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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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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
NO\PQRmSTUV1 WU/¡ E?6N
活动的时空强交替周期性，又分为北带（甘宁地

%&'(
地形山脉

区）和南带（川滇地区），以强大的东西构造带秦岭
:Kþ3¡EAXN:K1ãR£\2.µ¶¡]^

分野。天水市地质构造复杂，主要构造体系有∶１．昆
Y% &'(N®µ¶PQ1æðµ¶,!Z,$[

地形
%&地理环境。天水市地势总体上西北高，
!"#$% &'()*+,-./01
234% 56７４８．５（麦积区东岔镇牛背村渭河河
!"#$%789:2;<=>?@AA
东南低。海拔
BC!&'() DEFGH&IJKL$MNOPQ104
谷）￣３１２０米（武山县天爷梁）。境内地形复杂，高低
RS123TUVWGN1XYZ[\.]^_0
悬殊，东南部为基岩山地，逶迤连绵的西秦岭和高

耸矗立的六盘山镇守在境内东南边界，纵横交错
`ab\cdG<ef$Mg3hij klmn
的黄土梁峁山盘踞于市区中部，并由渭河、西汉水
\opJqGdrs(:tTjuv@wx.y'
z{|}~wB Nj O~G
流域切割成一系列串珠状河谷盆地，形成山峦跌
x kmn\N% N"
宕起伏、沟谷纵横交错的地貌景观。依据地理位
1(U]^GNxcdGGN_top
置，将全市分为秦岭山地、六盘山山地和陇中黄土

丘陵三个地貌区域。
N:{%
地貌
%) 地理环境。天水市位于陇西黄土高原
N"$% &'(s.op0

\]]^³´µ¶,% ñ~s¦ñ^=_1`a
仑——秦岭纬向构造体系。生成于古生代之前，规模
b£1c#:1deNOfg1ÈN,NOÿ
宏大，横贯本区，现今活动甚弱，与地震活动关系
不大。２．祁吕系弧形褶带。生成于中生代，其前弧西
h£%($ijkO©¡%ñ~stñ^1Ä_k.
翼部分呈北西向通过天水，现今活动性甚弱，其北
lTm/.´Gn&'1deNOVfg1Ä/

缘褶带有明显的控震作用，天水至临夏一线历史
o©¡!pq\r,çs1 &'Ft>uLM
地震严格受其控制。３．陇西系旋扭构造。生成于中
N,vwÄrx% &$.yzµ¶% ñ~st
ñ^{UF|ñ^}½% de.H~N:g,
生代末期至新生代早三纪。现今西海固地区弱震
NOÒ1f]~]6 \Q:M1
活动较频繁，在平凉—固原—会宁所围的空区内，

历史地震形成密集区。该带在该区与祁吕贺兰山
LMN,O~:% :¡f::ÈijG
构造的脊柱复合，两者联合控制作用甚为显著。另
µ¶\P1rxçsfUq% 

和秦岭山地、六盘山山地过渡地带，绝大部分属黄
_]^GNxcdGGN N¡1¢£T¤o

有兴隆—武山—礼县旋扭带，与多种构造成分在
!¬]FG]Hyz¡1 Èàµ¶~f
mrx&']G@]H].þ \Q
此交汇控制着天水—通渭—漳县—西和所围的空

土丘陵区。东部和南部因古老地层褶皱而隆起，形
p:L 2T_3T¥¦§N¨©ª«¬1O

Ë1O~LMN,:%"$|>%ñ~stñ
间，形成历史地震密集区。４．新华夏系。生成于中生

成山地地貌。北部因受地质沉陷和红、黄土层沉
~GNNL /T¥N®¯°_±x op¨¯

^F|ñ^»½1defNO1f&'!.
代至新生代晚第三纪，现今仍在活动，在天水有西

91O~opNL tT²TN:¥³´
积，形成黄土丘陵地貌。中部小部分地区因受纬向
µ¶¡\·¸1O~@wN¹1º»¼½wz¾
构造带的断裂，形成渭河地堑，经第四纪河流分育
_¿ÀÁ91O~@wwBNL /TUopJq
和侵蚀堆积，形成渭河河谷地貌。北部为黄土梁峁

oÃ\µ¶T1. Nx ~ NÃ
缘波及的次级构造部分，如西礼盆地、徽成盆地及
ÄË\¬¡~\¢O/2´µ¶1 !G@
其间的隆起组成的多字形北东向构造，另有通渭
£¤<]¥¦]§¨È©ª]«¬G®\
碧玉镇—磐安—锁龙与江口—铁家山等斜列的多

沟壑区。渭河及其支流横贯其中，形成宽谷与峡谷
Â:L @AÃÄÅzÆÄt1O~ÇBÈÉB

字形构造，这些次级构造成分通过位移测量发现
¢Oµ¶1 ¯°µ¶~Gn±²³´d

ÊË\ NÈABÌNL
相间的盆地与河谷阶地。

至今还在活动。５．河西系。生成于新第三纪，属最年
FeµfNO%%$w.%ñ~s|»½1¤¶·

土壤植被
*+,- 地理环境。天水市内绝大部分属
N"#$L &'(M¢£T¤

轻的构造体系，现今活动也弱，在本区它的成分不
¸\µ¶,1deNO¹g1f#:º\~h

黄土丘陵区，黄土分布面广，覆盖较厚土壤。在河
op:1opÍÎÏjÐÑÒÓpÔL fA

甚明显。６．陇南山字形与南北地震活动构造带。陇
fpq% -$3G¢OÈ3/N,NOµ¶¡% 
南山字形属于较新的构造，其脊柱构造形迹呈南
3G¢O¤sÒ|\µ¶1 Äµ¶O»m3
北向展布，结合
１９７６年８月
级强震
· # ¾１６
,-日松潘
¿ÀÁ ７．２
!$( R,
/´¼Í1½ ,*!的震源机制－Ｎ３°Ｗ
\,÷Âx01&"2走向，顺扭递断层性质分析，呈
Ã´1ÄzÅ·¨V®Æ1m
Ç2.´ÈÉçs% È3/N,NOµ¶
近东西向力偶作用。此脊柱与南北地震活动构造
¡Ê1 «deN,NOÈ=mÊË\çsÈ2
带一致，而现今地震活动与之呈相同的作用力东
.´ÌÍ1fÀÁÈ56=ËÎfÏÐ·¸1
西向挤压，在松潘与静宁之间存在一条隐伏断裂，
+£:{ÑÒ1
¡¹ÓëÔ:r,\æðµ¶N
从大区域来看，此带也就是本区控震的主要构造活

流和沟谷区为冲击、洪积物形成的淤淀土、草甸
z_B:UÕÖx ×9ØO~\ÙÚpx ÛÜ
土，经过开垦耕种熟化而形成以黄绵土、黑垆土为
pjºÝÞßàáâ«O~ão[pxäåpU
主的耕作土壤。土层深厚，山塬开阔，是粮、油、菜、
æ\ßçpÔL p¨èÓjGéÝêjëìxíxîx
果主要生产区。天水树种成分复杂，森林资源丰
ïæðñò:L &'óà~PQj ôõö÷ø
ùjôõ+Î9 %#*+*, úûjôõÐÑüU(-$%.L
富，森林总面积５８９．９１
万亩，森林覆盖率为２６．５？？
&ýõNæðÍf2Tx23T\²Gx.]
天然林地主要分布在东部、东南部的小陇山、西秦
^þÿGõ:1 !"#$Ø８７科
#! %２２４
(("属
¤ ８０４种，
#)" à1
岭和关山林区，有木本植物
Ät&"３１２
&,(种，灌木
à1'" ４３７
"&! 种，藤本
à1(# %%
à1)*$
其中乔木
５５种，常绿植
,(( à%
物Ø１２２种。

O¡%
动带。

地质构造
%./0 地理环境。从地震地质角度上说，
N"$% +N,N®-.-/1

12山脉名。又称关岭、竹岭，是黄河、长江
GÕÖ% W×ÿ^xØ^1ëowxÙ©
秦岭
£z{'^ÃtÚ\3/iu EÛÜÝ¡
两大流域分水岭及中国的南北分界线（即亚热带

天水地区包括文县、武都、岷县、天水、静宁及与陕
&'N:012HxF3x4Hx&'x56ÃÈ7

与暖温带的分界线），也是境内山地统系脉络。西
ÈÞß¡\iuK1¹ë$MGNàÕá% .

西接壤的广大地区。该区处南北地震带中段，南北
.8Ô\9£N:% ::;3/N,¡t<13/

起漳县露骨山（海拔
HâãGEH6 ３９４１米），向东延伸经武山县
&*", DK1´2äåºFGH
东南部云雾山殿嘴（海拔
23TBæGçEEH6 ２７２０米）、甘谷县南部石
(!() DKx?H3TD

带位于东经
１０２°￣１０７°、北纬２４°￣３９°之间，包括宁
¡s2º
,)("/,)!"x/³ (""/&*"=Ë1016
夏、甘肃、四川、云南四省区，北起宁夏石嘴山，南
>x?@x¼AxB3¼C:1/6>DEG13
至云南通海。南北带按地质构造特点与历史地震
FB3GH% 3/¡IN®µ¶JKÈLMN,

鼓山（海拔
èGEH6 ２６２５
(-(% 米），进入秦州区西部景东梁（海
DK1éê]ë:.T2JEH
拔6２７１６
(!,-米）向东至藉口镇西部松平梁（２６１２
DK´2Fìª<.TÀJE(-,(米）、
DKx

3 ! 3

!"#$%
天水大辞典

滩堡子梁（２３０３
北一东南走向，为峁水河西支发源地。东南引出一
/;\JM(a<XÈ¤É¶ \J123
!"#$%!"#" 米），再东至杨家寺北部桦岭子梁
&'()*+,-./012#$
（２２１２米）、簸箕湾梁（２００２米），经秦岭关家店
支为园树梁，全长约１２
aÚ=8(78 $!公里，平均海拔
(W9１９４６
$',) 米，
&(
%!!$! &34 5678 %!%#! &3( 9:2;-<
（１９１２米）、喇嘛山（１９１２米）到牡丹镇北部王家大
是峁水河与稠泥河的分水岭。簸箕湾梁由东引出
%&'&! &34=>?@&'&! &3ABCD/EF-G
<á>?â2¶ 5678h\12
山（２０３３
&3(IJ+BCDKL8(M*J9NO 一支山梁全长约
(W9 $')!
&¶
?H!%"" 米），折南至牡丹镇马蹄梁，向东南经华岐
3?878９ '公里，平均海拔
１９６２米。
乡东部火石坡梁（１８８８
喇嘛山
&3TGS84UV?H$'$!
12( 山名。位于秦州区秦岭乡关家店东
?¶ :y:2P;-<\
P*EQRS8H&(((米）、大坡梁、观音山（１９１２

米）至平南镇西北部火烧嘴（１８６２
&3+WJDX/EQYZH$()! 米），又向东至盘
&3([M\+]

北
公里，主峰海拔 $'$!
１９１２米，东西走向，起点于
/２．５
!-+ (b
&(\XM(f

?4^Z8H$*)& &3(_`a:2bcdefg
h
山、高嘴梁（１７６１
米），此处为秦岭主干最低点。由

:2b¶
秦岭主脉。

^Z8M\J[ijkl( 9mnPX/Eo!
高嘴梁向东南又逐步抬升，经齐寿乡西北部草滩

34#( 山名。位于秦州区牡丹镇牡丹村
?¶ :yBCDBC
王家大山
东北
９公里处，主峰海拔
!%""米，南北走向，起点
&(J/M(f
\/ ' `(b２０３３
于秦岭主脉。南麓为稠泥河东支发源地，北麓为普
:2b¶ J÷a>?\È¤É(/÷a@

梁又转向东南至齐寿山（１９５１米），向东经火焰山、
8[pM\J+mn?H&'+& &3(M\9Qq?T
三台嘴（２０５３
米）进入麦积区南
&3TrtZH!&+" &3uvwxyJ
rsZH!#+"米）、三皇嘴（２１５３
部火焰山（２５５９
EQq?H!++'米）、秦岭大堡（２４９８
&3T:2GzH!,'( 米），然后进
&3({|u
v}X~g
入陕西省。
&'( 山名。古名蟠冢山，又名云台山，华
?g !?([s?(N
齐寿山
?g  G2g :y
夏名山。是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分水岭。位于秦州区
齐寿乡廖集村东南
公里处，主峰海拔１９５１米，
mnP\J ５+ `(
b &'+& &(
起点于秦岭主脉，东西走向。北山诸水为渭河支流
f:2b(\XMg /?a
赤峪沟河，西山为西汉水之源，东山细流经李子乡
 ¡(X?aX¢£¤(\?¥9¦#P
入白家河汇入嘉陵江，故有民谣∶＂齐寿山不大不
v§-¨v©ª( «¬®¯
°
mn?±G±
²(³´rµ¶ ·mn?XJa?¸8(¹º
小，压着三江河垴。＂齐寿山西南为山门梁，是沿川
»¼-2¶ ?¸8\J½¾+¿¿À¶
河及刘家河分水岭。山门梁东南延伸至娘娘坝村。
?¸8MXaÁÂ78( X¢bÃ»J
山门梁向西为彭梯湾梁，是西汉水主干及南支流
2¶ ?¸8MXJa²?8(\Äa¼-»
分水岭。山门梁向西南为小山梁，东侧为刘家河及
Å2¶ ²?8X/aÆ-8(²?8MJ
黄塬河分水岭。小山梁西北为丁家梁，小山梁向南

为烽火山，为西汉水支流南河发源地。烽火山西南
aÇQ?(aX¢JÈ¤É¶ ÇQ?XJ
½¾+G¸¶
延伸至大门村。

A¡\È¤É¶
岔沟东支发源地。

中梁
5- 山名。位于秦州区城区西北部罗峪河
?¶ :yByX/EC 
£J( -£/( a DEªF?8( b
之南，藉水之北，为黄土丘陵性山梁，主峰海拔
$'+( 米，由西向东渐伏。该山自关子镇西大坪入
&( hXM\GH¶ Û?î;#DXGøv
１９５８
境。大坪东南为关子村。关子村向东
公里至凤
I¶ Gø\Ja;#¶ ;#M\ １５
$+ +J
凰山，古称邦山。凤凰山东麓被罗峪河和年集沟水
K?(L"?¶ JK?\÷MC ñN¡
切割成
支。南支为张家坪梁，东起太京镇川口
OPÔ ３" ¶
JaQ-ø8( \ÕRDº.
村，西至太京镇唐家窑村。中支为飞来山，原名天
(X+ÕRDS-T¶ UaVW?(XY
Z?(X0»JK?J÷(L[\?¶ M\aJ
靖山，西端及凤凰山南麓，古称狼烟山。向东为凤
&(JK]\ "３+U8P^
K]( $*$,
凰窝，海拔
１７１４米，凤凰窝东
公里至中梁乡何
家湾村。再东为泰山庙。飞来山全长
１５公里。由
-7¶ )\a_?`¶ aW?7 $+
¶ h
JK?/:3abc?(L§d?(/\åæ
凤凰山北出一支为万宝山，古称白鹿山，以东依次
a/e?T.S?Tfg8Thn?H?Ö`¬t
为北照山、古寺坡山、营房梁、仁寿山（山阳处有皇

城遗址）、见河梁、百顷原，百顷原东麓为渭河峡
ijk'Tl8TmnX(mnX\÷ao
.(-_¨v¶
口，藉河于此汇入渭河。

太阳山
)*( 山名。位于秦州区皂角镇皂郊村东
?¶ :yÊËDÊÌ\

高嘴梁
67- 山名。位于秦州区平南镇平南村东
?¶ :yWJDWJ\

南J１０公里处，主峰海拔
２０５９米。起点于火焰山，
&# Í`(b !#+'
&¶ fQq?(
南北走向，有新洞寺及玉香洞，现建成太阳山新洞
J/M(¬ÎÏ.»ÐÑÏ(ÒÓÔÕÖ?ÎÏ
寺省级森林公园。该山是南沟河东侧诸小支流及
.~×ØÙÚ¶ Û?JÜ\Ä²»

北
/ ５公里处，起点于秦岭主脉，东西走向。高嘴梁
+ `(f:2b(\XM¶ ßZ8
西北是汪川镇万家庄，为秦岭最低点。万家庄以北
X/pºDb-q(a:2def¶ b-q//
的毛栗山是南沟河和灰水沟的分水岭。毛栗山向
ârs?J¡ñt¡â2¶ rs?M

永川河分水岭。其西高嘴头，是东沟与石沟里的分
Ýº2¶ ÞXßZà(\ÜáRÜâ
2(¹X/ãäS8½¾+ÊÌg M/åæa
水岭，沿西北樱桃坡梁延伸至皂郊村。向北依次为
çè?éêëìí¶ îêëìíM/ï(\a
卧牛山、鸡木坍坎。自鸡木婿坎向北分四支，东为

北延伸至皂郊村曹操堡，地形险要，是南宋抗金要
/½¾+ÊÌuvz(Éwxy(Jz{(y
|¶ _87 ６公里，平均海拔
) (W9 $)''
&¶ Û8M
塞。此支梁全长
１６９９米。该梁向
\o}#8(\÷aJ¡(\J:3ao!
东是草帽子梁，东麓为南沟河，东南出一支为草滩

ðV?(-¡ñòF¡â2(?ó¬Jô
78(ho!78IXa478(478XJa
慧音山，是水家沟和龙王沟的分水岭，山阴有南郭
湾梁，由草滩湾梁折西为崖湾梁，崖湾梁西南为

寺。慧音山西为文山，又名文峰山，古名屏山，其麓
.¶ ðV?Xaõ?([õ?(ö?(Þ÷
aRKø(ù¬¢úû¦üý(òF¡áþÿ¡
为石马坪，上有汉将军李广墓，是龙王沟与吕二沟
â2¶ õ?Xa!?([!?(þÿ¡
的分水岭。文山西为武山，又名武峰山，是吕二沟

K -78T~STÚZ(7 '９ (W9
马家湾梁、车套坡、园嘴，全长
公里，平均海拔
$**! &¶
１７７２米。
89- 山名。位于秦州区牡丹镇牡丹村东
?¶ :yBCDBC\
马蹄梁

ñ"#¡â2¶ ?ó¬#$%&ý¶ !?X ６．５
)-+ 公里处，起点于秦岭主脉。南麓为双阎河流域，
`(f:2b¶ J÷a(
和豹子沟的分水岭。山阴有革命烈士公墓。武山西

端，延东南、东、东北引出
３支。东南一支为白崖
0(½\JT\T\/12 " ¶
\J3a§4

\÷aG¡(X÷a>?\È¤É¶ î
东麓为大沟河流域，西麓为稠泥河东支发源地。自
该梁向西、南分出两支山梁。西出一支山梁全长约
Û8MXTJ:?8¶ X:3?878
１０
１９１４米。南出４
$% 公里，平均海拔
(W9 $'$,
&¶ J: ,支短山。
?¶
云雾山
:;( 山名。①位于秦州区皂郊、平南两镇
?¶ !:yÊÌTWJD

梁，延伸至礼县，全长约
公里，平均海拔 !!'!
２２９２
8(½¾+56(78 １８
&( (W9
&¶ \:3?878 &" (W9 ２３０３米。
!"#"&¶
米。东出一支山梁全长约１３公里，平均海拔
./0- 山名。位于秦州区杨家寺乡北
?¶ :y,-.P/ ４．５
,-+
簸箕湾梁

交接处，起点于秦岭主脉火烧嘴，西北、东南走向，
 `(f:2bQYZ(X/T\JM(
78 ) (W9 $*)+ &¶ X/a?T
全长约６公里，平均海拔１７６５米。西北为黑鹰山、
Z?(\÷a¡¶ \Ja]?T8(I
尖嘴山，东麓为花猫沟。东南为碾盘山、水泉梁，折

公里处，起点于秦岭主脉，主峰海拔
`( f:2b( b２００２
!%%! 米，西
&(X

而北为黄家梁，是灰河沟水发源地。黄家梁北
公
/a -8(t¡È¤É¶
-8/ ４, 

为秀金山，是豹子沟与南沟河下游段的分水岭。
a'(?("#¡áJ¡)*+â2¶

景东梁
+,- 山名。在秦州区关子镇与藉口镇的
?¶ ,:y;#Dá-.Dâ

西部，主峰海拔２７１６
XE(b !*&) 米，东西走向。以该梁为发
&(\XM¶ /Û8aÈ

.
－. !２－

自然地理
:;<=
里是长坂坡梁，是古秦州南下古道必经之地。②属
!"#$%&'"()*+,(-./012 !3

筑格局规整，颇具规模。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初
' 2 Ôº¼ÎU

西秦岭山系。位于武山县四门镇东南边境，与杨河
4)5672 89:6;<=>?+@A'BCD

＂群峰朝尊＂之誉。山上牧草萋萋，有残断次生林。
d
_Oefg0h2 6ijJkk'clmnop2

期，当地金山小学每名毕业生都要在秀金山上栽
' 1l6o²2Jl6i
植一棵柏树，传为佳话，至今山坡柏树郁郁葱葱。
îÐ' 'Ô6%Ð2
灵凤山
+,& 山名。南距石鼓山
62 +)56１０*#余公里，海拔
CÀ!'RS
２０９６米，旧称尖山，独峰耸峙，时有五色出现，百里
!#)& T'ÙÊ6'O'wcv 'B!

北部巉岩断崖间，有流泉溢出，四时不枯。凭西险
qr!smtU'cVHuv'<wxy2 z4{

之外皆可望。山顶上建有尖山寺。南峰为凤背峰；
0¡x¢û2 6icÊ62 +OúñO^

壁处有天然石洞，名＂九眼洞＂，传为王禅老祖讲道
|}c~'
d
g' -

£O4¤'q¥¦§'ú§5^£+O¨©ª4
由峰西转，状若掉尾，为凤尾岭；由南峰右展翅西

乡EFGHEIJKLM2
、温泉乡的草川接壤。主峰殿嘴峰，海拔
２７２０．３
NOPQO'RS !"!#$%
米，山间流云走雾，变幻无常。四周群山俯首，素有
T'6UVWXY'Z[\]2 <^_6`a'bc

}2 UV PQOcI
说法处。民间流传殿嘴峰顶曾建有规模宏大的寺

A'«¬®'©ªO^£+O`¨'?A¯q'
去，举翼欲飞，为展翅峰；由南峰前右，东去复北，

院，住有
３６００ 2
个和尚。经考，山顶确有残存的古庙
'c %&##
/'6clI(
遗址。云雾山连亘于大南河及其上游马坞河以东
¡2 WY6¢£9+D¤¥i¦§¨D©?
的沿安、杨河、温泉、四门、郭槐、洛门等乡（镇），主
Iª«FCDFGHF<=F¬F®=¯E°>±'N

状若敛翼，为敛翅峰。五峰间，丘壑葱茏；远观长松
q¥°¬'°ªO2 OU'±²³^´µ#÷
¶!'SW·¸¹2
数里，如万顷秋涛。
-.& 山名。因大佛石像而得名，＂悬崖大
62 ºð»¼'
d
½t
大像山

像＂为甘谷八景之一。位于甘谷县城西南
公里
»gk'Ûw0î2 89k';*4+２．５
!$( À!
²6O³´cµ¶6F·;&F¸¹5FGH6F
要山峰和分支有界牌山、三县梁、风水岭、温泉山、
}'%D+¾2
?&6Fº&62
RS
*(*&
T2
q)56Ä+,6
处，渭河南岸。海拔
１５１６
米。为北秦岭山脉朱圉山
东梁山 、中梁山。
!"# 山名。位于秦州区华岐乡辛大村东
62 89)*»¼½E¾¿?
观音山
４．５
'$( 公里处，起点于秦岭主干脉，东西走向。该山向
À!}'ÁÂ9)5NÃÄ'?4XÅ2 Æ6Å
南、西南、北出３
支。向南依次为王家大嘴、后山里
+F4+Fqv % ´2
Å+ÇnÈQFÉ6!
梁、西尖坪、盘头山。向西南依次为老人嘴
、梨树
&F4ÊËFÌÍ62 Å4+ÇnÎQFÏÐ
梁、韩家大梁
、韩家梁、白家坝梁、南至龙头寺，全
&FÑÈ&FÑÈ&FÒÈÓ&F+ÔÕÍ'Ö
# ) À!'×ØRS１８６９
*+&) 米。向北山梁全长
T2 Åq6&Ö# ７" À
长９公里，平均海拔
公

0CÄ'6O¿ÀÁÁ'mt|ÂÃ~2 ?BÄÅ
之余脉，山势巍峨起伏，断崖壁立摩天。东与簸箕
山毗连，二者一左一右，如两旗对列，俗称该山为
6Æ¢'ÇÈîÉî¨'SÊËÌÍ'DÙÆ6

T2
!'×ØRS *)'!米。
里，平均海拔１９４２

~=VÝg;ÞÛw0î2
Ü2d
湫。＂天门春晓＂为县内八景之一。

$%& 62 "(ÙÚÛÌ6'89)*»
火焰山山名。①古称十八盘山，位于秦州区
ÜÝEÞß¿?
( À!}'Á9)5NÄ'?4X
齐寿乡廖集村东 ５公里处，起于秦岭主脉，东西走
向，是永川河支流谢家河及白家河北支流蒋家沟
Å' "àKD´VáÈD¤ÒÈDq´VâÈã

î'89)«;?')«;IN²6&2 àá)«
一，位于秦安县东，为秦安县的主要山梁。明《秦安

河发源地。南有王家梁、坝王堡，南抵娘娘坝村。向
Däå12 +cÈ&FÓæ'+çèèÓ¿2 Å

躅如龙。＂九龙山的得名源于独特的山势和地貌，
èSÕ2 gÕ6I¼å9éI6O1ê'

ÎË'ÄÅ6:Ë2
文旗，簸箕山为武旗。

天门山
/0& 山名。位于甘谷县城南里许，海拔
62 89k';*+!Ï' RS
１５８２米。山势突兀，三峰挺拔，宛如笔架，俗名笔架
*(+! T2 6OÐÑ'·OÒS'RSÓÔ'DÓÕ
62 Ö~=×';*ØÙ2 ic~ÜÚ'ÉcÛ
山。曾设天门隘，为县城屏障。上有天齐宫，后有灵
12& 山名。俗称中山梁，系大陇山支脉之
62 DÙº6&'7ß6´Ä0
九龙山
0â6¹ãä1å
d
?<Ú!æÕ6'¥6O'ç
志·山水》记载∶＂东四十里曰九龙山，其山九峰，踟

九条支脉盘旋跌宕，起伏呼应，各具态势，如九龙
ë´ÄÌ#ìí'ÁÁîï'ðñO'SÕ
?·éêF·éQ2 ·éQÅ+ëìí&FÒ
东为三皇台、三皇嘴。三皇嘴向南为红椿木梁、白
相戏。九龙山脉最高峰为四顾山，蔚然独秀，海拔
òó2
Õ6ÄvoO<ô6'õJ'RS
æ&2
·éQ?+vî´ïÈ6Fðñ'"qò
堡梁。三皇嘴东南出一支张家山、大佛背，是北峪

沟及董水沟分水岭。张家山东南为王家大山、陶家
ã¤ó¹ã³¹52 ïÈ6?+È6FôÈ
沟梁，是倒柳树沟及松川沟分水岭。再东为鸡凤
ã&' "õöÐã¤÷Kã³¹52 ø?ùú
山，南抵长河村，是望天河及关岭河分水岭。全长
6'+ç#D¿'"û~D¤ü5D³¹52 Ö#

１９８２．８
米。九龙山之东有苏家峡河谷盆地，建有苏
*)+!$+ T2
Õ60?cöÈ÷D'ø1'cö
家峡水库；向西至刘坪乡四十里墩湾，向南至兴丰
È÷¹ù^Å4ÔúËE<Ú!ûü'Å+Ôýþ

乡境内，中部为中山乡。九龙山脉有苏家峡、簸箕
EAÞ'ºrº6E2 Õ6ÄcöÈ÷FÄÅ

２０公里，平均海拔２０５６
!# À!'×ØRS !#(&米。②属西秦岭山脉。位于
T2!34)56Ä289

坪、堡子坪等仰韶、齐家文化遗址，观音殿、双塔寺
ËFæÿË¯!"FÜÈÎ# ¡'µ$PF%&

ýþ»ÿKE?qr'RS ２５５９．７米，是嘉陵江支
!(()$" T'"!"#´
麦积区党川乡东北部，海拔
V$DB%D´V§ÍDI³¹52
流花庙河与渭河支流马头河的分水岭。
'(& 山名。位于甘谷县古坡乡石角坪，距
62 89&';(%E(Ë')
石鼓山

¯( ¡2 'I1ü ¡(2Õ6Ä
等古寺遗址。著名的大地湾遗址坐落在九龙山脉
I6)2d
Õ*Jg"à+w
d
)«Ûwg0î2
的山麓。＂九龙庭秀＂是明清时＂秦安八景＂之一。
345 山名。又称五女峰。位于秦安县北部
62 ,Ù-O2 89)«;qr
五女梁
.1E/$E0µI12û34' "º6&I
好地乡和莲花乡交界的喇嘛墩附近，是中山梁的
5î´Ä'º6&icF)678ò¯
另一个支脉，因山梁上有五个大小、距离基本相等

县城
公里，为秦岭山脉支峰朱圉山主峰。海拔
;* ３０
%# À!')56Ä´O+,6NO2
RS
２６２５米。历代地理志有载，朱圉山在梧中聚，有石
!&!( T2 -.1/0c1'+,623º4'c

5'x678'89:Á2 #;·<'=>?¯' 的山丘而得名，曾有关于该梁的传说。主峰老爷
I6±¼' cü9Æ&I 2 NO9
鼓，不击自鸣，鸣则兵起。石长丈三尺，广厚略等，
在崖肋去地百余丈，俗名石鼓。苍松斜挂，铁崎峻
2t@A1BC;'D52 E÷FG'"HI 山，海拔
6'RS *)(+
T2
１９５８米。
J'KLWM'NOPQ'RSTA2 UVWXY
秀，孤撑云际，气势磅礴，宛如仙境。初春万物透

678 山名。亦称千户梁。位于秦安县千户
62 :Ù;<&2 89)«;;<
千户岭

绿，石鼓仍是白雪皑皑；大雨前夕，则烟云弥漫，雾
Z'5["Ò\]]^_`a'9bWcd'Y

乡境内。传说元朝千户汪某，因案获罪，株连其子，
EAÞ2
=e;<>?'º@AB'C¢¥ÿ'

气朦胧。石鼓崖下群溪潺潺，汇为藉水。
Nef2 5t,_ghh'ij¹2
秀金山
)*& 山名。位于甘谷县金山乡金山村。该
62 89k';l6El6¿2 Æ

其子逃到此岭匿居，改为王姓，后任千户官，故人
¥ÿDEF5Gz'HI'ÉJ;<K'LÎ
称其地为王千户岭。千户岭呈鱼脊形，东至县城西
Ù¥1;M52 ;M5NOPQ'?Ô;*4
山（古名夕山），向西延伸直至甘谷县境，主峰云雾
6°(a6±'Å4uRSÔk';A'NOWY

山东西逶迤，地势西高东低，状如曲臂，绵延
公
6?4mn'1O4o?p'qSrs'tu ２．５
!$( À

*+"# 米。
T2
!'NORS !#*)
6RS１８７０
里，主峰海拔
２０１９ T'k'?qrvcI¸
米，为甘谷东北部最有名的风 山海拔
w»2 6B6,xcÒy'68z{æ
9&5 山名。俗称赤龙山
62 DÙTÕ6FULV2
89)
景区。山顶与山下皆有白衣寺，山顶寺庙位居土堡
云山梁
、黑故堆。位于秦
0º'6|Ç6}¹'~O'qÅ+'
«;?+r' 1})«;F +¹;ýþ»0µ
安县东南部，地处秦安县、清水县和麦积区交界
之中，山脚寺庙依山傍水，就势而建，坐北向南，建

, ! ,

天水大辞典
!"#$%
处，属典型的黄土梁地形。西向折北直至秦安县
!" #$%&'()*+, -./012345

麦积山
89( 山名。又名麦积崖，俗名麦子崖，位
GUT ÏU<=ú"!U<"ú"V

城，向南另分一支直至麦积区南河川，呈＂丁＂字
6".789:;12<=>7?@"ABCDE
形。云山镇恰在＂丁＂字形交叉处。最高的梁家山海
+, FGHIJ
K
CDE+LM!, NO&)PGQ

似凤凰，凤头向南延伸至清水县，尾屏陇城，境内
[\]"\^.7_`2ab5"cdX6"ef

于麦积区麦积镇境内。系西秦岭山脉小陇山的一
W<=><=HefT -3GïÕXG&:
座孤峰，为第三纪沙砾岩断层崖兀立山峰。海拔
#$" ¢%Ð&'()*+ú¾,GT QR
１７４２
１４２米。山体三面临空，除东部
!%(+ 米，相对高度
S"Þ-O. !(+
ST G/Ð012"34
山腰与邻岩连接外，其余均为悬崖峭壁。远眺其
G5±6)è78" Z9:¢;ú<=T >?Z
山，下部较小，中部突出，顶部收聚为圆锥状，颇似
G"k4ÍÕ"@4AB"C4DE¢FGH"I[

gh %公里。山下有女娲洞，传说女娲氏生于风
ijT Gklmno" pqmnrsWt
长约７

JPK«&<L"MÙNUT OP»|QÎ:
农家堆起的麦垛，因而得名。全国四大石窟之一、

u"gWtvwxX60GyT
沟，长于风台（今陇城北山）。

RSWÅP3TUw&"(V(!% Wy&<=G
开凿于十六国后秦时期（３８４—４１７年）的麦积山石

吊湾梁
)*+ 山名。亦称大神仙岭、大神仙梁。位
GUT z{|}~|}~)T V
于秦安县郭嘉镇及魏店乡境内。据史载，唐朝一名
W345H efT ":U
叫秦系的人，避乱世居南安，后迁通渭县东南五十
3&"74"57
里的石峰山（大神仙梁），穴居修炼，以采药为生，
j&Gw|}~)y"" ¡¢s"

窟就开凿在这座奇峰的东、南、西面高
２０￣８０ S&
米的
QXRSJY#Z&7-0O +#,"#
崖壁上。佛龛洞窟，层层相叠，密如蜂房，栈道云
ú=ÆT [\oQ"++Þ]"^_`a"bcF
梯，凌空盘绕，峰顶绿荫覆盖，岩间古松倒挂，以
d"e2fg"Chijk")lmnop"
＂东方雕塑馆＂的美名蜚声海内外。
B
qrstD&uUvwQf8T

被当地人视为神仙。其山峰峦秀拔，人迹罕至，遂
£¤*¥¢}~, ZG¦§R"¨©2"ª

导流山
:;( 山名。位于麦积区石佛镇南部，属黄
GUT VW<=>[H74"#'

R !"#$ ST
拔１８０６米。

凤尾山
&'( 山名。位于秦安县陇城镇南侧，其山
GU, VW345X6H7Y"ZG

起名神仙梁。主峰高疙瘩梁海拔
!"$&米。
S,
«U}~), ¬O®)QR１８６３

?ygzøG{(OxG)"QR !$##
土高原山梁，海拔
１６００ ST
米。渭河围绕导流山由西

王铺梁
,-+ 山名。亦称亚神仙岭、二神仙梁。位
GU, z{¯}~°}~), V
于秦安县郭嘉镇与王铺乡境内，自郭嘉镇起向西
W345H±²³ef" ´H«.北延伸，是通渭皋山的一条支山。旧志载∶＂西北四
0_`"µ¶G&:·;G, ¸¹º
K
-0»
十里曰神仙山，其山自阳兀川至闭门关
j¼}~G" ZG´½¾@2¿ÀÁ （今碧玉
wxÂÃ
Hy"ÄÅj"ZÆÇÈÉ"ÊËÌT D¬|
镇），沿岭六十里，其上多草木，宜畜牧。＂主峰大东
!'"()* 米，是秦安县较高的山峰之一。
S"µ345ÍO&GÎ:T
GQR１９８４．５
山海拔

.7|.øT Þp¢}~SGø"{NUT
向南转向东流。相传为夏禹凿山疏流，由此得名。

./0+ 山名。又称三神仙梁。位于秦安县
GUT Ï{Ð}~)T VW345
小神仙梁
HÑ²³efT ÒÓ34¹ÔFº
K
-0
郭嘉镇和王铺乡境内。明《秦安志》云∶＂西北五十

南。海拔
１３６３米，相对高度
１７０米。相传是伏羲研
7T QR !&$&
S"Þ-O. !%#
ST Þpµ ¡
画八卦之处，由此得名。卦台山南倚白鹿山，西扼
¢£Î!"{NUT vG7¤ü¥G"-¦

j¼Õ}~GT ZG¥~"Ö×ØÙg"zÚ
里曰小神仙山。其山视仙岭，势稍卑而长，亦不及

\]G"0-§G"¨Ð½@T G_o©Îª"
凤凰山，北对九龙山，东濒三阳川。山如倒扣之瓢，

ÛÜÝ"zÞß"ßàáÛâT DÐ}~G´H
然辽廓，亦相若，若并驰然者。＂三神仙山自郭嘉镇

山上有台地平坦宽阔。１９８７
GÆlv*«¬®T !'"% 年后，卦台山陆续出土
W"vG¯°B(

山势突兀，形若龙首昂起，与渭河之南的卦台山颠
GÖA¾"+ß«"±?Î7&vG
倒相置，遥相呼应，古有＂两条土龙颠倒卧＂之美。
oÞ"Þ"mlB·( oDÎuT
导流山主峰顶端建有真武观即无量祖师庙，每年
zøG¬Célëì" W
JÐÐlT
农历三月三日举办民间祭祀活动。
<=( 山名。位于麦积区渭南乡西，渭河之
GUT VW<=>7-"?Î
卦台山

ãäå.-_`2²³ãPæ" ±|ç)Þè
±²³´TU&µ¶·¸¹ºT
邵嘴村向西延伸至王铺乡邵家庄，与大寺梁相连
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器物数十件。
凤凰山
"NOQR
!'*#
S"g
+#
ij"élêëìT
&>( 山名。旧称卦山、乔岳。位于麦积区
GUT ¸{!G»¼T VW<=>
通，最高海拔１９５０米，岭长 ２０公里，建有雷祖庙。

西北部渭河以南，新阳镇南部，海拔１８９５
-04?7"½½H74"QR !"'* 米，相对
S"Þ高度
O. ５００米。为中梁的主峰，是区内西北部最高
*## ST ¢@)&¬" µ>f-04NO
峰。凤凰山名称由来，说法有二∶一是根据传说，
T \]GU{{¾"q¿l°º:µÀpq"

＂凤凰栖之，因名曰凤凰山＂；二是根据山形，＂山之
B
\]ÁÎ"MU¼\]GDÂ°µÀG+"
B
GÎ
¬"A«W½½Î7"ÃÛÄÅßµ\"MU\
主峰，突起于新阳之南，翩然翱翔若彩凤，因名凤
]DT £{¢m3Æ
B
HGDT GÆélìî"WJ
凰＂。被称为古秦州＂镇山＂。山上建有庙宇，每年农
Ð°£\]G¼³´ìÇT
历三月二十八日举办凤凰山东岳文化庙会。
?@( 山名。原名惊龙山。位于麦积区三岔
GUT xUÈGT VW<=>Ðð
金龙山
efÕXGÉ>T#39ïTNOQR
乡境内小陇山林区。属秦岭余脉。最高峰海拔 +!##
２１００
!"#$
小神仙梁
12+ 山名。亦称云台山。位于秦安县西川
GUT z{FvGT VW345-@
高庙梁

S"Þ-O. １５００
!*## 米。东至瓦石沟
ST 2ÊuËÌu"-2
米，相对高度
、虫蚀沟，西至
嘴头沟，南至瓦屋梁，北至嘴头，全长
里。顶峰平
ä^u"72ÊÍ)"02ä^"Og *５ jT
C«

H²íHefT )ÆélìîT NOQ
镇、王窑乡及郭嘉镇境内。梁上建有庙宇。最高海
!"(# 米，是西小河与郭嘉河的分水岭。
S"µ-Õ?±?&9bT
拔R１８４０
34#5 山名。属西秦岭山脉。位于麦积区
GUT #-3GïT VW<=>
秦岭大堡
东岔镇
、吴砦乡 、利桥乡交界处，海拔 +('"
２４９８ S"µ
米，是
ðHñòóôLõ!"QR

S" + S"{SÎü(´Û+ÏT G
¬"g $#
坦，长
６０米，宽２米，由两米厚白土自然形成。山

ö÷;øùú?±?;øL@?&9bT
嘉陵江支流红崖河与渭河支流交川河的分水岭。

十六日和七月十二日举办传统庙会。
ÅÑä°påìÇT

体两边全是悬崖绝壁。山体由红岩组成，山形像
/ÐOµ;úÑ=T G/{ù)ÒÏ" G+Ó
龙。山上松柏葱茏，灌木密布。主要建筑有圣母洞、
T GÆnÔÕÖ"×É^ØT ¬ÙéÚlÛÜo
灵官殿、大雄殿等，有塑像数十尊。每逢农历三月
ÝÞß|àßá"lsÓ¹âT ãJÐ

天子坪山
!67( 山名。属西秦岭山脉。位于麦积区
GUT #-3GïT VW<=>

太皇山
AB( 山名。旧称大荒山，属西秦岭山系。
GUT ¸{|æG"#-3GT

麦积镇与党川乡交界处，海拔
<=H±û@Lõ!"QR ２１９７
+!'% 米，是白家河
S"µüP?
支流冷水河与渭河支流永川河
、东柯河的分水岭。
;øýb?±?;øþ@?ÿ?&9bT

VWG5çèH74"éêWGë5ÎLT
位于武山县滩歌镇南部，绵亘于武山、岷县之交。

主峰太皇山，海拔
３１１２．５米。群山簇拥，如有＂众星
ST îGïð"_l
B
ñò
¬ìíG"QR &!!+)*

－- !４-

自然地理
!"#$
拱北＂，俨若＂太皇高踞＂。山顶空气稀薄，常年积
!"#$%&
'
()*+#, -./012$345
雪，有＂太皇无冬夏，积雪六月寒＂之说。自南向北
6$7
'
()89:$56;<=>?@, ABC"
驰跨于大南河与山丹河之间，连亘于沿安、龙台、
DEFGBHI-JH?KLMNFOPQRSQ
滩歌、四门、洛门
、城关、山丹等乡（镇）。在南部深
TUQVWQXWQYZQ-J[\
]^_, `Bab
山有茂密的天然次生林和广阔的草场，是小陇山
-7cdefghijklmeno$ pqr-

七家岘梁
234' 山名。属陇山山系。从通渭县华家
-, r--, yzò}G{
岭延伸而来，自西向东横贯武山县榆盘乡
、嘴头乡
9:Ð|LAC}~-}23\Qs\
境，进入甘谷。山体为黄土梁状丘陵，冲沟发育，侵
L/0, -¡ ÍLEjL
蚀强烈，沟壑多呈树枝状和羽毛状排列于梁脊南
L EÊõÍkÍFB

林业局滩歌林场经营的主要林区。２０世纪
年
#" 4
jstTUjouvewxjy, !" z{ ５０

北两侧，呈现出沟壑纵横、沟梁相间的地貌景观。
"LÊE}QEôKeûU,

|L}~u`B-o,
wx-k
代，县上曾经在东南山腰办过牧场。其主要山峰和

}NF-}Q}?KLA'Qrx
全梁横亘于武山县、甘谷县之间，自古据秦、陇要

盆嘴上建有县电视差转台。
rs~t7}uvwxS,

, wx-k7QCD-Qê -,
隘。主要山峰和分支有堡东梁、鲁班山、花果山。
天爷梁
山名。古称天爷山或太阳山，属西秦
%&' -, f-(-$
56* 山名。原名凤头山。位于武山县城东
-, ¡¢-, F-}Y
花果山
岭山系。位于武山县滩歌镇南部，西与漳县接壤，
-, F-}TU^Ba$I}$
"esQXWQ23¾\]^_ðñ´L"£{
北的嘴头、洛门、榆盘三乡（镇）交界处，北接七家

分支有青山、龙台山、西梁山、见龙山、老君山。
7-QRS-Q-QR-Q-,

¤, wê -L %))"米，岩石裸露，深谷
wf$ $%!"&'
L¡f¢£¤*, ¥ 岘梁。主峰花果山，海拔１９９０
LÉ¿¥¦Lb
主峰天爷梁，海拔
３１２０．４米，为天水市最高峰。由

南向北起伏于山丹河与榜沙河之间，驰越滩歌、马
BC"¦§F-JHI¨©H?KLDªTUQ«
¬Q®Q-J[\]^_, !" z{ #"
4|L}~
力、鸳鸯、山丹等乡（镇）。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县上曾
u`¯°±o, -²³´7qHLµ¶H,
经在此设立牧场。山腰平缓处有小河，名金厂河。
·z¸¹º4K]%#!!»%#((年），曾设立淘金厂。
4¼L°±½µ¶,
明世宗嘉靖年间（１５２２—１５６６
wx-k7l-Q¾S»¿!-,
其主要山峰和分支有广武山、三台梁—石山山。

下切成峡，古称大佛峡，两侧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ö¨LG©¨L7ÒnÜåæçè
é¢ª«¿¬,
单位水帘洞石窟群。
78' 山名。古名卧虎山。位于张家川县城
-, ®¯-, F°{Â}Y
石庙梁
东北，海拔
２５７０米，为陇山第二高峰。有大片山地
"L !#+"
L¡r-±²*, 7G6-û
n³Lt7´µo,
草坡，建有五星牧场。

F*À\BaL"},  !$)*
, -ÆÇ
于高楼乡南部，西北接漳县。海拔
２３９８ 米。山势险
ÈLÉ¿ÊÃËÌ, ÍÎÃÄLÏÐiÑ, ¾ÒÓÔ
峻，岩石呈铁褐色。状如铁笼，望而生畏。三国时期
ÕÖI×ØÙÚF¯L -.Û7ÕÖÜÝSQ¿
姜维与邓艾曾鏖战于此，山顶留有姜维点将台、石
ÞßQà«áQâ«ã[L¡}äåæçèé, w
桌凳、拴马桩、喂马槽等，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主
x-k7êë-Qìí-Qîï-Q-,
要山峰和分支有花崖山、远钟山、朝团山、青阳山。

道堡石梁
9:7' 山名。位于张家川县城东，海拔
-, F°{Â}YL 
２６２５米，为陇山最高峰。
!(!# L¡r-¤*,
;<' 山名。位于张家川县城东
-, F°{Â}Y １０
%" 7H´
古土梁
公里处
¶W^k°{Â^?KL %*%!!!#*! L¦F
恭门镇和张家川镇之间，海拔１８１２￣２５８２米，起于
©·³"?¯-Lu¸«Q²P¹;¢H
沙柳坡西北之老虎山，经银洞梁、平安子梁至水河
*LCuH"Qº{-Q»¼s,
H"½¦È
坪，向西经河北梁、杨家山、牛儿嘴。河北梁突起峻
L¡¾¿³]ÀÁ ³_, CBy{-¦L
峰，为堵鞑坡（俗名滚土坡）。向西南从毛家山起，

桦林山
+,* 山名。属西秦岭山系。位于武山县、
-, -, F-}Q

u°Â¼QÃ{¹Q·{;Ä¢}ÅÆ¨
经张巴儿梁、薛家堡子、柳家梁至清水县孙家峡出

铁笼山
()* 山名。属西秦岭山系。位于武山县高楼
-, -, F-}*À
\HÁk«¬^RÂHÁ", wÃÄ-LÅ±
乡漳河以西和马力镇龙川河以北。主峰铁笼山，壁立

陇西县和漳县三县交界处，跨越渭河与漳河之间
r}k}¾}ðñ´L EªòHIH?K

LÇÈ ３０
$" 公里。
7H,
境，全长约

的桦林、高楼、鸳鸯三乡（镇）。主峰桦林山，海拔
eójQ*ÀQ®¾\]^¼, wój-L

=>' 山名。位于张家川县城东２５
-, F°{Â}Y !# 7H´
草川梁
公里处

２７７８．６
!++*&( 米，踞桦林乡西部，西北与陇西、漳县相接。
L+ój\aL"IrQ}ô,
山上桦树成林，近年毁于滥伐。山势险要，地形隐
-~óõöjL÷4øFùú, -ÆÇxLûüý
蔽，曾经是中共陇右地下党活动的据点之一。主要
þLupÿ!r"û#$%&e'Ü?(, wx

马鹿乡和阎家乡之间，海拔
１９２１￣２４２１米。起于沙
«É\kÊÆ\?KL %)!%,!'!%
, ¦F©
柳坡东南之糜叶子洼，经前梁上、黄家岭，西南经
·³B?ËÌ¹ÍLuÎ~QÏÆLBu
大东山至贾家愣干、热冶山
、徐家后山接连清水县
G-;ÐÆÑÒQÓÔ-QÕÆ1-MÄ¢}

山峰和分支有柴坪梁、大坪山。
-k7)*QG*-,
-.*/01* -, r--, +
建军山—盘龙山，山名。属陇山山系。又名见
-,--L.ê-, F-}Qr}
君山或尖角山，古名桃花山。位于武山县、陇西县

境，全长约
２０ 7H,
公里。山体较为平缓，雨量较充沛，
LÇÈ !"
-Ö¡²³L×ØÖÙÚL
ÛÜÝÞ,
植被类型多。
?*' 山名。位于张家川县城东
-, F°ÆÂ}Y２０
!" 7H´
麻山梁
公里处

交界。进入武山县后，沿渭水东，由北向南跨桦林、
ðñ, /0-}1LOò¢L¥"CBEójQ

ÊÆ\k¶W\?KL !"!!,!!('
, ¦F©
阎家乡和恭门乡之间，海拔
２０２２￣２２６４米。起于沙

23Q®¾\^, w45-L２４４６
!''( 米，位
L
榆盘、鸳鸯三乡镇。主峰建军山，海拔
Fój\"aIr}´,
-~7G6fg
于桦林乡北部与陇西县接壤处。山上有大片天然

草场。２０世纪７０
4|L®78°±45-
no, !" z{ +"年代，鸳鸯公社曾设立建军山牧

·³BeÎ~Luß¹QàáQâãQä
柳坡东南的前梁上，经磨子梁、陈庙梁、洪曹岭、萧
Æ-Qûå;æÆ-L/0Ä¢}ñLÇ
家山
、地椒梁至李家山出境，进入清水县界，全长
２５!#公里。山势北高南低，梁峁起伏，沟壑纵横，植被
7H, -Æ"*BçLè¦§LE}LÛÜ

o, 45-9:;®ò¢"<1L=Oò¢A
场。建军山延伸至鸳鸯渭水北岸后，折沿渭水自西
向东而下，经榆盘南部、山丹、城关
、东顺乡北部，
CÐ>Lu23BaQ-JQYZQ?\"aL

多系疏林和草坡，乔灌混交。
éjkn³Lêëìð,
@*' 山名。位于张家川县城西，张家川镇
-, F°ÆÂ}YL°ÆÂ^
李山梁

终止于龙泉乡鲁班沟，绵延
@AFRB\CDELF9 ５０华里，山势雄伟，状
#" GHL-ÆIJLÍ

和龙山镇之间，海拔
１７６２￣２４２１米。起于石庙梁之
kR-^?KL %+(!,!'!%
, ¦F¿á?

若游龙，名盘龙山，为城北屏障。主峰盘龙山亦称
&KRL3R-L¡Y"LM, wNR-O

西北，主干从张棉驿白草洼梁经滚背梁、东山梁、
"LwÒy°íîïnÍuÁðQ-Q
桥子沟梁、圆树梁
、渠子梁 、阳洼梁，由东北向西南
ñ¹EQòõQó¹QÍL¥"CB

"L !#!%
L¡-}"¤*Ü, ÓLj
北峰，海拔
２５２１米，为武山县北最高点。古时，林

海连天，山含翠黛，＂北峰翠黛＂为古宁远八景之
MfL -PQRL
'
"QR> ¡SìTU?
(, ÎVLWjXøL-~YZ[hij\]]n
一。如今，森林已毁，山上尚存残次生林及萋萋草
o, -ÿ^_7` abecdÉQefÉQg¿
场。山中蕴藏有极其丰富的蛇纹岩、白云岩、滑石
等非金属矿，是发展地方工业的重要资源。山顶火
[hµiLpjkûlmsenxop, -.q

至清水县碾李家出境，全长
５０ 7H,
公里。东北部属中
;Ä¢}ôæÆLÇ #"
"aÿ
õ§ö¿÷-yLø³¡WjùúL³¡fg
度切割石质山区，阴坡多为森林覆盖，阳坡为天然
nû, BaÏ Í-yL ¡-ûÒn¡
草地。西南部属黄土梁状山区，为山地干草原群
ûLùúõÈ !"-,$"-,
落，覆盖度约
２０？０？？

. ! .
－５－

天水大辞典
!"#$%

^_`Ga!b8cdef] g
Z8[\ #(
嘴，全长
１６ -.]
公里。属黄土梁状山区，植被稀疏。由

坡、沟、台大部分为农田，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
NsNTE¶çIWXmcdefmj`¡
重。主要分支有丰台山、四棱堡（海拔
#)(!米）、椅
;ÿNC
¢] {øçù²ªT!NXYH9１９６２
子山（海拔
１９２８
!H9１７９３
#')* 米）、远门梁、玉屏山（海拔
;ÿNFÈGN9:!H9 #)!+
米）、茂林塬、孙家山、黑嘴山（海拔
１６９４米）、鸾湾
;ÿNZ5[N\!N$Z!H9 #()$
;ÿN"E
梁
、新化梁。村镇多而分散，交通大多晴通雨阻。
GNQGG]
B1òç]m^_E`_ia]

于受雨水冲刷，表层起伏不平，沟壑纵横，形成以
%hijklmno=pqrmstuvmwxy

天（水）陇（县）公路纵贯高峰科梁，沿梁地带交通
bHjÿ¥H)ÿ-cuMKLdGm>G|e^_

公里
! ! 连五梁
&'( 山名。位于张家川县城西北
!"# $%&'()*+, ２５
!" -.
处龙山镇和马关乡之间，海拔
１５４１￣２０２７米。北起
;# <=
/0!123456789: #"$#%!&!'
张棉驿乡的雷神庙山，经大洼梁（为最高峰）、连五
&>?5@ABC!8DEFGHIJKLMNOP
梁、新义梁、风台梁、李山梁，南至马关乡的四方
GNQRGNSTGNU!G8VW345@XY

_`GzstI{@!|]
黄土梁峁沟壑为主的山地。
()( 山名。又称高庙山，位于张家川县城
!"] }~KC!m$%&()*
梁山梁

西，海拔１７７２￣１９０７米。起于庄浪县大庙山，由马
+m9 #''!%#)&' ;] =%)EC!mg3
关乡庙儿李家高山梁入境，经东疙瘩梁、梁山梁、
45CUK!G mDGNG!GN
雷神庙山、黄家山、塌堡子梁，至风台梁出境，全长
ABC!N_!NGmWSTG m[\

fg]
便利。

/0( 山名。位于清水县城西北，是牛头河
!"] $%µj)*+<mhßà
远门梁
与南小河的分水岭。最高峰黑山顶海拔
iV¤@çj(] JKLj!S9 ２００４米。
!&&$ ;]
12) 山名。又名赤峰山。位于清水县北部
!"] }"kL!] $%µj)<¶
化岭山

汤浴河与樊河之间。起点在今张家川县境南，到清
lmin67] =Ó;·&() Vmîµ

１５#" 公里。属黄土梁状中山，由于河流下切和水土流
-.] ^_`Ga!mg%2j`

水东北，从新城乡陈家上山入境，经董家壑岘斜向
j<m»Q*5op! mDqtr×

失的加剧，形成梁、峁
、豁岘 、梁坡、切沟、冲沟等多
@mwxGNzNNGNsNks

西南至县城以北上卦乡雍陈村赤峰山麓红崖观，
+VW)*y<p#5soBkL!ïPõ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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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地貌类型。植被条件差，水土流失严重。
盘龙山
*+)山名。古称小陇山。《水经注》《元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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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域志》《金史》《明史》都有记载。位于清水县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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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起于今张家川县北陇阳坡东南，于徐家后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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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境，从百家乡的大山梁至丰望乡的丰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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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由县东北部逶迤东南至南部，形似盘龙，绵延

LßàWnò¿] [\ １４
#$ -.m
ÍÎ ## 临牛头河至樊河而止。全长
公里，均宽１１
公
里，面积
４４平方公里。海拔
１５００￣１９７４米，平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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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
２０４２
 １７００米左右。最高点在陈家山梁，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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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山势北高南低，梁峁起伏，沟壑纵横。南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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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北坡平缓。大部分为农田。东北部植被较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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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稀疏。主要分支有胡家大山
、清凉山、红崖梁
#++# 米）、三峰山（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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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
１８６５ 米）、草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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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秦亭、山门、旺兴、陇东、草川铺、丰望７
境内长
１３-.mÏÐ
公里，面积７９３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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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里，平均宽
-.mrÍÎ #*
')* rY.] rÍ9 ２０００米左右。最高点百家乡（属今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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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平均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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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镇）白家沟梁海拔
２２１０米。山势东北高，向西南

渐低，主脊多山间凹地。其北段西坡和南段阴坡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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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头河流域，河流切割小，地表起伏较缓，有山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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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盆地和峡谷分布；北段东坡和南段阳坡分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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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河和渭河流域，坡短且陡，由山脊到山麓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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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１０００米，宽仅１０公里，属深切割高山峡谷，沟
*&&%#&&& ;mÎð #& -.m^ñáK!åæms
深而窄，多悬崖峭壁。主要分支有大山梁（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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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赤峰山。
!" 山名。位于清水县北部樊河与后川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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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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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起点在今张家川县东北陇山余脉陇阳坡西

北黄家坡，穿张家川县境至南部张巴几梁，入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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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境北部，为黄门乡薛家堡梁；再西南斜行，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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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走向，到红堡乡王家嘴头临后川河东岸而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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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公里，平均宽４．５
#( -.mrÍÎ $,"公里，面积７２
-.mÏÐ '! 平方公里，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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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５￣２００４米。薛家堡梁最高，海拔
２００４米。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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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高，南北两端渐低，为黄土梁峁地形。大部分
¶KmV<ØÙmI_`Gz|w] E¶ç

形复杂，雨量较丰沛，植被类型多，次生林、灌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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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田，植被稀疏，清张三级铺油公路沿梁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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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支有黄家梁、薛家堡梁、甘草河梁、旧城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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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道梁、将台山、轿顶上、集翅坡、田家山、月台山。
345 山名。又名万紫山。位于清水县南部
!"] }"!] $%µj)V¶
花石崖
!+ -.@sm ê<Ã0!Ý+<
２８公里的涧沟河下游，渭河北岸盘龙山中段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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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较广。

向支峰南坡，陇东乡土寨子村。相传为《西游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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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科梁
,-.( 山名。又名玉屏山。起点在今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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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县东北陇山分支卧虎山南向分支，沿张家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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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到清水县松树乡
碾李村入境，经椅子山、桐林

唐玄奘取经途中大战黄木狼的宛子山。山势陡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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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１８２３米，濒临渭河，相对高差
６２０米，有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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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门梁 、土门梁到新化梁，从金集镇窑店村出

石洞山
46) 山名。位于清水县东部山门乡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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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终于麦积区，南临渭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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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面积７６３平方公里。横贯清水县西北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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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松树、王河、玉屏、白驼、远门、红堡、土门、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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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镇）。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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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郭川、金集等
１５００￣２００４米，

的南岩山，地处高桥河以西，盘龙山分支仓眼梁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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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７８
!#'+米）、盘龙山（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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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莜麦梁（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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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秦乐山、石洞山（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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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乔家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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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６
麦垛山
、草窝子梁、黑山梁、花石崖、丁环岭、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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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牛头山、二房山、笔架山。均系土石中山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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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彩塑、题记等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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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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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原有明清时期的青岩寺、乐楼等

建筑。山崖西南角有岩洞，中悬巨石，原为清水＂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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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之一，有＂古洞悬石＂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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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峰为白驼乡黑山顶，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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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山体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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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走向，中部高，东西渐低，为黄土梁峁地形。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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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缘、秦岭山脉西端，位于中国地理和气候的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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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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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秒（１￣２级），西部较大，东部较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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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风速极值为
级或以
') Ø.& À;Äæ& ')
Â%Ô(g２４米／秒。年平均大风（８
上）日数
天，西部较多，东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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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
./ 自然环境要素。天水市年平均日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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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
小时之间，日照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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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１９１０．８￣２２１３．２
５０？？日照时间西部多，东部少。夏季日照时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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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小时，占全年日照总数的
３０．６？？？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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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带。东北面有六盘山，北部有华家岭，南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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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占
２６．６？？？季为 )&"
４８０小时，占
２２．６？？？季

秦岭。由于六盘山和华家岭的阻挡作用，北方冷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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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２０．２？？平均每天日照时数５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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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４２０小时，占

气南下时，基本沿华家岭和六盘山移向陇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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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强冷空气南下，进入天水的冷空气强度也
xy_znoX/pb {|&'ZnoXz}~

$ Óqb».& )４小时。太阳总辐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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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小时，秋季每天
夏季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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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９４．１２￣５５８３．６６ 兆焦／平方米。

会减弱。冷空气入侵频率相对低，强度弱，因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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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量
01 自然环境要素。天水市境内的总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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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天有七成（整个天空的成数按十成算），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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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月略少。低云量平均每天有三至四成，１月和
１２月略少。各县区年平均晴天（日平均云量小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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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特征
%&'( 地理环境。天水市位于甘肃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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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东接陕西，西通巴蜀，北与平凉、定西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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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与陇南接壤。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坡、黄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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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大风、沙尘暴天气的次数少。由于南侧秦岭的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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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加上夏季处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北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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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以南的高温气流进入天水后减弱，形成了天
水＂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气候特点，属暖温带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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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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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日数
¡ëà ４３．４￣６８．１天，阴天（日平均云量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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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要素。天水市夏无酷暑，冬无
µ¶·$¸¹ &'(¥¨©b¤¥
气温

湿度
23 自然环境要素。天水市各县区年平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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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寒，春温高于秋温。季与季之间的温差普通年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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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冬春间温差最大，达
１３℃。年平均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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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湿度为
６６？１？？东北部的张家川县、清水县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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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对较大，西部和北部的武山县
、秦安县湿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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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ÅÆÆÇ.cÀ;ÄX １２℃左右，关山
!'!ÈÉbÊR 对较小。全市各县区最小相对湿度仅为
１１．１℃，渭河河谷东部年平均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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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武山县、甘谷县南部高寒山区年平均气温
周年变化是夏秋较大，其中９月最大，高于年平均
ÈÉC XÀÎ¾２４．８￣２５．８℃，秦安县较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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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气温年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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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９℃；张家川县较小，为
２３．７℃。极端最低气

( １０？？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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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７０？０？？冬春较小。最小月一般
ñò* # ð=) ðbRDñò* ! ðbg -"/,$"/
出现于３月、４月，山地出现于１月，为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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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年份夏秋季湿度可出现饱和状态，春季则出

+'(%("+!$%)!bÔTÂHX３４．４￣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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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２５．５￣－１７．４℃，极端最高气温
ò* ３０？？干燥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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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 自然环境要素。天水市年平均降水量 现低于
蒸发量
451 自然环境要素。天水市各县区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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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南

部山区及关山山区年降水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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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米以上，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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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甘谷县及秦安县大部不及
毫米。降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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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变化大，最大年降水量
毫米，最小年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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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Ö ２４２．７毫米。降水日数小雨日数为
')'%$ ×Ø Õ'àÓáàg １００天，中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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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０天，大雨３天，暴雨一般年平均不及１天。降
),-毫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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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强度
%, 自然环境要素。天水市年平均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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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压

均蒸发量为１２６０．８￣１６８５．６毫米。蒸发量自东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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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递增。西部的武山县、甘谷县、秦安县蒸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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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东部的清水县
、张家川县、麦积区蒸发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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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春夏之间（４—８
月）蒸发量较大，其中６月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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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大，高于平均值
６０￣７０毫米，秋季至初春蒸发
Ö?Ób!' 月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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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相对减小，１２
678 自然环境要素。日平均气温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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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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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帕（测站记录），年平均最高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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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５．８￣８９６．６百帕，年平均最低气压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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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期为无霜期。天水市河谷川道地区年平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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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气压随海拔高度增高而下降。月平均气压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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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期在
天，其他各县区川区无霜期为
!$",!*& &4bRwÀ;Ä¥TNÛ !("天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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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１９８天内，山区年平均无霜期在１５０
干旱
9: 气象灾害。天水市大气降水及土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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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季节性亏缺，导致春、夏、秋、冬四季中都可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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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干旱时段，尤以春旱、春末初夏旱、伏旱、秋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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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òÛ $ ðbg &!!%) äåbÂHñòÛ １１月，为
!! ðbg
出现在７月，为８１１．４百帕，最高出现在
*""%) 百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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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自然环境要素。天水市主导风向受地形

影响明显，主要为偏东风和偏南风，其中秦州
、麦
ö÷´øbó¸gù2Wù/búUPû=ü
积、甘谷、武山、清水等县区的河谷川道地区主导
ý=+Ç=ÌR=þ'ÿÍwZÆÇÒ!Dwóô
vgù2bPÏÍ=ÑeÒÍZÆÇÒ!Dw
风向为偏东风，秦安县、张家川县的河谷川道地区
óôvgù/ º»"2/b#"ù
主导风向为偏南风。春夏秋季多东南风，冬季多偏
9 ÆÇÒ!Dw$D^ １０
!" ØEZÀ;Ä%
北风。河谷川道地区距地面
米处的年平均风速

TN １５２￣１９８天，张家川县、清水县川区年平均无
!(',!*& &bÑeÒÍ=þ'ÍÒwÀ;Ä¥
霜期

响最大，成为制约天水市农业生产的主要气象灾
÷Âb ¡ggh&'(ijklZó¸XWX
Y LbDm³n«¬goÅ9PÏÍ=ÌRÍ=+
害。干旱地域分布特点为∶渭北秦安县、武山县、甘
ÇÍPk ÂHbXpÎqbúgÆÇÒwü
谷县发生频率最高，灾情较重，其次为河谷川区麦

积区及秦州区，高寒阴湿区清水县、张家川县相对
ýwËPûwbH§A°wþ'Í=ÑeÒÍ?

+ ! +

!"#$%
天水大辞典

较轻。最易发生
、危害最重的是伏旱，平均 !５34
年一
!"# $%&'()*$+,-./012
遇。１９９３年至
%&&& 378 ' 39/0:;<=#
5# "##$ 36２０００年连续８年大旱，历史罕见。
冰雹
&' 气象灾害。天水市每年春夏之交和盛
>?@*# ABCD3EFGHIJ
夏及初秋季节常有冰雹发生。一般初日多发生于
FKLMNOPQRS&'# 4TLUV&'W (４
月中旬，终日在９月初。平均每年出现冰雹７．１
XYZ0[U\ # XL# 12D3]^R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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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中黄土高原和秦岭的交接处。西秦岭蜿蜒西上，
ÌYÍÎkÏIpÐ,HÑÉ# pÐÒÓ0
横亘南部，为黄河
、长江两大流域的分水岭，以北
ÔÕÖ0 Í×(ØÙÚ9Û±,BÐ0Ü
属黄河流域渭河水系，流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
ÝÍ×Û±Þ×Bß0 Û±à{á»Câà{,
８１．７？？西秦岭以南属长江流域嘉陵江水系，流域
'+*).# pÐÖÝØÙÛ±ãäÙBß0Û±
à{á»Câà{, +'*$.#Þ×åÛQæç
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１８．３？？渭河支流主要有牛头

其中各县（区）年平均出现
次。４—８
月是冰 河、葫芦河、散渡河、榜沙河、藉河等。嘉陵江支流
`Yabcde312]^ ０．６￣１．９
×(èé×(êë×(ìí×(î×£# ãäÙåÛ
&*,-+*# _#
(f' X-R
S,V&gh0!f, X-RS]^ij$k,X
雹的多发时段，５—６
月是冰雹出现频率最高的月

有西汉水及永宁河上游段等。干旱少雨，水资源严
QïBKðñ×òh£# ó/~0Bôõö

l# RS&'$V,-mno(pq(rBsb0t
份。冰雹发生最多的是张家川、秦安、清水三县，甘

+÷ø0V312¢B\５１０．１
!+&*+ 0¢Ö
重匮乏，多年平均降水量在
毫米，降雨东南
,&& 
ùÜúûÄ~0 Ywd\ ６００
向西北逐渐减少，中东部山区雨量在
毫米以
!&& #
güý«20
0Þ×Ü«K ５００
上，渭河北部不及
毫米。时空分布不均，主要

谷、武山二县次之，秦州、麦积二区相对较少。初夏
u(vwxb_G0py(z{xd|}!~# LF
西部多于东部，盛夏东部多于西部。
VW0JFVW#
霜冻
() 气象灾害。按出现时期分为早霜冻和
>?@*# ]^g I
晚霜冻，天水的霜冻危害主要是春季晚霜冻。晚霜
0AB,)*-EN# 
!V]^\ $ XZ6
Xl# mno(
冻较多出现在３月下旬至
５ !月份。早霜冻张家川、
+& XYZL0`bd\ +&
rB12]^U １０月中旬初，其他县区在
清水平均出现日期为
１０
月中旬末至
XYZ6 １０月下旬。霜冻使初春和晚秋的农作
+& XZ# LEIM,

*#
物遭到低温冻害。

暴雨
毫米以
*+ 气象灾害。１小时内雨量为
>?@*# + g １６
+, 
上或
 ２４小时内雨量为
%( g ５０
!& 毫米以上均成为暴雨。
2
¡#
ABCU¢B9W£W ５０
!& ,¡12D
天水市日降水量大于等于
毫米的暴雨平均每
% _# `YrBb(z{d12 % 3450
3]^ ２次。其中清水县、麦积区平均２年一遇，
年出现
pyd12 ３年一遇，秦安县、张家川县平均５年
$ 3450pqb(mnob12 ! 3
秦州区平均
450vwb(tub12
345# ¡4T]
一遇，武山县、甘谷县平均+&１０年一遇。暴雨一般出
,f#月，其中以７
X0`Y ) 月发生最多。
X&'$V#
^\６—９
现在

集中在５—９
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
７０？０？？降
®Y\ !f# Xl0á»3¢B,
)&.-'&.0¢
水量的年际差异也较大，常有干旱发生。２０１０年统
B,3þ¶ÿ!!90PQó/&'# %&+& 3"
#0V312$& １２９４
+%#( 0»CV312
计，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毫米，全市多年平均
+!*(,() %
&'0 (2áQ
B ô õ â  １５．４６４７
水资源总量为
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

４４４．７
立方米；加上多年平均入境地表水资源量
(((*) &'/
)V312*Ç°+Bôõ
９．４２７１亿立方米，全市多年平均自产加入境水资
#*(%)+ %&'0 »CV312,-)*ÇBô
源量
亿立方米。天水市水资源的特点主要
õ ２４．８９１８
%(*'#+' %&'#
ABCBôõ,./
有∶一是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大。冬春季
Q04-¢Bgüý«203þ129# ©EN
~0FMNV0E3ºc$f( Xe
(#-!) 0
少，夏秋季多，春播期间（３—４
月）为４９￣５７毫米，
á3¢, +&.450 9M'ØNO
占年降雨量的１０？？右，大秋作物主要生长季节
c,f' Xe %%+-$&&
0á3¢, !&.4
（６—８月）为
２２１￣３００毫米，占年降雨量的
５０？？
50E(F(M(©6á3¢,
+#*'.(()*).(
右，春、夏、秋、冬分别占年降雨量的１９．８？？４７．７？？
$&*(.I
%*+.# x-°+B3þ1290güý
３０．４？
２．１？？二是地表水年际变化大，时空分布

,- 气象灾害。２４
>?@*#%(小时内降温
g¢１０℃以上，最
+&!0$
«20ÇóåÛ789:;<=# !f# X>B
寒潮
不均，境内干支流基本上无调蓄能力。５—９
月来水
>!(!¤¥ ¦§# ABC,¦§]^
á»3?Û, )&.-'&.0¨V@BAB]
低气温≤４℃者称为寒潮。天水市的寒潮主要出现
量占全年径流量的
７０？０？？且多以洪水形式出
\EN $ X(( XKMN １０月、１１月，且４月发生
+& X(++ X0¨ ( X&'
^# s-°BCBDEF0:O<=¶0GH
在春季３月、４月及秋季
现。三是地下水含水层厚度小，调节能力差，补给

频率高于３月，冬季出现寒潮的次数不多。春季寒
ijkW $ X0©N]^¦§,_ª«V# EN¦
潮明显集中在
日至 !５月中旬。从地域看，
§¬®Y\３ $月
X ２５
%! U6
XYZ# ¯°±²0
武山县发生最多，其次是张家川县，秦州、麦积二
vwb&'$V0`_-mnob0py(z{x
区及秦安县、清水县相对较少。寒潮时期气温的低
dKpqb(rBb|}!~# ¦§g>,
³ª´µX,X12> '.-+&!0
`Y (４
值数要比当月的月平均气温低
８？０℃，其中
X!¶ +!*'!# % X !!# %( g$9¢³
月较差为１５．８℃。２月为５℃。２４小时最大降温值为

不足且与地表水交替强烈。黄土山丘区地下水除
«I¨J°+BHKLM# ÍÎwNd°BO
少部分供人畜饮用外，基本上无开采意义。四是河
~P(QRST07U9VWXY# Z-×

水含沙量大，水污染严重。
BCí90B[\ö+#
地表水
34" 地理环境要素。地表水资源量计算
°ÅÆÇÈ# °+Bôõ#]
WS +#!,f%&&&年甘肃省水文局编制的《甘肃省
3t^_B`abc,dt^_
采用１９５６—２０００
BôõefghBôõ:ijklmn, o# A
水资源综合规划水资源调查评价报告》的成果。天

+!*#!0(' g$9¢³
+!*)!0$94_¦§
BCV312,-°+Bôõ １５．１７３５
+!*+)$! %&
１５．９℃，４８
小时最大降温值为 １５．７℃，最大一次寒潮
水市多年平均自产地表水资源量为
亿立
¢·１３．９
+$*# 厘米。
¸#
降雪
./
雷电

>?@*# ABC312¹¡Uª\
气象灾害。天水市年平均雷暴日数在

１３．８￣２７．８
天之间。张家川县是全市雷暴最多的地
+$*'-%)*' AGº#
mnob-»C¹¡$V,°
d0312¹¡Uª¼ ２７．８
%)*' A½pyd$~031
区，年平均雷暴日数达
天；秦州区最少，年平
A# ,vwb(tub2 %+*& A0
2 +$*'天。西部的武山县、甘谷县均为２１．０天，
均为１３．８

秦安为
天，清水县为 ２３．４
pq １９．９
+#*# 天，麦积区为
A0z{d １５．４
+!*( A0rBb
%$*(
天。雷暴的活跃期一般起始于５
月出现
A# ¹¡,¾¿4TÀÁW !月份，６—８
Xl0,f' X]^
最多，９月份以后显著减少。
$V0# XlÂÃÄ~#

" 文
0
水

'0`YÍ×Û±Þ×Bß #*!,$# 亿立方米，占
%&'0á
方米，其中黄河流域渭河水系９．５６３９
»CV312,-°+Bôõ,
,$.0
ØÙÛ
全市多年平均自产地表水资源量的 ６３？？长江流
!*,&#, %&'0
á»CV312
±ãäÙBß ５．６０９６
域嘉陵江水系
亿立方米，占全市多年平均
,-°+Bôõ,
%).#
ABC*ÇB
自产地表水资源量的 ２７？？天水市入境水主要为
vwÞ×óÛ(ìí×0tuêë×0pqèé×0
武山渭河干流
、榜沙河，甘谷散渡河，秦安葫芦河，

全市多年平均入境水资源量为
#*(%)+ 亿立方米。
%&'#
»CV312*ÇBôõ ９．４２７１
出境水主要为麦积区渭河、嘉陵江支流及秦州区
]ÇB z{dÞ×( ãäÙåÛKpyd
嘉陵江支流。全市多年平均出境水资源量为
ãäÙåÛ# »CV312]ÇBôõ
２２．８３７１亿立方米。全市多年平均自产加入境地表
%%*'$)+ %&'# »CV312,-)*Ç°+
Bôõ２４．６００６
%(*,&&, %&'0`Y0,-°+Bô
水资源量
亿立方米，其中∶自产地表水资
õ １５．１７３５
+!*+)$! %&'0á
源量为
亿立方米，占,+*).½*Ç°+B
６１．７？？？境地表水

#*(%)+ %&'0
á $'*$.#
Í×Û±
ôõ ９．４２７１
亿立方米，占
３８．３？？黄河流域
"12 地理环境要素。天水市地处六盘山、
°ÅÆÇÈ# ABC°ÉÊËw( 资源量为
水资源

0 ! 1
－８－

!"#$
自然地理

１８．９９１０
７７．２？？？江流域 ５．６０９６
亿
!"#$$!% 亿立方米，占
!"#$%& &&#'('()*+
)#*%$* !
"#$,& ''#"(立方米，占２２．８？？
地下水资源量
%&'()*地理环境要素。２０１０
./0123- '%!%年，天水
4,56
)#!)+&亿立方米／年，其中
!"#$,4,>?
7.8596:;<=５．１５３７
市地下天然水资源量为
+#--%- !
" # $ ,4 % ( ) * + =
@ A * + = ３．４４０４
黄河流域为
亿立方米／年，长江流域为
１．７１３３
亿
!#&!++ 亿立方米／年。地下水净资源量为
!"#$,4- .86B:;<= ０．２９１２
%#'$!' !
"#$,4%CDEFA*+- .86:;GH6I
立方米／年，全部在渭河流域。地下水资源受降水补
给和赋存条件的限制，在降水量丰富的秦岭山地
JKLMNOPQR, EH6<STPUVW.
.8659IJ<ST, EAXY..86Z.
地下水天然补给量丰富，在河谷盆地地下水与地

表水转化关系密切，它为河谷潜水的开发和多次
[6\]^_`a% b=AXc6PdeKfg
hidjklmnopq重复开采提供了科学依据。

!&)*+,渭河源头鸟鼠山
6_yüåý*５８)"条，二级支流
N,Oåý* １０９
!%$ 条，三级支
N,Håý
水系有一级支流

水环境与水质
'+,-'. 地理环境要素。天水地处黄
./0123- 56.r@ 流*８５
１７ N条。其中天水境内
５００ ³#
平方
")条，四级支流
N,Påý* !&
>?561M )%%
As()tu*+%A*vf%6_ew%A;.x 公里以上的一级支流，北岸汇入的有散渡河、葫芦
河、长江两大流域，河流众多，水系发达，河源地貌
BCQRPüåý*,(SA3Py¢£AsTU
有黄土丘陵、石山林地等类型，流域土壤类型
、地 河、牛头河、通关河等，南岸汇入的有榜沙河、大南
y@z{|s}W~.,*+zs.
As8VAsW^A,¨SA3PyXYAsu¨
质结构变化繁杂。因此，河流水化学类型有明显的
 ]- ,A*6]oyP 河、藉河、颖川河、东岔河等。２０１０
年统计，境内年
AsZAs[©As-7A- '%!% 4\],1M4
地域性分布特征。从全市总体情况来看，长江流域
.+- C7,()*+ 径流量为１２３６７
^*<= !'+*&万立方米，平均径流深度
Ê"#$, ³^*_１．０６
!#%* Ê
万
水质较好，矿化度和总硬度均低于黄河流域。黄河
6,]K @A*+- @A
流域矿化度和总硬度均较高，其中，散渡河矿化度
*+]K¡,>?,¢£A]
K¤¡w４７８０
-&"%毫克／升和１４５５
¥¦,§K !-))毫克／升，
¥¦,§,
和总硬度分别高达

渭河矿化度和总硬度为
毫克／
&!&毫克／升和
¥¦,§K ３９８
+$" ¥¦,
FA]K=７１７
§- FA¨A©6]o= ＳＮａｌＩ型，离子总量
./011 ,ª«<
升。渭河南河川水化学类型为
'% ¬８０年代为
"% 4®=６２７毫克／升，９０年代为
*'& ¥¦,§,$% 4®= ９２０
$'% ¥
２０世纪
毫
4®¯°ª«<±²m '$+
¦,§,$% 4®Z "%
克／升，９０年代与
８０年代相比离子总量增加了
２９３
毫克／升。长江流域总体水质较好，水化学类型为
¥¦,§- ()*+6, 6]o=
22011型，平均矿化度约
,³]´ ２６０
'*% 毫克／升，总硬度
¥¦,§, !*)
ＣＣａＩＩ
１６５
¥¦,§毫克／升。

!"#"$%
滑河南河川
段

地热
%/ 地理环境要素。天水市共发现地下热
./0123- 567µe¶.8·

水异常区
6¸¹º５处，其中武山县、清水县、麦积区街亭
) r,>?»W¼s½6¼s¾¿ºÀÁ

毫米，年平均流量为
立方米。年径流量大于
¥$, 4³*<= ２４．７
'-#& "#$4^*<u
１０００
２２ N条。其中一级支
!%%% 万立方米的一、二级支流
Ê"#$PüsOåý* ''
>?üåý

镇的温泉已开发利用。麦积区街亭温泉可采资源
ÂPÃÄÅdeÆÇ- ¾¿ºÀÁÃÄÈj:;
*yXYAsW`Asu¨AsaAs¢£AsZAs
储量有
万立方米，两口自流井日涌量均为
É<y １５０４
!)%- Ê"#$%
tËÌ*ÍÎÏ<= 流有榜沙河、山丹河、大南河
、聂河、散渡河、藉河、
TUAs8VAsbcA$W^Ads[©As-e
+*%%立方米，且富含人体所需的钙、镁、钾、纳、氟、
"#$%ÐTÑÒÓÔPÕsÖs×sØsÙs 葫芦河、牛头河、马鹿河（通关河）、颍川河、东柯
３６００
As-7A １２条，二级支流有清溪河、南沟河、清
!' N,Oåý*y½fAs¨gAs½
ÚsÛsÜª«%ÝÇÞß¡- à áÃÄâ
河、东岔河
锶、钡、硫等离子，医用价值较高。由于该温泉位于
6AshAs+iAs¨iAs0©AsjAsòó
¾¿Wãä ５Ａ
)3 级景区，已初步取得了较大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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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河、显亲河、西小河、南小河、后川河、樊河、汤浴
麦积山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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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îKïðíî- ñ4½6òóÃÄôõöm 河、白驼河
效益和社会效益。近年来清水汤浴温泉也进行了
１０N条。其中年径流量大于１亿立方米
的河流有榜沙河、藉河、葫芦河、牛头河
４ N条。渭河
PA*yXYAsZAsTUAs8VA
FA
÷øde规模开发。
*+DEU6s¾¿Oº(D.+K»WsþXs
01 河流名。是黄河的第一大支流。发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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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
流域包括秦州、麦积二区北部地域和武山
、甘谷、
þÿ!F;¼"#W$%& ３４９５米）北侧，干流由
+-$) $'(),**à
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海拔

Ums½6snä©o¼CD.+秦安、清水
、张家川五县全部地域。

+,-*ë.+7PF;s/+t¼0,Ì»W¼
西向东流经定西市的渭源、陇西两县后，自武山县

桦林乡进入天水市辖区，途经武山、甘谷县和秦
1~2õ35674º, 5ë»Ws þX¼KU

州、麦积两区，于麦积区东岔镇牛背村出境进入陕
6s¾¿tº, ¾¿º-7Â89:;1õ3<
西省宝鸡市，在渭南市潼关县港口镇汇入黄河，全
+!=>7,EF¨7?^¼@ËÂA3@A,C
长(８１８
"!" 公里，流域包括甘肃、宁夏、陕西三省区，总
BC,*+DEþÿsFGs<+H!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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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１３．４８万平方公里。其中甘肃省占
４４．１？？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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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回族自治区占６．１？？陕西省占
４９．８？？渭河在天
FA
671M*N '&! BC,³°H !#'&!水市境内总流程２７１公里，平均比降
１．２７？？渭河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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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渭河麦积段

!"#$%
天水大辞典

! ! 榜沙河
&'( 河流名。渭河在天水境内的第一条
!"#$ %!&'()*+,-.

