯⋯⋯⋯⋯⋯(872)

(867) 第二节摆渡⋯⋯⋯⋯⋯⋯⋯(872)

(869) 第六章民航⋯⋯⋯⋯⋯⋯⋯⋯⋯(873)

第十七编邮电

第一章邮电机构⋯⋯⋯⋯⋯⋯⋯

第一节驿站民信局⋯⋯⋯

第二节邮政局邮电局⋯⋯

第三节电报局电信局⋯⋯

第二章邮政⋯⋯⋯⋯⋯⋯⋯⋯

第一节邮路⋯⋯⋯⋯⋯⋯⋯

第二节邮政业务⋯⋯⋯⋯⋯

(878) 第三节传递⋯⋯⋯⋯⋯⋯⋯(898)

(878) 第四节邮电设备⋯⋯⋯⋯⋯(902)

(879) 第三章电信⋯⋯⋯⋯⋯⋯⋯⋯⋯(906)

(882) 第一节线路⋯⋯⋯⋯⋯⋯⋯(906)

(883) 第二节电报⋯⋯⋯⋯⋯⋯⋯(908)

(884) 第三节电话⋯⋯⋯⋯⋯⋯⋯(911)

(890) 第四节传输⋯⋯⋯⋯⋯⋯⋯(918)

第十八编农业

第一章农业体制⋯⋯⋯⋯⋯⋯⋯

第一节封建所有制⋯⋯⋯⋯

第二节个体农民所有制⋯⋯

第三节集体所有制⋯⋯⋯⋯

第二章种植业⋯⋯⋯⋯⋯⋯⋯⋯

第一节粮食作物⋯⋯⋯⋯⋯

第二节经济作物⋯⋯⋯⋯⋯

第三节蔬菜⋯⋯⋯⋯⋯⋯⋯

第四节花卉⋯⋯⋯⋯⋯⋯⋯

第三章农业技术⋯⋯⋯⋯⋯⋯⋯

第一节耕作制度⋯⋯⋯⋯⋯

第二节良种繁育⋯⋯⋯⋯⋯

第三节土壤改良⋯⋯⋯⋯⋯

第四节肥料施用⋯⋯⋯⋯⋯

第五节植物保护⋯⋯⋯⋯⋯(960)

第四章农具农机⋯⋯⋯⋯⋯⋯⋯(964)

第一节农具⋯⋯⋯⋯⋯⋯⋯(965)

第二节农业机械⋯⋯⋯⋯⋯(966)

第三节农机管理⋯⋯⋯⋯⋯(967)

第五章乡镇企业⋯⋯⋯⋯⋯⋯⋯(969)

第一节发展概况⋯⋯⋯⋯⋯(969)

第二节布局结构⋯⋯⋯⋯⋯(971)

第三节企业管理⋯⋯⋯⋯⋯(974)

第四节企业选介⋯⋯⋯⋯⋯(978)

第六章扶贫开发⋯⋯⋯⋯⋯⋯⋯(983)

第一节概况⋯⋯⋯⋯⋯⋯⋯(983)

第二节扶贫项目⋯⋯⋯⋯⋯(984)

第七章管理机构⋯⋯⋯⋯⋯⋯⋯(987)

第十九编林果业

第一章森林权属⋯⋯⋯⋯⋯⋯⋯(993) 第二节林权清理⋯⋯⋯⋯⋯(994)

第一节林权变更⋯⋯⋯⋯⋯(993) 第二章种子苗木⋯⋯⋯⋯⋯⋯⋯(997)

q

5

5

7

8

3

3

0

4

6

O

0

3

6

7贬蚣呀蚴够够则舛蚴蚴鳄眄％眄



· 8 · 天水市志

第一节采种⋯⋯⋯⋯⋯⋯⋯(997)

第二节育苗⋯⋯⋯⋯⋯⋯⋯(999)

第三节良种基地⋯⋯⋯⋯(1001)

第四节国有苗圃⋯⋯⋯⋯(1001)

第三章植树造林⋯⋯⋯⋯⋯⋯(1002)

第一节人工造林⋯⋯⋯⋯(1002)

第二节果园建设⋯⋯⋯⋯(1008)

第三节飞播造林⋯⋯⋯⋯(1009)

第四章林果特产⋯⋯⋯⋯⋯⋯(1010)

第一节花牛苹果⋯⋯⋯⋯(10lO)

第二节桃⋯⋯⋯⋯⋯⋯⋯(1019)

第三节梨⋯⋯⋯⋯⋯⋯⋯(1020)

第一章饲草饲料

第一节饲草

第二节饲料

第二章畜禽饲养

第四节其他果品⋯⋯⋯⋯(1022)

第五节林副生产⋯⋯⋯⋯(1025)

第五章次生林培育⋯⋯⋯⋯⋯(1026)

第一节封山育林⋯⋯⋯⋯(1026)

第二节抚育改造⋯⋯⋯⋯(1027)

第六章森林保护⋯⋯⋯⋯⋯⋯(1030)

第一节护林防火⋯⋯⋯⋯(1030)

第二节病虫害防治⋯⋯⋯(1035)

第七章林场⋯⋯⋯⋯⋯⋯⋯⋯(1038)

第一节国营林场⋯⋯⋯⋯(1038)

第二节集体林场⋯⋯⋯⋯(1041)

第三节私营林场⋯⋯⋯⋯(1042)