床平均宽度
１．３？？多年平均流
µcfÐÑ１３
%! 米，河床比降为
>?!µgh® %&!!?ijcf"

支流，发源于岷县境内东南部的岷峨山闾井，河源
量l１．６７
立方米／秒，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
０．８２ mnd
亿立方
%&') nd>,±?ijcfjk"l
/"012345)*678+49:;<0!2
高=３２４０
!"#$ 米，由南向北西流，上游称下河里、闾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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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IJK!0LM
、黑虎河，行程 #%&'
４１．６NH$
公里。过红崖后转北东流，在
OPQRSB6"?&
９３．７公里处纳漳河，于武山县鸳鸯镇汇入渭河。干
(!&) NHTUV!?3W:5XYZ[\%!$ ]
流全长
"^_１６９．３公里，流域面积３５９７平方公里，河口
%'(&! NH?"`ab !*() cdNH?!e
高
１５３２米，平均比降
１２．６？？多年平均径流量
= %*!" >? cfgh %"&'!?
ijcfk"l
５．３３
*&!! 亿立方米。武山县境内流程
mnd>o W:5)*"M２４
"# 公里，流域面
NH?"`a

米。流域内几乎全为黄土覆盖，植被差，水土流失
>$ "`*ÒÓ^®ÔÕÖ×?Ø?(Õ"Ù
严重，多年平均侵蚀模数为
ÚÛ? ijcfÜÝÞß®８５６０
+*'$吨／平方公里，为
à,cdNH?®

!)+ cdNHp (lqr?stuvwxyz?
积b３７８平方公里。水量充沛，受季节气候影响小，
{s|}~)?DE ??
未受城市环境污染，且上游植被较好，含泥沙少，
1(2p 
可以灌溉沿岸农田和梯级开发水力资源。沿岸涉及

１０９０
%$($公斤／立方米，多年平均输沙量
Nû,nd>?ijcfül１６２０
%'"$ 万吨。
àp

! Z?e３．３８
!&!+ 万人，耕地面积０．８８万亩。
0 ab $&++ ¡p
３个乡镇，总人口

为®２６６．８
平方公里，河道干流长 ３１．０５
公里，沿岸
"''&+ cdNH?!þ]"_
!%&$* NH?
 ３个乡镇，总人口９．４６万人，耕地面积２３．６２
! Z?e (&#' ? ab "!&'"
涉及
¡p jk"l０．１１亿立方，年输沙量
$&%% mnd?jül ９３．８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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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年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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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上游各支流之最。中下游两岸毛沟发达，分差

率高。地下水匮乏，矿化度高，碱度大，部分地段河
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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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不能饮用和灌溉，河床由黏土和沙石组成。散渡
!â¾"lçú %+$$ 立方米／秒，最大含沙量
nd>,±? â¾l
河最大流量可达到１８００
,-( 河流名。发源于通渭县榜罗乡，于甘
!"#p 123º%5£ý?3Ã
清溪河
Ä5ÅÆZ¾Ë©[\øù!p )*"`ab
谷县安远镇大王村汇入散渡河。境内流域总面积

#.( 河流名。属渭河一级支流。发源于岷
!"#p ¢%!-/"p 1234
大南河
5?&W:5Å7ÿ©\)?ª!Z[\%
县，在武山县沿安乡南川村入境，至洛门镇汇入渭
!p ]"^_５６．９
*'&( NH?"`ab
'"%&)* cdN
河。干流全长
公里，流域面积６２１．７５
平方公

里。在武山县境内河长
公里，流域面积为
H p & W : 5 ) * ! _ ４４
## N
H? "`ab®
*"$&+* cdNH?gh®
５２０．８５
平方公里，比降为%(&*!?ijcfjk"
１９．５？？多年平均年径流
$&+( mnd?
ijcf"l®２．８３
"&+! 立方米／秒，
nd>,±?
量l０．８９
亿立方，多年平均流量为
â""l® ０．８４
$&+# nd>,±?
ijcf¯°(l
最枯流量为
立方米／秒，多年平均自产水量
)$')&( nd
>? )* ij cfj ü Þß®
７０６７．９
万立方米，境内多年平均年输沙模数为
!*!% à,cdNH?jül®１８４
%+# 万吨。
àp
３５３１吨／平方公里，年输沙量为

武山县境内榜沙河
!"#$%&'(
)(河流名。属榜沙河的一级支流，发源于
!"#p ¢£!+-/"0123
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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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县木寨岭，在武山县在楼乡高尧村入境，至丁家
[\£!0^_９７．３
()&! NH0"`ab®
门汇入榜沙河，全长
公里，流域面积为 %!)*&(
１３７５．９
cdNHp
W:)*!_
%#&$
NH0
"`ab
平方公里。武山境内河长 １４．０ 公里，流域面积

１０１．８平方公里，多年平均自产水量
万立方
%$%&+ cdNH0 ijcf¯°(l６５２．５
'*"&* nd
>0cf"l '&#' 立方米／秒，水源稳定性较好，河
nd>,±0(2²³´ 0!
米，平均流量６．４６
µgh® %"&*!p
床比降为
１２．５。
*+( 河流名。是渭河的主要支流之一，发
!"#p ¶%!+·¸/"¹-01
散渡河
23º%5»¬¦¼½¾:-¿?ÀÁ½Z?Â
源于通渭县华家岭和牛营大山一带，经马营镇，从

甘谷县安远乡魏家嘴流入，至新兴镇大王庄汇入
ÃÄ5ÅÆÇ¬È"\? ªÉÊZ¾ËÌ[\
渭河。通渭县以上叫牛谷河，河长
%#" 公里，流域
NH?"`
%!$ º%5DÍ¼Ä!?!_１４２
ab "#+* cdNH$ !"ÎÏÃÄ5?&ÃÄ5
面积２４８５平方公里。河流穿越甘谷县，在甘谷县
)*_４３．８公里，流域面积
#!&+ NH?"`ab *)'&*#
cdNH$ !
境内长
５７６．５４平方公里。河

武山县大南河一角
!"#)*+,葫芦河
/0( 河流名。古名瓦亭水或长离水，俗称
!"#p ##$%(&_'(?(F
陇水，因河床狭窄多曲折，形似葫芦得名。发源于
)(?*!µ+,i-.?/0123#p 123

./+012
散渡河流向图

34#567+8
秦安县城葫芦河畔

!" －- １０－

自然地理
!"#$
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的月亮山大泉沟垴，河源
!"#$%&'()*+,-./0123 45
高6２５５０米，由北向南流经静宁县、庄浪县后，从秦
!""# 7389:;<=>!*?@A*B3CD
安县安伏乡李河村入境，于麦积区三阳川汇入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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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流全长
万平方公里。
U<VW２９６．３
!$%&' 公里，流域面积
XY3<Z[\ １．０７
(&#) ]^_XYT
在天水市境内涉及甘谷、清水
、秦安、麦积 *４ j*
个县
`abcKdefgh?ib?DE?MN
区，市境内流域面积
２３４６．８３平方公里，干流长度
'3cKd<Z[N !'*%&+'
^_XY3U<Wk
l ５８．５１
"+&"( XY3mn,DE*<Z[N
(*$' ^_X
为
公里，其中∶秦安县流域面积１４９３平方公
里，河道干流长度
公里；清水县流域面积 ("(
１５１
Y34oU<Wk ４０．２
*#&! XYpib*<Z[\
平方公里，甘谷县境内流域面积
２４７．２１
平方公里，
^_XY3gh*Kd<Z[\ !*)&!( ^_XY3
麦积区流域面积１０４．２５平方公里，干流长度
(+&'(
M\'<Z[\ (#*&!" ^_XY3U<Wk １８．３１
公里。葫芦河河口高程
２．９３？？
XYT qr44s6t １１３３米，平均比降
(('' 73^uvw !&$'!3

安县境内流域面积
E*Kd<Z[\３１６
'(% 平方公里，干流长度
^_XY3 U<Wk ２４．１
!*&(

XYT
公里。

显亲河
()' 河流名。又作显清河。发源于通渭县
4<±T áâi4T ¸5LãS*
吉川镇，于秦安县叶堡镇汇入葫芦河。总流域面积
äQ¥3LDE*åæ¥RJqr4T ç<Z[\
)%+&( 平方公里，干流全长
^_XY3U<VW "+&+
Kd<Z[
７６８．１
５８．８XYT
公里。境内流域面

积３６６
公里。沿岸涉及秦安
\ '%%平方公里，干流长
^_XY3U<W ３４．１
'*&( XYT
èefDE
* ' jG¥3çés ９．２万人。耕地面积
$&! ]éT êë[\ !)&(*
]
县３个乡镇，总人口
２７．１４万
ìT yz<{０．２８
#&!+ 亿立方，年输沙量
|}_3y { '))
]T
亩。年径流量
３７７万吨。
*+' 河流名。发源于清水县远门乡，于秦
4<±T ¸5Lib*íîG3LD
南小河

安县兴国镇丰乐村汇入葫芦河，涉及清水、秦安
E*ïð¥ÔñIRJqr43efib?DE !２
*3 ç<Z[\ ３４２平方公里，干流全长
'*! ^_XY3 U<VW２６．９
!%&$ X
县，总流域面积
公

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里。其中∶秦安县境内流域面积
"&#'亿立方米。最大洪水流量∶
|}_7T ~/b<{
!$# 平方公里，干
^_XY3U
xy^uyz<{５．０３
YT mnDE*Kd<Z[\２９０
１９７３
<W２５．５
($)' 年４月
y * ,２８日为
!+ l３５６８
'"%+ 立方米／秒。最小枯水流
}_7-T ~b< 流长
!"&" XYp
ib*Kd<Z[\
公里； 清水县境内流域面积 "!
５２ ^_X
平方公
l０．００３
#&##' }_7-T
xy^
(&* XYT
òóDE*Ì3èef % G
{($)* y ) ,１９($日为
Y3U<W １．４
量∶１９７４年７月
立方米／秒。多年平
里，干流长
公里。穿越秦安县城，沿岸涉及６
乡
均输沙量
万亩。年径
u {６９６７．５
¥3çés +&'* ]éT êë[\ ((&#$ ]ìT
%$%)&" 万吨，平均侵蚀模数７１０５
]3^u )(#"吨／年·
-y 镇，总人口８．３４万人。耕地面积１１．０９
yz
平方公里。汇入支流有清水河、显亲河、西小河、南
^_XYT RJ<ib4?4?(4?; 流量
<{０．１９
#&($ 亿立方，年输沙量
|}_3y { ２０６
!#% 万吨。
]T
小河等。上游降雨，河水暴涨暴落，含泥沙量大，对
西小河
4T w34b3{/3
,+' 河流名。发源于甘谷县大庄乡青林
4<±T ¸5Lgh*/@Gôõ
下游河岸冲刷强度大，河床不稳定。１９５４
沟一带，于秦安县西川镇汇入葫芦河。涉及甘谷、
4k/34 ¡¢£T ($"*年夏，于
y"3L
1¶ö3LDE*(Q¥RJqr4T efgh?
OPQn¤¥¦§3¨©ª«T ($)! y % , ("日、
?
DE ２县，总流域面积
! *3ç<Z[N '%%&!(
^_XY3U<VW
三阳川中滩镇决堤，损失惨重。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５
秦安
３６６．２１平方公里，干流全长
($+! y７月１９
) , ($日两次出现断流。
¬®¯°<T
*(&* XYT mnDE*Kd<Z[N (($ ^_X
１９８２年
４１．４公里。其中∶秦安县境内流域面积１１９
平方公
Y3U<W ()&+
%&' 河流名。古名略阳川水。是葫芦河第
4<±T ²±³PQbT ´qr4µ
!*)&!(
清水河
里，干流长
１７．８XYpgh*Kd<Z[N
公里；甘谷县境内流域面积 ２４７．２１
¶·/<3
¸5L¹ºQ*¹»¼G½¾¿À
^_XY3U<W
!'&%
XYT
è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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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一条大支流，发源于张家川县张棉驿乡石庙子梁 平方公里，干流长 ２３．６公里。沿岸涉及２县的 "５个
Á9+ÂÃ¿¤3:(;<=QÄ?ÅÆ?ÇÈ?É
((&'+ ]éT êë[N４４．４５
**&*" ]ìT
y
G¥3çés １１．３８万人。耕地面积
以北的烂肚子滩，向西南流经川王、连五、马关、龙
乡镇，总人口
万亩。年
山
、大阳 "５ GÊDE*ËÌ¥?ÆÍG?ÎÏ¥B3
乡和秦安县陇城镇、五营乡 、莲花镇后，
.?/P

uz<{０．１５
#&(" 亿立方米，年输沙量
|}_73y { (#(
]T
均径流量
１０１万吨。

%;Ð9<J@A*bÑ43BÒJqr4T Ó<
-'河流名。又称藉水，古名洋水、席水。发
4<±T á÷øb3²±ùb?úbT ¸
自南而北流入庄浪县水洛河，后汇入葫芦河。主流
藉河
VW
+(&"
XY3
<Z[\
++(&%
^_XY3
vw
5Lûgh*;üDýÓþÿ!ý9"É#.3
全长 ８１．５公里，流域面积 ８８１．６ 平方公里，比降 源于今甘谷县南部秦岭主脉瘦驴岭北麓龙台山，

６．１９？？？多年平均流量
立方米／秒；最大流量为
%&($!3xy^u<{２．１２
!&(! }_7-p~/<{l

９．５２
$&"! 立方米／秒，最小流量为０．０１立方米／秒，多年
}_7-3~<{l #&#( }_7-3xy
平均径流量
^uz<{６７００
%)## 万立方米，年输沙量
]}_73 y {２１５
!(" 万吨，
]3

河源高
456 ２４５０米，经甘谷县古坡乡杨家坪村进入秦
!*"# 73=gh*²$G%º&I'JD
州区关子镇石川、七十铺村，藉口镇六十铺、五十
('È¿¥½Q?)*+I3øs¥,*+?Æ*

+3-./¤01º4R233B8(:4<=5
铺，至白草滩与金家河汇合，然后由西向东流经太
ÔbÕ+ )Ö$ ,×５０？？上。有一级支流
"#.ÁT ¶Ø< １７条。
() ·T 京乡，至王家磨村与南沟河汇合后进入秦州城区，
6G3-Äº7I0;14R2B'JD(Ì'3
丰水期的７—９月占
ib4`ÙÚÛÜÝÞ¯ß3 ÞàÕl７５)"天。
aT
清水河在冬春季节有结冰现象，冰凌期为
Kdef¹ºQ?DE ! *3<Z[\ %%%&+)
^_
境内涉及张家川、秦安２县，流域面积
６６６．８７平方
XY3U<Wk %)&$
mn¹ºQ*Kd<
公里，干流长度
６７．９ XYT
公里。其中∶张家川县境内流
Z[\３５０．８７平方公里，干流长度
'"#&+) ^_XY3 U<Wk ４３．８
*'&+ XYpD
域面积
公里；秦

!"#$%
藉河天水湖

在县家路进入麦积区，于麦积区二十里铺峡口村
`*º8'JM\'3 LM\'9*Y+:sI
;JS4T U<VW ((*&(' XY34s6 １０９０米。
(#$# 7T
注入渭河。干流全长１１４．１３公里，河口高
河流横穿天水市区，涉及甘谷、秦州
、麦积３
个县
' j*
4<<òabc'3efgh?D(?M\
'3<Z[\ (!)%&)' 平方公里。其中∶甘谷县境内
^_XYT mngh*Kd
区，流域面积１２７６．７３

张家川县清水河一角
&'()*$"+,

(!"&! ^_XY3
U<W !!&#"
XYpD
<Z[\１２５．２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干流长
２２．０５公里；秦

!! 0
－/ １１－

!"#$%
天水大辞典

州区境内流域面积１０３０．７
８２公
河口高程
６．６４？？多年平均年
GÀàú １０７２米，平均比降
!"#$%&'( !"#"$%平方公里，干流长
)*+,-.%/ &'
+
!"%' ;K)7OJ ($(-!K<6)76
里；麦积区流域面积
!'"$&# )*+,- .24
,0 1("2&3(１２０．８３平方公里，干流长
１０．０８
６７．７７毫米，多年平均径流
!"$"& 公里。年均径流深
+,5 67829 (%$%%
:;-<6)782
量=１．３亿立方米。主流郑家集以上河床比降３３．３３？？
!$# >?*@5 A2BCDEFGHIJ##$##)K
河谷宽
米，以下河床比降
５．９９？？河谷宽
*"" ;
- E N G H O J *$++)
K GLM
G L M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１７００米，流域内大部分地区属黄土梁峁沟壑
!""",!%"" ;K%&$PQRS"TUVWXYZ
"K[\]^K6)7_`= -%#$-#
cG2
区，植被稀疏，年平均输沙量
４７３．４３ab5
万吨。藉河流
域水源稳定性较差，径流年内随季节变化明显，枯
&defghijK8k6lmnopqrs-t

径流量
亿立方米，年输沙量为５５２
万吨，平均
!$+ >?*;K6_`=²
**' abK)7
82=１．９
侵蚀模数
吨／年·平方公里。１９７２年８月
１２
ûüýþ ３０００
#""" b.6
ÿ)*+,5 !+%' 6 & ! !'
日—２３
年６月、１９９９
年２
"#'# 日河水断流。以
"Gd x2 5 E １９９６
!++( 6
( ! !+++ 6
'
!'""" 6 % !x2²$%5 ÜÐGF&[\i
月、２０００年７月断流最为严重。牛头河上游植被较
'KGd)()*`=i+KGHOJPK,
好，河水平时含泥沙量较小，河床比降大，有利于
å2-d./01K ~23Ý14í`5
自流引水灌溉及发电，已建成的电站有白沙、李
沟Y+ËØË5
、小泉、清泉等。

6z{vwxk|}~
duvwx%5 y !+(!
水期出现断流。从
１９６１年首次出现断流至今已有
!# {K4{4 ９０天之久；丰水期流量增大，
+"  0du2=PK
１３次，最长一次长达

最大洪峰流量
立方米／秒。主要支流有金家
P2= ３６９０
#(+" ?*;.
A2C

河GYGY)YG
、南沟河、普岔沟 、平峪沟、罗峪河等。
南沟河
、赤峪河，是藉
&'(河流名。古名黄瓜水
G2 UdG-c
GP2- e!" ¡¢£¤¥
河南岸最大支流，发源于秦州区齐寿乡稍子坡火
焰山，由南向北流经秦州区齐寿乡
、皂郊镇，于天
¦§K¨©ª2«!" ¡¬®K
水郡汇入藉河。流域面积为２３７．４８平方公里，干流
d¯°±cG5 2&3(² '#%$-& )*+,K.2
长２７．１公里，河道平均比降
１９．９？？年径流量 "$#
０．３
4 '%$! +,KG³)7OJ !+$+!K682=

亿立方米，年输沙量
>?*;K6_`=９０．７
+"$% 万吨。
ab5
)*( 河流名。发源于秦州区景墩梁，流经
G25 e!"´µWK2«
金家河
' ¸·"5 ¹2&º(２２５．３８
''*$#& )*+
¶· !２个县区。总流域面积
礼县、秦州
平方公
,K.24 ２９．６
'+$( +,5
»¼l2&º( ２０６．７５
'"($%* )
里，干流长
公里。市境内流域面积
平
*+,K.24½
'%$!
+,K¾2«
!
¸¡®K
方公里，干流长度 ２７．１ 公里，沿岸流经１个乡镇，
'$# a¿K
ÁSº( #$'
682=
¹¿À２．３
总人口
万人，耕地面积
３．２aÂ
万亩。年径流量
"$'&亿立方米，年输沙量
>?*;K6_`=９７．１６
+%$!( 万吨。
ab
０．２８
+,(河流名。古名濠水，全长
G2 !dKÃ4 ２４
'- +,

罗峪河
公里。发

清水县城区牛头河改道汇流开工
&'()*!"#+,-./0
/0( 河流名。发源于张家川县东北部张
G25 e6C7·ÎªQ6
后川河
8¡÷9£WK:06C7Ød ' ２县。境内流域
·5 ¼l2&
棉乡石庙子梁，涉及张家川、清水
º( -&!$%( )*+,K.2Ã4６４．１公里。其中∶
(-$! +,5 ;É<
面积４８１．７６平方公里，干流全长

张家川县境内流域面积３１７．７６
平方公里，干流长
.24
6C=·¼l2&º( #!%$%( )*+,K
-"$"& +,>
Ød·¼l2&º( !()*+
½ ４０．０８
度
公里；清水县境内流域面积
１６４平方公
,K.24½ '#$# 公里。年径流量
+,5 682= ０．２１亿立方米，
"$'! >?*@K
里，干流长度２３．３

eÄÅ§ÆÇCÈK2«!"ÉW¡ÊË
源于凤凰山南麓席家寨，流经秦州区中梁乡
、玉泉

&%$!( 万吨。
ab5
6_`=８７．１６
年输沙量

镇，在天水市城区东桥头注入藉河。
®KÌd»Í"ÎÏÐÑ±cG
牛头河
-.( 河流名。古称桥水或西江，又称东亭
G% ÒÏdÓÔÕKÖÒÎ×

¡@A£ßK :06C= Ød ' ·5 2&º(
乡羊肚子滩，涉及张家川、清水２县。流域面积

1( 河流名。发源于张家川县北部的平安
G25 e6C=·ªQÝ)?
樊河

dØdK²ÙGÚ2 eØd·ÎQ
水、清水，为渭河一级支流。发源于清水县东南部
２４９．３４平方公里，干流全长
'-+$#- )*+,K.2Ã4５３．０６
*#$"( 公里。其中∶张家
+,5 ;É<6C
川县境内流域面积１６８．０６
平方公里，干流长度
=·¼l2&º( !(&$"( )*+,K
.24½
#-$*( +,>Ød·¼l2&º( &!$'& )*+,K
３４．５６公里；清水县境内流域面积８１．２８平方公里，

干流长度
公里。年径流量０．２１亿立方米，年
.24½ １８．５
!&$* +,5
682= "$'! >?*@K6

_`= +#$& 万吨。
ab5
输沙量９３．８

23( 河流名。古名宁阳水，俗称马鹿河、
G25 BCdKDÒEFG
通关河

!"#$%
牛头河一角
§Û®ÜÐ§ÝÞ£ß Geà２０４０
'"-" 米，干流区
@á.%"
山门镇牛头山的芦子滩。河源高

呈弓形，自南向北至阁合口后折转向西，在红堡镇
âãäKå©ª|æçÀèéê©ÔKÌëì®
又折转向南，流经山门、白沙、永清、红堡
乡
Öéê©K 2«§Û í` îØ ëì ４- ¡
ï®ðK y1("ñò®óôõÎö÷øùÑ±Ù
（镇），从麦积区社棠镇柏林村东侧石岭寺注入渭
&*$+ 公里，流域面积１８４６
+,K2&3( !&-( 平方公里，
)*+,K
G5 .2Ã4８５．９
河。干流全长

!" 0
－/ １２－

12#3456
马鹿河沿线风光

自然地理
!"#$
长沟河，发源于张家川县境内陇山西南麓阎家乡
!"#$ %&'()*+,-./0123)4
西北部的糜叶子洼，由西北流向东南，经阎家、马
056789:;<=0>?@A1<B3)CD
鹿２乡和清水县秦亭镇，从长沟河村汇入陕西省
E ! 4FGH+IJK< L!"#MNOP0Q
宝鸡市通关河，再南流经凤阁岭入渭河。全长
７５
RSTUV#< W1?BXYZO[#\ ]! "#
公里，流域面积１１６１
^_<?`ab $$%$ 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
cd^_<efcgh?i
１．７３
亿立方米。流经张家川、清水２个县，流域面
$&"' jkdl\
?B()*CGH ! m+<?`a
积４２９．５
３６．６公里。其中张家川
b ()*&+平方公里，干流长
cd^_<n?! '%&%
^_\ op()*
县流域面积
公里；清
+?`ab２５２．７平方公里，干流长
)+)&" cd^_<n?! ３６．６
'%&% ^_qG
水县流域面积１７６．８平方公里，流长
４３．１４
^_<
H+?`ab $"%&, cd^_< ?! ('&$(公里，

河流含沙量相对较小。天水市内长江流域各河流
#?º²i¨½¾¿\ HT-!?`À#?
均属嘉陵江水系，大都在西秦岭山地分水岭附近，
gÁH<~¯0IZ/HZÂÃ<
海拔
２６２２ cd^_<s]
平方公里，占全
ÄÅ１７００￣２５００
$"--/)+--米，总面积
l<tab )%))
市总面积的
１８．３？？流域内年径流量大于
１０００万
?`-fh?i~' $--r
Ttab7 0,&1!\
立方米的河流有５
Æ<¶§)#CÇÈ#É#g
kdl7#?x +条，即白家河、花庙河（两河均
系永宁河上游段）、红崖河（杨店河）、西汉水、苏城
ÊË#ÌÍCÎÏ#ÉÐÑ#ÍC0£HCÒÓ
#É0£Hw?Í\ IÔ,-H?
河（西汉水支流）。秦州区境内嘉陵江上游水系流
`ab１３４３．１２
$'('&$) cd^_$
uv#?xÊË#C§
域面积
平方公里，主要河流有永宁河、白

家河、苏成河、西汉水及其支流大门河、汪川河、双
)#CÒÕ#C0£H³ow?~Ö#C×*#CØ

多年平均径流量
万立方米，占总径流量的
(,-$&' rkdl<
sth?i7 阎河、稠泥河、峁水河等。麦积区境内嘉陵江上游
efcgh?i ４８０１．３
3#CÙ±#CÚH#}\ Ûb,-
水系流域面积
),&+.\
,-uvw?xy#Cz*#C0"#CD
)$,- cd^_$uvw?x&'Ü
２８．５？？境内主要支流有韩河、草川河、西沟河、马 H?`ab ２１８０平方公里，主要支流有源于利
'&$%
)#C!"#C{)#C|)#}<~6z
Ý47ÎÏ#CÞ*47ÇÈ#}\ fh?i ３．１６
家河、长沟河、白家河
、鲁家河等，大部分地区林草 桥乡的红崖河、党川乡的花庙河等。年径流量
<H ?\
覆盖，水土流失轻微。

jkdl<f»²i (*&+( rß<cgh?à ２０６．５
)-%&+
亿立方米，年输沙量４９．５４万吨，平均径流深

%&' 长江流域水系。长江流域在天水市
!?`H\ !?`HT 毫米。蕴藏有大量的水能资源。
ál\ âãx~i7Häå&\
嘉陵江

红崖河
-uvH\ 
()* 河流名。是长江流域嘉陵江水系杨
#?æ\ !?`HÐ
内主要是嘉陵江水系上游地区。嘉陵江上游历来
xAC0&\ A&P0QX+05H 店河支流。发源于麦积区南部北秦岭山区的火焰
Ñ#w?\ %&'Ûb16>IZ/7çè
有东、西两源之说。东源起自陕西省凤县西北凉水
山、秦岭梁，由北向南流经天水、两当，在秦州区石
/CIZé<=>@1?BHCê<IÔë
马坪出境进入陕西凤县汇入嘉陵江，河长
公
Dìí,«OP0X+NO< #! ６１
%$ ^
_<cgîï $&)"<?`ab
,)* cd^_<fc
里，平均比降
１．２？？流域面积８２９平方公里，年平
$&%* jkdl\
HT,-?`ab
gh?i １．６９
均径流量
亿立方米。天水市境内流域面积
+%$&$ cd^_<n?!
^_<efcgfh?
５６１．１
平方公里，干流长 ((
４４公里，多年平均年径流

量１．４７
i $&("亿立方米，年输沙量为
jkdl<f»²i ２０．８６
)-&,% 万吨。
rß\
+,* 河流名。是长江流域嘉陵江水系永
#?æ\ !?`HÊ
花庙河
Ë#w?<%&'Ûbð¦KëÖ/1ñ<'ò
宁河支流，发源于麦积区伯阳镇石门山南侧，于槐
óìÂÃNOê+\ T,-?`ab４７５．８８
("+&,, c
树坪附近汇入两当县。市境内流域面积
平
d^_<n?!
(%
^_\
efcgfh?i
$&$%
泉沟，西源起自甘肃省天水市平南镇。习惯上以东
"<0&QHTc1K\ A 方公里，干流长 ４６ 公里。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１．１６
jkdl<f»²i １９．０４
$*&-( 万吨。
rß\
& ¡&$0&¢ 0£H\ &1?$¤P0Q 亿立方米，年输沙量为
源为正源，西源称为西汉水。两源南流，至陕西省
!"#$%&'()
嘉陵江源头曲溪风光

¥¦§HK¨©$ª?@1$B¦cV«O¬*
略阳白水江镇相会，合流向南，经阳平关进入四川
Q,-\ uvw?®¯°Q,-<
省境内。主要支流基本上都分布在甘肃省境内，甘
,-?`abstab7 ,+!\

肃境内流域面积占上游总面积的
８５？？上。嘉陵
?`±²uv&'06/³´ "µ
江上游流域泥沙主要来源于西部山地及黄土沟壑

区，即最大的一级支流西汉水含沙量最大，年平均
<¶·~7¸¹w?0£Hº²i·~<fcg
输沙量占全流域多年均值７６．６？？上，东部和中部
»²is]?`efg¼ "%&%!<A6Fp6
*+,-.
花庙河一角
-.*
白家河

#?æ\ !?`HÊ
河流名。是长江流域嘉陵江水系永

Ë#w?<%&'IÔôôõK~/õ<BöH
宁河支流，发源于秦州区娘娘坝镇大山坝，经董水
"C÷CôôõCø:ù}4M<'ÛbÞ*4
沟、柳林、娘娘坝、李子园等乡村，于麦积区党川乡
D)ìMÂÃ?Oú+,-\ HT,-û³I
马家坪村附近流入徽县境内。天水市境内涉及秦
<?`ab $(')&,) cd^_<#ü!
ÔCÛb ) 区，流域面积１４３２．８２平方公里，河道长
州、麦积２
$$$&, ^_\
opIÔ,-?`ab %)-&-' c
度ý１１１．８
公里。其中秦州区境内流域面积６２０．０３
平

&'
曲溪

方公里，长度
７６ ^公里；麦积区境内流域面积
d ^ _ < ! ý "%
_q Ûb,-?`ab
８１２．７９平方公里，长度
３５．８公里。多年平均年径流
,$)&"* cd^_<!ý '+&,
^_\ efcgfh?
量i１．８
亿立方米，年输沙量为 ２７
$&, jkdl<f»²i
)" 万吨。
rß\
!" 3
－2 １３－

!"#$%
天水大辞典

流量
万吨。流域年
"A０．９亿立方米，年输沙量
()" ¤¥^(¡¦@A １９１．７１
*"*)%* §¨j
">¡

均径流深
立方米／秒。境
**(毫米，年均流量
ª^(¡¢"A ２．４８
$),+ ¥^-«j

¢£"©１１０
内水源稳定性较好，最枯流量
立方米／秒。多
'G¬®¯°(B±"A １．３９
*)." ¥^-«j
年平均输沙量
万吨。境内主要支流有大门
$$%)& §¨j
²³5"VC´
¡o¢¦@A ２２７．６
河、双阎河、汪川河、稠泥河、峁水河。在地质年代，
!pµ¶!p·¸!p¹º!p»'!j {¼½¡¾6
西汉水曾经是汉江的源头。由于四川盆地的水系
DE'¿n8E,2Gr$ ÀHÁ¸Â¼2'Ã
溯源侵蚀，切开了西汉水与川水的分水岭，将汉江
ÄGÅÆ6ÇÈÉDE'Ê¸'2Ë'Ì6ÍE,
012DE'´ÎÏ-./,201$
上游的西汉水龙门袭夺为嘉陵江的上游。
汪川河
()* 河流名。发源于秦州区汪川镇境内
!"#$ FGHKLM·¸f
的大山梁，自东南流向西北，经汪川镇柏母村、刘
2CPe6kl_"mD`6n·¸fÐÑspÒ
骆村、阎集村、汪川村，于万家庄附近汇入西汉水。
Ósp¶Ôsp·¸s6H§ÕÖ×guDE'$

白家河与冷水河交汇处
+,-$.#-/)*

峁水河
+"*河流名。即《水经注》所载杨廉川水。
!"#$ ØÙ'nÚÛÜÝÞ¸'j

! ! 西汉水
&'" 河流名。古名漾水，又名犀牛江，为
!"#$ %#&'()#*+,(-

嘉陵江上游的一级支流，也是嘉陵江乃至整个长
./,012345"6 78./,9:;<=

源头有二支；北支（北河）源于秦州区杨家寺乡芦
GrVß5à`5á`![GHKLMÝâãä
子滩北芦子沟，自北向南流经史家河
、彭家庄 、宋
cå`äcæ6k`m_"nç!pèÕpé

家庄，至杨家寺村与西支会合。西支（西河）源于杨
,">?@ABC2!"$ DE'FGHI'J
Õ6:ÝâsÊD5êhj D5áD![GHÝ
江流域含沙量最大的河流。西汉水发源于天水市
KLM2NOPQNOPRSTU6%V!UPW
家寺乡刘家大庄西部山沟，自西向东流经土盆子、
âãÒCÕDëPæ6kDml"nìÂcp
秦州区的齐寿山（齐寿山其状如冢，古有蟠冢山和
OXYZ[6\] !"#! ^6V_`aG6_GFG
马湾河、田家庄，至杨家寺村汇入峁水河。峁水河
íî!pïÕ6:Ýâsgu»'!j »'!
寿丘之称），海拔１９５１米，有南北两源，南源发源
HbcP6`GFGH=de6HI'fghiZ
于寨子山，北源发源于长板梁，于天水镇汇合始称
DE'j DE'kl`mD_"nKLMo_fpI
西汉水。西汉水自东北向西南流经秦州区平南镇、天
'f6Hqrstuvwxyfp=zf6{vw
水镇，于嘴头村进入礼县盐关镇、长道镇，在礼县

南流经中川乡，至十子村附近进入礼县。境内主流
_"nð¸ã6:ñcsÖ×tuvwj ²"

长=１５．５
公里，流域面积 "$)%'
９２．７５平方公里。
*')' 6">
oj
稠泥河
河流名。古名资水，自篆嘴分为东西
,-* !"#j %#ò'6kóqË-lD
a56l5FGHKLMôCP6kl`"mD
两支，东支发源于秦州区王家大山，自东北流向西
_6nõ¸ãpö÷ã6:óqÊD5êhj D5南，经草川乡、牡丹乡，至篆嘴与西支会合。西支为
²"6 FGHKLMÝâã`ëøùîe_ú
主流，发源于秦州区杨家寺乡北部簸箕湾梁南麓
白家沟，由西北流向东南，篆嘴与东支会合，经大
ûæ6ÀD`"ml_6óqÊl5êh6nC

柳树村、白家村至天水镇的刘家磨村汇入西汉水。
üýspûs:I'f2ÒþsguDE'j

主流长
１６４平方公里。
²"=２６
$& 公里，流域面积
6"> *&,
oj
苏成河
./* 河流名。流域在秦州区汪川镇境内，
!"#j ">{KLM·¸f6
长
８９oj
平方公里。主流发源
= １３
*. 公里，境内流域面积
6"> +"
²"FG
于汪川镇东部大山梁，自东北向西南流经罗家坡、
H·¸flëCPe6kl`mD_"nÿ!p

!0123456
西汉水源头齐寿山

顺利峡折转向南，流经江口
、飞龙林桥 pH
、于雷坝急
|}~m_6"n,p
转向东，经大桥
ml6nC 、毛坝、谭家坝、药木院，至陕西省
ppp6:D
略阳县徐家坪镇两河口注入嘉陵江，全长
公
wfa!u./,6 = ２７９
$%" 
里，流域面积９６５９
公
6"> "&'"平方公里。在省内流程
oj {" ２０５．６
$(')& 
6"> %**)$% oj I'J"=
里，流域面积７１１．２７平方公里。天水市境内干流长
("> %+*)$%
¡o¢£
２６$&公里，流域面积
７８１．２７ o(
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

成家庄，至阎家河口附近与西支会合。西支发源于
"Õ6:¶!Ö×ÊD5êhj D5FGH
vw#¸6ÀD`"ml_6H$%æÖ×tu
礼县宽川，由西北流向东南，于张家小沟附近进入
KLM6:¶!Ö×Êl5êhj {&þ_
秦州区，至阎家河口附近与东支会合。在杜家磨南
tu'w6Êl5()!êhZ=*!6_"u.
进入徽县，与东支麻沿河会合称长丰河，南流入嘉

/,j
陵江。

0 产
1
矿
20 金属矿名。天水境内已查明金矿资源
+,-#j I'./0+-òG
金矿
1A *)% 吨，预测潜在资源储量在１４０
¨6 234{òG1A{ *,(吨以上，具
¨5066
储量１．７

有较好的找矿前景。主要分布在秦州、麦积两区的
V¯°27-89j ²³Ë:{KLp;aM2

柴家庄
、李子园，党川吊坝子、利桥墁坪和夏家坪
<Õp=c>6?¸@cp}
AWB
等区域。另外，武山县竹子沟和清水县杨坪也有零
CM>j DE6FPwGcæWH'wÝ7VI
星的金矿。２０世纪
年代以上区域均进行了开
J2K-j $( LM ９０
"( ¡¾50M>¢tNÉÈ
O6PQVKLM=c>K-R{ÈFj JST
采，现只有秦州区李子园金矿正在开发。全市设置
!"#$%&'()*
│西汉水与白家河交汇处

U-V８４+,个，采矿权９
<6O-V " 个。
<j
探矿权

!" /
－/ １４－

自然地理
!"#$
! ! 铁矿
%& 金属矿名。天水境内已查明铁矿资源
!"#$% &'()*+,-./0
储量
万
!"## 多万吨，预测铁矿石资源量为１６２００
345678-#9/02: $%&## 4
12３５００
吨。主要分布在张家川县—清水县及甘谷县武家
5; <=>?@ABCDEF'DGHIDJB
河乡
、秦州区关子镇一带，以张家川县陈家庙铁铜
KLMNOPQRSTUVWABCDXBY-Z
矿床为代表，达中型规模。甘谷县景坡儿铁矿为小
.[:\]V^_`abc HIDdef-#:g

型规模。全市共设置探矿权８个，采矿权
`ab; hijklm.n ' oVp.n２ &个。
oq
'& 金属矿名。天水境内已查明铜矿资源
r"#$; &'s)*t,Z./0
铜矿

储量
５０45;
万吨。分布在张家
u2１２．５
(&)" 万吨，预测资源量
45V7v/02 "*
>w@AB

鸭儿峡等地亦有分布（资源总量预估在
７００/,,万吨）。
3fò¹>wË/0427ø@
45Íq
该矿产资源可作为炼钢厂熔剂，具有开发价值。
.Ú/0Û5:6789:V¸¹Ù;<q
透辉
34 矿产名。已查明麦积区东岔镇后裕沟
.Ú$q *t,PµS{=
透辉石资源储量达
>?9/0u2^１５０１．１８
$",$)$' 万吨，为特大型矿床。
45V :@¡`.[q
因修建宝天高速公路压覆了部分矿体，现仅存约
AB#C&½DEFGHØ·>.³V IJ
３２０万吨资源量，但矿区外围仍有找矿潜力。
!&, 45/02VK.PÇLM¹N.OPq
5678 资源名。天水境内已查明饰面石
/0$q &'s)*t,QR9
饰面石材
ý/0u2 １７７７万立方米，主要分布在张家川
$/// 4STUV<=>w@ABC
材资源储量约

DâVL÷WXMF'DrþLVK¥Y÷Z
县马鹿乡花园村、清水县金集乡等地，但品种花色
T[q PL\]TU¢QR9ýO@
OP~ P ; hijklm.n &!
州区火麦地、寨沟等区域。全市共设置探矿权
２３ 一般。麦积区利桥乡割漆沟一带的饰面石材潜在
{õ/02°¡V/0ÙÝÛ´C^M__
oVp.n
$
o;
后备资源量较大，资源开发利用可向宝鸡、汉中等
个，采矿权１个。

川县陈家庙、清水县王家店—后山里一带以及秦
CDxBYM F'DyBzE{|}TUWGN

钼矿
(& 金属矿名。天水境内已查明钼矿资源
r".$; &')*t,./0
u2１６．１万吨，预测资源储量在
$%+( 45V7v/0u2@ １００
(,, 45W;
<
储量
万吨以上。主
=>w@J|DLTUMNDRMNO
要分布在武山县温泉乡一带、秦安县锁子峡、秦州
区太阳山和麦积区利桥磨扇沟。仅武山县小南岔
P|Pq J|Dg
区域内已探明矿石资源量约
P )*m,.9/02 !３亿吨，根据勘探情
5V m
况，该矿为大型的斑岩型矿床，矿石品位平均
V
.:¡`¢£¤`.[V .9¥¦§¨
０．０５３？？资源储量大，易选冶，开发前景较好，且矿
,),"!-V/0u2¡V©ª«V¬®¯°±V².
³´P µ¶·¸¹º¡ º» ¥¦¼½¢¾
体向区域东深部具有变大、变厚、品位增高的趋
" oc
¿c hiklm.n ５个。
势。全市设置探矿权
)*+, 金属矿名。天水境内查明铅锌资
r".$c &'s)t,ÀÁ/
铅锌银矿
012１５万吨，预测铅锌资源储量
(" 45Â7vÀÁ/0u2 ６０万吨、银资
%# 45Ã/
源储量
源储量
吨。主要分布在麦积区分水岭及张家
(### 5c
<=>w@P>'ÄGAB
0u2１０００

`aq
地辐射。

9:7 资源名。天水境内工艺石主要分布
/0$q &'s)bc9<=>w
工艺石
dJ|D¢ef¤ËghiÍF'Dg¢?
于武山县的蛇纹岩（鸳鸯玉）和清水县小泉峡的辉
绿岩（庞公玉），已查明总资源储量为１１２８
千立方
j¤ËkEiÍV*t,4/0u2: $$&' lST
米。特别是清水县的辉绿岩，是国内独有的矿产资
Uq @mnF'D¢?j¤Vno)p¹¢.Ú/
源，观赏性和经济价值较高。
0Vqrstu;<°½q

砖瓦用黏土
;<=>? 资源名。非占用耕地的砖瓦用
/0$q vwÝx¢yzÝ
{|@hi}~>wVO@/02¡VhÛW
黏土在全市广泛分布，潜在资源量巨大，完全可以

保证今后
年城乡建设发展的需求。目前，全市
(){ ３０
!, ÔíL#k¢q
®Vhi
jklyzÝ{|p.n $"$ oV whi.|
共设置砖瓦用黏土采矿权１５１个，占全市矿山企
4¢
%%)'$-q
业总数的６６．８１？？

@ABC
地质灾害

川县秦家塬一带，另外在清水县及秦安县、武山县
CDNBÅTUÂÆÇ@F'DGNDJ|D
等地也有多处矿（化）点，其中麦积区分水岭矿石
È¹ÉÊ#ËÌÍÎVÏ_P>'Ä.9
¥¦½abgVÐABCDNBÅ¥¦Ñab
品位高、规模小，而张家川县秦家塬品位低、规模

西汉元帝年间地震
DEFGHI@J 地质灾害。西汉元帝初
q _

大。２０
世纪 .,
９０年代对部分区域进行了开采。全市
¡c &# ÒÓ
Ô\Õ·>P Ö×ØÙpc hi

ÔË® 0/
ÔÍ-VM&'¡q |
元二年（前
４７年）二月戊午，陇西、天水大地震。山

jklm.n８ '个。
oc
共设置探矿权

崩地裂，水泉涌出。额道（今武山西北在其境）、冀
V'q !ËJ|@ÏsÍM
县（今甘谷东南）、上卦（
今秦州）城郭、宫寺、民房
DËHIµÍM"ËNOÍíMM

水泥灰岩
-./0 矿产名。天水境内查明可开采水
.Ú$c &'s)t,ÛÙp'

泥用石灰岩、大理岩矿资源储量在
ÜÝ9Þ¤M¡ß¤./012@１．６５
()%" 亿吨，远景
5Và¯
12á ３! 亿吨。主要分布在秦州区关子镇马家
5q <=>w@NOPQRSâB
储量近
|ãä}ãå'TUË/02７８７０
/'/,万吨），甘
45ÍVH
山—柯寨里—流水沟一带（资源量

损坏严重，狝道压死多人。清水、张家川地区均有
¡¢£¤V#G¥É¦q F'MABCP¨¹
波及。经考证，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东经
１０４°４２＇，
§Gq t¨)V©ª¢_¦dµt
$,0!0&"V

IDJBK Ë/02４１００
0$,, 万吨），武山县吉子坪
45ÍV J|DæRç
谷县武家河（资源量

（资源量在
万吨），另外在麦积区甘泉镇胡家
Ë/02@ １２００
$&,, 45ÍVÆÇ@PHSèB

KELGHI@J 地质灾害。东汉顺帝汉
q µ__
东汉顺帝年间地震
Ô®-Ë$0!年
Ô １０
$, 月），陇西、汉阳等六郡地
-ÍVM_¯°
安二年九月（１４３

ãéêëTUVF'DìíVABCDîïL
沟—青岗嘴一带，清水县新城，张家川县刘堡乡峡

q ±Ô®-Ù²TÔ)１８０
$', 多次，山谷坼
ÉªV|I³
震。从上年九月开始一年内地震

«３５°５４＇。震级
!"!"0"q ¬ ７．２５
/)&" ¬q
北纬
级。

里，武山县支锅峡等地亦有小型零星分布。后备资
}ÂJ|Dðñò¹g`óô>wq {õ/

Ví´µ¶VG¥·q t¨)V©ª¢
裂，城郭寺院倒塌，压死民众。经考证，这次地震的

源地主要在麦积区东岔镇桃花坪（资源量预估在
0<=@PµSö÷ç Ë/027ø@

震中位于冀县（今甘谷东南）西，东经
_¦dDËHIµÍVµt１０５°１８＇，北
$,"!$'"V
!0!!&"V¬ / 级，烈度９
¬V¸¹ . 度。
¹q
纬«３４°３２＇，震级７

!&,, 万吨以上）和武山县黑虎河（资源量预估在
45WÍ J|DùúK Ë/027ø@
３２００

６５００
%",,万吨以上）等地，可为祁连、中材集团以及区
45WÍÂÛ:ûüM_ýþÿWGP
域内其他新扩建水泥生产线提供近
年的资源
)Ï!ì"#'Ü$Ú%&'á ３０
!, Ô¢/0
()q
保证。

白云岩
120 矿产名。天水境内已查明白云岩资
.Ú$q &'s)*t,*+¤/
源储量约
",,, 万吨，其中麦积区余家峡白云岩矿
45VÏ_P,B*+¤.
0u2 ５０００
为大型（资源量在
:¡`Ë/02@ ４３００
0!,, 万吨），另在麦积区东岔乡
45ÍVÆ@PµL

隋文帝开皇年间地震
MNGOPHI@J 地质灾害。隋文帝开
q º»Ù
皇二十年十一月戊子（６００
年Ô１２$&月１３
日），秦（秦
¼½Ô½T-RË%,,
- $!
¾ÍVNËN
州，治今天水市秦州区）、陇（陇州，治今陇西）大地
OV¿&'iNOPÍMËOV¿Í¡
震。秦陇压死者千余人。经考证，这次地震的震中
q NG¥Àl,¦q t¨)V©ª¢_

位于东经１０５°４２＇，北纬
度，烈度
!0!!%"V¬ %)" ¹V¸¹
¦dµt $,"!0&"V«３４°３６＇，震级６．５
¹q
８ '度。

-ÄM./S9ÄVF'D0B}M12VJ|D
月岭沟、社棠镇石岭，清水县毕家里、崖湾，武山县

!" 2
－1 １５－

QRSOFHI@J 地质灾害。唐玄宗开
q ÁÂÃÙ
唐玄宗开元年间地震

!"#$%
天水大辞典

元二十二年二月壬寅（７３４年３
!"#"$%&'()!"# $ "月１９日），秦州（今
& $% *+,-.)/
天水市）地震。隐隐有声，地表坼而复合，余震经时
012+345 6678,39:;<=,>4?@
不止，房屋倒塌殆尽，压死
４０００ >K5
余人。据专家考
AB,CDEFGH,IJ &'''
LMNO
证，这次地震致使麦积山石窟群中间部分塌毁，整
P,QR34STUVWXYZ[\]^F_,`
个窟群遂分为东崖和西崖两部分。上七佛阁屋顶、
aYZb^cdefgeh]^5 ijklDmn

阶州、文县大地震，波及秦州。秦州境内山体滑坡，
t.n:SÀ34,u-.5 -.vwW%xy,
µ
z{|EÁ§5 .vìK§}~~
＂城谍室庐倾倒无数。州境伤人以数十计……自后

或一日数震，或数日一震，年余方息＂。秦州伏羲庙
*§4,§*4,$>ä5 -.U ;

＂梁栋挠折……前阙摇落至尽＂。秦州仓厥、监狱、
µ
~~csHä5 -.Z!nn

廊柱也可能是这次地震破坏的。经考证，这次地震
opqrstQR34uvw5 ?xP,QR34
的震中位于东经
１０５°４８＇，北纬
３４°３２＇，震级
w4[yzd?
$'(!&)",{|
*&!*+",4} ７! 级，
},

衙署、寺院等处多有损坏。东乡
、北乡压死 ３２
[nYê7?v5 dn{IJ
"+ 人。
K5
秦安城垣裂损，庙宇衙署或塌裂，或倾斜，民房坍
-O>?,;[F,,
"'' 多座，压死
,IJ $&
1>F,[
塌F３００
１４ K5
人。清水城垣或裂或塌，衙署

~９度。
% 5
烈度

7E¿, ;F ６００
,'' \,
IJ !７
墙有倒者，城乡庙宇民房共塌约
间，压死

清顺治年间地震
&'()*+, 地质灾害。清顺治十一年
35  $
六月初八日（１６５４年７
２１日），秦州（今天水）发
!&
+$ *+,-.)/01+
&*)$,(& $ 月
生地震，有声如雷，山崩地裂，屋舍倾倒，一年多时
34,78,W3,DE,$@

人，牲畜死亡５０多头（只）。经考证，这次地震震中
K,^íJ (' d)+5 ?xP,QR344[
在今甘肃东南地区，位于东经
１０４°４１＇，北纬
$'&!&$", {|３３°
""!
å/þd3, yzd?

间，余震不断。城墙
、官邸以及民房全都遭到破坏，
\,>4A5 n
u¡,

压死
IJ７４６４
!&,&人，震塌房屋
K,4FD ３６７２
*,!+ 间，窑洞不计其数。
¢,£¤A¥¦§5

清光绪十年地震
&124)+, 地质灾害。清光绪十年十
35 qr$
&%l* )$))& $ $ &１４日），秦州各处地
$& *+, -.ê3
一月二十九日（１８８４年１月

清初诗人李楷有首诗歌描述了当时地震及受灾的
¨K©ª7«¨¬®¯°@34±w

震。秦州南乡青石、天水周围百余里持久地震，平
45 -.Xn010 ¡>Ï¢¶34,Ù

情景∶＂久不归秦不欲问，恍惚传闻秦地震。小者地
²³´
µ
¶A·-A¸¹,º»¼½-345 ¾¿3
裂大崩城，死者无算十三生。去年冰雹打禾稼，雹
À,J¿ÁÂÃ5 Ä$ÅÆÇÈÉ,Æ
大如磨人已惊。今又千里郡邑土不宁，将无夷峰湮
ÀÊKËÌ5 /ÍÎÏÐÑÒAÓ,ÔÁÕÖ×
谷平不平。地德莫测天更远，我欲叩天泪沾缨。＂经
ØÙAÙ5 3ÚÛÜ0ÝÞ,ß¸à0áâã5 ä?
xP,QR34w4[å-.,yzd?
$'(!*'",
考证，这次地震的震中在秦州，位于东经
１０５°３０＇，
*&!$)",4} ８) ,~
5
{|３４°１８＇，震级
北纬
度，烈度 $$
１１度。
&-.)*+, 地质灾害。清康熙五十七
35 æçèj
清康熙年间地震

川较轻，山阜尤重，计坍塌房屋
£_¤,W¥¦b,}FD １０００
$''' 多间，压死
\,IJ )８
人。经考证，这次地震震中在天水南，位于东经
K5 ?xP, QR344[å01, yzd?
１０５°４２＇，北纬
３４°３０＇，震级６级，烈度８度。
$'(!&+",{| "&!"'",4}
, },~ ) 5
海原、固原大地震
567 86#+, 地质灾害。民国九年
3  5 § l$

年五月二十一日（１７１８年６月
１９$%日），秦州诸处大
$è&%*)$!$) $ , &
*+,-.éêÀ
34,ë4§*,W3,IìKí5 î8
地震，连震数十日，山崩地裂，压伤人畜。吼声如雷

鸣，山崩地陷，黄沙黑水涌出，沟壑忽成丘陵。永宁
ï,W3ð,ñòó1ôõ,ö÷øùúû5 üÓ
镇（今甘谷西四十里铺）所处的北山滑坡体壅压永
ý)/þØgÿÏ!+"êw{W#$%&Iü
宁镇，伤士庶男妇三万余人。＂秦安城门楼倾纪，周
Óý,ì'()*Ã+>K5µ
-,-./,0

遭剥削，城上四隅之亭及女墙、垛口，一概倾圯无
12,iÿ3456n78,9/Á

余。文庙遭地震奇变，墙垣塌损，殿垣倾倒，瓦砾参
>5 :;34<=,>F?,@>E,ABC
差，行径杂沓。＂经考证，这次地震震中在通渭、甘
D,EFGH5 ä?xP,QR344[åIJnþ

谷间，位于东经
１０５°１２＇，北纬
Ø\,yzd?
$'(!$+",{|３５°０６＇，震级
*(!',",4} ７．５
!-( 级，
},
~１０
$' 度。
5
烈度
&/0)*+, 地质灾害。清乾隆三十年
35 KLÃ$
清乾隆年间地震

$+",4}７．５
!-( 度，烈度
,~ １０
$' 度。
5
１２＇，震级

（１９２０年）１２
月 $,
１６ *,Ó¨©ªn«ªÀ34,u
日，宁夏海原、固原大地震，波
)$%+' $+$+ &
/01¬5µ
78g{®¿,¯[°8
及今天水辖区。＂先有声自西北来者，空中如车声
±±5 ä°²ë4 １０余次，余震相继两个月。大地
$' >R,>4³´ha&5 À3
辅辅。＂当夜连震
4ST>/,DEF,W3,ó1iô,
震致使城垣倾圯，房屋倒塌，山崩地裂，黑水上涌，
Jìµµ5 K¶0·¸,A¹º»5 01¼
死伤累累。人多露天居住，不敢睡觉。天水南郭寺

西院内西塔被震毁，麦积山山体裂缝，其瑞应寺大
gwg½f4_,UVWW%¾,¦¿ÀÀ
@WF,WÁ5 01S)/-.nUV+
殿山墙崩塌，山门倾斜。天水县（今秦州、麦积）城
ÂEF,ÃÄÅn01ÐÆÇ4Ù,IJ &,''
楼倒塌，马跑泉、天水郡几乎震平，共压死
４６００ 
多
人，牲畜
７０００ d5
多头。秦安县压死
３１３４人，房屋倒
K,^í !'''
-OSIJ "$"&
K,DE
塌
人，房屋倒塌 +"')%
２３０８９
F６０５９４
,'(%& 间。清水县死伤
\5 1SJì １４８３
$&)" K,DEF
间。甘谷县死伤
万多间。武山
\5 þØSJì５２９９
(+%% 人，房屋倒塌
K,DEF +２ +\5
TW

县城垣、堡寨倒塌多处，死伤
３３２ K,ÊDEF
人，因房屋倒塌
S>nÈÉEFê,Jì ""+
fËÌf?;ÍÎÏ"¿§ÎK5 ?xP,QR3
和财产被损而流离失所者数千人。经考证，这次地
44[yzd?
$'(!&+", {|３６°３０＇，震级
",!"'", 4} )-(
震震中位于东经
１０５°４２＇，北纬
８．５

j&*)$!,(年９月２
$ % &日）辰时，陇西、安定、
+ *+M@,NgnOPn 级，烈度
},~ １２
$+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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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八日（１７６５
QÓnIJnRSnÓÞ)/TW+nUV)/þØ+n
会宁、通渭、漳县、宁远（今武山）、伏羌（今甘谷）、

9:;43)+, 地质灾害。民国二十五
35 §%è
民国二十五年地震

西和、岷州
、秦州、清水 、礼县等州县地震，损坏仓
gfnW.n-.n1nXSY.S34,?vZ
ÓÞnUVnIJ
[,\7IJK]n^í¿5
署民房，兼有压死人口
、牲畜者。宁远、伏羌、通渭

$)$%", $+)
$ * $ @ １５分，天水、西和大地
$( ^,01ngfÀ3
年（１９３６
年）８&月１日１时

S_`êab,¦[ÓÞJì１．２
$-+ +K,cE
等Y３" 县较他处稍重，其中宁远死伤
万人，摇倒

4F5 DEF４４５９
&&(% 间，死伤１４６
\,Jì $&, K5
J^í
震塌。城乡房屋倒塌
人。死牲畜

"-!( +\,
^í +&'
de UVf4gh &!$
D３．７５
房屋
万间，牲畜
２４０头；伏羌被震村庄
４７１

,''多头。日震
d5*4 ２２
++ R,ë4§*5?xP,QR34
６００
次，连震数日。经考证，这次地震
震中位于东经１０５°４８＇，北纬
4[yzd? $'(!&)",{| ３４°２４＇，震级６级，烈
"&!+&",4} , },~

个，７８２１户，屋舍倒塌２．８７万余间，死伤７７０余
a,!)+$ i, DEF +-)! +>\, Jì !!' >

4,u01S5 014Ð,Dn>f
震，波及天水各县。天水全城震荡，房屋、墙垣多被

K,^í $"+
 )度。
ijkl+%%hm45 ä 度８
5
人，牲畜
１３２d5µ
头。＂上发帑金九万二十二两赈之。＂

＂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
<
!="#>?@A#+, 地质灾害。２００８年
35 +'') $ (５
地震震中位于东经
１０５°５６＇，北纬
月
日１４时
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８．０
级大
344[yzd?
$'(!(,",{| ３８°４８＇，震级６．５
")!&)",4} ,-(
& １２
$+ *
$&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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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十月戊午复震，房屋又有倒塌。经考证，这次
t$&nop4,DÍ7EF5 ?xP,QR

级，烈度
},~ ８￣９
)#% 度。
5

地震（震中位于东经１０３°３０＇、北纬
"$!''"+5 01
34)4[yzd? $'"!"'"n{|３１°００＇）。天水

&123)+, 地质灾害。清光绪五年五
35 qrè$è
清光绪五年地震

2 ! SÓ7Ô~4Õ,¢Ö@\ + ^×,01
市７县区均有强烈震感，持续时间约２分钟，天水

月十日至十二日（１８７９
年６月
日至７月１日），
, & ２９
+% *s
! & $ *+,
&*s%*)$)!% $

! ,-Onþ
2-.nUV34uv~c７度，秦安、甘
市秦州区、麦积区地震破坏烈度为

"$ .
－. １６－

自然地理
!"#$
破坏、路基塌陷、护坡塌方，塌方总量约
２４９９８ Ç
立
ÂoGº¨sÃGÄ¹sSsÅÆ^ $&**,
方米，受损桥梁
亿
ÊS ½¼XYZ[\]２．２５
$+$! _
yS Q\ÈÉ４& 座，交通直接经济损失
元。２
`= $ 区５县城区有７０余条主次干道、５
Ë ! *jË¤ #% 4ÌÍ7ÎIG!座大桥、６
Ê~ÈG"
处供热设施、８６
座城镇给水设施和 )%
３０ 4L¼Ó¨
余处通讯基
LÏÐ¡¢G," ÊÑFÒ$¡¢
ÔÑEÕ¡¢Q\=
站等城乡公用设施受损。

滑坡
%& 地质灾害。是指斜坡上的岩体由于某
?ÖR×= iØÙ¹<Ú·ÛÜÝ
种原因在重力的作用下沿着一定的软弱面或软弱
ÞßT+qàáÕâãähåæçèæç
带整体向下滑动的现象。滑坡灾害主要集中在黄
éê·ëâ¸ìíî= ¸¹R×Íïð9+ñ

土丘陵地区，天水市五县两区均有新老滑坡现象，
òóô?ËSB$Cõ*öË÷¤øù¸¹íîS
尤其在秦州区
、甘谷县、秦安县、麦积区较为突出。
ú8+ûüËGý!*Gûe*GþË´ÿ!"#
２００８年
$%%, $５月
! %１２
($ 日受四川汶川
&Q³'(' ８．０级地震影响，天
,+% :?5)*/B

!"#$%&'(
天水市锅炉
厂受灾

谷
、清水、武山、张家川５
县在６￣７
度之间，之后共
!"#$"%&"'()
! *+
"!# ,-./-01
2345 ２０００
$%%% 多次，其中
67/89 & ４级以上
:;< '!"
7= >7
发生余震
１５６次。此次
地震涉及天水市
个街道办事处、
(()个乡镇、１０
DEFG(% DHIJKLG
?5@AB$C１１３
２５４６个村，４９．５３
万户１９９．３３
万人受灾，因灾遇难
$!&" DM/&*+!) NO
(**+)) NPQRSTRUV
１０人，受伤
(% PSQW１６１３
("()人，直接经济损失约
PSXYZ[\]^５７．５３
!#+!) 亿元。
_`=
全市需转移安置人口
万人。一是城乡居民房
aCbcdefPg ２２．７
$$+# NP=
hijEklm
(%()"户O３６８４６
)",&" 间，损
.S\
n\opq= aCmnrs１０１３６
屋损坏严重。全市房屋倒塌
omn ３５３９０
)!)*% O
(%(((# .S tuvm ５６３９３１
!")*)( O
坏房屋
户１０１１１７间，形成危房
户

水市形成了严重的滑坡地质灾害。１．特大型滑坡１
$Ct±+pq¸¹?ÖR×# (+,~-¸¹ (
起∶武山县城关镇邓堡行政村的黎坪
、西坪自然村
./%&*j0F123M45"6578M
23+¸¹?ÖR×9:; <¸¹Å=^ $!%%
发生了滑坡地质灾害险情。该滑坡总长约
２５００
米，宽０．３￣３
米，坡高$"%-)%%
２６０￣３００米，山体移动的滑动
y/> %+)-) y/¹?
y/&·dì¸ì
面明显，滑动土方初步估算约
亿立方
@A/ ¸ìòBCDE^１．２
(+$ 亿￣１．３
_-(+) _Ç
米，１９６
户群众受灾，１６７ .mn±ÿvm/(,)
间房屋成为危房，１８３ H
眼
y/(*" OFGQR/("#
水窖破裂，威胁到
４０３ P3NOPQa#
人的生命财产安全。２．大型
$IÂJ/KLM &%)
$+~¸¹ )起∶①秦州区王家半坡滑坡体。王家半坡一
.R!
"ûüËS(T¹¸¹·# S(T¹h
滑坡３
XUÜ~-v9¸¹·/V67W+XY/ZT
直属于大型危险滑坡体，曾多次进行了治理，但因

($*(#* 间，围墙倒塌
.Swxrs #*,,)
y= z{cdefRl
１２９１７９
７９８８３米。紧急转移安置灾民
[ÞT\]^M_`XY/
a
!b($c ?5WhCd
)%&, O１３３８４
()),&人。死亡大家畜
P= |}~( １１６５头，家禽
(("! S( )(%%
３０４８户
３１００ 各种因素未得到彻底治理，＂５·１２＂地震进一步加
e&·¸ì/f¯x·rs/"íJg/vA
２４８９
6= iaC ２１０
$(% 户工业企业不同程度受灾，４１
O  ,QRS&( 剧山体滑动，部分墙体倒塌，出现裂缝，危及 $&,*
多只。二是全市

户严重受灾，职工住房
、办公楼２
OpqQRSm４５&!户、厂房
OGm １９
(* 幢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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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l ５０００
!%%% 6P3NOPQa#
"#$*h'
#
户村民
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②清水县郭川

rsS )*#! ySwxrs ７５００
#!%% 6
幢倒塌，建筑面积３９７５平方米，围墙倒塌
多
y=
8
G
GG

¡
米。其他工业、商业、粮食、旅游等行业的企业和设
¢£¤,Q\= ¥i¦§¨©¡¢QRp
施都有不同程度受损。三是教育基础设施受灾严

Ei'Mi'78M¸¹# ¸¹jk<M ８８
,, Op
乡田川村田川自然村滑坡。滑坡导致该村
户严
qQR/mnrs１０４
(%& 间，４０２
./&%$ .mnx·lJ/)!
重受灾，房屋倒塌
间房屋墙体开裂，３５
Oklm(no/XYZ[\] ５００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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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居民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③张家
'*p&FqrM¸¹; <¸¹· ２００４
$%%& $23=
川县龙山镇官泉村滑坡。该滑坡体
年发生长

q= aC1¤ ４６２
&"$ ª«¬pqQR$(
重。全市共有
所学校严重受灾；２１ ª«¬®¯
所学校部分
¬°rsS $()& yt±pqvm "!)#"
校舍倒塌，面积２１３４平方米；形成严重危房
６５３７６

平方米，涉及学校
所；围墙倒塌 #!$,
７５２８米，涉及
yS@A«¬ １１３
(() ªwxrs
yS@A
学校
２０ P¦²QW
人；教师受伤
«¬２３９
$)* 所；学生死亡４人，受伤
ª«3|} & PSQW $%
$% P= ³ijE¨©¡¢QR´q= µI３１０、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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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人。四是城乡基础设施受灾较重。国道

７４米、宽
２７．６米、滑动土方量约
#& y"> ２３３
$)) 米、平均厚度
y"÷s, $#+"
y"¸ìòÆ^
４７．５６
&#+!" 万立方米的严重滑坡，＂５·１２＂地震使滑坡进
NÇypq¸¹/
t
!b($c?5u¸¹W

一步加剧，直接威胁
余人的安
hCde/ XYKL２８８
$,, 户村民
OMl ２８００
$,%% 4PQ
a/v±Z[\]^５００
!%%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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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造成经济损失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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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多处山体滑坡、部分路段塌方，县乡道路、通乡
¼MIºQ\pqS ®¯º»½¼9¾= aC¤
通村道路受损严重，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全市有
(&$
¿*IAÀÁºG&,) ¿EMIºº
１４２ 公里县道及战备公路、４８３公里乡村道路路面

)*+,-./01234
地震造成上马公路山体滑坡

张家庄滑坡
'()%& 地质灾害。位于秦州区平南镇
?ÖR×; wÜûüËxF

地震造成房屋坍塌
)*+,5678

张家庄，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０５°４１′２７＂、北纬
'(y/?Yz{ÿ|Z
(%!"&(#$#$"}~３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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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距平南镇政府所在地２公里，滑坡区总人口
)$$/ xF3ª+? $ ¿/ ¸¹ËÅPg
.
－. !"１７－

!"#$%
天水大辞典

１４３４
!"#" 人。张家庄滑坡处于西汉水支流齐寿河左岸
!" #$%&'()*+,-./0123
的斜坡上，属黄土—泥岩滑坡。滑坡平面形态呈典
45'6789:;<=&'> &'?@ABCD
型的＂簸箕＂状，滑坡体前缘高程
１６３１米，后缘高
E4
FGHIJ7&'KLMNO !$#%
P7QMN
程O１７１１米，斜坡平均坡度
５７０
!&%% P7 5'?R'S１５°。该滑坡体长
%'!> TU'KV '&(
米，宽约
４００米，面积
１０００００ ?ZP7?R[SX
平方米，平均厚度约
P7WX "((
P7@Y %(((((
１５米，总体积１５０００００
%' P7\KY %'(((((立方米，属大型滑坡。该滑
]ZP78^EU'> TU
'K_`ab7QM#cdef7ghKijkl
坡体极为破碎，后缘张裂缝连通，其整体稳定性较
差，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估算达
m7nopqrstuvwx５４５．３１
'"')*% 万元，属特重
yz78{|
E}~no>
型危险地质灾害。

稍子坡滑坡群
&'()(* 地质灾害。位于秦州区齐寿
no> )/0

区马跑泉镇潘集寨村
组，地貌上处于渭河南岸
EFGHIJK ３* 7
L6()M13
的东柯河河谷沟口。滑坡平面呈＂围椅＂状，滑坡体
F
ùOIJ7&'K
4N11Ò> &'?@C
长V３００米，宽
４５０
*(( P7W １５０米，平均厚度
%'( P7?R¡S １０
%( 米，总体积
P7\KY "'(
万平方米。该滑坡属典型的中型—危险黄土滑坡，
y?ZP> T&'8DE4PE;}~9:&'7
滑坡后壁高
%'/+' P7@?R'S４０°，滑体坡
"(!7&K'
&'Q¥N１５￣２５米，地面平均坡度
度
５０ Pøùú7û©
米范围内，有一条
S６０°￣７０°。在滑坡后壁以南
$(!/&(!> 6&'Q¥ö '(
,( P2Q7W ２￣２０
+/+( 米，深
P7R +/%(
长V ８０米左右，宽
２￣１０P4SAcd
米的弧形裂缝
ÔT7'<(^¹§UYVW1,ßX7Ù'K
发育，坡脚处大部分堆积物被河水冲走，造成坡体
处于临空状态。一旦受到暴雨的威胁，仍有下滑成
()>?JB> YÛZ./4CD7[ûB&

n4\]>
灾的可能。

'716237g`r
乡稍子坡村，南沟河上游左岸，其地理坐标为东经

水眼寨滑坡群
"9:)(* 地质灾害。位于藉河北岸，属
no> )¾1378

１０５°４１＇４４＂，北纬
１３０１
%('!"%"""#7  ３４°２０′５６＂，滑坡区总人口
*"!+("'$#7 U'\! !*(!
人，３１６
国道沿滑坡体前缘通过。该滑坡群为一个
!7*!$ &'KLMf>
T&'`

麦积区二十里铺乡水眼寨村辖区，是一个老滑坡
êY^ÖÁ_ ,`Ka7 5&'
体。该滑坡平面形态呈簸箕状，滑坡后壁由
个小
K> T&'?@ABCGHJ7&'Q¥ ４" b

老滑坡群的复活体，由
个滑坡体组成，单个滑坡
&'
&'4K7 ７& &'K7

&'K7&'?R'S
+'!/*(!7Q¥'S ５８°
',!
滑坡体组成，滑坡平均坡度
２５°￣３０°，后壁坡度

体总长度约
４００米，面积１４０万平方
K\VSX ３８０米，宽约
*,( P7WX "((
P7@Y %"( y?Z
米，平均厚度约８米，总体积
P7?R¡SX , P7\KY１１２０
%%+( 万立方米，属巨
y]ZP78¢
型滑坡。滑坡体剖面形态呈凹形，后缘滑壁较缓，
E&'> &'K£@ABC¤A7QMU¥l¦7

/$$!7c¹()p]JB> T&'KVS１６００
%$((米，
P7
￣６６°，局部处于直立状态。该滑坡体长度

滑体平均坡度
米，后缘高程
UK?R'S２５+'度，前缘高程
S7LMNO １６４０
%$"( P7QMNO

１８００
%,((米。滑坡群分布区地质条件复杂，变形形迹明
P> U'§¨©ª«7¬AA®
¯> UK6cd°±²³7LM´µ> ¶·pqrs
显。滑体上裂缝纵横交错，前缘崩塌。预计直接经济

损失达
tux１３９６．８５
%*-$),'万元，属特大型、高危险地质灾害。
yz78{^E¸N}~no>

宽W １１５０米，总体积
４０００ y]ZP>
万立方米。目前，该滑坡
%%'( P7\KY "(((
dL7T&'
群的后缘发育两条弧形拉张裂缝，裂缝走向
4QMÔTe©SAf#cd7cdXº２７５°￣
+&'!/
２８５°，长度
２３０￣７００ P7WS
米，宽度%(/*(
１０￣３０ "P7gh&
厘米，距离滑
+,'!7VS +*(/&((
'Q¥ ９０￣２２０米。沿两条拉张裂缝发育方向有
-(/++( P> e©f#cdÔTZºû
坡群后壁
i×J,jÑý,þ7 `k,4½lmn2
许多集水洼地和落水洞，为地表水的入渗提供了
ûo©ª7pq25'¬ArS> stu/7h
有利条件，加快了斜坡变形速度。如遇暴雨，整个

+,-./0 地质灾害。位于秦州区西北
no> )*
罗峪沟泥石流
¹7*ºr»¼½¾1> T.¿@Y &')*
部，由西向东经市区汇入藉河。该沟流域面积
７５．３
平方公里，主沟长２０公里，沟床比降６？０？？支
?ZÀÁ7ÂV +( ÀÁ7ÃÄÅ $./%(.7-

山坡体很有可能发生滑动，直接威胁到水眼寨
Ê'Kvû\]ÔÕ&w7 pqCDZ,`K

沟比降１５？０？？沟壑切割密度
３．５１公里／平方
ÄÅ %'./+(.7 ÆÇÈÉS
*)'% ÀÁ0?Z

4{|E;}~9:&'>
的特重型—危险黄土滑坡。

%"&( 名村民和水眼寨小学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
xyÑ,`KbzzÕ4Õ{|}~Î7
１４７０

预计直接经济损失达
万元。该滑坡群属典型
¶·pqrstux８５７．８
,'&), yz>
T&'8DE

公里，山坡坡度
ÀÁ7Ê''S１５°￣４０°。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５４年、
%'!/"(!> ËÌÍÎÏ·7%-'" Ð¸

;'-<=7-.0 地质灾害。位于麦积
no> )êY
菜子沟和刘家沟泥流

１９５８
２００１年该沟谷已发生
%-',年、１９６５年、１９８８年和
Ð¸%-$' Ð¸%-,, ÐÑ +((%
ÐTÒÓÔÕ
十多次泥流灾害，造成
人受灾，死亡
Ö×Ø<.no7Ù１５５５
%''' 户
Ú ８７６３
,&$* !Ûn7ÜÝ

区伯阳乡南集村，陇海铁路伯阳车站的西北侧。其
 J7òóôõ4*ë> g
中，刘家沟流域面积１．５７平方公里，沟谷长度
２．２３
P7.¿@Y %)'& ?ZÀÁ7ÒVS +)+*
公里，主沟长
公里，沟床纵坡降
２５？？？子沟流
ÀÁ7ÂV +２ÀÁ7Ã°'Å
+'.
.

人数
!Þ１７８人，冲毁房屋
%&, !7ßàáâ３８００
*,((间，淹没农田
ã7äåæç ８７００亩，
,&((è7
直接经济损失达
pqrstux５１３
'%*万元，属特大级地质灾害。
yz78{^éno>
12345)( 地质灾害。位于麦积区西
no> )êY*
锻压机床厂滑坡
ëìíîÃïðñ7òóôõö4ÊÊ'67
侧锻压机床厂附近，陇海铁路以北的北山山坡上，

域面积０．５
¿@Y ()'平方公里，沟谷长度
?ZÀÁ7ÒVS１．４５
%)"' 公里，主沟长
ÀÁ7ÂV
()&' ÀÁ7Ã°'Å
e©ÒÓÔÕ×Ø
０．７５
公里，沟床纵坡降+".>
２４？？两条沟谷已发生多次
<.no7 gP %-&,
& , %+ 日的暴雨引发了
-4u/0Ô2
泥流灾害，其中
１９７８ Ð
年７月１２

g`r
%('!'+"**#¸３４°３４＇２０＂。滑
*"!*""+(#> U
0]ZP4<.7àæç¸ôõ¸ä
其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０５°５２＇３３＂、北纬
１９%-千牛／立方米的泥流，毁坏农田、铁路、淹埋村宅
'KV２８０
+,(米，宽
P7W ３３０
**( 米，平均厚
P7?R ¡ +(
7\KY
Ñôõ８０多间，损失粮食
,( ×ã7tu９-万斤，冲走、淹死
y7ßX¸äÜ
坡体长
２０ P
米，总体积
和铁路工棚
牲畜
４０
多头，并冲垮铁路桥台，致使宝天铁路中
%,(
y]ZP7ÂUZº
+((!U@C÷A7U'Q

"(
×7ßôõ7ôõP
１８０ 万立方米，主滑方向 ２００°滑面呈弧形，滑坡后

壁以北
米范围内有数条近东西向张裂缝和大
*( PøùúûÞ©ñ*º#cdÑ^
¥ö ３０
üý,þ> ÿ!4©cdW２￣１０
+/%( 厘米，断续
"P7#$
量落水洞。最北边的一条裂缝宽

断 ３６０
万元，属特
*$( 小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b97Ùpqrstu １６００
%$(( yz78{
^Eno> dL7e(<.ÒÓr78
大型地质灾害。目前，两处泥流沟谷已经治理，属

%(( 'P>
T&'8DE4{|E;}~9 不危险地质灾害。
%& １００
Ì}~no>
延伸
余米。该滑坡属典型的特重型—危险黄

土滑坡。其成因主要受降水影响。１９９０年８
１１
:&'> g(Â)ÛÅ,*+> %--( Ð, 月
, %%
日，暴雨引发较大的滑坡灾害，摧毁了
个主体车
-7./0Ôl^4&'no71à2 $６ ÂK3

>?@ABC3D
地矿防震气象机构

ã7& !4Õ7pqrstux +($&
gØ5
间，７人丧生，直接经济损失达
２０６７ yz>
万元。其次是

锻压机床厂在建厂和修路时，因大量开挖坡脚，增
ìíîÃï67ïÑ8õ97 (^ü:;'<7=
^2'K>?@7 Å@2'KijkAB&n
大了坡体临空面，降低了坡体稳定性而下滑成灾
4> ¶·pqtux３００万元，威胁人口
*(( yz7CD!８０人。
,(!>
的。预计直接损失达
孟家山滑坡
678)( 地质灾害。该滑坡体位于麦积
no> T&'K)êY

天水市国土资源
局 机构名。天水市政府主
!"EFGHIJ
îx> ,» Â
管全市土地、矿产资源的工作部门。位于秦州区滨
¡Î»:¸¢£¤¥4¦¹§> )¨

1õ １６
%$ ©>
7) %-,, Ð7+(%( Ðûª¹«
河东路
号。组建于１９８８年，２０１０
年有干部职工
!> ú¬À®¸¯°¤£¡±¸²³´±¸
７０&(人。内设办公室
、财务资产管理科 、耕地保护科、

－1 !"
１８－2

建设用地管理科、地籍管理科（加挂执法监察科牌
!"#$%&'($)%&'*+,-./0'1

子）、土地利用管理科、矿产开发管理科（加挂地质
23(4$5#%&'(6789%&'*+,$:
储量环境科牌子）、人事教育科、纪检监察室九个
;<=>'123(?@AB'(CD/0EFG
职能科室。下辖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支队（加挂城区
HI'EJ KLM4NO-./0PQR+,ST
土地管理所牌子）、测绘管理办公室、国土资源规
4$%&U123VWX%&YZE(M4NO[
划设计院、土地估价事务所、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V4$_`@aUV4$bc;defV
土地开发整理中心、土地交易中心、地理信息中心
4$89g&efV4$hiefV$&jkef
８! 个事业单位。下设秦州分局、麦积分局、天水经济
G@lmno K"pqrsVtursVvwxy

技术开发区分局
个派出机构。全市五县两区国
TM
z{89Trs ３" G|}~o
土资源系统共有干部职工
人，共设基层国土
#!! ?
"M4
4NO H ４８８
资源（中心）所
个，管辖 &&"
１１３G
个乡镇，实有工作
NO*ef3U ５３
$% G%L
人员
人。共设执法监察机构
'() ?o
"-./0~ !８个，实有执法监
G-./
? ２０１
0?１２３
*'% 人。
?o
察人员

自然地理
!"#$
山企业，由于矿石品位很高，经济效益显著，极大
?Sl6Ærnstxyuvw_x@
地拉动了天水的经济。该区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yzÛvw±xyJ pT{|}±%6î~
在武山县温泉地区已发现了大型钼矿床。
:?$Tq9Û@+6CJ
甘肃省地矿局第一勘查院
%&2)3-45+,6 机构名。位于麦
~J nt
积区马跑泉路
日由甘肃省
$# J '((( ¥ １１月
** ¦ １３
*% §
uT  ５４号。２０００年

地矿局第一地质队、第一水文地质队
、第三探矿工
$6s/$:QV/w$:QV´Ã6
ÄQ·¬¹!º£ $6sK±
程队合并组建而成，是甘肃省地矿局下属的县
R3¶@lmnJ »¼TÕ$:V67$:Ö
（处）级事业单位。主要承担区域地质、矿产地质调
查，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地球物理及化学勘
¢ w$:Ä$:¡¢V $¿À&ÈÁÂ¡
¢V$^Ô$)WXV$)Ö¢VÄ¡¢Ô
查、地形和地籍测绘、地籍调查、工程勘查施工和

岩矿实验测试等工作。２００５
Å6ÊWÎIJ'(($年，通过
¥c ＩＳＯ
123 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4(&56444
标准质量体系认证。现有职工２４４８
«:<Ñ ÜÝJ H 600!人，各类专业
?³l
技术人员
４３ ?J
人。拥有
z{?４６４
0-0 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
?®et¶z{H 0"
Ï

甘肃有色地质勘查局天水总队
%&'()*+,-./01 机构名。位
~o n

固体矿产勘查，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灾害治
ÐÑ67¡¢$:_$:

于麦积区花牛路
号。隶属甘肃省有色金属地质
tuT ４３
#% o
 $:
勘查局。成立于１９９８
年¥３ %月
¡¢sJ £¤ *++!
¦ ２３
'% 日，经中国有色金
§xeM
属工业总公司甘肃地质勘查局批准，并由其所属
l¨Z©$:¡¢sª« ¬®U

理勘查，地质灾害治理施工，区域地质调查，水文
&¡¢$:&TÕ$:Ö¢w
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甲级，液体矿产勘
$:VÄ$:V=>$:Ö¢Ó¶Ñ67¡
查，勘查工程施工，岩矿鉴定与岩矿测试，地质灾
¢¡¢ÄÅ6ËÌÍÅ6WÎ$:

同驻天水市区的二队、五队、职工中专三家县级事
¯°vwT±²Q(Q(He³´µ¶@

&Ä"]ÄÀÃÄ¡¢wVwN
害治理工程设计，工程物探，工程勘查，水文、水资

业单位合并重组而成。主要从事地质勘查、矿产勘
lmn·¬¸¹º£J »¼½@$:¡¢(67¡

源调查与评价，建设项目水文水资源论证，测绘资
OÖ¢Í`!"íwwNOÝWXN

¢($:'¾V$¿À&¡¢V$¿ÁÂ¡¢V$:
查
、地质科研、地球物理勘查、地球化学勘查 、地质
WXV$¿¡ÃÄÅÆV6ÀV4ÇÈw:±r
测绘、地球勘探工程，岩石、矿物
、土壤及水质的分
ÉVÁÊVËÌÍWÎJ
¡¢N:ÏÐÑ67¡
析、化验、鉴定与测试。勘查资质拥有固体矿产勘
¢V$¿À&¡¢V$¿ÁÂ¡¢V$:ÒÃ
查、地球物理勘查、地球化学勘查
、地质钻探 #４ G
个

:×¶$Í²¶6?¨´
质乙级，地基与基础施工二级，矿山施工总承包三
¶I １５
*$ G¯¶±N:J
Ïíx&Ý *级等
个不同级别的资质。拥有项目经理证
１６
G²¶!
¡Ý
G¢£¤Ä¡
0
GJ
<
个，二级建造师证 ６个，注册安全工程师４ 个。先
õÃa67$ .4
¥ ®ee+67$ 64
后探明各类矿产地
７０余处，其中中型矿产地
２０

专业甲级资质和区域地质调查、岩矿测试２
个专
³lÓ¶N:ÔTÕ$:Ö¢V Å6WÎ ' G³

处，探明了湘潭子金矿、火吉坪金矿、安房坝金矿
ÃaÛ¦§2 6V¨©ª 6V«¬Z 6

业乙级资质；甘肃有色地质测试中心取得了国家
l×¶N:Ø $:WÎefÙÚÛMµ

等可供开发利用的矿产地。先后在景泰、平凉、会
I®895#±67$J <õ:~¯Vâ°V±
宁、张家川
、临夏等干旱缺水地区找水获得重大突
²V'µ3V³´Iµ¶w$T%w·Ú¸@¸
破，在会宁县打出了日出水量达
５０００ ¤ãä±$
立方米的地
¹:±²º}Û§}w<» $444

级实验室认证和甘肃省计量认证。总队占地面积
¶ÊEÜÝÔ]<ÜÝJ ¨QÞ$ßu

约à９．４３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６．１５万平方米。编
+,#% áâãä!åßuà
áâãäo æ
制ç７９０
.+/ 人，全为财政拨款。目前共有人员
?èéêëìo íî?１４１９
*0*+ 人。
?o
队级领导职数
１８
Q¶ïðHñ ９+ 人。内设机关党政管理科室
?o ò"~óôê%&'E *!