第二十编畜牧渔业

第一节家畜饲养⋯⋯⋯⋯

第二节家禽饲养⋯⋯⋯⋯

第三节蜂兔养殖⋯⋯⋯⋯

第四节特种养殖⋯⋯⋯⋯

第五节饲养管理⋯⋯⋯⋯

第三章渔业⋯⋯⋯⋯⋯⋯⋯⋯

第一节鱼苗繁殖⋯⋯⋯⋯

第二节成鱼养殖⋯⋯⋯⋯

第四章疫病防治⋯⋯⋯⋯⋯⋯

第一节兽医⋯⋯⋯⋯⋯⋯

第二节传染病⋯⋯⋯⋯⋯

第三节重点防疫⋯⋯⋯⋯

第四节寄生虫病⋯⋯⋯⋯

第五节其他病⋯⋯⋯⋯⋯

第六节兽用药品⋯⋯⋯⋯

第五章动物检疫⋯⋯⋯⋯⋯⋯

第一节运输检疫⋯⋯⋯⋯

第二节市场检疫⋯⋯⋯⋯

第二十一编水利

第一章引水工程⋯⋯⋯⋯⋯⋯(1089)

第一节引灌⋯⋯⋯⋯⋯⋯(1089)

第二节提灌⋯⋯⋯⋯⋯⋯(1095)

第三节节水灌溉⋯⋯⋯⋯(1099)

第四节人畜饮水⋯⋯⋯⋯(1099)

第五节小水电⋯⋯⋯⋯⋯(1100)

第六节管理⋯⋯⋯⋯⋯⋯(1100)

第二章蓄水工程⋯⋯⋯⋯⋯⋯(1101)

第一节塘坝⋯⋯⋯⋯⋯⋯(1101)

第二节水库⋯⋯⋯⋯⋯⋯(1102)

第三章防汛抗旱⋯⋯⋯⋯⋯⋯(1104)

第一节防汛⋯⋯⋯⋯⋯⋯(1104)

第二节抗旱⋯⋯⋯⋯⋯⋯(1107)

第四章水土保持⋯⋯⋯⋯⋯⋯(1108)

第一节水土流失⋯⋯⋯⋯(1108)

第二节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

⋯⋯⋯⋯⋯⋯⋯⋯(1111)

第三节邓家堡示范点⋯⋯(1114)

嘟懈懈啪叭嘶帆哪啷吼嘟回曲D””∞D”钔””∞舛晒∞∞∞嘶∞∞∞∞／L，L／L／L／L／L／L／L／L／L／L



《天水市志》(中卷)目录 ·9·

第四节农田基本建设⋯⋯(1115) 第五节小流域治理⋯⋯⋯(1116)

第二十二编工业(上)

第一章综述⋯⋯⋯⋯⋯⋯⋯⋯

第二章纺织工业⋯⋯⋯⋯⋯⋯

第一节毛纺织⋯⋯⋯⋯⋯

第二节棉纺织⋯⋯⋯⋯⋯

第三节麻纺织⋯⋯⋯⋯⋯

第四节丝织⋯⋯⋯⋯⋯⋯

第五节印染业⋯⋯⋯⋯⋯

第三章电子工业⋯⋯⋯⋯⋯⋯

第四章电器工业⋯⋯⋯⋯⋯⋯

第五章化学工业⋯⋯⋯⋯⋯⋯

第一节化肥⋯⋯⋯⋯⋯⋯

第二节炸药⋯⋯⋯⋯⋯⋯

第三节橡胶制品⋯⋯⋯⋯

第四节电石⋯⋯⋯⋯⋯⋯

第五节栲胶⋯⋯⋯⋯⋯⋯

第六节软木制品⋯⋯⋯⋯

第七节塑料⋯⋯⋯⋯⋯⋯

第八节火柴⋯⋯⋯⋯⋯⋯

第九节电池⋯⋯⋯⋯⋯⋯

第十节油墨⋯⋯⋯⋯⋯⋯

第六章造纸eP80⋯⋯⋯⋯⋯⋯

第一节造纸⋯⋯⋯⋯⋯⋯(1186)

第二节印刷⋯⋯⋯⋯⋯⋯(1190)

第三节包装⋯⋯⋯⋯⋯⋯(1197)

第七章食品工业⋯⋯⋯⋯⋯⋯(1198)

第一节白酒⋯⋯⋯⋯⋯⋯(1198)

第二节啤酒⋯⋯⋯⋯⋯⋯(1202)

第三节果酒⋯⋯⋯⋯⋯⋯(1203)

第四节粮油食品⋯⋯⋯⋯(1204)

第八章工艺美术⋯⋯⋯⋯⋯⋯(1208)

第一节雕漆⋯⋯⋯⋯⋯⋯(1208)

第二节玉器⋯⋯⋯⋯⋯⋯(1211)

第三节地毯⋯⋯⋯⋯⋯⋯(1212)

第四节丝毯⋯⋯⋯⋯⋯⋯(1212)

第五节编织⋯⋯⋯⋯⋯⋯(1213)

第六节羽毛软木画⋯⋯⋯(1213)

第九章烟草工业⋯⋯⋯⋯⋯⋯(1214)

第十章 日杂用品工业⋯⋯⋯⋯(1217)

第一节木器家具⋯⋯⋯⋯(1217)

第二节服装鞋帽⋯⋯⋯⋯(1219)

第三节皮毛皮革⋯⋯⋯⋯(1224)

第二十三编工业(下)