个，后勤服务
、物业管理部门６个，野外分队
Gõö÷aøÀl%&ù
- GúûrQ ８个，
! G
ü7xýmn４个。２０
# GJ '( 世纪
þC -(
¥ÿ! ７０年代初，
.( ¥ÿ"
生产经营单位
６０年代至
#vw$%&Û'µ()µ*e+,-6.È
在天水北部找到了张家川陈家庙中型铁铜矿床及
/01+,62 è!¤'µ34,567Û8
一些小型铁矿点，为建立张家川钢铁厂提供了依

KwJ
下水。

甘肃煤田地质局综合普查队
%&78)*-9:;,1 机构名。位于
~J n
秦州区皂角镇，占地面积４．４９
万平方米。成立于
pqT¼½ Þ$ßu 07#+ áâãäJ
£¤
１９７５
年，是甘肃煤田地质局所属
７个正县级建制
&+.$ ¥ ¾`$:sU . G¿¶!ç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之一。具有原煤炭工业部
１９９７
Àëì@lmnÁ/J {Â¾Ãl &++.
年颁发的地震、电磁、测绘、测井甲级资质证书，设
¥Ä9±$ÅVÆÇVWXVWÈÓ¶N:ÝÉ"

9J '( 世纪
þC .(
¥ÿ:;Ô;$T<
据。２０
７０ ¥ÿ!
年代至 !(
８０年代，在西和西部地区先
õ%=Û>µ?@+AB6CDEFVGwHI
后找到了邓家山大型铅锌矿床，尖崖沟、页水河等
中型铅锌矿床，崖湾大型锑矿床及一些小型铅锌
e+AB6C EJ@+K6CÈ/01+AB

$Å¡ÃVÆÇ¸.¡ÃVWXV$¿À&WÈV
有地震勘探
、电磁重法勘探、测绘、地球物理测井、
Ä$:Ôw$:¡¢V
ÐÑ67¡¢I³l
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勘查、固体矿产勘查等专业

矿床、矿点。建设了西和县邓家山铅锌矿、陇南地
6CV62J !"Û;Ô>µ?AB6VLM$
区磨沟铅锌矿、西和县尖崖沟铅锌矿、西和县青羊
TNOAB6V;ÔDEOAB6V;ÔPQ

¢$^V$)ÔÌçW<VÍÎW<Ï%wO
查，地形、地籍和控制测量、航空测量，寻找水源
$ÃW$KÐÑV%ÒÄ$:¡¢6È$:
地，探测地下溶洞、管道，工程地质勘查，矿井地质

峡铅锌矿、甘肃锑厂等矿山企业。２０世纪
年代
RAB6VK5I6?SlJ '( þC ８０
!( ¥ÿ

技术咨询及宾馆旅游服务。内设党委工作部、行政
z{ÓÔÈÕÖ×Ø÷aJ ò"ôÙVÚê

后期到
年代，相继在礼岷地区找到了李坝大型
õT= ９０
+( ¥ÿUV:WX$T%=ÛYZ@+

办公室、工会办公室、经营管理科、人教科、项目信
YZEVÛYZEVxý%&'V?A'Víj
息部、规划发展部、质管办。下属地球物理勘查院、
kV[\9ÜV:%YJ K$¿À&¡¢^V

6CV[Oe+ 6CÈ\]V´?OI1+
金矿床、赵沟中型金矿床及王河、三人沟等小型金

矿床，形成了著名的李坝金矿田，探明金储量超过
6C^£Û_±YZ 6`Ãa ;<bc
dJ :vwe2fgrwh$T%=Ûrwh
５０$( 吨。在天水李子园—分水岭地区找到了分水岭
1+iAB6CjµOVDkJVlOmVn2
小型银铅锌矿床，沈家沟、尖草湾、宽沟脑、雨子
沟、碎石子等中小型金矿床。该区已建设了部分矿
OVoÆ2Ie1+ 6CJ pTq!"Ûr6

队伍，主要从事煤田二维、三维地震勘探，电法勘
QÊ»¼½@¾`²ËV´Ë$Å¡ÃÆ.¡

数字化工程院、天水华辰大酒店
、工程公司、物业
ñÝÁÄ^VvwÞß@àáVÄZ©VÀl
123 +((&
Z©VZ©V~âZ©J 6((( ¥cÛ
公司、基础公司、机运公司。２０００
年，通过了ＩＳＯ
９００１
Mã:<%&Ñ ÜÝJ 6((# ¥äeM¾Ãl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２００４年被中国煤炭工业
åÛæçèM¾Ãl$:¡¢éêR<ë3m
协会授予＂全国煤炭工业地质勘查功勋（先进）单

8 !" 8
－１９－

天水大辞典
!"#$%

位＂称号。先后勘测了宁夏羊场湾煤矿地震勘测项
!"#$% &'()*+,-./0123(45
目、毛乌素沙漠南缘宁夏灵武灵新矿采区地震勘
67 89:;<=>+,?@?A1BC23(
探、靖远大水头煤矿三维地震勘探、宁夏鸳鸯湖矿
D7EFGHI01JK23(D7+,LMN1
区二维、三维沙漠地震勘探等。２０１０年有职工
２９９
COKPJK;<23(DQR !"#" STUV !$$
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WXYZ[\]^W_９８
$% 人，其中高工１８
WX`abV #% 人、工
WPV

天水地震监测预报中心
!".8:;<=&2 机构名。为地震局
fgh ®23
下属的全额拨款科级事业单位。位于秦州区莲亭
uÉHIJ7Û±\²! !ijkCKL
路７４
n *&号。１９９８年，天水市地震局业务科与地震宏
$ '$$% SH23\67ì23;
观试验场合并，成立天水地震监测预报中心，主要
<Î"=y>stH23?4@Gamø

程师
cd４１人、助工
&' WPeV ３９人。
($ WR

地震监测台网（站）建设规划，统—规划全市地震
23?4OP¦Q°v´R2Ù¡R2É23

&'()*+,-./01&23456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甘肃总队

负责建立地震监测预报工作体系，按照全国、全省
EFvt23?4@GV&ÀÁMNÉPÉ

台网（站）及信息系统的建设，实现资源共享；制定
OP¦Q°ÒSTÁÙuv´Uµ¶VWã³ë

fghR !ijkClmn ' $o pqrsti
É23?4@GXY>+ZUÍ 0)É2
机构名。位于秦州区民主路１号。前身是成立于
全市地震监测预报方案并组织实施，指导全市地

１９６０年的建工部综合勘察院西北分院。１９７０年下
'$)" SuvVwxy(z{|}~{o '$*+ S
放甘肃省，队部从西安迁到天水市，直属甘肃省重
Xw |HX
工业局。１９７４年移交甘肃省建材局。１９８９
年收归
V\o '$*& Svo '$%$ S

国家建材局直属，改称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
v avV\2(
a !""' S
avV\2
查中心甘肃总队。２００１
年随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
(a¡¢£a¤¥1V\¦§¨©
质勘查中心一同归入中国非金属矿工业（集团）总
公司（现改名为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现为事
ª«¬h®aa§¨T¯ª«°R ®±
业单位建制。下设资源地质勘查院、建材天水工程
\²!v³R ´µ¶2({PvHVc
地质勘察院、天水三和数码测绘院、探矿工程公
2(z{P HJ·¸¹4º{P D1Vcª
司。２００３年通过了ＩＳＯ
质量管理体系认
«R!""( S»¼* ,-.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 ½¾¿ÀÁÂ
ÃX!++$ S»¼* 0123 !&++'4!""& · 0123 !%""'4
证，２００９年通过了ＧＢ／Ｔ２４００１－２００４和ＧＢＴ
２８００１－

震监测台网（站）和群测群防工作；负责提出地震
3?4OP¦Q°·[4[öV&ãEF\]23
@A^_
预报意见。

天水中心地震台
!"&2.8> 机构名。始建于
fgh `vi１９６９
'$)$年，
S
位于麦积区花牛路。台站地处秦岭纬向构造带中
!iabCcdn OQ2ejfghgija
段以北，渭河断裂带南缘。２０００
klmnopqj=> !""" 年，成立国家地震
Sst23
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天水中心地震台，隶属于甘肃
rk23stuHa23O .i

项，分别为固体矿产勘查、勘查工程施工、工程勘
5X~Ü®ÝÀ1Þ(ß(VcÍVPVc(

省地震局，正县级事业单位。所管辖子台有
Ｏ１３ 2
地
23v4Û±\²! u¾wxOT "'(
震台、天水地电台、植物园测震台
、五里铺台 、北道
3OPH2yOPzó{43OP|}~OPm
应力站、通渭台
、武山台、张川台、清水台。０１３
台原
×QP»nOP@OPOPHO
"'( O
为西北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实验台站，１９６９
年由天
®|m2òó¿stuuU"OQ'$)$ S
HaO¾¿ã|}~Ovi１９５４
'$5&年，是天水中
SrHa
水中心台管理；五里铺台建于
OuOQ aO<45643Py
心台最早的台站。中心台观测项目涵盖测震、电
PÀPGõ7 aOwC5u2
磁、流体、形变四大学科。中心台承担辖区内的地
3?4P7sP@A6DWO
震监测、科研、预报任务，还承担多个无人值守台
uûK6 !"'"年，开始建立地震观测点，
S`vt23<4
的运行维护任务。２０１０

察、工程测量、地籍测量
、安全评价；乙级资质
zPVc4½P2à4½PÉá
âãä Ûµ *７

新建地震观测与预报综合业务楼，总建筑面积约
Av23<4ì@Axy\6 vb

项，分别为区域地质调查、水工环地质调查
、液体
5X~å®Cæ2çPHVÄ2çPèÀ

２１１３．７６平方米。建成后的项目，提高了地震测报
!''(6*) X  vs'u56\b*234G

矿产勘查
、岩矿鉴定与岩矿测试、灾害地质勘查、
1Þ(Pé1êëìé14ÎPíî2(P

服务功能及地震应急协调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
¡6¢ùÒ23×£¤ç¢ù G¯¥2%¦

灾害地质评估、房产测绘；丙级资质
íî2áïPðÞ4ºãñÛµ４& 项，分别为
5X~Ü®

人员伤亡、减轻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
W_§¨P%©ª«¬·®¯°±
温泉水化台
公
?@"A> 机构名。位于清水县城北
fgh !iH4²m ８% ª

２００１
ÄÅ·U\ÆÇÈÉ¾¿ÀÁÂÃ ÊT&
!""' 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拥有先

进的勘探、钻探、工程施工、测绘、测试等设备仪器
Ëu(DPÌDPVcÍVP4ºP4ÎQ´ÏÐÑ
ÒÓÔuÕÖf×ØÁÙ ÉÊTÚÛµ )６
及完善的计算机应用系统。全队拥有甲级资质

地球物理勘查、地球化学勘查、灾害防治工程设
2òó¿(P 2òôõ(P íîö÷Vc´
计、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治理。主要职能∶进行固体
ÕP2íîö÷Vc÷¿ møUùúËûÝÀ
矿产的地质调查、勘查；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勘
1Þu2çP (ã Hü2ìVc2(
查、地质勘探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岩石、矿物、土壤
P2(DVcu´ÕìÍVPéýP1óPþÿ
及水质的分析、化验、鉴定与测试等。
ÒHu~!Pô"Pêëì4ÎQ

里的汤浴河谷内。主要负责水氡观测。温泉水氡始
}u³´oµ5 møEFH¶<4 ·¸H¶`

!"7.89 机构名。是天水市政府主管
fgh rH#$m¾
天水市地震局
Éö3%íV&u±\fg !ijkC
全市防震减灾工作的直属事业机构。位于秦州区
y&=n ２１号。１９７４年
!' $ '$*& S １１
'' 'stH2C23
合作南路
月成立天水地区地震

测于１９６８
4i '$)%年
S５5 月，由甘肃省地震局水化业务人员
'23Hô\6W_
¹<4 '$*" S ' '·¸Hº»H|}~
直接观测。１９７０年１月，温泉水样送由天水五里铺
23O<4 '$%( S ' 'H423,ª-¼·
地震台观测。１９８３年１月，清水县地震办公室在温
¸vt4¶( 'v½<4 '! 'H423
泉建立测氡点，３月正式观测。１２月，清水县地震
,ª-·¸HôOst¾Û±\²!¿9À
办公室温泉水化台成立，属股级事业单位，当时聘
Ø<4_２! 人。１９８６
W '$%) S
'23Áµv
用观测员
年 $９月，甘肃省地震局投资建

工作领导小组（地震办公室前身），隶属于天水地
V&()*+¦23,ª-pq°.iH2

s·¸HôO<4-PÂª-PÃZ<4Î"=
成温泉水化台观测室、办公室、鱼类观测试验场。

C/Þ01wÕ2+ '$*) 年
S &４月，成立天水地区
'stH2C
区生产指挥部计划组。１９７６

'$%% 年，省地震局台群处在温泉水化台投资扩建
S 23O[e¼·¸HôOÁµÄv
１９８８
ÅZPÆZÇó;<<4´Í·¸HôOs®§
鸡类、兔类动物宏观观测设施，温泉水化台成为集

'H23,ª-3h
23,ª- '$$' S !月，天水市地震办公室更名
地震办公室。１９９１年２
为天水市地震局，县级事业单位，内设办公室和业
®H234Û±\²!5´,ª-·\

务科。１９９７
67 '$$* 年机构改革时，设办公室、业务科、震害
Sfg89´,ª-P\67P3î
防御科
、地震宏观试验场。１９９８
年，业务科与地震
ö:7P23;<Î"=
'$$% S\67ì23
宏观试验场合并，成立天水地震监测预报中心。
;<Î"=y> stH23?4@Aa
!"'"年，市地震局内设办公室、震害防御科、宣传
S235´,ª-P3îö:7PBC
２０１０
7 ３( DUù7-
møEFÉ23?4@GV
科
个职能科室。主要负责全市地震监测预报工
&·ö3%íV&
作和防震减灾工作。

宏观、微观观测为一体的综合观测台。１９８９
;<PÈ<<4®¡Àuxy<4O '$%$年，清
S
水温泉水化台被纳入国家二类台网。２００６
H·¸HôOÉÊ£OZOP !"")年S７*月，
'

新建温泉水化台，占地面积
平方米，观测室
Av·¸HôOË2b４００．５
&""65 X
<4面积１００
b '""平方米。２００７年
X  !""* S１０'"月
' １８
'% 日，水氡观测仪
ÌH¶<4Ð
Ñ´Ïv½ÍAvu·¸HôOËû<4
器设备正式搬到新建的温泉水化台进行观测。
!"7BC9 机构名。位于秦州区岷山路
fgh !ijkCÎn
天水市气象局
６４
１９３５S年９月建成的省立天水测候
)& 号。前身为
$ pq® '$(5
$ 'vsutH4Ï

7 !" 4
－２０－

自然地理
!"#$
所，１９５４
年８月，更名为天水气象站。１９５８年８
月
!"!"#$ #
% $%&'()*+,-. &"'% / % $

月在原天水气象站基础上建成天水气象台。主要
$ÄÅ)*+,-¹ÆÇÈÉ)*+,. XY

更名为天水专署气象局。此后，隶属关系及单位名
&'()*01+,2. 34"56789:;'
称多次变更。１９８５年
<=>?&. &"%' / ９月更名为天水市气象局至
" $&'()*@+,2A
今，为县（处）级事业单位，受甘肃省气象局、天水
B%(CDEFGHIJ;%KLMN+,2O)*

负责天气、气候、生态与农业气象轨道业务。承担
ÊË)+ +Ì ÍÎleI+,ÏÐIZ. ÑÒ
短时、临近和短中期天气预报制作和发布任务，开
ÓÔ ÕÖÓ|×)+cdØmÙÚÛZ%Ü
展气象应急服务；制作全市短期气候预测指导产
Ý+,ÞßfZ§ Øm@Ó×+Ìc^nWà

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主要业务范围为气象观测、
@PQRSTUVW. XYIZ[\(+,]^O

á§ÜÝ+ÌâãOUä+ÌHåæç^OèéOc
品；开展气候灾害
、重大气候事件的监测、诊断、预

气象信息网络、气象预报、农业气象、气象服务、人
+,_`abO+,cdOeI+,O+,fZOP
工影响天气管理与作业指挥等。２０１０
年内设办公
ghi)+jklmInopq ()!) /rstu
室（人事科、政策法规科、后勤服务中心）、业务科
vDPHwORxyzwO4{fZ|}FOIZw

估和气候影响评价工作；开展城市气象服务业务
ê+Ìhiëìgm§ ÜÝí@+,fZIZ
æ]^OcdØmÙÚgm§+,ÈÉ ６０
.) Â
的观测、预报制作和发布工作；气象台建成
路
îïðñ １２１２１天气预报自动答询系统、电视天
&,&,& )+cd·òóô8õO ðö)
数字电话
+cd÷øØm8õ% Ä)*ðöùÙúû
气预报节目制作系统，在天水电视台播发二区五

（天水气象信息与技术装备保障分中心）、计划财
D)*+,_`l~|}F 
务科（财务核算中心）３
个职能科室和天水市气象
Zw DZ|}F* wv)*@+,
台、天水市人工影响天气协调领导办公室（天水市
O)*@Pghi)+VWtuv)*@

Cíü9ýþÿ!æ)+cdO í@Í"nîc
县城镇及旅游景点的天气预报、城市生活指数预

秦州区气象局）、天水市气象科技服务中心、天水
+,2FO)*@+,w~fZ|}O)*

½Ó_*u+ÙÚ)+cd.
机短信向公众发布天气预报。

dO+,âãc#_`%$%&'òOð_O(%)
报、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并通过移动、电信、联通手

@|})*@jk2FO)*)+
市防雷中心（天水市防雷安全管理局）、天水天气

雷达站（天水市气象信息网络中心）和天水国家气
-)*@+,_`ab|}F)*+

象观测站和农业试验站、决策气象服务中心。有职
,]^-eI- x+,fZ|}q

g ５９
'" P%¡|¢£
工
人，其中硕士２+ P%¤w¥¦
人，本科学历 ,,
２２P§¨©G
人；副高级

工程师５
gª« '人，工程师２４
P%gª« ,$ 人。下设秦州区气象局、麦
Pq ¬s+,2 
积区气象局（天水农业气象试验站）、武山县气象
®+,2D)*eI+,-F ¯°C+,
2D¯°+,]^-F L±C+,2DL±
局（武山国家气象观测站）、甘谷县气象局（甘谷国
+,]^-F C+,2D+,]
家气象观测站）、秦安县气象局（秦安国家气象观
^-F ²*C+,2D²*+,]^-F ³
测站）、清水县气象局（清水国家气象观测站）、张
´µ¶·¸C+,2D³´+,]^-F
家川回族自治县气象局（张家川国家气象观测站）
- CG+,2D-Fq ¡|®+,2(+,
７个县级气象局（站）。其中麦积气象局为国家气象

观测基本站，其余为国家气象观测一般站。
]^¹¤-%¡º(+,]^»¼-q

天水市气象台
%&'()* 机构名称。天水市气象局直
½¾'<. )*@+,2¿
6HIJ;. ;ÀÁ°Â .$
Ã. /"'% / 属事业单位。位于秦州区岷山路
６４号。１９５８年７

0 !" 0
－２１－

天水市气象雷达站
!"#$%&'(

!"#$%
天水大辞典

!"#$
建置区划
! ! 犬丘
&' 古地名。又称西犬丘、西垂。西犬丘在
!"#$ %&'()*'+$ '(),

Î$x2{|"2}$³$
攻源戎，取其地，置猕道。
1* 古县名。秦人东迁后，在西垂故地（今
!n#$ 6DÚ2,'+Û"d西县

-./0'12'3456789"$ :;<=>6
今天水市西南，西周时为秦部落领地。据《史记·秦

天水市西南）置西县。西汉，属天水郡。新莽时，改
?@A=B26CDEF2GHI$J
HIK()2L
./0'1f}'n$ 't2./$ 42v
本纪》记载，秦先人大骆，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
MNO2PQRS$ TUVW "#$
X2HIYZ[\
&'$ tXd() Xf2t$ »
马及畜，善养息之。＂公元前
８２２年，非子四世孙庄
称西治。东汉永平十七年（７４年）后，属汉阳郡。三
U]^_3`5'+Ea$
~Ütq«ÝXd$$" Xf2ÉÞßàá¥¾2âá
公因功被周封为西垂大夫。
国蜀汉建兴六年（２２８年），诸葛亮进兵陇右，退兵

秦亭
８８６
() 古地名。周孝王时（前
!"#$ 3bc4 dW８９１—前
"%&eW ""'
Xf2HI5cgQMh^2_`ij2,-klm
年），非子为王室养马有功，被封附庸，在今张家川
nopqr$ s&6r2tuv&6w$
县境内建邑。初称秦邑，汉代改称秦亭。
!* 古县名。本邦戎部落领地，在今天水市
!n#$ ?!x789"2,-./0
都县

时，迁西县千余户至汉中，西县渐废。
42Ú'nãäåæt2'nç£$
0*古县名。西汉元鼎二年（前１１５
!n#$ 'tVÖ¬XdW ++,年），在
Xf2,
陇县
-klmn}¥n2¥'$ èX2./$ 
今张家川县置陇县，属陇西郡。次年，属天水郡。东

境内。公元前６８８
年，秦武公伐卦戎，取其地，置卦
op$ UVW '""
X26yUz!x2{|"2}!
县。秦国势力东移后，在渭河下游置下卦邦县（今陕
n$ 6~2, }!nd-

Xd() Xf2t$ Xd+"" Xf2
七年（７４年），属汉阳郡。中平五年（１８８年），凉州

西渭南），卦县改称上卦县。
'1f2!nv&!n$

!"2 ①古郡名。西汉元鼎三年（前１１４
" !#$ 'tVÖ»X dW ++)
!
天水郡
Xf2ì¥'*¯"¬*./2ídî-ï
年），分陇西、北地二郡、天水郡，治平襄（即今通渭

+* 古县名。本冀戎部落领地，在今甘谷县
!n#$ ?x789"2,-n
冀县
op$ UVW６８８
'""年，秦武公伐冀戎，取其地，置冀
X26yUzx2{|"2}
境内。公元前
n$ 't42./$ 42v&$ t
县。西汉时，属天水郡。新莽时，改称冀治。东汉永
平十七年（７４
Xd() 年）后，属汉阳郡，并成为郡治所在
Xf2t25,

地。中平五年（１８８年）后，相继成为凉州、秦州州治
"$ Xd&"" Xf25*6

所在地。西晋太康七年（２８６年），秦州州治、天水郡
,"$ ' ¡¢Xd#"' Xf26*./
治移上邦（今天水市地），废冀县。
!d-./0"f2£n$
,!* 古县名。原称卦县，因秦国在渭河下
!n#$ ¤&!n2]6~, 
上卦县
游置下卦县，改称上卦县（今天水市地）。西汉时，
}!n2v&!nd-./0"f$ 't42
属陇西郡。公元
X2¦§¨:./2q©!$
¥'$ UV２３#*年，隗器割据天水，建都上卦。

东汉永平十七年（７４
tXd()年）后，先后属汉阳郡、天水
Xf2Ct*./
$ ' ¡¢Xd$"'年），秦州、天水郡，均移治
Xf26*./2ª
郡。西晋太康七年（２８６
!$  E«¬Xd*+% Xf2M®,!& c2
上卦。东晋大兴二年（３１９年），司马保在上邦称晋王，

汉建武十八年（４２年），为凉州刺史部驻地。永平十
tqyÑXd)$ Xf25é<7ê"$ 
移治冀县（今甘谷县）。三国曹魏，废陇县入清水县。
nd-nf$ »~ë°2£¥nÏÊ/n$

nðf29í*ñò*xr³*óô*õ%*ÈÉ³*
县城），领平襄、街泉、戎邑道、望垣、罕沿、绵诸道、

阿阳、略阳、冀、勇士
、成纪、清水、奉捷、陇、源道、
ö*÷**øù*@*Ê/*úû*¥*$³*
兰干
县。新莽时，改称镇戎郡。东汉永平十七年
+' n$
42v&Ãx$ tX
üý １６
（７４
年），更名汉阳郡，移治冀（今甘谷县）。②古郡
d-nf$ #
$!
d() Xf2þ#t2
名。三国曹魏明帝时，汉阳郡复称天水郡，仍治冀
#$ »~ë°ÿ´42t¸&./2!

（今甘谷县），领冀、上卦、西、新阳、显亲、成纪
d-nf29*!*'**"#* @ '６
n2$$
¡¢Xd$"'年），移治上邦（今天
Xf2!d-.
县，属雍州。晋太康七年（２８６
/0f$ ¯°2629`*"#*ò*%w
水市）。北魏，属秦州，领上封、显亲、平泉
、当亭 )４
n2&o%'-./06Ç(6)*n$
县，辖境相当于今天水市秦州区和秦安、甘谷县。

（太平真君年间，曾置南秦州天水郡）。隋开皇三年
d¡*+X,2-}16./f$ ¹./»X
（５８３年），废郡。大业三年（６０７年），秦州改为天水
d,"* Xf2£$ Eº»Xd'-( Xf26v5./
Xf2./v}6$.1V
$Áy0¬Xd'+% 年），天水郡改置秦州。天宝元
郡。唐武德二年（６１９

vVq¢$ ¯°±:62]²³y´µ¶"#·2
改元建康。北魏占据秦州，因避道武帝拓跋珪名讳，

X d()$ 年），又改秦州为天水郡。乾元元年（７５８
Xf2 %v65./$ 2VVXd(,"
年（７４２
改称上封。北周初，复称上邦。隋大业十三年（６１７
v&`$ ¯3s2¸&!$ ¹Eº»Xd'+(
Xf23èv56$
年），再次改为秦州。
年），薛举占据陇右，不久在上卦称帝。唐大中三年
Xf2¼½±:¥¾2¿À,!&´$ ÁE»X
34* 古县名。西汉，在今秦安县境西北置
!n#$ 't2,-6)no'¯}
成纪县
Xf26@2£!n2!Â5Ã$
d")% 年），秦州移治成纪，废上卦县，上卦降为镇。
@n2./$ t2t$ ¯°2£@
（８４９
成纪县，属天水郡。东汉，属汉阳郡。北魏，废成纪
绵诸道
-./ 古道名，县级行政区。本绵诸戎部落
!³#2nÄÅÆÇ$ ?ÈÉx78
n$ ¯32,"#nÛ"d-6)n45f¸}@
县。北周，在显亲县故地（今秦安县叶堡）复置成纪

领地，在今清水县贾川乡。秦惠公五年（前
３９５
9"2 ,-Ê/nËmÌ$ 6ÍUX dW *%,
Xf2 6 Î È É x 2 { | " 2 } È É ³d } n &
年），秦攻绵诸戎，取其地，置绵诸道（新置县称
³f$ 't2./$ tXd() Xf2£
道）。西汉，属天水郡。东汉永平十七年（７４年），废
ÈÉ³Ï!n$
绵诸道入上邦县。

县。唐开元二十二年（７３４年），因地震州城遭破坏，
n$ Á.V¬¬Xd(*) Xf2]"6ð7892
6@n$ .1VXd()$ Xf26Ú
秦州移治成纪县。天宝元年（７４２年），秦州治所迁
:!$E»Xd")% 年），秦州又移治成纪县。北
Xf26%@n$¯
回上卦。大中三年（８４９
;s263èÚ:!Ã2<@n{u
宋初，秦州治所再次迁回上卦镇，并由成纪县取代

012 古郡名。秦昭王二十八年（前
!#$ 6Ðc¬ÑX dW $(%
¤!n$ ;=>«?@2@n17A1;2
陇西郡
２７９ 原上邦县。宋金绍兴议和后，成纪县南部归南宋，

年）置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西汉元鼎三
Xf}¥'2Ò³d-ÓÔÕf$ 'tVÖ»

Ï./n$ ÿBy¬Xd+*'%年），废成纪县，其地
Xf2£@n2|"
入天水县。明洪武二年（１３６９

年（前
１１４年），从陇西、北地二郡析置天水郡。
Xf2×¥'*¯"¬Ø}./$
XdW ++)

<6C$
由秦州直属。

藜道
"/ 古道名，县级行政区。本源戎部落领
!³#2 nÄÅÆÇ$ ?#x789
街泉县
56* 古县名。西汉置县，辖境大致为今张
!n#$ 't}n2&oED5-k
"2,-yÙn'¯$ 6bUVXdW３６１年），秦
*'+ Xf26
lm:EFn17NÊ/n¯72 ./
地，在今武山县西北。秦孝公元年（前
家川回族自治县东南部及清水县东北部，属天水

! !! －
!
－２２

建置
区划
789
:
郡。东汉降县为亭，三国曹魏改称街亭。
!" #$%&'()*+,-./0("

县，省街泉入略阳，属汉阳郡。三国曹魏，属广魏
&OÀ0ÐSstOI$t!9 *+,-OIÑ-

戎邑道
!"# 古建置名，县级行政区。西汉置戎邑
1234) &56789 :$3;<
道，在今清水县西北部、秦安县东南部，属天水郡。新
=)>?@A&:BCDEF&GHC)IJA!9 K
莽时，改为镇戎亭。东汉，改称戎邑县，不久并入陇县。
LM).'N;(9G$O./;<&)PQRST&9

郡。西晋，属略阳郡。北魏，改置陇城县。
!9 :¸OIst!9 -O.3TÒ&9
秦州
6- ①古州名。三国曹魏黄初（２２０—２２６
$ 1h49 *+,-ªÓZ&&+¡&&%
#
年）初年，分雍州，在陇右秦人发祥地置秦州，治冀
}_Ó}O¦hO>TÔEiÕÖY3EhOg
县（今甘谷县），领陇西
、南安、汉阳、广魏 "４郡，大
&Z?&_OT:DHD$tDÑ!O×

罕沥县
$!% 古县名。本罕沿羌居地（在今天水市
1&49 UV!WXYZ>?JA[

回族自治州地）羌人集聚居住。东汉废罕沿县，入
defghY_WijkXl9 G$mV!&OS

致为今定西市安定区，静宁县以南，清水县以西，
Ø'?Ù:[Ù8OÚÛ&ÜHO@A&Ü:O
陕西凤县、略阳，青海黄河以南贵德以东地区。不
Ý:Þ&DstOßàª¾ÜHáâÜGY89 ã

n#&9
上卦县。

}_O¢3EhOgJA!
Qm9 :¸ÊË§}Z&%'年），又置秦州，治天水郡
久废。西晋泰始五年（２６９

麦积区北道埠），西汉破羌置县，并迁枸罕（今临夏
\]8B=^_):$`W3&)Ra"VZ?bc

略阳道
&'# 古建置名，县级行政区。本氐族居
1234O &56789 UoeX
地，在今张家川县西北、秦安县东北，西汉置略阳
YO>?pqr&:BDEF&GBO:$3st
=OIJA!9
道，属天水郡。

冀县，领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阴平、金城
&OT:DHDJADstD´äDåzDæÒ %６
郡。＂秦州领域，在晋至广＂。太康三年（２８２年），秦
!9ç
EhèO>¸Ñé9 £ê*}Z&)& }_OE
州并入雍州。太康七年（２８６
hRSh9 £ê|}Z&)%年），复置秦州，秦州州
}_OÌ3EhOEhh

望垣县古县名。西汉置望垣县，在今麦积区
()% 1&49 :$3uv&O>?\]8

治、天水郡治，均移至上卦（今秦州区）。东晋十六
gDJA!gOën#Z?Eh8_9 G¸{ì

新阳镇、三阳川，属天水郡。新莽，改为望亭。东汉，
KtND*trOIJA!9 KLO.'u(9 G$O

国和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不断，前赵
、后赵 、前
+íHBîMïOðñPòOóôDõôDó

在西汉望垣故地置望恒县，属汉阳郡。
>:$uvwY3ux&OI$t!9

秦、前凉、后秦、仇池
、北魏先后据秦州。（南北朝时
EDó°DõEDö÷D-øõùEh9Z
HîM

汉阳郡
年），
*'+①古郡名。东汉永平十七年（７４
"1!49 G$yz{|}Z!"
!
}_O
天水郡更名汉阳郡，郡治从平襄（今通渭县）移至
JA!~4$t!O!gzZ?&_
冀县（今甘谷县），领冀
&Z?&_O 、平襄、望垣、显亲、阿阳、略
DzDuvDDtDs

期，秦州之名杂出，有仇池南秦州，有江南秦侨聚
ïOEhú4ûüOýö÷HEhOýþHEÿk
集地秦州，还有汉中遥领秦州。）隋大业三年（６０７年），
jYEhO!ý$¯"Eh9 _¹×#*}
Z%+! }_O
秦州改称天水郡。②古州名。唐武德二年（６１９
Eh./JA!9%
&1h49$´â%}Z%('年），
}_O
复置秦州，治上邦（今秦州区），领上邦、成纪、秦
Ì3EhOgn#Z?Eh8_On#DDE
岭、清水
４ &O?Eh8D\]8íE&D
县，相当于今秦州区、麦积区和秦安县、
&D@A "
@A&9 º'%{%}Z!$"年），秦州大地震，州城
}_OEh×Y(OhÒ
清水县。开元二十二年（７３４
)*+,OEhg-rZ?E&./N
被毁严重，秦州移治成纪敬亲川（今秦安县郭嘉镇
_9 J0'}Z!"& }_Ohg1n#9
02'}
一带）。天宝元年（７４２
年），州治还上卦。宝应元年
×¯*}Z)"'年），
}_O
Z!%& }_õOEh)345ù9
（７６２
年）后，秦州被吐蕃占据。大中三年（８４９
67ÌEhOhg8a9
§9Oó:Eh
唐收复秦州，州治再迁成纪。五代，前蜀秦州领成

阳、勇士、成纪、陇、藜道、兰干、西、上邦
１３&9
县。②
tDDDTD$=DD:Dn# #$
"
!

古郡名。三国曹魏，地方行政实行州、郡、县三级
1!49 *+,-OY676hD!D&*5
OEh$t!Og O D:Dn#DKtDD
制，秦州汉阳郡，治冀，辖冀、西、上邦、新阳、显亲、

成纪６
、麦积区西北部及甘谷
 %县，相当于今秦州区
&O?Eh8D\]8:C
&DE&9 PQmEhO$t!Ih9 
县、秦安县一带。不久废秦州，汉阳郡属雍州。明帝
时（２２７—２３９年），又改称天水郡。③古郡名。北魏
$1!49 BMZ&&!¡&$' }_O¢./JA!9 #
£z¤¥|}
Z
""%
}_O¦JA!3$t!9
£z
太平真君七年（４４６ 年），分天水郡置汉阳郡。太平
¤¥§}Z"""年），曾置南秦州汉阳郡，治兰仓，辖
}_O¨3HEh$t!Og©O
真君五年（４４４
ª«Dt¬D®
$ &OIEh9
黄瓜、阳廉、阶陵 ３县，属秦州。
,-古州名。东汉中平五年（１８８
1h49 G$¯z§}Z())年），凉州
}_O°h
凉州

纪、清水、长道
D@AD;= $３县及
&１１
(( 镇；后唐、后晋、后蜀、后
N<õ6Dõ¸Dõ:Dõ

周秦州领成纪、清水
、陇城、天水、长道 *５&9
县。北宋
=
ÍEhD@ADTÒDJAD;=

治所移冀县（今甘谷县境内）。
g± &Z?&²³_9
南安郡
./+ 古郡名。东汉中平五年（１８８年），分
1!49 G$¯z§}Z()) }_O¦

初，陕西路秦州领成纪、天水
、清水 、陇城４
县和伏
ÓOÝ:>EhDJAD@ADTÒ
" &í?
羌、甘谷
、堡川$ ３Ò£z@O²?Eh
城及太平监，辖境相当于今秦州
WDDÇr
区8D\]8íED@ADDpqrDA
、麦积区和秦安、清水 、甘谷 、张家川及通渭、会

汉阳郡置南安郡，治道猕（今武山县境内），领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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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中陶、新兴３县，属凉州。西晋，属秦州。隋开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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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等县。南宋绍兴初年，秦州陷于金。绍兴和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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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大半予金＂，有＂四汉（宋）六番（金）＂之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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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年），废郡。
三年（５８３

代，秦州先后属秦凤路、熙秦路、凤翔路，领成纪、
9OEhøõIEÞ>DKE>DÞL>OD
冶坊、甘谷、清水、鸡川、西宁、陇城、秦安８
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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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古县名。东汉中平五年（１８８
1&49 G$¯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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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陶县
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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藜道置县（今武山县鸳鸯镇渭河北），属南安郡。北
-¤¥¿}Z""!年），省中陶入新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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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真君八年（４４７
23%古县名。东汉中平五年（１８８
1&49 G$¯z§}Z())
}_O¦
新兴县
年），分

襄武置县（今武山县鸳鸯镇渭河南），属南安郡。北
´3&Z?´µ&¼½N¾H_OIH!9 
魏，中陶县并入新兴县。西魏，属渭州陇西郡。隋开
-O¯¶&RSK·&9 :-OIhT:!9 ¹º
皇十年（５９０
»{}Z*'+年），并入陇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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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亲县
45% 古县名。东汉置县，因在汉显亲侯窦
1&49 G$3&OÁ>$ÂÃ

固封地（今秦安县叶堡一带）而得名，属汉阳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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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曹魏，属天水郡。西晋泰始五年（２６９年），改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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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北魏，显新县并入安戎县。不久，复置显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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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北周末，省显亲县，在显亲故地复置成纪县。
&'% 古县名。东汉，将略阳道改称略阳
1&49 G$O Ïst=./st
略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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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陕西行省巩昌总帅府秦州，领成纪、清水、秦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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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县，辖境相当于今秦州区、麦积区和秦安、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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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等县。明代，属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巩昌府秦

州，领秦安、清水、礼县
县；废成纪县，其地由州
hOED@ADZ& $３&[m&O\Y]h
直属。清康熙八年（１６６９
^I9 @êK¿}Z(%%' 年），秦州属甘肃布政使司
}_OEhI_W7XY
巩昌府。③古州名。雍正七年（１７２９
(1h49 `|}Z(!&'年），秦州升格
}_OEh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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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甘肃直隶州，治所在今天水市秦州区，领两当、
'_^chOg±>?JA[Eh8OdD
秦安、清水、徽县、礼县５县。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
ED@ADe&Df& * &9 gh%{ì}Z(!%(
年），新置三岔厅，直隶秦州领
５县１厅，州判驻三
}_OK3*ijO^cE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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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厅（今麦积区吴砦）。民国二年（１９１３
年），废州，
ijZ?\]8mn_9 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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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秦州直属区置天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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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古县名。三国曹魏，在望垣故地（今
1&49 *+,-O>uvwYZ?
新阳县

!"#$%
天水大辞典

麦积区新阳镇）置新阳县，属天水郡。西晋及前赵、
!"#$%&'($%)*+,-./ 012345

阳廉县
-8+ 古县名。北魏太平真君八年（４４７
<) =/ ZA F ®¯ lK!!)

后赵、前秦，仍属天水郡。西秦省新阳县，入上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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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魏郡
&'( 古郡名。三国曹魏置郡，领临渭、平
<.=/ >?@A(.BCDE5F
襄、略阳、清水
县，治临渭（今麦积区社棠镇），属
KL!"#MN&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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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西晋泰始中，改置略阳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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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西晋始昌县故地置阳廉县（今秦州区杨家
lOBU01Rµ)oY(%¶)KL7P#·¸
寺乡），属汉阳郡。北周，废阳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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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亭县
9:+ 古县名。北魏太平真君八年（４４７
<) =/ ZA F ®¯ lK!!)
年），置当亭县（治所在今秦州区关子镇），属天水
lOB(»¼)KJXUL7P#½&OB+,-

临渭县
)*+ 古县名。三国曹魏置县（在今麦积区
<)=/ >?@A()KUL!"#
社棠镇），属广魏郡，临渭为郡治所在地。西晋及前
MN&'B+VA.BDEW.JXUY/ 0123

赵、后赵、前秦、西秦、后秦，属略阳郡，仍为郡治所
4564537507567B+H%.B8W.JX

./ ZmBf»¼)/
郡。北周，废当亭县。
;<+ 古县名。北周，在当亭县故地置冀城
<)=/ ZmBU»¼)oY(¾_
冀城县
)/ bi¿~lK%,% 年），冀城县治所移至今甘谷
lO*¾_)JXÀ©LÁ
县。隋大业二年（６０６

在地。北魏，改置绵诸县。
UY/ ZABT([\)/
lO*T(ÂÃ)/
)_/ {|}>lK%(,年），改置伏羌县。
县城。唐武德三年（６２０
略阳郡
,-(古郡名。西晋，广魏郡改置略阳郡，
<.=/ 01BVA.T(H%.B
=>?古州名。西魏初，置北秦州，领安阳
<P=/ 0Ae*(Z7P*C`% +１
北秦州
治临渭（今麦积区社棠镇），领临渭、平襄、略阳、清
JDEKL!"#MN&OBCDE5FG5H%5I 郡，州治、郡治同在今秦安县。
.*PJ5.JÄUL7`)/
水
交州
-４! 县，属秦州。北魏分置清水郡，略阳郡领绵诸、
)B+7P/ ZA](I-.BH%.C[\5
@?古州名。西魏废帝三年（５５４
<P=/ 0AfÅ>lK##!年），北秦
lO*Z7
陇城、安戎
^_5`a３" 县。隋开皇初，废郡。
PTwnP*C`% + ./ be*P5.ª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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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改称交州，领安阳１郡。隋初，州、郡并废。
安阳郡
.-( 古郡名。北魏，在今秦安县境内置安
<.=/ ZABUL7`)gh(`
A?古州名。唐武德二年（６１９
<P=/ {|}~lK%+'年），以陇城
lO*p^_
文州
阳郡，属秦州。西魏大统元年（５３５
县置文州，治所在今秦安县陇城镇。武德八年（６２５
%.B+7P/ 0AijklK#"#年），属北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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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B+Z7P/
北周，属交州（北秦州改）。隋初，废郡。
ZmB+nPKZ7PTO/ be*f./
lO*fP/
年），废文州。
绵诸县
伏羌县
/0+古县名。北魏，在临渭县故地（今麦
<)=/ ZA*UDE)oYKL!
BC+古县名。唐武德三年（６２０年），冀城
<)=/ {|}>lK%(, lO*¾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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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区社棠镇）置绵诸县，属略阳郡。西魏，废绵诸县。

县改置伏羌县（治所在今甘谷县城）。
贞观三年
)T(ÂÃ) KJXULÁ)_O/ ÆÇ>l

K%('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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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９
年），将夷宾县并入伏羌县。宝应元年（７６２
lO6* ^Ë*ÂÃ)f/ k©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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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今秦安县兴国镇康坡村），属秦州。西魏大统元
年）后，吐蕃占据陇右，伏羌县渐废。元至元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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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安阳县为北秦州州治、安阳郡郡治所在地。北
（１２７６年），复置伏羌县，属巩昌府。民国十八年
m*+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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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属交州安阳郡。
（１９２９年），改称甘谷县。
12+ ①古县名。北魏，略阳县改置陇城县
"<)=/ ZA*H%)T(^_)
!
!?古州名。唐武德四年（６２１年），分清水，
<P=/ {|}ÏlK%(+ lO*]I-*
陇城县
卦州
.-+ 古县名。北魏，以成纪县改置安阳县
<)=/ ZA*pqr)T(`%)
安阳县

（今秦安县陇城镇），属秦州。西魏，陇城县改称略
KL7`)^_&O*+7P/ 0A*^_)TwH

(!P*|}ylK
%("年）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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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邦州，武德六年（
６２３

阳县。隋初，略阳县改称河阳县。开皇六年（５８６
%)/ be* H%)Twx%)/ cdylK#$%

!"+①古县名。唐朝于大中三年（８４９
$<)=/ {ÐÑiS>lK$!'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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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县

年），复称陇城县，属秦州。唐武德二年（６１９
lO*zw^_)*+7P/ {|}~lK%&'年），以
l'Bp

收复秦州后，置天水县，治所在今秦州区天水镇，
Òz7P6*(,-)*JXUL7P#,-&*

陇城县置文州。武德八年（６２５
^_)(P/ |}lK%(#年），以文州复置陇
l'BpPz(^
城县，属秦州。宝应元年（７６２年），吐蕃占据秦州，
_)B+7P/ klK)%* l'B 7PB
陇城县渐废。②古县名。五代后唐长兴三年（９３２
^_)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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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废。②古县名。后唐长兴三年（９３２年），以秦州
{Ó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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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秦州归化、恕水、五龙、黄土
镇置陇城县，
l'Bp7P5-55 !４ &(^_)B
治所在归化镇（即秦州东柯谷，今麦积区街子镇）。
JXU&K7PBL!"#&O/
B ^_)+qP/ sl
宋金对峙时期，陇城县属南宋成州。绍兴十五年
$<)=/i
K+&!# lOBf^_)B:,-)/#
（１１４５年），废陇城县，入天水县。③古县名。金大定
~¡lK&&$) lOB^_¢£¤W^_)BJXU
二十七年（１１８７年），陇城寨升格为陇城县，治所在
L7`)^_&B+¥¦§K]¨7§(O7P/ k
今秦安县陇城镇，属凤翔路（分熙秦路置）秦州。元

兴十三年（１１４３年），属成州。元至元七年（１２７０
s>l K++!" lO* +qP/ k©k¡lK+(),
年），废天水县，分入秦州、成州。③古县名。金据秦
lO*f,-)*]:7P5q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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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后，于天眷元年（１１３８
年）再置一天水县（又称北
KÜwZ
P6*Ñ,ÝklK++"$ lOÞ(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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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县），属熙秦路秦州。元初，入秦州成纪县。④
<)=/ Î?~lK+'+" l'BfPBp7Pà+#
古县名。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废州，以秦州直属区
(,-)B á»ÑL7P#5 !"#2I-)0
置天水县，相当于今秦州区、麦积区及清水县西
â57`)âBã6+^ä5Eåä5Áæ9ç
部、秦安县南部，先后属陇南道、渭川道
、甘肃省第
Ïèéêë#B)éÍìL7P#/
+'!'
l $８ íî
四行政督察区，县政府驻今秦州区。１９４９ 年
月解

至元七年（１２７０
©k¡lK&*),年），并入秦安县。
lOBª:7`)/
3"( 古郡名。北魏和平五年（４６４年），分
<.=/ ZA«FlK!%! lOB]
清水郡

赤砂、染坊、夕阳、南冶、铁务
ÔÕ5Ö×5Ø%5Ù5ÚÛ #５镇，复置天水县（又
&*z(,-)KÜ
称南天水县），治赤砂（今秦州区天水镇）。南宋绍
w,-)O*JÔÕKL7P#,-&O/ 

H%.B(I-.BCI-5¬% (２ )B+7P/
b
ïB+,-]#/ ðl ( 月，分天水县城区及近郊
íB],-)_#2ñ±
略阳郡，置清水郡，领清水、伯阳
县，属秦州。隋
放，属天水分区。次年２
设天水市，天水县政府移驻今秦州区天水郡村。
cd>l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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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Bf./
ò,-ó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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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三年（５８３年），废郡。

黄瓜县
45+ 古县名。北魏太平真君八年（４４７
<) =/ ZA F ®¯ lK!!)

+'#$ l +( íB,-ó5)ôª/ +'%+ l
+( íBõ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天水市、县合并。１９６１
年１２月，恢

年），在今秦州区皂郊镇店镇置黄瓜县，属汉阳郡。
lOBUL7P#°±&²&(³)B+´%./

复天水县，县人委移驻北道埠。１９８５
年７月，地改
z,-)B)ö÷ÀìZäø/ +'$# l
) íBYT

北周，废黄瓜县。
ZmBf³)/
始昌县
67+古县名。西晋，在三国西县（今西和
<)=/ 01BU>?0)KL0«

óBùú,-)/
市，撤销天水县。

)ZOoY(Rµ)B+,-./ ZAF®¯
县北）故地置始昌县，属天水郡。北魏太平真君八

年），在今麦积区新阳镇西置定西寨。
l'BUL!"#$%&0( 0¢/
GHF 北宋行政区。北宋建隆三年（９６２
Z èé# / Z ûü> lK'%(
永宁寨

lK!!)年），改置阳廉县。
lOBT(%¶)/
年（４４７

定西寨
DEF 北宋行政区。北宋建隆二年（９６１
Z èé# / Z  û ü ~ l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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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GT
建置区划

年），在今甘谷县四十铺乡置永宁寨。
!"#$%&'()*+,-./01

冶坊县
)*8古县名。金天会八年（１１３０年），在北
¢(£1 Ky¾[!:$$*% !;<$2

伏羌寨
!"# 北宋行政区。北宋建隆三年（９６２
23 456 1 2 3 7 8 9 !:!"#
年），在唐伏羌县故地置伏羌寨，属秦州清水县。熙
!;<$=>?(@A->?0#BCDEF(1 G

宋冶坊堡故地置县，属秦州。元至元七年（１２７０
3ghX@A-(< BCD¿ Q¨Qs!:$#&%
!"<ÀºEF(1
年），并入清水县。

三岔厅
$<=清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
EÁ8a*Â!:$&"$年），分秦州
!"< CD

宁三年（１０７０年），升为城。金代，又降为寨。
/9!:$%&% !"<HIJ1 KL<MNI01
三阳寨
$%# 北宋行政区。北宋开宝元年（９６８
23 456 1 2 3 O P Q !:!"'

&* Ä-9ÅÆ:%RS6ÇÈ"<CDDÉ
Ã,７３村置三岔厅（今麦积区吴砦），秦州州判
东南乡

年），在今麦积区三阳川置三阳寨。
!;<$%RS69TU-9T01
& # 北宋行政区。北宋开宝九年（９７６
2 3 4 5 6 1 2 3 O P V !:!&"
床穰寨
!;<$%EF(WXY- Z01 G/[!:$%&(
年），在今清水县红堡镇置床穰寨。熙宁八年（１０７５

入驻。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年），裁撤三岔厅入天水县。
ºÊ1 ©`*!:$!#$ !"<ËÌ9ÅÆºyF(1
7>? ①明、清分巡道，道署曾驻秦州（今
" Í¼E ÎÏ<ÏÐÑÊCD:%
!
陇右道

!;<\IX1
年），改为堡。

右道。②民国二年（１９１３
Ï1 !
" ©`a!:$!$* 年），巩秦阶道改称陇右
!;<ÓCÔÏ\

弓门寨
'(# 北宋行政区。北宋太平兴国二年
23 456 1 23 ]^_ `a !

（９７７年），在今张家川县置弓门寨。
:!&& !;#$%bcU(-de01
冶坊寨
)*# 北宋行政区。北宋太平兴国四年
23 456 1 23 ]^_ `) !
:!&! !;#$%EF(fe,-gh01
3G/i
（９７９
年），在今清水县黄门乡置冶坊寨。宋熙宁五
!;#\gh0IghX1
!:$%&# 年），改冶坊寨为冶坊堡。
年（１０７２
静戎寨
+,# 北宋行政区。北宋太平兴国四年
23 456 1 23 ]^_ `) !

天水市）。清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
!;<ËÌ Î
yF´;1 EÒGa*)!:$"'(年），裁撤分巡陇
Ï<ÏÐÊ%CD61
道，道署驻今秦州区。
@AB?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巩秦阶道
EÕ¶Q!:$'"# !;<ÓCÔÏ
巩秦阶道

道署由岷州（今甘肃岷县）移驻秦州（今秦州区）。
ÏÐÖ×D:%&Ø×(;ÙÊCD:%CD6;1
渭川道
CD? 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陇右道改称渭
©`9!:$!$) !;<Ï\Ú
UÏ<Û １４
$) 县，道署驻今秦州区。
(<ÏÐÊ%CD61
川道，辖陇南
CDEFG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
©`*Â!:$!#&年），渭川道
!;<ÚUÏ
渭川行政区

:!&! !;#$%Cj(klY-mn01
（９７９
年），在今秦安县云山镇置静戎寨。

\-ÚU456<45ÜÐÊ%CD61 ÝÞ§¿
改置渭川行政区，行政公署驻今秦州区。不久废。

威远寨
-.# 北宋行政区。北宋大中祥符七年
23 456 1 23 opq rs !
（１０１７
年），在今武山县滩歌乡置威远寨。熙宁八年
:$%$& !"<$%tl(uv,-wx01
G/[!
!"<\IY1
:$%&(年），改为镇。
（１０７５
/.# 北宋行政区。北宋天禧元年（１０１７
234561 23yzQ!:$%$&
来远寨
!"<$%tl({|,-}x01
年），在今武山县袁河乡置来远寨。
0.# 北宋行政区。北宋天禧三年（１０１９
234561 23yz9!:$%$!
宁远寨
!"<$%tl(J-/x01
年），在今武山县城置宁远寨。
达隆堡
123 北宋行政区。北宋庆历五年（１０４５
234561 23~i!:$%)(
!;<$%&'(-8X1
年），在今甘谷县礼辛置达隆堡。

天水行政督察区
年），
9:EFHIG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
©`a*9! :$!*)
!;#
甘肃省政府设天水行政督察区，辖陇南
&Øß5àáyF45âã6# Û １５县，专
$( (#ä

甘谷城
456 北宋行政区。北宋初称筚葉城（又称
234561 23 J:M

必利城），为吐蕃族聚居地。熙宁元年（１０６８年），改
J;<IA1 G/Q!:$%"' !;<\
置甘谷城（今甘谷县大庄乡）。
-&'J:%&'(o,;1
陇城寨
76# 北宋行政区。北宋庆历五年（１０４５
234561 23~i!:$%)(
年），在今秦安县陇城镇置陇城寨。南宋建炎四年
!;<$%Cj(JY-J01 37)!
:$$*% !;<K1 _V!:$$*! 年），被南宋收
!;<3
（１１３０年），陷于金。绍兴九年（１１３９
1 _*a!3K<J0K<BGC
复。绍兴十二年宋金对峙后，陇城寨归金，属熙秦
!;<HJ0I
CD1 Koa*s!:$$'&年），升陇城寨为
路秦州。金大定二十七年（１１８７

县，属凤翔路（分熙秦路置）秦州。
(<B: GC-;CD1
!"6北宋行政区。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年），伏
234561 G/9!:$%&% !;#>
伏羌城

ÐÊyF(J:%CD6;¿ å!\&Øßæ)
署驻天水县城（今秦州区）。次年改称甘肃省第四
45âã6¿
行政督察区。
JKLMNEFHIG 民国地区名。民国
©`A6£¿ ©`
甘肃省第四行政督察区
a*)!:$!*( !;#yF45âã6\&Øß
二十四年（１９３５
年），天水行政督察区改称甘肃省
æ)45âã6#ÛyFçEF¼Cj¼&'¼tl¼
第四行政督察区，辖天水、清水、秦安、甘谷、武山、
µè¼(¼é(¼êë¼»( $%
西和、礼县、徽县、两当、成县
１０(<äÐÊyF(
县，专署驻天水县
J:%CD6;<$!)! 年
!'
城（今秦州区），１９４９
８ ìíî1
月解放。
9:OG 地区名。１９４９
A6£1 $!)! 年８月，成立天水分
! ' ì<»ïyF
天水分区
6<Bð&/ñ6<ÛyF¼&'¼tl¼Cj¼E
区，属陕甘宁边区，辖天水
、甘谷、武山、秦安、清

水、通渭、两当、徽县８
县，专署驻天水县城（今秦
F¼¥Ú¼êë¼é( ' (<äÐÊyF(J
:%C
州区）。次年２月，以天水县城及近郊设天水市。同
D6;1 å! # ì<òyF(JóôõáyF´1 Õ

年５月，庄浪、陇西、漳县３
县划入天水分区。１９５１
! ( ì<ö¼µ¼÷( * (øºyF
61 $!($
年!４月，改称天水区，专署驻天水市（今秦州区）。
) ì<\yF6<äÐÊyF´:%CD6;1
9:G 地区名。１９５１年
A6£1 $!($ !４ )月，天水分区改称
ì<yF 6\
天水区
yF6<B&Øß<ÛyF´èyF¼Cj¼é(¼
天水区，属甘肃省，辖天水市和天水、秦安、徽县、
êë¼tl¼÷(¼&'¼EF¼ö¼µ¼¥Ú $$
两当、武山、漳县、甘谷、清水、庄浪、陇西、通渭
１１
(<äÐÊyF´
:
%CD6;1
$!((
!
#
ì<\
县，专署驻天水市（今秦州区）。１９５５ 年２ 月，改称
yFä61
天水专区。

?0H¡IJ#BCD1 KL#I01
羌寨升格为城，属秦州。金代，复为寨。
0.8古县名。北宋崇宁三年（１１０４年），升
¢(£1 23¤/9!:$$%) !;#H
宁远县
/x0I(#B¥x¦1 KL#§/x(1 Q¨Qa
宁远寨为县，属通远军。金代，废宁远县。元至元二
十三年（１２８６年），复置宁远县。民国三年（１９１４
*9! :$#'" !;# -/x(1 ©`9!:$!$)

9:PG 地区名。１９５５
A6£1 $!(( 年２月，天水区改称
! # ì<yF6\
天水专区
yFä6<B&Øß<Û $ ´ １２
$# (
:ùúbcUû
天水专区，属甘肃省，辖１市
县（新增张家川回

族自治县），专署驻天水市。１９５８年
ì<ýtþä
ü¶(;<äÐÊyF´1 $!(' ! ４) 月，将武都专

!;#\tl(1
年），改称武山县。

区并入。１９６１年４月，恢复武都专区。１９６９
１０
6Àº¿ $!"$ ! ) ì#ÿtþä6¿ $!"! 年
! $%

天水军
9:; 南宋行政区。南宋嘉定元年（１２０８
34561 3ªQ!+$#%'
年），因＂陇右百城尽陷（陷于金），唯天水独存＂，在
!;#«
¬
®J¯:K;<°yF±²³#$
%yF´µ-yF¦#¶yF(·¸:%CD6
今天水市西南置天水军，治天水县赤砂（今秦州区
yFY;# ¹yF $ (# BD1 Q¨Qs!
天水镇），领天水１县，属利州路。元至元七年

ì#\yFA6¿
月，改称天水地区。

（１２７０年），废天水军，分入成州、秦州。
:$#&% !;#§yF¦# º»D¼CD½

天水地区
年!１０$%月，天水专区
9:QG地区名。１９６９
A6£¿ $!"!
ì#yFä6

改称天水地区，属甘肃省，辖天水市和天水、秦安、
\yFA6#B&Øß#ÛyF´èyF¼Cj¼
EF¼&'¼tl¼bcUûü¶(¼µè¼(¼
清水、甘谷
、武山、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西和、礼县、
é(¼êë $% 县。次年，划入漳县。１９８５年７月，撤
(¿å!#øº÷(¿$!'( ! & ì#Ì
徽县、两当１０

!" !－
－! ２５

．．

!"#$%
天水大辞典
!"#$%&'()*+,-.
销天水地区，实行市管县体制。

中竿人民共雅围国务魔 【中华入民共和国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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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ｓｔ
．＿，

月
日，天水分区行政督察区成立，辖天水、甘
¹ １５
&) Ï&
"#%(ÊË%Òk& "#=Q
谷、武山、徽县、两当、通渭、秦安、清水
县。同年
ÔH
R=EÂ=¶+=^µ=ÓÃ=D´=# "８+:
１２月，天水分区改称天水专区。１９５０年２月，改天
&# ¹&"#%1"#Õ%: &%)( H # ¹&"
水县置天水市，以城区为其行政区域。５月
#) Ï&
#+O"#)&Ö×%Ø(%i: ) ¹ ２５日，
平凉专区的庄浪县划归天水专区；撤销岷县专区，
ÙÚÕ%/ÛÜ+Ý"#Õ%Þ¿!ß+Õ%&
所属陇西、漳县划归天水专区。天水专区辖天水市
Afg=à+Ý"#Õ%: "#Õ%"#)
á"#=D´=¶+=^µ=EÂ=à+=QR=#=
及天水、秦安、徽县、两当、武山、漳县、甘谷、清水、
ÛÜ=fg=ÓÃ && +: &%)* H年７月６日，张家川
$ ¹ ! Ï&âãÄ
庄浪、陇西、通渭１１县。１９５３

自治区成立（１９５５年
１０月改称县）。１９５６年１月，
¹1+K: &%)! H & ¹&
äå%ÒkI&%)) H &(
陇西县、通渭县从天水专区划归定西专区，礼县、
fg+=ÓÃ+q"#Õ%ÝægÕ%&·+=
西和、成县从武都专区划归天水专区，庄浪县天水
gç=Ò+qEèÕ%Ý"#Õ%&ÛÜ+"#

天水市
!"& 天水的名称，源于＂天河注水＂的传
"#/01&234"56#7/8
说。天水在夏、商时期属雍州。秦武公十年（前
６８８
9: "#;<=>?@ABC. DEFGHIJ !""
年），秦灭邦戎、冀戎，置卦（今秦州区）、冀（今甘谷
HK&DL!M=NM&O!IPDC%K=NIPQR

专区划归平凉专区。同年底，天水专区辖天水市及
Õ%ÝÙÚÕ%: ÔHé&"#Õ%"#)á

县东）二县，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两个县级建
+SK T+& UVWXYZ[\]/^_+`a
制。秦昭王二十八年（前
-. DbcTGdHIJ２７９年），设陇西郡，郡县
#$% HK&efgh&h+

销两当并入徽县。４
!^µêë¶+: ' 月
¹ ８日，撤销武都专区，所辖宕
" Ï&¿!EèÕ%&ì
昌、文县、武都、康县、岷县５县划归天水专区。９月
«=w+=Eè=í+=ß+ ) +Ý"#Õ%: % ¹
５日，撤销西和县、礼县，合并成立西礼县。撤销徽
) Ï&¿!gç+=·+&îêÒkg·+: ¿!¶
县、成县，合并成立徽成县。１２月
日，天水专区
+=Ò+&îêÒk¶Ò+: &# ¹ １６
&! Ï&"#Õ%
/ß+ÝægÕ%: &# 月
¹ #(
Ï&¿!"#+
的岷县划归定西专区。１２
２０日，撤销天水县划
Ý"#): ¿!QR+&QR=à+=EÂîêÒk
归天水市。撤销甘谷县，甘谷、漳县、武山合并成立
EÂ+: ¿!âãÄ+ç#+&îêÒk#ï
武山县。撤销张家川县和清水县，合并成立清水回

制在天水地域上已建立。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
-;"#$i[jak. glEmnopH IJ
&&' HK&qfg=r$ThsO"#h: qtu
4
"
１１４年），从陇西、北地二郡析置天水郡。从此有＂天
水＂的名称。三国魏文帝黄初元年（２２０
#7/01: pXvwmxynHI##(年），一度设
HK&z{e

秦州。因秦邑而得名，从此有＂秦州＂的名称。西晋
DC: |D}~0&qtu
4
DC7/01: g
HK&
&'(Ch+p`-: EmHI#!%年），
始，实行州郡县三级制。晋武帝泰始五年（２６９
秦州正式设立，今所辖大部分由秦州天水郡辖。南
DC ek&PDC"#h: 
北朝政权更迭频繁，秦州区划变更较大。隋炀帝大
r&DC%: m

业三年（６０７年），改州为郡，秦州改为天水郡。唐高
pHI!($ HK&Ch&DC"#h: 
祖武德二年（６１９年），改天水郡为秦州，后属陇右
ETHI!&% HK&"#hDC& Af¡
道。宋秦州先后属陕西路、秦凤路、凤翔路。元明属
¢. £DC¤ A¥g¦=D§¦=§¨¦. n©A

陕西巩昌府。清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秦州升为直隶
¥gª«¬. B®HI&$#% HK&DC¯°±
州，直隶甘肃省，辖秦安、清水、两当、徽县、礼县５
C&°±Q²³&D´=#=^µ=¶+=·+ )
+. ¸XTHI&%&*年）２
HK# ¹&rº¬»(³=+
县。民国二年（１９１３
月，北洋政府推行省、县
T`-&¼½¢-. ªD¾¢1f¢&¿DC
二级制，暂存道制。巩秦阶道改称陇南道，撤秦州
e"#+: ¸XpHI&%&' HK& ¹&ÀÁ+1E
设天水县。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１月，宁远县改称武

"#=D´=·+=gç=Ò+=¶+=^µ=EÂ=à
天水、秦安、礼县、西和、成县、徽县、两当、武山、漳

县、甘谷、清水、张家川
+: &%)" H ' ¹ '日，撤
Ï&¿
+=QR=#=âãÄ &#１２县。１９５８年４月４

ðäå+: "#Õ%"#)áD´=#=EÂ=
族自治县。天水专区辖天水市及秦安、清水、武山、
g·=¶Ò=Eè=w+ " +:
&%!& H １１月
&& ¹１５
&) 日，
Ï&
西礼、徽成、武都、文县８
县。１９６１年

恢复武都专区。原划归天水专区的武都、宕昌、康
ñòEèÕ%: óÝ"#Õ%/Eè=ì«=í
县、成县、文县仍划归武都专区。１２月
+=Ò+=w+ôÝEèÕ%: &# ¹１５
&) 日，恢复
Ï&ñò
天水、甘谷、漳县、两当、西和、礼县、清水县和张家
"#=QR=à+=^µ=gç=·+=#+çâã
川回族自治县。漳县划归临洮专区。至年底，天水
Äïðäå+: à+ÝõöÕ%: ÷Hé&"#
专区辖天水市及天水、西和、礼县、徽县、两当、武
Õ%"#)á"#=gç=·+=¶+=^µ=E

山、甘谷、秦安、清水、张家川等
个县。１９６３年
Â=QR=D´=#=âãÄø &(１０_+:
&%!* H
１０月
&( ¹２３日，撤销临洮专区，将其所属漳县划归天
#* Ï&¿!õöÕ%&ùØAà+Ý"
#Õ%: &%!% H １０月１日，天水专区改为天水地
&( ¹ & Ï&"#Õ%"#$
水专区。１９６９年
%& & ) １１
&& +:
&%") H
$ ¹ "８日，撤销天水地
Ï&¿!"#$
区，辖１市
县。１９８５
年７月
%&ek"#): óA"#$%/gç+=·+=¶
区，设立天水市。原属天水地区的西和县、礼县、徽
+=^µ+ÝúÒk/f$%&à+Ýæg
县、两当县划归新成立的陇南地区，漳县划归定西
$%:úeD×%=r¢%:#(()
& ¹ & Ï&ûX
地区。新设秦城区
、北道区。２００５H 年１月１日，经国

Â+:! ¹&f¢1ÃÄ¢& &' +:¸XGÅ
山县。６月，陇南道改称渭川道，辖１４县。民国十六
ÆÇ&
H
I&%#$ HK$ ¹&ÃÄ¢1ÃÄ(%:
年（１９２７年）７
月，渭川道改称渭川行政区。不久，
¿!(%&'(³+T`-: ¸XGdHI&%#%
撤销行政区，实行省县二级制。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
年），伏羌县改名甘谷县。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年），
HK&ÈÉ+0QR+: ¸XTGpHI&%*' HK&
ek"#(ÊË%: ÌH&1Q²³ÍÎ(
设立天水行政督察区。次年，改称甘肃省第四行政
üýþÿ&D×%=r¢%0DC%=!"%:
务院批准，秦城区、北道区更名为秦州区、麦积区。
ÊË%& &( +:&%'% H " ¹ * Ï&"#+ÐÑ:"
督察区，辖１０县。１９４９年８月３日，天水县解放。８

+ !" +
－２６－

%9:;
党政社团

!"#$
党政社团
民联军驻陕西总部在西安成立，于右任任总司令
!ÐÑÒ¹´ÓÔ(´µ}~D ÕÖÓ×½
Ø¹´ÙÚDÛÜÝÞÓ×½DABCÙ!
兼陕西省主席，邓宝珊任副总司令，葛霁云任省民

!"#$%&'()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
*+,- 民国时期天水籍在京上学的学生
!"#$%&'()*+,+天水学会
./,0123456 789:$;<=>?%&
创建的进步青年组织。五四运动期间及以后，天水

籍在京上学的进步学生葛霁云，在李大钊的直接
@()*+,01+-ABCD (EFG,HI
领导下，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民国十年（１９２１
JKLDMNOPQRSTU:V !WX3Y!"#!
3Z[W\]^_->DABC`EFGabPc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葛霁云由李大钊介绍加入
[W\]^V !WX83Y!"$% 3ZdDABCef
中国共产党。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年）春，葛霁云发起

ßàÞàÅD áâã§äåæÃ»¸çÑßèé
政厅副厅长，刘伯坚为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政治处
éÅV ABCê#ëì\]^(¹´,ÀJK
处长。葛霁云此时已是共产党在陕西的主要领导
|qíDÆÇÈîï,ðñòó?§^45ô
人之一，他利用这个公开的合法身份，为党组织提

供经费，掩护党内同志并发动各县积极组织农民
õö÷? øù^úiûge:üýN45³!
þ6 (ê$;DÆ¶·¸(¹,%&@01|
协会。在此期间，他主持召集在陕的天水籍进步人
ºÿ!"n#[$nt½nklmnopqntu
士汪剑平、温中兴、王新令、吴鸿宾
、张澄之、王承
舜、岳跻山
、王炳等二十余人成立了同乡会。
vnwxynt%z»X{|}~ij6

并组织在北京上学的天水籍同乡吴鸿宾、张澄之、
g45(h)*+,%&'ijklmnopqn

新阳农民运动
12.345 民国时期天水农会组织的农
!W#$%&³45,³

张雅韶、王承舜、岳跻山等
２０ {|}~%&+
余人成立了天水学
orsntuvnwxyz $&

!9:6 !WXÍ3Y!"$( 3ZDtuvnt½&
民运动。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王承舜、王新令受

会。学会创办了《新时代》季刊，葛霁云任主编。《新
V +.# DABC6
时代》发展至北京各校和天水故里。《新时代》虽然
#eh)%&V#

同乡会委派回到天水故里发动成立农民协会。天
ij'¼¾¿%&e:}~³!þ6 %
&³,U:À((nÄ()z*Dô+,水农会的活动主要在新阳、三阳川等地，提出打倒

仅办了四期，但它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在北京乃至
.
8/0
.
123Y45678n 9:;<,Ó=Z,
8$DD(h)  ＂四凶＂八害＂（即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总称）的
>?DJK@e:fA,³!BC*DED,¡W,¢£¤¥]-¦§¨©,ª«D ¬®
全国的思想界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特别对
口号，领导刚发动起来的农民批斗地主恶霸，打倒
9:;<DíFª«GHü6
%&]-,ª«¯§¨©°±²V
天水产生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刻。
土豪劣绅，一度影响附近各县。
陇南地下党
6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天水地
[I|!\W}~J%&*
*+.- 民国时期在天水成立的农民进步
!W#$(%&}~,³!01
天水农会
K[W\]^LÀ456 !W»XM3Y!"*+ 3ZD
45V '"$( 3DABC(´µ¶·¸(¹´,% 区中国共产党重要组织。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
组织。１９２７年，葛霁云在西安主持召集在陕西的天

水籍进步人士二十余人成立了同乡会，并派王承
&@01|º»X{|}~ijD g¼tu
vn t½¾%&³V tuv¾¿%&
舜、王新令回故里天水办农会。王承舜回到天水
>D}§e:n45gJK³,ÀÁÂ|V t
后，成为发动、组织并领导农会的主要负责人。王
½¾%&%&ÃÄ[+ÅD ÆÇÈ,
新令回天水任天水第三中学校长，他利用公开的

被中共陕西省委派往天水国立五中发展党组织的
N[\¹´Ù'¼O%&W~7[e^45,
[\*L^PáQRS[\¹´Ù'¼A,1T
中共地下党员刘桂增与中共陕西省委派来的八路

ÉÊe:n45gJK+-ËÌV
职务发动
、组织并领导学生会工作。

甘肃工作的意见》，主要在学会及知识分子中发展
cdËÌ,efDÀ(+<ghij[e

军驻西安办事处三原联络站站长董振国在玉泉观
ÑÒ´µUéÄVÐWXXÅYZW(å[\
接上关系后，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地下党部科《对
I*]^>D_`[\[a45Ô*L^Ôb®
党员。董振国
、刘桂增在天水国立五中学生中发展
^P6 YZWnáQR(%&W~7[+-[e
张德祥、孙书田
、耿夫猛 、贾荣陶、檀敬绅及生活书
okænlmnnopqnrstnuv<<-Um
店经理薛天鹏等人入党。徽县党组织发展了知识
wöxy%zz|c^6 {ü^45egh

分子王锐青、段秉廉、山炯堂、周少珊、葛维西
、周
ijt|2n}~nynÝnA´n
冠军等人入党。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１０月，蒋
Ñz|c^6 !W»X3Y)",- 3Z)& ÏD

常

afÃ»\D cË']*
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甘工委机关和陇南地

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民国
L^45¿D^,U:Nc*L6 !W
三十七年（１９４８
２９ DcË'
日，甘工委决定将陇
3Z)) Ï $"
ÄXM3Y)",+ 年）１１月
Ë'§ÖË'D g}~[\*KËÌ
渭工委改为陇右工委，并成立中共陇南地区工作
'PY=Ë'3ZDm Dkè
委员会（简称＂陇南工委＂），高健君任书记，吴治
Ë'}~
Wn¡¢£n{¤nt¥¦§'P6
国、沈遐熙
、余凯、王廷杰为委员。陇南工委成立
>DV§Ë'JK,¨yn©üncªz*^
后，原属陇渭工委领导的武山、漳县 、甘谷等地党

组织划归陇南工委领导。陇南工委的成立，促进了
45«¬Ë'JK6 Ë',}~D0

!"#$%&'()*+
天水县农民协会任命通知
%&*K^45,Fe6 *L^(X{3
天水地区党组织的大发展。陇南地下党在十余年
*+/0!W#$%&@01|º(¹
天水同乡会 民国时期天水籍进步人士在陕 艰苦曲折的斗争中，经历了创建
、隐蔽、恢复和发
®¯°±,C²[Dö³./n´µn¶·e
´}~,0145V !WXÍ3Î)"$( 3Z! ÏDW
西成立的进步组织。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１月，国
8ï#$6 *L^¸¹¿ºD¸»¿FD¡K
展四个时期。地下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至全区

!" !
－! ２７－

!"#$%
天水大辞典

各县相继解放时，党组织遍及天水地区，共建立了
!"#$%&'()*+,-./0123456
徽县、清水、两当、成县、武山
个县委、８?1A
个区工
7"89/8:;8<"8=> !５ ?"@8"
委，４８８
@2#"" 个支部，发展党员
?BC2DEFG ６１５８
$%!" 名。
HI
民先队天水区队
&'(!")( 抗战时期天水青年进步组
JK'L./MNOP*
织。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底，华北沦陷，流亡学
+I QRSTUNV%&'( NWX2YZ[\2]^_

第一支队的队员急行军进入天水南部山区，向天
B¯f¯G7O«./ÙC>12 .
台山方向进发。队伍日夜兼程，于２
>ÌOD| ¯³f2. - 月６
~ $ 日（农历
³Vìe
正月初三）傍晚，到达安世泽的家乡——安集寨
~W þ2 dfjt
db¡
村，利用安世泽的关系为部队筹集了一些干粮，准
í2çèdf@QjC¯¢b6£¤¥2¦

生云集西安，有的奔赴陕北，国民党当时为了争夺
`abcd2efghiZ2RQF;'j6kl

个营的兵力已赶到安集寨，并将村庄团团围定。赵
?¬f®]ªdb¡2_í¯DD°| õ

MN2mnoCpqrstub]^MN2vwx
青年，令教育部次长查良钊招集流亡青年，选择校

ö÷8d8±²Ç8xyzÏ
德懋、安世泽
、吴楚荣、张鼎位等#,４０HJ³B¯
多名抗日支队

址，开办学校。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３
y2z{_x| QRST}NV%&)" NW) 月，一部
~2C

¯G³\´µ| -月~１０+,日，赵德懋、陈庆五、安世
³2õö÷8()8d
队员重陷敌手。２

分流亡青年学生（大部分来自平
]^MN_`VC、津）徒步来到天
WP.
水，国立五中正式成立，校本部设在玉泉观，学生
/2R5<52xC2_`
约有二三千人，设高中、初中、师范、职业四部。国
eS2888C| 

泽、吴楚荣、张鼎位、梁狗旦、许福海等
H*+
8±²Ç8xyz8¶·¸8¹º»Ï +!１５名组织
领导和骨干被押往天水瓦窑坡刑场杀害。
ðñÒ¼¤u6,./½¾¿?ÀÁ<|
中共刘坪支部
./0123 天水地区最早的中共地下党
./01ÂÃf30¸F

§.¨W©D| ;ªhJ³W«'223Ùf
备天亮前出发。正当赶赴抗日前线时，胡宗南的一

立五中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曾经参加过
5f_`e#;C_` ¡¢£

支部。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年），柴宗孔在靖远参加
BC| QRSTNV+&)- NW2Ä3ÅÆÇ¡¢

＂一二·九＂运动，有的还加入了中华民族先锋队
¤
S¥¦§ ¨©2 efª¢«6YQ¬®¯

＂抗日义勇军＂，突围失败后，回到天水开展武装斗
¤
J³ÈÉ7§2Ê°ËÌå2i./zE=ÍH

（简称民先队）。为了把抗日救亡运动深入持久地
V°±Q¯W| j6²J³´^¨©µ«¶·0

k| QRSTSNV+&)) NWU2=>¹ÎDE¹
争。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春，在武山刘坪发展刘
尚恭（冠五）、魏向贤等入党。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ÏÐVÑW8ÒÓÏ«F| QRSTNV+&)$
年）９
月组织成立了中共武山刘坪支部，刘尚恭任
NW& ~*+R563=>¹ÎBC2
¹ÏÐ
书记。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７月，刘尚恭去世后，党
ÀÔ|QRST¦NV+&#, NW( ~2¹ÏÐÕå2F

开展下云，刘桂增在天水国立五中积极活动，发动
zE¸a2¹º»./R5¼½¾©2D©
民先队员孙书田（孙耕夫）、耿夫孟
Q¯G¿ÀÁV¿ÂÃW ÄÃÅ、贾荣陶、檀敬
ÆÇÈ ÉÊ
绅（方欣甫）等积极联络和发展队员，为筹建国立
ËVÌÍÎWÏ¼½ÐÑÒDE¯G2jÓ4R5
五中民先队组织创造条件。７月，国立五中学生在
Q¯*+ÔÕÖ×I ( ~2R5_`

BCÖË|
支部消失。

天水城南公园集会，大会宣布＂民先队天水区队＂
./ØÙÚÛbÜ2ÜÝÞ
¤Q¯./1¯§

./456789:;< 天水地区第一个
./01?
中共陇南临时工作委员会

<52vßàx_`ÄÃÅj1¯q| ./
正式成立，选举该校学生耿夫孟为区队长。天水中
Q¯./1¯
学_8./:x_`áâãä|
、天水师范两校学生应邀出席。民先队天水区队

×f3F*+| °±
¤
ÙØ'A@§| QRS
统一的中共党组织。简称＂陇南临时工委＂。民国二

成立后，队员们利用寒暑假深入农村
、学校宣传抗
<5å2¯Gæçèéêëµ«ìí8_xÝîJ
³|
日。

天水监狱暴动
!"*+,- 民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越狱
QR'L3ïFðñfòó

T}NV+&)" 年）６
NW$ ~2icÙÚÛÜR
VÛÝWi
十七年（１９３８
月，陕西省派董振国（董邦）回
./45F*+2åDEFG
$
H2R56FB
天水建立党组织，先后发展党员 ６名，成立了党支
C| ÞNX2icÙ@ßR5./0@2àáF
部。同年底，陕西省委决定成立天水地委，但因党

员太少，不具备成立地委条件，故于次年
Gâã2äåæR50@Ö×2ç.pN ２月，在
- ~2

运动。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
¨©| QRSTNV%&)* 年）１２月，中共陕南特
NW+* ~23iÙô

天水关子镇成立了中共陇南临时工委，董振国任
./@èéR563ÙØ'A@2 ÛÜR

@@Gõö÷øô@ùúû"zü0¸Aý|
委委员赵德懋奉特委指示在凤县开辟地下工作。

临时工委书记，张德祥任组织部长，刘桂增任职工
Ø'A@ÀÔ2xö*+Cq2¹º»A

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
QRSTSNV%&)) 年）１１
NW%% ~月６日晚，国民党警特
$ ³þ2RQFÿô
务发现赵德懋后包围了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赵
!D"õö÷å#$6F*+f%&ÐÑ'| õ
德懋和地下党员陈庆五越墙逃往天水，由于特务
ö÷Ò0¸FG()ò*+,./2 -.ô!

部长、贾荣陶任青年部长、孙耕夫任宣传部长、薛
Cq8ÆÇÈMNCq8¿ÂÃÝêCq8ë
天鹏任统战部长，宋肃如（１９４３年
.ì×KCq2íîïV+&#) N３) 月被捕自首，
~15ð2
１９４７
+&#( 年７
N ( 月恢复组织关系，１９４９
~ñò*+@Q2+&#& N年１月第二次被
+ ~Sp1
捕叛变）任工委委员。机关驻甘谷县城，辖甘谷县
5óôWA@@G| \@õö÷"Ø2øö÷"

高星北的告密，１１月
１１ ³123ÙC452
日被胡宗南部逮捕，押到
/Zf0&2%% ~ %%
6
7892:
¤
;<QR=§>? $
N2@6../A
军法处，以＂危害民国罪＂判刑
６年，关押于天水监
狱。赵德懋、陈庆五被关押在天水监狱后，很快团
ó| õö÷8()1@6./Aóå2BCD
结了狱中难友，积极开展狱中斗争。他们与狱内党
E6óFG2¼½zEóHk| IæJóKF
员刘华（原名姚仁夫）接上了关系，成立了狱中党
G¹YVLHMNÃWOP6@Q2R56óF
小组，推举刘华为小组长。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
S*2Tß¹YjS*q| QRSTNV%&)!年）
NW

@Òö÷Ø18R5 - 个支部，党员发展到
?BC2FGDE )#
委和甘谷城区、国立五中２
３４
H| ÞN $月，临时工委
~2Ø'A@ ３) H@GÕùd_ú2
名。同年６
名委员去延安学习，一
H@Gû52A@üý¾©|
名委员被捕，工委停止活动。
=>?.@AB- 民国时期革命事件。民
QR'Lþÿ!×| Q
国立十中学生运动
RSTUNV+&)( NW2"8#8$8%ZÏ0]^_
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豫、晋、鲁、东北等地流亡学

UVWX2FS*YZj2[©'\] R^2
),,, bE./2
R5"Ú_| pN +` ３０００
生
多人集结天水，成立陇豫公学。次年
１２
春节前夕，党小组分析认为，暴动时机已经成熟，
月，陇豫公学大部分师生迁入清水县城，成立甘肃
_`a6bcfòóÌd|
*
~
#
³
V
ìe~
~2"Ú_C`&«9/"Ø2R5öî
并制订了详细的越狱方案。２ 月 ４ 日（农历正月初
Wµf2Aófqgh]ijkN2lem?
S_2RQ'(noC)_¹*+xq|
第二中学，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学许逢熙兼任校长。
一）深夜，监狱中的长官都已回家过年，只有几个

值班看守也进入了梦乡。被争取过来的狱中看守
nopqrO«6st| ukvkfópq
班长张鼎位打开了各牢房和监狱大门，暴动领导
wqxyz{z6|}~ÒAó2 [©ðñ
人赵德懋、陈庆五、安世泽
、刘华等立即分头工作，
õö÷8()8d8¹YÏ5Aý2

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月更名为国立第十中
QRST,N V+&)& 年）４
NW# ~-HjR5T
学，校本部在文庙（今原泉小学址）。国立十中学生
_2xC./V0LS_yW| R5T_`

先抢夺了狱卒的长枪
支，又将看守张德祥等锁
l6ó fq ６$ B2
pqxöÏ
~K2b %,,
到房内，召集
１００ HFGb2-õö÷
多名难友集合，由赵德懋按预定
ÝÞR5
¤ÙQJ³B¯§2-d
计划宣布成立＂陇南人民抗日第一支队＂，由安世

下，倾向革命。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因学校部
¸22þÿ| QRST¦NV+&#, NW2á_xC
34G56Ú7;8_``ÿ2 NK_`
分管理人员贪污公费危及学生生命，一年内学生
9:;T| j6kvQ<8-8=>`¾2R5
病死数十人。为了争取民主、自由、改善生活，成立
6_`?Ü2 ?Üfðñ¸_`z@AB
了学生自治会，在自治会的领导下学生开始罢课

¯q2õö÷Ò¹Yå7| ÙQJ³
泽任队长，赵德懋和刘华在后殿军。陇南人民抗日

[\ÒK12 _`0¸FGf1Dno
多来自沦陷和战区，学生在地下党员的启发教育

! !" !
－２８－

-+./
党政社团

!"#$% &'()
走向社会。此次学运
*+,-./012
也得到中共地下党的

由肖焕章负责，三组由郭化如负责，行动时间定在
lpl|C[
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安远逢集的日子。一月九日
¡PçcÛP¢dï~Ã£2d¤À çc¢d
上午十一时，游击队员来到安远，大家都按原来的
i¥PçCl¦?ð6Ê,ï~lþ§¨©ªÊ2
布置计划方案准备战斗。十二时正，战斗打响了，
«¬Ö®b¯°}À PÛC±l°}±²³l
游击队员迅速捣毁了镇公所，缴获步枪
¦?ð6´µ¶·³ê¸¹lº»ö ７支，手枪
, 3l¼ö

J2KL3MNOP
法的身份支持国立十
-(QR S(TU8
中学潮。当学生
自治

１% 支，砸坏电话机
3l½¾?¥¿ %１部。随后攻打张慕如的堡子，但
AÀ d¶±m2À¤lÁ

34% .51678
支持。共产党员陆治
9:;<=>;?@
安调任清水县任电报
ABCD EFGHI
局长时，就利用其合

由于攻打镇公所耽误了时间，当游击队员赶到堡
º±ê¸¹ÂÃ³Cl S¦?ð6ø,À

$ VW X ４０
!" Y
Z,
会派代表
余人到
[=\]^+,I_
天水谈判未得到合理
c $%
2`aCb# 月
的答复时，５
２１ d
日
efgB
hij
kl
全校师长涌 上街头，

人，不使敌人怀疑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工委委员临
ZlÌÍËZÎÏÐ.512¦?ðlvÍÍ6:
时决定让游击队员烧毁张慕如的六间铺面，没收
CÑ¦?ð6Ò·m2ÜÓÔl ÕÖ
了铺子里的现金等，然后撤离。腊月上旬，参加安
³Ó¤2×Ø%lÙ¶ÚiÀ ÛciÜl ï

张贴标语、散发传单、
mnopqrstuq

远事件的地下党员郭志忠被捕后叛变，供出了这
~no2/016ÝÞg!¶ßàl á³³

子时堡门已关，堡子防御严密未攻破。为了迷惑敌
¤CÀwÄ,lÀ¤Å¢ÆÓ^ÇÀ È³ÉÊË

!"#$%&
国立十中校门
vw#$xyzSA
呼吁社会各界与当局
{|}~R &# 日，国立十中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
dl NOP-(TU8$(T
进行斗争。２５
１２００
%&'" 余人徒步到天水请愿。学校当局电告天水专
YZ,[=R (fSA? [=
署，诡称学生＂受异党煽动，持械进攻天水＂。当请
l(T

1lM{[=R S
愿学生抵天水七里墩时，遭天水军警阻拦，学生自
(T[=Cl[=l(TU
治会成员刘翘鸾与军方排长李御云对话交涉时，
8$6z B¡¢£¤¥¦§Cl
¨Z-©Kª« [=6¬®¯°(T±²
两人中弹身亡。天水专员庄以绥反诬学生打死排
Bl³´µ(Tl¶·(T¸¹º
长，出动军警包围请愿学生，后将请愿学生囚禁于
天水中学，３
日后武装押送学生返校。６) 月初，天水
[=-(l( d¶»¼½¾(T¿fÀ
cÁl[=
6¬®l P-fBÂÃÄzÅÆÇÈÉVÊ
专员庄以绥，十中校长许逢熙与甘肃省政府派来
ËÌ(QÍ6ÎÏÐq ¡ÑÒÓÔÕÖR ×c #５
平息学潮委员杨文华、李芳泉密谋策划。同月
日，他们派第二十六补充训练处侯占彪率步兵一
dl ØÙVÚÛPÜÝÞßàáâãäåæç

次事变的详细过程。天水专署专员高增级带领天
'nà2âãPäÀ [=69åæí"[
水骑兵学校的学生配合甘谷、通渭的自卫队，由郭
=ó`(f2(TçIÅ}qYè2Uéðl

志忠带路，先后分别包围了游击队员驻地通渭的
ÝÞíêl ë¶ìíîµ³¦?ð6]/Yè2
张家窑沟
、许家坪和甘谷的陈家庄 、谢家桥子，逮
m§ïðqÂ§ñòÅ}2ó§¬qô§õ¤lÿ
捕了张大旗、许元元、陈世昌、陈益清
、陈保豆等
!³mþöqÂ÷÷qóøùqóú<qóîû%
ZÀ ôüýþ³³ËZ2îµl ÿ!!ÁKQ
人。谢俊山冲出了敌人的包围，虽逃走但身负重
NÀ mþöqóøù%Z"ËZ#$Z%2&±
伤。张大旗、陈世昌等人受尽敌人惨无人道的拷打
¶g'([)*À d¶l9åæí"ZñlÝ
后被杀害在礼辛。随后，高增级带领人马，由郭志
Þíêl[t+xá+Zlë¶5ÿ!³,-ý.
忠带路，在陇西各处认人，先后又逮捕了倾海山（排
BsqÎ/k.ÎÜ0sqK1Ò%Zl'(ºt+À
长）、杨花头（杨六五）、王炳泉等人，杀害于陇西。
%&'()*+, 红四方面军在武山成立
23Ô[»ýO
武山县苏维埃政府

的红色政权。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224È5À jNÛP0q.%*()年）８
qs+ 月，红四方
cl23

团到清水武力镇压。６
è,<=»éêëÀ )日，庄、许带保安一中队，马
dl¬ìÂíîïç-ðlñ

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驻武山
ÔÚpPç¢Pçg]»ý４０!'余天。其间，
Y[À Hl

跑泉骑校学员一中队，秦安保安一中队来清水。９
òÒóf(6ç-ðlô9õ9ç-ðÊ<=R *

九十—师把政权建设作为新区工作的重要内容，
¢Pçg6È5789È:;v92Q<=>l

日，军警持枪驱赶学生到十中操场训话，用点名的
dlMö÷ø(T,P-ùúß¥lGûü2

每到一地都大力宣传和开展地方苏维埃政权和武
?,ç/¨þé@tòxA/BCDÈ5ò»
装组织的建设。在武山鸳鸯镇的颉家门村成立了
¼278À [»ýEFê2G§wHO³
武山县苏维埃政府，杨芬芝任县长
、马子卿（马祥
»ý>BCDÈÉlÎIJ;>Bqñ¤K
.ñL

方式进行大逮捕，将学生领袖邱水泉等
６２ ü(T
名学生
ý{|þÿ!l·(T"#$=Ò% )$
&½'(þ)À S*l+,-./(T01234
拘押隍庙大殿。当夜，西关营业房学生意欲解救被

押同学，又遭保安队弹压。次日，军警将邱水泉等
１６
½×(l5îïð©ëÀ 'dl·$=Ò% %)
名同学代表押清水监狱。１０
日，庄以绥、许逢熙带
ü×(WX½<=67À %' dl¬®qÂÃÄí
领保安队弹压学生，学生居高临下，用石头瓦块还
"îïð©ë(Tl(T89:0lG;k<=>
击。小学二部学生武铭芳中弹牺牲，后又将万士锷
?À @(ÛA(T»BÑ-©CDl¶5·EFG

麟）、马鸿九、颉发俊（颉十存）、石怀玉、李春荣、李
MsqñN¢qGsüOGPPsq;ÎQq¡RSq¡
TUqVWX.YsÈÍ6À [EFêO³EF;
吉娃、乔秋儿（女）为委员。在鸳鸯镇成立了鸳鸯区
BCDÈÉl;ÎQ;ÈÉZ[l\ãqÎ]Rq
苏维埃政府，石怀玉任政府主席，尚占德、杨景春、
ó^qm_`qÎqPUÈÍ6À [ýaê
陈双有、张克敏、杨焕成、七十娃为委员。在山丹镇

O³ýa;BCDÈÉlñN¢;ÈÉZ[qñ
%+ ü(T½2,HIJ-l(TKLMNO
等% １８
名学生押解到兰州劳动营，学生王健因伤势 成立了山丹区苏维埃政府，马鸿九任政府主席、马
PQR²ªÀ ·ÎS% (%
ü(T½2,+ïJ
过重而死亡。将杨步瀛等
３１名学生押解到西安劳
-lTU% １８
%+ ü(T4VWX(lB%
动营，周浩等
名学生被勒令退学，刘铭等 ９* ü
名
(T4YZÀ [<=\]2îïð¨^-ð_]
学生被通缉。在清水留驻的保安队两个中队及驻
¨^`aqbcdC¤(T{|êëÀ
efl
军两个步兵连
、准备随时对学生进行镇压。最终，

校长许逢熙被迫调离国立十中。
fBÂÃÄgh:iNOP-À

安远反霸
!"#$ 民国时期革命事件。民国三十六
jNCklmnoÀ jNpPÜ
年（１９４７
年）１０cltu:CvÍwx$yz{
月，陇南临时工委专门开会研究除
qr%*!, qs%'
掉甘谷县安远恶霸土豪张慕如。参加会议的有高
|Å}>ï~mÀ
$29
LqEqqqqqÎ
健君、万良才、牙含章、肖焕章、毛德功、郭化如、杨
%ZÀ $'n|À
友柏等人。会议决定这次军事行动由郭化如负责。
·|Z6p^lçÎlÛ
将行动人员编成三个组，一组由杨友柏负责，二组
! !" !－
－２９

武山苏维埃政府旧址
'()*+,-./

!"#$%
天水大辞典

德功、马绪元、马世成、马正川为委员，马德功任农
!"#$%&#$'(#$)*+,-.$!"/0
1234
会主席。

秦安学生抗日救国会
&'()*+,-. 民国时期天水青年进
56789:;<=
步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民国二十年
>?@4 ABCDEFGHIJKL 56MN<
（１９３１年）王蕴珊、冯绳武、邓名骧在秦安中学发起
O!"#! <PQRS#TUVWXYZA[\]^_`
组织了学生抗日救国会，本校同学和孔庙街小学
?@a^bBCD61L cde^fghij^
kkJl4 !$ 月初，秦安学生抗日救国会正式成
mn. [\^bBCD61)op
纷纷响应。１０
q.rsQRSWTUVWXYZWtuvWwxyW
立，推选王蕴珊、冯绳武、邓名骧、丁联璜、赵友普、

魏浩川、李如轼、王尚勤、范衍等人为委员，王蕴珊
z{*W|}~WQW+,-.QRS
为主席。同时发表宣言，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请
+234 e7_ .65.
求对日作战。接着，两校师生上街示威游行，宣传
C4 .dbi.
抵制日货，开展募捐活动。１０
月底，共募捐皮衣
¨£¤©ª
C L ¡¢£¤¥G¦ !$ m§L
%&$多件，银币
«¬L® ２７００
'($$ ¯&L°±²³´µ¶·¸¦
３５０
余元，一并汇给东北义勇军。
¹ºL»¼W½¾Wz¿WÀÁWÂÃÄÅj^ )$$
随后，陇城、龙山、魏店、郭嘉、千户五所小学
４００
多名学生也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并成立了分会。当
«Y^bÆÇÈaBCD61L±pqaÉ14 Ê
时抗日救亡运动深入人心，参加抗日救国会会员
7BCDEFGËÌÍL ÇÈBCD611全县达
ÎÏÐ ５７０多人。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
&($ «4 56MN°<O*"%+ <Ñ! m ,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
CLCcÒÓ¸=ÔÕL]6¨Ö×ØÎ6
5ÙÚNÛÜ¸LBÝCcÒÓ¸4 ABCD61
民支援十九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在抗日救国会
*. 97àL
[\Ïá£¤®
H?@KL Þß １０
的组织下，不到
天时间，秦安县就募捐银币

包围在不足百里的鄂北小镇宣化店。中原军区在
AÞHoµj¿4 ]~¸xA
此重围下分三路突围，时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
KÉfÜ. 7/¸x-Ç
长的王震率三五九旅组成右路纵队，历尽艰险，突
VHQfÄÛl?pÜm.P.
出重围，在返回延安的途中突破国民党重兵的围
. Ak¡¢JHW]65£H
追堵截，于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８
月 ,%
２３ C=Ì
日进入
¤¥¦.ë56fNÄ<O*")/ <Ñ- m
清水县的盘龙铺、下秦子。２４
§:ÏH¨½©WK[ª4 ,) 日，到达马鹿镇的赵
C.ßÐ$«Hw
家大庄、安子下
、李家坡、吴家庄和白杨树沟。第二
ý\¬WJªKW|ýW^ý¬f®¯°±4 sM
天大清早，王震率部队沿着林中小道上到关山顶
9\§². Qum³´]j(ßµ¾¶

时，又被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到关山顶的胡宗
7. ·¸¹ë]65í¸ßµ¾¶Hº»
南的一个营堵截，双方激战近半个小时后，三五九
H°¼½¥¦.¾¿ÀÁÂ¼j7º.fÄÛ
旅甩掉敌人进入深山老林中，穿越层层密林，取道
lÃÄÅ=ÌË¾Æ´].ÇQSSÈ´.É(
小星沟，经过花园磨、柴家嘴、高炉子、二陷子等小
jÊ±.Ë-ÌÍÎWÏýÐWÑÒªWMÓªj
村庄到达陇县、张家川和华亭三县交接处的上官厂
F¬ßÐ»ÏWøý*fÔÕfÏÖ×HØÙ
（陇县辖），又折东沿陇县最北边与华亭最南边边界
O»ÏÚÑ.·Û´³»ÏÜµqnÔÕÜqqÝ

线入崇信县，然后进入灵台县、泾川县、宁县，于８
ÞÌßàÏ.áº=ÌâãÏWä*ÏWåÏ.ë 月
日到本安镇与西北人民解放军右翼兵团警
m ２９
," CßcJnyµ5í¸æ£ç
备第三旅胜利会师（此旅是受中央指示主动迎接三
èsfl|}1OléG]êë2GIf
五九旅的）。３０日，进入陕、甘、宁边区。９月２７日，
ÄÛlHÑ4 %. C.=Ì+WòWåqx4 " m ,( C.
|}¡ß¢J4
胜利回到延安。

中共关子镇支部
?@ABC9D 共产党在农村建立的革命
¨ÖA0FìqH78

%,.. 余元，汇往上海支援抗战。民国二十二年
¯&L ²âÕÙÚB4 56MNM<
?@4 56fNí<O*")( <Ñã.îï¡ß9:¡
３２００
组织。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冬，董邦回到天水开
O
¢H?@ìð4 ñ< ６月，陇渭工委负责人万良
*"%%
<ÑãLä³BCcÒÓ¸Håæ¸¤ç
/ m.»òõ,óôõ
（１９３３年）冬，还给抵抗日本侵略军的绥远军捐集 展党的组织建设。次年
),. ¯¬Lèé %..
[\^bBCD6
©ª４２０余件，毛巾
皮衣
３００ «ê4
多打。秦安学生抗日救国

öW¯x{ßµª.÷pqµªÙu.±
才、杨友柏到关子镇，宣布成立关子镇党支部，并

1ë56MNì<O*"%&年）解散。
<Ñíî4
会于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
/0123456. 民国时期进步组织。
5678=ï?@4
甘谷县柳家坪读书会

指定甄昶任书记。关子镇党支部有计划地开展了
ëûøù/!ú4 µªÙueûüK¡¢a
抗丁、抗粮、抗捐活动，以及掩护省地党委负责人
BtWBýWB¤¥G.þÿ!"#K,óô

56MNð<O*"%"年）４
<Ñ) mKñ.]¨òóÏ,
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月下旬，中共甘谷县委

Aµª$%¥G.&µªp+»H
'
(x)4
在关子住宿等活动，使关子镇成为陇南的＂红区＂。

成立，陇南临时工委委员薛天鹏、张德祥和甘谷县
pq.»ô7õ,,-ö9÷Wø!ùfòóÏ
委成员商定在柳家坪组织成立读书会，将国立五
,p-úûAüýþ?@pqÿ!1. "6qÄ
中甘谷分校学生和甘谷青年联合起来，开展读书
]òóÉd^bfòó;<u#`$. ¡¢ÿ!

１９４９
月，党组织派甄昶等人去延安学习，关子
*")"年
< ３% m.?@*øùd¢J^,.µª

活动，旨在宣传马列主义及抗日救亡道理。读书会
¥G.%A$&2¶'BCDE()4 ÿ!1
*+µ^,-H;<./014 ÿ!12o«3.
由陕北学习过的青年轮流讲课。读书会形式多样，
45^6789:.;<=>W?@AWBCD.Ë
他们学唱革命歌曲，排演节目
、办专栏、写标语，深
入街头农村宣传抗日，深受青年欢迎。抗战期间，
ÌiE0FBC.ËG;<HI4 B8à.
òóW9:W[JK;<+L78M).N
甘谷、天水
、秦安等地青年为寻求革命真理，冒着

生命危险，越过日寇和国民党层层封锁、长途跋
b8OP. Q-CRf65SSTUW VWX

涉YWZ[+µ.=ÌBC¸\^W+µ]^fJ
、奔赴陕北，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安
^;_`^d^,.GHab4 Ê7cÏd
吴青训班等学校学习，接受党的培养。当时各县去

支部由董邦兼书记坚持斗－争到解放。
Ùu*îï!ú+,-.ßí4
中共天水县政府支部
?@!"1EF9D 共产党在农村建立的
¨ÖA0FìqH
革命组织。１９４９
年元月初，天水县政府决定以查户
78?@4 *")" <&mn.9:Ï/ûþ0Ã
1+Y23¨Ö-. A456õHî7
口为名搜捕共产党员，在政府教育科工作的董兴

政得知消息，并通知董邦，使陇右工委负责人万良
89:;.±9îï.&»õ,óôõ
öW¯x{JÎ<P4 îï=>µªþº_¢a
才、杨友柏安全脱险。董邦转移关子镇以后发展了
î7ÿAÏõH?@AWBCDÌ.p
董兴政及在县政府工作的郗恩孝、陈俊杰入党，成
qaÏÙu.î7/!ú4 Ùu}Ee}
立了县政府党支部，董兴政任书记。支部利用有利

条件，先后获得了国民党党政军方面的秘密活动、
F¬.¹ºG8a65¸¿HHIÈ¥GW
9:¸E>HYJÿ9:¸EKK4
天水军政头目的名单及天水军用地图等。
?@!"?(9D 共产党基层革命组织。
¨ÖLS78?@4
中共天水中学支部

+µ^,HeMfN.gòóÏáN«4
陕北学习的有二三十人，仅甘谷县就十多人。

南下支队回师天水北上
789:;<!"=> 民国时期革命事
567 87 8h
件。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８
日，从广东北
¬4 56fNì<O*")& <Ñ-月
m １０
*. C.ij´µ
返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与鄂豫边的新四军
kHðÜ¸fÄÛlKÙmnopqHrì¸

１９４９
*")" 年
< &５月中旬，文大家和李湛由徽县师范转入
m]ñ. M\ýf|N*OÏ=Ì

第五师和从河南中部南下的嵩岳军区部队在豫西
sÄfit]uKHvw¸xumApy
z{¾x|}1.±?p]~¸x4 ]~¸x
桐柏山区胜利会师，并组成中原军区。中原军区刚
°pq.á .?@65¸ %.
一成立，蒋介石就撕破伪装，组织国民党军
３０ ¯
余

李锐入党，由４
人组成党支部，文大家任书记。端
|UÌ.* ) ?pÙu.M\ý/!ú4
V
W=.M\ýAX»CYZ_[\]^~H=ï
阳节，文大家在《陇南日报》发表纪念屈原的进步
M_``Åab.Mcddefg.9:]^Ù
文章引起敌人注视，文遂去兰州躲避，天水中学支

万人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５万多部队团团
"]65í¸]~¸x & «um

部由李湛和李锐负责。之后支部党员发展到
１２
u*|Nf|Uóô4 hºÙu-_¢ß *,

省立天水中学，余恺和他们取得了联系。５
Pq9:]^.¯Qf45É8auR4 & 月，文大
m.M\
家和李湛介绍清水县教师文大兴和天水中学学生
ýf|NS§:ÏTM\7f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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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社团

月２日下午弃天水
人，积极开展解放天水的活动。８
月３日，天水解
!"#$%&'()*+,-. ! /
" 0")*' 第一二○军军长周嘉彬，于８
¡lu!==~EFG_ H ! /
* 0rIJ)*
放。当天，李湛和李锐等青年学生即与解放军先遣
(. 1)"234256789:;<'(=>?
人员接触，为迎接天水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AB"CDA)*'(EFGHIJK.
中共甘谷县城关支部
!"#$%&'() 抗日战争时期甘谷县
L0MNOPQRS
中共党组织。＂七七＂事变后，全国进入抗日战争时
TUVWX.Y
ZZ[\]^_`abcL0MNO

城率部经甘谷、陇西、岷县，沿渭河上游潜逃。解放
%}±QRK°LS_¥Mí+NOÒ. '(
军第二军第五师于８
日凌晨出发，第四师紧
=¡u=¡P5H !月
/ ２* 0QýFR_
¡45S
随第五师经金家集（金家稷乾）直趋天水。第六师
¡P5±T¬ÿwT¬UVx»W)*. ¡X5

期，为了推动国统区的抗日运动，甘工委派出了一
P"CGd-aefgL0h-_QijkFGl

五师侦察队在董家河截到由天水开往秦安的汽车
P5\êÖ]¬í^o_)*%`´µgab

mnV@o)*pS%&Vgqris. tau
大批党员到天水各县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民国二

４'辆，另截到载有省立天水医院院长、医生多名及
c_d^oefg)*hii~h:jk@

vZ8w#$"! 8x%
十七年（１９３８
年）５/_Qijyz{|WX}~
月，甘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由兰州开往天水的汽车１辆。经询问得知，敌一二
_l%`)*gab + c. ±mnàá_olu

罗云鹏派共产党员宋肃如（后叛变）在甘谷开展党
kUV@ w^]xQR%&V
的地下工作。６
/_ QRf78
gqris. &月，宋肃如介绍甘谷城区青年宋尔
友（宋爱如）、安藏州、王诚之、李猛
、宋之瑜等人入
w x26!c
党，随即成立了甘谷县城关党支部，宋肃如任支部
V_;GQRSV_ 

〇军二四五师主力驻天水北山，地方反动武装驻
!=u4P5pq&)*Û¦_ qrs-6t&
天水南山，城内无敌，敌一二○军经甘谷
、陇西撤
)*ñ¦_uvo_olu!=±QRK°w
退兰州。８
日６时许，第六师先头部队在天水
.l. ! 月
/ "３ 0
& Ox_¡X5>Õ}Ö)*
东二十里铺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营。上午
yuvz{|}atV=l?~. +I１０#,时许，
Ox_

z{.
书记。

第二军主力相继进入天水，第四师驻北关及北山
¡u=pq®bc)*_ ¡45&Û@Û¦

YQýFR_±Z[²6q¸ºÃ)*bÐ. ¡
亦在凌晨出发，经社棠镇等地分路向天水进击。第

后，继续西进，经云山镇至秦安。第二军越过关山，
^_®¯°b_±¦²³´µ. ¡u=¶·¦_

}¸_¡P5&°³¬l©_¡X5&
部分村庄，第五师驻城西至陈家梅一线，第六师驻
东关及其以东地域，从而宣告天水县解放。４
y@ðyq _)*S'(. ' 日，解
0_'
放军在皂郊兴隆镇西坡梁一带歼灭国民党第一七
(=²°Ìlæ|}atV¡lZ
二师骑兵第十五旅及保安团
余人，生俘国民
u5Ô£¡vP@µ¤ ６００
&,, !_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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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兵两路直插清水。一路经闫家店、傅堡、温泉向

V}@ä_m@§. %
党少将部员杨殿克，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及马匹。５

清水县城前进；一路经马鹿、盘龙、白家、柳林西
ª*SÄbÅlº±§¨ÆÇÈ¬ÉÊ°
进，在张巴梁（今张家川县张良乡）击溃国民党西
b_«ËÌwÍ«¬S«ÎÏxÐÑatV°

0_}ÖGHgc ¡_`¢£¤¥¢
日，部队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全城老百姓扶老

ÒÓÔ^_ >ÕÖ×ØÙÚGª*SÛÜÝ
逃残骑后，先头部队迅速占领了清水县城北制高

城门、经王河逃奔天水。沿草川以南赶来增援清水
ì±íÒî)*. ¥ïðñòóôõª*

«_'%¬m*_®Vgß¯_°'!t¬
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号召人民群众
±²Z*µ³_´µÄis_¶·¸k¹=. )
维护社会安定，搞好支前工作，踊跃报名参军。天
*'(^_ l£¤!"@|ß#j@$pº'
水解放后，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主持召
开了有第七军党委委员、中共天水地委负责人参加
%Gf¡Z=Vjj@TU)*qj»¼!¹½

的国民党陆军骑兵军官学校小股骑兵，被解放军
gatVö=Ô£=÷9øùúÔ£_ û'(=

的兵团党委会，决定第七军驻防天水，并成立天水
g£¤Vj*_¾³¡Z=&¿)*_À)*

ü¦}ÖÐÑ. "# 0ý_¡u=¹ºþÿª*_ª
搜山部队击溃。３１日晨，第二军两路汇集清水，清

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刚解放的天水城区实行军事
Á=\ÂÜj@*_ÃÄ'(g)*fÅ=\

清水县解放
年７
２９)$日，
*+%,-革命事件。１９４９
\ . #$'$
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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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野一兵团第一军沿关
!t'(=¡l¢M=l¢l£¤¡l=¥
¦ §¨l©%bª*S«¬qf_ '(§¨
山、马鹿一线开进清水县张家川地区，解放马鹿

点王家山。国民党清水县党政军人员得知解放军
Þ¬¦. atVª*SVß=!@àá'(=
m£âã_S~äåzæÚçèÖéêÖëF°
大兵压境，县长杨贻书带领自卫队、警察队溜出西

水县城和张家川地区解放。８月
*S4«¬qf'(. ! / １日，一兵团司令
# 0_l£¤!"
兼政治委员王震率七军进驻清水县城，召开军民
|ß#j@$%Z=b&ª*S_ '%=t

祝捷大会，王震在大会上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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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县解放
.+%,-革命事件。１９４９
\ . #$'$年8８!月
/ １日，退
# 0_.
³)*gatV¡ll/=0}àá'(=&%
至天水的国民党第一一九军残部得知解放军展开
`©12O_=~#3%¡4uZ5Ã6¦§
全线攻势时，军长王治岐率第四二七师向武山、马
78Ã9.. y=~:;%¡u445_atV
坞方向撤退。副军长蒋云台率第二四四师，国民党
)*<@|=µ!"Ýô>%Ú¹?=µ¤@Ô
天水专员兼保安司令高增级率领两个保安团及骑
£=÷VøA÷¬B_Ã°4CSDÒ. atV
兵军官党校士官、家属，向西和、礼县窜逃。国民党

¨©ªD!t'(=. !t'(=µ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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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幼，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安民告

ÂÜ.
管制。

秦安县解放
年8
８ !月/３" 日，天
/0%,-革命事件。１９４９
\ . +$'$
0_)
水县城解放的同时，第一野战军一兵团第一军经
*S'(gÆO_ ¡l¢M=l£¤¡l=±
张川镇、云山镇神速挺进秦安。当时，马步芳一部
«²¦²ÇØÈb´µ. 1O_§ÉÊl}
Ë¥ÌÍÎºÏÐÛ9_CÑÐ!t'(=°b_
正沿华双公路仓皇北撤，为阻击人民解放军西进，

敌策划欲炸毁华双公路叶家堡葫芦河桥和郭嘉镇
ÒÓÔÕÖ×ÌÍÎºØ¬ÀÙÚíÛ4ÜF²
华阳桥。此事被县自卫队的中共地下党员逯自荣
ÌÝÛ. Þ\ûSçèÖgTUqrV@ßç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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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他马上同地下党员逯鸿毅、辛发海商议，组

织地下武装力量，急速前进至郭嘉镇草嘴坪设伏。
Xqr6tq_èØÄb³ÜF²ïéêëì.
在敌人欲破坏华双公路桥时，他们向敌人发起猛
Ò!ÕíîÌÍÎºÛO_ áïÃÒ!Rð
烈扫射，敌军以为解放军主力已到，顾不上炸桥便
ñòó_Ò=ðC'(=pqôo_õö+ÖÛ÷

慌忙夺路而逃。此时，国民党秦安县县长杜凌云领
øùúºÒ. ÞO_atV´µSS~ûQÚ
县自卫队正在向西窜逃。逯自荣等得知情况后，紧
SçèÖËÃ°DÒ. ßçà6àáüý^_S
随追击至郭集，自卫队溃散，县长杜凌云逃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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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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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枪支
支，所带子弹及档案资料均被缴获。８

月
日，第一军第一师解放了秦安县。当时到达秦
/ ４' 0_¡l=¡l5'(G´µS.
1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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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的部队首长有第一军军长贺炳炎、政治委员
01:ß#}p«a2WX}~2¶®
廖汉生
、政治部主任张国声、组织部长李越、宣传
!"#" 年８月３日，天水人民喜迎解放
! $ " % #$%&'()*+,
１９４９

}~34Ê th}~566. =}&7¬Î
部长刘瑞芳、民运部长王聚贤等。军部驻牛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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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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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办理了交接手续。窦述任中共秦安县委书记，

取得联系，对企图西逃的国民党嫡系第一二○军
Ð opq)ÅA¨#rUVl!W
一七三师欧阳卓、吴
尚武团形成包围态势，迫其全
V©ª«¬9¯°±®s@tuvwÐxÚÜ
部缴械投降。８
%Þßà| ' 日，解放军大部队进入武山县城，军
4Ð£¤W%Ga¢±·,ZÐW

杨培发任县长。１０日，第—军离开秦安县城，经通
:;<N,&M $% 4"UVWXY/Q,Z5[\

#yo±·£¤!z{|
民举行武山解放庆祝大会。

馆，民运部长王聚贤代理县长，接管秦安县政府。９
!"#$%&'()*+,&"-./0,123 !

日，由窦述、杨培发等
２７ >?@ABCDE?5F
人组成的地方工作组，与
4567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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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向兰州进军。

天水剿匪斗争
!"-./0 革命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
bcde| O|>#P½¨

甘谷县解放
月g４&日，王
&'()*革命事件。１９４９
bcde3 $!&!年８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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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初期，天水专署、天水军分区
、七军十九师和
@ò}$Ðw~9wWa9©Wâ6½

震司令员命令第二军以两日行程进至甘谷土桥
hijkcjUlWmn4opaqrstu
子、渭水峪、金家坪等地。原计划
日出发，因天降
v9]wx9yz{=B| }~ ４& 4<5

wQ?@À %Ð w9/
天水公安处联合组成剿匪总指挥部，在清水
、秦

大雨，部队未能行动。５
日上午雨停，下午第二军第
5UlWU
 5%Go| ( 4
五师按计划向甘谷进军。中共天水地下党员董邦
~^rsaW| OPwBk
在天水松树湾与第五师取得联系并汇合，于当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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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组建
７００ Û±
余名武
a?Y ６００
+%% 余人的武装公安部队和
Û>A±Q%G½ ,%%
装民兵，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深入城乡村镇，发
#óÐÿO¨>#£¤WÐ¢Zè<Ð<
动群众，依靠群众，对残匪、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
ÐÐo89½Úbc
子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行动。１９５０年至
１９５１年两
vaoIAo| $!(% fq $!($
fn
fOÐP8 ７４
,& 股，３０９１人，捕获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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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共歼灭残匪
１６０ Û
余
>ÐÞIV' ¡| F1õàß9-¢
人，缴获了一大批枪支弹药。争取政治投械、接受
改造的
余人，破获国民党＂陇南政治指导委
£¤A １０００
$%%% Û>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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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等反动组织
２００余人，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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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捕获要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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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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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减租反霸
!"123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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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地区开展的群众运动。１９５０年初，中共天水地委
$$ gÐ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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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天水分区减息暂行条例（草
）案》。１１月，全区
YVIm¯¸¹9<ºbc9»¼(½=ç¾
开展了以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内容
A$| ¯¸¹$ ´ÑÖ×#¿Bam
的群众运动。减租反霸运动（除少数民族地区以
外）于
１９５１年
f !９月已基本完成。这次运动打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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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时进入甘谷县城，甘谷县解放。军心涣散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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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一二〇军一七三师欧阳卓团、吴尚武团，已于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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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从甘谷渭河两岸向武山撤退，国民党甘谷县
4³´rs]µn¶^±·¸¹5 ¨#rs,

县长陈永康和县自卫队总队、警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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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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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到古坡上店子一带，后闻甘谷解放，又接第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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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降信件后，除陈永康带秘书、警佐
、巡官等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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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逃向礼县外，其余人员全部返城向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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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械投降。第四师十—团已于
日进至甘谷城以
Þßà| UáâV®² ４& 4aqrsZm
¡aqrsZæÐ
ãBäÐUåâ©® + 4２ )时进至甘谷城南，
东地域，第六师十七团于６日
W% '月
g１０
$% 日进入甘谷城内，城乡人民扶老携
4a¢rsZçÐZè>#éêë
军部于８

幼，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８
ìÐíîïð>#£¤W| '日，中共甘谷县委、县
4ÐOPrs,R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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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成立。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第

二军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政治部主任左
lWW&ö÷9 1õRk'øù9 1õ%úNû

齐、民运部长冯达和甘谷城乡人民共同欢庆甘谷
ü9 #$%&ýþ½rsZè>#Pÿï!rs

解放。部队休整期间，为支援解放大西北，军地组
£¤| %G"#$%Ð&'(£¤)*ÐWB?

织积极动员全县人民支援前线，甘谷城乡青年有
+,-kÜ,>#'(³.Ð rsZè/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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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踊跃参军。１１日，第二军主力撤离甘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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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西进。

武山县解放
+,()*革命事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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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７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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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第一一九军二四七师骑兵团残部败退后驻甘
s,;Q<| ' g３ *日，团长赵玉亭得知天水解放，
4Ð®&=>?@w£¤Ð
谷县磐安镇。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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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大军正欲向西挺时，遂率团退驻武山。为争取

Q9w9,9M)=,@òI %|
安、天水、徽县、陇西等县分别成立了清剿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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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霸，斗倒了不法地主，减退了１９５０９４
万斤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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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额，分得果实的农民有６６８８３
户。运动中发展农

协会员
人，发展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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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展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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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
人，成立了１８０个乡的妇女联合会，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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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改选了
Ò£ÓI３２０４个乡村政权（其中乡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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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土地改革
!"56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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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地区开展的运动。１９５１年
wBaYVA$| $!($ f １０月，天水地委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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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调县、区、乡级干部及土改积极分子４７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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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农村土地改革，１９５２
年春结束。天水地区的土改

这支部队归顺人民，早在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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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 ( ©gÐÀ@Üa１２$)县（市）的
,´ÞLA '*８３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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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５个月，完成全区
５８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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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２７６０个行政村的土改工作。天水地区土改中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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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陇右工委就已派地下党邓品珊打入该团，积

天水市北通作废机土改移利大个留会１７ｒ）ｆ３

$* 人，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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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VADEÐWËÒX<Vk１３
极开展党的工作，先后秘密发展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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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党支部。骑兵团退驻武山后，在中共武山县工
RBZ[>\]ÐBkQRS9¼^_Ð
委地下党负责人苏星，地下党员邓品珊、康秉衡，

驻武山的甘肃师管区补训第二团三营营长赵西武
:±·Ar`.abcUl®ªdd&=)±

（中共地下党员）等人的策动下，８月
KOPBke=>AfÐ' g (５日，第二四
4ÐUlá
七师骑兵团和甘肃师管区补训第二团三营官兵
©7ó®½r`.abcUl®ªdÕó

５６０
(+%人，国民党武山县自卫总队等部宣布起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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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二军解放甘谷后，前锋部队继续追击国民党
^±·ÅÄA8%| + 4ÐUCa±·,ZÐ¨
向武山逃窜的残部。６日，第五师挺进武山县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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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起义部队赵玉亭团、赵西武补训营与第五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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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土改胜利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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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社团

分地主
万余亩，牲口
!"#９６０１
!"#$户，征收没收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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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万多头，房屋
万件，全区
*/0%12 ２２．６万多间，农具４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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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４万多农户分得了土地。

天兰铁路通车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在西
<=>?@ABCDEFG
HIJKLMNOPQR; ?BSTU+!+, TV%B
北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干线。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国

民政府决定修筑西安至兰州的铁路，可直至民国
?WXYZI[G\]^_KOP% `a]?B
SbcTU+!,! TVdefghIJijOP;
?
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年）才开始动工修建宝天铁路。民
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对天兰铁路又进行了测定，
BkbSTU+!), TVlj^OPmno:pZ%
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BkbqTU+!)" 年）天兰铁路才破土动工，到
TVj^OPdr)gh%s
１９４９
年共
+!)! 年初全部工程停工。从１９３９
Tt7uhvwh; x +!,!年至
T] １９４９
+!)! T@
用１０时间，甘肃境内仅修筑了
公里的宝天段
y +# z3%{|}~I[: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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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P; <=>?@ABE% <b!
的铁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十分关心
GHOPJ; +!&# T &５月１日在天水成立了西
 + Fj:G
西北铁路建设。１９５０年
北铁路干线工程局，重测天兰线，并开始续建。经
HOPQRhv%pj^R%efJ; 
过两年半的艰苦奋斗，于
日铺至
TK% １９５２
+!&% 年８
T '月
 ２３
%, ]
兰州东站，并开始通车了。天兰铁路东起宝（鸡）
^_%ef:; j^OPiU V
天（水）路的终点北道埠，西至兰州。毛泽东同志
jUVPK¡¢H£¤%G]^_; ¥¦§¨
©sj^OPJKª«E¬®¯%°±²³
听到天兰铁路建成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他挥毫写

田家庄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于
１９５２T年２月
%
åæçÜÝtB4ÀDúÁÂÃ;  +!&%

２３
%, 日正式成立，成为全区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
îC% D78LM¿tB4ÀDúÁ
作社。在成立大会上，民主选举邓廷荣为合作社社
ÂÃ; FE@F%?#GHòóôDÁÂÃÃ
长，社内设农业、副业两组，农业组又设三个生产
/%Ã~4ÀÈIÀß%4Àßmk¿Dú
小组，有社员
户 ",
６３人，共经营土地
１６２．８亩。田
Jß%ÊÃK １６
+" $
>%@L)" +"%('
,; å
家庄作为天水第一个示范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
æçÂDjLM¿MNOPKtB4ÀÁÂ
社，在成立之初就制定了比较健全的＂社章＂，建立
Ã%FõtQRZ:STU7K
V
ÃW¼%J
了民主制度和土地、劳动入股分红制度，对入社社
:?#RXA)"ÈYg4Z!:RX%l4ÃÃ

员的公粮负担、肥料
、籽种、货币等分红及农具的
KK[\]È*üÈ^%È_`a!:b45K
使用、管理、修理，牲口的饲养等做出了具体的规
cyÈdeÈIe%-.KfgahÑ:5iKÐ
定。１９５３
Z; +!&,年春，田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整顿、
Tj%åæç4ÀDúÁÂÃeÌklÈ
巩固、扩社活动。经社员大会民主评议决定同意２
mnÈoÃpg; ÃKq@?#rAYZ§Õ %
户农民退社，同时吸收了另外
$4?sÃ%§zt':uv ４) 户入社，规模变为
$4Ã%ÐwxD
１８
+' 户
$ ６４人，经营土地１８０．６
") >%L)" +'#(" 亩。为了解决开支大、
,; D:yYezqÈ

少分红的问题，根据生产需要，卖掉了３
{!:KÓÔ%ÆÇDú|ù%}~: ,头骡子，
0þÿ%
换回了２
: %头耕牛，减少了草料支出，降低了生产成
0!%{:üzÑ% :Dú
本。同时，社里充分利用川地多，沙地少，又有藉河
; §z%Ã!y"/%"{%mÊ
水灌溉的便利条件，进一步调整生产结构，改进耕
KN6%nMÛkDú%Än
´:µ¶·j^P%¸¹ºI[^»P¼K 作技术，安排副业组充分利用河边沙地大规模的
Â% \IÀß!y"EÐwK
下了＂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的

·½;
贺词。

%&G%%&%%Ä :ÃKKD
种植西瓜，按季节种植各种蔬菜，改善了社员的生
p%>3:ÃK¡'4; [¢£úA,úSF
活，增加了社里的经济收入。粮食总产和亩产比上
T>3 '(%-A
$.(,-% 7Ã@£'4SFT>¤
年增加
８．２？ １０．３？？全社会总收入比上年增长
*(%-% ÃK'4¥¦§s７５０
*&. 斤，比上年增长
¨% S FT> ¤
７．２？？社员收入平均达到
%$(%-; 4ÀDúÁÂÃK©9Oª3«¬%l
２１．２？？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更加明显，对本

村没有加入的农户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试点成
Ù(Ê34K4$úD:6qKtº; Ü¢
®E% åæç4ÀDúÁÂÃ¸oÃ% 7ÙÊ
功后，田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继续扩社，全村有

田家庄合作社天水专区第一个农业合作
'()*+, j¾8 LM¿ 4À ÁÂ

１９５
９５？？１９５６年３月，田家
$!& 户入社，占总农户的
$4Ã%¯£4$K !&-;
$!&" T , %åæ
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扩社、合并太京乡
２２
çtB4ÀDúÁÂÃoÃÈ Áâãä %%
个初级社组建成田家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
¿tBÃßJåæç®B4ÀDúÁÂÃ%
命名为红光集体农庄。全农庄有１６３５
户$７３８７
ðñD:°±i4ç; 74çÊ $",&
*,'*人、
>È
-)１３０９
$,.! 头、土地
0È)" ,)*,"
牲畜
３４７３６ ,%l²³Dúûü7
亩，对这些生产资料全
Ã´o$ML; 4çKÃKìÙDDúµ¶%$
社实行统一经营。农庄的社员以村为生产单位，统

Ã; )ÄE%j"ÅÆÇ<ÈÉÅÊËÌÍ
社。土改后，天水地委根据中央、省委有关发展互

M±iYg%'z$M·¸%Ygú¹$M!º;
一集体劳动，收支统一核算，劳动产品统一分配。

助合作的政策规定，发出了《关于互助合作问题的
ÎÁÂKWÏÐZ%ËÑ:ÒÍÎÁÂÓÔK

:°±i4çëåæç4?@§ËÌ4ÀDú»
红光集体农庄是田家庄农民共同发展农业生产自
¼ßKÃ@#½±i¡ß¾; ¿ë4ÀDú
愿组成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它是农业生产

１９５２年９
万人在北道埠庆祝天兰
!"#$ ! 月
" "２９$"日，３
#$% %&'()*+,-.
/012
铁路通车

ÕÖ×Ø%F4ÙÚÛÜÝÞoÍÎß; àzj
意见通知》，在农村逐步试办推行互助组。当时天

水县太京乡
田家庄也建立了互助组，最初组建两
áâãäåæçèJ:ÍÎß%
étßJ
¿ÍÎßêM¿ëìíîïðñKíîïÍÎß%
个互助组∶一个是以崔正海命名的崔正海互助组，

ÁÂÃK®BÀC% ±iÁvX®tB4ÀD
合作社的高级形式，集体化程度高于初级农业生
产合作社。社员的土地无代价转为合作社集体所
úÁÂÃ; ÃKK)"ÂÃÄÅDÁÂÃ±iÆ

M¿ëìòóôðñKòóôÍÎß; òóôÍ
一个是以邓廷荣命名的邓廷荣互助组。邓廷荣互
助组成立之初由八户贫雇农组成，主要生产资料
Îßõtöc$÷ø4ß% #ùDúûü
有十几头骡子和牛。当年，他们互助组的各户统一
Êbý0þÿA!; àT%°"ÍÎßK#$$M
种植了辣椒，由于牲畜多，肥料足，水浇得透，辣椒
%&:'(%ö-)/%*ü+%,9-%.(
长势好，产量高，没有加入互助组的农户都很羡
/01% ú2®% (Ê34ÍÎßK4$567

Ê%ÇÈ¸)"ÉÊ; -)ÈqË45a#ùDúû
有，不计算土地报酬。牲畜
、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
料，按照自愿互利原则，采取折价入社、由社分期付给
ü%Ì»¼ÍÍÎ%ÏÐÑÄ4ÃÈöÃ!ÒÓ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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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邓廷荣互助组越办越红火，后来要求加入互助

区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２５７人，列席代表４５
>;
8?e; ÑÜ@AKÙÚ %&* >%ÝÜÙÚ )&人。

组的农户越来越多，最后增加到
２８%'户。１９５２
ßK4$9<9/%éE>3s
$; +!&%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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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听取和审议市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
名

天水地委召开农业生产会议决定在天水县太京乡
j"Å?e4ÀDú@AYZFjáâãä

ÅKÈ)
委员
、４ñáâÅKÈ!
名候补委员、９ñãÅKßK<@j
名常务委员组成的中共天

价款的办法，逐步转为集体所有。
ÄÕKÝÖ%ÚÛÅD±iÆÊ;
-.!/01234567 会议名。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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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天水市第一次代表大会

年
月９日，中共天水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秦州
T ８' 
! % <@j×LMØÙÚq@FÛ_

& !! &－
－３３

!"#$%
天水大辞典

水市第一届委员会；选举薛映承为市委书记，张子
!"#$%&'()*+,-./"&01234
芳为市纪检委书记。中共天水市第一届代表大会
5/"67&018 9:;!"<$%=>?@
期间（１９８７年８月—１９９２年９
AB C!"#$ D % EF&""' D "月），共召开了１０
EG2 :HIJ !(
次全委（扩大）会议。
KL&MN?G@OP

甲国产汽太第一次代表

议市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４９
名委员、１１
名候
O"&`abc) *+deJ *"
Q&'f&& Qg

补委员
、１３Qij&'klZ9:;!"#%
名常务委员组成的中共天水市第五届
h&'f&+
委员会；选举赵春为市委书记，马湘贤为市纪检委
&'@)*+/"&012 /"67&
书记。中共天水市第五届代表大会期间（２００６
年
01P 9:;!"<%=>?@AB M)((- D
１２月—２０１１
次全委（扩
&) EF)(&&年
D １０月），共召开了１３
&( EG2 :HIJ &+ KL&
MN

大）会议。
?G@OP
&'!"23,-#. 会议名。１９５０年
@OQP &",( D &&
中共天水地方代表大会
１１

月
日，中共天水地方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天水市
E １５
&, R29:;!#$K=>?@T;!"
&(& 人，地委书记高峰致开
[2&01I
HIP XY@OZ=>１０１
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

幕词，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军军长彭绍辉作军事报
2 9[uab
告，地委副书记张天珩作《天水地委
１５ E`a
个月工作
2&013;a;!& &,

基本总结和今冬明春任务的报告》。研究部署减租
n ¡¢£jZb¤P ¥¦§¨©ª
«¬f®¯°f±²³f´µ^_¶·µZ9
反霸、抗美援朝、土地改革
、整党和审干等党的中

心工作。第二次代表大会于１９５５
月１３
日在
D&E
&+ RT
¸`aP <¹K=>?@º &",, 年１

年
月 *４R2
日，中共天水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秦州
D ９"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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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
人。大会听取和审议
++, [8
?@\]^_O
WHI8 XY@OZ=> ３３５

天水市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
４０
;!"HIP XY@OZ=>３６６
+-- 人，列席代表
[2»Y=> *(
人。大会总结检查全区
[P ?@7¼LW ４年来特别是总路线公布、
* D½¾¿ÀÁÂÃÄf
粮食统购统销实行以后的工作，研究部署农业生
ÅÆÇÈÇÉÊËÌÍZ`a2 ¥¦§¨ÎÏe
产、互助合作、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党的中心工
dfÐÑÒafÓÔÏÕ@Ö×ØÙ·µZ9¸Ó

"&`abc)*+deJ +%名委员、５
Q&'f, Qgh&
市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３８
名候补委

a2ÚÛÜÝ １９５５
&",, 年改造任务。
DØÙ£jP
作，讨论确定

员'f&&
、１１Qij&'klZ9:;!"#S%&'
名常务委员组成的中共天水市第二届委员

&'!"24)5+,-#. 会议名。１９７
@OQP &"$
中共天水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 D６月
- E２０
)( 日，中共天水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
R29Þ;!W<$K=>?@T
１年
;!"HI8 XY@OZ=> $&( [8
Wßà
天水市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７１０
人。地区革命
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王治邦致开幕词，党
&'@µZá¸âkkupãäI2µ

!"#$%&'()*+,,中共天水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
&'!"()*+,-#. 会议名。１９９２
@OQ8 !"")
中共天水市第二次代表大会

会；选举牟本理为市委书记，王润康为市纪检委书
@)*+mno/"&012pqr/"67&0

记。中共天水市第二届代表大会期间（１９９２
D "９
1P 9:;!"<S%=>?@AB M&"") 年
月—１９９７
月），共召开了１４次全委（扩大）
EF&""$ 年
D １０
&( EG2:HIJ
&* KL&MN?G
@OP
会议。

的核心小组组长周昌举向大会作工作报告。选
Zá¸âkkuåæ+ç?@aÓab8 *

中共天水市第三次代表大会
&'!"()/+,-#. 会议名。１９９７
@OQP &""$
&( E
)- R2 9:;!"<sK=>?@TU
年D １０
月２６日，中共天水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秦
VWHIP XY@OZ=> +*$
[P ?@\]^_
州区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
３４７人。大会听取和审
O"&`abc)*+deJ +%名委员、７
Q&'f$ Qgh
议市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３８
名候补

举产生有
１３ Qgh&'k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
*& 名委员和
Q&'^ &+
lZ 9
+ deè ４１

委员、１３名常务委员组成的中共天水市第三届委
&'f&+ Qij&'klZ9:;!"<s%&
'@)*+tuv/"&012wxy/"67&
员会；选举刘长凯为市委书记，景云笙为市纪检委
01P 9:;!"<s%=>?@AB M&""$ D
书记。中共天水市第三届代表大会期间（１９９７年
&( EF)(()年
D &(
EG2 :HIJ &% KL& MN
１０月—２００２
１０月），共召开了１８次全委（扩
?G@OP
大）会议。

共天水地区第一届委员会。在一届一次全委会上
Þ;!W<$%&'@8 T$%$KL&@é

选举产生了有９
*+deJè "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
[klZij&'@^01f

018
书记。

中共天水地方委员会
&'!"2367. 天水地区党政领导机
;!Wµêëìí
关。位于秦州区民主西路
号。１９４９年７月
日
î8ïºUVWÖðÁ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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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E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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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共西北局批准成立天水地方委员会，高峰任
0123;£kû§u2üýþ£ÿ!§u2"
书记，张天珩任组织部长，李维时任宣传部长，苟
#$£Õ@§u2p%&£Õ@§§u2'(
良法任社会部长，王克让任社会部副部长，陈平

中共天水市第四次代表大会
&'!"()0+,-#. 会议名。２００２
@OQP )(()

£)0u2*+£,'2-./£,'230£
任秘书长，安振任专员，潘光亚任副专员，张德任

&( E
R2 9:;!"<SK=>?@TU
年D１０
月 +&
３１日，中共天水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秦

军分区司令员，伍保任副司令员，张孝德任副政委
1W23'245£23'2360£ê&
兼政治部主任，天水地委由以上
１１ [klP
人组成。１９６８
7êã§Ö£2;!&8Ìé &&
&"-%

州区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
３５８人。大会听取和审
VWHIP XY@OZ=> +,%
[P ?@\]^_
D ) E ), R2;!,Wßà&'@l÷P &"-" D
年２月２５日，天水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１９６９年
Q&'f$ Qgh
O"&`abc)*+deJ +%名委员、７名候补
议市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３８
" E29Q/;!Wßà&'@P && E ３０日，地
+( R2
&'f&+ Qij&'klZ9:;!"<z%&
委员、１３
名常务委员组成的中共天水市第四届委 ９月，更名为天水地区革命委员会。１１月
区革委会成立整党领导小组。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３
Wß&@l÷´µëìâkP
&"$(
D
"
E
&+日，
R2
'@)*+3{|/"&012}~/"67&
员会；选举张津梁为市委书记，宋敬国为市纪检委
改为党的核心小组。１９７１年６月
Ø/µZá¸âkP &"$& D - E２０)(日，中共天水
R29Þ;!
01P 9:;!"<z%=>?@AB M)(() D
书记。中共天水市第四届代表大会期间（２００２年
地方委员会恢复，更名为中共天水地区委员会。
ø&'@:;2
9Q/9Þ;!W&'@P
&&
E)((D
&)
EG2
:HIJ
&&
KL&
M
N
１１月—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共召开了１１次全委（扩
&"%, D $ E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天水地区，实行
% R2<j=õö>É;!W2ÊË
１９８５年７月８
?G@OP
大）会议。
"?@ABP
9Þ;!&>É29Þ;!"&'
市管县体制。中共天水地委撤销，中共天水市委员
&'!"()1+,-#.
@OQP
)((中共天水市第五次代表大会 会议名。２００６
@l÷P
年D １２
月２４日，中共天水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在秦
&) E
)* R2 9:;!"#K=>?@TU 会成立。
[P ?@\]^_
VWHIP XY@OZ=> +"*
州区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
３９４人。大会听取和审

!" !
－! ３４－

&8'9:!"(67. ①县级市党政领
.@C"µêë
中国共产党天水市委员会

A3BC
党政社团

导机关。１９４９
!"#$ !"#" 年８月
% $ &２０
%& 日，中共西北局批准成立
'()*+,-./01
中国共产党天水市委员会，任命潘光亚为书记。
)2*3456789:( ;<=>?@AB$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天水县并入天水市。１９６１年１２月，
!"'$ % !! &C56DEF567$ !"() % !* &C
市、县分设。１９６８年
１１月，成立市革命委员会整党
&C017K<89:L4
7GDHIJ )"($ % ))
领导小组，军代表、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钟宝峰、车
MNOP(QRST7K<89:U;VWXGY

室、纠风室（市纠风办）。
åGùõåè7ùõãê$

仁声先后任组长。１９７１
年６月，召开第五次代表大
Z[\];P^J )"+) %
( &(_`abcRSd
会，恢复市委，隶属天水地委领导。市委书记、副书
:(ef78(gh56i8M!J 78ABTjA
记同时兼任革委会主任、副主任。１９７８
１０月，党
Bklm;n8:U;ToU;$ )"+$ 年
% ),
&C4

察局仍为天水市政府组成机构，继续在市政府领
º-{@567pÙP0"¯C þÿ!7pÙM
NÌ®CqrI4PC)¤49-^Go-^"
导下工作，不再设党组，中共党员局长、副局长进

政分设，市委书记不再兼任革委会主任，革委会副
pHIC78ABqrm;n8:U;Cn8:o
主任不再同时担任市委领导职务。１９８４年
&C5
U;qrkls;78MNtu$ -"$. %９"月，天
水市升半级，组成新的天水市委，仍隶属于天水地
67vwxCP0yz5678C{gh|56i

下工作，保留局长办公会议制度，坚持市监察局长
Ì®C$%-^ãä:©&C'(7¹º-^

委。②地级市党政领导机关，位于秦州区环城中路
8$ /ix74pMN"}C~|)
６号。１９８５
(  -"$'年７
% +月８
&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天水地
'C 2u./56i
区，实行市管县体制。天水市升为地级市，撤销天
C7D 567v@ix7C5

天水市监察局
-$./01 政府工作部门。位于秦州区
pÙ®ÍÎ$ ~|
环城中路６号市委院内。１９８７年１２月成立。１９９３
) ( 78°$ -"$+ % -% &01$ -""0
年５月，市监察局与中共天水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 ' &C 7¹º-Ô)¤567±²³´89:
ÕÖC§ú®"¯Cûüý$ ÕÖ]C7¹
合署，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块牌子。合署后，市监

入市纪委常委会领导班子，在市纪委常委会领导
F7±8ß8:MN#ýC !7±8ß8:MN
)*7pÙÞ:©G+*7pÙßu:©z&
出席市政府全体会议、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的制度。
-$.234056!7 天水市监察局下
567¹º-Ì
天水市行政监察投诉中心

辖机构。位于秦州区青年北路。２００４年６月成立，
"¯ ~|,%, %,,. % ( &01C
¡-7¹º-MN %,,'年
% １２月，加挂市长公开
-% &C./7^ä`
归口市监察局领导。２００５
01ãäåüý
电话办公室牌子。

水县，设秦城、北道两区，辖秦安、甘谷
、武山、清
6DCIG,CGGG
水、张家川县；原天水地区所属徽县、两当划归陇
6GD56ihDT ¡¢
南地区。中共天水地委撤销，中共天水市委员会成
£i )¤56i8C)¤56789:0
立。以后每
２０１０年共选
1 ¥]¦ '５年召开一届市委会议至
%_`§¨78:©ª *,-,
%¤«

中共天水市委办公室
!8-$.&9:; 中共天水市委综合办
)¤5678øÕã
公机构。位于秦州区环城中路６号。１９４９
ä"¯~|) ( -"." %年７月成
+ &0
立地委秘书处。１９８５年７月，撤销天水地区，设立
1i82A3 -"$' % + &C56iCI1
天水市，天水地委撤销，成立中共天水市委，随之
567C56i8C01)¤5678C45
¬01５届委员会。
' ¨89:
i82A3·@782A3C-""- %6¶@78
地委秘书处改为市委秘书处，１９９１
年更名为市委
举成立
!"#$%&'()*&+, 市委工作机
78®" 办公室，下属单位有督查室、机要局（国家密码管
ãäåCÌh7~89´åG":-è2;<
中共天水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 ~|) ( 78° -"', % - 理局）、保密办（保密局）、党史研究室。内设秘书一
î-êG$;ãè$;-êG4=ò>å °I2A§
构。位于秦州区环城中路６号市委院内。１９５０年１
月，成立中共天水分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次年１
&C 01)¤56H±²³´89: c% -

?G2AÇ?GøÕæ@?Gæ@Aî)éGp
科、秘书二科、综合信息科、信息化管理中心、行政管

&Cµ¶)¤56i8±²³´89: -"'' %
月，更名中共天水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１９５５
年 "９

î?G]Bî?
理科、后勤管理科。

&C ·¸)¤56i8±²¹º89: -"(0 %
月，改称中共天水地委纪律监察委员会。１９６３
年
-% 月，改称中共甘肃省监委天水区监察组。２０世
&C»¸)¤¼½¾¹856¹ºPJ %, ¿
１２
±
(, %R]À(±³"¯ÁJ -"+$ % ( &](
纪 ６０年代后期，纪检机构被撤销。１９７８年６月后，

更晶 登整证信 友善

重新设中共天水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１９７９
ÂyI)¤56i8±²³´89:J -"+" 年
% '５
&(·¸)¤56i8±²³´PJ -"$, 年
% ３月，
0 &(
月，改称中共天水地委纪律检查组。１９８０
Ã·¸)¤56i8±²³´89:J -"$. 年
% %２
又改称中共天水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１９８４

月，根据中共十二大党章规定，设中共天水地区纪
&(ÄÅ)¤ÆÇd4ÈÉÊ(I)¤56i±
²³´89:( ·Ëgh)¤56i8E@i8
律检查委员会，改变隶属中共天水地委并为地委
ÌIÍÎz}Ï( 0@ÐÑ)¤56i8Ò½
下设部门的关系，成为接受中共天水地委和甘肃
省纪委双重领导的纪检机关。１９８５
年７月地改市
¾±8ÓÂMNz±³"}J -"$' %
+ &i·7
](·¸)¤567±8J -""0 %５' 月，市纪委与
&(7±8Ô
后，改称中共天水市纪委。１９９３年

!"#$%&'()*
中共天水市委办公大楼

市监察局合署，合署后简称市纪委监察局机关，履
7¹º-ÕÖ(ÕÖ]×¸7±8¹º-"}(Ø

!8-$.&<=> 市委工作机构。位于
78®"¯ ~|
中共天水市委组织部

)¤±²³´ÒpÙp¹ºÓÂtÚJ )¤
行中共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双重职能。中共

秦州区环城中路６号市委院内。１９４９
月成立
) ( 78° -"."年
% ７+ &01

天水市纪委由中共天水市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每
567±8Û)¤567RSd:«¬3Ü(¦

地委组织部。１９８５年７月，撤销天水地区，设立天
i8PCÍ -"$' % + &C56iCI15

' %(Ô)¤5678;ÀÝkJ )¤56
¨;À ５年，与中共天水市委任期相同。中共天水
届任期

67C56i8C01)¤5678C45·
水市，天水地委撤销，成立中共天水市委，随之改

市纪委全体委员会议选举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
7±8Þ89:©«¬ABG oABÒßu8

@78PCÍ Ìh7~8DÍ¹9ãäåGEF
为市委组织部。下属单位有干部监督办公室、考核

员，并报中共天水市全体委员会议通过，再报中共
9CEà)¤567Þ89:©áâCrà)¤

½¾8./$ ª２００９
%,," 年，中共天水市代表大会
%C)¤567RSd:
甘肃省委批准。至

办。内设办公室、组织科、干部一科、干部二科、干
ã °IãäåGPC?GDÍ§?GDÍÇ?GD
部三科、干部教育科、监督科、人才科、党管科
、党
ÍG?GDÍïð?G¹9?GHI?G4?G4

共选举产生
５届中共天水市纪委。市纪委监察局
¤«¬3Ü '
¨)¤567±8$ 7±8¹º"}°IãäåGæçåè¹º-¬à)éêG±³
机关内设办公室、信访室（监察局举报中心）、纪检
¹ºå§åG±³¹ºåÇåGëìíîåGïð
监察室一室、纪检监察室二室、案件审理室、教育

代表联络科、公务员管理科
、电教室。
RSJK?Gäu9î?G0ïå
!8-$.&?@> 中共天水市委主管全
)¤5678UÞ
中共天水市委宣传部
7LM®zNh"¯C ~|) (
市宣传工作的直属机构，位于秦州区环城中路６

ñòåGóô¹ºåG4õöp÷IåG¹ºøÕ
调研室、执法监察室、党风廉政建设室、监察综合

号市委院内。１９４９
年７月成立地委宣传部。１９８５
78° -"." %
+ &01i8LMÍ -"$'

! !" !－
－３５

天水大辞典
!"#$%

州区滨河北路金华大厦。２００２
月成立。至
年!７月，撤销天水地区，设立天水市，天水地委撤
`)ÂÃÄc²³´µ9 )&&)年
! "#$%&'()#*+&',-&'(.$
! １２
#) "/+9
¸
销，成立中共天水市委，随之改为市委宣传部。下
%-/+01&',.-2345,.6789 :
属单位有文明办、外宣办、社科联、伏羲文化研究中
;<=>?@ABC6DBEFGBHI?JKL0

)&&$ 年，天水老年大学开设书法、国画、模特、舞
!-&'¶!´ÅÆ*BÇÈBÉÊBË
２００９
ÌBÍÎÏÐ９$个专业，学员
¯Ñ®-Å １５００
#'&& 余人。
Ò9
蹈、电子琴等

M9N*AOPB67FBQRFBS8FB?TFB?
心。内设办公室、宣传科、理论科、干部科、文教科、文
JU4FBV&'67WXYP9
化发改科、《天水宣传》编辑室。

中共天水市委统战部
&'!"()*+, 市委工作机构。位于
,.Z[\]9 =^
_`)ab0c " d,.eN9 #$%$年
! １０
#& "/+
秦州区环城中路６号市委院内。１９４９
月成立
(.Ef8##$'& 年
! #&
#$(' !
地委社会部，１９５０
１０ "45gh89
月改为统战部。１９８５
年 !７

热 烈欢 迎 新悬 学 员 来 天 水 老 年－大学

"#i%&'()#*+&',#&'(.i%#/
月，撤销天水地区，设立天水市，天水地委撤销，成
+01&',.#2345,.gh8#:;<=
立中共天水市委，随之改为市委统战部，下属单位
>jA9 N*AOPBS8FBklFBmnoT
有台办。内设办公室
、干部科、党派科、民族宗教
FBpGF9
科、经联科。
&'!"()-./ 市委工作机构。位于
,.Z[\]9 =^
中共天水市委研究室
_`)ab0c " d,.eN9 #$'& ! # "/+
秦州区环城中路６号市委院内。１９５０年１月成立

!"#$%&
天水老年大学
!"(AB,GHI 市委工作机构。是协
,.Z[\]9 Ó
天水市老干部休养所
(.KLP qr45stKLPu-#$'% 年撤销。
!$%9
地委研究室（后改为政策研究室），１９５４
B GÔÕÖ×<=ØÙÚ¾S8ÛÜÝ;Þß
调、联系原供给单位落实离休干部及其遗属各项
#$(' ! ! "-$%&'()-*+&',-&'(
１９８５年７月，撤销天水地区，设立天水市，天水地

委撤销，成立中共天水市委，随之成立市委研究
.$%- /+01&',.- 23/+,.KL
室。内设办公室、综合科、经济科、《决策参考》编辑
P9 N*DOPBvwFBpxFBVytz{W|Y
89 }AVytz{W9
部。主办《决策参考》。
!"(012345)6789/ ,.Z
天水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市委工

s¹º»¼à<=9 =^_`)ác9 #$!*
政治和生活待遇的单位。位于秦州区精表路。１９７３

年由省委组织部修建，１９７６
年开始安置兰州、定
!âã.ä8å-#$!" !Ææçèé`B
西、酒泉、武威、陇南、甘南、天水
７个地区享受地
êBëìBíîBïðBñðB&' ! ¯()òó(
级以上待遇的离休干部，老干部最多时
ôõö»¼àÚ¾S8- ¶S8÷øù８８((名。
9

#$(% 年移交天水市委管理。１９９３
!úû&',.Q9 #$$* !Züýþ4ÿ
１９８４
年工资制度改革
[\]9 =^_`)ab0c " d,.eN9 ~
作机构。位于秦州区环城中路６号市委院内。归口
)&&"
! ! "Zü
ù5!s"#$%&®<=9
时定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２００６年７月工资
,.678Q9
#$(!
!
)
"-/+&',?
市委宣传部管理。１９８７年 ２ 月，成立天水市精神文
ýþ4ÿù5'(O)Q<=9 N*D
"-
@* .f-:*DOP9 #$$& ! #) 月，更
制度改革时定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内设办
明建设协调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１９９０年１２

名天水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下设秘书
公室、政治生活待遇科
、后勤服务科，属市委直属
OPBs¹º»¼FBr*+)F-;,.,;
&',?@*.fDOP- :*
的正县级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
à-.ô/(O)Q<=9
F/!*Z[F9
科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科。
&'!"():;)67 市委工作机构。
,.Z[\]9
中共天水市委政法委员会

位于秦州区环城中路６
=^_`)ab0c 号市委院内。１９７９
" d,.eN9 #$!$年!４%月，
"成立中共天水地委政法小组。１９８２年６月，改设中
/+01&'(.s9 #$() ! " "-4*0
共天水地委政法委员会。１９８５年７月地改市后，改
1&'(.s.f9 #$(' ! ! "(4,r-4
称中共天水市委政法委。此后，相继成立市社会治
01&',.s.9 r-/+,Ef
vwQ.fAOP q,vAOPuB
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市综治办公室）、
,EfZ[ ¡DOP q,
市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市维
DOPuB01&',.¢£¤Q¥T¦§
稳办公室）、中共天水市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
¡DOPq,
¨
"#&©DOPu-~01&
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市＂６１０＂办公室），归口中共天
!"'()*+,天水市老干部休养所

水市委政法委管理。政法委现内设办公室、政治
',.s.Q9 s.ªN*DOPB s

处¤BKLPB«¡FB
、研究室 、督导科、协调科。
F9
&'!"()<=>? @) 市委工作机
, .Z [\
中共天水市委直属机关工委
'
]9 =^_`)ab0c " d,.eN9 #$($ !
构。位于秦州区环城中路６号市委院内。１９８９
年５
月成立，内设办公室、机关科、企业科３个职能科室。
"/+-N*DOPB\¬FB®F * ¯°±FP9
中共天水市委老干部工作局
&'! "( )AB ,@ CD 市委工作机
, .Z [\

构。位于秦州区环城中路金华大厦。１９８３
]9=^_`)ab0c²³´µ9#$(* 年
! １１月，
## "成立中共天水地委老干部工作处。１９８５
/+01&'(.¶S8Z[¤9 #$('年!７! 月，改
"-4
01&',.¶S8Z[·-¸ )&&$
称中共天水市委老干部工作局，至
２００９ !N*A
年内设办
OPBs¹º»¼FB¬ZFB½¾S8QF9
公室
、政治生活待遇科 、关工科、退休干部管理科。
天水老年大学
!"AE#F 民办公助社会团体。位于秦
mDO¿EfÀÁ9 =^_

&'!"()JK 市委主管全市党员教育
,.}",kT0
中共天水市委党校
12à,;\]9 =^_`)34c9 #$%$ 年
! (８
培训的直属机构。位于秦州区岷山路。１９４９

月，成立中共天水地委党校。１９８５年
"-/+01&'(.k59 #$(' !７! 月，改称中
"-40
共天水市委党校。１９９７
!-67&',8sÅeB
1&',.k59 #$$!年，加挂天水市行政学院、
天水市社会主义学院牌子。１９９８
&',Ef}9Åe:Î9 #$$( 年，被省经贸委确
!-;ãp<.=
5ñ>ã&'®S?120M9 )&&$年，市委
!-,.
定为甘肃省天水企业干部培训中心。２００９
k5N*DOPBä&¤B8s¤B!)¤Bk
党校内设办公室、组织人事处、行政处、财务处、党
校工作处、学员处、教务处、继续教育处、科研管理
5Z[¤BÅ¤BT)¤B@T0¤BFKQ
处、对外培训部
１０ ¯8sQ¤PC*
个行政管理处室；设《天水学
V&'Å
¤BAC12B #&
DWXYPBV&'8sÅeÅEWXYPBQRK
刊》编辑室、《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编辑室、理论研

! !" !
－３６－

党政社团
5678
究室
、图书与信息管理室 、党史党建教研室、经济
!"#$%&'()*"+,-,./0"+12
学教研室
、工商与公共管理教研室、哲学与科社教
3/0"+45&678*/0"9:3&;</

研室、法学教研室、科技与文化教研室
１０个教研室。
0"+=3/0"+;>&?@/0" !"
A/0"B

人大常委会，牟本理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文华
FJLaKSÄÅ*¬EFJLaKvwSÆ?Ç
为市长，李永昌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赵德明为
¬E{È®¯¬EuDFG=°°{S²³¢¬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期间
EFG´µ°´µ{B V»XFGsIJK¶·
（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９９６年３月），共召开６次大会。
É!##! Q ) R¹!##% Q * RºS7 % [JKB
天水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20!"#$%& 会议名。天水
K\B TU
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１９９６
年３
EV»XFGsIJKVZ[K\k !##% Q
*
R ２６
(% lnSKsI
*)' FB
K\
月
日在秦城区召开，参会代表３４７
人。会议听
©\EFG¥gh¦§TUE
¼
W¾ÊÀ
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天水市＂九五＂计

划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天水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Á¤¦§S ©\TUEFJLaKgh¦
告、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天水市人民
§+ TUEuDFG=°gh¦§TUEFG
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选举李正平为市人大常委
´µ°gh¦§B K\]^®ËÌ¬EFJLa
!"#$%&'(
中共天水市委党校

会主任，王洪宾为市长，丁自生为市中级人民法院
KvwSÆÍÎ¬E{ÈÏÐ`¬EuDFG=°

!"#$%&
人民代表大会

°{È!.G¬EFG´Ñ°´µ{B VÒXFG
院长，负建民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第三届人民
Q * R¹(""! Q
RºS7
sIJK¶·É!##% 年３月—２００１年
代表大会期间（１９９６
４ )月），共召
 % [JKB
开６次大会。

天水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30!"#$%& 会议名。天水
K\B TU
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EVÓXFGsIJKVZ[K\k２００１
(""! 年
Q )４
月１０日在秦城区召开，参会代表
人。会议听
R !" lnSKsI ３５３
*&* FB
K\
©\EFG¥gh¦§S ©\TU
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天水
EFJLaKgh¦§+ TUEuDFG=°g
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工
h¦§TUEFG´µ°gh¦§B K\]^
作报告和天水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选举
ÆÍÎ¬EFJLaKvwSÔÕÖ¬E{È×l
王洪宾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津梁为市长，吉秦
`¬EuDFG=°°{È ØÙÚ¬EFG´Ñ
生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徐世英为市人民检察

天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①县级市
"CDE
!
FGHIJKLMNOP !#$! Q % RSTUEVW
人民代表大会常设机关。１９８１年６月，天水市第九
XFGHYJKVZ[K\]^_`TUEFJ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天水市人大
常委会。１９８５年７月天水地改市后终止工作。②地
LaKB!#$& Q ' RTUbcEdefghP!
"b
DEFGHYiKLMNOB jklmn6op
级市人民代表大会常设机关。位于秦州区公园路

６２号。１９８５
%( qP !#$&年
Q１２
!( 月，天水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RrTUEVZXFGsIJK
第一次会议从代表中选举主任
VZ[K\tsIu]^vw１人、副主任
! Fxyvw ５人、
& F+

($ 人，组成天水市第一届人大
FS}~TUEVZXFi
z%{ ! F+a|２８
秘书长１人、委员
°´Ñ{P VÓXFGsYJK¶· Û(""! Q )４
aKS]vwB  (""#
Q ( 月，天水市
RSTUE 院检察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期间（２００１年
常委会，桐树苞当选主任。至
２００９年２
R¹(""'年２月），共召开
Q ( RºS7 '７次大会。
[JKB
FGsIJK7]^ ` ５& XFJLaKB
ZX
月—２００７
人民代表大会共选举产生
届人大常委会。一届
'().40!"#$%&
K\B TU
)
gha|KsY
EFJLaKM6"
天水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名。天水
市人大常委会设办公室和 ４个工作委员会及代表

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
EV¾XFGsIJKVZ[K\k２００７
(""' 年
Q(
月２日在秦城区召开，参会代表
３５１人。会议听取
R ( lnSKsI *&!
FB K\

B (""# 年，市人大常委会机关设办公室和政
QSEFJLaKNOM6"
联络处。２００９

法民族、财政经济
、教科文卫、代表联络人事任免、
=Gx12+/;?+sIFw+
农业、城建环保
+. %６个工作委员会。
gha|KB

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天水市
©\EFG¥gh¦§S ©\TUE

天水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0!"#$%& 会议名。天水
K\B TU
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１２
!#$& 年
Q !(
EVZXFGsIJKVZ[K\k１９８５
月２４
４１７ FB
人。会议听
R ()日在秦城区召开，参会代表
lnSKsI )!'
K\
取了许明昌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议案审查报告，
 ¡¢£h¤¥gh¦§\¨©ª¦§S
K\]^ ３４
*) F}~TUEVZXFGsIJK
会议选举
人组成天水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L«a|KS¬EFJLaKvwS¡¢
常务委员会，桐树苞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明昌
¬E{S®¯£¬EuDFG=°°±S²³¢¬
为市长，李永昌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赵德明为

FJLaKgh¦§+ TUEuDFG=°gh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
¦§TUEFG´µ°gh¦§B K\]^²
报告和天水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选举赵
Ü¬EFJLaKvwSÔÝÞ¬E{ÈßÞà¬
春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广智为市长，袁智云为
EuDFG=°°{È á.¢¬EFG´Ñ°´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建明为市人民检察院检
Ñ{â V¾XFGsIJK¶· É(""' Q ( R¹
察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期间（２００７年２月—
("!!年Q１１
!!月），共召开
RºS7 '７次大会。
[JKB
２０１１

占态三作

EFG´µ°´µ{B VZXFGsIJK¶·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期间
¸!#$& Q １２
!( R¹!##!
Q ) RºS7 % [JKB
（１９８５年
月—１９９１年４月），共召开６次大会。
'().10!"#$%& 会议名。天水
K\B TU
天水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EV»XFGsIJKVZ[K\k １９９１
!##! Q
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年 )４
R
(*
lnSKsI
*&%
FB
K\
月 ２３ 日在秦城区召开，参会代表 ３５６ 人。会议听
©\EFG¥gh¦§TUE
¼
½¾¿À
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天水市＂八五＂计

划草案报告，听取和审议天水市人大常委会工作
ÁÂÃ¦§S ©\TUEFJLaKgh
报告、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天水市人
¦§+ TUEuDFG=°gh¦§TUEF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选举
３１人组成第二届市
G´µ°gh¦§B K\]^ *!
F}~V»XE

)$%*+,-./0123+425
天水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
!
－３７－
!"

天水大辞典
!"#$%
协天水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冯沙驼
&'()Pu,;<-QR;<-;<9 vwx

&'()
人民政协

当选为主席。政协天水市第五届会议期间（２００７
年
VLWXY> %&'()*uy-"Z[\&..) 0

()!"*+,-./ 会议名。政协天水
!"#$ %&'(
政协天水市第一届会议
0 %&
%' 2
)*+,-"*+.-"/ !"#$ 年
市第一届会议第一次会议于１９８５
１２ 1月１８日

２月—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共召开
& 1]&.%% 0
%. 1^9_7z５$ 次大会。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水市全体委员会议
45&'(6)7./!"*89:;./
会议名。１９８５
１２1月１８日至２０日，天水市政协
-"a> %"'$ 年
0 %&
%' 2} &. 29'()%&

在秦城区召开，参会委员
１４７ =>
人。会议传达了省政
-"?@AB%
3456789:-;< %()
&C/DE%&FGHI-JK9LMNO%&'
协关于地方政协工作座谈会精神，选举产生政协天

一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在秦城区举行，邀请
２２个
+y+{~;<-"34569 &&


()P+,;<-QR;<-;<9 STUVL
水市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赵建基当选

委员中选举政协主席
１
;<L%&XY１人、副主席
% =XY２ &人、秘书长
= %

;<１５９
%$" 人，到会１４７
=9- %() =>
~;<-"
界别的委员
人。全体委员会议从

=eQR;<２７
&) 人，组成政协第一届天水市委员
=9%&P+,'();<
WXY> %&'()P+,-"Z[\%"'$ 0
为主席。政协天水市第一届会议期间（１９８５
年 %*
１２ 人和常务委员
会。此后，每年举行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至２００９
年
-> 90M+{~;<-"> } &.." 0
1]+""%年４月），共召开６次大会。
0 ( 1^9_78 , .`->
月—１９９１
19'()%&_M ５$ 届
, &$
２&月，天水市政协共举行
２５ {~;<-">
次全体委员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水市委员会
45&'(6)7./!"*:;. ①县
"
!
级市政治协商机关。位于秦州区民主西路。１９５６
年
)%&C>/46X>%"$, 0
６月，天水市政协举行一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
, 19 '()%&M+,+.~;<-"9L

举产生政协天水市委员会。次年４
MNO%&'();<-> .0 (月，市政协常委
19)%&Q;
会决定政协机关设１处（秘书处）６
- %&C¡ % ¢\£¢^,组（文物古迹、
\¤¥¦§
社会联系、民族宗教、工商、文教科技、医药卫生）。
¨-©ª«¬F¤®¯°±²O^>
当时天水市政协机关有副主席
、驻会委员、干部，
³´'()%&CµXY¶-;<·¸9
共７人。１９８１年５
_ ) => %"'% 0 $月，天水市政协举行四届一次全
19'()%&Mr,+.~
体委员会议，政协活动恢复。至
月地改
%"'$ 年
0 )７ 1D½
;<-"9%&¹º»¼> }１９８５

!"#$%&'()*)+
政协天水市第一届会议会场

()!"*+0-./ 会议名。政协天水
-"a> %&'(
)9 '()%&_M $ ,１０次全体委员会议。
%. .~;<-">
政协天水市第二届会议
市，天水市政协共举行５届
$ D)%&C> /46¾¿À ,&
#
)Pb,-"P+.-"/ %""%
0 (４月１９
1 %" 23
市第二届会议第一次会议于
１９９１年
日在 ②地级市政治协商机关。位于秦州区公园路
６２
-"cdef"A
456789:-;< &%"
秦城区召开，参会委员
２１９ =>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QR;<-FGgheijgh9
LMNO
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报告，选举产生

Á> %"'$ 0 ) 19'(D½)9%& 1M+,+.
号。１９８５年７月，天水地改市，１２月举行一届一次
'()%&~;<-"9 LMNOP+,%&
天水市政协全体委员会议，选举产生第一届政协

%&'()Pb,;<-QR;<-;<9 kl
政协天水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郑荣
mVLWXY> %&'()Pb,-"Z[\%""%
祖当选为主席。政协天水市第二届会议期间（１９９１

天水市常务委员会，赵建基当选主席。至
'()QR;<-9STU³LXY> }２００９
&.."年，
09

年0４月—１９９６
年３
( 1]%"",
0 月），共召开
- 1^9_78 ５$ 次大会。
.`->
政协天水市第三届会议
()!"*+1-./ 会议名。政协天水
-"a> %&'(
市第三届会议第一次会议于
年 -３月
２５日在
%"", 0
1 &$
23
)Pn,-"P+.-"/ １９９６
秦城区召开，参会委员
２１８ =>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政
456789:-;< &%'
-"cdef"%
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报告，选举产生政
&QR;<-FGgheijgh9 LMNO%
&'()Pn,;<-QR;<-;<9 opq
协天水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胡正义
VLWXY> %&'()Pn,-"Z[\%"", 0
当选为主席。政协天水市第三届会议期间（１９９６
年
- 1]&..% 0 ( 1^9_78 $ .`->
３月—２００１年４月），共召开５次大会。
()!"*+2-./ 会议名。政协天水
-"a> %&'(
政协天水市第四届会议
市第四届会议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１
日在
)Pr,-"P+.-"/
&..%年0４( 月
1 "９ 23

ÃÄijÅÆÇ¤²ÈÉÊ?e¨-Ë
室及提案、经济、科教文卫体、学习宣传和社会法

市政协选举
５届常委会，五届市政协共设有办公
,Q;-9 u,)%&_¡µÂ¾
)%&LM $

制、文史资料
、民族宗教和三胞联络、农业和农村
Ì¤ÍÎÏ«¬enÐÑÒÓÔeÓÕ
FG ) ;<->
工作７个委员会。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7A
455'=BC:;.!"*:;. X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水市委员会
民主
Ö×> /XØÀ> %"$- 0 , 19ÙÙÖÚ
党派。位于民主东路。１９５３年６月，中国国民党革
Û;<-'()ÖÜÝ9 ÞßÚàá¸
命委员会天水市党小组成立，直属民革兰州支部
=> ç0 %%
â;-9ãäåæ9µÚÖ< -３人。同年
筹委会，李赞亭任组长，有民革党员
１１
1
&)
29Ú'()á¸â;-Ý9µÚÖ
月 ２７日，民革天水市支部筹委会成立，有民革党

456789:-;< &($
-"cdef"%
秦城区召开，参会委员
２４５ =>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政
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报告，选举产生政
&QR;<-FGgheijgh9 LMNO%
%% =9¡;< )７人，李赞亭、何镇伯分别担任第
=9ãäåèéêëìæP
员< １１人，设委员
&'()Pr,;<-QR;<-;<9
spt
+Pb7í=9îïðæñò;<>
%"$, 0 ) 19
协天水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乔正风 一、第二召集人，张锦堂任专职委员。１９５６年７月，
当选为主席。政协天水市第四届会议期间（２００１年
VLWXY> %&'()Pr,-"Z[\&..% 0
0 %&
Ú'();<-â;-Ý9%"$, 年
民革天水市委员会筹委会成立，１９５６
１２ 1Ú
月民革

４(月—２００７年２月），共召开６次大会。
1]&..) 0 & 1^9_78 , .`->

天水市党员大会召开，成立民革天水市委员会（县
'()Ö<`-789ÝÚ'();<-\
级），选举第一届委员会，党员
４２人。１９６６年５
政协天水市第五届会议
()!"*+3-./ 会议名。政协天水
-"#> %&'(
^9LMP+,;<-9Ö< (&
=> %",, 0 $月，
19
)Pu,-"P+.-"/ ２００７
&..) 0
% 23
市第五届会议第一次会议于
年 &２1月１日在
民革停止活动。１９７９
年７月
Úóô¹º> %")" 0
) 1 ２１日，天水民革组织
&% 29'(Úõ
-"cdef"%
456789:-;< -%"
秦城区召开，参会委员
３１９ =>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政
恢复活动，成立临时支部，周谓一为临时支部召集
»¼¹º9Ýö´á¸9÷ø+Wù´á¸7í
&QR;<-FGgheijgh9 LMNO%
29ù´á¸78
=> ú< %- => %"'. 0 ) 1
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报告，选举产生政
人。党员１３人。１９８０年７月
２３&-日，临时支部召开

! !" !
－３８－

9@6>
党政社团

全体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民革天水市支部委员会，
!"#$%&'()*+,-./0123$&'

举产生第一届委员会，为省辖市级委员会。张鸿勋
)O+JKP3$&IFG=0H3$&S ¢£

党员
１２ 7
月 %４8',-./039:
日，民革天水市委筹备
!"人。１９８２
45 !#$" 年
6 !"
#$１２
委员会成立，辖
２７ 45
人。１９８５
年７
3$&;<'= ２个支部，党员
" >12?#$ "&
!#$' 6
&
月，天水市实行市管县体制后，民革天水市委员会
7'./0@A0BC"DE',-./03$&
为省辖市级委员会。１９８６
年6４ %月
7 ２６
"( 日，民革天水
8I,-./
FG=0H3$&5 !#$(

为主任委员。至
Fds3$S T ２０１０年底，共开了４届代表大会，
")!) 6UIVNW % PX%&I
;$Z[\]b_`SS
成员多分布在科教界。。
!/78-$9'()*+2 民主党派。
,d#eS
中国农工民主党天水市委员会

位于滨河东路市总工会大楼。１９９４年成立农工党
fg¤¥hi0¦m&%§S !##% 6;<¨m#
天水支部，时有党员６
./12Il#$ ( 人，开始有组织活动。２００２
4IN©ªS "))"
6 １２
!" 7I¨m#./0JKP3$&MNIFG
年
月，农工党天水市第一届委员会召开，为省

市第一次全体党员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民革天水市
0JKL!"#$%&MN()O+,-./0
JKP3$&IQR " >12I#$ ()人。至
4S T ")!)
第一届委员会，下属２个支部，党员６０
２０１０

6U' VNW ( 届代表大会，成员多分布在文教
PXY%&I ;$Z[\]^_ 辖市级委员会。选举王致为主任委员。下设市直、
=0H3$&S ()q!Fds3$S Q0a
年底，共开了６

`abc`5
界、科技界。

秦城、北道３个支部，共有党员
人。至
２０１０年底，
%" 4S
T ")!)
6UI
«¬a® * >12IV#$ ４２
PX%&I;$Z[\]¯°±+`S
VNW "届代表大会，成员多分布在医疗卫生界。
共开了２
'()8:;<=2
,²ªS fg,d
天水市工商业联合会 民间组织。位于民主

中国民主同盟天水市委员会
!"#$%&'()*+, 民主党派。位
,d#e5 f
g,dhi5 !#') 6 ( 7 !日，民盟天水市分部临
8I,j./0[2k
于民主东路。１９５０年６月１

时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王协一任主任委员，贾耀
lmn3$&op;<IqrKsds3$Itu
vswds3$I xyzs{|}I j$６８($人。
4S
如任副主任委员，汪剑平任秘书长，盟员
!#'* 6 &月7２２
"" 日，民盟天水市第一次盟员代表大
8I,j./0JKLj$XY%
１９５３年７
会召开，正式成立民盟天水市分部委员会。１９５６
年
&MNIop;<,j./0[23$&S !#'( 6
６月１日，更名为民盟天水市委员会。１９６６年５
( 7 ! 8I ~F,j./03$&S !#(( 6 '
月，民盟天水市委停止活动。１９７９
7?,j./03S !#&# 年７
6 & 月，民盟天
7?,j.
水市委恢复。１９８５
７ 7?./0@A0BC"D
月，天水市实行市管县体制
/03 S !#$' 年
6&
E?,j03$&FG=0H3$&S 7MN,
后，民盟市委员会为省辖市级委员会。同月召开民
j./0JKLX%&? ()O+JKP3$
盟天水市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委员
&QR !*个支部，３个小组，盟员
>12?* >?j$ ３１４
*!% 4S
T ")!)
会下属１３
人。至
２０１０
6U?
VNW
(
PX%&?
;$Z[\]_
年底，共开了６届代表大会，成员多分布在教育

`S
界。

!"-$./,'()*+,
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水市委员会

东路。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４
月，天水商会正式成
hiS ³´µ6!#!! 6% 7I./¶&op;
<IF./0·¸¹m¶º»¼I(½¦¾ds
立，为天水市最早的工商联前身，选出总理（主任）
¿&À3$S !#*$ 6 % 7１８
!$日，制定《天水县商
8?DÁÂ./C¶
和会董（委员）。１９３８年４月
会章程》。１９５０年
月，地区不设工商联组织，市县
&ÃÄÅS !#') 6 ２" 7?ÆÇÈm¶ºª?0C
m¶ºÉÊËGm¶ºÌÍÎS !#'* 6 １月，天
! 7I.
工商联业务归省工商联直接指导。１９５３年

水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
/0m¶ÉºÏ&JKPX%&MNI op;
立天水市工商业联合会，张石父为主任委员，选举
<./0m¶ÉºÏ&IFds3$I()
产生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会。１９８７
O+ÐA3$ÑÒÓ3$&S !#$&年７
6 &月，天水市
7I./0
（实行市管县体制）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
@A0BC"DÔm¶ÉºÏ&JKPXY%&
MNI()O+JKPÐA3$&IHsds
召开，选举产生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李级三任主任
3$S T ２０１０年底，共开了６届代表大会，成员多
")!) 6UIVNW ( PXY%&I;$Z
委员。至
[\]m¶É`S
分布在工商业界。

,d#eS
民主党派。

6 团
>
社

fg,dhiS !#'* 6７月
& 7２０
")日，成立民建天水
8?;<,./
位于民主东路。１９５３年
0

CHI|s}IV&$
I
市（县级）小组，刘书银任组长，共有会员 "!
２１名，直

属民建兰州分会，１９５６年
日，民建天水市
R,[&I!#'( 6１２!"月
7 ２５
"' 8I,./0
'()?82 群众团体。位于秦州区滨河
ÕÖ×"S fg«Ç¤¥
天水市总工会
委员会成立，张石父任主任委员。１９７９
年７月，民
东路。１９５３
3$&;<Isds3$S !#&# 6
& 7I,
hiS !#'* 年９月，天水专区职工委员会成立，同
6 # 7I./ØÇÙm3$&;<I
建天水市委恢复。１９８６
年 *３月１日，民建天水市委
年
月，又改称甘肃省工会联合会天水专区工会
./03 S !#$( 6
7 ! 8I,./03
!! 7IÚÛÜÝÞGm&ºÏ&./ØÇm&
6 １１
员会召开市管县体制后第一次会员大会，为省辖
$&MN0BC"DEJKL&$%&I FG= 办事处，为省工会派出机构。１９５９
ßàáIFGm&e½âãS !#'#年
6 ９# 月，甘肃省
7IÝÞG
0H3$&S T ２０１０年底，共开了６届代表大会，
")!) 6UIVNW ( PXY%&I 总工会天水专区工会办事处。１９６２年
市级委员会。至
¦m&./ØÇm&ßàáS !#(" 6 &７月１日，撤
7 ! 8Iä
;$Z[\]`S
6 ' 7 ! 8Iâã S
åØÇm&ßàáS !#(* 年５月１日，机构恢复。
成员多分布在经济界。
销专区工会办事处。１９６３
!"-$012'()*+2 民主党派。
,d#eS
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水市委员会

天水市工 会 第四次 代 表 大会

fg,dhiS !#$* 6 ３月１４日，民进天水市支
* 7 !% 8I,./01
位于民主东路。１９８３年
2;<Iqsds3$S !#$' 6 " 7I,./
部成立，王直任主任委员。１９８５年２月，民进天水
"
09:3$&;<I qsds3$S !#$( 6
市筹备委员会成立，王直任主任委员。１９８６
年２
7I ,./09:3$&FG=0H93&IM
月，民进天水市筹备委员会为省辖市级筹委会，召
N,./0JKL&$%&I ()O+,.
开民进天水市第一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民进天
6
/0JKP3$&Iqsds3$S T ")!)
水市第一届委员会，王直任主任委员。至
２０１０年
UIVNW ( PXY%&I;$Z[\]^_`S
底，共开了６届代表大会，成员多分布在文教界。

九三学社天水市委员会
3456'()*+2 民主党派。位于建
,d#eS fg

设路。１９８４年５月
iS !#$% 6 ' 7１２日，九三学社天水市小组成
!" 8I./0;
"$ 8I./0
<I$ & 4S !#$( 6 % 7２８日，九三学社天水市
立，社员７人。１９８６年４月
!"#$%&'()*+%
天水市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
[;<I ¡sds3$I$ !$１８人。１９９１年
4S !##! 6 １９７３年，天水地区工会筹备小组成立。７月，召开
分社成立，李明忠任主任委员，社员
!#&* 6I./ÆÇm&9:;<S & 7IMN
7 ' 8I./0JKP3$&MNI(
１２!"月５日，九三学社天水市第一届委员会召开，选
m&XY%&I;<./ÆÇ¦m&S !#&# 6IÆ
工会代表大会，成立天水地区总工会。１９７９年，地
!
!
－３９－
!"

天水大辞典
!"#$%

区总工会改称甘肃省总工会天水地区办事处。
!"#$%&'()"#*+,-!./01

波心Ｂ人纹手港Ｃ…

１９８５年７月，天水市实行市管县体制后，撤销地区
!"#$ 2 % 34+,567589:;<4=>-!
工会办事处，成立天水市总工会。现设办公室、组
?*./0@AB+,5"?$1 CD.EFGH
织部、法律保障部、经济工作部、财务部５个职能
IJGKLMNJGOP?QJGRSJ $ TUV

WF1
科室。

天水地区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 " & ' ( ) * + , - . # ) 会议名。
*XY1
&"%' 2 % 3 () Z@+,-!?$[\]^_`*
１９７３年７月２０日，天水地区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abc de*Xf^_３３０
**)人，列席代表２
g@hi^_ ( 人，特
g@j
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

邀贫下中农、退休老工人、人民解放军、职工家属
klmnoGpqr#gGgstuvGU?wx
&( 人，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工会委员会，李
g@ `*yz{|[\}?$~*4
^_１２
代表
c
~２９人，候补委员４人，常委９人。
(" g4 ~ + g4~ "gc
桂桐任主任。委员

１００周年＂全国三
! ! 天水市妇联＂三八＂妇女节
!"#$%&
'()$*+ !""
,./0'

八红旗手＂先进事迹报告会
123456789:;<
天水市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 会议名。１９８９
$XYc &","
! " & ' * + , < = - ; # ) 会议名。
*XY1
天水地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
&) 3３１日，天水市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 Z4+,5?$[\]^_`$abc
年2１０月
&"%* 2 + 3２８日，天水地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
(, Z@+,-![\]¼½^_`*
１９７３年４月
(+( 人，特邀代表
g4jk^_ ()
gc $XX
de$X^_２４２
参加会议代表
２０人。会议审议
ab@Êi*XËÌ^_５１５
$&$人，列席代表
g@hi^_５０
$) 人。
g1
和通过市总工会工作报告，审议和通过市总工会
召开，出席会议正式代表
5"?*?Q4 X5"?*
`*yz{|+,-!¼½¾Ä*[\}~
财务报告，选举产生天水市总工会第一届委员会，
大会选举产生天水地区妇女联合会第一届委员
RS4yz{|+,5"?*[\}~*4
*@´Í¢~1
会，丁枫为主任委员。
李茂才任主席，委员
人，常委９人。
i4~ ３３
** g4~
" gc
!"/*+,<=-;#) 会议名。１９８７
*XY1 &",%
天水市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天水市委员会
012345678!"/9:) 群众团

年６月１２
日，天水市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
2 - 3 &(
Z@ +,5[\]¼½^_`*ab@
:c !sK`c &"+" 2年１１月
&& 3
体。位于秦州区民主西路政法大楼。１９４９
Êi*X^_
*)$ 人。大会总结妇女工作经验，审
g1 `*"Î¼½?QOÏ@
出席会议代表
３０５
*) Z4 n{2+,- ?Q~*
３０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天水地方工作委员会
成立。１９５７年５月，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AB1 &"$% 2 $ 3@ ¡Y¢n{2
£¤&
¥
¦§+,- ?Q~*1 &"-( 2 （简称＂共青团＂）天水地方工作委员会。１９６２年６
3@¨©=>1 &"-* 2@¨©ª«1 &"%* 2 & 3@A
月，机构撤销。１９６３年，机构恢复。１９７３年１月，成
B+,- ?Q~*1 &",$ 2
% 3@+,
立共青团天水地方工作委员会。１９８５
年７月，天水
567589:;¬@=>+,-~@AB
市实行市管县体制后，撤销共青团天水地委，成立

共青团天水市委。现内设办公室、组织宣传部、青
+,5~1 CD.EFGHI®¯JG

少年工作部、权益部等
°2?QJG±²J³４+ 个职能科室。
TUVWF1

X?Q@_ÐÑÒ
¥»Ó¦ÔÕÖ１００
&)) 人，＂三
g@¥»
议工作报告，表彰奖励＂三八＂红旗手
T@
¥
ØÙ¦wÚ ,)
yz{|
Ó¦ÔÕ×: &$个，＂五好＂家庭
八＂红旗集体１５
８０ Û1
户。选举产生

天水市妇女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李录勤为主任。
+,5¼½¾Ä*[\}~*@ÜÝ¢1
天水市科学技术协会
!"/@ABCD) 群众团体。位于秦州
:1 
!ÄQÞ ２１号。１９５９
(& ßÃ &"$" 年１
2 & 月，成立天水专区科
3@AB+,À!W
区合作南路
àáâ?Qã*@äÀÁW~ÄÁ.EÃ &"%,年，
2@
学技术工作协会，与专署科委合署办公。１９７８
¡Y+,-!Wàáâã*@ ä-!W~ÄÁÃ
更名天水地区科学技术协会，与地区科委合署。

共青团天水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268!"&'*+,-;#) 会议名。
*XY1
１９７３年１月
２２日，共青团天水地区第一次代表大
&"%* 2 & 3
(( Z@+,-![\]^_`

&",& 2@ä-!W~ÂD¨©@-!WãA¢åB
１９８１年，与地区科委分设机构，地区科协成为独立

会召开，代表
３５２人。会议选举产生共青团天水地
*ab@^_ *$(
g1 *Xyz{|+,![\}~*@´µ|¢¶·1
区第一届委员会，丁自生为书记。
2 6 8 ! " / * + , - . # ) 会议名。
*XY1
共青团天水市第一次代表大会

公室、普及部和科普工作站、科技咨询部、科技报
EFæçèJWç?QéGWáêëJGWá
编辑部。另设市科技顾问团办公室、市农村科普讲
ìíJ1 îD5Wáïð.EFG5oñWçò

&",-年
2 &(
Z@ +,5[\]^_`
１９８６
１２ 3
月(%２７日，共青团天水市第一次代表大
ab@^_ *&$ g1
yz{|+,5[\}
召开，代表３１５
人。选举产生共青团天水市第一届

HIÃ &",$ 2 % 3@¡Y+,5WãÃ D.
群团组织。１９８５年７月，更名天水市科协。内设办

ó5ôõöã*.EF@ ÷5WãøùZ
师团和市反邪教协会办公室，由市科协负责日常

?Q1
工作。

~*@¸¹º¢¶·1
委员会，王世忠为书记。
!"/<=>?) 群众团体。位于秦州区
:1 !
天水市妇女联合会
sK`»1 &"$& 2 &&
3 , Z@'(
民主西路政法大楼三楼。１９５１年
１１月８日，甘肃
)s¼½¾¿*+,!ÀEÁÂ*ABÃ
省民主妇女联合会天水区专员公署分会成立。
&"$, 2１月
& 3２０日，改称为甘肃省民主妇女联合会
() Z@%&¢'()s¼½¾Ä*
１９５８年
+,À!¼¾./0@&"$" 2 * 3 ２５
($ Z@
¡Y¢
天水专区妇联办事处，１９５９年３月
日，更名为

天水专区妇女联合会（简称＂妇联＂）。１９６２年专区
+,À!¼½¾Ä*£¤&
¥
¼¾¦§1 &"-( 2À!

妇联撤销。１９６３年５月１日恢复。１９８５年７月，天
¼¾=>1 &"-* 2 $ 3 & Zª«1 &",$ 2 % 3@+
,567589:;¬@=>+,-!¼¾@AB
水市实行市管县体制后，撤销天水地区妇联，成立
+,5¼¾1 CD.EFG ¼½ÅÆJG /Ç
天水市妇联。现内设办公室、妇女发展部、事业
TUVWF1
JG±²JGÈÉJ $５个职能科室。
部、权益部、儿童部

!"#=>?@A<BCDEFG<
天水市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EF(G9:) 群众团体。１９８６
:1 &",- 2
天水市老龄工作委员会
年

３月
* 3１８
&, 日，天水市老龄问题委员会成立。１９８９年８
Z@+,5rúðû~*AB1 &"," 2 ,
月５
3 $日，天水市老龄问题委员会更名为老龄工作
Z@ +,5rúðû~*¡Y¢rú?Q

!" #
－# ４０－

PQRS
党政社团

委员会。１９９７
!"#$ !""#年与民政局合署办公。
%&'()*+,-$

会和创作委员会。历任主席万惠民、赵建玉、程凯、
#ìí0!"#3 ÌÍ9Qî'dïðÒdñòd

天水市残疾人联合会
!"#$%&'() 政府工作机构。位于
(./0123 45
秦州区民主东路。１９９０年
２ %月，天水市召开残疾人
678'9:;3 !""$ %
<=>?@ABCDE
联合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陈华为主席，柳勤珍为理
FG#HIJ#K=LMNOP9Q=RSTPU
事长。共召开五届残疾人代表大会。现有天水市残
VW3 XABYZCDE[\]#3 ^_>?@C

王凤保。截至
óôõ3 ö÷２０１０年，共有会员
%.*. %=X_#" ４８７
,&( 人，其中省书
E=øbÔ
协会员
¤#"２１８
%*&人、中国书协会员
Edb¨¤#"３７
-( 人。
E3
天水市音乐家协会
月
!"#6712) 社会团体。１９８５
Â#3 *"&'年
% １２
*% <

疾人康复中心、天水市残疾人用品用具供应服务
DE`abcd >?@CDEefeghijk

研究会、天水市葫芦丝、巴乌学会、天水市老年大
ª«#d>?@úûüdýþ #d>?@ÿ%]

站，内设办公室、教育就业科、康复科、劳动服务
l=mn,-odpqrstd`atduvjk

学红霞民乐团、天水市小提琴教育委员会、天水市
!"'d>?@#$pq!"#d>?@

tdwxyz{|t3
科、宣传文化维权科。

吉他研究会、天水市二胡学术委员会。历任主席薛
¹ºª«#d>?@Ä% !"#3 ÌÍ9Q&

=¤#n>?@y
#d>?@ù
成立，协会下设天水市音乐文学学会
、天水市声乐

!"#*+,-.'/) 群众团体。位于
}~3 45
天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y'dÎÐ(d)*+d,-.3 ö÷ %.*.
%=X_
文彦、张鹏慈、李祖武、杨亦功。截至
２０１０年，共有

秦州区民主西路政法大楼三楼。１９８５年９
<=>?
678'9;(]3 !"&' % "月，天水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小组成立，共有成员
@y FG#= X_" (７
人。１９８５年
E3 )"&' % １２月５日，天水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
*% < ' =>?@IZy /

市级会员
%.+人，省级会员
E=Ô£#" ２６人，国家级会员
%+ E=¨£#" ４人。
,E3
@£#"２０６

作者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天水市文联第一届
0[\]#AB3 LM>?@yFHIZ

!"#=P9Q3 >?@y FG#
委员会，魏万进为主席。天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下设市作家、戏剧、美术、书法、音乐、摄影、民间文
n@0ddddd d'¡y
¢I£¤#3 n>?@¥¦§d>?b¨
艺等一级协会。下设天水市兰亭书法院、天水中国

天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年
!"#89*,12) 社会团体。１９８８
Â#3 *"&& %

１０*. 月成立。历任主席罗培模、刘大有、李宁民。
<3 ÌÍ9Q/01d2]_d)3'3
!"#:;12) 社会团体。１９８５年
Â#3 *"&' %１２
*% <
天水市摄影家协会
月
=ÌÍ9Q_)45d26d789dï:3
成立，历任主席有李发荣
、刘乐宇、刘晓明、赵军。
共有会员
X_#" ２４１人。
%,* E3
天水市舞蹈家协会
月
!"#<=12) 社会团体。２０１０
Â#3 %.*.年
% １２
*% <
２６
%+ 日，天水市舞蹈家协会召开了第一次会员代表
= >?@;<¤#ABÞIJ#"=\
大会，选举米秋萍为主席，市级会员有
]#=LM>?@P9Q=@£#"_４８
,& 人，省级
E=Ô£

画研究院
、天水卦台山书画院、牡丹书画院、收藏
©ª«§d>?¬®©§d¯°©§d±²
鉴定委员会、天水市文联文艺服务中心、天水灯谜
³´!"#d>?@yFyµkbcd>?¶·
#d>?@¸¶ #d>?@¹º #d>?'
#"_２１
%* 人。
E3
学会、天水市彩灯学会、天水市吉他学会
、天水民 会员有
¡'»/¼¤#d>?@'½¾¿¤#dÀÁ
!"#>?12) 社会团体。１９８５
Â#3 *"&'年
% １２
*% <
间民俗工艺师协会、天水市民族吹管乐协会、北流
天水市戏剧家协会
月
ÂÃÄ£¤#3Å>?y ÆmnÇGtdÈF
3 ÷ %.*.
%XAB , Z#"=\]#3 ÌÍ
书社等二级协会。《天水文学》内设综合科、组织联
成立。至
２０１０年共召开４届会员代表大会。历任
Étd#ªo3
9Q_ABCdÕIDdEFdG63
主席有杜自勉、黄一然、田小牛
、董秦。
络科、会研室。
!"#@ABCDE) 民间组织。位于秦
'¡È3 456
天水市收藏鉴定委员会

诉水市文手艺本界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

78HI3 %.., %１２
*%月成立，下设鉴定专家委
<=n³´ç!
州区进步巷。２００４年
"#d±²çs!"#dáâJìÅK±²ÆLMK3
员会、收藏专业委员会、展览馆和《西部收藏》编辑部。
FGHI*JKL) 社会组织。２００２
Â#È3 %..% 年
% *%
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
１２

月成立。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是经国家民政部批
<3 bONOyzª«#PQ¨'(RS
准成立的国家一级学会，挂靠中国文联。第一届理
TU¨I£ #=VWb¨yF3 IZU
事会
年 *%
１２<5
月于北京成立，第二届理事会
V# ２００２
%..% %
ÀX =  ÄZU V#

２００７年５月于北京成立，第三届理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
%..( % ' <5ÀX=ZUV# %.*%
%"
< *&日于北京成立。现有会员
5ÀX3 ^_#"５５３
''-人，团体会员
E=#"
月１８
*- 个。依照国家学会管理规定和学会章程，研究会
Y3 Z[¨ #¿U\´ì #]ñ=ª«#
１３

!"#$%&'()*+,-./01+
天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
!"#0-12) 社会团体。１９８６
Â#3 *"&+年
% １* <
Z^Y%=ÌÍ#W_`dabdÎcd3 LMe
天水市美术家协会
月 届期五年，历任会长贾斌、邓成城、张津梁。编辑发
>?@¤#= ¤#nUÊ!" 行《伏羲文化研究》学术会刊，配合天水市政府举
êÅNOyzª«Æ #f=gG>?@(.M
天水市美术家协会成立，协会下设美术理论委员
#db¨©!"#dË©!"#3 ÌÍ9
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油画艺术委员会。历任主
,-.人，
E=
Q_ÎÏÐdÎÑdÎÒÓ3
^_@£#"４３０
席有张兆鹏、张琮
、张玉璧。现有市级会员

,NO-hij3
办伏羲公祭活动。

Ô£１０６
*.+人，国家级会员
E=¨£#"５' 人。
E3
省级

秦州区环城中路６
678kbb; +号市委院内。２００１年，经市委常
l@!§m3 %..* %=m@!n

!"#312) 社会团体。１９８５
Â#3 *"&'年%１２
*% 月
< '５
天水市作家协会

日成立，天水市作家协会历任主席黄英、陆新、马
=>?@0¤#ÌÍ9QÕÖd×ØdÙ

超ÚdÛÜ3
、安永。现有作协会员
^_0¤#"２８８
%&& 名。
Ý3
!"#4512)社会团体。１９８８
Â#3 *"&&年
% １０
*. <
天水市书法家协会
月
3 ¤Þßà!"#=náâ
２６%+日成立。书协成立了艺术指导委员会，下设展览
ãÁ!"#dpq!"#d !"#däååæ
交流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篆刻刻字
专业委员会、楷书专业委员会、隶书专业委员会、
çs!"#dèçs!"#déçs!"#d
行书专业委员会、草书专业委员会、篆书专业委员
êçs!"#dëçs!"#däçs!"