第十一章医疗工业⋯⋯⋯⋯⋯(1231)

第一节制药⋯⋯⋯⋯⋯⋯(1231)

第二节医疗器械⋯⋯⋯⋯(1232)

第三节保健药品⋯⋯⋯⋯(1232)

第十二章通讯工业⋯⋯⋯⋯⋯(1233)

第一节电缆⋯⋯⋯⋯⋯⋯(1233)

第二节信号⋯⋯⋯⋯⋯⋯(1234)

第三节电杆⋯⋯⋯⋯⋯⋯(1236)

第十三章电力工业⋯⋯⋯⋯⋯(1236)

第一节发电⋯⋯⋯⋯⋯⋯(1236)

第二节供电⋯⋯⋯⋯⋯⋯

第十四章机械工业⋯⋯⋯⋯⋯

第一节农用机械⋯⋯⋯⋯

第二节铸造机械⋯⋯⋯⋯

第三节锅炉制造⋯⋯⋯⋯

第四节通用机械⋯⋯⋯⋯

第五节五金制品⋯⋯⋯⋯

第六节修理制造⋯⋯⋯⋯

第十五章冶金工业⋯⋯⋯⋯⋯

第一节采矿⋯⋯⋯⋯⋯⋯

、，、，、，、，、，、，、，、，、，、，、，、，、，、，、，、，、，、，、，、，、，殂卯钾舛∞∞缸酡甜记住弭巧硒％刀刃侈昭跖跖

1

1

1●^

l

1

1

1

1

1

1●■tl^

1

1

1

1

1●■

l

l

1

1

1

1

l

1●^

1

1●●^

l

1●●■1●■●●^

l

1

1

1

1●^

1

1

1

l

1／L，k／L／L／L，L／～／L／L／k／L／k／L／L／L／～／～／～／～，～，k

9

2

3

6

8

0

6

8

0

d功獬粥撕獬瑚琊糯狮姗



· 10· 天水市志

第二节钢铁⋯⋯⋯⋯⋯⋯(1262)

第十六章建材工业⋯⋯⋯⋯⋯(1266)

第一节水泥⋯⋯⋯⋯⋯⋯(1266)

第二节砖瓦和石灰⋯⋯⋯(1269)

第三节岩棉⋯⋯⋯⋯⋯⋯(1271)

第四节钢门窗暖气片⋯(1271)

第十七章地质勘探⋯⋯⋯⋯⋯(1273)

第十八章经济技术协作⋯⋯⋯(1276)

第一节经协组织⋯⋯⋯⋯(1276)

第二节经协活动⋯⋯⋯⋯(1278)

第三节 中国西部商品交易会

⋯⋯⋯⋯⋯⋯⋯⋯(1280)

第十九章管理机构⋯⋯⋯⋯⋯(1282)

第二十四编商业外贸

第一章商业市场⋯⋯⋯⋯⋯⋯(1289)

第一节北道埠陇东南商品

集散中心⋯⋯⋯⋯(1291)

第二节秦安小商品市场

第三节甘谷成衣市场⋯⋯

第四节武山蔬菜市场⋯⋯

第五节张家川皮毛市场

第二章商品经营⋯⋯⋯⋯⋯⋯

第一节百货⋯⋯⋯⋯⋯⋯

第二节五交化商品⋯⋯⋯

第三节食品⋯⋯⋯⋯⋯⋯

第四节劳保用品⋯⋯⋯⋯

第五节医药⋯⋯⋯⋯⋯⋯

第六节生活用煤⋯⋯⋯⋯

(1292)

(1293)

(1294)

第七节石油⋯⋯⋯⋯⋯⋯

第八节农村生活用品⋯⋯

第三章饮食服务⋯⋯⋯⋯⋯⋯

第一节饮食⋯⋯⋯⋯⋯⋯

第二节旅馆⋯⋯⋯⋯⋯⋯

第三节其他服务业⋯⋯⋯

第四章物资供销⋯⋯⋯⋯⋯⋯

第一节工业生产资料⋯⋯

第二节农业生产资料⋯⋯

第三节农副产品⋯⋯⋯⋯

第四节废旧品⋯⋯⋯⋯⋯

第五节经营机构⋯⋯⋯⋯

第五章对外贸易经济⋯⋯⋯⋯

第一节外贸⋯⋯⋯⋯⋯⋯

第二节外经⋯⋯⋯⋯⋯⋯

第三节商检⋯⋯⋯⋯⋯⋯

第二十五编旅游

第一章旅游资源⋯⋯⋯⋯⋯⋯(1364)

第一节自然景观⋯⋯⋯⋯(1364)

第二节人文景观⋯⋯⋯⋯(1367)

第三节麦积山风景名胜区景

观⋯⋯⋯⋯⋯⋯⋯(1370)

第二章旅游线路和节庆⋯⋯⋯(1376)

第一节旅游线路⋯⋯⋯⋯(1376)

第二节旅游节庆⋯⋯⋯⋯(1377)

第三章旅行社⋯⋯⋯⋯⋯⋯⋯(1377)

第四章旅游服务设施⋯⋯⋯⋯

第一节交通⋯⋯⋯⋯⋯⋯

第二节信息网⋯⋯⋯⋯⋯

第三节饭店⋯⋯⋯⋯⋯⋯

第四节娱乐场所⋯⋯⋯⋯

第五节购物场所⋯⋯⋯⋯

第五章风味小吃⋯⋯⋯⋯⋯⋯

第六章旅游管理⋯⋯⋯⋯⋯⋯

4

5

7

7

9

0

1

1

4

8

3

4

8

8

7

9

2

2

2

2

2

3

3

3

3

3

4

4

4

4

5

5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l，，I、／L，L，L／L，L，L，L，L／L，L，L／L／L，L／L、，、，、，、，、，、，、，、，鳄叭叭吣m垮"殂

2

3

3

3

3

3

3

3

1

1

1

1

1

1

l

1／～／L，L，L／L，L，L，k

、，、，、，、，、，、，、，、，

9

9

O

1

4

5

7

1

7

7

8

8

8

8

8

9

3

3

3

3

3

3

3

3

1●i

l

1

l

l■_■1，L，L／fI、／fL、／【，【，L／fI、



《天水市志》(中卷)目录

第二十六编粮食

第一章粮油贸易⋯⋯⋯⋯⋯⋯(1400)

第一节集市交易⋯⋯⋯⋯(1400)

第二节粮栈经营⋯⋯⋯⋯(1402)

第三节议购议销⋯⋯⋯⋯(1403)

第二章农村粮油购销⋯⋯⋯⋯(1405)

第一节粮食统购统销⋯⋯(1405)

第二节粮食合同定购⋯⋯(1409)

第三节油脂购销⋯⋯⋯⋯(1411)

第三章城镇粮油供应⋯⋯⋯⋯

第一节居民口粮⋯⋯⋯⋯

第二节食油供应⋯⋯⋯⋯

第三节其他粮食供应⋯⋯

第四节票证

第四章粮油储运

第一节储存

第二节调运

第二十七编金融保险

第一章金融机构⋯⋯⋯⋯⋯⋯(1429)

第一节钱庄银号当铺

⋯⋯⋯⋯⋯⋯⋯⋯(1429)

第二节银行⋯⋯⋯⋯⋯⋯(1430)

第三节信用合作社合作金

库⋯⋯⋯⋯⋯⋯⋯(1434)

第四节信托公司⋯⋯⋯⋯(1436)

第五节保险公司⋯⋯⋯⋯(1436)

第六节邮政储蓄机构⋯⋯(1437)

第二章货币与金银⋯⋯⋯⋯⋯(1438)

第一节货币种类⋯⋯⋯⋯(1438)

第二节比值⋯⋯⋯⋯⋯⋯(1440)

第三节人民币发行⋯⋯⋯(1441)

第四节金银收售⋯⋯⋯⋯(1443)

第三章存款⋯⋯⋯⋯⋯⋯⋯⋯(1444)

第一节单位存款⋯⋯⋯⋯(1444)

第二节农村存款⋯⋯⋯⋯(1446)

第三节城镇居民储蓄⋯⋯(1446)

第四节外币存款⋯⋯⋯⋯(1449)

第四章贷款⋯⋯⋯⋯⋯⋯⋯⋯(1449)

第一节工商贷款⋯⋯⋯⋯(1450)

第二节农业贷款⋯⋯⋯⋯(1457)

第三节其他贷款⋯⋯⋯⋯(1460)

第五章拨款⋯⋯⋯⋯⋯⋯⋯⋯(1461)

第一节基本建设拨款⋯⋯(1461)

第二节农业拨款⋯⋯⋯⋯(1463)

第三节行政事业经费拨款

⋯⋯⋯⋯⋯⋯⋯⋯(1464)

第六章结算⋯⋯⋯⋯⋯⋯⋯⋯(1465)

第一节转帐结算⋯⋯⋯⋯(1465)

第二节票据交换⋯⋯⋯⋯(1466)

第三节大额汇兑⋯⋯⋯⋯(1467)

第四节帐户管理⋯⋯⋯⋯(1468)

第七章代理业务⋯⋯⋯⋯⋯⋯(1469)

第一节代理国库⋯⋯⋯⋯(1469)

第二节发行债券⋯⋯⋯⋯(1471)

第八章保险⋯⋯⋯⋯⋯⋯⋯⋯(1476)

第一节发展概况⋯⋯⋯⋯(1476)

第二节财产保险⋯⋯⋯⋯(1478)

第三节人身保险⋯⋯⋯⋯(1482)

第九章金融管理⋯⋯⋯⋯⋯⋯(1484)

第一节金融机构管理⋯⋯(1484)

第二节信贷资金管理⋯⋯(1485)

第三节现金管理⋯⋯⋯⋯(1487)

第四节工资基金管理⋯⋯(1489)

第五节外汇管理⋯⋯⋯⋯(1490)

第六节稽核⋯⋯⋯⋯⋯⋯(1491)

、，、，、，、，、，、，、J、，

3

3

6

7

9

l

1

3

1

l

1

l

1

2

2

2

4

4

4

4

4

4

4

4

■I●l●I

1

l

l●_■●●■／，●、，L／●l／L，，●、，L



· 12· 天水市志

第二十八编计划统计

第一章计划⋯⋯⋯⋯⋯⋯⋯⋯(1497)

第一节计划体制⋯⋯⋯⋯(1497)

第二节计划编制⋯⋯⋯⋯(1499)

第三节计划执行⋯⋯⋯⋯(1508)

第二章统计⋯⋯⋯⋯⋯⋯⋯⋯(1514)

第一节统计实务

第二节专项调查

第三节抽样调查

第四节统计服务

第二十九编财税审计

第一章财政⋯⋯⋯⋯⋯⋯⋯⋯(1536)