天水市伏羲文化研究中心社会组织。位于
!"#HI*JKLFM Â#È3 45
!#ª«o´=>?@NOyzª«bc=P
委会研究决定，成立天水市伏羲文化研究中心，为
正县级机构。研究中心对内承担着组织、管理、协
pq£123 ª«bcrmstuÈd¿Ud¤
调全市伏羲文化研究与宣传；对外承担着与近百
vw@NOyzª«&wxx rystu&z{
家全国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联络，与
５３５ ÝbO
名中华
w¨tª12d]ç§|UFÉ=& '-'
伏羲文化研究会会员和热心伏羲文化的专家、学
NOyzª«##"ì}cNOyzUçd
者联系，承担组织他们开展学术研讨交流活动的
F~= stÈºBá ªãÁij

Ík3 mnÇGRìª«RYto3
任务。内设综合部和研究部两个科室。

!" !
－! ４１－

天水杜甫研究会
!"NOKL) 社会组织。天水杜甫研究
Â#È3 >?Aª«

!"#$%
天水大辞典

为陇右道最高行政长官。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
ìapPYÞéZ[ \]^I%»%#$&年），
%¿'
专业研究机构和杜甫研究专家及爱好者组成的学
_`apP
/3456789:45/;<=>?@"AB 裁汰陇右道。

会成立于２００６
!"#$ !""#年８
% $月，是由天水市大中专院校、
&' ()*+,-./012

术性社会团体，归属天水市社科联。有会员
２１０
CDE!FG' HI*+,EJKL M!N !%"
名，其中教授、副教授、博士、硕士等
５０ YZ'-/
余人，大专
O'P.QRSTQR2UV2WVX &"
以上学历的有
１１０
%%"余人，分布在天水、陇南、兰州、
YZ'^_`*+SabScdS
[\B]AM

秦州州署
A77@ 清代秦州行政机构。清初袭明制，
O½Udé67 ORa¼b'
秦州属陕西省巩昌府。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秦州升
UdIc>def ghi%»%)!' %¿'Udj

平凉、宝鸡、陇县等。研究会的主要工作是开展杜
efSghSaiXL 45!Ajklm(no9

汰）、州判、吏目，各１人。知州为一州之行政长官，
`¿2do2pÚ'ð % Z mdìqdréZ['

:`apAqr45lm'stuv9:apw'
甫在陇右的文化研究工作，挖掘整理杜甫陇右诗，

dnstmd'douvwÕ2+xXï yCB
州同辅佐知州，州判掌管粮务、水利等事。另设学
% Z'z{１人。州署有吏房、户房、礼房
% Z dTMp®2|®2}®2V®2
正h１人，训导
、兵房、

xy9:qrzo'{|,}~9:4567
推进杜甫文化发展，并与市内外众多杜甫研究机构

进行学术交流。曾于２００９
年８月和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yBC
$ !""' %
$ &8 !"%(
% %" &
nBC4!'22*2\
召开过两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四川、北京、天津、上
22b22b22X !%
S
海、重庆、河南、福建、湖南、台湾、香港等
２１个省、

ìkld'kIÑÒ dTCmd2dn»Ì_
为直隶州，直属甘肃省。州署设知州、州同（后裁

刑房、工房，分掌职事。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年），在
~®2l®'^uï ^I^%»%)&) %¿'`
今麦积区东南置三岔厅，州判移驻三岔厅。
L¡°b 'doK 

自治区的专家学者
%(" 多人参加。编印了《杜甫陇
Z¢£ ¤¥¦§9:a
 ¡A/;B?１４０
pw¨©
§9:|ap©Xªm 9:45!«¬*+
右诗集》《杜甫与陇右》等著作。杜甫研究会还对天水
A®¯S°±9:²³S¯´µS¶·S¸+
的书房台子、东柯杜甫草堂、子美树、砚凹台、白水
涧、子美阁（明代建筑）等杜甫文化遗迹进行组织修
¹S¯´º»¼½¾¿X9:qrÀÁy@ÂÃ
Ä8ÅÆL
缮和保护。
!"&'()* 社会组织。１９８６
E!@ÂL %'$# 年
% )７月由
&)
天水市周易学会

民盟天水市委员会发起成立。先后举办和参加了
ÇÈ*+,ÉN!zÊ"#L ËÌÍÎ8¢£¦
天水易经研讨会、甘肃省伏羲文化研讨会、国务院
*+ÏÐ4!SÑÒÓÔqr4!SÕ0
!""$ Ö×ÏB
Ö×ØqrÙÚ ２００８
海峡两岸重点文化交流项目
海峡两岸易学
qrBC4!SÛÜÝÏÞßàá2!"%* %âb
文化学术研讨会、世界周易高峰论坛、２０１３
年济南

清代秦州
州署
!"#$$%

国际易学大会、２０１４
年台北国际易学大会等系列
ãÏB-!2!"%( %ãÏB-!Xäå

BAC?@ 清代巩秦阶道行政机构。清同
O½dUPé67 On
巩秦阶道署

学术文化活动５０余次。２０１５
年１月被天水市民政
% &è*+,Çé
BCqræç &" Y !"%& %

治二年（１８６３年），洮岷巩秦阶道署从岷州迁驻秦
^%»%$#* %¿'dUPTdKU

d'{dUPT'CPN»P¿% Z P
州，并改称巩秦阶道署，设道员（俗称道台）１人。道
TMp®2|®2}®2®2~®2l®'vvap
署有吏房、户房、礼房
、兵房 、刑房、工房，管理陇右
先后开展了易学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工作，出版
ËÌno¦ÏBqõuv8BC45lm' ö÷ 一府（巩昌府）二州（秦州直隶州、阶州直隶州）的
qf»def¿^d»Udkld2dkld¿A
了《明辨数理逻辑与周易》等易学研究专著
１０ Y
余 房管人事、户籍田粮、文化教育、征兵军供、诉讼刑
¦§¼øùvúû|ÝÏ©XÏB45/ª %"
®vZï2|w2qrQ22~
局评为５Ａ级社团。拥有会员
３２
êëì &+ íEF îM!N３９０
*'"余人，理事
YZ' vï *!

人，分布于全国各地及日本
、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Z'^_$ðñ<òó2ôX;8ñ¡

部，出版论文集
５部，在各级报刊发表论文数百
ü' ö÷àq¨ &
ü' `ðíýþzÿàqù!
篇。创办有《易源》会刊，共出版
" #ÎM§Ï$©!þ'%ö÷１０
%" 期。
&

天水孔子文化研究学院
!"+,-./0)1 社会组织。学院以
E!@Â B0[
*+'(,q(-ìe'K)M*ü+8*+ð
天水孔庙（文庙）为平台，联合有关部门和天水各
ÜZV$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 %Í'¯-./0æç
界人士于
年举行孔子诞辰祭祀活动

2+xXï Ì'dUPa
狱、城建水利等事。辛亥革命后，巩秦阶道改称陇

bP
南道。

 ÍÎ¦äå1;qrBC4!8
2
'¯q
３*次。举办了系列儒家文化学术研讨会和＂孔子文
r3á4 M!N１８６人，理事
%$# Z'vï &$
Z'P.%56
化讲坛＂。有会员
５８人，其中共产党
'! 人，建有党总支。会刊《孔学纵横》．已出版
Z'M678 !þ§'B9:©';ö÷ *３
员N９２

&
期。

2345
行政机关
&'(%
陇南道署

凉州刺史部
6789: 汉代地方行政机构。西汉元封
<½ñ=é67 ><?@

六年（前
A%»B １０５
%"& 年），设凉州刺史部，督陇右、河西
%¿'CfdDEü'Fap2> $８
郡。东汉建武十八年（４２年），凉州刺史部驻陇县
G °<HIJ%»(! %¿'fdDEüKai
»LM;iN}¿'F %"
G
（今张家川县境内），督
１０郡。
;<=>?@ 清代陇右道行政机构。清朝
O½apPé67 OQ
分巡陇右道署
R'ÑÒ^SapPTKUd'PTCVWXï'
初，甘肃分巡陇右道署驻秦州，道署设兵备金事，

DEFGH3I
甘肃临时军政府

 ñ=¡ é
辛亥革命时地方临时军政

机关。１９１２年３月
%% ò'¢£`Ud¤üÊ¥'¦
6* %'%! % * &１１日，黄钺在秦州率部起义，攻
占筹防局、州署、游击署和军械库。当日，黄钺联合
§¨©ê2dT2ª«T8¬ ®ò'¢£K)
巩秦阶道道员向燊，在道署举行秦州各界人士会
dUPPN¯!' `PTÍUdðÜZV!
议，宣布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任都督，向桑
°'±_"#ÑÒ¡ éf'¢£²³F'¯!

!" !
－! ４２－

J'KL
党政社团

出

a¿-ý{þ-.
立初军管期间军政

权力机关。１９４９
年 (８
ÿ!r !%'% Q
月
，天水县城解
R ３日
" @7¥¦§¨o
"r ( R # @7`a
放。８月６日，成立

天水市军管会，王震
¥¦#-ýÚ7$%
任主任，高峰任副主
!Ü!7&!"Ü
!r -ýÚ'3.
任。军管会下设政
5: -N: E(:) 月
务、军事、财经、文

教、治安、交通
、秘书
G:*Ä:IJ:ÕÖ
秦州起义指挥部（今泰山庙）
-./0123456789
任副都督。颁布《甘肃临时军政府约法》。临时军政
!"#$% &'()*+,-./012% +,-.
府设总务处，任命总务长
、副总务长各 !１人，协调
/34567!8459:"459;
<7=>

箱窗态筝

茅震杆威不芬事芩以
地委领导下，军管会日
d6r i÷ü¥¦
７$ 个处。在中共天水
+,-.'7-ýÚ

KL¥¦¨-ý
负责天水城区军管

照孩具青持再藏
概丽街人莓重至．

。清何答于前邃求

处理日常政务；另设军政司、财政司、民政司、教育
6?@A.5BC3-.D:E.D:F.D:GH

!"#$%&'()*+,
{þ/èÚ*Ä:. 天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期间的社会治安、政

司、司法司、交通司，负责临时军政府各项事宜。同
D:D1D:IJD7KL+,-./;MNO% P

ÿ0ým1234r
权接管和清剿匪特。

年３
R7STU!8VWXY)*Z$[\]^_7
Q "月，袁世凯任命赵维熙为甘肃都督（驻兰州），

天水专区专
员公署 天水专区最高行政机
341.12($
¥¦ º  .
关。１９４９
年 (８月，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天水分区行
r !%'% Q
R7`a5)ø6./¥¦7
政督察专员公署，安振为首任专员。１９５１年４月，
.¯º°¡7Ä8Y9!º°r !%)! Q ' R7
改称甘肃省人民政府天水区专员公署，下设秘书
)* <F./¥¦º°¡7 '3ÕÖ

成立甘肃军政府。两个军政府对峙
`a)*-./b cd-./ef ３个月，终于在
" dR7ghi
６ #月
日签订《和平解决条约》。黄钺宣布取消独
R ７$ @jk
lmnopq02r stu'vwx
a7oy)*+,-./%
立，解散甘肃临时军政府。
!"#$ 民国时期渭川道最高行政机关。
Fz,{|}~.r
渭川道署

::F.ã:E.ã:éêã:GHã:î3ã:;ï
室、民政科、财政科
、卫生科、教育科、建设科、工商

民国元年（１９１２
月，巩秦阶道改称陇南道。次
FzQ[!%!&年）２
Q_& R7
~~r 
年６
Q #月，又更名渭川道。道署设道尹１人，监督财
R7|}~r ~3~ ! <7E
政、司法，指挥辖区驻军。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
Q_7
.D17\-r FzQ[!%&$年），废

ã:IJã:)*
<F1<¥¦7=:¥¦>¯
科、交通科
、甘肃省人民法院天水分庭、天水检察

~7|}~r
除道制，撤销渭川道署。
!%&'($ 民国时期渭川行政区最高行
Fz,{|}.
渭川行政公署

7:¡Ä76:?@A:ì5A:íBA:C5A:
分署、公安分处
、邮电局、税务局、粮食局、盐务局、
<FD¥¦áN6àáN½r
!%)) Q２&月，改
R7
人民银行天水办事处等办事机构。１９５５年
¥¦ºº°¡r ¶Ç7º'3½E(
称天水专区专员公署。之后，专署下设机构几经撤

并，至
１９６６年共设有
F7G !%##
Qü3â ３０
"* 个工作机构。
d;H½r

政机关。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
月，甘肃省政府
.r FzQ[!%&$年）９
Q_% R7)*
./

天水专区工农业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341.<=>?@,ABCDE 临时地
+,+

成立，颁布《行政公署组织法》，置渭川行政区，行
`a7&'l.¡¢£127¤|}.7

方行政机关。１９６７
年７月，成立以天水军分区为主
I.r !%#$ Q
$ R7`aò¥¦-7YÜ

政公署驻天水县城（今秦州区）。行政公署设行政
.¡\¥¦§¨[©^_r .¡3.

长，叶蓉任行政长。不久改为行政视察员，姚展任视
97ª«!.9r ¬Y.®¯°7±²!®

的天水专区工农业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下设秘书、
/¥¦º;JKêL¸·MÓ7'3ÕÖ:
政治、工交、农林、财贸、文卫、建设、民政、人事
.*:;I:JN:Eð:)é:î3:F.:<N (８

¯°r
察员。

d67vOº;Hr
个处，取代专署工作。

甘肃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012($ 民国时期
Fz,{
天水行政督察区最高行政机关。民国二十三年
¥¦.$¯.r Fz³´Q
（１９３４
年），甘肃省政府置天水行政督察区，为全省
./¤¥¦.$¯7Yµ
[!%"' Q_7)*
d.$¯¶·r Q ７月，改称甘肃省第四
$ R7)* ¸¹
７$ 个行政督察区之一。次年

天水市人民委员会
345FG:2; 具有地方行政和代行人
Pâ+I.mO<
FOQRÚSÚ{þN5TUVW/;H½r
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事务双重功能的工作机构。
!%)) Q " R7 ¥¦#<F./Y¥¦#<F,
１９５５年３月，天水市人民政府改为天水市人民委

构，起初，专署专员兼任天水县县长。卢广绩、安立
½7¾¿7ºº°À!¥¦§§9b ÁÂÃÄa

°Úr X;H½ÕÖ:Y<,á¡:7#<
员会。其工作机构秘书室更名为人委办公室，市人
F1<m<F>¯<Y./Z[÷7¼7 
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从政府序列中分出，撤销监
¯,°Ú7ù3JKD¥¦#\7X];H
察委员会，增设农业银行天水市支行，其他工作机

ÅÆÇ!º°À¥¦§§9b Fz³ÈQ[!%"(
绥先后任专员兼天水县县长。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

构及名称未变。１９８１年撤销天水市革委会，恢复天
½^_`r !%(! Q¥¦#a,Ú7bc¥

年）后，因抗战需要，专署专员兼任保安司令，不再
Q_Ç7ÉÊËÌÍ7ºº°À!ÎÄDÏ7¬Ð

¦#<F./r
水市人民政府。

兼天水县县长职。专员公署与保安司令部合署，专
À¥¦§§9Ñb º°¡ÒÎÄDÏÓÔ7º

345HI:2; 由军队干部、地方机关
d-efÓ: +I
天水市革命委员会
干部和群众组织按一定比
f Ó m g h ¢ £ i · j k例组成的工作机构。
l¢`/;H½r
１９６８年２月
２５&)日，经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
!%#( Q & R
@7 ()* a8,°Úmn7`
立天水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地址在原天水市委大
a¥¦#a8,°Úr á¡+oip¥¦#,R

行政督察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为省政府派出机
.$¯r .$¯º°¡Y ./»¼

员兼保安司令，又设保安副司令
、秘书 、军法助理、
°ÀÎÄDÏ73ÎÄ"DÏÕÖ-1×?
参谋、视察、会计主任
、技师和副官等职。专署办事
ØÙ®¯ÚÛÜ!ÝÞm"ßàÑ%
ºáN

机构设有二科，第一科负责执掌印鉴
、民政、教育、
½3â³ã7¸·ãKLäåæç:F.:GH:

社会卫生和辖区公务人员考绩；第二科负责财税、
èÚéêm¡5<°ëÃB ¸³ãKLEì:
粮政、城建和商贸。庄以绥、胡受谦、张中宁、高增级
í.:¨îmïð%ñòÅ:óôõ:ö÷ø:ùú
ÆÇ!º°ÀÎÄDÏ%
先后任∶专员兼保安司令。

天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3456789: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û<Fümz`

院（今秦州区政府）。其工作机构开始有政治部、生
<[©^./_r X;H½qrâ.*Ó:ê
LÓ:ÎéÓmá¡:r òÇù3ì5A:í
产指挥部、保卫部和办公室。以后增设税务局、粮
BA:sè:t;KuèmJN¦vwàxya
食局、供销社、手工业联社和农林水牧站等基层革
R7´Ó7`a.*
,Úza8-.{¢r !*月，撤销三部，成立政治
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１０

!" !
－! ４３－

天水大辞典
!"#$%

工作组、抓革命促生产组、和保卫组（不久改为部）。
!"#$%&'()*+,-./+01234567
１９７６
３４个。１９８１
!"#$年末，天水市革委会共有工作机构
89:;<=&>?@AB"CD %&
E7'"('
年撤销天水市革委会。
8FG;<H&>?7
天水地区革命委员会
!"&'()*+, 党政机关。１９６８年
IJCK7 '"$( 8 '１
月成立天水专区革委会筹备领导小组。同年２月，
LMN;<OP&>?QRSTU+V W8 ) L:
成立天水专区革委会，盛学仲任主任。革委会内设
MN;<OP&>?:XYZ[\]V &>?^_
`abcJd5,)*ef5,./5ghi>,j
办公室、政治部、生产指挥部、保卫部及经计委、民

１２
'0 月，举行天水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L Ý;<HÞßà}jÚá¼?Þß?
议，选举产生天水市政府，许明昌当选市长。此后，
âãÝ*);<HJäåæçãHè7 é
市政府组成机构经过调整和改革，至
HJ+MCDhê|3& ２００９
0//" 年，市
8H
政府组成机构为
EëÔÕcìí|îïc
J+MCD4３６,$个，下辖秦州、麦积和武山、甘

谷ðcÔ¦cñòócô<
、秦安 、张家川、清水*７EP¿J7
个区县政府。

5 法
6
司

Jk,l/k,mJk,nokcpqkcr"`cB
政局
、文卫局、财政局、粮食局、商业局、合作办、工

业局、交通局、林水局、农牧局、水保局、邮电局、气
qkcstkcu<kcvwkc<.kcxykcz

789 :6
;!" <; 民国地方审判机
ÒÄ õö ÷C
甘肃高等
法院天水分院

构。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
１２ Lùúö÷û
月，甘肃高等审判厅
{k|}j~;< @１９
!"个办事机构。
E`CD7
D7 ÒÄøß8»'"0068 '0
象局和人民银行天水支行，共
!"$"
3;<
P&>?7

P&>?
ü;<_NÞý½ûa
þÿ;<¿!"K#
１９６９ 年，改称天水地区革委会。之后，地区革委会 在天水设立第二分厅，办公地址∶天水县城东关庆
下设机构多次调整，至
年共设有%&３４个办事
!"*$ 8@_A
E`
_CD  １９７６

机构。１９７８年
CD7 +"*( 8１１月，撤销天水地区革委会。
!! LFG;< P&>?7
!"&'-./0 甘肃省人民政府派出机
}jJC
天水地区行政公署
构。１９７８年
D7 !"*( 8１１月，成立天水地区行政公署，刘公泰
!! LMN;< PJaa
任专员。行署内设办公室、计委、编委、民委、经委、
[O7 ^_abci>c>cj>ch>c
科委、体委、档案处、农林办、宗教办
、知青办、人防
>c>c,u, ¡,¢£,}¤
办、地震办、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文化局、教育
, ¥,a¦k,jJk,/)k,l§k,¡¨

祝宫院内（今秦州区建设路
号）。内设审判分
'"/ Ù*V
'_ö÷½
$%&'()ÔÕP¶_Ø １９０
厅、检察分厅，并各自附设地方庭。审判分厅设监
û$+,½û:-./0_ õ1V ö÷½û_2
34 １人，总理全厅一切司法行政事务；曹文焕
' }:5µ6ûß789J:;<l=
督推事
[234V ½1´ë>ó?(;<$Ô@$ô<$
任监督推事。分庭管辖渭川道（天水
、秦安、清水、

甘谷、武山、通渭、礼县、西和、武都、文县、成县、西
ð$îï$t>$A¿$Ì|$îB$l¿$M¿$Ì
固、徽县、两当
１４ ¿FGßö$ýöHjIJ:
县）的一审、二审刑事民事案件，
C$D¿$Eç '&
并兼管天水监狱。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９
-K´;<2LV jÄøM8('"0* 8F" 月，甘肃
L:

局、广播局、财政局、粮食局、商业局、外贸局、供销
k,©ªk,mJk,nok,pqk,«¬k,G

省政府按照《豫陕甘三省行政计划大纲》，将北洋
JNOPQRSJiT¼UV:WÍX

社®,¯°k,Bqk,stk,±Bk,®²³q´
、物资局、工业局、交通局、轻工局、社队企业管

JYZ_[Gùúö÷ûÞý½û: 3
政府时期设置的甘肃高等审判厅第二分厅，改称
L:ùÁ9&
ùÁ9&Þý½&V 8４& 月，甘肃高级法院
甘肃高级法院第二分院。次年

理局、农林局、水电局、农机局、邮电局、气象局和
µk,uk,<yk,Ck,xyk,z{k|

}j~;<,¶;<· ¸h
3ùú9&Þý½&V '"&( 8 ' L:NÄj
人民银行天水支行、建行天水支行。之后，几经调
改称甘肃高等法院第二分院。１９４８年１月，按国民

整,¹º
、更名（大部分局改称处），至
１９８３ 8;<
年，天水地区
»¼5½k36 !"(,
P
行署共设有
年７月，实行市
@_A２９
-" 个办事机构。１９８５
E`CD· !"(. 8
* L¾H

J895\: ùú9&Þý½&3
政府司法部令，甘肃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改称甘肃
ùú9&;<½&V ;<½&_jH1$]^b$
高等法院天水分院。天水分院设民刑庭、书记室、

}b$?ib$_ibV
ÛA&è '１人，庭长
}:1è '１
人事室、会计室
、统计室。职员有院长
}:4
'
}:]^`è
'
}:]^`
(
}:a
}:
人，推事１人，书记官长１人，书记官８人，录事 .５人，
年8９" L
月 +１日，中共天水地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天
Â Ã@;< >|ÃÄ}jÅÆÇ; 统计主任１人，会计主任
_i\[ ' }:?i\[１人，执达员
' }:bc 0２人，雇员２
}:d 0
´¿ÀFG;< P·
管县体制，撤销天水地区行署。

天水市人民政府
!"123.4 ①县级市行政机关。１９４９
"¿ÁHJCK· +"&"
!

水市军管会颁布公告，宣布天水市人民政府成立。
<HÇ´?ÈÉaÊËÉ;<H}jJMN·

人，法警长１人，法警４人，庭丁２人，公丁５人。
}:9eè ' }:9e & }:1f 0 }:af . }V

+"./ ２0 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批准天水市为县级
L ÌÍÇJ>?ÎÏ;<H4¿Á
１９５０年
¶À· '"(' 8FG;<H&>?ÐÑ;<H}Ò
建制。１９８１年撤销天水市革委会，恢复天水市人民
J· '"(.年
8 ７月，地改市，原天水市政府更改为
* L 3HÓ;<HJ¹34
政府。１９８５
ÔÕPJ· !
" ÁHJCK· Ö×ÔÕPj\
秦州区政府。②地级市行政机关。位于秦州区民主
,& Ù· '"(. 8７月，撤销天水地区行署，成立
* LFG;< PMN
ÌØ ３４号。１９８５年
西路
;<HJQRSTU+ÚJÛÜ· '"(. 8
天水市政府筹备领导小组，代行政府职能。１９８５年

甘肃省人民法院天水分院
!"#$%&'()*'
!"1=>236; 天水市司法机构。位
;<H89CDV Ö
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ÔÕPgh"ØV '"./ 8 0 L:MN}j9
于秦州区藉河东路。１９５０年２月，成立甘肃人民法
()+$%,-./01
天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院天水分庭，专署专员兼任庭长。１９５１年１月，改
&;<½1:OOK[1èV '".' 8 ' L:3

－! ４４!! !－

BCDE
党政社团

称甘肃省人民法院天水分院，分院院长仍由专员
!"#$%&'()*+(, +((-./01

处职能为实施侦查，提起公诉，实行公诉、监督裁
Håæ¡Mçèé,¤j,MFjXabÚ

兼任，副庭长改任分院副院长。１９５６
8１% 月，改称
9,6:
23,45-63+(4(-7 !"#$年

\cFÅ7
判之执行等。

"#$)*0;<=%&'( >?:0;<(@7
甘肃省天水专区中级人民法院（简称专区中院）。

秦州巡警局
567 89 清末至民国时期地方公安机
êëT &Ç ÈÉ Êj ì{
构。１９０６年
%) 9ÏC,ÕíVîïð,ñòðX<
|7 %")$ 8１０月成立，总局设于大城，东关城、中

是年９月，成立中院司法行政处，管理司法行政工
A8 " 9,BC<(DEFGH,IJDEFGK
作。１９８５
8 ' 9,MFNOPQRS,BC)*N
L7 !"&#年７月，实行市领导县体制，成立天水市

ðXóòðXôõðöV+í7 ÷ø_8>%"%) 8@,
城、西关城、伏羲城各设分局。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２

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市中院）。至
２０１０年，市中院
<=%&E(>?:N<(@7 T ()!)
8,N<(

月，设三岔州判巡警局，民国元年（１９１２
9,V`ùú\ûdí,&Çü8>%"%,年），秦州
8@,ýú

UVCW5XYZ[\]^5XYZ[\]_5X
内设立案庭、刑事审判第一庭
、刑事审判第二庭、

þÿ!QdG."#êS7 &Ç_8>%"%- 8@,ý
及所辖县警政仍沿袭清制。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秦

&Z[\]^5X&Z[\]_5X&Z[\]`
民事审判第一庭、民事审判第二庭、民事审判第三

úûdí6¡)*Qè$f7 &Ç%8>%"%*年）
8@
州巡警局改为天水县侦缉队。民国四年（１９１５

庭、行政审判庭、审判监督庭
、执行庭、法警支队、
5XFG[\5X[\ab5XcF5XEdefX
政治部、办公室、研究室、司法行政装备科、纪检监
GghXijkXlmkXDEFGnopXqra
察室、技术室、信访室，共
１７!'个庭（部、队、科、室）。
skXtukXvwk,x
y5>hXfXpXk@7

复设巡警局，６
月渭川道各县巡警局改称警备队。
Vûdí,$ 9&'(öQûdí6:dof7
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各县裁撤警备队，设警察所。民
&ÇØ8>%"%' 8@öQÚ)dof,Vdsÿ7 &
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４月，渭川道各县警察所改称公
ÇËÜ8>%",& 8@. 9,&*(öQdsÿ6:j

安局。次年，改为武装警察队，１０月又改称公安局，
ìí7 Ñ8,6¡+ndsf,/) 9à6:jìí,
UVí1X,-XáâXû¶Xd-Xd.X/dÅ7 &
内设局员、教练、书记、巡官、警长、警士、马警等。民
8@)*Qjìí6:dsí,1
Ç_Ë08>%"-$ 年）天水县公安局改称警察局，其
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他各县裁撤局设警察队，队设巡官、警长、警士等。
2öQÚ)íVdsf,fVû¶Xd-Xd.Å7
天水市人民检察院
!"#:;2<. 司法机构。位于秦州区
DE{|7 3îýú;
藉河东路。１９５１年
月，成立甘肃省人民检察署天
45ñ67 %"*% 8 ４. 9,ÏC"#$%&rsÙ)
水专区分署。１９５４年
*0;+Ù7 %"*. 8１２
%, 月，改称甘肃省人民检察
9,6:"#$%&rs

!"#$%&'( 天水市人民法院法定机
)*N%&E(Ez{
天水市审判委员会

()*0;+(7 %"*& 8 %, 9,jXrXE¬¹¡
院天水专区分院。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公、检、法合并为
GEjìh7Ñ8 & 9,à+Ù7%"$& 8 ' 9,)
政法公安部。次年８月，又分署。１９６８年７月后，天
*+;°)*7,8jXrXEMFZIS7
水军分区和天水驻军，对公、检、法实行军事管制。
%"$" 年，成立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天水地区分院。
8, ÏC"#$%&rs()*É;+(7
１９６９
%"'* 8 % 9,9:)*É;+(7 %"'& 8３ -月，恢
9,
１９７５年１月，撤销天水地区分院。１９７８年

构。１９５５年３月始，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天水
|7 !"** 8 + 9},~%&E(E,)*

复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天水地区分院，１９８５年７月，
"#$%&rs()*É;+(,%"&* 8 ' 9,

0;<(BC[\1 ,lmz !)
专区中院成立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
１０ 8
年以上有
YW7 ,) 世纪
q $)
8T ')
8,E
期徒刑案件。２０
６０年代后期至
７０年代初，法

天水地改市，成立天水市人民检察院（全列内设机
)*É6N,ÏC)*N%&rs(>;<UV{

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

院实行军管，审判委员会随之取消。１９７３年
9,
(MFI,[\1 7 %"'- 8３ -月，
恢复法院审判委员会。１９７９
E([\1 7 %"'"年起，执行《刑事诉讼
8,cFYZ
E,%&E([JXW,(- ¡¢
法》，人民法院审理的重大、疑难案件，院长认为需
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
£¤¥[\1 ¦§, /(-¤¥[\1
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由院长主持，实行民主集
¦§z7 [\1 /(-¨©,MF&¨ª
中制；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２００７
<S«[\1 z,¬5®¯cF7 ,))'
年，市中院设立刑事和民事行政两个专业委员会，
8,N<(VCYZ°&ZFG±y0²1 ,
将一部分资深法官充实到审判委员会，并制定审
³^h+´µE¶·M¸[\1 , ¹Sz[

|@7 T ,))"
N%&rs(VGgh°ij
构）。至
２００９8,
年，市人民检察院设政治部和办公

室、侦查监督处、公诉处、反贪局等
kXèéabHXjHX=>íÅ %.１４个职能处室
yåæHk

>åæHk;<@7
（职能处室全列）。

天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
!"#:;23.23&'( 天水市人民
)*N%&
检察院法定机构。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人民检察院组
rs(Ez{|7 %"'" 8 ' 9 % ?,%&rs(
织法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天水
Eºz,ö=%&rs(VCrs1 7 )*

\1 Zº», ºz[\1 ¦§W
判委员会议事规则，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

Nr ÏC,rs1 MF&¨ª<S,
市检委会随之成立，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
Îrs-¨©@, ¦§zïW°rsKL
在检察长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检察工作
12ïÃA7 rs1 ¦§BCDEF
的其他重大问题。检察委员会的讨论意见按少数
GHIFJ»KLz7 rs1 KM
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定。检察委员会做出的决

范围，实行审判委员会委员
主持开庭、直接听审和
¼½,MF[\1 1¨©¾5X¿ÀÁ[°

定，具有法律效力，必须执行。根据法律规定，检察
z,NEOPQ,RScF7 TEOºz,rs

询问当事人、证人等制度。
ÂÃ¯Z%XÄ%ÅSÆ7
)*+,-./01.234 民国时期地
&ÇÈÉ
甘肃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检察处

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检察工作的指导和决策机
1 A%&rs(rsKLUP°V{

%7
|7 Wrs1 1 %,人。
构。现有检察委员会委员１２

Êrs{|7 &ÇË^8>%",, 8@%, 9,"#Ì
方检察机构。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１２月，甘肃高

天水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
!"#:;23.=>?@A9 天水市人
)*N%

等审判厅第二分厅在天水成立，内设审判厅、检察
Å[\Í]_+ÍÎ)*ÏC,UV[\ÍXrs
Í,rsÍÐVÉÊÍ7 Ñ8,abrs¶ÒÓÔ
厅，检察厅附设地方厅。次年，监督检察官李宗沉
ÕJrsÍ^ÖDEFGZ×7 &ÇËØ8>%",'
总理检察厅一切司法行政事务。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
8@,[Xr¬Ù,ÚÛrsÍ7 &ÇËÜ8>%",&
年），审、检合署，裁汰检察厅。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

民检察院内设机构。位于秦州区藉河东路。１９９４
年
&rs(UV{|73îýú;45ñ67%"". 8
９" 月，天水市人民检察院经济检察科更名天水市人
9,)*N%&rs(XYrspZ[)*N%

年），甘肃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设检察处，初配首席
8@,"#ÌÅE(]_+(VrsH,ÝÞß

8,)*N=>íUVe¬p>fèéUg<hi
年，天水市反贪局内设综合科（与侦查指挥中心办

rs¶^%,àÝrs¶Xáâ¶ãä%7
rs
检察官一人，后又配检察官
、书记官若干人。检察

公室合署）、侦查一科、侦查二科。
jk¬Ù@Xèé^pXèé_p7

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主要负责全市反对贪污
&rs(=>\]^í, ¨£_`;N=8>\

贿赂工作，侦查利用职务犯罪的经济案件。至
２００９
]^KL,èéabå×cdXYW7 T ,))"

! !" !
－４５－

天水大辞典
!"#$%
! ! 天水市公安局
!"&'() 政府工作机构。位于秦州区
!"#$%&' ()*+,
滨河北路。１９４９
月 &３日，天水市军事管制委员
1 ８% 2
3456789:;<=
-./0' "#$#年
会成立，下设治安处。１２
>?@4ABCDE' "' 月，治安处改称天水分区
24CDEFG56H,
行政督查专员公署公安分处。１９５９
年５月，改称天
( 24FG5
I!JKL=MNMDHEO "#(# 1
水专员公署公安处。１９６８年１月
１５"(日，天水专员
3456L=
6L=MNMDE' "#)% 1 " 2

公署公安处实行军事管制。２
日天水专区革
MNMDEPI89:;' '月
2 ２５
'( 356L,Q
<>RST?@4U8:>VW4XNYM4MD
委会保卫部成立，与军管会并存，合署办公，公安
Z[\RST' "#*& 1１１
""月，撤销保卫部和军管
24]^RST_8:
业务归保卫部。１９７３年

天水市律师事务所
!"&,-./0 司法机构。位于秦州区
vw%&O ()*+,
民主东路８６
年７* 2?@¸
月成立的
u4 ´µ¶·) "#() 1
±²³0 %) 号，其前身是于１９５６
天水市法律顾问处，有律师
567w¦¹ºE4 ¦§ & ３人。１９５７年８月至
O "#(* 1 % 2»
１９７９
"#*# 年，律师工作中断。１９８０年１月，司法部颁布
14¦§#$¼½O "#%+ 1 " 24vwT¾¿
了《关于审批律师资格试行办法》后，律师制度重
ÀÁÂ)Ã¦§ÄÅÆIYwÇ|4¦§;ÈÉ
新恢复。８
ÊËÌ' %月，全国人大颁布了《律师暂行条例》。
24ÍÎ¾¿ÀÁ¦§ÏIÐÑÇO
１９８６
年３
月１０
"#%) 1 & 2 "+日，经市政府批准，同意成立天水
34 7!p4ÒÓ?@56
市律师事务所，机构级别为副县级事业单位，隶属
7¦§9[4%&ÔÕeÖÔ9Z×(4

于市司法局领导。主要开展法律顾问、刑事辩护、
>4?@56`,MDaO "#%" 1 " 2 " 34bG
)7vwaO ²ØÙÚw¦¹ºgÛ9ÜÝg
会，成立天水地区公安局。１９８１年１月１日，改称
* 24]^56
56`,I!MNMDEO "#%( 1
天水地区行政公署公安处。１９８５
年７月，撤销天水
`,4
B@5674
cdMDEbe567MD
地区，设立天水市，随之公安处改为天水市公安

民商事、行政代理、代书和法律咨询等业务。１９８６
±Þ9gI!ßgßà_w¦áâãZ[O "#%)
年1８月
号令《律师事务所
% 2２９
'# 日，依据司法部第
3äåvwTæ ３６
&) uç
Á¦§9[

aO f*+ghijkHa4lB ２０
'+ mknoO
局。辖秦州、麦积两个分局，内设
多个科室。

名称管理办法》的规定，天水市律师事务所更名为
G:YwÇ¸è¬567¦§9[~e
56éê¦§9[O ëLì¦§１８
"% 名，兼职
íì
天水忠信律师事务所。现有专职律师
q$= &３名。
O
¦§３& 名，工作人员
律师
天水市公证处
!"&'12 司法机构。位于秦州区民主
vw%&O ()*+,±²
东路
³0８６
%) 号。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天水地方法院
uO ±îï1"#$" 1°56`ðw}
设立公证处，受理公证业务。１９５９年至
１９７９年公
B@M¨EñM¨Z[O "#(# 1» "#*#
1M
证业务中断。１９８２年４月
１３"&日，国务院颁布了《中
¨Z[¼½O "#%' 1 $ 2
3[}¾¿ÀÁ¼
ò±ó_M¨ÏIÐÑÇeM¨;ÈËÌ|
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为公证制度恢复后
1 ３月１０
& 2 "+日，经市
3 7
¾¿¸æôTI!wèO "#%)年
颁布的第一部行政法规。１９８６
!p?@567M¨E %&ÔÕeÖÔ
政府批准成立天水市公证处，机构级别为副县级
×()7vwaO ²ØÙÚõö÷øg
单位，隶属于市司法局领导。主要开展财产继承、
ùúg ûXÒgüýþÿg<!ãZ[O
ëM¨
遗嘱、经济合同、房屋买卖
、委托等业务。现有公证

!"#$%&
天水市公安局
!"&*+) 政府工作机构。位于秦州区
!pq$%&O ()*+,
天水市司法局

$ M¨= $４名。
O
员=４名，公证人员

rst0 ( uO "#%+ 1８月，天水地区司法局正式
% 2456`,vwaxy
环城西路５号。１９８０年

!"&+34 学术社团。１９８６年
"#¤$O "#%) 1５ (月，市委
27<
天水市法学会

?@4YM`z{56`<|}O "#%& 1 "' 245
成立，办公地址在天水地委后院。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天

?@À567w">%&'®O "#%* 1
批准成立了天水市法学会筹备领导小组。１９８７年

6`,vwa~e56`,I!MNvwE
水地区司法局更名为天水地区行政公署司法处，

１２月
"' 2１９
"# 日，正式成立了天水市法学会（设在市司
3xy?@À567w">B{7v
法局），并召开了第一次会员代表会议，发展会员
wa°V(ÙÀæô)>=ß*>+,Ú>=
１５５
年５月
"(( 人。２００８
O '++% 1
( 2 ２６日，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 37%&;<=>Y

56`,I!MNO "#%( 1 * 2 ８日，经
% 34
隶属天水地区行政公署领导。１９８５年７月
[}4]^56`,;4PI7
国务院批准，撤销天水地区建制，实行市领导县体

公室根据２００８
Mo-å '++% 年５月５
1 ( 2 (日市委常委会议精神，同
37<.<>+/0Ò
;4 56`,I!MNvwE~e567vw
制，天水地区行政公署司法处更名为天水市司法

局。所属秦州区、麦积区、甘谷县、武山县、秦安县、
aO *+,ghi,ggg*Dg

Ó1¬7w">eÍ2349Z; "  Ö
意核定市法学会为全额拨款事业编制１名，副县

ÔLì5à6 "  7897õ!:;O
级专职秘书长１名，经费列入市财政预算。
vwa7vwa:
6g  ' , (县司法局由市司法局管
清水县、张家川县２区５
!"&+,5678 天水市司法局内设机
567vwalB%
天水市法律援助中心
_O '++% 1=;６２名，实有人员
)' P= ($
理和指导。２００８年有人员编制
５４

名。市司法局内设办公室、法制宣传教育科、基层
O 7vwalBYMogw;ng
#$ng ¡¢£U¤,¥xng ¦§M¨:
工作科、安置帮教与社区矫正科、律师公证管理

&O "##% 1 "" 2 7Y?@O ëL<q
构。１９９８年１１月经市编办批准成立。现有专项工
$= ５名，注册执业律师
( =>?Z¦§ ""１１名。２０１０年５月
O '+"+ 1 ( 2 '(
作人员
２５

3 567±!p567w¦©ª¼@
ngw¦©ªq$:ngvw«¬:ng!C
科、法律援助工作管理科、司法鉴定管理科
、政治 日，经天水市人民政府批准，天水市法律援助中心
更名为法律援助工作管理科（挂牌法律援助中心
~ew¦©ªq$:n ABw¦©ª¼@
TAB9ng®¯n°O
部（下设人事科、组织宣传科）。
kDEFG°vw_7H
BC°ä!Í7 "'&
牌子），依托全市
１２３个乡镇（街道）司法所和市总
工会、民进天水市委等社团组织建立了１４１个法律援
q>g±I567<ã¤$®¯@À "$"kw¦©
助工作站，将法律援助延伸到了社区、村组。
ªq$JKw¦©ªLMNÀ¤,gO®O
天水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9+:&;<=>?'@ 天水市临
567P

时机构。１９９８年
日，成立天水市依法治市
Q%&O "##% 1１１
"" 月
2 １３
"& 3?@567äwC7
'®YMo e7äwC7'®¸.BY9
小组办公室，为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的常设办事
%&B{567vwaO =; $
YMo
机构，设在天水市司法局。人员编制
４名，办公室
!"#'(&
天水市司法局

设主任
" vwaÖa6íRxÔ°LìÖ
B²R１名（司法局副局长兼任，正县级），专职副

! !" !
－４６－

F9,G
党政社团

主任
年机 务公司成立。１９８５
}Iî^2 !(%$年，改称天水市劳动服务公司。
!"１名（副县级），经费列市财政预算。２００２
! #$%&'()*+,-./012 "##" 34
3)6ï_`-|}Iî2
构改革过程中撤销。２００５
至
3 " =２８"%日，恢复市依
>)?@-A
!(%% 年，劳动服务公司所属集体企业
3) |}Iîð¥ñò§５６２
$*"个，
)
56789:;<2 "##$年２月
¡ １９８８
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编制
共安置待业人员
万余人，平均每年安置
６０００
BC-DEFGHIJ)KLMN３ &名。
óô³ÙKL６．６
#2
*,* ËõK)
ö÷ø3ô³ *###
天水市法制办
人左右。城市待业率由
年的',''-ý²
４．４４？？降到
!"#$%& 政府工作机构。位于秦州区
/OPQ452 RSTUV
Kùú2 û-Ùü １９８０
!(%# 3
民主西路
月设立天水 １９８８
&' Z-/O[\2 !((# 3 ９( =]^_`
!(%% 年的
3 &,'*-2
W!XY３４号市政府大院。１９９０年
３．４６？？
市法制局。１９９７
５ =_`-BNabcde_
月天水市法制局职能并入天
养老保险
年
-BNa2 !(() 年
3$
BC.5 社会保障项目。天水市于
þÿ2 _`-S１９８６
!(%* 3
水市政府办公室。２００２
年 $５月更名为天水市法制
`-/OHIJ2 "##" 3
=f#g_`-BN
!# 月１日正式起动全市劳动合同制职工养老保险
= ! >!"#-l$NbP¶·¼
１０
H2 "#!# 3g/OPQhi)j]klmno/@
ß%ä&2 '+()*!(%*年
3９( 月底前，参保
=+,)Ö
基金社会统筹。缴费比例∶１９８６
办。２０１０年为政府工作部门，内设综合科、行政复
议科
、执法监督科、规范性文件审查科、法律服务
单位一次性补缴职工工资总额
１０？９８６
１０月
3 !#
=
pmnqBrsmntuvwxyzmnB{|}
R-v.'bPPÒ/0 !#-1!(%* 年
１日起单位按月工资总额的１７？？费，个人按月标
! >#R2=PÒ/3 !)-4+)K2=5
:~2
准工资的
３８９７
6PÒ ３？？费。截至
&-4+27¡１９９１年底，累计缴费
!((! 3+)8Ü4+ &%()
万元，参保职工
４８９３K2
人。从
１９９２年７月１日起，
Ë9)ÖbP '%(&
: !(("
3 ) = !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
;<_`-À&=Vj:>hn¤n-n&V¥
凡驻天水市五县二区内的中央部、省、市、县区属
?@§) h¯ð¥?@§§ABCÐ
!"#01+,-./2 政府工作机构。
/OPQ452 国营企业，部队所属国营企业和企业化管理的事
天水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位于秦州区新华路。２００２
RDÆbP)!()! 3 !#１０月１日前参加工作
= ! >,ÖEPQ
RSTUVY2 "##"年，市委、市政府在全市
3)-n-/O- 业单位的固定职工，１９７１年
党政机关机构改革工作中，将原来的社保局、就业
FGHIPn JKñòP÷ÖEßL¶·¼
/4 4567PQ:)an 的长期临时工、混岗集体工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局、劳务办、公费医疗办等单位撤并，成立了天水
社会统筹。从
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起，实行基本养老
äM2 : !((*
3 ! = ! >#)ÝoßL¶·
an}HnI+HR;d)^_`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并下设一办三中心四个副
¼RKä4+()2 7¡ ２０１０年底，全
"#!# 3+)
-a) d]H:~% 保险单位个人统一缴费比例。截至
-óÜÖKN１２６３００
!"*&## K)
O PQ KL $()()
县单位，２６个科室，人员由原来的
多人，增至
市共计参保人数
人，离退休人员
５９７９７
'# K)
¡
&R)"* mJ) KL ４０
K)8ÜR4¶·¼+ ３８１９５２
&%!($" Ë9)®ÛßL
１４０
!'#多人。在后来的机构改革中，又将部、省属下划
K2 ¢4567:)£hn¤¥¦
人，累计收缴养老保险费
万元，支付基本
¶·%５６７８１４
$*)%!' 万元。
Ë92
§¨©ª«%&'R¦¬a)"##)
企业甘电技校副县级单位划归劳动保障局，２００７
养老金
DE.5 社会保障项目。１９８６
þÿ2 !(%*年
3 １０月，天
!# =)_
3^_`-r®¯) °¥%&'
年成立了天水市劳动监察支队，使下属副县级单
失业保险
位达到
个。机
水市正式启动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工作，国营
`-!"S?Þ§bPÙ¼PQ) ?@
* )KL±² !("人，科室增至
K)mJ ¡ ３５
&$ 2
4
R±²６个，人员达到１９２
§ø=2ThbP56PÒ/0
5]³´
µ
¶·n¸n¹º»[
１？？纳
构的设置由原来单纯的＂养老、失业、生育＂三大保 企业每月按其全部职工标准工资总额的!-4U
bPÙ¼ß%)VW4 nÐRKWX
险扩展到＂医疗、工伤＂五大保险等。涉及民生建设
¼½¾²
µ
nP¿»À[¼2 ÁÂW¹Ã]
职工待业保险基金，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人民团

中心。

与社会稳定各个方面，服务人群扩大到
万人
ÄÅÆÇÈÉ) |}KÊ½[² ２１０
"!# ËK

ò2LRYZl$NPK56PÒ/
体按本单位招用的劳动合同制工人的标准工资总

以上。约占全市
万人的２／３。２０１０年１月
ÌÍ2ÎÏ- ３４５
&'$ ËK
"+&2"#!# 3 ! =８ %日，
>)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与人事局撤并，组建成立天水
aÄKÐa;d) GÃ^_`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KÑÒÓa2

额的
0 １？？纳待业保险基金。１９８７年底收缴待业保
!-4UÙ¼ß%2!(%) 3+R4Ù
险费
４３８２１
¼+９０．１７万元，支出
(#,!) Ë9)®[ ０．１６万元，参保人数
#,!* Ë9)ÖKN '&%"!
人。１９９２年将企业职工参加待业保险的范围由全
K2 !((" 3§bPÖEÙ¼u\

天水市医疗保险中心
!"#34.567 天水市人社局下属单
_`-Ka¥
位。位于秦州区新华路
R2 RSTUVY "２号。天水市医疗保险中心
Z2 _`-¼:~
"##" 3 &月，主要职能是经办医疗、工伤、
=)!ÔbcÕ*HnP¿n
GÃS２００２年３
组建于
¹º¼Ö×Øn ÙÚ®Û}bc4
生育保险的参保登记、待遇支付等业务的职能机

在原有
个科室的基础上，增设了居民医保科和
Þ ５$ mJßàÍ)
]áWm

民所有制企业职工逐步扩大到城镇集体、所有企
WðÞN§bP]^½[²û_ñòn ðÞ§
ÂT`ðÞa"§bP2 : !((" 3 )７月１
=!
业及其他所有形式的企业职工。从１９９２年
>#6g§2hbPPÒ/0 !-4U)V
日起改为企业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１？？纳，国
W4 n KWXòÂT`ÐR2LR
家机关、人民团体及其他事业单位按本单位劳动
l$NPKPÒ/0 !-4U)
d:７) 月
= !１日
>
合同制工人工资总额的
１？？纳，并从
#);bÖEÙ¼bP)øKø=4UbP
起，凡已参加待业保险的职工，每人每月缴纳职工
待业保险基金
! 92 : ２０００年开始，将原待业保
"### 3cd)Ù
Ù¼ß% １元。从
¼eg¸¼)4+()g*R2LRh
险变为失业保险，缴费比例为∶单位按本单位全部

âãäÜm２"个科室。
mJ2
稽核统计科

职工工资总额的
２？？纳；职工个人按本人工资总
bPPÒ/0 "-4UfbPK2LKPÒ/

构，编制
、企业医
5)MN ３３
&& 人，内设综合科、计划财务科
K)j]klmnÜ¦.}mn§
保科、机关事业科和工伤保险科
mn 4 ÐmP¿¼m５$ 个职能科室。
bcmJ2
"##( 年政府实行大部制机构改革以后，内设机构
3/OÝo[hN4567Ì¢) j]45
２００９

0 １？？纳。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
!-4U2 û_§ÐRYZgWl$
!"#'89:0;<=&>? 天水市人
_`-K 额的
天水市人民政府劳务工作办公室

社局下属单位。位于秦州区新华路２号。１９８６年
a¥R2 RSTUVY " Z2 !(%* 3 (９
月成立，现内设综合科、信息科、培训科
、输转科、
=^)åj]klmnæçmnèémnêëmn

制工人本人不缴纳失业保险费。将事业单位、银行
NPKLKh4U¸¼+2 ÐRnio
系统、军队机关事业单位、金融系统职工全部纳入
jänk¯4 ÐRn%ljäbPhUe

bcmJ2
-ìm５$ 个职能科室。
市场科

失业保险社会统筹。截至
¸¼äM2 7¡２０１０
"#!# 年底，参加失业保
3+)ÖE¸
!$#!#" 人，累计征缴失业保险费
K)8Üm4¸¼+ ３０８５６．５７
&#%$*,$)
¼KN１５０１０２
险人数
Ë9)8Ü®[¸¼+ &#)(%,#* Ë92
8ÜD
万元，累计支出失业保险费３０７９８．０６
万元。累计领
n¸¼%K-N４３８７１
'&%)!人次。
K-2
取失业保险金人次数

劳动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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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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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城乡医疗救助
９６．９？？套改前月发工资总额
年分别在秦州区和清水县先行试点，２００７
年起在
IWJ=n^o *#""* IW

资
万元，增
 ７３．５３元，套改后月发工资总额
*%')% 4*<Çp1O¢ËÚ３１５．０４
%!)'"& R4*u

五县二区全面推行。至
]^=X 5 ~ ２０１０年，全市城镇医疗救
#"!" I*XYKS
助５．６２万人次，５年累计发放救助资金
万
)'$# R2q*) IyzOPQ ３０６９．８
%"$+', R
元；农村医疗救助
4t D２５．７１万人次，５年累计发放救
#)'*! R2q*) IyzOP

$+'!& R4* 231¢ ９４．２
+&'# 4*
231u
资 ６９．１４万元，人均月工资
元，人均月增资
#"'$*
45
!+,$
I
*Û!!
1*Í
=;<Ç*Æv
２０．６７元。１９８６ 年 ７—１１ 月，进行第二步套改，参加

Q６１５３．８
$!)%', 万元。
R45
助资金

万元，套改后人均月工资
元，人均月增资
R4* <Çp231¢ ９８．９３
+,'+% 4*
231u
!+'#* 45 _I*êL*L@LAÊëø !B¢１９．２７元。同年，公、检、法、司部门执行民警工资标
.*/ !!%$ 人进行工资套改。１９９３
2Í ¢<Ç5 !++% 年
I !!
1*WX
准，为１１３６
１１月，在全

56789:;<=> 机关单位劳动保障
&'
机关事业单位工资福利
|}5 !+)#年，天水地区废止党政机关、人民团体、
I-mn=L2!L
项目。１９５２

<ÇG¾¢ &!"$ 人，套改前月发工资总额
2* <ÇÙ1O¢ËÚ ３２．７１
%#'*!
套改的职工．４１０６

ELE ¡(¢z£*¤¢/
»CG¢ÇÈD* mnYE ４９０４６
&+"&$ FE
事业、企业单位供给制工资计算单位，以工资分为
国性的工资改革中，天水市有
名机关事业
¢Gz£*¥¢¦§GZ¨©ª« ０．８
2¿ ７３０９
"',
*%"+ FGHI2¿Æ
vJ¢ < Ç*>
人员和
名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工资套改，从
工资的计算单位，按工资分包含的实物（粮食
Y¬L ®¯０．２
"'# 市尺、植物油
Y°L ±¨² ０．０５
"'") Y¬L
«³
!++% I１０
!" 月１日起执行。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共调整
1 ! Kø 5 !+++Û#""% I*>8ß
１９９３年
市斤、白细布
市斤、食盐

０．０２
、煤# ２Y¬µ¶·(,¸G¢¹º(
市斤）和数量制定新的工资等级制
"'"# 市斤
Y¬L´
度和工资标准，国营企业实行八级工资制、职员实
)¢-.*»¼EZ ½º¢(L¾¿Z
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增加津贴
¾À¹º¢(* Z
¡(G2¿uvÁÂ
标准，重新评定级别。天水区区直单位参加工资改
-.*Ã¸Ä,º5 mn==ÅÆv¢Ç

了５
年* ７月１日起实行的工资
J )次工资标准。２００６
q¢-.5 #""$ I
1 ! KZ G¢
ÇÈD*mnYE ,#+),
改革中，天水市有
８２９５８ FE2¿
名机关事业人员和 !$#&&
１６２４４
FGHI2¿ÆvJ¢<Ç5
名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工资套改。

企业单位工资
年中华
?89:;< 劳动保障项目。１９４９
&'|}5 !+&+ IDL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天水部分企业实行少量实
ÈGÉÊ %$%人，确定工资总分为
2*+,¢Ë/ *!$*!
*23
2!>»7MNk* mnÊEZ O·Z
革的干部３６３
７１６７１分，人均
1¢ !+*'& 5 8G １１５人，占
¨345 !+)# I*mn=âM34¢()5 !+)$
!!) 2*B %!'$(*uv
月工资分１９７．４分。调资的
３１．６？？增加 物奖励。１９５２年，天水区建立奖励工资制度。１９５６

工资分２７６７分，人均月增工资分２４．１分。１９５６年
¢ #*$* *231u¢ #&'! 5 !+)$ I
+ 1*WX=»ÌEÍ ¢()
９月，在全区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工资制度
ÇÈ*ÎÏ¢¨ÐÁÂ()*Z ÑÒ¢
改革，取消工资分和物价津贴制度，实行货币工资
-.()*ÓLSÉÊÔÕ Ö(*/»Ì
标准制度，乡、镇干部列入行政编制，为国家机关

年，大多数企业实行超产、节约
、质量、安全 、新产
I*PQ¶EZ RSLTULV·LÝXL¸S
W(¹QX345 !+), I*34¢ÎÏ5 !+$!
品试制等多种奖励。１９５８年，奖励工资取消。１９６１
I*YZ34¢()5 !+$$ I*34¢[5
年，恢复奖励工资制度。１９６６年，奖励工资停止。
!+*, I*PQ¶EYZ34()5 !+,& I & 1*
１９７８年，大多数企业恢复奖励制度。１９８４年４月，

!" !
－! ５０－

789:
党政社团

实行完成国家计划、利税比上年增长的发放奖金
!"#$%&'() *+,-./012345 ９月，全市有劳动合同制工人
" v9µGrVE}¾YQ４３２４
'-*' 人，占全市职工
Q9µG¶Y
不封顶，未完成计划的奖金适当减少或停发的新
6789 :#$'(145;<=>?@21A
办法。１９８６
BCD !"#$ 年，天水市国营企业提取奖励基金
.9 EFG%HIJKL4MN5
５０４．８
１９２．１６元。１９８５
%&'() 万元，人均奖金
OP9QR45 !"*(+$
PD !"), 年，天水国
.9EF%
营企业内部实行按劳分配的工资改革，统一工资
HIJST!"UVWX1YZ[\9 ]^YZ
标准。干部工资标准每类工资区分３种标准，１７个
_`a bTYZ_`cdYZeW - f_`9+. g

总数的
!*(,09OPYZÊÉ1 ４０９８人，月补贴
'&") Q9vÊÉ
{ 1 １２．５？？享受工资性补贴的
总额
{| ３５１８１元，人均月补８．５８元。１９８９年后，这些
-,!)! P9QRvÊ )(,) Pa !")" . 9UV
津贴、补贴大多数被取消。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来，按
ÈÉ)ÊÉWX YLZa *& [\ ,&
.]î^9U
管理体制，经济来源和开支范围，天水地区国家机
¾9~^_m`ªab9qF÷e%&Q
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实行公费劳保医疗，企业
R)1JSÛ)IJ¶Yz"ÕJVÀÓà9IJ
¶Y1VÀÓàYZ{|1^,c9 dIJ¶
职工的劳保医疗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在企业职

hi ３３个序号。工人工资标准分８个等级
-- gjka YQYZ_`W ) ghi １５
+, g
等级
个
jk9 cdYZeU ３类产业和工种交叉执行
- dlJmYfnop" ,５ 工福利基金下列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医疗
Y0*N5ïeªa %&QR) 1JSÛ1Óà
序号，每类工资区按

种工资标准。天水市有１７５
万人参加
fYZ_`a qFGr +.,户企业
sIJ２．２９
/(*" OQtu
内部改革，月增工资
*(+' OP9 QRv/Z ９．３６
"(-$
ST[\9 v/YZ２．１４万元，人均月增资
元。其中，干部人均月增资
１４．２１元，工人人均月增
Pa wx9bTQRv/Z +'(*+
P9YQQRv/
资
年１２月，天水市有８３户国营企
)('' Pa +")) .
+* v9EyGr )- s%HI
Z ８．４４元。１９８８
Jz"YZ{|}~9 IJ{ 1
业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占企业总数的
-.09wx}-*５６
,$户，同实现税利挂钩
s9}z*
３７？？其中同上缴利润挂钩
１８
+) 户，同上缴利润和销售额双挂钩９
s9}-*m| " 户。当年比核
sa <.,
定的基数分别增长
２５．２？４０？？应提工资总额分
1N W/0 *,(*0m
'&01KYZ{|W
别增长
户企业实行包干管理，
/0 １４．１？２２．１？？１０８
!'(!0m **(!0a!&)
sIJz"b9
工资随企业经济效益向上浮动，指导性工资总额
YZIJ~-9 YZ{|
,N /0 １４．３？？１９８９
!'(-0a !")"年，企业工资总额报
.9IJYZ{|
比核定基数增长
GQ` p"a ¡¢IJ)£¤IJYZ
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厂矿企业
、集体企业工资
N59~IJ¥¦Uv§ 9¨©"ª«a ¬
基金，经企业主管局按月审批后，由银行支付。城
G£IJ®^¯°±YZN5²³´9¨E
市集体企业统一使用《工资基金管理手册》，由天
FG¬G£~¦Uv§a !""* .9µGIJ
水市城市集体经济局按月审批。１９９２年，全市企业

费，国家预算内拨付的，在卫生部门管理的公费医
J9%&fgSh«19dáâTi1ÕJÓ
疗经费项下支出。１９８１年，执行《国家机关工作人
à~JÂïªja !")! .9p"±%&QRYèQ
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的规定》，病休
æklmnâAop1q´9 k@ $６个月以内
gvîS
的，头２个月发原资，从第
gvÄ9Yè.u6
19r * gv2FZ9st -３个月起，工作年限不

职工年人均工资
¶Y.QRYZ３６８６．２２元，１９９６年增至
-$)$(** P9!""$ ./· ９０２４．７４
"&*'(.'

为一类区最低
１１０元；二类区最低
１２０
^de６５
$, 元，最高
P9+ ++&
Pde +*&

满v １０
年的发给本人标准工资的"&0yYè.uv
９０？？？作年限满
!& .12wxQ_`YZ1
!& .1YZz29k@v $ gv 9UYè.u0
１０年的工资照发，病休满６个月后，按工作年限长
短，改发本人标准工资的
７０？０？？病假工资。
{9 [2|Q_`YZ1 .&02)&01k}YZa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职工，医
x~Qm%$Çtu\Yè1¶Y9Ó
疗期间，工资照发。２００１年１月起，实施艰苦边远
àmn9YZz2a *&&+ . + vÄ9z*õö
地区津贴，秦州区、麦积区为一类地区，津贴标准
÷eÈÉ9 e)e^d÷e9ÈÉ_`
Uz6}i４０元，最高
'& P9+８０元；清水、秦安、
)& PF)Ö)
按照不同级别最低
)'íd÷e9ÈÉ_` )&
P9
甘谷、武山县为二类地区，津贴标准最低
８０元，最
+*& Py&BCíd÷e9ÈÉ_
高+ １２０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为三类地区，津贴标
` +$& P9+ *'&
Pa *&&$ . . v9Uz
准最低１６０元，最高
２４０元。２００６年７月，按照甘
rR9 õö÷eÈÉ_`
肃省有关文件精神，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标准调整

P9*&&! ./· １６２６９．７１元。之后，企业工资增长
!$*$"(.! Pa ¸ 9IJYZ/0 元，最高
P9+ +.&
Pde２１５
*+,元，最高
P9+ -&&
Pa
１７０元；三类区最低
３００元。
元，２００１年增至
¹º»¼p"YZ½¾¿a
)*+,#YèQa
Û

e
变化逐渐执行工资指导线制度。
天水市人事局 政府工作机构。位于秦州区
!"#$%&'( 劳动保障项目。１９５６
VÀÁÂÃa !",$ .
机关事业单位福利
年

起，逐步建立津贴、补贴制度，至
年，天水市
Ä9»ÅÆÇÈÉ)ÊÉ¾¿9· １９８９
!")" .9qFG
实行的津贴、补贴有
、班主
z"1ÈÉ)ÊÉr４０
'&余种，主要有体育
Ëf9¥ÌrÍ)Î¥
任
、特级教师、法医保健、公安干警值勤岗位 、护士
Ï)ÐiÑÒ)CÓÀÔ)ÕÖb×ØÙÚÛ)ÜÝ
工龄、医疗卫生
、卫生防疫 、基层审计人员外勤工
YÞßÓàáâ)áâãä)Nå§'QæçÙY
作、农业经营管理技术干部岗位（县以下）、环境保
è)éJ~HêëbTÚÛìíîïð)ñòÀ
护监测保健、艰苦地区广播电视台站、部分知识分
ÜóôÀÔ)õö÷eøùúûüý)TWþÿW
子岗位、文物考古野外工作、野外、矿山井下、流动
!ÚÛ)"#$%&çYè)&ç)¢'(ï))
施工、高温、夜班、科技实验、城市福利事业岗位、
*Y)+,)-Î).êz/)¬G0*1JÚÛ)
ÑÞ)23)4ehÈÉ956)7689:);<
教龄、殡葬、林区等津贴，肉食
、副食品价格、冬季
取暖、离退休人员生活，回族职工伙食、劳动合同
L=)>?@QæâA)BC¶YD6)VE}

忠武巷
¡¢£ ４４
'' 号人事大厦４楼。１９４９
kQ1W¤ ' ¥a +"'" 年，按照中央＂统
.9Uzx¦
§
®
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境内人事工作先后由
^¨9Wi©1Fª9òSQ1Yè« ¨
民政科（１９４９
年 )８月—１９６８年７月）、政治部
  . ì+"'" .
v¬+"$) . . vð)   T

（１９６８年８
ì+"$) . )月—１９７６
v¬+".$ 年３月）、组织部、计划委员
. - vð)®T)'(¯æ
°ì+".$ .
' v¬+")& . ３- vða
+")& . - v
会（１９７６
年４月—１９８０年
月）管理。１９８０年３月
$Ç±qFGQ1¦9+",) .¨²SÛ³j´
成立了天水市人事局，１９５８
年前由各单位提出编
¾µ¶9G¯·¸`a +",) .$Ç±qFG´
制意见，报市委讨论批准。１９５８
年成立了天水市编
¾¯æ°9+"$' .[¹VYZ´¾¯æºa +"$)
制委员会，１９６４年改称劳动工资编制委员会。１９６８
. ¨âl»T¼½´¾a +")- .¾¿´¾¯
年后由生产指挥部负责编制。１９８３年恢复编制委
员会及办公室，与人事局合署办公。２０１０年机构改
æºÀBÕÁ9ÂQ1¦EÃBÕa *&+& .Ä[
革中，市人事局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撤并，成立
\x9GQ1¦ÂGVmÅºÀÁ¦ÆÇ9$Ç

¾YQYZ)+FhÊÉ9GH)IJ)TW
制工人工资性、高原等补贴，洗理费、书报费、部分

qFGQÈZ_mÅºÀÁ¦a
天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知识分子和少数老职工补助、退休费补助、少数民
þÿW!m> K¶YÊL)?@JÊL)> 

天水市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
)*+,./0123456 天水市人社
qFGQÅ
局下属单位。位于秦州区建设路。成立于１９８６年
¦ïÉSÛa Û  eÆÊËa $Ç +")$ .
１０月。１９９６
+& va +""$年
. １０月，经原甘肃省人事厅与天水市
+& v9~FQ1ÌÂqFG

族高寒地区离退休补助。１９８６
C+M÷e>?@ÊLa !")$ 年，全市林业系统享
.9µG4JN®O
P4eÈÉ1 ２９６０人。同年，天水市国家机关事
*"$& Qa }.9qFG%&QR1
受林区津贴的

业单位享受医疗卫生津贴的
JSÛOPÓàáâÈÉ1３４２１
-'*! 人，卫生防疫津
Q9áâãäÈ
-&$ 人，施工津贴的
Q 9 *Y ÈÉ1 !,&
- Î ÈÉ1
É1 ３０６
贴的
１５０ Q9
人，夜班津贴的
!-'), Q
9 TWþÿW!m> K¶YÊL 1
１３４８５
人，部分知识分子和少数老职工补助的

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东部人才市场管委会办公
Q`9 $Ç±ÍTQÎGÏ¯ºBÕ

３０８４３
６７４０８ Qa
人。１９８８
年
-&)'-人，实行冬季取暖补贴的
Q9z";TL=ÊÉ1 $.'&)
!")) .

BÕÁa *&++ . $ v9ÑÒQÈZ_mÅºÀÁ
办公室。２０１１年６月，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Á9tzÕÐæC1íi1JSÛa *&&, .
室，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县级事业单位。２００５
年
+* 月，经市编办批复成立了天水市人才市场管理
v9 ~G´B¿$Ç±qFGQÎGÏ
１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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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
厅与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天水市共同
!"#$%&'()*+,-.!/01234

生Ù ３４８１人，就业率７５．６？？２００８年，天水市接收普
)&,' &H¶³. (!-*.W %++, ÕH012ÐÖ*

签署了《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框
567 89:;01<=>&'()?@ABC

通高校毕业生
人，实现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 &H
'-¶³àÛ,Ø³Ù
+Û,Ø³Ù ５８０９
４０９３
&+") 人，就业率７０．５？？２００９
&H¶³. (+-!.W %++" 年，天水市接收普通
ÕH012ÐÖ*+
高校毕业生
Û,Ø³Ù６７１０
*($+人，实现就业的高校毕业
&H'-¶³àÛ,Ø³５５００
!!++人，
&H

架协议》，并在西安市和天水市分别成立了关中—
DEFGHI/JK2L012MNOP79:;

天水经济区人力资源开发配置中心。至此，天水市
0Q<=RS'()?@TU:VW XYH012
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天水市人才市场管理办
SZ[\?@]^:V_ 012&Z2`abc

¶³. ,%.W %+$+ ÕH012ÐÖ*+Û,Ø³Ù
就业率８２？？２０１０年，天水市接收普通高校毕业生

公室、甘肃东部人才市场管委办公室、关中—天水
de_fghi&Z2`ajcde_9:;01
经济区人力资源开发配置中心四位一体的人力资
<=>&'()?@kU:Vlmnop&'(
源开发交流配置新格局全面形成。天水市人才市
)?@[\TUqrstuvwW 012&x2

８８３１人，实现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 &H'-¶³àÛ,Ø³Ù８６６６
,*** 人，就业率
&H¶³.
,+-*.W%++(年至
ÕX２０１０
%+$+ 年底，天水市共接收高校毕
Õ/H012ÐÖÛ,Ø
８０．６？？２００７

场建设大体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yz{|o<}7~_~|_~
三个发展阶段，尤其是新建成的关中—天水经济
@H qzwp9:;01<=
区人力资源配置中心大楼共
H zu
R&'()TU:V !５层，总建筑面积

项目到基层就业
１．３
4ü¶³
$-)万人，累计未就业
0&H567¶³４２１３
&%$)人。
&W
技术职称评定
-./012 劳动保障项目。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89¼.4W $"&";$"*!
年，天水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职务名称的确定按甘
ÕH 01:;×³·<&=²^Ú>à?@âf
肃省的统一规定进行。１９７７年，恢复专业技术职
gAàønB@ëìW $"(( ÕH CD×³·<²
EH'ì×³·<²EFGHIW $"(" 年，天水地
ÕH01J
称，实行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１９７９
RKL/3·<_ú³·<_Mß"N_OÙ_,
区陆续在工程技术、农业技术、科学研究、卫生、会
计、统计、经济等
１１ôP?×³·<²>F
个系列开展专业技术职称评
6_ø6_<=º $$
定。１９８３年９月，天水地区职称评定工作暂停，进
GW $",) Õ " QH01RR²>FGBSTHë
行检查总结和全面整顿。这一时期，职称评定设有
ìU°V*tuWXW YnËZH²>F@{
限额，任期，对职责没有严格要求，也不与工资直
[\H]^HÒ²_`ar ÍHbÜ"(c
ÐdeW $",* 年
Õ $１ QH²>F@'ì×³·<²^
接挂钩。１９８６
月，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
Ç]HW 4QH 012²>fgBhijw
聘任制。同月，天水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
PH:kR_2laö÷mÁzPnoàhip
立，各县区
、市属主管部门先后建立相应的领导机
qW
X
%+$+
ÕH012:r:s²>Fj,
构。至 ２０１０年，天水市共有各级各类职称评委会
&! H:ÛrFj % H:rFj, $%
Htr
４５个，其中高级评委２个，中级评委会
１２个，初级

９０００
"###平方米，共设１个服务总台，２４
H{ $ ]^H%& 个工作区，４１
B>H&'
]^H  ７３
() ]^W
 ¡¢9
个服务窗口，具有
项服务功能。主要承担关
:;01<=>£¤h¥¦2&'()[\_&
中—天水经济区及陇东南城市人力资源交流、人
事代理、档案托管
、网络信息查询、职业介绍、就业
§¨b_©ª«a_¬®¯°±_²³´µ_¶³
服务、技能培训等业务。集人力资源开发配置、社
]^_·¸¹º³^W »&'()?@TU_+
会保障事务管理、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为一体。市场
,¼.§^ab_½³¶³·¸¹¾noW 2y
启运后，可一次提供２２０个招聘展位，容纳
６０００
¿ÀÁH ÂnÃÄÅ %%# ÆÇmH ÈÉ *+##
Ê&4ËÌyÍ²H ÎÏÂÐÑ]^ÒÓ
多人同时入场求职，窗口每日可接待服务对象
%###多人。
Ê&W
２０００

³Ù３．５
)-! 0&H'-¶³
业生
万人，实现就业 %-"
２．９0&H+12Ù3
万人，通过民生工程

３１个，全市共聘
１２０多人。
)$ Ht2Ç１４００
$&++多人，淘汰
Ê&Huv $%+
Ê&W

3 政
4
民
天水市民政局
!"&345 政府工作机构。位于秦州区
(wBpqW mxyzR
青年南路。１９４９
{Õ¥|W $"&" 年９月，天水分区专署设民政科。
Õ " QH01MR×6{2(MW

天水市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大厅
!"#$%&'()*+,-./
天水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 就业保障方式。
¶³¼.ÔW
１９５０—１９６５年，全区共接收分配大、中专毕业生
'"!#;'"*! ÕH t>ÐÖMT_ :×Ø³Ù
'#*, 人，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 H'"**;'"(# Õ
H Ð Ö M T １４０３
'&#) 人。
&W
１０６８
年，接收分配
'",#;'",& ÕHÐÖMT !,#
&W '",! ÕH012
１９８０—１９８４年，接收分配
５８０人。１９８５年，天水市
ÐÖMT_:×Ø³Ù２６０
%*# 人。１９８６
&W '",* 年，接收分
ÕHÐÖM
接收分配大、中专毕业生
)&, 人。１９８７—１９８９
&W '",(;'"," 年，接收分配
Õ H Ð Ö M T２０３４
%#)& 人。
&W
配T３４８

１９５７年初，更名民政组，次年又称民政科。１９６２
年
$"!( ÕtH}Ú2(jHÃÕ~>2(MW $"*% Õ
１１月，改科为局。１９６８年，天水专区革命委员会生
$$ QHfM¾sW $"*, ÕH01×Rgj=,Ù
ö{2(HÜ >2(OÙW $"($ Õ
产指挥部设民政处，不久改称民政卫生处。１９７１
年
" QH wP01RR2(sH ÃÕ ( QH$"(&
９月，成立天水地区民政局，次年７月撤销，１９７４
Õ ５月恢复。１９８３年，改局为处。１９８５年７月，成
! QCDW $",) ÕH s¾W $",! Õ ( QHw
年
P0122(sW
-{cde_ 2jab
立天水市民政局。现内设办公室、民间组织管理
s_M_KUM_=M_+,*+,
局、优抚科
、安置科、救灾救济科、社会福利和社会

§^M_ü(*+Rz{M_R*RÚab
%###;%##) ÕHt2MT_:×Ø³Ù "!##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全市共分配大、中专毕业生
９５００ 事务科、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科、区划和地名管理
ÚW %##& Õ_%##! 年，高职生不再安置分配，２００６
ÕHÛ²ÙÜÝKUMTH%##*
名。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

M_Ù¼.cde_B^ø6M_&§
科
、最低生活保障办公室、规划财务统计科 、人事

ÕÞ×ß}àÜÝKUMTH Âáâãäå
年所有大专学历的不再安置分配，可以按照自己

教育科等职能科室和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Mº²Me*2Bj=,cde

Þß×³*æç"èSémêuH ëìí
îïð
所学专业和特长与用人单位见面，进行＂双向选

直属民政事业单位有市慈善总会、市社区服务中
cl2(§³ém2,_ 2+R]^:

择＂，联系不到单位的由人事部门统—安置分配，
ñòH óôÜémàõS§ö÷ønKUMTH

心、市救助管理站、市社会福利院
、市复退军人精
V_2ab_2+, _2¡¢£&¤

主要去向主要向农村基层倾斜。从
年开始进
 ùï ïúûüýþW ÿ ２００７
%##( Õ?!ë

神病疗养院、市殡仪馆、市殡葬管理所、市社会福
¥¦§¨ _2©ª«_2©¬abÞ_2+,

入自主就业阶段，研究生以上学历仍然实行＂双向
Ìä¶³H"#Ùá$ß}%&'ì
í
îï

利有奖募捐办公室、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市
®¯cde_2£°±¢²³ö²¨Þ_2
´µKUúy_2+,¯ÐÖºW
墁坪安置农场、市社会捐助接收站等。
!"&6789:;<=>?7 天水市民
0122
天水市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

选择＂和统一安置的就业政策。２００７
ÕH012Ð
ðñò*ønKUà¶³()W %##(年，天水市接
&*#) 人，实现就业的高校毕业
&H'-¶³àÛ,Ø³
Ö*+Û,Ø³Ù４６０３
收普通高校毕业生

! !" !
－５２－

JK$L
党政社团

天水市社会福利院
!"#$%&'( 省二级福利院。位于秦
WXY?Z[- ,4\

多万元，主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用于紧急救灾、
wxy23zº!Ü{È|L4}~hiF
扶贫济困、安老助孤、支教助学等救助工作。总会
efigFk%RF(R±óhRüT£ u>
设会长１人、副会长
ß> & F>２+ 人、秘书长１人，内设综合
F & ¬ßº
部、项目部和宣传部，共有专职工作人员
人。天
5
ÈFSTÈPÈÛÜ¡4üTû %５ £
水市所辖
^ ５% 县，均设有慈善机构。
eßÜs1*£
67 ２ +区

州区石马坪。前身天水县实验救济院，创办于民国
]^_`ab cd56efghi[2jk48l

天水市复退军人精神病疗养院
!"#89:;<=>?@( 社会福利机
=>?G1

mno.p!"$% 年），院址分别在今秦州区弥陀寺
qr2[stuvw\]^xyz
三十四年（１９４５

*£ ,4\]^_`a£ WÐC¡
构。位于秦州区石马坪。甘肃省唯一的精神病专科

和瓦窑坡。１９４９
P{|}- &"$"年
q８' 月，天水解放，人民政府接收
/256~28!