第一节体制⋯⋯⋯⋯⋯⋯(1536)

第二节财政收入⋯⋯⋯⋯(1542)

第三节财政支出⋯⋯⋯⋯(1549)

第四节财务管理⋯⋯⋯⋯(1556)

第二章税务⋯⋯⋯⋯⋯⋯⋯⋯(1563)

第一节税收机构⋯⋯⋯⋯(1563)

第二节税制⋯⋯⋯⋯⋯⋯(1565)

第三节农业税收⋯⋯⋯⋯(1569)

第四节工商税收⋯⋯⋯⋯

第五节基金征集⋯⋯⋯⋯

第六节减免税和税前还贷

第七节税收检查⋯⋯⋯⋯

第三章审计⋯⋯⋯⋯⋯⋯⋯⋯

第一节国家审计⋯⋯⋯⋯

第二节社会审计⋯⋯⋯⋯

第三节内部审计⋯⋯⋯⋯

第三十编 工商物价计量标准

第一章工商行政管理⋯⋯⋯⋯(1633)

第一节市场管理⋯⋯⋯⋯(1633)

第二节工商业登记⋯⋯⋯(1635)

第三节个体工商业管理⋯(1637)

第四节商标广告⋯⋯⋯⋯(1639)

第五节经济合同⋯⋯⋯⋯(1642)

第二章物价管理⋯⋯⋯⋯⋯⋯(1643)

第一节价格演变⋯⋯⋯⋯(1643)

第二节主要商品价格⋯⋯

第三节非商品收费⋯⋯⋯

第四节物价监管⋯⋯⋯⋯

第三章计量标准管理⋯⋯⋯⋯

第一节计量⋯⋯⋯⋯⋯⋯

第二节标准化⋯⋯⋯⋯⋯

第三节质量管理⋯⋯⋯⋯

第三十一编土地房产

第一章土地利用⋯⋯⋯⋯⋯⋯

第一节利用状况⋯⋯⋯⋯

第二节用地类型⋯⋯⋯⋯

第二章土地管理⋯⋯⋯⋯⋯⋯

676

676

677

680

第一节地籍管理⋯⋯⋯⋯

第二节建设用地管理⋯⋯

第三节土地监察⋯⋯⋯⋯

第三章房屋管理⋯⋯⋯⋯⋯⋯

14

26

28

31

(1583)

(1606)

(1608)

(1610)

(1612)

(1613)

(1625)

(1626)

(1649)

(1661)

(1663)

(1667)

(1667)

(1671)

(1672)

680

684

689

690



《天水市志》(下卷)目录 · 13 ·

第一节私房管理⋯⋯⋯⋯(1690) 第四章房屋开发⋯⋯⋯⋯⋯⋯(1696)

第二节公房管理⋯⋯⋯⋯(1692) 第一节开发公司⋯⋯⋯⋯(1696)

第三节产权管理⋯⋯⋯⋯(1695) 第二节商品房建设⋯⋯⋯(1697)

第三十二编科学技术

第一章科技机构⋯⋯⋯⋯⋯⋯

第一节科研机构⋯⋯⋯⋯

第二节科技服务机构⋯⋯

第三节技术推广机构⋯⋯

第四节民办科技机构⋯⋯

第二章科技人员⋯⋯⋯⋯⋯⋯

第一节人员分布⋯⋯⋯⋯

第二节人员构成⋯⋯⋯⋯

第三章科技管理与服务⋯⋯⋯

第一节科技管理⋯⋯⋯⋯

第二节科技服务⋯⋯⋯⋯

第四章科技成果⋯⋯⋯⋯⋯⋯

第一节国家级奖成果⋯⋯

第二节省、部级奖成果⋯⋯

第三节市、厅级奖成果⋯⋯

第五章行业科技⋯⋯⋯⋯⋯⋯

第一节农业科技⋯⋯⋯⋯

第二节工业科技⋯⋯⋯⋯

第三节公用事业科技⋯⋯

第四节医药卫生科技⋯⋯

第五节地震科技⋯”⋯⋯·

第六节气象科技⋯⋯⋯⋯

第六章科学技术普及⋯⋯⋯⋯

第一节科普宣传活动⋯⋯

第二节科技咨询⋯⋯⋯⋯

第三节青少年科技⋯⋯⋯

下 卷

第三十三编教育

第一章民国以前的学校教育⋯(1787)

第一节州县学⋯⋯⋯⋯⋯(1787)

第二节书院⋯⋯⋯⋯⋯⋯(1788)

第三节社学义学私学

⋯⋯⋯⋯⋯⋯⋯⋯(1793)

第四节科举考试⋯⋯⋯⋯(1794)

第二章普通教育⋯⋯⋯⋯⋯⋯(1795)

第一节学前教育⋯⋯⋯⋯(1795)

第二节小学教育⋯⋯⋯⋯(1799)

第三节中学教育⋯⋯⋯⋯(1809)

第三章专业教育⋯⋯⋯⋯⋯⋯(1828)

第一节职业技术教育⋯⋯(1828)

第二节 中等专业技术教育

第三节中等师范教育⋯⋯

第四节技工教育⋯⋯⋯⋯

第四章普通高等教育⋯⋯⋯⋯

第五章成人教育⋯⋯⋯⋯⋯⋯

第一节扫盲⋯⋯⋯⋯⋯⋯

第二节成人初中等教育⋯

第三节成人高等教育⋯⋯

第六章特殊教育⋯⋯⋯⋯⋯⋯

第一节盲聋哑人教育⋯⋯

第二节工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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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教师⋯⋯⋯⋯⋯⋯⋯⋯

第一节数量分布与文化构成
●●●●●●●●●●●●●●●●-●●●●●●●

第二节教师管理⋯⋯⋯⋯

第三节教师考核⋯⋯⋯⋯

第四节教师培训⋯⋯⋯⋯

(1864)

864

868

869

870

第五节表彰奖励⋯⋯⋯⋯(1872)

第六节职称评定⋯⋯⋯⋯(1872)

第八章教育经费与教学设施⋯(1873)

第一节教育经费⋯⋯⋯⋯(1873)

第二节校舍⋯⋯⋯⋯⋯⋯(1880)

第三节教学设备配备⋯⋯(1881)

第三十四编 医药卫生

第一章医院⋯⋯⋯⋯⋯⋯⋯⋯(1888)

第一节综合医院⋯⋯⋯⋯(1888)

第二节中医医院⋯⋯⋯⋯(1896)

第三节专科医院⋯⋯⋯⋯(1898)

第四节疗养院⋯⋯⋯⋯⋯(1899)

第五节职工医院⋯⋯⋯⋯(1900)

第六节军队医院⋯⋯⋯⋯(1905)

第七节乡镇卫生院(所)⋯(1908)

第八节联合诊所⋯⋯⋯⋯(1908)

第二章卫生防疫⋯⋯⋯⋯⋯⋯(1909)

第一节卫生防疫站⋯⋯⋯(1909)

第二节爱国卫生⋯⋯⋯⋯(1912)

第三节公共卫生⋯⋯⋯⋯(1913)

第四节传染病防治⋯⋯⋯(1917)

第五节地方病防治⋯⋯⋯(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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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医疗⋯⋯⋯⋯⋯⋯⋯⋯(1924)

第一节中医⋯⋯⋯⋯⋯⋯

第二节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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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医疗护理⋯⋯⋯⋯

第五节医疗制度⋯⋯⋯⋯

第六节农村医疗⋯⋯⋯⋯

第七节援外医疗⋯⋯⋯⋯

第四章妇幼保健⋯⋯⋯⋯⋯⋯

第一节妇幼保健站所⋯⋯

第二节妇女保健⋯⋯⋯⋯

第三节儿童保健⋯⋯⋯⋯

第四节免疫与冷链⋯⋯⋯

第五章医药卫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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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医政管理⋯⋯⋯⋯

第三节药政管理⋯⋯⋯⋯

第四节医疗器械管理⋯⋯

第三十五编体育

第一章体育场馆⋯⋯⋯⋯⋯⋯(1966)

第二章民间传统体育⋯⋯⋯⋯(1968)

第一节游艺体育⋯⋯⋯⋯(1968)

第二节武术⋯⋯⋯⋯⋯⋯(1971)

第三章群众体育⋯⋯⋯⋯⋯⋯(1974)

第一节学校体育⋯⋯⋯⋯(1974)

第二节职工体育⋯⋯⋯⋯(1977)

第三节老年人体育⋯⋯⋯(1978)

第四节残疾人体育⋯⋯⋯(1979)

第五节农村体育⋯⋯⋯⋯(1979)

第四章竞技体育⋯⋯⋯⋯⋯⋯(1980)

第一节田径⋯⋯⋯⋯⋯⋯(1980)

第二节自行车⋯⋯⋯⋯⋯(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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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体操⋯⋯⋯⋯⋯⋯(1985)

第五节重竞技项目⋯⋯⋯(1986)

第六节棋类⋯⋯⋯⋯⋯⋯(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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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航模无线电测向

⋯⋯⋯⋯⋯⋯⋯⋯(1989)

第五章人才培养⋯⋯⋯⋯⋯⋯(1990)

第一节业余训练⋯⋯⋯⋯(1990)

第二节运动员教练员裁

判员⋯⋯⋯⋯⋯⋯(1992)

第六章体育竞赛⋯⋯⋯⋯⋯⋯

第一节举办运动会⋯⋯⋯

第二节承办运动会⋯⋯⋯

第三节参加运动会⋯⋯⋯

第四节甘肃省第八届运动会

第三十六编新闻出版

第一章报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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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有线广播⋯⋯⋯⋯(2020)

第一章图书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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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第二章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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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广播节目⋯⋯⋯⋯(2022)

第三章电视⋯⋯⋯⋯⋯⋯⋯⋯(2029)

第一节电视转播⋯⋯⋯⋯(2029)

第二节天水电视台⋯⋯⋯(2031)

第三节电视节目⋯⋯⋯⋯(2031)

第三十七编 图书档案地方志

图书馆⋯⋯⋯⋯⋯

藏书⋯⋯⋯⋯⋯⋯

管理与服务⋯⋯⋯

图书发行⋯⋯⋯⋯

第一节档案馆

(2038) 第二节馆藏档案⋯⋯⋯⋯(2050)

(2038) 第三节档案管理⋯⋯⋯⋯(2053)

(2043) 第四节档案服务⋯⋯⋯⋯(2055)

(2046) 第三章地方志⋯⋯⋯⋯⋯⋯⋯(2057)

(2047) 第一节州志⋯⋯⋯⋯⋯⋯(2057)