Òìí1*£ &"%, . ２月，甘肃省卫生厅成立
+ /W»¼
优抚性医疗机构。１９５３年

院民
２０2
名不宜收养者，又收养孤老残
$( 人，遣送
2 )*
[8４６
幼２３
b １２
&+月，更名天水市生产教养院，院
/2567[2[
 +,人。是年
长李泽昌。１９５２
年３月，迁至南郭寺。次年４月，收
b&"%+ .
, /2zb. $ /

天水区专员公署第二疗养院，开始接收抗美援朝
56^¡ûHÏXí[ l

政局下属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１９９６
!"#$%&'&()*+,- !""#年９
. "月成立，
/012

隶属于天水市民政局，负责全市社会福利彩票的
3$45678!92 :;<7=>?@ABC
发行、福利彩票公益金的使用与管理和资助项目
DEF ?GABHIJCKLMNOPQRST
CUV的审批。

归天水专区，更名天水专区生产教养院。是年
56¡^2 ¢56¡^[£ . "９
月，将天水教堂孤儿院并入，年底院民达
/2¤56¥¦[§¨2.©[ª«４２６
$+(人，
2
院内开办五年制小学教育。１９５５年
/2³5
[¬k®.¯°±²£ &"%% .１２&+月，下放天

水市，更名天水市生产教养院。１９６０年，与盲聋哑
672¢567[£ &"(* .2M´µ¶
技术学校合并，成立天水市社会福利院。１９６５年，
·¸±¹º§2»¼567=>?Z[£ &"(% .2
将张家川儿童教养院、墁坪新民农场并入，收归专
¤½¾¿¦À[FÁaÂ8ÃÄ§¨ ¡
区，更名天水专区儿童教养院。１９７０年，接上级指
^¢56¡^¦À[£ &"-* .ÅYÆ
Ç ¡^¦À[<ÈÉ56eÊËÁa£
示，专区儿童教养院全部迁往天水县百花墁坪。
&"-(年，更名天水地区教养院。１９７９
.¢56Ì^[£ &"-" 年，更名天水
.¢56
１９７６
Ì^=>?Z[§ws£ &"'% . - /Íw
地区社会福利院，并迁今址。１９８５年７月后，更今
名。２００５
年９月，建成全市第一家示范性老年公
¢£ +**% .
" / Î»<7ÏÐ¾ÇÑÒ.H
,+', 平方米，共有房间
ØÙÚ ÛÜÝÞ ("
Ó HÓÔÎÕÖ×３２８３
寓，公寓楼建筑面积
６９

.２２
++ 名军队病员后，天
¢ûÍ5
û£ &"-"年接收
志愿军伤病员。１９７９

水地区民政局在疗养院原址，成立天水地区复退
6Ì^ª!9ví[s »¼56Ì^
军人精神病疗养所。１９９６
.w¢£ í[¡Ì
í £ &""( 年，更今名。疗养院占地
Ö×¢６．５
(.% 亩，总建筑面积约
£uÎÕÖ×¢ (***
面积约
６０００ ØÙÚ¤[È
平方米，住院部
$ ¥^&%* 张床位。
½á,£
设ß４个病区，１５０
天水市救助管理站
!"#AB23C 社会福利机构。位于麦
=>?G1*£ ,4¦
积区吕家村。前身为北道埠外流农民劝阻站，１９５８
×^§¾¨£ cdâ©ª«p¬Ãª®¯&"%'
年
月设立，在北道埠二马路天河旅社办公。主要
. ３, /ß¼v©ª«X`-5°±=²H£
23
负责外流农民劝阻、收容、遣送。是年
月，搬迁到
:;p¬Ãª®F³F £ . ８' /´µ
©ª«¶·Ð¥_¸|¹MHkÈ|²C
d
±º
北道埠西端一个石灰窑厂，与公安部门办的＂学好
» º§ ¼½©ª«p¬Ãª®¯£ . &*
队＂合并，仍叫北道埠外流农民劝阻站。是年
１０
/´µ§¾¾£ o &"%'
. &* /µ &"%" 年
. &&
月，搬迁到吕家村。从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到１９５９
１１
/ Û³ p¬Ãª &.$( xw£ &"(* . '
月，共收容遣送外流农民１．４６万多人。１９６０年８
/ ³¿ÀCp¬ÁPÂ ¶
月，开始收容东去的甘肃外流人口和接收转送西

ëFìíîïPðñòóSôõ£ +**" 年，社会
.=>
乐、医疗保健和生活照料等项服务。２００９

ÃCpW^p¬Á§JKp¬ûÄÌ£
来的外省区外流人口，并组织外流人员就地生产。
&"(+ . +月，更名天水北道埠自流人口收容遣送
/ ¢56©ª«&¬Á³
１９６２年２

?Z[ß*õöFÍ÷öFkHøFHÓÈFù
福利院设业务股、后勤股、办公室、公寓部、收养中

站。１９６３
¯£ &"(,年，改名天水地区自流人口收容遣送站，
.Å¢56Ì^&¬Á³ ¯

心，共有员工
４５ ýùNþû
人，其中管理人员８人，专业技术
úÛÜûü $%
' ¡*·¸
人员７人，技术工人
û - ·¸ü３１人，服务对象
,& ôõÿ!９８
"' 人，其中
ýù
弃婴、孤残儿童
人）、老人及残疾人
"#F¦À４２
$+人（学生
p± １４
&$ $F%&'

编制
年２月，根据国家民政部《关于恢
S¯２５
+% 人。１９７９
£ &"-" .
+ /67l¾ª!È8{4Æ
复收容遣送自由流动人口中转站、对口接收站的
³ &Ç¬_ÁùÂ¯F ÿÁ¯C
通知》精神，收容站为对口接收站，负责城市流浪
ÈÉF³¯âÿÁ¯:;Ê7¬Ë

!"#$)*+,- 社会福利事业机构。
=>?G(*)*£
天水市社区服务中心

乞讨人员收容与遣送。１９８８
ÌÍû³M £ &"'' 年，收容遣送工作由社
.³ üTÇ=
>hiÎÏE!N=ÎÂÐ Ñv²Òp¬
会救济型向行政管理型转变，重在教育长期外流
ûJKÓÔÐÕo(ÐÕÖ²£ &""*
人员，组织他们一边从事生产，一边接受教育。１９９０

间，设置
张床位，为老年人提供餐饮、文化娱
Þßà １２０
&+* ½á,â.ãäåæçèéê

£
５６%(人。

位于秦州区青年南路市民政局院内。１９９６
８ /»
月成
,4\]^+.,-7ª!9[¬£&""( 年
.'
¼.¯ ５% 3$7ª!9/0fE&&(£
立，编制
人，隶属市民政局，经费实行自收自支。
!"#./01234
567ª!9¬ß
天水
市民间组织管理局 天水市民政局内设
1*£
234;567lõ[
8=>9:;<N
机构。主要职责是∶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

./×ØÙÚÎ³¯¡ÌÖ× ２６３７．３６
+(,-.,( ØÙ
年，经过修缮扩建，收容站占地面积
平方

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
=>?@
8ªABC*+,D<N=EE>?FP

ÚÎÕÖ× ２３００
+,** wØÙÚ&ÎÛÜÝä6ä
米，建筑面积
多平方米，自建锅炉房，供水供
Ý£
&""(
.
&&
/Þl¾ª!Èß¢â<lnà
热。１９９６ 年 １１月，被国家民政部命名为全国先进
单位。１９９９
月，救助站派员参加国家民政部
+,£ &"""年
. １０
&* /hR¯áûâãl¾ª!È

《基金会管理条例》，依法管理社会组织，负责市属
8GJ>N=>?FHIN==>JK:;7$

Mäºl¦ÀGJ>vÅåæEC¬Ë¦À¬¨
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上海举行的流浪儿童流入

=>JKCD<FLMFNF.OPPQR
社会组织的登记、撤销、变更、年检和税收征缴，人
事编制，发票管理工作；拟定全市社会组织培育发
(S¯DBN=üTUVW<7=>JKX²D

ÌM¬çÌ/gè¬>£
地与流出地经验交流会。

展规划；依法规范和监督社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指
YZ[UHIZÑP\]=>JKC^Sð_UÆ

导县（
区）社会组织管理工作。
`ep^a=>JKN=üT£
天水市慈善总会
!"#567% 社会福利机构。位于秦州
=>?G1*£ ,4\]
&+ 月成立，其
/»¼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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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青年南路市民政局院内。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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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是＂扶贫济困、赈灾救难，安老助孤、公益援

天水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DE9FGHF@I 军队离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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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福利机构。位于秦州区南明路。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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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于天水市民政局，专门为移交地方的军队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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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干部提供服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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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共接收军队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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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干部
人，其中离休干部１４
人，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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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军干所在职员工
人由省财政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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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至
２０１０ .nÍol¬pqrstuv
年，先后从国内外募集善款总值１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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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由市财政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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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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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殡仪馆
!"&'() 社会福利机构。位于秦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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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路。始建于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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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年，隶属天水市民政局，主要
开展殡葬业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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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市殡仪馆馆委会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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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财务室 、业务股、生产股、治保股，共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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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工２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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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登记机关设置重新布局，经报请省政府批准，
üý#$%·J7º*";Et89::vwxE

秦州烈士陵园
年１
*+,-./ 烈士墓地。始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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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设立婚姻登记处。至
年，全市在７个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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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县民政局和人口较为集中的乡镇设立婚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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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处。２００５年，麦积区民政局根据人大代表、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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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建议，要求增设婚姻登记机关。经省政府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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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又在石佛乡
、渭南镇、马跑泉镇、花牛镇、社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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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位于天水市区文峰山南麓的石马坪。１９９５
年 民政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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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个乡镇，共设立婚姻登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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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市、区民政部门对烈士墓进行改造扩建，并经
中秦州区
１８个，秦安县
１１个，清水
县１７个，甘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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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ÙEOP© １２个，武山县８个，张家川县
秦城区政府批准，改称秦城烈士陵园。２００４年后，
改今名。陵园占地面积９亩，分为烈士区和非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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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各婚姻登记处，均有专门办公场所，部分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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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区。烈士区面积６ 亩，安葬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 登记处实现计算机管理。＂十一五＂期间（２００６
第十六师师长张辉等
名烈士；非烈士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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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安葬众多天水已故红军老战士和已故天水地

２０１０年），全市共登记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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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主政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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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2４( 月，被中共天水市委、市人民
区领导人。１９９５

国家组建基层人民民主政权过程。１９４９
年８$ a6
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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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水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着手组建基层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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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县以下成立区公所。１９４９
年 -１１月，召开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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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乡人民政府。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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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设乡长
、生
:vJ)１ -人，并设民政、经建（兼管财粮
[EsJ9:Nt1\kYOlNQ
RNbù]N¦§NQmNL * ÙHY|
)no:
产、文书）、教育、武装、公安５
个委员。乡辖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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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o -１人。行政村辖自然村。从事手工业、
村，设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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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居民聚居千户以上的地方置镇，设正、副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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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ô１人，并设民政、经建（兼管财粮、生产、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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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武装、公安５个委员及交通员１人。１９５３
年
后，乡人民政府改称乡人民委员会，委员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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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烈士陵园

人组成，设乡长
[_°EJ) -１人、副乡长１２人。１９５５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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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撤区并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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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天水专区全部撤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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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烈士墓地。位于秦安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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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县烈士陵园
一级行政建置。１９５８
Ôo:17| -"*$年，全面实现人民公社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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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郊兴国镇邢泉村
１１ a1°3
月建成，主要安葬
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基层政权组织，实行政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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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固关战役中受重伤久治不愈，最终
２￣３
Ôñ|L!°=YH"EJ<o - [Nw<o '1.
ÁÂf±²\]' D２００９
'++"年，园内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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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的解放军烈士。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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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革 一体制。公社成立管委会，设主任１人、副主任
人。１９６８
年后，公社、大队均成立革命委员会。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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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烈士，其中解放战争期间烈士 １８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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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撤销公社革命委员会，恢复公社管委会。１９８０
2345 民政工作。１９８０年
9:ZÈ' -"$+ 2１０-+月，天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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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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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改公社管委会为乡
,oÉÊ>Ë,_ÌÍZÈ"ÎE kÉ_Ì
区行署召开全区地名普查工作会议，部署地名普
\¬][9:vEJ)\¬] -１人、副乡（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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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人民政府，设乡（镇）长
２￣３
ÍZÈ' Ï}EÐ©N8 Ñ(E>0_ÌÍ' Ì
查工作。之后，以县、市为单位，开始地名普查。普

查以五万分之一地图为基础材料，对全区
１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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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的地名，分
４
类进行实地调查和核实。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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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第二类，专业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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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站名称；第三类，建筑物和纪念地、名胜古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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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íÚEîï_ðÛñy' D１９８３
-"$. 年，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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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第四类，自然地理实体名称。至
./' 万多个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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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工作结束，天水地区共实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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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各县市整理地名普查资料并汇编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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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乡（镇）人民政府，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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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乡（镇）人民政府，下辖村委会。城区成立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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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为市（县级）、市辖区政府派出机构，街道
K'(InßH"| -"$"年后，实施《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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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下辖居委会。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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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法》，实行村民自治，举行村民大会，直选村委

会主任和委员。１９９２
"<oHY| -""'年后，实施《城市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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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法》，举行居民大会，直选居委会主任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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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机关，天水市区为街道办事处，市郊和县为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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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2})s¬1=!,}E678U
年撤乡并镇和建立社区后，天水市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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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个乡）人民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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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１１３个乡镇（４６个镇、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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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街道办事处，分别下辖
个村委会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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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水市遵循＂集中登记，方便群众＂的原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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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DEFG 民国时期赈灾活动。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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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八年赈灾

6789 民政工作。１９５０
9:ZÈ' !"*& 年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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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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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后，开始实行婚姻登记。登

!,ßH"|
镇人民政府。２００３
¬[9:v| '&&.年
2１０
!& 月新《婚姻登记条例》施行
a*ûüý#$+,ÿ-o 社区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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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至十七年（１９２４—１９２８年），陇右持续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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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乡并入临近镇；北道区撤销西山坪、凤凰、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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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渭川行政区自春至秋未落
12!%#&%"&' #()3456789$:;<
透雨，井水干涸，渭河断流，夏秋两季农作物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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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
MN0 12!O#&%"&" 年），渭川行政区遭受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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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遇饥荒，天水县城乡死于饥饿、瘟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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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街子、南河川
个乡，分别并入临近镇，吴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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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为三岔乡；秦安县撤销郭集、郑川、古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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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吊湾
个乡，分别并入临近镇；甘谷县撤销十
e^ (５ GZ)Ñÿ7êðbXi}!
里铺、金坪、金川
、康家滩$ GZ´3¡ê)Ñÿ
４个乡和渭阳镇，分别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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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绝户
１１９ d0
户。地方筹赈，天水县城散粮
b)cd %%"
efgh)W@XYij１０
%*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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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临近镇，城关镇更名大像山镇；武山县撤销袁
7ê) YUêjkKê JKXi}
河、东顺、草川、龙泉、郭槐
B^|^4^rO^u ( ５个乡，分别并入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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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清水县撤销玉屏、白驼、小泉
、太坪、红堡、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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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在北门外行宫、南校场营房、西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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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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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稷坛、东门外造币厂等处设粥厂，每厂置大锅

口，每日施粥１次，每人１勺。是年，省赈会拨天水
) % )b % 0 #)hW@
县赈灾款银元
万元余元；华洋义赈会在天水县
%,( mmhn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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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赈灾款银元
hlm１万余元，主要用于以工代赈，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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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川道路、东门外桥梁、城南河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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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五保＂户供养
年农业

兴、百家、秦亭、上卦９个乡，玉屏、白驼
GZ¨
§^RD^Ø¨^©! " GZ) ^¡¢ & ２个乡合
并组建白驼镇，小泉、太坪、红堡
个乡合并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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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堡镇，百家、秦亭
¤¥ê)RD^Ø¨ &２个乡合并组建秦亭镇，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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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化后，农村对无依无靠的鳞寡孤儿和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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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月，两区更名和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后，天水市辖
ï)F7jk´Zê567C®ª)W@á¯

实行＂五保＂（保吃、保穿、保烧、孤儿保教、逝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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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１９８０年实行包产到户后，农村＂五保＂户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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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多样化，或集体经济提留供养，或分给承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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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代耕代养，或村委会供养。１９８７
ÔÕÖÆ)Ê«×ÅÆ0 %"') 年，秦城区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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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麦积
、清水、甘谷、武山、张家
Ø°^pq２& 个区和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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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回族自治县５个县，下辖６７
个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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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相
&**" 年，天水市所辖县区及乡镇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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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乡自筹资金
万元，建起全
ÚZ8gÛÜ２&万元，区民政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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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一所敬老院。之后，一些乡镇相继建成农村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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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分别并入临近镇；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撤销上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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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张良、渠子４个乡，分别并入临近镇。２０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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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地震天水市抗震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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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院，集中供养＂五保＂户。１９９４年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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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厅下发《农村＂五保＂户供养条例》，明确规定＂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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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为保吃、保穿、保医、保住、逝者保葬（
孤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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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地震，天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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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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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汶川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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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强烈，受灾严重。天水市委、天水市政府立即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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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应急预案，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组长的抗震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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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领导小组，指导全市抗震救灾工作。地震发生当

教），并首次将具备无法定抚养义务人，或虽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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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人，但抚养人无抚养能力的，无劳动能力的，无
Æb)*&ÆbL&Æ+,¯)L-.+,¯)L
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满
岁的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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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市委、市政府带队协调驻市部队组织兵力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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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受灾地区，组建９个工作组，排查灾情、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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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全面开展人员营救、道路疏通
、危房除险 、重

人，均纳入＂五保＂范围。＂五保＂供养标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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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67
¸
¹º»890¸
¹º»ÅÆ:;)< &**+
年的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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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全市
m)Ká
共有农村＂五保＂供养对象
人，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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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º»ÅÆ¬?１３５１８
%-(%'户
d １６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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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发放供养金
@ABÅÆÜ８１６６．０６
'%++,*+ 万元。
m0
*+,- 民政区划工作。１９９２
167CI0 %""& 年国家对乡
#2D¬Z
撤乡并镇
êE5Fÿ0 %"'( # 月，天水市共有
) ï)W@á>)１３８
%-'个乡、
GZ^
镇进行撤并。１９８５年７
%% Gê0 %""& #)Íðñ16òH;&óI()J
１１个镇。１９９２年，经甘肃省民政厅批准（下同），武
KXLMNZßê0 %""" 年，北道区甘泉撤乡建
#) o¢7ðONZß
山县鸳鸯撤乡建镇。１９９９
ê0
&**%
#)Ká
%+
GZNZßê)üPØY
镇。２００１年，全市１６个乡撤乡建镇，依次为∶秦城
区皂郊、娘娘坝、关子、牡丹、平南，北道区东岔、渭
7QR^SST^UV^WX^Ys)o¢7|Z^3

点监测等抢险救援和自救工作。全市共紧急转移
ÖåæçäÈè´8ÈI0 Ká>éÀêë
安置受灾人员
^ Qbß４．６３
)'*+多万户、２３．６７万人，抢修交通、
Èd^!+'*& b)ç ìá^
供电、供水等灾毁基础设施，排除安全生产隐患
Åí^ Å@îÚï) ×ã^K/Ãðñ

３０９
万人的饮水问题。对１０名遇难
+"( 处，恢复了６．２
)òóÃ *'! b¯ô@õö0
¬ %" kT÷
bßøùÃ&úÜ) ¬１６１３
%*%+ 名受伤者及时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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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支付了抚恤金，对
aýþÿ!６．５
*'$ 万立方米、塌方
f"^ #f８．１
#'% 万立方米、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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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滑坡约
£Ú１７３
%&+公里、桥梁
%\^¤¥１５
%$ 座、涵洞
&^'( %"$
修路基
１０５ ¢)ùºÃ
道，确保了
ìáá)*áß+,^ w&0.-w(*#)&
交通通讯畅通；建设过渡安置房（活动板房
）６８４７
套，解决了６７６
户农村灾民临时过渡住房问题，基
.)/0Ã *&* dH«1ü+,þwõö)Ú

1º2Ã )!&所学校、１１．４万名学生正常上课，２５
ä3t^%%') k3/45©6)!$
本保证了４２７
所城乡医院恢复正常运行。通过分散、输转，搭建
äYZýçòó45750 á8Ñi^9ê):ß
bXcd^^e)JKXfg^hpo¢7[!\ 帐篷教室
;<¿=１０７７
%"&& 顶，腾出
>) ?@ (+
谷县六峰、安远，武山县滩歌、四门；北道区二十里
９３ GAB¯«µÒu
个坚固的村级组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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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二十里铺，秦安县莲花、西川，清水县金集，甘

铺撤乡建镇后更名为花牛镇。２００２
]iZßêªjkü`lê0 &**& 年，全市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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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藉口、太
%( 个乡撤乡建镇，依次为∶秦城区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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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汪川，北道区麦积、中滩、元龙
、新阳、伯阳，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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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郭嘉
、陇城，甘谷县渭阳，武山县马力，清水县
^Xuv^*Y)ðbX3¡)JKXw,)a@X
Kp)xD4yz8{X|p0 &**- #１２
%& 月，秦城
ï)ØY
山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恭门。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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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撤销吕二、环城、玉泉，李子、铁炉、店镇、苏城等
６个乡，吕二、环城、玉泉
+ GZ)~[^Y^O -３个乡合并组建玉泉镇，
GZ¨ÿßOê)

所作为学校临时教学点等办法转移安置，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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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教学活动在较短时间内恢复正常。给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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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户、１１．３７k
万名＂三无＂人员（指由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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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收养的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
、无法定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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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1(KªB/0ÝÞÜ１．５３
%'$+ 亿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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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人的公民）先后发放生活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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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面粉
万公斤，大米
１６３５３公斤，食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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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１．２６万公斤，矿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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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箱），并组织车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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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维
灾区供给生活用水。发放救灾帐篷
&"&( 万顶（统一
!@)AB 修÷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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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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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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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６３８９１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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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１１０６
G,!!*$ ４７．３９万平方米；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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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个人安置解决了４．２５
万户，１６．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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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万人）、被褥
!H+PQR 项目
!&)项，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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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Ô１３８
１３６
１．４万包、衣物
万件，解决了 项；交通基础设施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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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包、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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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灾群众的临时生活问题。截至
１４ 工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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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总投资
亿
日，上级及本级财政共拨付全市五县两区抗震救
3uv７０３６２．６
'-&$#"$万元，并从疾病治疗
!w,xyz{|}P~7PE
wIíÿÓÔéÁ %($
灾资金
、卫生防疫、农 元；其他项目完工
４９６

用物资和粮油供应等方面给予保障。拨付春荒补
9Uu5 6: m

Ó: oKEF!"#$
项。全市农村房屋需要

!,-- 万元，用于帮助各地解决春荒期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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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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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Ñ建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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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灾群众的口粮
、衣被、取暖等基本生活困难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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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外社会各界及国际组织捐款捐物，５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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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日，市红十字会、市民政局、市慈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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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１８２３１０１４．１７元，接收救灾物资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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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７３种近
'& ²³ ２万件。通过市委市政府及全市广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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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群众的努力，确保了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和社
ºZ[\»¼, ½OY3Z[\i78

３２０．７
万平方米，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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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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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地震天水市灾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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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赈灾工作。＂５·１２＂
À3ÁÂ:Ã
,Ä!#Å
ÆÇÈ°t3É;7Ê,Ë'KÌÍOÎË'K
汶川特大地震灾情发生后，天水市编制了《天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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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规划》，确定实施的灾后重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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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Ô １２８７个，涉及教育、医疗卫生、交通等方面。计

划投资７１．３１万元。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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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底，所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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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全部开工建设，完工．
１２８２ Ó项，占总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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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震后天水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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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 抢险队员抢修线路
维修加固的有
G !&#"$ 万平方米；有
!ôõIä １１４个村（组）需整村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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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元，其中省上下
ìw,íî+f,
共筹措农村灾后重建资金
拨
亿元，群众
m １１．３３８２亿元，政府贴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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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筹
亿元。截至
２００９年底，全市农村房屋重

建任务和维修任务已全部完成。城镇居民房屋倒
ç34ö÷345oºéë: J67©!"8
塌和严重损坏的１８３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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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平方米，需要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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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õ: 2b #-!c ( d,
加固的２９２７套１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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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全部重建
、维修任务。基本实现了国家和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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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家家有住房、户户有就业
、人人有保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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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有提高、经济有发展、生态有改善，灾区基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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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体达到或超过灾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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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元，占总投资的
ì w , ê  á u \ 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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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６１？？？成投资
７１．０４

９９．６２？？其中∶学校重建项目
(("$#.: íîïðñÑçÓÔ ３４１项，重建校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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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事

!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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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于废丘（今陕西兴平，时为雍王都邑）后，于公元前
@æhM¹RN©105E'O?/Q1@ª+

!"#$
重大战事

&*+ 年十二月分军西越陇山攻陇右。将军、威武侯
,l,Pî|R×ØºcØü% @|QRÐ¶
２０６

周勃率部西征，取上卦；骑都尉
、建武侯靳歙率部
"SR}1X¦!TUOVQËÐ¶WX

%&'( 东周战事。周孝王（前
!"#$% "&' () ８９１—前
!"#*+
秦戎之战
!!$年在位）时，因非子为王室养马有功，封为附
,-./012345'6789:1;5<
８８６

庸，建邑于秦，史籍中又称＂秦亭＂。孝王孙姬胡（厉
=1>?@A1BCDE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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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立后，西戎势复盛，夺取周王土地。秦人亦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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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戎人的进攻，连祖居地犬丘也在厉王三十六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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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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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侵占。周宣王姬静（厉王子）四年

追击章平（章邯弟）军于陇西，章平大败，率残部走
YÄB©MBCZ/|@ØR1B©xÅ1[\
北地（时为郡，治今庆阳），陇西郡尽属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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隗嚣割据陇右
/012-. 西汉末年战事。天水郡成纪
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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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隗崔联络其兄隗义和上卦人杨广、冀县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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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西汉新莽地皇四年（亦即刘玄更始元年，公元

２３年）七月聚众数千人进攻郡治平襄（在今通渭
&. ,/ õPqrst\bc]ë©« M-uâ

（前
８２４年），周室以秦仲（非子曾孙）为大夫，命率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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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杀王莽镇戎郡（时王莽改天水为镇戎）大尹李
ð/1'lvS]M0'lw ¡5vS/xxy

军征战西戎。宣王六年（前
|}~RS% q'mtM+ ８２２
!&& 年）秦仲被杀。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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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隗崔等人拥立隗器（隗崔之侄）为首领。隗器遂
z% abj\Õ{a|Mab}~/5é% a|

又命秦仲的５
EzAva ( 个儿子继续攻伐戎人。秦仲诸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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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上将军，改元＂汉复＂，聘关中名士方望为军
;F¦@|1wªG¥UI1Ö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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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向各郡、国发出檄文，号召讨伐王莽，击败王莽

部族与周兵合力进攻，恢复了原秦属领地，逼迫西
"bc1UAZ1R
S@A% q';Av45Rx
戎再次屈服于秦。宣王封秦仲长子庄公为西垂大
夫，为周守御西部边地。庄公迁秦人于西犬丘。秦
y15"RZ% A\@Rgh[ A
占有了今天水秦岭以北和西汉水上游地区。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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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年（前
７７７,¬./
年即位）率部
))* 年），秦襄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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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送周平王至雒邑（今河南洛阳），被平王封为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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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州（时改凉州为雍州）牧陈庆的讨伐，并派兵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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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安定郡（治高平，即今宁夏固原）。时王莽已为长

安市民所杀，雍州所属群龙无首，隗嚣分派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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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天水
、陇西、武都. ３]}Z%
郡之地。隗器已据有原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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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三代经营，至武公时，已东进至华山一带，拥

州
 ８郡和益州所属武都郡，以平襄为邑。更始帝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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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为起义军拥立）进据长安后，隗嚣被召往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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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为右将军。但遭刘玄猜忌，隗嚣于更始三年（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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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归天水，称西州上将军，据有天水
、安定、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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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武都、金城５郡之地。关中名士豪杰纷纷归附，

有了关中平原大部。秦武公十年（前６８８年），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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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名震西州，割据陇右。直至建武九年（３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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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越陇山进入今天水境，很快击败占据牛头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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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愤而死。

域和渭水河谷的戎人，继又击败占据渭河上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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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河上游的冀戎，废除戎人部落头领统治体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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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67 东汉战事。刘秀建立东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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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歙攻守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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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后，隗嚣名义上接受其封号，实际上欲长期割据

置卦县和冀县，派官治理。秦穆公三十七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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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右。光武帝建武六年（３０
Øü% ¹ÐËÐÆ,M.*年），刘秀从雒阳（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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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秦军再伐西戎，以先前降秦的戎人由余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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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直入陇右西部，抵达洮河流域，戎人归降。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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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居于邦、冀两县中间地带的绵诸戎再次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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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与秦关系破裂。秦厉公二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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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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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洛阳，时为都）抵长安，部署讨伐割据川蜀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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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述，结果，前部军在陇坻遭到隗嚣部将王元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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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次年，隗嚣以公孙述为援，引蜀兵赴陇右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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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汉。建武八年（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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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讨伐隗嚣。时陇山关隘皆为隗嚣军据守，来歙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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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并以岐（今陕西岐山）以西地尽赐予秦。秦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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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年与戎人作战，直至死去，仍未击败戎人。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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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六年（前
７６５年），秦文公率主力东征重建秦邑。

."(年），秦军再次攻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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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军攻伐。秦惠公五年（前
S% A/ª,M+ ３８４年），秦又一次对陇右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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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戎。秦献公元年（前

 ２０００精兵从番须、回中（均在陕西陇县西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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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用兵。孝公元年（前
.+/年），再征陇右，陇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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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华亭县西南千河上游处）伐木开道，越陇山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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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尽属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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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略阳城（在今秦安东北清水河河谷）。隗嚣守将

)*+,-. 秦末战事。秦国灭亡后，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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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军攻取陇右

金梁仓促应战，结果被杀，汉军遂入据略阳。隗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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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复行诸侯分封制，自为西楚霸王，节制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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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略阳失守，亲督数万军往攻。公孙述亦派将军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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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关中西部和陇右封给了秦降将章邯，封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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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田算率军赴陇右支援。来歙率汉军以城据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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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王。刘邦在取得陈仓（今陕西宝鸡）并进围章邯

数次击败隗嚣军。隗嚣遂令军筑堤蓄水灌战。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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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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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死坚守，在孤立无援情况下，来歙部坚守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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隗嚣终未能破。闰四月，刘秀督众将亲征陇右，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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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巡等人随隗纯投降，王元南走奔蜀，天水郡归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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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军沿泾水至高平（今宁夏固原）。凉州牧、河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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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元年（１０７
年），被征发西域的羌丁在途中起事反

郡大将军窦融及前羌、小月氏等见汉军势盛，率先
^_AI`abcdZe3fghiIjklmG
降汉，隗嚣所部
余万军队和天水郡
!" 名大将、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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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先零羌首领滇零等率迁居汉
阳、安定、陇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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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大部分县、道皆降。隗嚣从略阳撤围，命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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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蜀求援，并以蜀将李育、田算率部助守上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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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家眷南奔西城（即西县治，在今天水市西南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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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便以竹子、木棍为矛，以木板为盾，攻城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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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劫富豪，郡、县畏惧不能制止。朝廷命车骑将

县交界），与屯驻西城的杨广据守待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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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军围攻上卦
&'()*! 东汉战事。东汉光武帝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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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３２年），隗嚣欲复略阳失败后撤往西城。因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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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伐。永初二年（１０８
WOê ïÂP!#( 年）正月，邓骘率所部抵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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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郡治于冀县，即今甘谷），时各部郡兵尚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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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羌数千人趁机攻击。邓骘与其战于冀西（今甘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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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汉军失败，被杀千余人。同年十月，数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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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羌人又败汉军于平襄（今通渭），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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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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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先零羌首领零昌称天子，率诸羌人进攻三辅
（今陕西关中），阻塞陇上东西通道。邓骘见羌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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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势众，怯战不进。永初二年（１０８年）十一月，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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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邓骘回京，以任尚为乐亭侯，率军屯守汉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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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郡（在今河南）民众起事引起京城骚动，刘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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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命大司马吴汉、征南大将军岑彭率军攻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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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牙大将军盖延、建威大将军耿弃督部取上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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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攻围西城多日，因杨广督军坚守，竟不能得。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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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为了破城，便令军士筑堤蓄西谷水（据《水经
ÂÑÒ9. ÓÔIÕÖ×Ø\ÙL P£ ÚLÛ
注》，西谷即今天水市西部杨家寺峁水河西源河
ÜÝl \ÙQuL\w¡ÞßL[\à[
谷），以水淹城，结果水从地下穴道中涌出，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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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人冀西之战
./0123 东汉末年战事。东汉安帝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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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的羌人纷起响应。时羌民迁内已久，无盾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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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率三辅及河南等地
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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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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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众。十一月，王元、周宗率所请蜀兵突至，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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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琦起事上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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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初五年（１１１年）九月，汉阳郡人杜琦、杜季贡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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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和同郡王信联合羌人起事，攻据上邦城。杜琦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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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汉将军。朝廷闻讯，诏命悬赏刺杀起事头领。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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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郡太守赵博派故吏杜习刺死杜琦，杜习由此得

＂百万蜀军已至＂。汉军慌不及阵，大败东撤，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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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讨奸侯。杜季贡、王信率众退出上邦城，据守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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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进攻上邦的汉军知独木难支，亦东撤。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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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营。次年六月，侍御史唐喜率兵围攻，斩王信等

等入西城，拥隗嚣往冀城（在今甘谷）。安定、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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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多人，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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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众。杜季贡北走投滇零，被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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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陇西守将多为隗嚣旧部，见汉军败，遂又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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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拥隗嚣，隗嚣复据陇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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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统一天水
+&,-!" 东汉战事。东汉建武九年（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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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八月
，刘秀决定再次攻伐陇右，以中郎将来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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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羌首领零昌封为将军，往守丁奚城（在今宁夏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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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上邦亦因李育、田拿军坚守，久不能克。延至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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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杨广病，城中乏粮，隗嚣穷困孤守，甚为危机。
大将王捷守戎丘城（在西城附近），日久不能解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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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自刎。时汉军亦因围城数月，军士疲惫，逃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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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征虏将军冯异、建威大将军耿算、虎牙大将军盖

延
、扬武将军马成、武威将军刘尚督军征讨。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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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冯异代行天水太守事，并以太中大夫马援为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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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来歙监诸军。时隗嚣已卒，其子隗纯被王元、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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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等人扶立为王。公孙述再派部将赵匡率蜀兵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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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助隗纯据汉军。汉军至安定界，遂分兵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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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数年后被任尚收买的羌人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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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颍围攻起事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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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永康元年（１６７年），陇东先零羌人起事反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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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攻略三辅（今陕西关中）。灵帝建宁元年（
１６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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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护羌校尉段颖率所部至陇东后对羌人发起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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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羌人被迫南下，进入汉阳郡。中郎将张奂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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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力主对南下羌人给予安抚，不久，朝廷派谒者
R2³0ê 34$8-+(d@<ZÃvlZm
冯禅往抚。但段颍仍主张对羌众进行攻击，自行率
军进攻。建宁二年（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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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算率部进取北地、安定
郡；盖延攻夺陇坻西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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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泉、略阳、清水等县；冯异、马成等攻冀城。冯异

汉阳，遣骑司马田晏、假司马夏育为前部，进攻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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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在冀城一带激战将近一年，击败战斗力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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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兵终不能据，突围东走，屯聚于西县射虎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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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援军，杀赵匡等，攻占冀城。隗纯与部众西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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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水市西南稠泥河谷）。七月，汉军进围射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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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今武山县洛门镇），据城坚守。冯异督军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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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所据之凡亭山（在汉阳郡西北）。汉军拼死攻击，

夏育和司马张恺率部趁夜分兵袭击。羌兵措手不
尚未能克，于建武十年（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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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隗纯将高峻坚守，亦延时愈年不能克。是年
及，大部被杀，慌乱中欲突围者被木栅所阻，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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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刘秀派执金吾寇恂往劝高峻，高峻降，安定
伏兵击毙。射虎谷之战，羌众首领及以下被杀者近
归汉。十月，来歙督盖延
、刘尚等将围攻落门，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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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人，唯冯禅招降的
人幸免于难，被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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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于汉阳、陇西、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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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与马超军战。屯军长安的行护军将军夏侯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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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章、韩遂攻冀城
!"#$%&'( 东汉末年战事。东汉灵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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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元年（１８４
34567"#$年），陇右袍罕、河关（均为陇西郡属
689:;!<=>?7@A:&BC
县，其中河关在今临夏积石山以西）流民起事，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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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冀城被围，派兵往援，结果途中遭阻击，又逢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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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氐人起事，再未能顾及陇右。冀城坚守至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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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守军困顿至极，韦康派别驾阎温再往长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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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汉护羌校尉冷征，并攻据金城郡（在今永靖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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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结果为马超部所获，押至城下杀害。韦康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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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拥故新安（在今河南，汉弘农郡属县）令边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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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向马超求和，迎其入城。马超入城后，杀韦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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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督军从事韩遂两人为首领。边、韩率众攻取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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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汉阳太守，自称征西将军领并州牧、督凉州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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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率众东下，进取冀县（今甘谷），围凉州刺史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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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九月，杨阜以妻丧安葬为由出冀城，往约屯驻
nì ^²ÏwxM¥¦c§A¨K|\Ï©ª

昌于城中。奉命屯守阿阳（汉阳郡属县）的汉阳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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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史盖勋率部往援。及至冀城外与边章等对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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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斥责边
、韩的背汉行为。边章知盖勋为陇上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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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之士，遂撤围东走，转往攻略三辅（今陕西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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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城（在今西和县）的抚夷将军姜叙等起兵讨伐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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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望垣之战东汉末年战事。东汉中平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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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姜叙等北上，进至卤城（今礼县盐官镇），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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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部南下阻止。先前已与杨阜有约的赵衢
、梁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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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亲信趁马超离城，杀其眷属，并紧闭城门拒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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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马超进退失据，遂南走，袭劫历城并杀姜叙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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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投汉中张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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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八月，汉灵帝刘宏诏命司空张温率破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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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董卓、荡寇将军周慎统诸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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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讨伐攻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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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边章、韩遂部。十一月，边
、韩失败，仍退陇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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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据金城一带。时汉阳郡羌人连连起事，张温遣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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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率部
万军往讨。董部进至望垣北（望垣为汉阳

夏侯渊攻取陇右
567&89: 东汉末年战事。东汉献帝
+,-6/nì +,T2
建安十六年（２１１年）陇右豪强韩遂在关中被曹操
UcÉV6("" 6Û:;\]opF?3ÜYZ
击败后，西走陇上，占据显亲、略阳（均为汉县名，
ÌyÏ&¨:hÏRZÇº=ª@A,DÈÏ

郡属县，望垣北即今麦积区三阳川北），被先零羌
BCD9ÕÖ_×GØJÙ«Ú_Û9ÜÝÞT
人围困于渭水岸边，不久粮尽，陷入危境。董卓部
ßà!áâãh9äåæç9èéêëì ½¾

;ÇÈopì opI l]ÏÏÐMuAÏp
右讨伐韩遂。韩遂知夏侯渊军强盛，难以抵拒，遂
ÑÇº_¨ì I løª\ FGÉc+
弃显亲北走。夏侯渊军追至略阳城（在今秦安东
_ÛÏÒoúäÓÏÄ¼ÔÕøopÏùI 
北），距韩部已不远，诸将提议追击韩遂，但夏侯渊
ÖgÝÂ×Øop½ÄÒZÙâÚÛÜÏ:
则令先袭击支持韩遂的长离诸羌（据《水经注》，陇

F>3íâî9 MïðAñS9 òl¦mîzó
在河中筑水堰，以捕鱼为掩护，使军士从堰下渡
ôì ôy×õEî9ÒÅö÷yøãh9ùõâ
过。过后即决其堰，羌兵发现后追至岸边，但决水

在今秦安）—带，联络当地氏、羌人攻拒曹操。十九
FGÉcÛÊÐÏÊËÌÍ=ÒrQAYZì É^

6("$ 6ÛÏªcI
vm:Î{é:
年（２１４
年），屯驻长安的夏侯渊率部从陇坻进入陇

úûäüó9,lüý;þÿG®&?3&Ï
已深不得渡，汉军得归右扶风（今陕西关中西部，
;þÿA?3
!
«¬"¥ÊÛì
右扶风为关中＂三辅＂之一）。

水经成纪东，其河谷称长离川），杀掠甚惨。在韩遂
âÚÝ+ÏE>~£½ÚÛÏ,Þßàì Fop

王国、马腾攻汉阳
-.#/0&12 东汉末年战事。东汉灵帝
+,-6/nì +,12

中平四年（１８７年）春夏间，据守金城的韩遂率羌、
34#6"#' 6Û$I%ÏZ[\opvÒ=
汉民众
,Ow１０余万复南下，攻略陇西郡（治狄道，即今
"& &Æ'dzÏQª:&B()*Ï×G
临洮），杀凉州刺史耿鄙。时为州司马的扶风人马
H+ÛÏ,-.ì ÑA¶/þÿr/

督部往救长离，大败，率残部西走西平（东汉末新
k½ÏåÌÏvæ&¨&4+,-b
置郡，治今青海西宁）。接着，夏侯渊督军猛攻氐人
çBÏ(Gèé&êÛì ëìÏI klíQr
所居之兴国（在今秦安北）。氏王杨千万败走，余众
eî¥ï2FGÉc_Ûì 1wÆÌ¨Ï&w
悉被杀。同年冬十月，曹操命夏侯渊西进，围袍罕
ðÜ,ì ñ6òÉ²ÏYZI &{Ï!<

腾及汉阳郡人王国分别率众响应。王国旋与韩遂、
0,Br1234vw56ì 127op=
/089ì o=/:;12AstÏvw+zQ,
马腾汇合。韩、马共推王国为首领，率众东下攻汉

（今临夏市），斩河首平汉王宋建。接着又遣将张部
GHIóÛÏô>s4,1õUì ëìÔ¼¸#
éö÷3ì :;Ï>&ÄÒop&øÌøDÏ
入小湟中。陇右，河西诸羌及韩遂余部或败或降，

阳。汉阳城（即冀县城）中兵少粮缺，太守傅燮仍率
ì ,\×|D\Û3Å<æ=Ï>?@Ív

ùú:;pAYZe£ì
整个陇右遂为曹操所有。

w\ÏAB12CDÏ127ÔEFQ\ì ?
众守城，拒绝王国的劝降，王国旋遣前锋攻城。傅
@GHIJÏvwK/ÏùLMÅNOPÏ/Q!
燮毫无畏惧，率众出战，但终因兵寡力单，战死于
ì
12QR,äåÏo=/@OSQ«¬Ïp
阵。王国攻占汉阳不久，韩、马均力主往攻三辅，遂

六年（２２８
年）正月，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伐魏。出
V6((# 6Ûm²Ïû,WXÄüývlÈþì
K

m,§¨ì
从汉阳撤走。
/34&'( 东汉末年战事。东汉献帝建
+,-6/nì +,T2U
马超围攻冀城

安十六年（２１１年），汉丞相曹操督军征讨割据关中
cÉV6("" 6ÛÏ,WXYZklXÇ[Z?3

的诸豪强。九月，各路豪强失败，为首者马超（马腾
Ä\]ì ^²Ï_`\]ËÌÏAsa/b/0
子）、韩遂分路奔陇右。所至诸县皆归附，上卦民任
cÛ=op3`d:;ì eÄDfýgÏh"Oi

养率众迎马超。建安十七年（２１２
jvwk/bì UcÉl6("(年）正月，马超率
6Ûm²Ï/bv
所部万余人往攻冀城。冀城（在今甘谷，时为凉州
eÆ&rQ|\ì |\FG}~ÏÑA
j,B(Û£nopqr\ÖÏst
和汉阳郡治）有较坚固的防御城垣，凉州刺史韦康
kluAì vlwxA|rÏ\¥yzoÏv
督军抵拒。州参军杨阜为冀人，守城之志益坚，率
宗族子弟、义十千余人，以从弟杨岳组成＂偃月
{|c}= ~¦&rÏ Mm}w!
²

军中的长离诸羌闻知后，要韩遂发兵报仇。韩遂便
l3½ÄÒyÏáopöÅâãì opä

/;<=> «2/nì «2û,ySUï
马谡失街亭三国战事。三国蜀汉后主建兴
ÿE!"¼¨#~*G®&>$=%&Dë'(
师前声言将由斜谷道（今陕西太白、留坝县境沿褒
â_¡?3)*Û _{Ï þå¼lY*ÔlA
水北向关中的通道）北进，魏大将军曹真遣军拒
¥ì Äüý¶+v,ÿ-~ÏþlXØ!
之。诸葛亮派赵云等率偏师屯箕谷，与魏军相持于
É.Ï¢vSO&K4?FG®&/D_Ûì þ
秦岭，自率主力西出阳平关（在今陕西勉县北）。魏
雍州所属天水（即东汉汉阳郡，治冀县，在今甘
0eC1â ×+,,BÏ (|DÏ FG}
谷）、南安（东汉后期从汉阳析置郡，治源道，在今
~Û=dc+,y2m,3çBÏ($*ÏFG
陇西县东南，辖及武山）、安定（治临泾县，在今镇
:&D+dÏ456Û=c((H7DÏFG´

原、泾川界）３
郡叛魏响应，关中震动。魏明帝曹睿
8=7Ú9Û! B:þ56Ï?3;<ì
þ=2Y>
ºcklÏ?¼l¸#A@{AB!«C
亲至长安督军，加左将军张部为特进（仅次于三公
DEÛÏEvl:;uAì ÄüýÔvl/F
职衔），命其率军往陇右抵拒。诸葛亮遣参军马谡
督军往街亭（旧治约在今张家川龙山镇一带）扎营
klGHI(©FG¸JÚK6´ÊÐÛL

!" !－
－! ５９

天水大辞典
!"#$%

以待。马谡抵街亭后，不听裨将王平劝告，舍水扎
!"# $%&'()*+,-./0123456

军截击，蜀军四面受敌，溃不成军，马谡及将军李
?OP3Q?RSTU3V+W?3$%X.?Y

陵留
\^４０００
&''' 精兵守上卦，余众悉出西救祁山。结果，
hs¦"3ij½ö¾:; kl3
作为前军的费、戴二军和援助上卦的郭淮部在上
mqn?:W[ [1?Æ]o¦":aÒ¦
卦东与蜀汉军相遇，魏军各部大败。司马懿令各军
"ÛpQ ?°q3>?`aLc; N$OL`?
分险固守，不与蜀汉军战，两军在上邦相持多日，
Nrs3+pQ ?³3t?Ò¦"°ouv3

盛、张休、黄袭所率各部均败，唯王平所率千人别
Z[<\[]^_=`abc3d/0_=efg

欲攻又恐后援不济，遂西撤。司马懿督军尾随而
øGðw)]+x3 y; N$O ?zÑ{

屯街亭附近，见魏军攻击，鸣鼓自持，张邰疑为伏
h'(ij3k>?GP3lmno3<!pqr

兵未敢攻击，得以平安退军。蜀别将高翔部屯列柳
stuGP3v!0wx?; Qg.yzah{|
城，亦为雍州刺史郭淮督军击败。诸葛亮闻诸部均
}3~q ?Pc; ab

进，双方又相持于汉阳（汉阳即天水郡，时治冀
ù3 ß|ð°o8 -  -K53 ¿¢ì
县）。司马懿遣将军牛金率轻骑引战。诸葛亮见魏
; N$O}.?7~=V³; k>
军势盛，又率全军南撤至卤城（今礼县盐官镇，时
?Z3ð=à?9yÖ} 3¿

失利，知陇右已不可守，遂迁西县（天水郡属县）千
*+*5e
余户居民退回汉中。将马谡治罪处死，上书后主刘
x ¡; .$%¢£¤¥*¦§)¨©
禅，自贬三级，为右将军，行丞相事。
ª*n«¬*q.?*®¯°±;

属西县）南、北两山屯军，准备决战。司马懿率军追
9[t:h?3ÜÙ³; N$O=?
击至卤城，令沿山掘营，与蜀军对峙，严嘱各部不
PÖ}3La:73pQ?3`a+
得出战，意在待蜀汉军粮尽兵疲后出击。久之，魏
v½³3îÒ"Q ??cs)½P; 3>

诸葛亮智收姜维
&'()*+, 三国战事。建兴六年（２２８
¬²³±; ´µ¶·!!"
年）春，蜀丞相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时天水太
·¸¹3Q¯°º»¼s½¾:*¿5À
守马遵正带姜维和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
$ÁÂÃÄÅÆÇÈÉÊ[¨ËÌÍ[¨ÎÉÏ

平等将屡请出战，司马懿佯称有病，拒见诸将。延
0Ð.½³3N$Oú3k.; 
至五月，众将再三请战，执拗不过，遂令张邰攻蜀
Ö23i.¬³3+3L<!GQ
汉无当军监护何千部于南围，自欲引军从中道出
,? Z¡ea89A3 nø?¢¡E½

等人随雍州刺史郭淮在各地视察。马遵闻蜀军至
ÐfÑÒ`ÓÔÕ; $ÁQ?Ö
祁山后，诸县响应，郭淮闻后，决定东行，回上邦守
¾:)*×Ø*)*ÙÚÛ®*¦"
备。诸葛亮闻姜维智勇双全，决定运用反间计智收
Ü; ÄÅÝÞßà3ÙÚáâãäåÝæ

击。诸葛亮见魏军出战，即命征西大将军魏延
、将
P; k>?½³3K&YL.?>[.

营于南山。张部率魏军包围南山，并断绝水道，猛
789:; <!=>?@A9:3BCD5E3F

攻马谡营寨。马谡因饮水断绝，下令突围。张部分
G$%7H; $%IJ5CD*KLMA; <!N

姜维。诸葛亮听说姜维是孝子，姜母在冀县，故意
ÄÅ# ,çÄÅèéê3ÄëÒì3íî
攻打冀县，又派人到马遵处说姜维投降蜀汉。姜维
Gïì3ðñfò$Á¤çÄÅóôQ # ÄÅ

õö÷ëøù}3$ÁpÄÅúûü3ýþ}ÿ3
去救其母欲进城，马遵疑姜维有异心，紧闭城门，
+!ÄÅù}3ÄÅ"#òìõó; 
不让姜维进城，姜维只好回到冀县去投诸葛亮。诸

?yz[£¤
?_³3L¥>?3¦§ ３０００
$''' 人。
f;
军高翔
、吴班督军迎战，大破魏军，斩首

司马懿见出战不利，仍令坚守。及至六月，探知蜀
N$Ok½³+3¨LC; XÖ¶23©Q
军因日久有懈怠意，司马懿始令全军出击。诸葛亮
?Ivúª«î3N$O¬Là?½P; 
÷®33¯?°±²³´3+µ°¶3·
度其实力，加之粮秣补给艰难，知再不能相抗，便
L¸79y; >?¹P3<!ºÖ6ÿ3»
令拔营南撤。魏军趁势追击，张部穷追至木门，误

入蜀军的弓弩埋伏，中矢而卒。
¼Q?:½¾¿r3¡À{Á;
葛亮喜姜维有胆智，命其为仓曹掾、奉义将军，封
$ÄÅú%Ý3&÷q'È([)*.?3+
2301 三国战事。蜀汉后主延熙十九年
¬²³±; Q )¨#Â0·
段谷之战
!#岁。
/;
,-(.; ÄÅ¿·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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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阳亭侯。姜维时年
（２５６
年），大将军姜维与镇西大将军胡济相约出陇
-./01 三国战事。蜀汉建兴九年（２３１
¬²³±; Q ´µ0·!$%
木门道之战

右取上卦邦。姜维率所部欲先取祁山（在今礼县东
Å¦"; ÄÅ=_aøÆÅ¾: ÒÛ

·123=¨34½5>3B!67
年）二月，诸葛亮率主力复出陇右伐魏，并以木牛

89:»;á<=>á<?@; ¬23?
（诸葛亮创制的一种运输工具）运输粮草。三月，军

北），魏安西将军
、领护东羌校尉邓艾料知蜀汉军
3>w.?[ÇZÛÈÉÊËÌÍQ
?

Ö¾:3 >.AB[ >0»S=aC3»
至祁山，魏守将贾嗣、魏平一面率部坚守，一

安，至武城山（在今武山西南）与邓艾部相遇。邓艾
w3ÖÒ}:ÒÒ:9pËÌa°q; ËÌ
凭险据守，蜀军不能破，又折东往攻落门，亦为邓
ÓrÔ3Q?+µ¥3ðÕÛEGÖÿ3~qË
艾击败。姜维率部渡渭水往取上卦，邓艾遂率军追
ÌPc; ÄÅ=a×Ø5EÅ¦"3ËÌ=?
击，至段谷（《水经注》中有段溪水，为藉河支流，即
P3ÖÙÚ
Û5ÜÝÞ¡úÙß53qàáâã3K
今天水市东
5äÛ １０
%' 公里之横峪河）与蜀汉军激战。因
åæ$çápQ ?è³; I
所约胡济军未至，姜维部大败，从段谷南撤。
_ÄÃx?tÖ3ÄÅaLc3¢ÙÚ9y;

将进攻祁山，已派重兵坚守。姜维遂向西北转趋南
.ùG¾:3ñÎsC; ÄÅÏÐÑ9

45678! 西晋战事。西晋惠帝太安二
é³±; éêIÀw1
皇甫重守上卦
·$'$ ·3é/ëìíä:î³¯ï3Ôð¡
年（３０３年），晋王朝宗室间的混战加剧，据守关中
:YL.?[áä/N$%ÒIN$ñòó
的征西大将军、河间王司马颐（武帝司马炎堂弟）
联合成都王司马颖（司马炎第十六子）起兵，反对
ôõWM/N$öN$ñºÂ¶ê÷s3ã

在朝中擅权的长沙王司马乂（司马炎第六子，时任
Òë¡øù:Qú/N$&N$ñº¶ê3¿û
太尉，掌军事）。惠帝司马衷（司马炎之子）与司马
ÀÊ3ü?±; êIN$ýN$ñêpN$
!"#$%
木门道牌楼

乂率将军皇甫商等讨伐。秦州刺史皇甫重为皇甫
&=.?þÿ!Ð"5; #þÿÎqþÿ

SDñfEF-Gö; >HIÈJK&L.?[L
面急派人往洛阳求救。魏明帝曹睿即命大将军、大

商兄，司马颗知其不能事己，逐令金城太守游楷、
!$3N$%÷+µ±%3&L~}À'([

陇西太守韩稚等率兵攻皇甫重于上邦。冬至，司马
À)*Ð=sGþÿÎ8¦"; +Ö3N$
都督司马懿驰往长安，调集雍、梁二州诸军，统车
M N$OPEQw3RS[É1?3TU
%?T,3N$ý-L'.[)*Ðxs; ¼·¹3
V.?<![).?WX[YQZ?[\[
骑将军张部、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陵
、雍州刺 题军受挫，司马衷诏令游楷、韩稚等退兵。次年春，
N$&/0; N$ö[N$%¼ë123L'[
司马乂被杀。司马颖、司马题入朝秉政，遂再令游、
ÐE]; N$O=?.Ö3Ns^
史郭淮等往援。诸葛亮闻司马懿率军将至，分兵留
)`=s4"þÿÎ3A¦"; `sÒ}34W
攻祁山，自率主力往上邦迎击，并令军士沿途尽斐
韩各率兵复讨皇甫重，围上卦。各郡兵在城外筑成
G¾:3n=¨3E¦"_P3BL?`abcd
土山，以掩护攻城。皇甫重亦集弓弩手抵拒，并掘
5:3!6ZG}; þÿÎ~S½¾7&3B
上卦一带麦田，以绝魏军粮源。司马懿令费曜、戴
¦"»Ãef3!D>??g; N$OL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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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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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地窟作掩蔽，加之将士奋力抵御，使各郡兵终不能
!"#$%&'()*+,-.&/012345
进。司马颗得悉上卦城久攻不能下，便以司马衷名
67 89!:;<"=>?45@&AB89CD
义遣御史往秦州劝降皇甫重。皇甫重得悉皇甫商
EF.GHIJKLMNO7 MNO:;MNP
已被司马颗所杀，怒不奉诏。时上邦被围困日久，
QR89!ST&U4VW7 X<"RYZ[>&
众皆厌战。延至四月，士民知皇甫重无援军，遂起
\]^_7 `abc&*deMNOfgh&ij

刘曜讨伐陈安
./01+( 十六国战事。光初五年（３２２
GHI_qÇ JKvw¦!$$

年），陈安在上邦称王割据，次年（３２３
年）前赵皇帝
wy&}ù<"úm«&¬w¦!$! wy&?Ms
刘曜遣征西将军刘贡领兵讨伐。六月，刘贡部被陈
@AFo)h@no2Ã¡Ç Hc&@nR
安军围于南安（时为郡，辖今陇右武山）。与刘贡有
}hYÅ}¦X1&p§¯°Þ(yÇ Ä@nq
约合攻陈安的休屠王石武闻讯，率部从桑城（在今
r×?}~stuÞõö& ®Ê=¦ù§

而击杀皇甫重。各郡兵得知皇甫重被杀，始撤围。
klTMNO7 012:eMNORT&mnY7
司马保入据上卦
!"#$%&! 西晋战事。西晋怀帝永嘉
op_q7 oprstu
五年（３１１
年），镇守长安的征西大将军、都督秦雍
vwx!"" wy&z{|}~o)hI

临洮）东下，直取上邦。陈安恐上卦有失，从南安撤
EFy@&v·<"Ç }b<"qw&®}n
围往救。刘贡追至上卦，先击败陈安后军，俘杀万
YHxÇ @n]a<"&ylÈ}Lh&WTì

梁益四州诸军事、南阳王司马模表荐世子司马保
bJhq 8989

军大战。继之石武军亦至，前后夹击，陈安不能敌，
h_Ç |(uÞh}a&&L~l&}45£&
大溃，便命相国赵募与将军宋亭守上邦，自收余骑
&AMlI?kÄ)hÀ{<"&.i2
往保陇城（汉设陇县，治今张家川镇）。七月，刘曜
H¯=¦7¯ò&Ú§½zyÇ
c&@A

o)&z{<"7 IJG
为西中郎将、东羌校尉，镇守上邦。秦州刺史裴苞

拒不接纳，司马模遣帐下都尉陈安率军攻伐。裴苞
4&89F@} h?¡¢ 
不能敌，率众转往安定（今平凉），司马保得入据上
45£& \¤H}¥¦§¨©y&89:ª«<
卦。次年，裴苞率部从安定南下，至陇右北部一带
"7 ¬w& ®}¥@&a¯°±²³

余人。陈安欲救后军，被刘贡部先行赶至，与陈安
i3Ç }¶xLh&R@nyz{a&Ä}

亲督大军援刘贡，一部攻围陇城，其余分取陇上诸
hg@n&²?Y¯=&+i·¯<

骚扰，欲进取上卦，阻断关陇东西通道。凉州刺史
´µ&¶6·<"&¸¹º¯o»¼7 ©JG

县。陈安据陇城，频频出战，均不能胜，遂留部将杨
òÇ }«¯=&_&45&i)
伯支、姜冲儿率部守城，自领精骑数百突围而出，
 {=&.o2Yk&

张轨派部将宋配统兵讨伐，与裴苞战于狭西。裴苞
½¾¿)ÀÁÂ2Ã¡&Ä_ÅÆoÇ 
大败，逃往桑凶坞。秦州境始渐靖。
È&ÉHÊËÌ7 IJÍmÎÏ7
陈安起事
'()* 东晋战事。东晋元帝太兴元年
p_q7 p ÐsÑ ÒÐ w

南奔陕中（在陇城南）。刘曜派将军平先、丘中伯等
e¦ù¯=yÇ @A¿)h¨yë
追击。陈安与平先战，不数合即失兵器，落荒逃走，
]lÇ }Ä¨y_&4×Ýw2&%É÷&
与数名亲随匿于山洞，旋被俘获斩首。杨伯之杀姜
ÄDÅ(&RW ¡Ç (T

（３１８
年），镇屯上卦的西中郎将司马保部将陈安叛
¦!"# wy&zÓ<"~o)89)}Ô

冲儿以陇城降，宋亭斩赵募以上邦降。氐、羌各部
B¯=L&À ?kB<"LÇ ü0

乱，联合安定太守焦崧率众南下，围攻上卦。凉州
Õ&Ö×}¥Ñ{ØÙ \@&Y?<"7 ©J

ò&Ú§óôáîzy&}õö&e45£&i
县，治今麦积区新阳镇），陈安闻讯，知不能敌，遂

;}È&¤k>&?Ç §ïðÍ¢ñ&?Ç
见陈安败，转而附前赵。今天水境仍属前赵。
2345- GHI_q Ç L?Ñ £Ð w
石虎灭前赵十六国战事。后赵太和元年
¦!$# wy¤&L?Cu¥¦+I,Ä&?@Aù§
（３２８年）冬，后赵主石勒倾其国力与前赵刘曜在洛
¦§¨§y©_&@ARªTÇ ¬w¦!$& wy
阳（今河南洛阳）决战，刘曜被擒杀。次年（３２９年）
«c& &?Ñ@& ¬®£¯Þ°±|
正月，前赵太子刘熙率王室成员和文武百官弃长

从上邦撤围而北走。太兴二年（３１９
wy&89ù
®<"nYk±÷Ç ÑÒøw¦!%&年），司马保在

}o÷<"Ç u¥F¨u# h6dºÇ
安西走上卦。旋石勒遣河东王石生率军进占关中。

上卦称晋王，陈安率部并联合氏
、羌之众再次攻上
<"úp&} ûÖ×üý(\þ¬?<

同年八月，前赵南阳王
、大司马刘胤调集数万军从
²w³c&&?89@´µ[ìh®

卦，司马保势孤，加之发生饥荒，遂率众西撤，前往
"&89ÿ!&'("#$%&i \on&&H

上邦东出，欲复长安。关陇诸郡闻讯，纷起响应。刘
<"&¶¶|}Ç º¯1õö&jj·âÇ @

祁山（一说南安）避其锋，陈安拥兵入上卦，自称秦
'(¦²)}y*+,&}-2ª<"&.úI
州刺史。张窟再遣将军韩璞率步骑
JGÇ ½#þF)h/0 12５０００
'(((人赴援。
3ígÇ
及至上卦之战，陈安败，退保绵诸（即西汉绵诸道
4a<"(_&}È&56¦Ýo76¼

胤军直抵关中，石勒遣中山公石虎率精骑
万往
´hv-º& u¥F(¸u¹ 2 ２$ ìH
援，至关中后，督军猛击，前赵军不能敌，西撤安定
g&aºL&hºl&&?h45£&on}¥
（时为郡，治临经，在今镇原、泾川界）。九月，石虎
¦X1&ÚE»&ù§z¼½¾yÇ ¿c&u¹

地，今清水县西南）。司马保得返上邦。不久，陈安
!&§8ðòoyÇ 89:9<"Ç 4>&}
:²¬ \?Y<"Ç ½#$)Àê hígÇ 
又一次率众攻围上邦。张窟部将宋毅率军赴援。陈
};=²X45<& gh)a& ±n=>&?@
安见城一时不能克，援军将至，北撤依附前赵刘
AÇ ÑÒBw¦!$( 年），前赵主刘曜遣将攻陇右，进
wy&&?C@AF)?¯°&6
曜。太兴三年（３２０

率军上陇，在义渠（西汉有义渠道，在今庆阳）大破
h<¯&ùEÀ¦o7qEÀ¼&ù§ÁyÂ
@´h&T '(((
@´ ihn5&u¹h
刘胤军，杀
５０００ i3Ç
余人。刘胤率余军撤退，石虎督军
Ã]4Ä&&?h4Å-&ÆÇRTf&ÈÉ
尾追不舍，前赵军不敢抵拒，沿途被杀无数，死者
ÊËÇ 4]a<"&Â=kª&W@&@´4
枕藉。及追至上卦，破城而入，俘刘熙、刘胤及王
¸°)B@Ì !(((
u¹Í;t
公、百官、将校以下共
３０００i3Ç
余人。石虎令悉数屠

¦ÚÛÜ&Ý§Þßà©JáyG½#¦½¾y
（治姑臧，即今武威市凉州区）刺史张蹇（张轨子）
â89(ã&Fä=Ñ{åæçè)h&Äß
应司马保之召，遣金城太守窦涛为轻车将军，与威

远将军宋毅等率部２
é)hÀêë  $万赴援。进至新阳（天水郡属
ìígÇ 6aî¦ïð1ñ

至安定，司马保西迁桑城（在今临洮县境）。
a}¥&89oDÊ=¦ù§EFòÍyÇ
+(,- 十六国战事。前赵光初三年（３２０
GHI_qÇ &?JKBw¦!$(
陈安叛赵

T&&?ÎÏÇ
杀，前赵灭亡。

年）司马保西迁后，前赵皇帝刘曜命陈安为大将
wy 89oDL& &?Ms@AM})

670128 十六国战事。前秦苻洪元年
GHI_qÇ &IÐÑÐw
苻雄讨伐石宁

军，入据上邦，今天水一带遂属前赵。光初五年
h& ª«<"& §ïð²³iñ&?Ç JKvw

¦!'( wyG²c&X«º~ü3¡oÐÒ¦ÐÑ
（３５０年）十一月，时据关东的氐人首领苻健（苻洪

（３２２
年），陈安趁刘曜率军攻伐仇池回军之机叛前
h?¡OPQh(RÔ&
¦!$$ wy&}N@A

yNL?ÓÕº4{& o6º&d«|
子）趁后赵内乱、关中不守，率部西进关中，占据长

赵，率部袭击东归的前赵军，夺其辎重，并俘杀刘
?& SlT~&?h&U+VO&ûWT@

安。关陇诸郡受后赵暴政统治多年，及苻健军至，
}Ç º¯1ÔL?ÕÖÂÚ×w&4ÐÒha&

曜将呼延宴。其弟陈集与部将张明等率骑兵追击
A)X`YÇ +Z[Ä)½\ë 22]l

相率归附。时上卦为后赵凉州刺史石宁据守（凉州
l T>Ç X<"L?©JGuØ«{¦©J
时为张轨后代张重华据守，石宁所任为虚职），拒
X½¾LÙ½OÚ«{& uØSÛÜÝy&

@A&^_R&?`)hX`alÈÇ @Abþ¬
刘曜，结果被前赵卫将军呼延瑜击败。刘曜恐再次

被攻击，率众撤回关中。陈安派部将刘烈等攻占汗
R?l& \nQºÇ }¿)@cë?d%
=¦§eo¯ò&Xñfg1yÇ }\h %(
iì&
城（今陕西陇县，时属扶风郡）。陈安众达
１０余万，
¯<üjjT>Ç
iù<"ú)h
陇上氏
、羌纷纷归附。遂在上邦称大都督、大将军、

不归附前秦。十二月，苻健遣其弟、辅国将军苻雄
4T>&IÇ Gøc&ÐÒF+ZÞI)hÐß
hÃ¡&uØwÈRTÇ IJSñïðàë
率军讨伐，石宁失败被杀。秦州所属天水、略阳等
1iT&IÇ
东部诸郡遂归前秦。

凉王，以赵募为相国。
©&B?klIÇ

59:5;&!<= 十六国战事。前秦皇始
GHI_qÇ &IMm
前秦、前凉上却之争

! !" !－
－６１

天水大辞典
!"#$%
三年（３５３
!"#!"! 年）二月，前凉（时设姑臧为都，即今武
"$%&'()#*+,-./'012

西王。十月，苻登再加其为左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
7AR &'U(WfÊ.»STI/Y~g#GR

威，统陇右西部与河西）国主张重华以王擢为征东
3'456789:7$;<=>?@AB.CD
大将军，与将军张弘、宋修率步骑
万伐前秦。前
EFG'9FG=HIJKLMN １．５
#$" OP(QR
(

姜乳败西秦
456 7' 十六国战事。西秦太初七年
;  R 7Qû ¾h "
（３９４
年），西秦大单于、河南王乞伏乾归遣军 !３ O
万
!)* "'7QEa^I:¡AijkG

秦丞相苻雄与卫将军苻菁督苻硕抵拒，大败凉军
QSTUV9WFGUXYUZ[\' E])G

^Ql·]mAH(QnG' imAîH(
于平川击败仇池和前秦联军，杀仇池公杨定和前

于龙黎。王擢单骑逃回凉州，张、宋被俘，士卒被杀
^_`R ABaNbc)d'=IJef'ghei

秦末代主苻崇，尽取陇西、南安
郡地。上邦人姜
p!jt
Qop<Uq'rº57I¡Ç %２ qsR
乳趁仇池失败，聚众占据州城，灭前秦，称秦州刺
uVmAz]'ÑÐvdÓ'w(Q'ÈQdx
yR "!)" "¿&'ijkFGIQdei
史。次年（３９５
年）四月，乞伏乾归遣将军、秦州牧乞

１．２
万人。同年五月，张重华复使王擢率军２
万攻
#$% OjR
k"l&'=>?mnABLG % Oo
上卦，秦州郡、县多有响应者，前秦秦州刺史苻硕
p!'QdqIrstuvw'(QQdxyUZ
抵拒失利，撤回关中。王擢进据上卦，今天水境归
[\z{'|c}~R ABp!'1

属前凉。次年，前凉新主张祚疑王擢叛凉，派人暗
()R "'()<=AB)'j
中行刺，事泄又遣军讨伐，王擢败，降前秦。
~x'GP'AB]'(QR
前秦军讨伐苻双
&'()*+, 十六国战事。前秦苻坚建
;R (QU
元三年（３６７
"&'(QQdxyIUU
!"!&' 年）十月，前秦秦州刺史、赵公苻双（苻
雄子）响应淮南公苻幼（苻健子），与雍州刺史苻武
V$uv ¡U¢U£$'9¤dxyU2

jxdLN６０００
&+++ 人趋上邦攻姜乳，并以平北将军
jyp!otu'Ö@QIFG
伏益州率骑

韦虔为长史
、散骑常侍乞伏务和为司马相助。军至
z{.ÆyI|N[}ij~H.TR
Gë
大韩岭（在上邦西），乞伏益州任军游猎纵饮。韦虔
EÅp!7'ijxdG R z{
等谏止，乞伏益州反下令＂敢言军事者斩＂。姜乳闻
¥'ijxd©,

GwZR tuÍ
讯，驱军突袭，西秦军大败，仍西撤。
Î'G'7QGE]'c7|R
89:;'1 十六国战事。后秦姚兴皇初
;R ¬QÃ±¾
姚硕德平秦州

U£$¥T¦§¨©ªQAUR "«&'U
（苻健子）等相约起兵反对秦王苻坚。次年正月，苻
坚遣后将军杨成世率军讨伐苻双。三月，苻双部将
¬FG®¯LGPUR !&'U8F
苟兴大败杨成世。苻坚又遣武卫将军王鉴、宁朔将
°±E]®¯R U2WFGA²I³´F
军吕光击之，遂取上邦，杀苻双、苻武。苻坚以左卫
Gµ¶·¸'¹ºp!'iUIU2R U@»W
将军苻雅为秦州刺史镇上邦。
FGU¼.Qdxy½p!R

三年（３９６
年），陇西王姚硕德率军攻上卦，时占据
!"!)& "'57AÃZÌLGop!'*v

后秦与诸强秦州之争十六国战事。后秦建
-'./0'123 ;R ¬Q
初元年（３８６
¾"#!(& 年）四月，羌人首领姚苌在长安称帝。
"¿&'ÀjÁÂÃÄÅÆÇÈÉR

¸Ðop!'eÃZÌYG·]'¥¦ÿmA'
之众攻上卦，被姚硕德督军击败，强熙奔投仇池，

ÊËÃZÌÅ56ÍÎ'0LÏ4ÀÐÑÒÓ#1
其弟姚硕德在陇右闻讯，即率所统羌众聚冀城（今
ÔÕ'ÈC7FG'Ö@×ÃØ.ÇÙFG'no
甘谷），称征西将军，并以兄姚详为安远将军，使攻
5ÓÚÛÜÃÝ.Ç7FG'º¡Ç¸ÞßÅ1
陇城；从孙姚训为安西将军，取南安之赤亭（在今

Å1QÇDI'¢£®çè\'"R Û©'¬Q
（在今秦安东北），权千成不能拒，亦降。从此，后秦
ª«¬ª1Æ２１
%# 年的统治。
"B4'R
开始了对今天水境长达
7'<'1 十六国战事。西秦
; R 7Q®
«% "
西秦掠秦州
更始二年

陇西县东）。接着，姚硕德又聚众攻前秦秦州刺史
57rDR àá'ÃZÌÑÐo(QQdxy

（４１０
年），复国不久的乞伏乾归（４００
年，后秦击败
*#+ "'m;çåBijk
*++ "'¬Q·]

秦州城称秦州刺史的姜乳降。后秦帝姚兴召姜乳
QdÓÈQdxyBtuR ¬QÉÃ±tu
入朝为尚书，以姚硕德为秦州牧，镇上卦。先前在
.'@ÃZÌ.Qde'½p!R þ(Å
关中已叛后秦的安南将军、武都氐豪酋强熙与显
}~¬QBÇ¡FGI 2/"9
+Å1QÇ 8¡ÁÂ¢£®n¤'L ３
!O
亲（在今秦安）休官部落首领权千成联合，率
万

旋又降。权千成北走。姚硕德督军追击，直至略阳
FR ¢£®IdR ÃZÌYG§·'¨ëòó

王统。双方相持日久，均不能胜。延至八月，姚苌自
A4R âTãäå'æçèéR êëì&'ÃÄí

西秦，乞伏乾归降投后秦。４０９
7Q'ijkÿ¬QR *+) 年，乞伏乾归脱离后
"'ijk¯°¬

安定率军至陇右会攻，天水屠各、略阳羌胡
万余
ÇîLGë56ïo'ðñIòóÀô ２
% Oõ

秦复国）东下，欲夺取后秦所属秦州。七月，遣军讨
Qm;D,'±²º¬QÏ QdR h&'G

户起而响应，使后秦实力大增，略阳太守王皮率先
ö§÷uv'n¬QøùEú'òóûüAýLþ

伐被后秦安置在成纪一带的鲜卑越质部首领屈机
Pe¬QÇXÅ®³8´Bµ¶·¸8ÁÂ¹º
（或称诘归）等
１０ õ8¡'½Ê¾R
余部落，迫其归附。九月，又分军
»È¼¥ #+
!&'¿G
攻略陇西、南安、略阳诸郡，所至除劫掠财物外，还
oò57I¡ÇIòó#q'ÏëÀÁÂÃÄg'Å

投降。九月，王统亦降。姚苌以姚硕德为都督陇右
ÿR !&'A4"R ÃÄ@ÃZÌ./Y56
#GIC7FGIQdxyIÂ$DÀ%&'½ü
诸军事、征西将军、秦州刺史、领护东羌校尉，镇守

上邦。同年十月，前秦南安王（治今陇西县东）苻登
p!R k"&'(Q¡ÇA'157rDU(
L8op!R ÃÄ)p!çè*'+LGíÇî¡
率部攻上卦。姚苌恐上邦不能支，亲率军自安定南
,-.R /G^ô01Åp!r7'¬QG
下赴援。两军战于胡奴阜（在上卦县西），后秦军

挟迁
万户民众于苑川（在今榆中县，时为西秦
ÆÇ２．５
%$" OöÈÐ^Él
Å1Ê~r'*.7Q
/YH#Ë1ÌÍR "*## "'7QGW
都邑）和袍罕（今临夏）。次年（４１１年），西秦军再次
DN'8*Î¬QòóûüÃ_^ÏóÐÅ1Ñ
东出，一支围后秦略阳太守姚龙于伯阳堡（在今麦

败，被杀
万余众，姚苌亦被苻登将嗾青射伤，退
]'ei %２ OõÐ'ÃÄ"eU(F2345'6

积区伯阳镇），姚龙败，突围而走；另一支攻后秦将
ÒÓÏó½'Ã_]'Î÷dÚÔ8*o¬QF

保上邦。十一月，因苻不被杀，苻登在南安继立为
7p!R 8&'9U:ei'U(Å¡Ç;<.

AÕ^ÖÓ01×ØrÓ'AÕ"]R 7QÇ
王憬于水洛城（即今庄浪县城），王憬亦败。西秦迁

前秦帝。次年（３８７
(QÉR "!(' 年）春，苻登封割据仇池的杨定
"='U(>?@ABî

和县）北上，向后秦所据天水、略阳
HrIp'J¬QÏIòó % ２郡进逼。四
qKR ¿

!+++ 户于谭郊（在今临夏西北），４０００
ö^ÙÚÅ1ÌÍ7I'*+++ õÛëÉ
民È３０００
余家至苑
川。西秦永康二年（４１３
"!&'7Q½DFGi
lR 7QÜÝ%"*#! 年）三月，西秦镇东将军乞
jÞ9AßàLN # OD,' ·]+ Á
伏昙达与王松寿率骑１万东下，击败显亲休官首

以名号，相约共攻后秦。旋即杨定从历城（在今西
@CD'T¦Eo¬QR F0îÛGÓÅ17
月，姚硕德势孤，撤出陇右，屯守泾阳（在今平凉西
&'ÃZÌLM'|N56'OüPóÅ1Q)7

Â¢áâIµ]ô8^ãäl¦Å1QÇIb
领权小郎、吕破胡部于白石川（约在今秦安、清水

北）。秦州东部遂为杨定所据。建初四年（３８９
IRQdD8¹.îÏR¾¿"!() 年）八
"ì

界），俘获万余人，进占白石城。休官另两头领权小
R'fåOõj'vãäÓR  Ô/æÂ¢á

月，后秦军在大界（位于陇东与陕北间）击败符登
&'¬QGÅERS^5D9TIU·]U(

成、吕奴迦率众２
万余户据白坑拒西秦军。乞伏昙
®Iµ0çLÐ % Oõöãè\7QGR
ijÞ
达又督军破白坑，杀权小成、吕奴迦及部众
４７００
YG]ãè' i¢á®I µ0çé8Ð *'++

8¬'ÃZÌVéWo56'XQd#YüGR !
部后，姚硕德趁胜再攻陇右，置秦州诸邑守军。九
&'îLGo¬Q'ZOü5ÓBÃZÌÛËÃ
月，杨定率军攻后秦，斩屯守陇城的姚硕德从弟姚
['f½üÒÓBÃ\0R ÃÄFGA]^YG
常，俘镇守冀城的姚邢奴。姚苌遣将军王破虏督军
_Qd'9î^`0aÅ1b'A]^E
救秦州，与杨定战于格奴坂（在今清水），王破虏大

败，仍走安定。杨定遂再据今天水境，称秦州牧、陇
]'cdÇîR î¹W1'ÈQdeI5

人。陇右休官诸部见西秦势胜，悉降。
jR 56 #8ê7QLé'ëR

夏兵劫掠清水
=>?<@" 十六国战事。夏龙升四年
; R Í_ ì¿ "
*#+ "!&'ÅEÓ
1íîïðñsòÈ
（４１０
年）三月，在大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称天
AIEa^÷<;Bó0ôõööL¨¡,'
王、大单于而立国的匈奴豪强赫连勃勃率兵南下，

! !" !
－６２－

B
军A 事

经平凉直入陇右，破白崖堡（在今清水西北），劫掠
!"#$%&'()*+,-./01234567

附，并撤兵还仇池。今天水遂属北魏。
i5jÎUkxy@ /î1~<3;@

清水（时为县，属略阳郡）。后秦略阳太守姚寿都见
0189:;5<=>?4@ AB=>CDEFGH
其势盛，弃城逃匿上卦。赫连勃勃纵兵劫掠后，挟
IJK5LMNOP!@ QRSSTU67A5V

杨难当兵败上卦
23456&! 南北朝战事。北魏太武帝
3:op@ 3;Câ]
太延五年（４３９
年）三月，因拓跋焘封杨难当兄之子
CHàu-$)* u±Jv5ÛDEFG³Ük·)
杨保宗
（杨保宗因杨难当夺取继承权而衔恨于杨
³lm ³lmÛ³ÜCº¢nojpqì³
难当，故背杨难当而附北魏）为武都王，命守上邦。
Ü5rs³Üji3;±:âGÁ5tDP!@

迁W１．６
万户居民北返。后秦帝姚兴闻讯，率军追击，
!"# XYZ[3\@
AB]E^_`5abcd5
efghijk@
至安定不及而还。

赫连勃勃劫掠上卦
!"##$%&! 十六国战事。夏凤翔四
lmnop@ qrst
u8$!# u4mv5QRSS_AB&'Dbwxy
年（４１６
年）六月，赫连勃勃闻后秦陇右守军与仇池
Uzo5{MP!|}5~a ４$ XU5
兵激战，州城上邦空虚，遂率
万骑兵兼程南下，
包围上卦。时后秦上都守将姚嵩等西拒仇池兵，秦
 P!@ 9ABP!DE2xyU5B
%& 日，终难抵
5
{EbGMb[D5２０
州刺史姚军都督城内军民坚守，历
qb5M~D@
q%M5
拒夏军的凶悍进攻，城遂失守。夏军入城，尽杀包

杨难当于十二月率兵数万攻上卦，杨保宗即求救
³ÜìlIvaUuXP!5 ³lmvwx
ìDEF@ xybeP!5bM@ 3;D
于拓跋焘。仇池军进至上卦，督军攻城。北魏将拓
Eyz-{L°|z±-}~a 
跋意头（又称元勿头）遣部将吕罗汉率精骑千余出
城猛冲仇池军，所至无人敢阻，直突入中军，击杀
Mxyb5Òe 5$%õb5d

杨难当左右骑
@ ³Ü¤5bKl@ 
³Ü.'８+ 人。杨难当大惊，急收军自保。适
拓跋焘遣使送劝降书至，杨难当上表认罪，再次撤
DEF-3be5³ÜPh5#Î

括姚军都在内的全部
EG. ５０００
'&&& 余将士，继则大肆劫
¡( ¢£¤¥6

Ukxy@
兵还仇池。

掠，最后践毁城垣，始满载北去。
7(¦A§¨M©(ª«¬3@

&!789:;< 南北朝战事。北魏统治
3:op@ 3;9
上卦东城民众起义
B{A5T[5zY[ðZ@ C
秦州后，官吏常施暴政虐民，激起民众的反抗。太
武帝太平真君初年，即有休官人李丰、屠各人王飞
â]C"u5vÝT ¡Ï¢ÑÁ£
廉等率
¤a８０００
+&&& 余家在上邦据险起事，反对官府。起
¥.P!?¦Yp5Z§T¨@ Y
事虽不久即被镇压，但酝酿着更大的起义。太平真
p©hªvÆù«5¬®¯°¤YN@ C"
君七年（４４６
\u-$$# 年）三月，金城人边冏、天水人梁会率
u±Jv5±M²$Ïî1³´a
B{¯µ{¶[X Y5?P!¾MYN5Z§3
秦州和益州流民万余户，据上卦东城起义，反对北
;95É2M5Æ3;ù2bÏBµI{
魏统治，攻逼西城，被北魏镇西将军
、秦益二州刺
Ïî1²G·¸dÞ@ ²$a $&&&
史、天水公封敕文击退。边冏率
４０００ U#
精兵再次攻
2M@
G·¸4¹RåìM5cdº»Å
西城。封敕文以轻骑设伏于城内，再令出击者佯败
%M@ ²$h¼½¾5ðcd5:åÒ5ð
入城。边冏不知是计，督众追击，为伏骑所杀，部众

竹岭之战
'()* 十六国战事。后秦永和元年（４１６
lmnop@ AB®¯°u-$!#

年）六月，仇池公杨盛趁后秦帝姚兴新逝之机，欲
u±mv(xy²³K´AB]E^µ¶·¸(¹
北上取秦州。军至祁山（今礼县东北），后秦建节将
3PºB{@ be»¼-/½;¾3±5AB¿À
军王总率军抵拒，结果失败被俘。旋进逼秦州，后
bÁÂab5ÃÄÅÆÇ@ ÈÉB{5A
秦后将军姚平率部迎击，仇池军恐不利，遂向南撤
BAE"aÊd5xyËhÌ5~ÍÎ
@ ÈP!DEÏ&2CDEBGÏ=>CD
去。旋上卦守将姚嵩、陇西太守姚秦都、略阳太守
ÁÐÑaÒÓUe5wE"Ôcxy@ eÕ
王焕各率所部援兵至，与姚平军共追仇池军。至竹
岭（在今秦州区西南），与仇池军战，结果失败，姚
Ö-./B{×2±5wxyo5ÃÄÅ5E
嵩、姚秦都、王焕皆战死。只因当时有赫连勃勃所
ÏEBGÏÁÐØoÙ@ ÚÛÜ9ÝQRSSÒ
aqU.P!5xy~Þ@
率夏兵在上卦，仇池军遂退。

西秦取上卦
+,- &! 十六国战事。西秦永康五年
lmn op @ 2B® ßà u

战死者不计其数，梁会奔北岭。时上卦南城（上卦
oÙºh¾Iu5³´¿3Ö@ 9P!M-P!

（４１６年）四月，西秦襄武侯乞伏昙达与平东将军王
8$!# u±tv52Báâãäåæçw"¾bÁ

松寿率骑兵
万攻上卦，后秦秦州刺史姚艾率军
èFaU １! XP!5
ABB{Eéa

城即今天水市秦州市区，时筑有东、西、南
Mv/î1ïB{ï×59ÀÝ¾Ï2Ï３) 城）亦
M±Á
为民众所据。封敕文又分兵
:[ðÒ?@ G·¸{ÂU２００
%&&人，突入南城，烧
5%M5Ã

拒战。两军遇于蒲水（在今天水市西部），后秦军大
o@ êbëìí18./î1ï2±5ABb¤
败，姚艾率众退守上邦城。西秦军进至大利（《水经
Å5EéaðÞDP!M@ 2Bbe¤Ì8
ñ1ò
注》中有大利，在今麦积区伯阳镇），破黄石、大羌２
óôõÝ¤Ì(./ö÷×ø>ù4()úûÏ¤ü %

其门楼，入城追杀千余人。起义者见城已破，聚集
IÄÅ5%Mc @ YNºHMÆ)5ÇÈ
北岭，推梁会为首领，继续抵抗。五月，封敕文督军
3Ö5É³´:ÊË5¢Ì@ àv5G·¸b
攻北岭，彻夜激战。次日晨，梁会率众突围，结果遭
3Ö5ÍÎzo@ #Ï5³´að 5ÃÄÐ

戍，然后挟迁
户居民于袍罕（今临夏市）。次
伏击，死者大半，被俘四千余众。梁会知大势已去，
ý(þAVW ５０００
'&&& Yÿ[ì"!
-/"qï±@ #
åd5Ùº¤Ñ5ÆÇt ð@ ³´¼¤JÆ5
u-$!( u±lv52BÁäå$%
-äå&' $!%
2Òõ5 ðØÆ"g@
年（４１７
年）十月，西秦王乞伏炽磐（乞伏乾归
４１２ 往走汉中，余众皆被平定。
u(5)$%¢±_¾*b%+õ,AB5~-.
=>9?;@/ 南北朝战事。北魏时，秦州
3:op@ 3;95B{
年卒，子炽磐继）闻东晋军入关中灭后秦，遂遣左
略阳民屡起反魏
/0äåæçÏ'/0°1ab2P!@ P!ù 略阳郡（治安戎，在今秦安
=>?-fÓ5./BfÏ01Ô±:Õ[Ö×ÿ
丞相乞伏昙达、右丞相元基率军往攻上卦。上卦镇
、清水间）为多民族杂居
Eéhoj3@ äå$%4Eé:5¾¤bÏ
Ø×5 [ðÙI½Ñ×ÚÖh9Yp5 Z3
将姚艾不战而降。乞伏炽磐以姚艾为征东大将军、
地区，民众尤其是各杂夷部族不时起事，反抗北
B{657ùP!@ e859B{Ò9î1Ï=>Ï
;@ Câ]C"\u-$$#年），略阳人王元达
u±5=>Á°ç
秦州牧，仍镇上卦。至此，时秦州所统天水
、略阳、 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４４６
聚集休官、屠各之众，推王宦兴为秦地王起事，攻
?Ø'<2B@
ÇÈTÏ¢Ñ·ð5ÉÁÛ^:BØÁYp5
fÏ&2 $
南安、陇西
４郡皆归属西秦。
< tu-$)! 年），夏主赫连定从上邦西撤后，仇
u±5q=QRg>P!2ÎA5x
神魔四年（４３１

=MÜ@ ;ù2bÏBµI{G·¸w"Ý
略城邑。魏镇西将军、秦益二州刺史封敕文与临淮
²Þabef5e=>5Á°ça ３０００
)&&& Þ
公莫真率军讨伐，进至略阳，王元达率
人退

池公杨难当进据今天水。时北魏忙于与南朝宋争
y²³Ü?/î1@ 93;@ìw:AB

屯松多川（在今张家川北部）据守。魏军追至，大败
ßèÕà-./á¥à3±?D@ ;bce5¤Å

北魏讨伐杨难当
./01234 南北朝战事。北魏太武帝
3:op@ 3;Câ]

夺关东，太武帝拓跋焘遂封杨难当为征南大将军、
C+¾5Câ]DEF~G³Ü:5¤bÏ
南秦王。太延二年（４３６年）三月，杨难当自称大秦
BÁ@ CHIu-$)# u±Jv5³ÜKL¤B

王元达，尽俘其众，起事失败。孝文帝太和元年
Á°ç5 ÇIð5 YpÅ@ â¸]C¯°u

王，改元建义，立妻为皇后，子为太子，设百官，皆
Á5M°¿N5OP:QA5):C)5RST5Ø
Uî)·V@ 8WXYDEFZ[5ì\v]^
如天子之制。此举引起拓跋焘反感，于七月派骠骑
¤bÏ_"ÁDE`Ïabcd#bef@ 3
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尚书令刘絜督军讨伐。北

（４７７
年）春，略阳民王元寿聚众 '&&&
５０００ 余家起事反
-$(( u±ã5=>[Á°FÇð
¥YpZ
魏，称冲天王。魏秦益二州刺史、武都公尉洛侯率
;5LîÁ@ ;BµI{ÏâG²äåãa
b d5YpºÅ@ âæ]®fuÔ-'%+ç')&
军围击，起事者失败。孝庄帝永安年间（５２８—５３０
u±5=>ÁèéaðYp5=MÜ5Øêhë
年），略阳人王庆云率众起事，攻略城邑，地方不能

魏军进至略阳（今秦安东北），杨难当惧。上表降
;be=>-/Bf¾3±5³Üg@ Ph3

V@ ®fJu-')& u±mv5ìí"-/îqïð±
制。永安三年（５３０年）六月，前高平（今宁夏固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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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
起事者万俟丑奴的部属万俟道洛率数干人投王庆
!"#$%&'()*$%+,-./0123
云。王庆云顿感实力大增，遂于水洛城（在今庄浪）
45 2346789:;<=>?,@ABCDEF

称皇帝，以万俟道洛为大将军。七月，魏骠骑大将
GHI<J$%+,K:LM5 NO<PQR:L
军、雍州刺史尔朱天光驱关中兵上陇讨伐，围水洛
MSTUVWXYZ[\]^_`abc<d?,
城。万俟道洛出城，被射伤。时城中缺水，至夜，王
@e $%+,f@<ghi5 j@^k?<lm<2

攻岐州，俘元志。元诩又以尚书左仆射
、齐王萧宝
¡U<ÒBu @âJFGhS2
夤为西道行台、大都督，统魏军围击。正光六年
[Ç
KD+Ê3S :®¯< õPMdÈu
（５２５年）正月，萧宝夤以崔延伯为征西将军、西道
A$'$ F O<JKCDLMSD+
都督，率军
５ $¡%M<>U?<%M:
万攻义军，战于岐州黑水谷，义军大
®¯<-M $
败。莫折天生率余部撤回秦州，并塞陇道以拒魏
Éu ùúZ8-Ú)U< a+JP

魏军入城，尔朱天光将降者及城民悉数坑杀，死者
PMv@<XYZ[Lw#x@yz.{|<}#

军。孝明帝孝昌二年（５２６
Mu ?I?¤A$'&年），义军将吕伯度据显
F<%MLIÁ
亲（即显亲县，属秦州天水郡）叛莫折念生，旋为莫
Aq!<*UZ?ÿF ùú78<Kù

!"# $0u
达~１．７万人。

折念生击败，往投高平胡琛，胡琛遂以吕伯度为大
ú78ÈÉ<1+)¡<)¡=JIK:

庆云、万俟道洛率众突围，待出城，即为伏兵所擒。
34S$%+,-nod<pf@<qKr_stu

吕苟儿秦州举义
&'()*+, 南北朝战事。北魏宣武帝
"u PI
F O<U02AG2
A$%& 年）正月，秦州屠各人王智（或称王
正始三年（５０６

法智）聚众
人反魏，号称王公，旋推举秦州主
Fn ２０００
'%%% 0P<G2<U
簿吕苟儿为主，改元建明，继而率众攻逼州城（今
K<< -n¡¢U@AC
U@£Fu ¤O<PI¥¦§¨©LM
秦州城区）。二月，魏宣武帝元恪诏令右卫将军元
ªK«¬®¯S UVW< °±²³´-Md
丽为使持节都督、秦州刺史，与别驾杨椿率军围
攻。时陇右民众响应起事者甚众，吕苟儿遂率众
１０
¡u ja¨ynµ¶!"#·n<=-n !%
万屯孤山（在上卦城附近），攻城甚急。不久，元丽
$¸¹ºAB`!@»¼F<¡@·½u ¾¿<ª
军至，吕苟儿命各部据守险要与魏军对峙。六月，
Ml<À)ÁÂÃÄ°PMÅÆ5 ÇO<
元丽督军出击，起事民众大败。行秦州事李韶率众
ª¯MfÈ<!"yn:É5 ÊU"ËÌ-n
ÍÎ¡Ï¹º5 PMÐÈ３０(%里，俘吕苟儿父母、妻
Ñ<ÒÓÔSÕ
趁胜攻克孤山。魏军追击
0<×ÚÛw5 
Ö<|×ØÙ $ 0S)* &%%%
子，杀其首领５人、部属
６０００人，其余归降。吕苟
- ３０
(% ÜÝÙÞßu
ª¯MÐÈ<àáâã|
儿率
名头领遁走。元丽督军追击，沿途又枉杀
äåæç７００
#%% 余人。七月，吕苟儿率众投降，起事
Ú0u NO<-n1w<!"
无辜百姓
èÉu
失败。

都督、秦王，助以兵马使攻莫折念生，吕伯度再入
®¯S2<¢J_£«¡ùú78<Iv
秦州，击败义军将杜粲，复据显亲。九月，吕伯度又
U<ÈÉ%MLî¤<¥Áu ¦O<Iâ
叛胡琛，降于萧宝夤。萧宝夤以行台左丞崔士和守
)¡<w>u JÊ3§¨;Â
秦州。莫折念生见进入陇右的魏军势弱，率部再
Uu ùú78©Kva¨(PMQª< -)
起，俘杀崔士和，并遣使通于高平胡琛，与其合作
!<Ò|¨;<A««>+)¡<°×¬
ñPu ?A$'# F O<%Mfaº<B
抗魏。孝昌三年（５２７年）正月，义军复东出陇山，在
泾川（治泾川县）击败萧宝夤部，其势复振。旋东
®¯Aö®¯!FÈÉ)<×Q¥°u 
下，东秦州（治今陇西县）刺史潘义渊举州投降，再
<UAöCaD!FVW±%²U1w<
取岐州，进逼雍州（治今长安），关中震动。九月，义
³U<K¢TUAöC´µF<]^¶·u ¦O<%
军将领常山王杜案率众袭杀莫折念生及眷属，自
MLÙ¸º2î¤-no|ùú78x¹*<º
ÊU"<A«©gwu %Mg¯M
行秦州事，遣使往见萧宝夤请降。义军被萧宝夤督军
»ÈÉu
各个击败。
123456-78 南北朝战事。孝武帝
"u ?I
宇文泰讨伐侯莫陈悦
¼½A$() F O<P®¯a¨JM"S
永熙三年（５３４年）正月，北魏都督陇右诸军事、秦
UVW¾ù¿ÀÁ|]^:Ê3ÂÃÄ< -)¸
州刺史侯莫陈悦诱杀关中大行台贺拔岳，率部屯

莫折大提秦州起义
-.#/)*0, 南北朝战事。北魏正光
"u P [

兵水洛城（今庄浪县城）。贺拔岳部属誓为其报仇，
_?,@ACDE!@Fu ÂÅÄ)*ÆK×ÇÈ<

五年（５２４年）六月，秦州城薛珍、刘庆、杜迁等为反
éA$') FÇO<U@êëìí3SîïðK

共推夏州刺史、武卫将军宇文泰为大都督讨伐。四
É-UVWS©LMÊËÌK:®¯bcu Í

抗州刺史李彦的残暴统治，聚众突入州署，擒杀李
ñUVWËò(óôõö<novU÷<t|Ë

月，宇文泰统贺部诸军兼道上陇。侯莫陈悦闻讯，
O<ÊËÌõÂ)JMÎ+`au ¾ù¿ÀÏÐ<

颜。旋推举莫折大提为帅，号秦王，分众攻略郡、
ø5 ùú:ûKü<2<ýn¡þÿS

知难拒敌，遂留一部军守水洛，自率众南撤略阳
ÑÒÓ< =Ô')MÂ?,< º-nþ
（在今秦安东北）。宇文泰进趋略阳，侯莫陈悦又南
ABCµFu ÊËÌKÕþ <¾ù¿Àâ
下，走保上卦（今秦州区），召秦州刺史李弼协守城
<ßÖ`!ACU£F<×UVWËØÙÂ@

县，秦州属地很快为义军所据。莫折大提命卜朝
!< U*"#$K%MsÁu ùú:ûÀ&

（一说为卜胡）率众攻高平（今宁夏固原）。卜朝大
A'(K&)F-n¡*+AC,-./Fu &:

主要部将皆封为王，北魏孝明帝元诩遣雍州刺史
Ä)L=>K2< P?I@ATUVW
元志为征西都督，率军围攻。七月，又命吏部尚书
BKCD®¯<-Md¡u NO<âÀE)FG
元修义为西道行台、行秦州事，节度诸郡进兵。八
H%KD+Ê3SÊU"<IJÿK_u L
月，元志、元修义所统魏军皆集关中西部，但摄于
O<BSH%sõPM=M]^D)<NO>

垣。李弼遂密派人往见宇文泰，表示愿为内应，侯
Úu ËØ=Û0©ÊËÌ<ÜÝÞKß¶<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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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陈悦亦料上卦难保，不敢入城，乃率众并屯南
ºu xÊËÌMl<ËØf@ãwu ¾ù¿Àä
山。及宇文泰军至，李弼出城迎降。侯莫陈悦欲下
ºoÈÊËÌM<¾á)nåºæç<gè-.Ü
山袭击宇文泰军，不料部众先自溃乱，被迫率数名
éêëM ß<Bºìíîï<{Ð_l<=º
随从弃军而走，在山谷盘桓多日，后追兵至，遂自
ðu ÊËÌv`!<JËØKUVW<§Lsñ
缢。宇文泰入上卦，以李弼为秦州刺史，令将所收

义军声势，不敢前进。当时除莫折念生据有陇右东
%MPQ<¾RSKu TjUùú78ÁVa¨W

¾ù¿Àòóôõö÷¨6<øùúû¾³<侯莫陈悦府库财物尽赏士卒，己则秋毫不取，旋率

部外，陇东以及关中北部皆有大股民众反魏，关陇
)X<aYJx]^)=V:ZynP<]a

MWü]^u
军东返关中。

败北魏军，杀镇将赫连略、行台高元荣。莫折大提
ÉPM<|0L12þSÊ345u ùú:û
6<×Öùú789GI<Z<:;<x
卒，其子莫折念生继立称帝，改元天建，兄和弟及

间到处爆发反魏起事。
员外散骑侍郎李苗向元诩
[\]^_P!"u `XaRbcËde@

薛举建都天水
9+:;!" 隋代战事。炀帝大业十三年
ýþ"u ÿI:!"