(2049) 第二节县志⋯⋯⋯⋯⋯⋯(2060)

(2049) 第三节州志序选⋯⋯⋯⋯(2070)

第三十八编文物

第一章古遗址⋯⋯⋯⋯⋯⋯⋯

第一节原始聚落遗址⋯⋯

第二节古城址⋯⋯⋯⋯⋯

第二章古建筑⋯⋯⋯⋯⋯⋯⋯

第一节祠庙⋯⋯⋯⋯⋯⋯

第二节寺院⋯⋯⋯⋯⋯⋯

第三节道观⋯⋯⋯⋯⋯⋯

第四节民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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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麦积山石窟⋯⋯⋯

第二节大像山石窟⋯⋯⋯

第三节华盖寺石窟⋯⋯⋯

第四节水帘洞石窟⋯⋯⋯

第五节木梯寺石窟⋯⋯⋯

第六节禅殿寺石窟⋯⋯⋯

第七节鲁班山石窟⋯⋯⋯

第四章古墓葬⋯⋯⋯⋯⋯⋯⋯

第一节传说墓⋯⋯⋯⋯⋯

第二节发掘清理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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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古墓群⋯⋯⋯⋯⋯(2127)

第五章石刻⋯⋯⋯⋯⋯⋯⋯⋯(2128)

第一节寺庙修建记事碑⋯(2128)

第二节墓碑⋯⋯⋯⋯⋯⋯(2130)

第三节其他石刻⋯⋯⋯⋯(2130)

第六章馆藏文物⋯⋯⋯⋯⋯⋯(2137)

第一节化石⋯⋯⋯⋯⋯⋯(2137)

第二节石器⋯⋯⋯⋯⋯⋯(2138)

第三节骨器⋯⋯⋯⋯⋯⋯(2139)

第四节陶器⋯⋯⋯⋯⋯⋯(2140)

第五节铜器⋯⋯⋯⋯⋯⋯(2147)

第六节铁器⋯⋯⋯⋯⋯⋯(2151)

第七节竹木器⋯⋯⋯⋯⋯(2151)

第八节瓷器⋯⋯⋯⋯⋯⋯(2152)

第九节金银玉器及其他

第十节玺印⋯⋯⋯⋯⋯⋯

第十一节书画⋯⋯⋯⋯⋯

第七章文物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文物调查⋯⋯⋯⋯

第三节文物保护⋯⋯⋯⋯

第四节陈列展览⋯⋯⋯⋯

第八章考古发掘⋯⋯⋯⋯⋯⋯

第一节遗址发掘⋯⋯⋯⋯

第二节墓葬发掘⋯⋯⋯⋯

第三十九编 文化艺术

第一章文化机构⋯⋯⋯⋯⋯⋯(2165)

第一节民众教育馆⋯⋯⋯(2165)

第二节天水市文化局⋯⋯(2167)

第三节天水市群众艺术馆

························(2167)

第四节文化站俱乐部⋯(2168)

第二章民间文娱活动⋯⋯⋯⋯(2169)

第一节社火⋯⋯⋯⋯⋯⋯(2169)

第二节庙会⋯⋯⋯⋯⋯⋯(2172)

第三节灯谜⋯⋯⋯⋯⋯⋯(2173)

第三章民间工艺⋯⋯⋯⋯⋯⋯(2176)

第四章文学⋯⋯⋯⋯⋯⋯⋯⋯(2182)

第一节诗歌⋯⋯⋯⋯⋯⋯(2182)

第二节散文小说⋯⋯⋯⋯(2185)

第三节民间文学⋯⋯⋯⋯(2188)

第五章戏剧⋯⋯⋯⋯⋯⋯⋯⋯(2188)

第一节秦腔⋯⋯⋯⋯⋯⋯(2191)

(2155)

(2156)

(2156)

(2157)

(2157)

(2157)

(2160)

(2160)

(2161)

(2161)

(2162)

第二节其他剧种⋯⋯⋯⋯(2197)

第三节演出场所⋯⋯⋯⋯(2201)

第六章音乐舞蹈⋯⋯⋯⋯⋯⋯(2205)

第一节音乐⋯⋯⋯⋯⋯⋯(2205)

第二节民歌小调⋯⋯⋯⋯(2208)

第三节民间舞蹈⋯⋯⋯⋯(2211)

第四节文艺工作团及其演出

活动⋯⋯⋯⋯⋯⋯(2215)

第七章书法篆刻⋯⋯⋯⋯⋯⋯(2217)

第八章美术摄影⋯⋯⋯⋯⋯⋯(2220)

第一节美术⋯⋯⋯⋯⋯⋯(2220)

第二节摄影⋯⋯⋯⋯⋯⋯(2223)

第九章电影⋯⋯⋯⋯⋯⋯⋯⋯(2224)

第一节电影放影⋯⋯⋯⋯(2224)

第二节电影发行与宣传⋯(2228)

第三节电影放影场所⋯⋯(2230)

第四十编艺文

第一章诗歌⋯⋯⋯⋯⋯⋯⋯⋯(2235) 第一节古体诗⋯⋯⋯⋯⋯(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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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杜甫流寓秦州诗作

第三节楹联⋯⋯⋯⋯⋯⋯

第四节现代诗⋯⋯⋯⋯⋯

第二章歌谣⋯⋯⋯⋯⋯⋯⋯⋯

2248

2253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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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童谣⋯⋯⋯⋯⋯⋯(2259)

第二节花儿⋯⋯⋯⋯⋯⋯(2260)

第三节其他歌谣⋯⋯⋯⋯(2264)

第三章散文⋯⋯⋯⋯⋯⋯⋯⋯(2268)

第四章传说故事⋯⋯⋯⋯⋯⋯(2287)

第四十一编伏羲文化

第一章伏羲氏⋯⋯⋯⋯⋯⋯⋯(2296)

第一节伏羲诞生地和羲皇故

里⋯⋯⋯⋯⋯⋯⋯(2296)

第二节龙文化溯源⋯⋯⋯(2302)

第三节伏羲文化功绩⋯⋯(2305)

第二章卦台山⋯⋯⋯⋯⋯⋯⋯(2305)

第一节卦台史迹⋯⋯⋯⋯(2305)

第二节卦台山伏羲庙⋯⋯(2307)

第三节碑碣⋯⋯⋯⋯⋯⋯(2311)

第四节名胜⋯⋯⋯⋯⋯⋯(2312)

第三章伏羲庙⋯⋯⋯⋯⋯⋯⋯(2313)

第一节伏羲庙沿革⋯⋯⋯(2313)

第二节伏羲庙建筑简介⋯(2317)

第三节碑碣⋯⋯⋯⋯⋯⋯(2321)

第四章祭祀典礼⋯⋯⋯⋯⋯⋯(2323)

第一节历代伏羲祭祀述要

············-···········(2323、

第二节伏羲庙祭祀规程⋯(2326)

第五章诗文集萃⋯⋯⋯⋯⋯⋯(2330)

第一节碑文选录⋯⋯⋯⋯(2330)

第二节散文⋯⋯⋯⋯⋯⋯(2339)

第三节诗歌⋯⋯⋯⋯⋯⋯(2340)

第六章伏羲文化的交流与研究

············⋯···············(2346、

第四十二编大地湾文化

第一章遗址的发现与发掘⋯⋯(2353)

第二章遗址文化遗存⋯⋯⋯⋯(2355)

第一节大地湾一期⋯⋯⋯(2355)

第二节大地湾仰韶文化早期

⋯⋯⋯⋯⋯⋯⋯⋯(2356)

第三节大地湾仰韶文化中期

⋯⋯⋯⋯⋯⋯⋯⋯(2357)

第四节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

·······-················(2358)

第五节大地湾常山下层⋯(2359)

第三章社会形态与礼俗⋯⋯⋯(2360)

第一节社会性质⋯⋯⋯⋯(2361)

第二节婚姻家庭⋯⋯⋯⋯(2362)

第三节原始宗教⋯⋯⋯⋯(2363)

第四章重要文物⋯⋯⋯⋯⋯⋯(2364)

第一节彩陶⋯⋯⋯⋯⋯⋯(2364)

第二节玉器石器骨器

⋯⋯⋯⋯⋯⋯⋯⋯(2365)

第三节炭化种子和兽骨⋯(2367)

第四节房址⋯⋯⋯⋯⋯⋯(2368)

第五节地画⋯⋯⋯⋯⋯⋯(2372)

第六节刻划符号⋯⋯⋯⋯(2373)

第五章学术研究⋯⋯⋯⋯⋯⋯(2374)

第一节大地湾文化命名⋯(2374)

第二节发掘情况简报⋯⋯(2376)

第三节综合研究⋯⋯⋯⋯(2377)

第四节专题性研究⋯⋯⋯(2378)

第五节大地湾遗址的学术价

值⋯⋯⋯⋯⋯⋯⋯(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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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编秦文化

第一章秦人西迁及对陇右的经营

第一节秦人西迁⋯⋯⋯⋯

第二节非子牧马⋯⋯⋯⋯

第三节犬丘争夺战⋯⋯⋯

第四节襄公建国与文公东迁

2385

2385

2387

2388

························(2389、

第五节西击诸戎与设郡置县

···············-·····-·-(2391、

第二章秦先民遗址⋯⋯⋯⋯⋯(2393)

第一节毛家坪与董家坪遗址

························(2393、

第二节西垂与西县故城遗址

⋯⋯⋯⋯⋯⋯⋯⋯(2395)

第三节秦亭遗址⋯⋯⋯⋯(2398)

第四节邦县冀县绵诸道

遗址⋯⋯⋯⋯⋯⋯(2400)

第五节放马滩秦墓遗址⋯(2403)

第三章文物⋯⋯⋯⋯⋯⋯⋯⋯(2406)

第一节不其簋和秦公簋⋯(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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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2409)

第三节清水县刘坪秦墓金箔

饰片⋯⋯⋯⋯⋯⋯(2409)

第四章经济礼俗⋯⋯⋯⋯⋯⋯(2411)

第一节农牧⋯⋯⋯⋯⋯⋯(2411)

第二节金属铸造⋯⋯⋯⋯(2412)

第三节板屋⋯⋯⋯⋯⋯⋯(2413)

第四节车马礼乐文字

第五节丧葬礼俗⋯⋯⋯⋯

第六节宗教祭祀⋯⋯⋯⋯

第五章文学艺术

第一节秦风

第二节秦声

第六章学术研究

第四十四编三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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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2)

第一章蜀汉北伐战略与天水的 第二章三国古战场遗迹⋯⋯⋯(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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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北魏造像⋯⋯⋯⋯(2461)

第三节西魏造像⋯⋯⋯⋯(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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