上疏，请命偏将率军从麦积崖（今麦积山石窟）袭
`f<gÀhL-MijklACjkºmnFo

击义军大本营上卦。元诩依其议，诏命李苗为统
È%M:pq`!u @r×s< ¦ÀËdKõ
军，与将军淳于诞选梁、益州精壮，依其道西进。后
M<°LMt>uvwSxUyz<r×+DKu {

（６１７年），汾阴（在今山西省南部）人薛举时居金
A&!# F<#$ABCºD%)F0êj&'
城，见民众纷起，遂与其子薛仁杲并
１３ Ü+,
名亲信囚
@<©yn(!<=°×Öê)* !(
禁郡、县官员，开仓济民，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
-ÿS!.`</01y<GD22<3u

因故未至上卦，南下与东益州刺史魏子建合军，转
|}~l`!<°xUVWPÖM<
a<d¡UAöCD;F!"#u PM¾
战陇南，围攻南秦州（治今西和）起事者。北魏军不
RK<ùú78×:S 2ùúZ8-nof
敢进，莫折念生派其兄、高阳王莫折天生率众突出

旋派薛仁杲率众东下趋天水（时为郡，治今天水
ê)*-nWÕZ? AjKÿ< öCZ?
4Fu 5$¡ÁZ?<JZ?K®u 6"¤O<ê
市）。很快攻据天水，以天水为都。同年十二月，薛
ê)*-n7aº¡89AjKÿ<öCD
举派薛仁杲率众越陇山攻扶风（时为郡，治今陕西

陇山，元志军败，撤往岐州（今陕西凤翔），义军再
aº<BMÉ<UACDF<%M

凤翔）。其时唐王李渊拥代王杨侑为隋帝，遂遣次
:Fu ×j;2Ë²<þ2³=Ký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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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
军

子李世民往拒，大败薛仁杲。次年（６１８
!"#$%&'()*+,- ./0!"#年）六月，薛
/123'*
举又派薛仁杲趋陇东，欲攻长安。八月薛举病卒，
456*7,89:';<=>- ?3*4@AB
薛仁杲于折塘城（在今泾川县东）继位。延至十一
*7,CD!EFGHIJK:1LM- NOPQ
月，李世民统军击败薛仁杲，天水郡归属于唐。
3BRSTUVWX*+,BYZ[\]C^-

雄军节度使王承休谗言，率数万之众欲往秦州游
VÁÂÃû B Ç;%z

!"#$%& 唐代战事。唐高祖武德年间，
^_`a- ^bcdefg'
突厥兵扰秦州

乐。十月，王衍一行北达利州，始闻后唐军已入凤
¾Í P3BûQKhzBè^V'
州，武兴军节度使王承捷投降了唐军，遂止秦州之
zBdsVÁÂÃû ¢¦^VBáÌzÇ
行，急忙赶回成都。不久成、阶等州相继失陷，王承
KBê¿Í s¯ê{cziLùBû
休召副使安重霸商议抵挡唐军，安重霸便以入卫
ÃÕ ¡^VB Õ¢ò

北方突厥占据今蒙古中西部，不时南下骚扰关陇
hijklmHnopqrB stuvwxy9

京城为由送王承休取文、扶州道回成都，待王承休
£EÔ:¤û Q¥{¦z§ê¿B¨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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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武德九年（６２６年）五月，南下突厥兵直进至

去远，安重霸即以秦州降唐。同年十一月，唐军攻
©ªBÕ°òz¢^Í PfPQ3B^V<

zhr| 3B^ VV
秦州北部。七月，唐右骁卫大将军柴绍奉命率军讨

ê¿BAB«Í s¯Bè^YVÑÀÔd
入成都，前蜀亡。不久，后唐将天雄军改置为武雄

伐，击败突厥兵，斩特勒（
领兵者）１ BA
名，士卒千余
BWXjkB01%

军，仍统秦、成、阶三州。
VBdU{ê{3zÍ

Bh|
人，余众北遁。

%&34567 北宋战事。宋太祖建隆二
h¬`aÍ ¬cú®&
秦州木材争夺战

原和新疆大部，不久即从青海湖一带向东扩张，直
«¬®rBs¯°¤©±²Q³´:µ¶B

年（９６１年），尚书左丞高防出知秦州。高防因州西
fF+!% f1B¯G°±b²³´zÍ b²µzq
北夕阳镇（今麦积区新阳镇）以西皆为森林，木材
h¶r·FH¸¹ºr·1òq»Ô¼½B¾¿
ÀkBÁÂÃ;ÄÅÆBÇa¾BÈëíZÉÇ
甚多，便募役设采造务，专事伐木，借渭河水运之

吐蕃侵据陇右
'()*+, 唐代战事。唐高宗咸亨元年
^_`a| ^bf
（６７０
年），吐蕃攻降西域，从而占据了整个青藏高
¡<¢q£B¤¥lm¦§¨©ªb
F!&' f1B

逼陇右。玄宗开元初，于鄯州（治今青海乐都县）置
·9- ¸¹ºBC»zF¼H½±¾¿K1À

便供给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建筑之需。高防还
ÁÊË£EÌhFHíu¹Í1úÎÇÏÍ b²

陇右节度使，统一指挥对吐蕃战事，吐蕃东扩之势
9ÁÂÃBUQÄÅÆ ¡`aB ¡:µÇÈ
才得遏止。玄宗天宝十四载（７５５年，时改＂年＂为
ÉÊËÌÍ ¸YÎPÏÐF&(( fBtÑ
Ò
fÓÔ
＂载＂），安禄山拥兵叛唐，关东大乱。不久陇右唐兵
Ò
ÐÓ1BÕÖ×ØÙ^By:Ú- s¯9^
被调潼关参加平叛。吐蕃兵遂不断向北、向东推
ÛÜÝyÞßàÙÍ
¡ásâ´hã ´:ä
BOåæfF&!' f1lmH½±:r- ç
进，至肃宗上元元年（７６０年）占据今青海东部。其
èB4´9ä- OÎéfF&!$ f1B9
后，大举向陇右推进。至宝应元年（７６２年），陇右

在其地筑定西寨，派军驻守。在伐木过程中，采造
G_öÎÐqÑB6VÒ4Í G¾ÓÔpBÄÅ
务向西开拓至原伏羌境。时居伏羌的吐蕃部落亦
Æ´q¹ÕO«Ö×ØÍ tÙÖ×ó ¡rÚÛ
借木材之利为生，部落头领尚波于以宋设采造务
È¾¿ÇÔÜB rÚÝ¯ÞCò¬;ÄÅÆ
侵犯吐蕃部落利益为由，于建隆三年（９６２
ßà ¡rÚáÔ:BCú®3fF+!$ 年）联络
f1âã
räå<WÄÅÆBæQÉç¾èBéêÃ
部族共千余人攻击采造务，夺取运输木筏，杀伤役

秦、成、渭
、岷、河、洮 、岩 、叠诸州和以北的原、会州
{ê{ë{ì{í{î{ï{ðñz¬òhó«{ôz
f1B^ûüý ¡GþZôÿB!" ¡lm9
年），唐王朝与吐蕃在清水会盟，承认吐蕃占据陇

Í t¬ëìí-.qr®îBïðñòèó
余人。时宋廷无意收复西部疆土，赵匡胤闻报后恐
b²ô³õö÷øB
°6z{ÃùëúÔdV
高防惹出边界纠纷，即派枢密使吴廷祚为雄武军
ÁÂÃ{´zBQ_b²Í ùëúû7èBüýÛ
节度使、知秦州，取代高防。吴廷祚到任后，释放被

右，从此秦州隶于吐蕃。宣宗大中二年十二月（８４８
B¤#z$C ¡Í %p&fP&3F#*#

俘吐蕃人，并赐给锦袍、银带以示安慰，还撤销了
U ¡BþÿË!"{#³ò$Õ%B&'¦

年
f １% 月），唐凤翔节度使崔琪奏请收复陇右，旋督
31B^'(ÁÂÃ)*+,-.9B/0

ÄÅÆÍ ¯ÞCÔ()¬ëüýU*Bëíòu
采造务。尚波于为感谢宋廷释放俘虏，将渭河以南

军西进，先克清水（今清水县）。大中三年（８４９
VqB12þZFHþZK1Í p3fF#*+ 年）
f1

Ö×ö\C¬Í
伏羌地归还于宋。

二月，秦州吐蕃守军愿以地归唐。七月，新任凤翔
&3Bz ¡4V5òö\^Í 63B7'(
节度使李砒率军接收秦州。
ÁÂÃR"V8-zÍ
前蜀攻取秦州
-./0%& 五代战事。五代初期秦州由
~_`aÍ ~_º9z:

曹玮讨伐吐蕃兵
89:;'(< 北宋战事。北宋真宗大中
h¬`aÍ h¬+p
祥符八年（１０１５年），吐蕃赞普（国王）后裔确厮啰
,-?fF%'%( f1B ¡./FCû1è0#1$
联合一些部落，聚众至数十万在宗哥城（在今青海
â2Q3rÚB4OPG5EFGH½±

;<C'(ó=ûR>?U@Í ABF~_PCÇ
设府于凤翔的岐王李茂贞统辖。前蜀（五代十国之

q6\:u1ú789Í üë:;ÔI{«{<{
西宁市东南）建立政权。朝廷命曹玮为泾
、原、仪、

QBtmHÏJ1DE~fF+%( 年）八月，蜀主王建
f1?3BBFûú
一，时据今四川）永平五年（９１５
òpGHûIÔhJKL¿MÀÃ{ pGHû
以中书令王宗缩为北路行营都制置使、中书令王
NÔOÃBPVhæQzÍ PQ3BBV
宗播为招讨使，同率军北上取秦州。十一月，蜀军
GRSTWX=4VBUz4RVWBXYQ
在金沙谷击败岐守军，俘秦州守将李彦巢，趁胜取

渭、镇戎缘边安抚使兼知秦州，加强边地防卫。次
ë{·=>õÕ?Ã@´zBßAõö²Í .

òõíqñöB÷Ô ¡øù- eúpÏfF&#)
以及河西诸地，尽为吐蕃所陷。德宗建中四年（７８３

AÍ b²H4V³`BWX¯ÞCBU_r]ÏP
卒。高防令守军出战，击败尚波于，俘其部属四十

fBB%1&6CÞDEFFmCÞDE1{GHI
年秋，确厮啰派马波叱腊（或称马波叱腊）、鱼角蝉
cJ{í{îcö ¡rÚKOÖ×BL
等率兰、河、洮等地吐蕃部落计数万众至伏羌，声

州城，至上染坊（在今天水市西南）。岐秦州节度使
zEBOæZ[FGHYZ\qu1Í =zÁÂÃ

MGNO<lzFt;¼Hzº1BGz
言要在数日内攻占秦州（时设治今秦州区），在州
EôñÍ P;QBýR@bLS{¿TûU
城大会诸将。曹玮闻讯，与钤辖高继忠、都监王怀

李继崇遣其子李彦秀迎降，今天水市大部遂归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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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率守军设伏于三都谷（或称二都谷），待吐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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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甘谷、武山等地时仍属吐蕃）。

至，即大举出击。吐蕃兵措手不及，大败北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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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取陇右
120+, 五代战事。后唐同光元年（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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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被杀者千人，损失牛马杂畜、器杖计３
万多。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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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河东节度使李存勖与后梁相持多年后于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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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叱腊不甘失败，安营野吴谷，欲伺机再战。曹玮
ÞDEsbXBÕLaùTB;bcd`Í P;

（今河北大名
）称帝，建国唐，史称后唐。不久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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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以洛阳为都。李存勖欲兴复唐业，在统一黄河
hBòqrÔ¿Í Rfg;s.^tBGUQuí
流域后转而攻取陇蜀。后唐同光三年（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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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其子魏王李继岌为西川四面行营都统、枢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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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郭崇韬为西川东北面行营都招讨，统军从散关

选
名精壮之士突入其营，砍毁栅栏，捣其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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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攻蜀。蜀主王衍就在后唐进军之际，还听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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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获牲畜甚多。秦州以西吐蕃部落震动，纷纷表

示愿纳贡归附，确厮啰再未敢东犯。曹玮督军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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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以西尚未归附的吐蕃部落，先击破居住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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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今甘谷县西）境内的陇波、他厮麻两部族，斩
$''人。真宗天禧元年（１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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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忠义民兵进取莲花城（属秦州成纪县，在今秦安
境内的鬼留家族。至此，今甘谷境内除北部部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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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北），伪齐泾原第八将严干率兵相拒。次日，伪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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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外，均归于宋。
刘焕败吐蕃
皇祐年
& ' ( ) * 北宋战事。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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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９—１０５４年）中，古渭（今陇西县城一带）吐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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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首领附宋。为通运输之道，陕西转运副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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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秦州范祥募民兴筑哑儿峡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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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qrIst
HIuCvEFoU ?!w@G!"%&年），居住在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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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西界）和古渭寨。皇祐五年（１０５３
渭附近的另一吐蕃部落青唐部头领以宋在吐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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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筑寨为由，集众攻宋，直进至广吴岭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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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武山西），围哑儿峡寨，杀宋军千余人。秦凤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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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师闵率骑来援。吴胜部毫不畏惧，奋勇冲杀，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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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兵终不能支，大败而退。吴胜等率众又向南转战
eBÓÔ8\ÇîåU Õ5ÏØ÷®^;
至腊家城（在今秦安东），忽遇伪齐援兵至，与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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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部将彭宸战死，贺吉被俘后自杀，吴胜率余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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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方山原（在今宝鸡西）。次年八月，吴玢还另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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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领姚仲率部收复陇城县（治今麦积区马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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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刘焕督军击青唐部。吐蕃兵败，被杀

镇），从而使今天水市东渭河南地隶属于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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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再派统制杨从仪率部突袭腊家城，大败伪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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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璘收复秦州城
<!=>569 南宋战事。绍兴五年（１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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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秦州通古渭之道始得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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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月，为分散金国兵力，减轻淮南宋军压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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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广抗击西夏
+,-./01 北宋战事。北宋英宗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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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１０６４—１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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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年），西夏主李谅祚屡次派兵南

陕宣抚副使吴珍阶奉命遣其弟、时任统制关外军马
]ðñ_`%°x±²a H³õna5o
的吴璘和同统制关外军马的杨政督宋军自天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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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劫掠德顺军（治今静宁）以至进入秦州北部（今
北上，攻取秦州城。伪齐守将胡宣大败撤走，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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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境），杀伤居民，当地已归附于宋的吐蕃＂熟
进驻秦州。金陕西经略使撤离喝率部欲复秦州，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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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损失惨重。神宗熙宁元年（１０６８
杨政督军击败。闰二月，撤离喝又与熙河经略使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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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南下，直至大甘谷口寨（在今甘谷北部杨家城
洧合兵趋秦州。吴璘遣牛皓分路截击，行至瓦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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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秦凤路副都总管杨文广率军驰至，依寨抗击，
谷，与金将呼善部相遇，战不利，牛皓和裨将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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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兵不能胜，北去。不久又有万骑西夏兵攻大甘
高万皆战死。不久，宋军见秦州势孤，乃南撤。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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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口寨，都监张守约率宋军迎战，选精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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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袭 七年（１１３７年）十一月，金废伪齐，秦州由金直接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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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射杀一头领，西夏兵退。
治。原伪齐秦凤经略使张中彦又为金守御秦州。吴
234 56 南宋战事。宋高宗建炎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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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兵攻秦州
阶欲趁机收复陇右，派部将郑宗
、李进率军往取巩
（１１３０年）九月，全兵在富平（今陕西富平）击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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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治今陇西县），今武山
、陇西一带，遭金兵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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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统率的陕西诸路宋军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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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宗战死，余众南撤。吴阶遂罢兵。绍兴九年（１１３９
<>;\®YU %ÕÖU 6jê@G!!&$

陇右进军。张浚于十月退保秦州。十一月，金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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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夏间，由于金国朝廷主和派力主将河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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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亭（在六盘山麓，今属宁夏固原）西进，先占德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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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地归还于宋，金兵撤退。宋廷以刘光世为陕西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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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使，主持接收关陇。七月，又以右护军都统制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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璘为秦凤路经略安抚使兼知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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剡家湾之战
?8@:; 南宋战事。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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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兵复入陇右。时秦州宋军防守力量薄弱，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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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今静宁）。张浚率兵千余人又南下走兴州（今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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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略阳）。金兵据德顺后，分兵南下攻略秦州，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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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由宗弼（又名兀术
）统率向西攻略熙、河、秦、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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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高宗绍兴元年（１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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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寨（在今新阳川），都监兼知寨郑涓率军民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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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郑涓袒臂出战，力抵金兵，终因寡不敌众，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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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破。时经数月攻略，秦岭以北陇右各地尽为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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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据。一支金兵还南下至天水县（治今秦州区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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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金兵所据。金统军胡盏、习不祝合兵５
万屯于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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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圈（在今秦安），准备攻取整个陇右。宋四川宣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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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使胡世将依吴璘议，决计先发制人，围歼胡、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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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金兵，收复秦州，遂令吴璘率所部北上，另由杨

镇），俘知县事赵璧和统领官雷震等，大掠后北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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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率部出和尚原作为声援。九月宋军抵秦州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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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守将武谊自知不能拒，举城投降。吴璘留一部守
金兵攻据秦州大部分和巩州（辖今武山）等地后， ûÞ^qöcÓÔ\÷Kø]U &%L1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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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自率主力继续北进至剡家湾（据明《秦安志》，
分派州、县守臣，以降将张中彦守秦州。同年十一
剡家湾在秦安县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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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金又将关陇地赐给伪齐刘豫统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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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家城之战
789:; 南宋战事。南宋高宗绍兴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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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战。及至吴瑞璘约战，金兵仍恃强不备。吴璘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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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年），扼守和尚原（在今陕西宝鸡西南）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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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击，先派统制姚仲与鄜延经略使王彦率所部劫

的宋镇西军节度使吴珍派同统制军马、知凤州杨
营，又派张士廉等取近道趋腊家城附近埋伏。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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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率所部和忠义民兵在大散关（在今宝鸡市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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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相机袭击伪齐军。九月，杨政率所部从陇山西
姚仲、王彦两部危急时，吴璘统军至，金兵终不能
进，抵秦州清水县境，命统制吴胜
、杨从仪、程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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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大败，降者万余人。胡盏、习不祝率余部退入腊
8\Çî\]5ÚU µäaåÓæÏ1å¶

!! !－
－! ６６

' 事
=
军

家城据守。吴璘率宋军趁胜进围腊家城，向城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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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把添奴等率部追击骑兵，杀千余人。杨雄、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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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攻击。双方攻守多日，其城已岌岌可危。突然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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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令宋军即刻南撤，吴璘无奈，只好从腊家城撤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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珪均战死于阵，冯兴率残部南撤成州界。

土，成纪、清水二县及州城属金，天水、陇城二县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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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战皂郊堡
*+,-. 南宋战事。南宋宁宗开禧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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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７年）春，四川宣抚使安丙倡议用以攻为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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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防策略攻取秦州，命沔州副都统制李好义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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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天水县北上。宋军前部进至皂郊堡时，遇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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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陇右 南宋战事。绍兴三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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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平南虎威将军术虎高琪所率大股金兵，双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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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年）九月，金兵再次分路南下，四川宣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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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激战，金兵被宋军伏兵围在中间不能出。术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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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御前诸军都统制吴璘命前军统领刘海、同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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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正、左军统领贾士元率军从成州北上攻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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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军守将萧济投降。宋军入城，以正将刘忠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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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分兵轮流迎战，
又派蒲察桃思刺率精骑从隙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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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阵，绕至宋军后背冲击，宋军溃败，撤出皂郊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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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走。金兵趁势南进，又攻据湫池堡（在当时天水

金陕西统军、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徒单合喜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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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北）。六月双方再次议和，恢复各自原有疆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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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撤出天水县。宋宁宗嘉定九年（１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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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被宋军攻占，急调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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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完颜益都率部进攻皂郊堡，结果被宋军击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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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德顺州治平寨（在今静宁西南）被吴璘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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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主管中军军马的吴挺击败，宋军遂入据治平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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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力西救德顺。吴璘至德顺督战，金兵始不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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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郊堡作为南宋抗金前沿阵地，多次修筑，设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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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达三重，甚为严密。次年（１２１７
ÆmÇ/ÈÞÉaà VW¡%&%)年），金左都监完
Wo/RÊ
颜承裔等率兵从巩州宁远（今武山）南下，攻掠西
Ë¶'qLÚdÂÌ¡¢Í!oFu/4)¦
和州（今西和县）。十二月，金凤翔副都统完颜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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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平凉，宋军入据德顺，吴挺攻克巩州。陇右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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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骑
 １万经湫池堡破天水军（嘉定元年宋于天水
% B·¸Îf`) ¡Z[W(;f`

ÜÝÞ()Ùßà klmNaW¡!!"# WÃXP/¬
府尽为宋军克复。绍兴三十二年（１１６２年）八月，徒

ðñ/òóôRqõi/&!ö÷øÕùòà NO
激奋，决心与金兵血战，吴璘亦犹豫不能决。十一

bëf`)o/$ÏÐÑÒ./ÓuÍ,ÔÕÖ
县置天水军），守将黄炎孙逃走，继而又进扰白环
¡»¢×b×/Æef`bo/¦)ZGà F
堡（在今礼县东北，时属天水县），大掠后北撤。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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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嘉定十一年（１２１８年），金右都监完颜阿邻率兵
Ld"F=/ ·4z{/ (&Ú'SÛ
从秦州城南出，往攻皂郊堡，宋统制吴筠率部坚

月，屯驻凤翔的数万金兵又越陇山，攻占水洛城
P/ úûüýÉþRqÍÿg!/ 4`""

守。宋军突围，金兵围攻
２０余日未能克，断堡中水
$à ()?-/Rq-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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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庄浪县城），直逼秦州与德顺间通道，十二月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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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攻占外城。金兵在追击中，又败宋军于裴家庄、
¨/4Å"à Rq»>5/ÍË();Þ!#Q

南掠至秦州界，前部越渭水进入陇城县，攻围县
F)Ud*/ }+ÿ,`,g"b/ 4-b

寒山岭、龙门关、稍子岭等地，斩宋军数千，宋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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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宋守军全力抵拒，金兵始北走。面对金兵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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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达
æç５+ 万人。三月，宋利州统制王逸等率步骑联
Là mP/(tdè¶' é
合忠义民众兵
®êq１０
%' 万人攻皂郊堡外城，金兵抵拒失
L4z{Å"/Rqã-ë
败，完颜阿邻战死。宋将郭雄又斩完颜赟，宋军民
Ë/ØÙià (ìxÍå#/()

事。十月，柳万率忠义民兵攻占伏羌城（今甘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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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合喜遣精兵进攻德顺，吴璘督军抵抗。九月，吴
®¯áâq,4¼½/&!Ó)ãäà pP/&
璘接到＂深度措置，保全川蜀＂的诏令。时宋军将士
!åæ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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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势，吴璘担心金兵切断归路，适逢朝廷又诏令放
42/&!3óRq456t/78ABÍïC9
弃德顺，遂于十二月上旬从德顺州撤出南下。金兵
:¼½/Ì;NaP<L¼½dG=Fuà Rq
追击不舍，宋军边战边退，仅经略使荆皋部从上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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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战事。南宋宁宗嘉泰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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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军北伐
（１２０１—１２０４
¡%&'!\!&'( 年），宋探知金国衰弱，密议北伐。开
Wo/(]R^_`/aSbà c

再攻秦州城。行至赤谷口，宋沔州都统制刘昌祖驰
r4d"à ©U~¤í/(dîï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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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军前，令军民南退，并遣散忠义民兵。金左都监
Ëòóô'õãdÉóöQ üý÷)
完颜承裔命包长寿率新抵秦州的长安、凤翔援军
¶24/()øË/Lz{FGà òóôS,
趁势猛攻，宋军大败，从皂郊堡南撤。包长寿部进
z{Z/4)f`)QTdQ¦»dQùd¶úà
占皂郊后，攻掠天水军、成州、西和州、阶州等地。
/012345 明代战事。元末，随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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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世珍攻围秦州
今湖北）人明玉珍占据四川称帝，建国大夏，不久
¢ÿoLû!"#vw#/$^¦%/Õ&

禧二年（１２０６
年），四川宣抚使程松令宋军从陇南
daW¡%&'" Wo/vwxyzefC()LgF

取得陇南之阶（今武都）、文（今文县）两州，命部将
'gFÄù¡¢ÍoQ(¡¢(boW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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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伐金。宋军北进至东柯谷（时属天水县，在今

)*"û$à û+ï,ÍvW¡%$)%年），颍川侯傅
Wo/-w./
丁世珍驻守。明太祖洪武四年（１３７１
友德率军伐夏，先攻阶、文两州，丁世珍败走，明军
0¼')b%/14ùQ(Wd/2*"Ë./û)
南下进入四川。丁世珍联合吐蕃兵北上攻扰陇右，
Fu,vwà 2*"é®34q4ÔgÛ/
直抵秦州，围攻州城（今秦州区）。明守军与城内丁
%ãd/-4d"¡¢djoà û$)ô"12

FU£¤"GHI±JþKL/ ()MNOP
节至甘谷城间沿途被杀数千人，宋军总计流散士
QmRL/SþNTà UVW¡!!"$年）正月，
WoP/
卒三万余人，部将数十名。至次年（１１６３
()GMUklmNOWpPi}UúÄVà 
宋军撤退至绍兴三十一年九月战前所屯之地。秦

州北部两县及州城仍属于金。
dSWbcd"Xe;Rà

天水麦积区），被金将刘铎击退。七月，宋军进至保
f`hijo/±Rk5Mà lP/(),Uì

岔、姑苏等谷（二地均在天水市东南部），遭金兵袭
mQno¶¤¡aVp»f`q×FSo/rRqs
5/iÕtuFMà vlQwxQy"'()Lz
击，战不利而南退。冯兴、杨雄、李珪统率宋军从皂

郊堡（即今秦州区皂郊镇）进入赤谷，将抵州城，遭
{|¡D¢djz{}o,~¤/ã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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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颜承裕、完颜璘等部金兵阻击，宋军步兵退保西
!/ qF0z{à RQ¶'+>5
山，骑兵南向皂郊。金将唐括
、按答海等率部追击

壮坚守
5Û$ ５０
+' 多天，终未被攻破，但周围百姓尤其赤
8f/6Ü±4Î/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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峪谷口至西十里一带被劫掠甚重，民不堪命。傅友

步军，直至皂郊堡，杀两千人。猛安（金兵首领称
)/%Uz{/JWKLà ¡Rq{

6789'2:4;< 明代战事。明思宗
ûüijà û¯Y
陕北农民军攻陷秦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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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派兵北上增援，丁世珍始撤围退走，旋为部属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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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
崇祯六年（
１６３３ $&'()*+,-./,0123
年）五月，由过天星、横天王等率领
!"#$%!"#$
的一支农民军从略阳（今陕西略阳）北上，进抵成
456789:;<%=>?;<&@A)BCD
县。因明总兵杨嘉谟率官兵尾随追击，农民军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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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继续北上，七月突至秦安城。知县朱理璀率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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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丁壮抵拒，农民军用炸药轰陷城墙，入城后俘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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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镇屯固原（今宁夏固原）的明副将武大定欲趁
$)3%=È&öHßÍ
乱割据陇右。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年）正月，武大定率
ÀÁv "6X$%%"&& $&u()ß2
部南下，欲取秦州。及至城外，率众猛攻东关城，并
Ù¹º)[¤v Z]ä)2Uqðã])
进入城内。明军指挥于光耀、守备雷蛟率守军和丁
Bk]Cv H9|}ôb~`2`9ab

理罐，押其往攻伏羌（今甘谷）。伏羌城士民闻讯，
!")nopqrs%=tu&v rs]w8xy)
紧闭城门分守。时朱理罐并摄伏羌知县，农民军令
z{]|}`v ~_!"rs^E)78
其向城上喊话，以赚开城门，朱则对城上说农民军
o]A )]|)_]A789

无后援，要士民坚守。农民军怒，杀朱理罐并开始
l)w8`v 789)_!"
攻城，未几闻明军将至，遂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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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军攻略陇右
&'()*+, 明代战事。崇祯七年（１６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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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又督军追击，武大定乃北去固原。
¡¬9QR)ßÆ@»v
567+,清代战事。顺治三年（１６４６
ú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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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格征陇右
年），
úLRsB¤5>) ¥¦§0¨©RªÞ
清廷为尽快统一陕川，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
军西征。三月，豪格率军抵西安。四月，派参将王元
9?«v ()¨©29C?\v Ô()8ë0Y
率部趋陇右，清水知县丁图昌先降，继而秦州州城
2Ù¬ÀÁ)úû^Eb&®N)V¯[¤¤]
吏民出迎，王元入城安抚。伏羌、宁远依次归附，今
°8Ó±)0Yk]\²v rsÈÞ³´µ¶)=

年）三月，一斗谷、马守应、蝎子块等率农民军进入
$&()5u.` .¡¢£12789Bk

,û·¸¹ºôúv
天水全境隶属于清。

秦州，围攻州城（今秦州区市区），守城军民奋力抵
[¤)¥q¤]%=[¤¦§¦&)`]98¨©C

8(9:34; 清代战事。清康熙十三年
úv ú»¼6$
清军收复秦州城
>?¾¬0¿À³¶ÏÁ¹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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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４
年）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依附在云南宣
布叛清，号称周王的吴三桂在宁强县（今陕西勉
ÃÄú) ÅÆÇ0öÈ*ÏÈÉE %=>?Ê
县）叛清率部北上，秦州知州巴三刚归附王辅臣往
E&Äú2Ù@A)[¤^¤ËÌµ¶0¿Àp
攻平凉。已据平凉的王辅臣遣副将白光勇克清水，
qÌøv µÌøö0¿ÀêÍb¸úû)
巴三刚率秦州守军克巩昌（今陇西县），陇右、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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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农民军暂退。明总督三边军务洪承畴至秦州，
d)789ª«v HI¬9®¯°±Z[¤)

调兵增援，农民军见城已不能克，南下去两当。另
²J³)789´]µ¶·¸)¹º»¼½v ¾
一支农民军攻伏羌，适分守陇右道张兆曾率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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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军败，乃退走。旋因西宁发生兵变，洪承畴率
789Å)Æ«v ÇG?ÈÉÊJË)¯°±2

军往平，农民军趁机在陇右两翼频繁出击。四月，
9pÌ)789ÍÎÏÀÁ¼ÐÑÒÓRv Ô()

 )ßÙq¶·6)Ó]v Çô
勇展开巷战，武大定部终不能支，遂撤出城。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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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张献忠部率数万人由陕南入陇右，其中一
Ùq¥ÈÞ%=ßT&]v ~ÂÃÄÏ])298
部攻围宁远（今武山）城。时张兆曾在城，率军民坚
`) 789¶·¸) àáâ?ãä8ålæçè
守，农民军不能克，便焚烧西关外民房后转掠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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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洪承畴遣参将贺人龙和刘成功等率军围击，农
民军遂分部东去。六月，一支活动于庆阳的农民军
89}Ùð»v ñ()56òóôõ<ö789

所有府
、州、县，包括伏羌、宁远尽属王辅臣。清廷
Ïw'<¤<E)ÐÑrs<ÈÞsº0¿Ò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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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经平凉直进至清水，明军尾随追击，被击败，
¹º)÷ÌøùBZúû)H9OPQR)üRÅ)

兵南下直取清军陇山粮道，攻掠咸宜关（在陇山东
J¹ºùú9ÀTãU)qçäåã%ÏÀTð

农民军亦转往别地。八月，一支农民军从通渭而
789ýæpþÿv !() 56789:"#$

麓今陕西陇县西）。洞鄂遣佛尼埒率部往援，沿山
æ=>?ÀE?&v ×ØêÛÜÝ2Ùp)ST

下，转攻伏羌城。巩昌府推官赵应桂协知县督军民
º)æqrs]v %&'(N) *+^E¬98
守卫，农民军连攻数日不能克，东撤而去。至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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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从西宁东返，专事督军镇压在关陇活动的
¯°±:?Èð1) 2¬934ÏãÀòóö
农民军，农民军遂转往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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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击，始败援军。反清军进入陇州（今陇县），佛尼
QR)Å9v ú9BkÀ¤%=ÀE&)ÛÜ

袁宗第攻据陇右
-./ )0 +, 明代战事。崇祯十六年
H  v " 6ñ $

佛尼埒及内大臣坤巴图鲁（或称坤那木都鲁）率军
ÛÜÝCÀñÎn%òÆñóôõn&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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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秦州，与穆占等攻城。凉州总兵孙思克亦率部增

（１６４３
年）十一月，李自成派袁宗第、刘体纯率军攻
%%"&$ $&65()7ÖD89:;<î=>29q

大震，严令贝勒、定西大将军洞鄂征讨王辅臣。洞
Ó)ÔÕÖ<?9×Ø«Ù0¿Ò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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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与安西将军穆占、西安将军佛尼埒等率清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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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西进，先收复清水，进至秦州城郊。巴三刚趁
ú9àá2UÓR)ú9â«v 0¿Ò8
清军扎营未定率众出击，清军慌乱撤退。王辅臣派

埒又率部转战陇州。清军连攻秦州两月，仍不能
Ý¡2ÙæÀ¤v ú9-q[¤¼() ç¶·
下。康熙皇帝下诏责问洞鄂。洞鄂闻四川反清军援
ºv »¼èéºêëì×Øv ×ØxÔú9
兵将至，急调尚屯陇州的佛尼埒赴秦州。闰五月，
JZ)í²îÀ¤öÛÜÝï[¤v 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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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右，主力直攻秦州城，很快攻入城内，俘获分巡
ÀÁUFGHaI¤<%J'"K_LMv
_d
陇右道范学淹和署州事
、巩昌府通判朱廷鄣。朱拒
Nü)FOôPQ)lRw8SkTÓv 9<î2
降被杀，范囚于文庙，后为士民拥入救出。袁、刘率
UVW?B)-¸rs<ÈÞa%Jv ÈÞü78
众继续西进，连克伏羌、宁远和巩昌。宁远被农民

援秦州。城内
[¤v ]C８０００
())) 余反清军倾城而出，谋袭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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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攻克不久，贡生温元春等聚集丁壮攻入县衙，杀
9q¸¶V)WÊXYZ1[\bcq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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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直至礼县、西和，收复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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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结果为清军击败，反清军将领李国栋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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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兵陈万策投降，巴三刚逃走，屯驻州城南山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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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见城已破，向南撤退。孙思克、佛尼埒率部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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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军派任知县。袁宗第率军赶至，杀温元春等。

<=>?@A8( 清代战事。康熙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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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宝击败反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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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守备陈光祖联络巩昌秀才张杰等聚众万人与
农民军相抗，被袁宗第派军击败，残部奔鲁班山
789jk) ü9:;89RÅ) lÙmnoT
（在今武山北部）坚守。袁宗第部攻围多日，终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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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尽杀从者。十七年（１６４４年）正月，农民军高有功
|)s:tv6X$%%"&& $&u()789vwï

%%"'* $&/)È*ê0'(aÈ)*¤2Ô
（１６７５年）秋，吴三桂遣王屏藩和吴之茂统率四川

部数万复攻秦州，在北关与守军彻夜激战。秦州卫
ÙÚÛxq[¤)Ï@ãi`9yz{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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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于光耀督军发炮反击，农民军北撤，至三阳川

吴三桂求救。吴之茂率部直进秦州城外，绕道占据
È*3Tv È)*2ÙùB[¤]ä)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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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断绝清军粮道。王进宝屯守秦州，见军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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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上书求助。朝廷命镇西将军席卜臣、振武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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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家城（在今麦积区中滩镇）攻占村堡，不久撤走。

武大定攻略秦州
1#2)*34 明代战事。明思宗崇祯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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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军进逼至秦州界，为甘肃提督张勇、西宁总兵王
9B+Z[¤,)Rt¦¾¬Â%?ÈIJ0
进宝所阻，遂屯西和、礼县一带。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
B-Ï.)?a/&E50v »¼6'$%%"'"
年）初，王辅臣在平凉被清军围困日久，遂遣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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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尼埒、都统赫业率部往援。王进宝与佛尼埒会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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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发起攻击，吴之茂部大败，遂南撤。王进宝督
!"#$%&'()*+,-'./01 2345 次日，太平军进至三岔城。州判杨成、把总马忠臣
J^'U639Ëi1 j¼ÿrkK=lü
军追击，直至罗家堡（今属礼县），于盐官（在今礼
67&'89:;<=>?@AB'C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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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东北
）大败反清军。

落门之战
!"#$清代战事。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
IJKL1 MNOPQ=!"#"年）
QB
春，王屏藩率一支四川反清军从礼县北援王辅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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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至宁远（今武山），屯于落门（今洛门镇），张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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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统赫业会军至落门，王屏藩部率先出击。张勇、
赫业督所部力战，连续战至六阵，王屏藩部始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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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张勇、赫业分别率众突袭，反清军遂被击败。王
|1 ghrlm}~U'HI6.&-1 2
屏藩即敛兵自固，与张勇等相持。延至六月，王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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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在平凉降清，吴之茂、王屏藩南退。安西将军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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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军固守。太平军从南城墙脚掘开地道，置入火药
U6d1 U6?/imno½pI'qÀrs
引燃，轰炸城垣四丈余，遂蜂拥入城。杨、马率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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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皆死于阵，城内军民死伤者亦不少。十一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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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巩秦阶道林之望率军分路抵城下，旋用大
O^'¹ÁI)U6}Q_i'· û
炮向城内轰击。太平军不能拒，出南门往陕西而去。
!i~v&1 U6å'q/d£ãC1
34*+56 民国战事。１９１１
áVKL1 !$!!年夏，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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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钺秦州举义
í£Ks¸Ks6L'
人黄钺被陕甘总督长庚委为总督署军事参议，不

久又命总办兵备。及陕西革命党人响应武昌起义
K 1 £íaº$

占率清军从落门南下追击，败王屏藩于红崖（在今
UI6Zcd/7&'-2STC=F>

礼县北部）。王率部撤往阶州、文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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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教军转战秦州
%&'()$*+ 清代战事。清嘉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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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８
年）春，原活动于川、陕、鄂边界一带的白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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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军转战至甘肃南部。三月，由张士龙率蓝号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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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宁远（今武山）新寺镇（今属漳县），旋为清军击
9_`=>a"B´µf=>?¶AB'·¸I6&
败，转往巩昌（今陇西县）。四月，杨开甲率其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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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进入秦州。甘肃布政使广厚率清军攻其部，杨开
QBX'¼½
¾-'Ç/XÈ1 XQ=!#$$年）四月，杨开
甲败，乃南下四川。嘉庆四年（１７９９

甲再率白号军自陕西进入甘肃，经三岔厅（治今麦
¾ÉU©³6£3À®'ÊËÌ=Í>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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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区东部吴砦镇）所属白花川（今麦积区东部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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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之百花村）南下至两当，遇清军至，遂转秦州南

乡天水里和青石里，天水里民团起而抵拒，头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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玥等战死。另一支白号军抵达秦州北乡三阳川，乡
人熊有谅率民团抵拒，亦败死。五年（１８００
íîïðUáâäå'ñ-é1 PQ=!%&& 年）正
QBò

!"#$%&'(
黄钺秦州起义绘图

月，杨开甲率白号军万余人沿陇山北上，经清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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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甘军东征，黄钺欲趁机扩充革命力量，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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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陕甘总督长庚让其出防陇南，长庚命黄钺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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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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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一营亲兵
１２ 
月)!２１日抵秦州，屯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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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北关泰山庙。黄钺驻秦后，即派人与陕西革命党
í¯°1 JQ±I²|³'´µ3%£'
人联络。次年春清帝退位后，长庚仍令进攻陕西，

秦安县龙山镇（今属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钦差大
ÁA±"f=>?g;È÷øÍAB1 ùú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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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那彦成督清军自陇州（今陕西陇县）向西追击，

前部星夜驰至龙山。双方展开激战，白号军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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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走通渭，再至宁远，经略大臣
、都统额勒登保率
+,-'É9_`'Ê.ûürjk/012U
军追至宁远，在李家曲燕儿滩击败白号军，俘头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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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甲，余者出宁远南下。三月，高天升、马学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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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教军从巩昌入秦州境，张士龙率一支从礼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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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秦州境，那彦成遣清军追击，教军悉退出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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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钺甚为愤慨，遂决心于秦州起义。民国元年（１９１２
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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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３
月 (５^'
日，曾任甘肃第三标管带的刘文厚到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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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劝黄钺起义，秦州士绅张世英等亦心仪共和，
.i¿ÈRÉÊ1 RQ３月
' １１
!! 日（正月二十
^=òSO
黄钺遂与其共同筹划。同年

升、马学礼、张士龙、伍金柱
、冉学胜等部教军从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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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黄钺正式起义。骁锐军以出操为名，进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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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旋分兵进攻各衙署和军械库等要地。黄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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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分道再次进入秦州，额勒登保遣总兵穆克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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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亲率一支进入巩秦阶道署。巩秦阶道向燊、秦州
Ö¨UVW3À¹ÁI1 ¹ÁI!"rÁ

率清军追击。高天升等沿渭河南东走，再转南下入
UI67&1 ;Û<õ-M/G+'É¬/À
徽县。至七月，各路教军转往陕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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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州张庭武被迫支持起义。秦州营游击玉润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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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经陇南去四川。五月，由于清军追击，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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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攻占三岔城
,-(./012 清代战事。清同治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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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３
年）秋，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率西征太平军
=!%"' QBT'UÛVW2XYUZU6
¯£/3À®'·9ÁËÌ=Í>ÎÏÐ
由陕南进入甘肃，旋至秦州三岔厅（治今麦积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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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乡吴砦村，上隶秦州）界。十月初一日抵利桥，利
桥营都司袁学德率守军阻击于秦岭，结果被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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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击毙。各部很快占领州城。黄钺宣布独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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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临时军政府，自为都督，向燊为副都督，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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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为招讨使，又颁布临时军政府约法、章程，组建
下属机构，同时派人联络陕、甘革命党人，并增募
?¡ð'Rä®í¯°£rí'ñòó

军队，以反击在甘的保皇势力。甘肃临时军政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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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下午，从兰州往援徽县的昭武军统带马忠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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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
日军轰炸天水
率一支回兵至秦州，直逼城下，扬言攻城。黄钺委
!"#$%&'()*+,-)./0,1 234
/(01!" 民国战事。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
ÈÉ·¸1 ÈÉ^wËÌ$%)$
张世英等出城劝阻，允诺为马部供给粮秣，马忠孝
ËÍ" 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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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L®¶a
56789,:;)<=>?@ABCD)?EF 年）７
月９日，９
架日机轰炸天水城，造成多人死
始答应撤军，暂不攻城。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后，长
伤。８月
·1 & ¼５ (日（农历闰六月十三日），日本军用轰炸
GHIJK)LM0,1 N6OPQRST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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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被迫通电承认共和，后袁世凯调长庚赴京，命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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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布政使赵惟熙组建甘肃都督府。赵惟熙出任甘

肃临时都督后，自恃有袁世凯为后台，压制黄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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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称黄钺兵变，破坏共和，派省防军统领吴炳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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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下，往会马忠孝攻秦州，又调崔正午、李宗纲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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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等部从清水、凤县方面进逼。袁世凯亦致电黄
8@+1 N6O[2
钺，要其取消独立，由于省议会议长李镜清等力主
3) ¡¢)£¤¥¥V¦8§¨
和平解决，湖南军政府都督也多方为黄奔走，张世
_©ª)«¬Kgpno®>2¯°)56
英等从中斡旋，始未发生战事。后经各方协议，于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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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解散临时军政府。黄钺于同月
２１日离开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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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返回湖南，所部发给银两后就地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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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轰炸天水城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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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数十架侵入天水县城上空，在玉泉观附近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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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军驻勤兵的机枪射击后，扑向市区，于西关、

后寨一带投掷炸弹数十枚。轰炸后，又低空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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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军攻围天水城
&'()*!"+ 民国战事。民国七年
ÈÉ ·¸1 È ÉÊ Ë
（１９１８
年），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军政府为加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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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反对北京政府的力量，派云南靖国军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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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门外河滩数十名赶驮畜运缴田赋粮的农民，
不少人中弹身亡。这次空袭，炸毁房屋数百间，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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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居民
３５ ¶1
人。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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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炸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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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０
余架日本飞机在天水县西南和礼县罗家堡

第八军叶荃部到陕西。１０
月，军长叶荃率其部西
àáKâã@äåÖ1 $' ¼)
KVâã!@Ö

一带上空与中国飞机激战。由于难敌日本飞机，中
"ËÀÁ±ÉçVZ·1 £¤¢é½¼çV)±

进，决定攻取天水、陇南，以便打通川、陕靖国军的
)ªæ0çè¬)ÎéêZëåÝÉK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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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飞机撤出战斗，飞抵县东二十里铺飞机场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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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通道。靖国军沿渭河峡谷小道西进，１０月
１６
½õöç ?÷ø) ùúÎKûüýþz
日晚抵天水县东马跑泉，群众以其军容严整而称
ÿ1 $" ½!",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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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１７
日晨向县城进发，途中将城东七里墩云章阁
Ì)z*+,Í->,)Á./01 ,1K2.
（俗称魁星楼）误为县城，开炮轰击。县城驻军闻炮

降落，日机尾随追至，在机场上空扫射后滥施轰
íî) ½Vïðñ&) cV8ÀÁÑÇUòe/

声，始知有外军至，急从校场运炮入城，关闭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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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１２
架中国飞机连同两辆汽车全部被炸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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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日机又一次轰炸飞机场，致使新建不久的飞机

场受到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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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镇守使
、援川军司令，过往陇南，途中屯驻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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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5(67!" 民国时期中国工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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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十五军途经天水
K·¸1 ÈÉêw^ËÌ$%*) ËÍ$$ ¼ $! 日，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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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战事。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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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军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８& ¼
月

布防。时新建左军统领吴攀桂被省方派为甘边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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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秦州镇总兵胡立成即邀吴攀桂共同抵拒。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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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日，红二十五军进入了天水境内，保安团长白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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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进至城外，分出两支占领南、北二山制高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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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开始攻城。叶、吴两部均有大炮、机关枪等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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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妄图率部阻截被全部歼灭。红二十五军沿党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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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战激烈，持续三日两夜。１９
0·Z[)\]^½Å_1 $% 日下午，胡立成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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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支敢死队，在吴部分统施德华指挥的大炮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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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出城反击，分别夺取皇城堡和泰山堡。靖国军未

进。７日，在马跑泉镇压枪决了依官仗势、横行乡
1 " ½)c?÷øCwWª!34567¨8
里、敲诈勒索老百姓的国民党保长张世清和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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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杨琦。是日晚来到了天水城下，一举攻破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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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防，以为援军至，抵御失利，全军东撤，沿原道返

北关，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１０
×;)×D!REÒW#ÎFqK½°G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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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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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军进据天水

麦积、甘泉一线向天水县城（即现在的秦州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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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十五军决定由川口转向天靖山
、廖家岘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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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战事。民国十五年

（１９２６年）５
月，驻军天水的陇南镇守使孔繁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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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支援旧甘军旅长宋有才。驻兰冯玉祥部师长刘
郁芬派旅长张维玺率部反击，大败宋有才。孔繁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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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不敢拒，回撤武山，即征集民夫，开挖战壕，令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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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甘肃交通部队的骑兵尾追不舍，在韩家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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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红二十五军击溃。红二十五军翻越凤凰山，挺进
ïñCÌMÞVCÍ)Wà!ÇÈ%)Cw!ÉÈ
沿河镇（即新阳镇），摧毁了地方民团，镇压了国民
.Þßà"K@XYZ[\)$]ß^_K`a
党新编第一军部秘书温庭杰，保甲编查员胡介厚、

秦登科，联保主任温南轩和保长马建基。１１
'bc)ì$¨QZ¬d_$V?me1 $$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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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应战。但孔军已无斗志，及与国民军接触，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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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军从沿河镇北渡渭水，经千户、西川一线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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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却，张维玺很快又克伏羌，８
月 $"
１７½&ç
日进至天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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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了秦安县城，打开监狱，释放群众百余人。在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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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关子镇。旋孔繁锦知败局难挽，一面派其弟孔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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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主张，并镇压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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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率军向西阻止，一面收拾行装。孔繁荃败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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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恶极的管狱员
、卫护房排长梁颜，简房吏王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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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锦即携家眷、财物南走徽县。１８
，张维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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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军入城，接着清水
、秦安均为国民军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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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痞流氓冯长世。１２
_Ç~V61 $# 日，红二十五军离开了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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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沿十里铺进入锁子峡，过叶堡抵达安伏镇，
,)ïw%ë: ò)HâoöC)

! !" !
－７０－

% 事
8
军

１５!"日进入静宁县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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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的兴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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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农村，迅速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战略区域，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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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方面军途经天水
!"#$%&'() 民国时期中国工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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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战事。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年）第五次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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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利后，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于
１０ R
月 '!
２１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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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西瑞金、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开始了
STUVWXQYZ[\*]^X%_`abcd

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这就是红二方
UVúWEdX3LYZ*[\K ]^_6:O
面进入甘肃天水后进行的成徽两康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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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途经天水
!+#$%&'() 民国时期中国工农红
/01230456

艰苦的长征。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
２４ !j
日拂
ef*]gh /0:;i=>!$%"年）９
=?$ 月
R '&
晓，红一方面军到达天水辖区的新寺附近，天亮后
kK6NOP7lmnopq*rstuKnvJ

要求红四方面军向四川挺进策应中央红军。民国
6iOP74iõb"çc3L67ï /0
:;i=>!$%" =?( 月
R !*
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６
１８ !K3L67¥deë
日，中央红军在懋功与
6iOPÔfï * 月２３
R '% 日，红四方面三十一军军长
!K6iOP<;N77]
红四方面会师。８

进入武山，经苗丰，杨坪、王家门、傅家门，当日晚
w#xyKz{|K}~XK!
宿营于鸳鸯镇以南之丁家门一带。２６
Q-N. '( 日，毛泽东发
!Ka
出突破渭河封锁线的命令，并要求全军限上午
`*K 7 ¡ $９
时全部渡过渭河，突破封锁线。红一方面渡河后当
1¢£¤Kh 6NOP£J
晚在费家山、水家沟一带露宿一夜。次日下午，行
¥¦yo§N¨N©h B!ª¡K«
7¬®¯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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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至距礼辛
余里的陈家庄时发现敌人的一个
·¸¹¥º»¼½h NOP7¾´µ¿Àa³K
骑兵营正在埋锅造饭。一方面军趁敌人还未发现，
便三面包抄全歼敌人，缴获战马１３０
余匹。当天红
Á<PÂÃÄ´µKÅÆ8Ç !%# °È.
n6
NOP7ÉÊdË&*ÌÍ-K 3L¥ÌÍ一方面军占领了通渭县的榜罗镇，中央在榜罗镇
ÎbdÏÐÑÒÓÔÕK ÔÕÖ×ØÙÚÛÔÕ
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
Ü×*8ÝOÞK ß`dà67]gáâãä¥
原定的战略方针，做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
å(*¹æÖçK è`déêëìíå(îq*
陕北的正确决策，提出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

r8ÝOÞï
新战略方针。

RK3L7Ó
789ï /0:;<=>!$%& =?!' 月，中央军委
军战事。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年）１２

ghX ÏÓijkl¢8m&zn&rs"#
王树声、政委詹才芳率部由岷县经漳县新寺进入

武山。九十三师在军参谋长李聚奎带领下，经包家
xyï o;<f¥7pq]rstÊªKzÂ
uvX{²X}~XXXXwxX
柯寨、苗庄、杨坪、王家门、傅家门、丁家门、盘古、

颉家门、鸳鸯镇渡过渭河继续北进。九十—师驻鸳
yX-£¤@z("ï 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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鸯、山丹一带。三十一军总部驻鸳鸯镇颉家门村。

九十一师师部驻山丹镇车可图院内。部队分驻山
o;Nff¢{y|-~ï ¢,-{y

丹、贺店、车川、魏沟、任门一带。１０月５
日，红四方
|XX~õX §X[Nï !# R " !K6iO
面军总部到达武山榆盘一带，到达武山的有朱德、
P7}¢lmxywNKlmxy*X
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李特、何长工等。８
0X4X±XrX]4ÿï * 日，红
!K6
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在武山驻扎了
４０
iOP7@<;N7o;Nf¥xy{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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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天后，奉命撤离武山，继续北上。
,,-./ 民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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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娘坝战斗
/0:;A=>!$%( 年）１０月，红二方面军来到了
=?!# RK6:OP7ld
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noï
"
!K6ð7"#norKdé7
天水。５日，红六军进入天水李子园，为了保证全军
I£¤K6;ðfÉK
顺利渡过渭河，红十六师奉命抢占娘娘坝，并击溃
敌一个营。师长张辉在战斗中受了重伤，被抬到李
´N¶ï f]¡¥8¢3£d¤¥K¦§lr
¨_sJ©¥ª«¤¬®¯K°Qrï
子园普化寺后因伤势严重不幸牺牲，葬于李子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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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天水地方党、政军领导决定将张辉的遗骨

葬在他曾战斗过的娘娘坝牡丹山，并召开了隆重
°¥µ¶8¢¤*·|yK Îbd,¤
*¸¹Ôï
的追悼会。

国民革命军第一一九军起义
0123%4""5%67 人民解放军第
µ/ºä7@

红一方面
军强渡渭河纪念碑
!"#$%&'()*+,
!*#$%&'() 民国时期中国工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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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方面军途经天水

军战事。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
=?!! RK6:Xðñ
789. /0:;i=>!$%"年）１１月，红二、六团
军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湖南桑植刘家坪
7ò`óôõö÷øùúK Sûüýþ~
等地出发开始长征。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年）７月１
ÿú`abc]gï /0:;A=>!$%( =?)
R!
日，红二、六军团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７
!K6:Xð7ñ¥iõ!"ë6iOP7Ô#ï )
R "日，中央将红二、六军团改组成红二方面军。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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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５

一野战军和陇南地下党组织策反国民革命军第一
N»87Z¼úªX%½çC0/÷7@N
N¾7¿À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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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军起义。１９４９
年７月中旬，国民革命军一一九
7¥ÁÂ8a3£ld¤ÃK ò¬noK* RÄ
军在扶眉战役中受到了重创，撤退至天水，８
月初
ÅxYÆ_-ï ¬ÇKµ/ºä7@N»87
又南撤武都安化镇。不久，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4/L"7K N»}¢Z¼úªX%½ÈBç
向甘肃进军，一野总部和陇南地下党组织多次策
CÉ7¿Àï ¥3ÊúªX*íËÌ"ªK0/÷
反该军起义。在中共地下党的大力促进下，国民革
命军第一—九军副军长蒋云台遂下定决心，准备
7@NNo7Í7]ÎÏÐÑª×ÖÒK ÓÔ
起义，并建立秘密电台，与解放军第七军保持联
¿ÀK \ÕÖ×ØÐK ëÙä7@Ú7éÛÜ
络。１２月５
!KÙä7@ð;:7¥6Þ 0
Ýï !' R "日，解放军第六十二军在两河口击溃国

R 'K6iOP7()*<¶+,-.S/"X
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分左右三个纵队分别从甘孜、

民革命军第一一九军二四七师师长李惠民指挥的
/÷7@NNo7:iÚff]rß/àá*

01X234/"aï 6:OP7%56¶7,
炉霍、绥靖向甘南进发。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
于７月１１
Q ) R !!日由甘孜向东谷出发。于９月上旬在哈
!8/"49`aï Q $ R '¥:
m;<=K6:OP7-¸<>>M)+,X3+
达铺集结，红二方面军分兵三路（即左纵队、中纵

部队，进逼武都，胡宗南嫡系赵文龙急率胡军两个
¢,K"âxYKãäåæçèéêlã76¶
fëKÎÏÐìMí¢,îïxY'ðKñÅ
师南逃，蒋云台随即派部队接管武都城防，并收缴

间里，连克成县、徽县
、两当和康县四城，控制了东
B)KCDE&XF&X6ZG&i'KHId

了国民党武都警察的枪械。８
d0/XxYòó*ôõï * 日晚，解放军六十二
! KÙä7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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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先头部队到达武都，国民革命军一一九军遂将
xY'ðøYÉ7ï $ ! ¡K0/÷7@NN
武都城防移交该军。９日上午，国民革命军第一—

至陕西略阳，凤阳和甘肃西和、礼县、天水等地的
¬åUÝJKKJZ/LUZX®&Xnoÿú*

九军军长王治岐、副军长蒋云台联名致电中央人
o77]ÐùX Í7]ÎÏÐÜúûØ3Lµ

队、右纵队）相继从哈达铺出发，在短短的
１５ n1
天时
,X*+,??@S:m;`aK¥A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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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大辞典

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宣
!"#$%&'()*!+,-./01234
告国民革命军一一九军起义，随同起义的有武都
56!78-99:-;<3 =>;<?@AB
地方部队，共计８７２０
人。国民革命军一一九军起
CDEF3GH !"#$ *I
6!78-99:-;
义后，被西北军区改编为西北独立第三军，任命蒋
<JKLMN-OPQRMNSTUV-KW8X
云台为军长，黄忠学为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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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今天水市），督秦、渭、岷、洮、迭、文、武、成、
pq+lbcmlm\p ä n o p q A |
康、兰、岩、扶
州。贞观十四年（６４０年），改为中
r s t u )#１２q
vw*h+*+$ hlmPRî
都督府，督秦、成、渭、武４州。天宝元年（７４２
B\#m\p | ä A + q bxh+"+#年），
hlm
改称天水郡都督府，督天水、陇西、同谷
y
PbcyB\#m\bc ùM >z３(郡。
巩秦阶道游击署
>9?@ABC 清朝后期秦州军事机构。
({J|pq-¹ef
清朝后期，设巩秦阶道游击署，治所秦州大城。设
({J|m$}p~mpqÈ¶ $

&'()*&'+,
军事组织与军事设施
保毅军
-.& 古代天水地方武装。后周广顺年间
`abcCDAdI Jefghi
（９５１—９５３年），选拔秦州纳税户充当保毅军。北宋
j%&'k%&( hlmnopqrstuvwx-I Ny
因袭，成为乡兵的一种。官府供给钱粮，分番戍守，
z{3|R}~?9 # 3m
宋咸平初年改称保捷军，增至
yhPw-m ３０００
($$$ 人，熙宁四年
*mh

K ì ) *+V lm ) *m~ +$$
道员、游击各１人（从三品），守备１人，领兵
４００
'*kµ B/+ l pq
余人驻防。辖利桥营都司（正四品）、秦州营守备
等。负责秦州南北两路社会治安。
 pqò
骁锐军
DE& 清末天水地方武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MbcCDAd 4Vh+)%))
年），由省防军崔正午部马步５营改编，另募１营。
hlmº.µ-Ô & PQmß ) 
统编为中营步队
、前营马队
QRîF
ÔF、后营马队、左营马队、
JÔF ÔF

j)$") hlI
（１０７１年）废止。

右营马队
名，战马
ÔF、秦州步队
pqF ６* 营，总员额
m.K １０４８
)$+! m±
Ô

/0 宋代天水地方武装。宋治平元年（１０６４
yabcCDAdI yhj)$*+
义勇
hlmpq|、寨户、保毅军者，
¡t wx-¢m
年），诏秦州成纪等六县弓箭手
£¤¥n9 :¥n¦mP§|<¨I ©ª«I
每家六丁选一、九丁选二，改编成义勇。手背刺字。

农闲教习武艺，战时召集防守城垒，每遇战事，由
¬®¯A°m±²³´µ¶·m£¸±¹mº
#£»¼¦½m£¾¿ÀVÁ 
官府每日供给米二升，每月供给酱菜钱三百钱。元
Âhj),!)年），义勇改称义勇保甲。
hlm<¨P<¨wÃ
丰四年（１０８１
123 宋代天水地方武装。宋初置，宋仁宗
yabcCDAd yÄmyÅÆ
弓箭手

时壮大。由秦州沿边蕃、汉边民充任，给田二顷者
²ÇÈ ºpqÉÊË ÌÊ!uWmÍ¦Î¢
ÏÃÐ9*m ÍVÎ¢Ñ¦ÎÒ¢ÓÏ±Ô9
出甲士一人，给田三顷者或二顷半者兼出战马一
Õ hj)$*" hlmpqÖ×ØÙËÚCÛ
匹。治平四年（１０６７年），秦州青鸡川吐蕃献地归
Üm
yÝÞßàáâ Vhj)$"$
附，宋廷即募弓箭手垦殖留守。熙宁三年（１０７０

(($匹。崔正午、黄钺任正
Õ  \ W、副统领。
¡
３３０
秦州镇总兵署
9:FGHC 民国秦州军事机构。民国二
!6pq-¹ef !6¦
年（１９１３
月，秦州改为天水县，８¾¢£pq
月撤销秦州
h+)%)( 年）２
hl# ¾mpqPRbcm!
巩秦阶道游击署，改置秦州镇总兵署。马国仁任秦
}p~mPÄpq=.~ Ô6ÅWp
州镇总兵，统领步队
q=.~mF３ (营、马队
 ÔF１营，兵额
) m~３４０
(+$名，
m
±Ô１２０
)#$ 匹；每营分左、中
Õ ¤£  î 、右三哨，各设管带１
V ¥mì$ jç )
战马
*m¦ç ) *m¥j ( *¤k.µ-§~
)  !
人，帮带１人，哨管３
人；另驻省防军骑兵１营。民
6¨h+)%)* hlmpq=.~©T|3íª- «
国五年（１９１６年），秦州镇总兵胡立成以建威军、振
A-S|pq¬µ-mQRF ３营、马队
(  ÔF )１
武军组成秦州巡防游击军，编为步队
ê ) ¥ F２棚（每棚
# ®+£® １０人），游击步队１营，
)$ *lmF ) m
营又１哨、炮队
)(%+ *m±Ô #+$
IÕ kµbc?.µ-@
共G １３９４人，战马
２４０多匹。驻防天水的省防军有

§~ #哨、官兵３２１名、战马９０
¥ ~ (#)  ±Ô %$ 匹，也归秦州镇总
Õm¯Ûpq=.
hlmyÝãpq|äåÉæCçÈèéß 骑兵２
年），宋廷在秦州成纪至渭源沿河地带大量招募弓
~°±
兵节制。

àá
箭手垦殖。
45 宋代天水地方武装。又称士兵，宋初
yabcCDAd êÐ~m y
寨兵

陇南镇守使署
IJFKLC 民国秦州军事机构。民国九
!6pq-¹ef !6:

置，秦州沿边各寨都有寨兵。建中靖国元年（１１０１
ÄmpqÉëì¡B@¡~ íîï6hj))$)
年），宋廷减放秦凤路士兵。
hlmyÝð,pñòÐ~

年（１９２０年）２月，改秦州镇总兵署为陇南镇守使
h+)%#$ hl# ¾mPpq=.~Rù=²

蕃兵
65 宋代天水地方武装。又称强人。治平四
yabcCDAd êó* 
年（１０６７年）编练，由秦州治边内属吐蕃熟户充任。
hj)$*" hlQômºpqëõöÙË÷tuW
²Vø，陇城、弓门、冶坊、静戎、伏羌、安远、宁远
ù¶ ú ûü ýþ ÿ! "# #
时三阳
¡B$@Ë~m.% ３万余人。
( &'*
等寨都设有蕃兵，总数
78 清末民初天水地方武装。清咸丰十年
()!bcCDAd (Â*h
民团
+)!*$ hlm(Ý8, - Ø.
/
012ôm3ï
（１８６０年），清廷命陕、甘、川等省＂举办团练，以靖

边陲＂。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九月，秦州知州托克清
Ê45 >h+)!*# hl:¾mpq6q78(
9:;2ômpq<öì}=Èí>¡m?@A
阿倡行团练，秦州及属县各乡镇大建堡寨，普遍采
B!C !1DDmE¢ÏF G¢ÏHíT!2
用民捐、民办方式，富者出资、贫者出力建立民团。
2$2.mIºJKLW (M!mNOPãb
团设团总，多由生员担任。清末民初，张世英在天

水县试办自治。组织民团即是其一项重要内容。民
cQ1R ST!2ÞUV9WXYõZ !
团有乡绅团督办，设团、队、牌。１０
人为牌，４]R
牌为
2@}[2\1m$2 F ] )$ *R]m+
队，团大小不等，或４队或６队。团丁平时为民，农
Fm2È^_mÑ + FÑ * F 2¥²R!m¬
`ôm3abc
闲操练，以备警戒。
9:;<= 唐代地方军政机构。唐武德二
daCD-"ef dA2¦
秦州都督府
h+*)% hlmg0himÄpq.j#mB\#k
年（６１９年），平薛举之乱，置秦州总管府，都督府驻

! !" !
－７２－

陇南镇守使署衙
!"#$%&'

>
军0 事

署，孔繁锦任陇南镇守使。辖原新建右军２
!"#$%&'()*+, -./012 !营、巡
345
防军
" 3478 # 3498 # 3:;<=>?@ $３
62 ４营、骑兵１营、炮兵１营，又招募保卫团
营、游击
34AB "４营，辎重、工兵各１营，左翼和右翼各分
3:CD4E8F # 3:GHI1HFJ
统２营、宪兵１连。编为３个支队，分驻陇南
１４
K ! 34 L8 # M, NO $ PQR: JS'( #"
T:UVWXYZ#%!&年）裁撤。
Y[\],
县，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

保卫团
!"# 民国天水地方武装。民国二十一年
UV^_`abc, UVdWeY
（１９３２年），陕军师长马青苑率部进驻天水县城。组
Z#%$! Y[:f2ghijklmnS^_To, p
建民众自卫团，助以枪支，用以防卫。民国二十二
0Uqr?@:stuQ:vt6?, UVdWd
年（１９３３
年），胡宗南改天水民团为保卫团，捐枪
YZ#%$$ Y[:wx(y^_U@O>?@:zu
２００余支。团设团队长，由县长兼任。民国二十三年
!'' {Q,@|@Rh:}Th~&,UVWY
（１９３４年），各县设立保卫团常备队，每队下设５分
Z#%$" Y[:FT|>?@: | ( J

军总指挥部任命柴宗孔为抗日救国军甘肃省第三
2«éêm&òØxÙOóôõV2ö
路军司令员。红军过境后，柴宗孔率部
２００余人活
÷2¶, ï2øù:ØxÙlm !''
{ú
动于天水、武山、西和、礼县一带。同年冬天，柴宗
ûü^_4bÈ4¡I4ýTeþ, ÍYÿ^:Øx
孔在天水杨家寺与国民军保安团激战中牺牲，部队
ÙÚ^_!Ä"#VU2>@$%&': m
()¦,
被打散。

陇南人民抗日第一支队
12/)34567% 民国时期共产党天
UVÎÕÖ×^

_ABpÊ, UVdWYZ#%$( Y[! 月，关押
:*+
水游击队组织。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２
Úö^_T,-.Ö×¶p'(Uó
在甘肃省天水县监狱的共产党员组成陇南人民抗
日第一支队，安世泽任队长，刘华任政委，率
１００
ôeQ:/0&h:1à&23:l #''
余人越狱暴动。后在天水镇安集寨被国民军胡宗
{4-5û, Ú^_)å6(VU2wx
南部包围，赵德懋、陈庆五、安世泽
、张鼎佑、吴楚
(m78:9:;4<=ë4/04>?@4AB

4 (人），共１７５
[: #&( 人。
,
RZ@ $'人、官佐５
队（团丁３０

#( 人被俘杀害，支队解散。
DEFG:Q¥¦,
Cµ１５
云等

!$% 民国天水地方武装。民国二十四年
UV^_abc, UVdWY
保安队
Z#%$( Y[:0^_>m:>?@y>
（１９３５
年），建立天水保安司令部，保卫团改成保安
队。天水县保安队有官兵
, ^_T>8１２０余人，设队长、副队
#!' {:|h4

陇南游击总队
1289:% 民国时期共产党天水游击队
UVÎÕÖ×^_AB
组织。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２
:ÉHÀ4b
pÊ, UVdW®YZ#%"' Y[!月，甘谷东川、武

山县等地农民
余人，在甘谷县黄家庄成立陇
ÈTµ`IU １００
#'' {:
ÚÉTJÄK'

hFe:Jh $３人。后又增为２
, ;O ! 个中队，有官
P: 南游击总队，有枪支
(AB«:uQ１００
#'' 余支，尹世雄任总队长，
{Q:L/M&«h:
长各一人，分队长

兵２４０余人。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各县队属甘
8 !"' {, UVWdYZ#%"$ Y[:FT
肃保安第六团（驻天水）。该团辖
３ P3:#
个营，１个直属
>X@ZS^_[, @- $
P
9M: #!''
{, #%"% Y
) :>X@
机炮连，共
１２００余人。１９４９
年８月初，保安第六团

任总队长。各乡设壮丁队。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
&«h,F¬|©ª,UVdWYZ#%$) Y[:

黄云山任副总队长。游击总队在甘谷南山及甘谷、
JCÈ&«h, AB«ÚÉ(ÈNÉ4
武山、礼县交界一带活动。天水专员兼保安司令胡
bÈ4ýTOPeþúû, ^_Q¶~>w
RSTå^_4É4bÈµTr?nU8V:L
受谦调集天水、甘谷
、武山等县自卫队进行围攻，尹
/M4JCÈ(WG:¶X¦YZ:AB¥¦,
世雄、黄云山被杀害，队员疏散隐蔽，游击队解散。
;<= 民国时期天水农民武装。民国十九
UVÎÕ^_IUbc, UVW®
扇子会
Y
Z
#%$'
Y[[^:i\]m^_`
a
bÈcd
年（１９３０年）秋天，马廷贤部下小头目＂虎山＂手下
a
klmnmo
8ªefgh^_iÂjâ"JQ
兵丁无端毒打天水城北演法寺分支＂收缘坛＂坛主

yOVUr?«,
改为国民自卫总队。

罗献瑞，罗献瑞之弟罗献璋见其兄遭毒打，便与其
pqr:pqrstpquv£wxgh:y#£

2¡¢:£¤¥¦,
随军西撤，其机构解散。
&'% 民国天水地方武装。民国二十六年
UV^_abc, UVdWXY
壮丁队
Z#%$& Y[:FTVU§¨©ª:Th~
（１９３７年），各县成立国民义勇壮丁常备队，县长兼

()*+ 民国天水地方武装。民国二十九
UV^_abc, UVdW®
国民兵团

兄商量在＂收缘坛＂徒众和亲戚中秘密组织武装力
wzãÚ
a
klmn{qI|}~pÊbcÓ

YZ#%"' Y[# :FTVU8@:Th~&@
年（１９４０年）１月，各县成立国民兵团，县长兼任团

量，以对抗马廷贤的骚扰，再凭借偏僻地势，趁牡
ã:tói\].: `:¹
丹篆嘴虎头山寺院烧香敬佛的机会扩大组织。最
ºb_È".ÌpÊ, 

长。国民兵团设常备队，自卫中队或分队、后备队、
h, VU8@|:r?¯J44
预备队。常备队有官兵
°, 8 １０￣３０人，自卫中队或分队
#'*$' :r?¯J
有官兵
8２０￣３０
!'*$'人，后备队有官兵
:8 １０￣２０
#'*!' 人，预备队
:°

以保为单位，由保安团队、警察自卫队等人员组成。
t>O±²:}>@4³´r?µ¶p,
,"% 民国天水地方武装。民国二十七年
UV^_abc, UVdWY
自卫队
（１９３８
Z#%$) 年），天水县铁炉、牡丹、高桥、利桥、三岔、党
Y[:^_T·¸4¹º4»¼4½¼4¾4¿
À4ÁÂ4ÃÄµ`Å>0r?, UVdW®
川、冯北、阎家等地联保建立自卫队。民国二十九

初参加该组织的只有秦岭乡的罗献瑞、罗献璋、郭
pÊ.Æ¬.q4qu4

福海
、孙秀成，牡丹乡的张宏学，杨家寺乡的杨肥
4:¹º¬.>
:!Ä"¬.!¡
娃（女）等。年底他们便正式起事，由罗家兄弟充任
¢Z£[µ, Y¤¥¦§¨©ª«:}pÄwt¬&
首领，分别称大、二老师。＂大老师＂则自称老君，戴
®:J¯èÌ4d°g,a
Ì°gn±rè°²:³
道冠，骑红牛，一手执拂尘，一手执蒲扇，发号施
´µ:7ï¶:ed·¸¹:ed·º»:¼½¾

自卫总队，县长兼任总队长。镇、区、乡建立自卫大
r?«:Th~&«h, )4Ë4¬0r?Ì

: ¿»ÀsÁ, »ÀÂÃÄ.2ÅÆ
令，故有扇子会之名。扇子会没有明确的政治目
.: OÇÈÉÊËhBG`a.i\]m
的，只为报私仇并伺机打击扰害地方的马廷贤部
:ÌmÍÎKe.ÏÐIÑÃ.ÒÓ:Ô«t
队，内部也没有统一的制度和严明的纪律，凡事以
罗家兄弟的言行为号令。扇子会会众使用武器以
pÄwt.ÕUO½, »Àq+vbÖt

, )4Ë4¬h~&Ìh, ÍÎÏÐÑÒÓ©Ô
队。镇、区、乡长兼任大队长。同时选拔身强力壮者

a
×ØÙÚn4ÌÚ4hÛOo, ÜóÝ`2ÞN2
＂夹把铡刀＂、大刀、长矛为主。反抗当地政府及军

pr?«Ì¯,
组成自卫总队常备大队或中队。

ß.à5KÅ, quIÚïáeþâãbcA
阀的残暴统治。罗献璋和在红河一带开展武装游

甘肃人民自卫军
-./),"0 民国时期共产党天水游击
UVÎÕÖ×^_AB
队组织。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共产党员柴宗孔
pÊ, UVdWdYZ#%$$ Y[:Ö×¶ØxÙ

击活动的柴宗孔取得联系。扇子会拥立牡丹乡张
Búû.ØxÙäåÅæ, »Àç¹º¬>
粜成为＂贤天＂（意为受命于天的皇帝）。设有政治、
èO
é
]^nZêORòü^.ëì[, |2Å4
参谋、执法
、招待 、军事 、军需 、粮秣等八大处，＂二
í4·â4<î42«42ï4ðñµòÌó:
ad

年（１９４０
、武山、甘谷等县建
YZ#%"'年），天水、秦安、清水
Y[:^_4Æ4Ç_4bÈ4ÉµT0
r?pÊ, UVWXYZ#%"& Y[:T|Uq
立自卫队组织。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县设民众

ÚbÈ½vVU2ÛÜÝm3hÞßàáâbc
在武山利用国民军鲁大昌部营长杜友华合法武装

老师＂罗献璋自任旅长。以红河镇南的天台山为据
ôgnqur&õh, tïá)(.^öÈO÷
十三年（１９３４年）８月，柴宗孔自称甘肃人民自卫
WYZ#%$" Y[) :ØxÙrèUr? 点，当时礼县的小股地方武装较多，见扇子会势
ø: ÝÎýT.^ù`abcúû: v»À
力量，大力筹集武装经费，壮大武装力量。民国二
Óã:ÜÓäåbcæç:©ÜbcÓã, UVd
2«éê, UVdWëYZ#%$+年）９
Y[% :ØxÙl
军总指挥。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月，柴宗孔率

Ò:§üüýþÿ:!Ô ２０００
!''' {:"#i
强，便纷纷来依附，先后参加者
余人，畜骡马

游击队在漳县、武山等地掩护红军北上，红四方面
ABÚìT4bÈµ`íîï2Âð:ïañ

#) P@, &#ØxÙÅæ':
ë$%, NO １８个团。后因与柴宗孔联系中断，
四五百匹。编为

! !" !
－７３－

!"#$%
天水大辞典

罗献璋病逝而失败。至此。历时８年，遍及天水、陇
!"#$%&'() *+) ,- ! ./012345

南6１０
"# 余乡，数起数落的扇子会宣告结束。
789:;:<=>?@ABCDE
回民游击队
&'()* 民国时期共产党天水游击队组
FG-HIJK23LMNO
织。１９４９
年 &６月，中共清水县委书记沈遐熙组建一
Q/RIS3TUVWXYZO[\
PE "$%$ .
支
%# 7^=_FLMN9`abcNd) efg
] ４０余人的回民游击队，黎茂盛任队长。配合解

水警备司令部成立后，便取代天水县党政军联合
3ijÛÜut/ xyz23TKiØf
办事处，负责主持召开天水县党政军联席会议，主
û{Ä/IJ¦{|ë23TKiØ}@~/¦
持天水大局。自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历任警备司
{23ßz FG¼}."$(" .ê/,cijÛ
令有十五师师长康庄
、第一军副军长李用章等人。
^z
Üù}@@d4Å\i©id\

放军解放固关、清水，参加剿匪，队员发展到
余
highjk4S39lmno9Npqrs ９０
$# 7

J'KL4:MN!4 民国后期国民党组
FGtHGFKO
国民革命军第一二〇军
建的部队。１９４９
[=uNz "$%$年春，在甘肃成立，周嘉彬任军长，
.//cid/

人，后部分队员随军解放西进。
^9tuvNpwighxyz

>cld/a\~|@ÿ¼2@ãóR¼
宋耀华任参谋长，辖一七三师和二四五师；其中二

+,-./0123 民国时期国民党军事
FG-HGFKi{
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

组织。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为保证胡宗南部队
OP) FG|}~."$%! .9 6uN

2@À¼2/Iù ３０００
(### X^/tYÅ
四五师原为二四五旅，共有
多人，后改为第
¼2@/aÅ~||4~|24~|e/@I
二四五师，辖第七三三、七三四、七三五团，全师共

后方通道，国民党政府决定设立川陕甘边区缓靖
６０００多人。全军共１万多人。成立后不久，被编入
&### X^z iI " X^z t/¬Ê
t9 GFK
公署，６
月２日在天水正式成立。蒋介石派川军将
9& Q
' 23z  i¡
领邓锡侯任公署主任，黄隐任副主任。次年夏，胡
¢£¤¥c¦c9§¨c©¦cz ª.«9
宗南部队被赶往秦岭以南地区，公署随胡军南迁。
6uN¬®¯°±6²9wi6³z
军政部荣誉军人第十三临时教养院
4567849:;<=>?@A 民国时
FG-

期收容伤残军人的管理机构。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H´µ¶·i^=¸¹º»z FG¼}½."$($
.9¾¿/ÀÁRÂ¶Ã¸¹ÄÅ}|
年），在重庆成立，原名为中央伤兵管理处第十三

临时残废院，同年迁入天水，院址设在伏羲庙。次
Æ-·ÇÈ/É.³Ê23/ÈËÌÍÎz ª
年
月更名为军政部荣誉军人第十三临时教养
. ６& QÏÁiuÐÑi^Å}|Æ-ÒÓ
È/ÈdÔÕz tHÖ×ØfÙÚÛÜuÅ}|
院，院长为牟焯。后期又称联合勤务司令部第十三
Æ-ÒÓÈz Ý $ ÞßN9àßNßNdáÛ
临时教养院。下设９个大队，各大队设大队长、司

务长、文书各
Úd4âVà "１人；大队下设
^ãßNÝ (３分队，每分队设分
vN/ävNv
Nd " ^/àvNåæçÐÑi^ １００
"## ^z
èFG
队长１人，各分队可接纳荣誉军人
人。从民国
¼}é. "$%# .ê ëìíßîæ´ïð¶·ñ
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开始就大量接收抗战伤残官

兵，对其进行治疗安排。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有
Ã9òóyôõö÷øz FG|}."$%" .ê9ù
伤残官兵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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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此年，教养院开始开办生产
^z +.9ÒÓÈëìëûüJ
合作社和商号，从事纺织、铁业、面粉等方面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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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兵团，移驻天水，一面守备，一面训练。６
56Ãe/A23/\&=j/\&MNz & 月，东
Q/K
下陕西，在扶眉战役中受重创退回天水、陇西等
Ýx/ ðR3¾_234 5x(
地。８
月初解放军进天水，该军继续西撤，后在酒泉
²z ! Qghiy23/iZxg/t

; z
起义。

国民革命军第一一九军
J'KL4:MMO4 民国后期国民党组
FGtHGFKO
建的部队。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元月，旅长王治
[=uNz FG|}~."$%! .ê;Q/d¡õ
岐率中央陆军第二四四旅来天水接防，编
¢£RÂhiÅ¼22¤23æ¥/２'个旅，
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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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不久部队扩编，改称二四四师。１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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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经过与其他部队整合及补充兵员，组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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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军，由王治岐任军长，蒋云台任副军长，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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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贤任参谋长，辖第二四四师和第二四七师，全军
"*% 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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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人。５月下旬，该军东入陕西，编入陇南兵
e/ 6=²³Ýlm´ð/Å\é\@µ¶
团，在胡宗南的指挥下参加内战，第一九一师划归
该军序列。７
i·¸z + 月中旬，解放军发起扶眉战役，—一九
QR±/ghiq;ð/\\é
军在武功
、扶风等地受到歼灭性打击，损兵近三分
iQ¹4q²3sº»¼½M/¾Ãú|v
之二，参谋长郭宝贤及警卫营长
、军需处长等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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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加工和销售，部分商号经营状况极好。民国三十
放军生俘，军长王治岐只身逃脱。蒋云台收集残部
Jm)ÿ*+/uv!",-./01z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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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１９４５
５０００
2."$%) 年），受社会经济动荡影响，部分商号被
.ê/3þ@,45678/uv!"¬
)### 余人，退回天水整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任命
7^/_23ªf/xÇidñcÈ
迫停业。１９４９
袁耀宸为参谋长。８
9:%z "$%$年元月，十三临时教养院迁往四川，
.;Q/}|Æ-ÒÓÈ³®2/
ÉÊldz ! 月初，解放军进抵天水，一一九
Q/ghiyË23/\\é
部分人员留守天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天
军西退岷县，中途将天水骑兵学校人员收编为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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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荣誉军人被地方政府安排工作。
兵团。后退入武都起义。
BCDE/ 民国时期天水地方军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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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L4PQ:;RD 民国时期国民党
FG-HGFK
平秦师管区
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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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月，平秦师管区在天水 部队。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进驻天水，后赴抗战
/ARBC3QD/EcÛÜFýG/¦H
ÑÒlð/23<=Äz Ýa３ (团，师长康庄，
e/@d/
成立，驻中山公园水月寺，首任司令肖作霖，主要
前线参战，在天水设留守处。下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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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陇东南地区的征兵、军事训练工作。军事训练 副师长郭岐，参谋长黄世薰。全师 ７０００ 多人。
主要包括地方武装、公务员、学校学生军训工作。设
¦HOP²QR4Úp4STSüiM)ý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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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第三
军 民国时期国民党基本部

ÛÜ " ^/©ÛÜ " ^/¦cup " ^/up １１人，
"" ^/
司令１人，副司令１人，主任部员１人，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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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１
月，第三军军长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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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官、书记、军需、军法、军医等
２０X^z
多人。民国三十
率军部及所属第十二师进驻天水。第三军辖第三、

年（１９４１年），平秦师管区改为陇南师管区，继任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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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第十二 、第五十二四个师，全军兵力２．３
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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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罗历戎，副司令李捷发。另外还辖两个补充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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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补充营。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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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此外，十二师所属第三十四旅分驻西和、礼县，
^z +_/}¼@ØÙÅ|}2vAxÿ4ÛT/
第三十五旅驻成县。王均在天水布防各师对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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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警备司令部
!"FGHI6 民国时期天水地方军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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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国民党陆军第一师进
Ê23/O[23ijÛÜu/ó¦HkJlmn
入天水，组建天水警备司令部，其主要职责是实施

进行堵击围攻。１０
yôÞMßàz "# 月，第七师驻防天水。十二师在
Q/Å~@A¥23z }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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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县五龙山及天水娘娘坝等地围攻红军，给红军
åæß=¶ç/Ýièz Å~@é®ÞMÝ2
造成较大的伤亡，红军转移。第七师调往堵击红四

城市警备、军容风纪纠察、维护地方社会稳定。天
opij4iµqrst4uv²þ@wz 2

方面军徐向前部。１１
&iêëÑuz "" 月，王均乘飞机指挥部队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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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事

红军，在通渭飞机坠落摔死，由曾万钟代替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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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由靖远等地返回天水驻防。民国二十
6789:-.;<=>?@ABCD5 EFGH
六年（１９３７
IJK!"#$年）春，开赴华北参加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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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一军
!"#$%&'()% 民国东北军。民国
EFWX"5 EF
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１
月被蒋介石统一改编为第五
GHGJY%"&& JL% Z[\]^_`abcde
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参谋长刘忠干；所属第一一
H`"f"ghijfRkgljmnopd``
qrrgstufd``vrrwxyzfd``
三师师长李振堂，第一一四师师长牟中珩，第一一

由佟麟阁任师长，由其他部队调整补充为
.`ar4f. éc ３个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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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吉鸿昌奉命接任师长。１１月，马仲英部进攻
%) Zf×r4V %% ZfÀqrÌ
天水，吉鸿昌指挥三十师击败该军。民国十八年
ABf qHrõQ"V EFH{J
（１９２９
年）春，吉鸿昌奉命调援宁夏，旅长倪玉声接
Y%"," JLMf_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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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
!"01%23456789 国民政府军
FE"

事机构。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8(V EFGH{JY%"&"年）１月
JL% Z１０
%) 日成立。
UüV

日，国民政府军
JL%% Z ２５
,' UfFE"
EFGH{JY%"&"年）１１月
{rrg|}~5 EFGHvJY%"&' JL( 月，任
Zf 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八师师长周光烈。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８
命于学忠为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率全军进
hijc f"
驻天水。１０
Zfhijcfh:
CAB5 %)月，任命于学忠为甘肃省主席，于随后

令部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为了统一指挥南
$ÖÖN"8f c_`Ö
北两战场各战区的对日作战，会议决定设立党政
Qbv5%v ÇÅUuvf ö

"6N5
率军西开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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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撤销广州、西安
、重庆行营，改设桂林、天

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二师
!"#$%&'(*+ 民国时期国民党主
EFFE
力部队。该师长为关麟征，副师长杜聿明，参谋长
5 rgc f¡rw¢£¤f¥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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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两大行营，程潜任天水行营主任，主持北方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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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国俊，辖第七十三、七十五旅；另有直属通信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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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第五、第八、第十鲁苏及冀察战区。天水
行营设主任、参谋长
、副参谋长各一员。下设高级
Ê°öª¥k4ª¡¥k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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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室、参事室、秘书处、总务处、参谋处、军政处、
¥k¯ª¥8¯ª°±²ª?²ª¥k²ª"²ª
军训处
、军法处及特务团、输送队等，另设特别党
"³²ª"´²ªµ?zª¶·=f¬öµ¸
部。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５
月，抗战进入相持阶
V EFGH¹JY%"-) JL' ZfTvÆ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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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天水行营与桂林行营同时宣布撤销，并改组为

工兵营、辎重营、骑兵连
、卫生队。全师官兵
１．１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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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装备优良，骡马齐全。原属陕军，后投靠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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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８月，对长征进入甘肃
^V EFGHeJY%"&+ JL( ZfÅw Æ
的红二、四方面军进行围攻，随红军进入天水。在
Ç!GªvÈÉ"ÊËÌf!"ÆABV $
ABªÍÎ=>Å!"ÊÏÐf:QV
天水、秦安等地对红军进行堵截，随后北进。

一切事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管第
`¦8?V FE"8ABÊ°§d

!"#$%,)+ 民国时期国民党部队。
EFFEV 西安、桂林军事委员会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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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第一师
:;<=%%2>? 民国时期军事培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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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H©JY%",( JL$ ZÑÒf.lÓrwV
E
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７
月组建，由刘峙任师长。民
甘肃省陆军军事学校
国二十年（１９３１
月胡宗南接任师长（中将军
V
ÄÅhÖ"8iÆV
EF¹J
Y%",) JL%)月，
Zf
FGHJY%"&% 年）６
JL+ ZÔÕÖ×rg
YyØ"
构。又称陇南军事学校。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１０
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在天水县玉泉观创办甘肃省陆
hÖijkÇÈÉ$ABû[ÊËxÌ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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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彭述之任副师长（后为范汉杰），于达任参谋

长，编入第—军建制。全师１
0âºfã¨d`«ª
4fbÆd`"ÒáV r %万多人，下辖第—旅、

军军事学校，校长吴国骅。学校设步、骑、炮、工．
""8iÆfÆ4ÎFÏV iÆöVªµªÐª± -４

第二、第三、第四旅。第一师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军
dGªdqªdv«V d`rä\]^åæçf"

科，学制
年，每期招收学员 ,))
２００ ºfÕ:ÖÌ
人，先后举办 &３
Ñfiá ２, JfÒÓÔi

饷充足，待遇优厚，武器装备精良。民国二十二年
èéêfëì½ífîï»¼ð¾V EFGHGJ

期，毕业
６００ ÙºV
余人。学员分配到孔繁锦部队任下级
f×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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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八月，国民军第十三师
"¹V EFHeJY%",+ JL{ZfFE"dHqr

（１９３３年），为防止红军进入陕西，第一师拦截追击
Y%"&& JLfcDñ!"Æ6fò`róÐôõ
红军进入天水，师部设在天水城，部分部队驻秦
!"ÆABf rö$AB÷f øCÍ
安、甘谷、徽县、成县、武都、碧口等地。第一师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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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以后，派粮征款等各种劳民伤财的差事顿时
AB!:f "# $=%&'E()Ç*8+

张维玺部驱逐了孔繁锦，学校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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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
@A%?BC%DEFG 民国时期军事培
EF"8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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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的拥护。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４月，第一师
LMvNO`AËÌ!vÈÉ"f ËÌPQ:
前往四川广元一带围攻红四方面军，围攻失败后
?@ABfRSTDÍÎ=>f-UVW!"X
返回天水，不久移防秦安等地，并逐步尾随红军撤

³(V EFGHGJY%"&& 年）４月，国民革命军
JL- ZfFE}"
训机构。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
d`rr4ÔÕÖ$ABû[ÊËxÌd`r"
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在天水县玉泉观创办第一师军
¹³ßàf:áâcyã"Æ6Q"¹³ßäV \
官训练班，后更名为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蒋
]^åÆ4fÔÕÖ;<4V ³ßäöVªµ
介石兼任校长，胡宗南任教育长。训练班设步
、骑 ,２
Ñfiá % JV ibc % cfæÌ & fÒ
科，学制１年。学员编为１个总队，共办３期，每期
４００
-)) 人。总队下属３
ºV ãp & 个步兵大队、１个骑兵中队。招
cV²¢ª% cµ²yV 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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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天水。

考学员分配各部队任副连职以下军官，部分毕业
çiøÚ%¡¶è!ã"¹f ø×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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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并联合军民修筑公路，建飞机场，提倡自治，

振兴教育与商务，给地方带来不少实惠，得到天水
t:;<=>?f@>ÈABCDEFfGHAB

国民军第十一（三十）师
冯玉祥西北军的基
!"%&()-.(/+ Z[\6Q"Ç]

学员派出担任东方团队的大、中队长。民国二十五
i"éêWÈzÇ¢ªy4V EF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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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V EFHIJY%",$年）夏，第十一师驻
本部队之一。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

JL& ZfÔÕÖM6f³ßä"
JY%"&+ 年）３
年（１９３６
月，胡宗南部调往陕西，训练班随军

防天水，由佟麟阁任师长，下辖两个混成旅，李兆
DABf.`ar4fã¨bcdü«fse

ëV
迁陕。

琨、刘抡祥为旅长。佟麟阁接任陇南镇守使。不久，
fªlg\c«4V `a×hÖijkV RSf

中央陆军骑兵军官学校
@A=%HI%D>? 国民党军官培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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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师东入河南参加北伐，由李兆琨领一营驻防天
rWÆlÖ¥SQmf .sefn`°CDA
水。北伐成功后返防天水。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
BV Qmüo:?DABV EFH©JY%",(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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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甘肃发生马仲英兵变，十一师赴临夏与变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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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受到重创，兵力已不足两团。９月，根据国民革

构。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９
月 &)
３０日，国民党中
V EFGH©JY%"&( JL"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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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陆军骑兵军官教育班由兰州迁往天水马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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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练习团（辖６个连，１个通信排）、战术班、马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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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３０年）春，正式成立中央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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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军官学校，隶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训练部。蒋

命军编遣会议的精神，该师编为整编第三十师，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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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天水地区人防领导小组改称天水地区人防委员
lm}]Gp{|lm}]Gprs
会，下设人防办公室。１９８５年７月８日，天水市升
t'u/GpCvw- *+() g ! h ( i'lm
为地级市后，撤销天水地区人防委员会，成立天水
}SJ'lm}]Gprst'jklm
市人防委员会，下设人防办公室。１９９７
年３月，撤
Gprst'u/GpCvw- *++! g
, h'
lmGpr'jklmpsrst'u
销天水市人防委，成立天水市国防动员委员会，下
h'lm
/GpCvw ) <C- %##% g３ ,月，天水
设人防办公室等５个办事机构。２００２年

体化建设及管理人民防空国有资产等。
¬^/¦§Gopq®¯°天水县抗日碉堡
!"./012 军事设施。民国三十三年
:/±- o²³²g
（１９４４年），为抵抗日本侵略，天水县政府与驻军十
a*+&& gf'´µi¶·¸'lm¹3Uº»:³
五师对天水城防工事进行重新修整，各乡镇碉堡
¼½¾lm¿pV©9ÀÁÂÃ' ÄÅÆÇÈ
分布情况为∶西关镇重修碉堡
１１个，并对西稍城
<'¾ÍÏ¿
ÉÊËÌÍÎÆÀÂÇÈ **
门进行维修，旧碉堡７个。中城镇新修大城西城墙
X©9ÐÂ'ÑÇÈ ! <- Ò¿ÆÁÂd¿Í¿Ó
ÇÈ ２个，防空指挥部左右岗楼
% <'pq.ÔÕÖe &４个，大城东城墙
<'d¿×¿Ó
碉堡
碉堡２个，岗楼４个，旧碉堡３个。大城镇旧碉堡３
ÇÈ % <'Öe & <'ÑÇÈ , <- d¿ÆÑÇÈ ,
个，新修
２２个，瓦窑坡独立碉堡１个。仁寿乡修独
<'ÁÂ %%
<'ØÙÚÛkÇÈ * <- ÜÝÅÂÛ
立碉堡（两层）４个。而立镇修杜家沟附近碉堡（两
kÇÈaÞßf& <- àkÆÂáâãäåÇÈaÞ
层）４
个，天水郡旧碉堡
ßf& <'
lmæÑÇÈ % ２个。罗峪乡补修碉堡１
<- çèÅéÂÇÈ *
个。皂郊镇旧碉堡（两层）２
个，新修& ４个。碉堡标准
<-êëÆÑÇÈaÞßf% <'ÁÂ
<-ÇÈìí
î * ï'ðßñò １．７５
*.!) ï'ußò
* ï- Öeî
为方１丈，上层梁高
丈，下层高１丈。岗楼方
" ó'ò ７．５
!.) óÇÈÓðôõ % ó'döE÷Ó/
６尺，高
尺。碉堡墙上端厚２
尺，大者每面墙设
枪眼
øù ３个，小者每面墙设枪眼２
, <' öE÷Ó/øù % 个。民国三十五年
<- o²³¼g
（１９４６
年），天水县政府拨发城防修筑工事经费大
a*+&" gf'
lm¹3Uúû¿pÂüVýþd
洋ÿ６１０
３０
"*# 万元，整修碉堡等军事工事，以天水城区
!"'ÃÂÇÈ:V'#lm¿] ,#
里以内各乡镇征雇民工，由县政府办理。城防建筑
$%ÄÅÆ&'oV'(¹3UC§- ¿p^ü
rst)*xyVÂü+' ,-..:
委员会全权负责工事修筑事宜，警备司令部等军
/Yxy0ÂVW'1¬2(¹btxy- V
事单位负责督修工作，具体事宜由县商会负责。工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并入天水市建设局。２００３年
GopqCvwlm^/- %##, g ,３
月，市人防办同市建设局分设。２０１０
h'GpC^//- %#*# 年，天水市人
g'lmG

事技术质量由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张笑藤负责，土
3456(,-..78&9:!xy';
利用现成的，草向百姓摊派。仅修筑皇城碉堡花洋
<=>j?'@ABCDE- FÂüG¿ÇÈHÿ

介石兼任校长，胡竟先任教育长。校部设教育、总
!"#$%&'()*$+,&- %./+,01
务20340560780930:;
、政治、研究、秘书、行政 、军需７个处和练习团。
! <=>?@A共办６期，每期约
BC " D'EDF６０￣７０人，毕业后回原部队。共培
"#$!# G'HIJKL.M- BN
养O２４６０
%&"# 多名初级军官。
PQRS:T天水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 政府工作部门。位
3UVW.X- Y
于秦州区建设路
１９*+楼）。
Z[\]^/_１８５号（工商银行大楼
'() ` aVbc9de
ef*+"% 年３月１６
g , h *"日，成立天水专区人民防空委员
i' jklmn]Gopqrs
１９６２
t'u/GopqCvw'nXxyGopqiz
会，下设人民防空办公室，专门负责人民防空日常

工作。１９６９年
*- h'lmn]Gopqrst{
VW- *+"+ g１０月，天水专区人民防空委员会改
称天水地区人民防空委员。１９７０年
*#月，改称天
h'{|l
|lm}]Gopqrs- *+!# g１０
水地区战备领导小组，下设战备办公室，隶属天水
m}]~'u/~Cvw' lm
地区革命委员会和军分区领导。１９７４年
}]rst>:]- *+!& g４& 月，撤销
h'
天水地区战备领导小组及战备办公室，成立天水
lm}]~~Cvw' jklm
地区人防领导小组和人防办公室。１９８１年
}]Gp>GpCvw- *+(* g １１月，
** h'

¡¢ １００５１０元。此次修筑城防工事所需材料、工资、临
*##)*# "- IJÂü¿pVK;LM0V¯0N
opqCvw/00V
民防空办公室内设综合
、指挥、工程, ３科。主要职
责是加强人民防空建设和管理、推进防空防灾一
O4PþBQÿ７４２０５６５
!&%#)")元。
"y£¤¥Gopq^/>¦§0 ¨©pqpª« 时治安费共计洋

! !" !
－７６－

' #
＿农
业

! 业
"
农
位于秦州区建设路
()*+,-./８６!"号。成立于
0' 45)２００６
&''" 年，正县级
1=ÄÅ½
-Ã' k. Ïn] -.ABn & ÐÑn
建制。内设综合协调科、建设管理科２
个职能科

!植
" #
种
业

\=) &''( 1 # 2ÄÒÓÔ' &''!
2=67
室，于２００７年１月正式运转。２００８
年1１０#'月，天水
Q^8_-.[E\ÕÖQ89G= ×ØQ^8_
$%&'#( 政府工作部门。位于秦州区
!"#$%&' ()*+,
天水市农业局
市新农村建设办公室并入市农业局，保留市新农村
-.[E\ij'
-./８６
!" 号。１９５２年８月，成立天水农业工作站。
0' #$%& 1 ! 23456789:$;< 建设办公室牌子。
建设路

１９５５
１０ 2=.58>7?@AB89<
月，设立农林水利组管理农业。１９５８年
#$%% 年
1 #'
#$%! 1
８月，成立天水专员公署农林局。１９６２年
! 2=4567CDEF8>G< #$"& 1７ (月，成
234
567CDEF8HG3IJKLMN' #$!( 年
1 &２
立天水专员公署农牧局，之后多次更名。１９８７
2=8HGOP=4567Q89RSTU' #$$(
月，农牧局撤销，成立天水市农业服务中心。１９９７

年
月，撤销天水市农业服务中心，成立天水市农
1 ４) 2=OP67Q89RSTU=4567Q8

业局。２００８
月机构改革中，将天水市农业办
9G' &''!年
1 １０
#' 2VWXYT=Z67Q89[
公室
、天水市新农村建设办公室、天水市农业机械
E\]67Q^8_-.[E\]67Q89V`

管理局划归天水市农业局，加挂三个单位的牌子。
ABGab67Q89G=cdefg(hij'

天水市蔬菜产业开发办公室
$%&456#78923 天水市农业局
67Q89G
ÙÚhÛÅ½m9g(' ()*+,EÜ/ "*
下属的副县级事业单位。位于秦州区公园路
６３
0' &''% 1１０
#' 月成立，与天水市经济作物工作站、
245=x67Q«¬$Ý:$;]
号。２００５年
67Q8yÞßàáTUµÈVW=eÊij=
天水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一套机构，三块牌子，
k. n]âyn]QãPn
内设综合科
、生产科 、市场营销科 *３ ÐÑn\<
个职能科室。
&'#'
1äÑ:
&!
l=¼TÛÅ½ABlD
# l=å
２０１０年有职工 ２８ 人，其中副县级管理人员 １人，高
级农艺师
l=8æç１１
##人，助理农艺师
l=èB8æç１３
#* 人。
l<
½8æç２ &人，农艺师
全市蔬菜面积达到
万
Qéêëìíî８０．０４
!'+') 万亩，总产量
ïð= ñyß１９４．６
#$)+" ï

k.[E\]lmn]op\]qr9ABnsd8
内设办公室、人事科、研究室、种植业管理科（挂农
9tu,a[E\ijv]waxy9n]!z{
业资源区划办公室牌子）、计划与产业科、政策法
规科
、科技教育科、农机管理科 、新农村建设科 、农
|n]n}~n]8VABn]^8_-.n]8

ò=óß１５５．７
#%%+( 万吨，总产值
ïò=ñyô １９．５
#$+% õö=÷øé
吨，商品量
亿元，认证蔬
êyi３８
*! 个，注册国家商标
Ð=ùúûóÂ #'
Ð=üEýþ
菜产品品牌
１０个，无公害基

业与市场信息科（挂农业信息中心牌子）。２０１０
年
9xQnsd89TUijv< &'#' 1
１# 月，天水市新农村建设办公室划归市委农工部。
2= 67Q^8_-.[E\abQ8:%<
J 89%] TN
先后被农业部、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命名为全国十
89Q]8_QQ]
大循环农业示范市、全国农村沼气整市推进市、全
89,-.g(
89%
国绿色农业示范区建设单位；被农业部表彰为全
国农村能源建设
、农业综合统计、农业技术推广先
8_u-.]89
¡w]89}¢£

检测中心和武山、甘谷、秦安、麦积、秦州５
个县级
àáTUÆ"#]¦$]*%]&ì]*+ % ÐÅ½
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新建、改建蔬菜专业批发市
8yÞßàáTU=^-]X-éêC9'(Q
场９３
$* 个，其中武山洛门、秦州瀛池、秦安北大、天
Ð=¼T")*&]*++,]*%-]6
7.%Q 89%/ÿû½ÿ¯éê01
水东部市场被农业部确定为国家级定点蔬菜批发
Q< 1éê2Pß3１３５
#*% 万吨，占蔬菜总量
ïò=4éêñß
市场。全年蔬菜外销量约为
"$,=y5P.678]9:TÙ;]-<Ë
h ６９？？产品远销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北方地
的

进集体；被甘肃省政府表彰为全省劳务经济工作
¤¥
¦§¨!©¨ªS«¬:$

区和西北地区的
,Æ=-Ë,h２２个省、市。完成省市项目
&& Ð¨]Q< >4¨Q»Á ２项，
& »=

¤¥ KL¨89®¯:$°±²³´
先进集体；多次获全省农业重点工作责任书考核

¼T # »¦§¨n}?@¶·] 67Qn}
其中１项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天水市科技

一等奖；共获得农业科技成果奖
１６４
#")项，其中省、
»3¼T¨]
µ¶·¸¹89n}4º·

?µ¶·<
进步一等奖。

%½89n}4º·３３**项，市、厅级农业科技成
»3Q]¾½89n}4
部级农业科技成果奖
º· １１３
##* »¿À
1Q!©ÁÂAB°±Ã
果奖
项；连续 #&
１２年获市政府目标管理责任制

$%&:;<=><? 天水市农业局下属
67Q89GÙÚ
天水市经济作物工作站
hn½m9g(< ()*+,EÜ/ ６３
"* 0<
#$$'
的科级事业单位。位于秦州区公园路
号。１９９０

³´µ¶·'
考核一等奖。

年
１２月与天水市农产品质量检
1 ４月成立。２００２年
) 245< &''& 1 #&
2x67Q8yÞßà

Ë÷ÿëì ２０．９５万亩。建成了天水市农产品质量
&'+$% ïð< -4!67Q8yÞß
地认定面积

天水市农业机械管理局
$%&'#)*+,( 政府工作部门。位
!©#$%&' (

áTUµÈVW=ÉÊij= F[E< ABC°
测中心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合署办公。主要负责

)*+,-./８６!"号。正县级建制。１９６６
0' ÄÅ½-Ã' #$""年
1 ２& 2
于秦州区建设路
月

全市经济作物新品种
、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工
Q«¬$Ý^q]^}¢hDEF]:
作及经济作物技术推广工作，组织申报农产品无
$G«¬$Ý}¢£:$= @HIJ8yü
Eý]]äV÷ÿÆ÷ø:$=C°
公害
、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定和认证工作，负责

成立专署农业机械管理局，和专署农业机械公司
45CF89V`ABG= ÆCF89V`EÇ
2=OPË,8V
µÈVW=ÉÊij' #$!* 1
一套机构，两块牌子。１９８３
年 #'
１０月，撤销地区农机
G=45Ë,8HÌ' #$!% 1=4567Q8HG'
局，成立地区农牧处。１９８５年，成立天水市农牧局。

Q8yÞßKLAGQ8yÞß%
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及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
LáàF:$< &''! 1M=Q«¬$Ýñëìí
#$!( 1 &月，撤销天水市农牧局，成立天水市农机
2=OP67Q8HG=4567Q8V 监测检验工作。２００８年底，全市经济作物总面积达
１９８７年２

RSTU' #$$( 1 & 2=67Q8VRSTUMN
服务中心。１９９７年２月，天水市农机服务中心更名

#)#+) 万亩，总产量
ïð=ñyß &'$
õö< Ã
１４１．４
２０９ ïò=ñyô
万吨，总产值&%２５亿元。制

ÿ89}¢£}¢|N １７项，其中甘肃省地方
#( »=¼T¦§¨Ë<
67Q89V`ABG' &''& 1
* 2=67Q8 定农业技术推广技术规程
为天水市农业机械管理局。２００２
年３月，天水市农
业机械管理局挂靠天水市农业局，设农机管理科
ÂO７项，市级农业企业标准
( »=Q½89P9ÂO１０
#'项。
»<
9V`ABGdÍ67Q89G= .8VABn 标准
$%&'6@ABCDEF 天水市农业局
67Q89G
天水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Îd8VTUijv'
（挂农机信息中心牌子）。
ÙÚhn½m9g(< ()*+,EÜ/６３"*号。
0<
$%&-'./0123 政府工作部门。
!©#$%&'
天水市新农村建设办公室
下属的科级事业单位。位于秦州区公园路

! !! !
－７７－

天水大辞典
!"#$%
２００２
１２ "#$%
月成立，挂靠在天水市经济作物工作
!""! 年
! #!
&'()*+,-./0.

术开发工作中获省农技总站先进单位称号。１９９８
S\[.yEªBRB1ÉÁÂ]È< #**'

站，与经作站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主要负责全市
1%2,.13456789:;< =>?@A+

年在＂全国小麦地膜覆盖综合配套技术试验研究
!(^
Aü_`abcdd4RSä_#和推广＂项目实施中被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评
TÎ@ æç^êyWAüBRTÎúûyzX

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与检测、农业标准化生产技术
BCDEFGHA2IJK BLMNOPQRS
推广、农产品品牌认证、农产品质量安全整治等工
TUKBQDD:VWKBQDFGHAXYZ[

µÉÁÂ<
为先进单位。

作。拥有实验室
$!% abc7de]fghiij
.< \]^_` １２０平方米，配置有紫外分光光度
计、原子荧光光度计，微波快速消解仪等检测仪器
kKl;miijkKnopqrstZIutv

局下属的科级事业单位。位于秦州区公园路
６３
º»¼½¾¿ÀLÁÂ< Â¸ÃÄeÆÇ -.

设备。检测中心成立以来，坚持例行检测与监督抽
wx< Iuyz{|}~7Iu2

È< !%%! !)*+56fg¥7hBiÜÝ*w+
号。２００２
年天水市机构改革时，将农村能源建设职

KIu2+u7
查相结合
、基地检测与市场监测相结合，对本区域
内批发市场、零售市场、超市和生产基地的蔬菜产
+K+K+PQQ
品进行检测，检测范围覆盖了天水市上市蔬菜和
DIu7 Iu )*+¡+
地产蔬菜的所有品种，同时还积极配合部、省检测
Q¢]D£7¤¥¦§¨d©KªIu

Üjýk)*+BLº7¤! １１
## 月，成立天水市
"7{|)*+
能移交给天水市农业局，同年

机构对天水市上市蔬菜进行随机抽检。从
年
56)*+¡+«5¬I<  ２００４
!""& !
至
、市在天水市共检测蔬菜样品
® ２００８
!%%' 年底，部、省
!¯7©KªK+()*+°Iu±D
()#'个，合格数为
²7³´µ ５５８９
(('* ²7³¶µ
５７１８
个，合格率为 *)+)&,7·
９７．７４？？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
¸Aªa¹*a<
天水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 天水市农业局下
)*+BLº»
属的科级事业单位。位于秦州区公园路
¼½¾¿ÀLÁÂ< Â¸ÃÄÅÆÇ６３-.号。
È<

１９５２
#*(! 年成立天水农业工作站，先后更名为天水专
!{|)*BL[.17 ÉÊËÌµ)*Í
BLRSTÎ1KBLRSTÎ`K)*ÏB
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农业技术推广室
、天水地区农

技站。１９８４
年２月，成立天水地区农业土壤肥料工
! "7{|)*ÏBLÐÑÒÓ[
R1< #*'& !
.1K)*ÏÔ/ÕÖ172)*ÏBR13
作站、天水地区植物保护站，与天水地区农技站一

天水市农村能源技术推广中心
!"&'/01)*+,-. 天水市农业
)*+BL

农村能源技术推广站，与天水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BiÜÝRSTÎ17 2)*+BLRSTÎ1
一套机构两块牌子。２００６
!１０
#% 月，将天水市农村
"7h)*+Bi
345689:;< !%%-年
能源技术推广站更名为天水市农村能源技术推广
ÜÝRSTÎ1ËÌµ)*+BiÜÝRSTÎ
中心。主要承担全市农村能源技术的引进、创新、
yz< =>ßàA+BiÜÝRS½áKâãK
ä_KåKTÎæç½èé^êëìíî7
试验
、示范、推广和项目的组织实施及信息发布，
ð2BiÜÝLl1[.ï ð2ñÜÝRS
参与农村能源行业管理工作；参与县区能源技术
骨干和农民技术员的培训、咨询服务以及国内外
òóBôRSõ½ö÷K øùúû}ëüg
技术交流与合作；负责农村能源建设情况的调研
RSýþ2.ï ?@BiÜÝ*wÿ!½"#
和统计工作，指导能源建设及其服务体系建设工
$k[.7 %&ÜÝ*wë'úû()*w[
作。自
年实施农村沼气国债项目至 !%%'
２００８ !
年
.< m ２００３
!%%. !^êBinoüpæç®
¯7*{qYnor (#%(% s<^
)*BinoP
底，建成户用沼气池５１０５０
口。＂天水农村沼气生
tBLRSu{TÎ@æçE ２００７
!%%) !)*+¾R
态农业技术集成推广＂项目获
年天水市科技
v3AH7
^
)*+Bino2PtBLRS#
进步一等奖，＂天水市农村沼气与生态农业技术研

究示范推广＂项目获
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
4×;7Ø9:;< #*'- !
-åTÎ@æçE ２００８
"7ÔÕÔI12B
!%%' !NOª¾RvwA
套班子，三块牌子。１９８６
年 #１月，植保植检站与农
"7ÐÑÒÓÚ.1
LRSTÎ1Ùw7#*') ! ９* 月，土壤肥料工作站
业技术推广站分设，１９８７年

^
AüBi
H< !%%. !)*+BLºWBL©Xµ
奖。２００３年天水市农业局被农业部评为＂全国农村

又与农技站分设。２００２年
Û2BR1Ùw< !%%! ! １１月，成立天水市能源
## "7{|)*+ÜÝ
站，与天水市农技站一套机构，两块牌子。２００６年
172)*+BR1345Þ789:;< !%%- !

能源建设先进单位＂，麦积区社棠镇东山村被评为
ÜÝ*wÉÁÂ@7`§xyz{|iWXµ

^
AüPt7ÆÉåi@<
＂全国生态家园先进示范村＂。

#% "7 )*+BLRSTÎ1ËÌµ)*+BL
１０月，天水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更名为天水市农业

天水市农村经济管理站
!"&'234567 天水市农业局下属
)*+BLº»¼

技术推广中心。主要承担全市农业技术的引进、创
RSTÎyz< =>ßàA+BLRS½áKâ
新、试验、示范
、推广和项目的组织实施及信息发
ãKä_KåKTÎæç½èé^êëìí
布；参与县区农技骨干和农民技术员的培训、咨询
îïð2ñBRòóBôRSõö÷Køù

的科级事业单位。位于秦州区建设路８６
号。１９７２
½¾¿ÀLÁÂ< Â¸ÃÄ*wÇ '- È<
#*)!
年成立天水地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站，１９８５
年地
!{|)*,ôex,}l117#*'( !
改市后更名为天水市农村经济管理站。主要职责
f+ÊËÌµ)*+Bi,-l11< =>+@

服务以及国内外技术交流与合作；负责农业技术
úû}ëügRSýþ2.ï ?@BLRS
TÎÿ!½"#$k[.7 %&BLRSTÎ
推广情况的调研和统计工作，指导农业技术推广
ë'()*w[.< !%%'年底有职工
!¯]+[２９
!*人，技术
,7RS
及其体系建设工作。２００８

是贯彻执行农村土地承包、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村
~BiÐßKBôÍL.xKBi
u(Q½ K ï %&BiÐß
集体资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指导农村土地承
KÐþß¤l17%&KBiÐ
包、土地流转承包合同管理，指导
、监督农村土地
ß"sï%&KBôÍL.,承包纠纷调解仲裁；指导
、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
èé*w27\úû2lï?@l1
组织建设与发展，开展相关服务与监管；负责管理
Biu(Qï%&iu(,-èé*wïð2
农村集体资产；指导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参与
农民负担案件的查处。２０１０年底，职工总人数
１６
Bô?à½< !%#% !¯7+[B,´ #-

ó© ２６
!- ,7
'yTÎ#-õ # １人、高级农艺师６
,K ·¿B./ 干部
人，其中推广研究员
,KB./ - ,K01B./ １３
#. ,<
#*'( !}~7
人、农艺师６人、助理农艺师
人。１９８５年以来，
2ßàªK+BL¾RåTÎæç
(# æ3457
共承担省、市农业科技示范推广项目 ５１项（次），
其中由国家级立项、市农技站承担的农业科技推
'y6ü7¿|æK +BR1ßà½BL¾RT
Îæç３.项（次）；由省农牧厅、＂老困办＂等省级立
æ895ï6ªB:;K
<
=>?@Aª¿|
广项目

项，省农技总站主持，天水市承担的农业科技推广
æ7ªBRB1=7)*+ßà½BL¾RTÎ
项目
æç３５
.( 项（次）；由市科技局立项，市农技站承担
æ84Cï6+¾Rº|æ7+BR1ßà

,7'y·¿B,/ # ,7B,/ -人。
,<
人，其中高级农经师１人，农经师６

天水市种子管理站天水市农业局下属的科
!"&89567 )*+BLº»¼½¾

的农业科技推广项目
½BL¾RTÎæç１３
#. 项（次）。有４个项目获国
æ89C< ] & DæçEü

级事业单位。位于麦积区马跑泉路
２４ È<
号。１９９０年
¿ÀLÁÂ< Â¸`§Ç !&
#**% !
成立，与天水市种子公司一套机构，两块牌子。
{|7 2)*+£;e34567 89:;<

家农业部丰收奖和农牧渔业奖，３
项获省农业厅科
7BL©FGHB:ILH7. æEªBL;¾

２００８年
!%%' !３. 月，天水市种子管理站经费形式由差额
"7 )*+£;l11,6

技进步奖，１９
项获天水市科技星火奖或科技进步
RJH7#* æE)*+¾RKLHM¾RJ
<
NOª·PQRST./FQR
H< #**( !(
奖。１９９５年在＂甘肃省高寒阴湿区粮油作物丰产技
Sä_#-2UV§åTÎ@ æç^êyWª
术试验研究与大面积示范推广＂项目实施中被省

拨款转变为全额拨款，经费列入市财政预算。２００８
 µA7,¡¢+£¤¥< !%%'

农业厅评为先进单位。１９９７
年在农用塑料应用技
BL;XµÉÁÂ< #**) !(BYZÓ[YR

!¯]+[２６
!- 人，其中高级农艺师４名
,7'y·¿B./ & ÌKB./
'
年底有职工
、农艺师８
Ì< £;l11=>?@B./D£l1ë£;
名。种子管理站主要负责农作物品种管理及种子
l17ö÷B./£;ÍLRS,õl1,õï
管理，培训农作物种子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 !" !
－７８－

Q R
＿农业

组建天水种业信息网站，发布种业服务信息，提高
!"#$%&'()*+,-%&./'(+01
农作物新品种的推广应用效率；提供良种技术服
23456%789:;<=> 0?@%AB.
务等。２００８年全市落实完成各类农作物试验１３项，
/CD !""# EFGHIJKLMN34OP $%Q+
布点６３个，参试品种
'()个（次）；推广各类农作
SUVW>89LM23
-R &% S+TO6%４７９
物良种
万亩，良种率达到)&->^_`a[
９６？？？麦包衣率
*+%,* XY+Z%[\]
4@% ５０３．５
达到
１００？？？年共获得农
\] １７．７？？玉米三率达到
.(,(-+bcd=\] $++->efghiN
3456%jkOPlm89nAQopq $$QD
作物新品种引进试验示范推广科技项目奖励１１项。
天水市种子公司
!"#$%&' 天水市农业局下属的科级
r$GN&stu7nv
差额补贴事业单位。位于麦积区马跑泉路
!' D
wxyz{&|}D }~_ ２４号。
１９６２年成立天水专区种子工作站，后更名为天水
$)&! fKr$%3*+ r$
地区种子工作站。１９７９
年５月，撤销天水地区种子
%3*D $)() f
* +r$%
工作站，成立天水地区种子公司。１９８５
f (月，天
+r
3*+Kr$%D $)#*年７
水地区种子公司更名为天水市种子公司。１９９０
年
$%r$G%D $))+ f
与新成立的天水市种子管理站一套机构，两块牌
5K7r$G%*+ 

子。２００６
D !++&年
f ５月，撤销天水市种子公司，人员转入
* +r$G%+ ¡
种子管理站。主要职能∶开展新优品种引进、试验、
%*D ¢£¤¥¦§¨5©6%jkªOPª
示范；调动贮备本辖区内大田生产用种，依法开展
lm>«¬®¯°±²³´µ;%+¶·§¨
经营活动；坚持开展种子自查自检，保证种子质
¸¹º¬> »¼§¨%½¾½¿+ ÀÁ%Â

下属的科级事业单位。位于麦积区桥南滨河西路。
tu7nv{&|}D }~_pâqrsûD

１９８６
年与天水市农药管理站（１９９８
$)#& 年成立，２０１０
fKt+!+$+ fr$GNu+*
U$))#
年成立）、天水市小麦条锈病菌源地综合治理试验
fKtWªr$G^_vwxcyzü{+OP
站（２００３
年成立）一套机构三块牌子。有职工
３１
|¤ %$
*U!++% fKtWdD
人，其中高级农艺师５人，农艺师
+ÐÑ1vN}~ * +N}~ (７人。主要职责
D ¢£¤!
是承担全市农作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和防治；植
ÒÓFGN34x7$Ë{>
À5AÈ7jkªOPªlmË89> 4¿
保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贯彻《植物检
v+k* 4xµË«÷¿
疫条例》，进行植物危险性病虫害产地和调运检疫

等。建站以来，多次受到部、省、市党政及业务部门
CD 1*+QV]ªàªGÜ&/
的表彰奖励。其中，１９８９
年获农业部先进集体称
7pD ÐÑ+$)#) fhN&k@
+!+++ fFÔNAÑP$k@+
号，２０００
年被全国农技中心评为测报先进集体，

１９９１—２００８
次获甘肃省植保系统先进集体称
$))$!++# 年８
f # Vh
à ÀÏ¡k@

号。先后有
D |３０
%+ 余项科技成果获部、省、市科技成果
¢QnAK£hªàªGnAK£
p+¤àv¥nA¦4¥,§¨１５０
$*+余篇。
¢©D
奖励，在省级以上科技刊物上发表论文
天水市小麦条锈病菌源地综合治理试验站建
!"#:;<=>?@ABCDEFG9H
设项目
IJK 农业项目。天水是我国小麦条锈病流行
N&QoD r$ªÔ^_vwx«*
的最关键区域，是我国小麦条锈病的越夏、越冬基
7¬®Ù+ªÔ^_vwx7¯°ª¯±²
+^_vwx¤e³´µ¶K·f¸¹º»+
地，小麦条锈病在当地不仅可形成周年侵染循环，

量；组织实施农作物品种布局意见；提供良种技术
Ã>!ÄIÅN346%-sÆÇ>0?@%AÈ

¼½r$¯°µªÔ¾_¿À,x0?
而且天水越夏区可为我国东部麦区秋苗发病提供

f+g
ÉÊË./>«¬®ÌÍ®Î%D !++#年，共
咨询和服务；调动贮备救灾备荒种子。２００８
JKLMN34OP
Q+-R ８８
## S+jk56
完成各类农作物试验
１８$#项，布点
个，引进新品
%UÏW('' S
UVW+ÐÑ¦ÒÓÔÕÖ×Ø^_
种（系）７４４
个（次），其中∶承担国家黄淮海小麦区
$ Q+
ÙOPªÚÛlmÜÔÕvÝOPÞ/L １项，
域试验、对比示范及国家级谷子试验任务各

菌源，春季也可为甘肃省中西部麦区提供菌源，起
cy+øÁÂµ àÑs_0?cy+Ã

品种共
6%g２２
!!个；落实省级小麦（陇南片）、玉米、马铃
S>ßIàv^_UáâãWªbcªä

下，天水市植保植检站立项并承担了《甘肃省天水
t+r$G À ¿*tQÏÒÓÐ àr$

薯区试３
个；开展三大作物市
åO %项，参试品种计１１７
Q+TO6%æ $$( S>§¨d²34G
级区试，小麦、玉米、油菜市级引种观察试验及小
vO+^_ªbcªçèGvj%éêOPÜ^
麦抗冻鉴定试验设试点
个
_ëìíîOPïOR２７
!( 个，参试品种
S+ TO6% ２２８
!!# S

市小麦条锈病菌源地综合治理试验站建设》项目。
G^_vwxcyzü{+OP*1ïQoD

次。落实各类种子良繁
VD ßILð%Zñ２０．２５万亩，生产总量
!+,!* XY+´µòó １．０５
$,+*
亿公斤。共收贮调运各类春播作物良种
万
ôõD gö«÷LMøù34Z%２６１．３６
!&$,%& X
公斤，销售
õ+ú２１８．５８
!$#,*# 万公斤。
XõD
!"#()*$%+,-./0123 r
天水市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分中心
天
$GN&stu7nv{&|}D }~_
水市农业局下属的科级事业单位。位于麦积区马
û ２４号。２００７年７月成立，与种子管理站合
!' D !++( f ( K+%*ü
跑泉路
署办公（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主要负责全市农作
ýþU+WD ¢£ÿ!FGN3
4%Âó7"#ª¿$3+!ÄFGN34%
物种子质量的监督、检测工作，组织全市农作物种

ÄpÅ3;D IÆÇÙ^_vwx7ÈÉ
着桥梁作用。为实现这一区域小麦条锈病的长期
{+ËÊ'+!++! 年，在国家农业部、甘肃省农业
f+¤ÔÕN&ª àN&
治理和控制，２００２
Ëª  à À*C|7²aÌ¼ËÍÎ
厅、甘肃省植保站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该项目国家投资
万
ÑQoÔÕ56２５０
!*+ 万元，地方财政配套
X7+ 4Ò9 １０
$+ X

元。项目根据天水的实际情况，以小麦条锈病的监
7D QoÓXr$7IÔÕÖ+^_vwx7"
测、检测和信息服务为基础，以减少越夏菌源量、
$ª¿$Ë'(./²×+ØÙ¯°cyóª
切断病菌周年侵染循环、控制条锈病暴发流行为
ÚÛxc·f¸¹º»ª Ê'vwxÜ,«*

研究主攻目标，对试验站进行了建设。项目于
ÝÞ¢ßo%+ ÚOP*k*Ð1ïD Qo~
!++%!++* f
1ïJK+ 51O
P*¢@à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建设完成，新建
试验站主体楼
##%,(( 34c+µÊn2 ９６
)& 34c+Ï¡é$á
８８３．７７平方米，可控温室
平方米，系统观测圃
Y+´âlm １０００
$+++ 亩，配套监测、测报设备
Y+9"$ª$ï® )９
１５$*亩，生态示范区
oUW+IP2U=ï® ２３
!% 台（套），预防与应急
oUW+:ã
台（套），实验室仪器设备
Ê'ï®
$&+!
o
U
WD
ÑQo7IÅJK÷
控制设备 １６０２ 台（套）。该项目的实施完成与运

子标签制作、标注和使用行为的管理，负责对全市
*+Úr$G^_vwx7¼äÊ'+åÀr$G
%&'3ª%(Ë);*7++ÿ!ÚFG
行，对天水市小麦条锈病的持续控制，确保天水市
%¿P7,-./D !++& f01%¿P
æçèF´µ,éÄê£3;D
种子检验人员的培训指导。２００６
年修建种子检验 粮食安全生产发挥着重要作用。
2 (*!,+! 34c+ò56 ３０３
%+% 万元，其中中央投资
X7+ÐÑÑ856
!"#LMNOP)9 天水市农业局下属
r$GN&stu
室７５２．０２平方米，总投资
天水市土壤肥料工作站
２７０
万元，配置扦样器、数码体
!(+万元，地方配套
X7+49 ３３
%% X7+9:;<=ª>?@

视显微镜、生化培养箱、真空吸种置床设备、人工
ABCDª´E,FGªHIJ%:Kï®ª

气候箱、高速离心机、多功能电泳仪、图像数据处
LMGª1NOPªQR¥STUªVW>XY
理编辑器、纯度检测其他配套小仪器、快速水分测
+Z[=ª\]¿$Ð^9^U=ª_N$`$
aUªbcdªSeGª>?fWï®ªæg)h
力仪、灭菌锅、电冰箱
、数码摄像设备、计算机网络
及配套笔记本电脑、超低温冰箱等
１９４$)'
台（套）。
Ü9ij¯SkªlmneGC
oUWD
天水市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
!"#4*564*789 天水市农业局
r$GN&s

的科级事业单位。位于秦州区建设路８６
7nv{&|}D }~ëì1ïû #& 号。１９６５
D $)&*
年
f ２月，成立天水专区肥料管理站，后更名为天水
! +Ktr$íî+*+r$
地区（市）土壤肥料工作站，与天水市农业技术推
UGWïðíî3*+r$GN&AÈ8

广站、天水市植保站、天水市农业化验室合署办
9*ª r$G À*ª r$GN&EP2üýþ
D $)#( f )  ' ñ+r$Gïðíî3*r
公。１９８７年９月４日，天水市土壤肥料工作站与天
$GN&AÈ89*`§þ+ N&EP2òÏ
水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分开办公，农业化验室归并
于土肥站。主要负责全市耕地、肥料的监督管理和
~ïí*D ¢£ÿ!FGóªíî7"#+Ë

! !" !－
－７９

天水大辞典
!"#$%

执法检查，承担全市土壤肥力
、墒情、旱情等耕地
!"#$%&'()*+,-./0.10234
质量的动态监测，组织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其他
56789:;% <=>?;*@ABCDEF
十壤培肥技术；负责全市新型肥料、农田节水灌溉
*+GCHIJKL()MNCO.PQRSTU
技术和设施的引进、示范和推广工作，组织实施重
VIDWB7XY.Z[D>\]^%<=_B`

大土壤肥料项目的立项、论证、申报及实施工作。
a*+CObc7db.ef.ghi_Bj^k
自成立以来先后组织实施了天水市土壤普查、中
lmdnopq<=_BrsS)*+t$.u
低产田综合改造、测土配方施肥等农业重大科技
vwQxyz{. ;*@ABC2P|`a}V
项目并获得省
、市奖励１２
项次，其中省级二等奖１
bc~)
!" b
%Eu2 !

个。２００８年底有职工
２２""人，其中高级职称
 "##$ j
%Eu４% 人，中
%u
级职称７

 &人。
天水市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
局
!"&'()*+,-./ 天水市农业
sS)P|
下属的科级事业单位。位于秦州区建设路

7}| W８６$'号。
１９８８
月成立天水市农业环境监测站，后更名
!($$ 年
 %４ mdsS)P|
:;¡% q¢£
为天水市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与天水市土壤肥
¤sS)P| ¥¦:;¡% §sS)*+C

料工作站合署办公。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市农业生
O]^¡y¨©ª «¬LKL()P|®
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和农业环境保护监测新
9 ¥¦:¯°±]^DP| ¥¦:;M
技术的引进、示范和推广工作，组织实施重大农业
VI7XYZ[D>\]^%<=_B`aP|
环保项目的立项、论证，申报及实施工作等。先后
¥bc7dbefghi_B]^2 pq

组织实施了《天水市农业环境评估及对策研究》
<=_Br ²sS)P| ³´iµ¶·¸¹
²º»¼½¾¿]ÀZ[½W¹
²(ÁÂÃ
《甘肃省乡村清洁工程示范村建设》《全国第一次

农业污染源普查》等重大农业环保科技项目，其中
P|ÄÅÆt$¹2`aP|¥}Vbc%Eu
一项获市级科技进步三等奖，编制完成了《天水市
Ãb)}VYÇÈ2%ÉÊËmr²sS)

深施化肥技术示范推广＂＂节水农业及覆膜穴播技
SBBCVIZ[>\R
N
RSP|iTUVWV
术示范推广＂３ＷＢＤ－１６
*+,-.!'型三用喷雾器研制与推
NÈ:XYZ·Ê§>
IZ[>\RN
广＂＂膜侧沟播机械技术引进示范推广＂等
个项
\R
N
U[\]ÖÞVIXYZ[>\R2 １２
!" b
目获得部、省
、市农牧渔业丰收计划奖 、科技进步
cÒ..)P^_|`KaÐ.}VYÇ
奖、科技星火奖等奖励。在国家级、省部级刊物发
.}Vbc2 0Ád.Ò23Í
表论文
年 $８ÑM»PÖeg
月被甘肃省农机局表彰
ee5３０余篇，２００４
*# f6%"##% 
¤(pY "##$年底有职工．
]１８
!$ 人，专业技
%-|V
为全省先进单位。２００８
IÚ !* %Eu>\·¸Ú ! %]Àh " 
术人员１３人，其中推广研究员１人，高级工程师２人。

天水市农业机械管理站
!"&'(0192/ 天水市农机局下属
sS)PÖ

7}| i89１６!'号。
的科级事业单位。位于秦州区滨河东路

１９８４
月!$１８#mdsS4P|ÖÞVIj
日成立天水地区农业机械技术服
!($% 年
 "２ 
务站，隶属农牧处。１９８６年
月 "#
２０ #¢£¤sS
日更名为天水
Ù¡%kP^ö !($'  ２" 

市农业机械管理站，与
１１ #md7
日成立的
)P|ÖÞ°±¡% §１９９７年
!((& ４% 月
 !!
sS)P|ÖÞVIGlumÃnÖopqä
天水市农业机械技术培训中心一套机构两块牌
子。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市农机化服务体系建设和
r «¬LKL()PÖBjÙstWD
管理工作，负责全市农业机械燃油（农用柴油）的
°±]^%KL()P|ÖÞuvwP:xvy7
管理工作，负责并参与全市的农机化技术培训工作
°±]^%KL~×§()7PÖBVIGl]^
等。至
2 z ２００８年底共有职工．１７人，其中管理人员
"##$ {] !& %Eu°±Ú &７
%-|VIÚ & w]Àh３* 人）。先后承担完
y pq&'Ë
人，专业技术人员７人（工程师
æ;R|bc%!((& HNK}ÖX
mr !($&年检测节能项目，１９９７
成了１９８７
年小型收割机引
YZ[>\bc% ËmH~K "/*万亩，实
%_
进示范推广项目，完成小麦收获面积２．３

现纯收入
年农机具补贴项目，
 K ３５．９８
*)0($ 万元，２００４
 %"##% PÖ
Cbc%

２００４
年秸
ÌP|ÍÎÏÐ¹k "##&  (９月天水市被农业部
sS)ÑP|Ò
"##% 年新机具、新技术引进示范项目，２００５
MÖC. MVIXYZ[bc%"##) 
循环农业发展规划》。２００７年
秆揉搓机引进项目通过了兰州专家组的鉴定验
Ó¤(ÁÔÕÌP|Z[)k
ÖXYbcr-d<7IJç
列为全国首批循环农业示范市。
收，２００６
年机动喷雾器推广项目，引进机动喷雾器
!"&'(01-23 天水市农机局下属
sS)PÖ
K%"##' Ö8XYZ>\bc%XYÖ8XYZ
天水市农业机械监理所
１５４
台，完成病虫害防治面积４．７
万亩。承担项目
7×Ø
²
ªÙÚÛ¹°±7}|k

!)%
%Ëm/
%0& 
&'bc
的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科级事业单位。位于秦

州区建设路８６
W $'号。１９８４年
k !($% ８$ 月成立。主要职责是
mdk «¬L
KLÜÝP|ÖÞ7ßàáâ%ãÍäf%å(
负责辖区内农业机械的注册登记，核发牌证，安全

技术检验；负责本辖区内农机驾驶操作人员的考
VIæçJ KLèÜÝPÖéêë^Ú7ì
核
、发证 、审验；开展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安全检
ã.Íf.íçJîÎPÖå(ïðñò%å(æ
$%óÛôõ.ö÷øùPÖúû^|ü¤JóÛ
查，依法纠正
、处罚各类农机违章作业行为；依法
×§ý$ö±øù`þaPÖÿ "##$ 
参与调查处理各类重特大农机事故。２００８
年底有

均在同年获得了省、市级表彰。
0r.)eg
天水市农业机械技术培训中心
!"&'(0156:;<= 天水市农机
sS)PÖ
局下属的科级事业单位。位于秦州区滨河东路
１６
7}| i89 !'
号。１９８８
年
 !($$ 年５
 ) 月，成立天水市农机化学校。１９９７
%mdsS)PÖB !((& 
４% 月撤销，在原基础上成立天水市农业机械技术培
%01mdsS)P|ÖÞVIG
lum%§sS)P|ÖÞ°±¡ÃnÖo%pq
训中心，与天水市农业机械管理站一套机构，两块

职工．１４
人。２００１年获农业部全国
] !% 人，其中干部４
%Eu!Ò % 
"##! P|Ò(Á

är lmdno%<=Glèt0]
牌子。自成立以来，年均组织培训本系统在职职工

PÖ"#å($%&8'(DPÖ)*+)
农机百日安全竞赛活动优胜单位和农机车辆黑车
,é-b./pY 0n1}V23Í
非驾专项整治先进单位。在省级以上科技刊物发

 . ÖéêÚ *)#
£.PÖ¡¢£¤VI
３５*)人次、拖拉机驾驶员
３５０名
、农机维修网点技术
]３００
*## 名。
£
工人

4e5１５
!) 篇。
6
表论文
!"&'(0145678/
sS)PÖ
天水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天水市农机

下属的科级事业单位。位于秦州区滨河东路
１６
7}| i89 !'

7}| 789 !'
局下属的科级事业单位。位于秦州区滨河东路
１６

号。１９９２
日成立，隶属天水市农机局。有
!((" 年３
 *月
 １８
!$ #md%ksS)PÖ

号。１９７３
 !(&* 年成立。主要职责是实施农用动力、运输
md «¬L_BP:8-.;<
机械、农副产品储藏加工等农机化新技术、新机
ÖÞ. P=w>?@A]2PÖBMVI. MÖ

职工１４人，其中管理人员
] !% %Eu°±Ú *３人，工程师４人。自成
%]Àh %  lm
立以来，至
２００８年底，共培训农机维修工
２８００余
dno%z "##$
%{GlPÖ¡¢] "$##
f
人次，核发《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书》８００
 %ãÍ²P|ÖÞ¡¢VIy¥f¦¹$## 多本。
Lè

C.MDO.M]E7·Ê.XY.Fç.Z[D>
具、新材料
、新工艺的研制、引进、试验、示范和推

天水市农业机械维修工作站
!"&'(01>?@A/ 天水市农机局
sS)PÖ

天水市第十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BCDEF(5GHI3 职业技能
|V|

广工作，组织开展对生产企业小批量生产的农机产
\]^%<=îÎµ®wG|HÕ6®w7PÖw
>YüIJçK pq&'D×§r２０
"# 多项省、
Lb.
品进行鉴定验收。先后承担和参与了
Ò.)PÖ}·>\bc%Eu &７ bM»}
部、市级农机科研推广项目，其中
项获甘肃省科

鉴定机构。位于秦州区滨河东路
１６号。２００８
年１
 "##$ 
!
IJÖo i89 !'

技进步三等奖。＂马铃薯加工机械化技术＂＂机械化
OPQA]ÖÞBVIR
N
ÖÞB
VYÇÈ2N

机械管理局双重领导，挂靠天水市农机维修工作
ÖÞ°±¬`®% ¯°sS)PÖ¡¢]^

 １７
!& #md%§sS)¨8D©ª¥«DP|
月
日成立，受天水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和农业

!" !
－! ８０－

3
农) 业

站。主要鉴定农机维修工、农机驾驶员、计算机操
!" #$%&'()*+,'(-./,01(2 的正科级事业单位。位于秦州区西十里。前身为
\6¼<q*e9 efghi7899 :;
作工、电焊
、钳工等工种。鉴定初级工、中级工。
１９９４
'**% 年成立的天水市农科所科技开发办公室，
> HI\ R S T ' ¼ 4 ¼ ½ Ç î å ] < ?
3+,45,6+7+89
:&;<+,=<+9
２００８年，有职工１４人，其中管理人员３
２００６年
月更名为天水市科技成果示范推广中
!""# >?@A+ $% B?C=DEB/ &人，工程师
B?+FG
!""( >１２
'! o×=RST¼½H>?@AB=
４人。成立以来，至
% B9 HIJK?L ２００８年底，共鉴定农机操作工、
!""# >M?N:&'(O3+, 心。主要职责是引进、试验示范、推广
û9 #}A~¸C,DE?@,AB,FG'3¿
、转化农作物
Ø¡8,Ø½É?H8I&Jw'3¿KL½
新品种、新技术，并从事种子经营和农作物生产技

%""余人。
QB9
'(*E+P+8４００
农机修理工等工种

天水市消费者协会农机产品质量投诉站
天
!"#$%&'()*+,-./01 R

术指导等。２００８
ÉMz79 !""# 年底有职工２１人，其中高级农艺
>ú@A+ !' B?C=N<'O

STUVWXYZ[\]^_`Yabcd9 e
水市消费者协会下设的公益性社会团体组织。位

G ' B9 ?@=ûHI１０
'" 多年来，先后承担省
P>K? àüQRS
师１人。示范中心成立

于秦州区滨河东路
fghijklm１６号。２００５年
'( n9 !"") >３月
& o２８!#日成立，
pHI?

+T,ºT'qAB,DE?@Ô '"
!
（市）各类农业推广、试验示范项目
１０ ?C=@
项，其中有２

业务上受天水市农业机械管理局和天水市消费者
qrstRST'q(uDEvwRSTUxW
协会的领导，挂靠天水市农机维修工作站。主要职
XY\yz?{|RST'()*+3!9 #}A

参与有关行政部门对农机商品和服务的监督和
¢£@¤'( ¡wr\¥¦w
检查，就有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向有关行政
§?¨@UVW©ª«^\¬®@¤

项成果获地（厅）级奖励。在这些成果中，中梁系、
H>UV+W,<XY9 íZ[H>=?=\],
天选系小麦年播面积达
万亩，在全市覆盖面
'"" ab?
íÑTcd
Rè]^_>ßö` １００
５０？？上；白菜型冬油菜年播面积在
６０(+万亩以上，
)"-Jsefghif>ßöí
abJs?
覆盖面
cd ９５？？上；马铃薯年播面积在
*)-Js jkl>ßöí８５
#) 万亩以
abJ
s?cd` (+-9
mjkln??@ABio
上，覆盖面达
６０？？仅马铃薯一项，示范推广区域
pq¹gh,_ö,gr,st,uS,vwxJ¹
已涉及秦州、麦积、秦安
、武山、清水 、张家川以及
陇南地区徽县、礼县、文县、西和等地区，累计推广
yzVi{»,|»,ì»,7w7Vi?}0AB
面积
亿元，起到了农
ö５００
)++万亩，实现社会效益
ab?~µ`Yð^ １．８
$.# ?´ôõ'

部门反映、查询、提出建议。成立以来，共受理投
¯°,,±²³9 HIJK?NtE

qïLïð,'ñïò\3ù9
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的作用。

诉１２起。现有职工１４
人，其中管理人员
B?C=DEB/３ &人，工程
B?+F
 '! ´9 µ@A+ '%

#( 号。１９８０年３
n9 '*#+ > &月成立，主管部门是天水市农
oHI?#D¸RST'
路m８６
qv?Y/RST¹º»i'q¼½B/9
¾Y
业局，会员为天水市及各县区农业科技人员。学会
Z[3¿ÀqÁ/Y,ÂÃÀqÁ/Y,ÄÅÀq
下设作物专业委员会、植保专业委员会、土肥专业

天水市农业
科学研究所生物 工程技术中心
!"#)352678BCDE9F@A
'q¼1(2? RST'¼4Z5\6¼<q
农业科研机构，天水市农科所下属的正科级事业
*e9 efghi7899 !++! 年成立，拥有试验
>HI?@DE
单位。位于秦州区西十里。２００２
ÄV ２０余亩，日光温室
!+ Qb?p< !２栋，冬暖棚１座，１０平方
?h  $ ?$+ ó
土地
 $ 9 !++# >@Àq½ÉB/１６$(人，其中
B?C=
米冷库１间。２００８年有专业技术人员
N,=<13B/ ( B?T<¾ÉB $人，研
B?1
高、中级研究人员６人，市级学术带头人１

委员会。学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开展学术交流和
Á/Y9 ¾Y\#}Ær¸cdÇÈ¾ÉÊËw

究生１
3K $人，专业分布有农学、植保、园艺、土化等。
B?Àq@'¾,ÂÃ,O,ÄG79

专业考察活动；对全区农业技术重点项目开展咨
ÀqÌÍÎÏ ÐÑi'q½ÉÒÓÔÇÈ

主要职责是研究、示范
、推广植保、生物技术应用、
#}A~¸13,?@,ABÂÃ,K¿½Éù,

询；帮助会员更新知识；普及科技教育，传播先进
ÕÖY/×ØÙÚÛ¹¼½ÜÝ?Þßà
技术；反映会员呼声；举办为会员服务的各项学术
½Éá°Y/âãäåY/r\º¾É
活动；评选优秀论文。学会成立以来，在天水市农
Îæçèéêëì9 ¾YHIJK?íRST'
业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
qîÈ,'qïð,'ñïòó´ôõö÷\ø

土肥及花木栽培技术。内部设有植保、生物技术应
ÄÅ¹½É9 [@ÂÃ,K¿½É

~'(UxW'q(u\UV ,
责∶为农机消费者提供农业机械方面的消费信息、

咨询服务；受理农机消费者的投诉，并对投诉事
rtE'(UVW\?

项进行调查
、解释；根据受理投诉事项的需要，提
,tE\}?
请农机职能鉴定部门对相关农机商品进行鉴定；
'(A:&'( ¡:&

师４人。
G % B9

天水市农学会
!"#)2( 群众团体。位于秦州区建设
¶·ab9 efghi²[

用、生态农业技术、花木栽培技术研究
个课题
ù, K'q½É, ½É13 ４% 
组。至
项
c9 L ２００８年共取得科研成果１７
!++# >N¼1H> $,项，其中
?C= １３
$& 
获省、市级科技奖励，２
项研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US,T<¼½XY?! 13`ôyàS9

3ù9 !"'"年底有会员
>ú@Y/１９６
'*(人。
B9
进作用。２０１０
!"#)3*42( 群众团体。位于秦州
¶·ab9 efgh
天水市农业机械学会
i²[m #( n9 '*#,年６月成立，主管部门是天
> ( oHI?#D¸R
区建设路８６号。１９８７
ST'qv?{|RST'(r=û?'**, >H
水市农业局，挂靠天水市农机服务中心，１９９７年成
IRST'(vü{|RST'(v9 Y/T,
立天水市农机局后挂靠天水市农机局。会员为市、

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专业论文
íS<Js¿îÀqëì３０&+余篇。
Q 9
!"#GHIJ1KLMNIJ1O 'q¼
天水市蔬菜试验站（西十里试验站）
农业科
1(2?RST'¼4Z5\6¼<q*e9 e
研机构，天水市农科所下属的正科级事业单位。位

县、区农机科技人员。学会设理事长、副理事长
、理
»,i'(¼½B/9 ¾Y[Eý,þEý,E
,ÿ!ý?ÿ!ý#"¾Y+39 ¾Y#$%w
事、秘书长，秘书长主持学会工作。学会无编制和
经费，工作人员都是兼职，经费由挂靠单位农业
&V? +3B/'¸(A? &V){|*e'q

89DE!?HIRST£fDE!9 [¤¥c,
十里试验站，成立天水市蔬菜试验站。设辣椒组、

+'(,vw¼X-}./0Ö9 ¾Y\#}Æ
（农机）局和科协按需要适当资助。学会的主要任

务是组织开展农机学术交流和专业考察活动；对
r¸cdÇÈ'(¾ÉÊËwÀqÌÍÎæ
全区农机技术重点项目开展咨询；帮助会员更新
Ñi'(½ÉÒÓÔÇÈ ÕÖY/×Ø

fghi7899 :;HIf １９６２
$*(! >\RSV
于秦州区西十里。前身为成立于
年的天水地
i'q¼¾134789DE!?$**+ >¡¢7
区农业科学研究所西十里试验站，１９９０
年撤销西
¦§c,¨©c?@DEV
* b?¨ ４% ?h

甘蓝组
、大田组，有试验地９亩，大棚
座，冬暖棚
)
9
$**#
>ª«RST'q¼¾134789
５ 座。１９９８年恢复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西十里
DE!? ~n¬(2®I? ï[¯Àq
试验站，实行一套机构两个牌子，增设玉米专业

组。２００８年底有职工１８
１０
c9 !++# >ú@A+ $#人，其中专业技术干部
B?C=Àq½É° $+
人。有试验地１４
座。主要
B9 @DEV $%亩，大棚９座，冬暖棚３
b?¨ * ?h  & 9
#}

ÎæÛ¹¼½ÜÝ?Þßà½Éçèéêë
活动；普及科技教育，传播先进技术；评选优秀论
ì9 !"'" >ú@Y/１３６
'&(人。
B9
文。２０１０年底有会员
!"#)35267859:;<=>?@
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科技成
果示范推广中

职责是引进、示范、推广、选育蔬菜优良品种。１９９０
A~¸C,?@,AB,èÝ£fé±¡89 $**+
年以来，全站共完成各类科研项目
多项，其中６
>JK?Ñ!N²HºT¼1Ô ２０
!+ P?C=
(
US,T<¼½XYC¨ef,³´,fµ,
项获省、市级科技奖励；引进大白菜
、萝卜、菜豆、
¶µ7£fØé¡8
P?èÝ¤¥,¦§,·
豇豆等蔬菜新优品种
３０&+多个，选育辣椒、甘蓝
、黄

心
A 农业科研机构，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下属
'q¼1(2? RST'q¼¾134Z5

$!个。
9
¸Ø¡8１２
瓜新品种

ÙÚ?á°Y/âãäåY/r\º¾É
知识，反映会员呼声；举办为会员服务的各项学术

! !" !
－８１－

天水大辞典
!"#$%
! ! 天水市中梁试验站
!"&'()*+ 农业科研机构，天水市
!"#$%&' ()*
农科所下属的正科级事业单位。位于秦州区中梁
!#+,-./#01"234 356789:
乡三湾村。始建于１９６０年，现有试验地
;<=>4 ?@5 "#$% ABCDEFG２８５
&'(亩，是
HIJ

全市冬小麦、冬油菜、马铃薯的育种基地。２００８年
K*LMNOLPQORST.UVWG4 &%%' A
有职工
人，本科生
１８
)* 人，其中硕士研究生
ZI [9\]$^_ ２& ZI
`#_ "'
DXY４７
人；专业技术人员
Zab"cdZe２４人，其中正高级１
&) ZI[9/f0 "人，副高级
ZIgf0
Zah0idjkZ " lImnopqrstu
５(人；省级学术带头人１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天水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管委会办公室
政
!"./0123456789:;<= r

府工作部门。位于麦积区中滩镇。２００３
年５月
１９
( + "#
sY&)Á 35N£89*ÀÁ &%%+ A
日成立，为正县级事业单位，隶属天水市农业局，
,ÂBÆ/¾01"»3B--()*!".B
内设综合服务部、技术开发部和信息培训部
个
+õ
ó/012p&' cd34&567Ô8& ３
科级机构。主要职责是负责农业示范园区各项事
#0%&Á XJ9!":81
务的综合管理及园区的开发
、建设、招商引资、信
p.01;<=:8.34>@/>?@A>6

息收集、人才与技术引进和培训等工作。园区管委
7¹B>ZCDcd 5Ô8YÁ :8;E

vwbx " lB*0idjkZ ４名，省＂５５５＂人
) lBhy
(((zZ
津贴专家１名，市级学术带头人

会办公室依托相关技术支持单位建立了两大科技
®FìGHIJKcdLM»3@ÂµN×#c

才１人，市＂２２２＂人才３人。试验站主要职责是选
|
&&&}Z{ + Z4 EF~XJ
{ " Z'*
育、引进
、示范 、推广各类农作物新品种 、新技术
U OO!VOcd
等。先后完成各类农业科研、试验示范项目
多
 !"#$OEF ５０
(% 
项，有
２６ I[9h0
项成果获奖，其中省级奖励８项。在这些
' 4 
ID &$

创新开发中心、一个博士后工作站、七大科技创新
î349OPÖõQ]Y~'R×#cî
服务中心。即与甘肃农业大学合作建立了奶牛胚
2p9OÁ SD¼T!"×i1@ÂµUVW
胎移植中心，２００７年
XYþ9OB&%%* A *７月甘肃省科技厅批准成立
+¼Th#cZØ[Â

9' 9:  ( MNA¡¢£ １００
"%% ¤H
成果中，中梁系、天选系小麦年播面积
万亩
¥¦'K*§¨¢£ (%,¥¦aRSTA¡¢£
以上，全市覆盖面积
５０？？上；马铃薯年播面积
８５'( 万亩，覆盖面积达
６０？？？菜型冬油菜年播面
¤H'§¨¢£© $%-aªQ«LPQA¡¢
积在
万亩以上，覆盖面积#(.¥¦
９５？？上。实现社会
£８０
'% ¤H¥¦'§¨¢£
¬C®
效益
亿元，起到了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的
¯°４．８
)/' ±²I³´µ!"¶·¶¯!¸¶¹.

º
作用。

了＂甘肃省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立了
µ
y¼Th\(UVY]cd$^9OzB@Â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博土后工作站，
^_!`#c×ia#iDY]Q]Y~B
与天水市农业局联合建立了农产品检测检验中心，
D()*!".b1@Âµ!cdedF9OB

与天水市气象局联合建立了信息中心，与中国果树
D()*fg.b1@Âµ679OBD9oh
所合作建立了苹果脱毒苗木组织中心，在维亚猪业
+1@Âµijklmno9OBpqr"
公司建立了畜牧兽药与人工授精服务中心，自建
ìs@ÂµtuvwDZYxy2p9OB z@
了培训中心、天水现代农业服务中心、蔬菜加工配
µÔ89OP()CÜ!"2p9OP{|ÞY}
~9OÁ Ò4E>!04>>!">r>
送中心。先后从发改委、农综发、扶贫、农业、财政、
ïE>&) ７８*'个，承担国家、省、
õBox>h>
经委、旅游等部门争取项目
*0#$K３５
+( 项，获取各级各类科研成果
B0#$
市级科研攻关项目
２８项（次）。２００８年底有职工１５
&' Á &%%' ADXY "( 人，技术人员
ZBcdZe
奖励
１２"& 人，其中高级６人，中级
ZB[9f0 $ ZB90 ３人，初级
+ ZB0 +３人，工勤人
ZBYZ
e " ZÁ
员１人。

!"#$
机械收割

天水市甘谷试验站
!"&,-)*+ 农业科研机构，天水市
!"#$%&I ()*

农科所下属的正科级事业单位。位于甘谷县新兴
!#+,-./#01"»3 35¼½¾¿
镇。成立于
"#)" AÃÄÅÆÇÈEF!ÉÊ'"#(&
ÀÁ Â5１９４１年（前身为陇南试验农场），１９５２
AËÌ()*ÃC678ÊÍÎ¼½¾I"#$% AÏ
年由原天水市（现秦州区）迁至甘谷县，１９６０
年更
%&'()*+,-./012
天水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一角

lÆ¼½EF~ &%"% ADXY +$ ZIb"cd
名为甘谷试验站。２０１０年有职工３６人，专业技术
Ze １３人，其中高级职称
"+ ZI[9f0XÐ +３人。拥有试验基地１７０
Z ÑDEFWG "*%
人员

!">?./@2AB<C 甘肃省农业产
¼Th!"c
天水绿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HIÒ1!VU ÓÔcd
亩，主要从事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引进、栽培技术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甘肃省质量免检防伪单位。位
"k">¼Thæãd»3Á 3

研究。６０多年来，选育、引进了一大批农作物品种，
5¼Th()!"fcd:8óÁ ìs
$^ $% AÕIU µÖ×Ø!VI
于甘肃省天水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内。公司成
AB&%%' AAc +&%%万元、固定资
¤²>A
Â5 &%%"年，２００８年末总资产３２００
立于２００１
[9(１５
"( 号小麦品种
ÙMNV &%
AÜÝÞK
其中天选
２０ ÚÛ
世纪*%７０年代参加全
"'%%
¤²BD#$
&%%%
PV
¡ $+%
c
o!·ß'
[àáªâãäåælçKoÝ
国农产品展，其粗蛋白含量营养品质名列全国参 产１８００万元，有科研楼 ２０００ 平方米、种子库
６３０
展品种之首；９０年代选育的天选
４１号小麦累计推
ßVèéa#% AÜU.( )"
ÙMNêë
 "+万公顷，创经济效益１亿元；选育的高粱品
¤ìí'îïð¯° " ±²aU.fñ
广１３
V(ò ９１４４
#")) JoóôÖõö÷øùú.Va
种天杂
是国内第一个抗矮花叶病的品种；引
.fñVûü２５３
&(+在陇东南种植
ÇýÈVþ４０
)% 多年，创
ABî
进的高粱品种熊岳
ÿ8V!ºA"è#Á !$%"& &
该区品种利用年限之最。先后获农牧渔业部奖励２
Bh'*#icd (２０
&% 多项。
Á
项，省、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平方米、种子加工车间
平方米、自动化连栋温
PV ÞY¢£ ６３０
$+% Pz¤¥¦§
室
６４©=UVª«
座及育种网棚５３个。公司与
G ２栋、日光温室
& ¦P,¨§G $)
(+ õÁ ìsD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
9o¬£cd$^qP 9o#iq®D4U_
i$^+1@Âµy9o^&\(¯°¬±U
物学研究所合作建立了＂中国西部航天（太空）育
VWGzB Âµ¼Th\(UVY]$^9OB
种基地＂，成立了甘肃省航天育种工程研究中心，
@Âµ9o\(UVªÁ ìs²º°¬³´',¨
建立了中国航天育种网。公司采用太空诱变、日光

! !" !
－８２＿－

4 5
农业

温室加代
、病圃选育 、生物技术检测 、营养成分检
!"#$%&'()%*+,-./%0123.

安良种场被确定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２０１０年底
O*Hå_y7ÇL«LMÍfÎÏ &$%$ ¼~

测、抗性鉴定等综合选育技术，成功选育出蔬菜、
/%456789:(),-;2<()=>?%
瓜果、粮油、花卉、牧草、曲种等
３９３ KLM
个品系
@A%BC%DE%FG%!H8 ! ９大类
IJ "!"
８０００
、豇豆、菜豆 、茄
#$$$多份益变材料，育成航天辣椒
NOPQRS;)2TUVW%XY%?Y%Z
子、番茄、黄瓜等
１８K>?^LH;_
个蔬菜新品种，有２
个品种获
& KLH`
[%\Z%]@8 %#

有职工
亩，其中山地
_ÙÚ２１
&% 人，共有耕地面积
Û;_Ü¾¿ ４０３．３２
'$).)& À;a
１００
３０３．３２À
亩。主要职责是每年引进选
%$$ 亩，川水地
À;úu )$).)&
Ù÷¼;x(
育小麦抗锈耐瘠性品种
个，进行品种区域对
)0, K;
xLH>D
)íü4 5LH ３￣５

中国杨凌农业高新技术博览会新品种奖，４
个产品
abcdefg^,-hij^LHk;' KlL
获国家级产品奖，先后获甘肃省和天水市科技进
`bmnlLk; op`qrstUuvw,x

ýþ
比试验。

甘谷县金山良种场
-*#."&'/ 农业科研机构，为甘谷
efwÅÆ; Çq

县农业局下属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位于甘谷县
ÉefÊËÌL«LMÍfÎÏ ÏÐqÉ

步奖
个。公
yk ７项、国家发明专利３项，注册商标
( z%bm{|}~ ) z; ３) K


金山乡水家岔村。始建于１９６５年８月
}umÖ PÐ %!-, ¼ / ×３０日，原名
)$ 8;

司在进行品种研发的同时，先后建立了张掖、天
xLH{; op%U
水u%%
、陇南、山西' K7H;
４个稳定的标准化制种基地，以＂公


司＋基地＋农户＂的方式带动制种农户
*+e ¡¢He５６３
,-)户，实
;£
现总产值９４６万元，户均产值
%.-/ §¨;©ª«
¤¥l¦ !'- §¨;©l¦１．６８万元，户均增收
(&$$ ¨ qrs¬®%2¯%°±²%³´%µ
７２００元。在甘肃省及杭州、成都、黑龙江、北京、陕
%^¶8 &,
西、新疆等
２５ KsvTU>?^LH·¸
个省市建立航天蔬菜新品种示范基
地（点）１４５个，２００９年落实制种面积１１００
¹º»%', K;&$$! ¼½£H¾¿ %%$$ 亩，实现
À;£¤
销售收入
ÁÂ«Ã２８００
&/$$万元，实现利润
§¨;£¤~Ä ６２０
-&$ 万元。
§¨
武山县洛门良种场
!"#$%&'( 农业科研机构，为武山
efwÅÆ; ÇÈ
县农业局下属的事业单位。位于武山县洛门镇文
ÉefÊËÌÍfÎÏ ÏÐÈÉÑÒÓÔ
mÕÖ Ð %!,) ¼ / ×;Ø¼_ÙÚ / Û;Ü
家寺村。建于１９５３年８月，当年有职工８人，耕地
&)& À Ý ２０１０年，有大口井１眼、提灌１处，全场
&$%$ ¼;_IÞß % à%áâ % ã;äå
２３２亩。至
&)&亩耕地全部保证了灌溉用水，配套小四轮拖拉
ÀÜäæçèâéêu;ëìíîïðñ
２３２
Å % ò%óôõ % æ%öÜÅ % æ ÷¼øùäv
机１台、深松犁１部、旋耕机１部。每年承担全市
úuûíüýþ % K; ÿýLH %$ K!;"
川水地冬小麦试验１个，参试品种１０个以上，繁

＂国营甘谷县店子坪良种繁殖场＂，时有干部职工

b0qÉ[*H#å; _æÙÚ
Û;Ü %&$ À;å4 )$
À; %,$ À %!-/ ¼
１２%& 人，耕地１２０亩，场园
３０亩，共１５０亩。１９６８年

磐安良种场并入金山良种场，养猪
１０
NO*HåeÃ}*Hå;1１００
%$$ 多头，牛
N; %$
头，东北种马１５匹，关中种驴３头，骡子１０
;³H %, ;aH ) ;[ %$匹，羊
;
&$$ 多只，引进新疆细毛羊良种公母羊２０
Nu;;x^¶*H &$ 只，为全
u;Çä
２００
É Ff1#{?áE¡*H¢ %!1& ¼a
县畜牧业养殖发展提供了优良的种源。１９７２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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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斤，累计推广面积
§ + ; , - . / ¾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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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小麦种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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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科所小麦及马铃薯区域试验、示范，甘谷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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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县良种场优越的土地资源，引进企业、资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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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区西十里良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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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良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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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出良种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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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冬小麦优良品种。 甘肃省兰州农校迁至清水县，７月将良种场划归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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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育种工作，并繁殖小麦良种供应全县大田生产。
L.³NH¥:´µ ８２１、７７－６９、清农
÷I%RÂ.H¥§÷©%<Rs=rØ`ai
,!#3))-%(3´> ' ~¶
+]
优良品种。１９８３—２０００年主要承担甘肃省陇南川
１９７９年良种场移交清水县管理，成立清水县良种
'©J%i .(,'·!&&& Nf¡ª«¬®¯°¸
.()( N©%&sí´=tu. v´=©%
区片冬小麦品种试验，每年参试品种
场，隶属县农业局。１９８４—１９８６年，主要承担天水
F±¦§¨J%KL. ¹NºKJ%２０
!& 多个，给
»].Z
&.wq=>2oi .(,$·.(,% N.f¡6«
秦州区种子公司繁殖冬小麦优良品种２
市冬小麦品种区域试验和小麦品种示范、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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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及农作物新品种 ２００ 多个，大田推广＂秦单６ 购置了拖拉机、脱粒机等设备，开始玉米制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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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6«¬®ý½°±¦§÷F²
试验，每年参试品种
个，为客观公正评审冬
KL.9NºKJ% １０￣１３
."/.' ].m¾¿½ÀÁ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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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品种以及大面积推广新品种提供科学依据。
ÃÄ©%&|}~. ©%&dxò`a©%Å
随着良种场体制改革，良种场由单一生产良种转

州区葵花区域试验、示范，筛选出适应当地栽培的
nFOÏF²KL3CD.P¤XQR³+S-r

变为发展多种经营，在良种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发
móÆ»%gh.©%`ar.TÇó

机、精选机
、旋耕机、脱粒机，修建办公室 １５
k3º¤k3»Wk3k.8½
.+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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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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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展蔬菜生产，兴建日光温室５栋，搭建塑料大棚
４０
!"#$%&'()*+, ! -&.(/012 "#

二；园区与中国农科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
¾^h_LXÒLdX»16þM&

个（２０
亩），建立马铃薯品种试验基地 １０
个，试验
34$% 56&(789:;<=>?@
&% 3&=>
品种
１００ 5D
亩。建场以
;<５０
!% 多个，建立蔬菜生产基地
A3&(7"BC%?@ &%%
(EF
来，累计引进农作物新优品种
'%% 多个，推广面积
AQ&RSTU
G&HIJKLMNOP;<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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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基质栽培技术攻关研究，成功地创造出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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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西甜瓜一年三茬栽培技术＂日光温室配制一

次基质使用三年种植六茬作物＂等高效种植模式，
ÌÉLo<0MN><@A&
形成了完整的技术栽培体系，西、甜瓜一年三茬
2ó©b»ÿgzª9& Ò RÀoL

麦积区社棠良种场
!"#$%&'( 农业科研机构，为麦积
LWXYZ[& \]U
区农业局下属的差额补贴事业单位。位于麦积区
^LW_`abcdefgWhiD ij]U^
社棠镇。始建于１９６２
klmD n(j )*'$ 年。主要开展冬小麦良种的
oD pqr!st]u<b

（次）栽培技术在西北地区居领先地位；采用国内
Á¶gz»ÿ Ò@^x@iÉ_ö

育种工作，先后培育出适应川水地种植的冬小麦
v<wM& xyzv{|}~@<bst]
品种社棠１号、２
号和社 !'
５６ 
等)+１８个优良品
! k
3Pu;
;<kl ) $号、５
种，在全市川水地大面积推广，取得了较好的经济
<& ~@1TURS&b
效益和社会效益。建场以来累计繁殖优良品种
９０
kD (EFGHPu;< *,
V&st] ６９．７
'*-. V&
V
万公斤，其中∶冬小麦
万公斤，玉米&'-"
１６．４万公
&**+ o ^L¡_A¢£
& (-' VD
斤，高粱３．６
万公斤。１９９８年北道区农牧局多方筹
资，对场里土地进行了整体开发，共建
４００￣５６０平
¤&¥E¦§@K¨©ªr«&¬( "%%/!'%

方米的日光温室
¢b)®+,５３
!( 座，分给良种场职工１８座，其
¯&°±u<E²w &+ ¯&
中１４
座
 &"座以棚代资分给职工（每个职工两座），４
¯F2³¤°±²w 4´3²wµ¯¶&" ¯
由场管理，其余
３５ ¯·
座由北道区农业高科技示范园
·E¸¹&º (!
^LWX»¼½¾

毒苗木繁育产品在
年广州果品博览会上夺
0%%" oSJ;rstu
TOv%; ２００４
得３枚金牌，园区多次受到了国家、省、市有关部
 ( v{&¾^A_PÎÆÂ

&z»ÿ<b&o ８０
+% A¢
首创沙培技术种植的番茄树，植株冠幅
多平方
hoJ 00%%%
º3VLJWEbJ
米、单株挂果
２２０００余个；万农果业公司的果树脱

b¡¢£¤& ¥¦§\:
_ÒÂ¨øv<
门的表彰奖励，被确定为＂中国西部航天育种基

地＂＂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中国农大教学实习基
@>
:
_LW-.¼½©>
:
_L1ª6«¬
@>
:
ÒLdX»16%6Y¼½^>
:
ôõÎ
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产学研示范区＂甘肃省青
:
ôõÎL¯«É»ÿz,
®oX»&O@>
少年科技创新基地＂＂甘肃省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基
@>:ôõÎX°¼½@>:ôõÎX°ªv
地＂＂甘肃省科普示范基地＂＂甘肃省科普教育基
@>
:
ø§©-.hi>&0%%. o±²\ÎÏ
地＂＂天水市定点旅游单位＂等，２００７年晋升为省级

¼½^D
示范区。

统一管理（２００５年全部拆除）。２０１０年底有职工１０
¿À¸¹Á0%%! oÂÃÄ¶D 0%&% oÅÆ²w &%
Ç&È@ &"!
5&LWC%ÉÊ １９０
&*% ¢&ËC
人，耕地
１４５亩，农业生产用房
平方米，非生
%ÉÊ２９８
0*+ 平方米，每年繁殖优质良种
¢&´oPÌu< &0%
5&o
产用房
１２０亩，年
C%<Í (-'' VD
生产种子３．６６万公斤。
)*+,-./0123456# 省级农
ÎÏL
甘肃省天水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
W¼½¾^D ij]U^ÐmD (j 0%%0
.
业示范园区。位于麦积区中滩镇。建于
２００２ o年７
Ñ&TU 0(%%
(ÆÒPÓÔÕÖ)®+,
月，面积
２３００ 5D
亩。建有西北优化型节能日光温室
&*0 座，智能化全自动温室
¯&×ÖÓØÙ+, ６' ¯&ÚÉÛÜÝÓ
１９２
座，食用菌工厂化繁

!"#$%&'
科技示范园一角

育中心１个，大型气调库
vÞ & 3&1Ôßàá ３个，现代工厂化养殖场
( 3&â³ÜÝÓãE
３( 个，集食宿、垂钓、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亚热带植物
3&äÚåæçèéêë\ÀªbìíîN
生态观光园１处。已成为甘肃省内一流、天水特色
Cïð®¾ & ñD òó\ôõÎöÀ÷øùú

秦州区西十里。１９９３
年建成。园区总占地面积
³^Ò´¦D &**( o(óD
¾^|~@TU

明显、综合技术示范强的节水生态型无公害工厂
ûü ýþ»ÿ¼½!bÕCïÔ"#wÝ
ÓLW¼½^&$%X»¼½»ÿ&O'(
化农业示范区，具备了科技示范、技术创新、辐射
îÙ)*+÷»ÿz,-./®011ÖD
¾
带动、信息交流
、技术培训、旅游观光六大功能。园

78#./456# 农业示范园区。位于
LW¼½¾^D ij
秦州区农业示范园区

１０００
户 (+0&
３８２１ ÇD
人。共建
&%%%亩，涉及玉泉镇的５
5&µY¶mb !村
· ７８０
.+% ¸
¹(
³)®+, ４２０
"0% ¯&
ºÆ³)®+,»]¼
二代日光温室
座，所有二代日光温室都配套
½¾9¿¿ûÀÁD ¾^öpqF<"B
了滴灌系统和照明设施。园区内主要以种植蔬菜
\p&~|TUb *!1Ft&ÂÆNSÚÉ
为主，占总面积的
９５？？上，其次还有花卉和食用

ÛD "BÃÄpqFÅR\p&ÆsF
菌。蔬菜早春茬主要以黄瓜和番茄为主，秋冬茬以
ÇB\pNSFÈN\p&pq;<ÆVÉÊ
芹菜为主；花卉以草花为主，主要品种有万寿菊、
ÀËÌRÍÊÎÏÐÑÒÓlÀ;Ì@Ô
?¨@A&xyBJCDX»EFGX»H 一串红、瓜叶菊、香雪兰、萝卜海棠、一品红、地覆
运行模式，先后招引绿鹏科技公司、洁通科技、嘉
ëIWH¾J"KìãLMNO &.
P
乐乳业、嘉园果蔬、维亚养殖、三阳花木等
１７家公
EKQ¾^&K¨RJ"BNSTOÚUÉÛ
司进入园区，进行瓜果蔬菜、花卉苗木、食药用菌、
VWuXbwÝÓC%YZ[\w]^D ¾^
珍禽良畜的工厂化生产及其贮藏、加工配送。园区

区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
、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
^2óFE\345W\pª%6Y78

þb&Oª9
:
t;[1<=>bøLW¾^
合的创新体系和＂小机构大服务＂的天水农业园区

先后成功引进、试验、示范
个国内外优良品
xyó1JK => ¼½ ５７６
!.' 3_ö`Pu;
种，引进新技术
<&JKO»ÿ６０
'% 多项，涵盖林果、蔬菜、畜牧三
Aa&bcdJ"BX¡L
大支柱产业和食用菌、花卉两大特色产业的栽培
1ef%WÚÉÛ NSµ1ùú%Wbgz
技术与节本增效管理技术，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
»ÿhÕij¸¹»ÿ& \S1klmnPÌ
&0%% Vo&CÓTO *!%
VoD ¾^b
"B<T １２００万株，绿化苗木
蔬菜种苗
９５０万株。园区的
NSC% ２００５年全国第六届花卉博览会上，夺
0%%! o_p0qNSrst&u
花卉生产在
 0金２
v 0 银４铜的成绩，奖牌总数占全省三分之
w " xbóy& z{|}~ÎL°
得２

秦州
区农业示范园区一角
()*+,#$%*&'

－! ８５ !－
!"

天水大辞典
!"#$%
子等；食用菌主要有香菇、鸡腿菇和金针菇。每个
!"#$%&'()*+,-.+/01+2 34
蔬菜棚年收入在
万元左右，花卉棚年收入在
!"# <=>?@
AB789:;
56789:;１．３
１．５万元左右，食用菌棚年收入在
!"$ <=>?@$%&789:; １．７万元左右。通
!"% <=>?C D
过新品种引进、嫁接栽培、高温闷棚、黄板诱杀、配
EFGHIJ,KLMNOPQR7,STUV,W
方施肥、膜下滴灌、张贴反光膜、覆盖防虫网、使用
XYZ,[\]^O_`ab[OcdefgOh%
生物农药和生物菌肥等技术，使园区内蔬菜良种
ijkl/ij&Z"mn@ hopq56rH
率达
９８？？上。
st １００？？新技术到户率达
!&&'@Fmnuvst ()'wx2

６００
+&& 多万株，解决了当地农民育苗难的问题；展示
<n@þÿ¦okÎòmpÝ()#qz
栽培蛇瓜、蛋茄、番茄树等特稀蔬菜种类，其中一
MNr¶,s®,®½"tu56HÀ@v
株番茄树生长管理了７１５
n®½iÌ¦ %!$ 天，树冠幅直径达到
w@ ½ xy z{t u
１２．８米，冠幅面积１２８．６１平方米，单株结果穗达
!*") P@ xyMN !*)"+! OXP@ Hn|¼}t
４６５６个，结果
２５６０８个，为国内领先；引进示范航
,+$+ 4@|¼ *$+&)
4@ß=q~¤#IJz{
椒２
ª *号、航椒３号、航椒５号、洛椒超越
Ó,ª # Ó,ª $ Ó,ª ３０１、洛椒
#&!,ª
+!+,ý"GH#6IJ ) 4GH@z{Þ
６１６、日本圣林等品种；韭菜引进８个品种，示范成

&'()*+,-./0 农业示范园区。
kyz{op2
武山县洛门农业示范园区

¦ ２* Ó,!&
Ó,!! Ó"GH#IJ¦ !!
功了久星
号、１０号、１１号等品种；洋葱引进了１１

位于武山县洛门镇。始建于
!(() 8@ １５０亩，
!$& @
|}~C  }１９９８年，占地
现有日光温室
多万元，由武山
@ ３００
#&& <=@~
)bQ５８$)座，总投资
县经济作物工作站负责管理。现有技术人员
１０
jC )mn !&

个品种，试验筛选出了太阳格林、红福王、牧童王、
4GH@ÁÂ¦«,,,
牧童等品种；茄子试验成功了黑龙长茄等。２００８
年
"GH#®!Þ ¦Ì®"C *&&) 8
引进了卷帘机，代替了人工卷草帘，达到了省工、
IJ¦@4¦@tu¦,
省时、高效之目的，增加了作物的光照时间，为全
,PÝ@ /¦jÝb¡¢@ß1
bQÝÃÄ£u¦¤¥%C
县日光温室的推广起到了带动作用。
45(6789/ 月季专业生产基地。位
Lh¦yi6:C |
甘谷县实验月季园

名，其中高级农艺师２
@P k¡¢ * 名，农艺师１名。建园以来，
@k¡¢ ! C
ow£@
先后引进了彩色辣椒、太空番茄、香椿
、葡萄、油
¤¥IJ¦§¨©ªO«¬®O*¯O°±O²
桃、西甜瓜、袖珍黄瓜
、美味珍珠等蔬菜果树名优
³O´µ¶O·¸S¶O¹º¸»"56¼½¾

品种
个，筛选推广了中杂、金棚系列番
GH８) 大类
¿À ８６
)+ 4@ÁÂÃÄ¦ÅO07ÆÇ
茄，津绿、津优、博耐系列黄瓜，长城、大民架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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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二号、克奇碧玉厚皮甜瓜等适宜该县栽培的优
kÒÓO ÔÕÖ×ØÙµ¶"ÚÛÜMNÝ¾
良品种１３个，成为武山蔬菜主栽品种。２００５
年投
rGH !# 4@Þß~56'MGHC *&&$ 8
 Þ１０００
!&&&头规模、正大标准设计、占地
àáâ,ã¿äåæç, *&
资建成
２０ Ý
亩的
èéê ! 4C *&&% 8 ëìíîïðHîñòó
养殖场１个。２００７年建立马铃薯微型种薯繁育体

}§¨©ªj«¬ １５００米处，甘礼公路旁县
!$&& P®@j¯°ª±
于陇海铁路甘谷车站北

水泥厂对面，创建于
年，拥有观赏品种园
²³´µM@ ¶ } １９８０
!()& 8@
·)¸¹GHo $５
处，苗圃基地
４５０ @ßj¼q½Lh¦ymn
亩，为甘肃省内集月季专业技术
®@º»: ,$&
¾¿,i6,ÀÁßvóÝÎö>mÂyC ¤¥I
研究、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民营科技企业。先后引
J=q&¾rGH９６０
(+&多个，经过栽培实验，筛选
4@EMN5@ÁÂ
进国内外优良品种
ÃÄ ６８０多个。主要产品有大型单花香水月季、切
+)& 4C '(6G)¿ðHA*²Lh,Å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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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形成自主经营的马铃薯茎尖培养
、微型薯繁育 花、丰花、微型、藤本、地被月季等系列，年产高中
ùúúH,úH,MNH
HîñòóÆ@ûü
É¿ÊHº１００
!&& 多万株。自育新品种
<nC õòFGH１３
!# 个，其中
4@
及原原种、原种 、栽培种多级种薯繁育体系，从根 档大小种苗
ýxþÿ¦~Hî!", Ì#$%&'Ý( Ë
ÌÍ/*Í Î １９９９年＂中国昆明世界园艺博览
!((( 8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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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解决了武山县种薯退化、长期依赖外调的问
＂冀城和平＂获
会＂参展证。１９９９
年５月代表甘肃省选送
６０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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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ÕÖ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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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引进新大平、费乌瑞塔等新品种，加速全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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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薯品种更新换代，为实施马铃薯产业化奠定基
季品种参加世博会月季专题竞赛，获一金六银七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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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àáâãä@ÎãåsÇævC
NòÝçML
础。２００８ 年被中国科协、财政部评为全国科普惠农 铜十四枚奖牌，获奖比率名列第一。培育的盆栽月
FG¤JH|C
兴村先进单位。

季在
h; ２０００年举办的中国西部商品交易会上荣获
*&&& 8Z[Ý=´BèGéêÔxëÎ
花卉精品一等奖，２００１年获全市新优农产品一等
ABìGv"ã@*&&! 8Î1íF¾k6Gv"
奖。同年
月被国家林业局、中国花卉协会命名
ãC î8 １２
!* LÈ=ïyð,=AB?Ôñ
为＂全国花卉生产示范基地＂。产品质优价廉，远销
ß
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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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
:;(+,-./0 农业示范园区。位于
kyz{opC |}
秦安县农业示范园区
´÷øÐ÷GC *&&&年５
8 $月建成，占地面积
L Þ@MN #&&
西川镇神明川村。２０００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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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是秦安县农业新技术的孵化基地
、新产品展示

基地、新成果的转化基地和新兴农民的培训基地。
:,FÞ¼Ýý7:/FFkÎÝN\:C
园区由
日光温室示范区、百果区 、食用菌生产区、
opbQz{p,þ¼p,$%&i6p,

经济林育苗区和现代养殖区组成。日光温室示范
òºp/4èépÿÞC bQz{
!"#$%&'()*
武山日光温室示范园区
&'(123+,-./0
武山县东旱坪农业示范园区

+& @Y
Þ!"#$1%|&'¥
p ６０
区占地
亩，共建成砖包土墙全钢结构电动卷帘

kyz{opC
农业示范园区。

位于武山县洛门镇东旱坪。２００６
|}~IJKC *&&+年
8 １１月建立，占
!! L ë@
地面积
２６５ <=@q)
万元，内有１栋
MN２１８４平方米，总成本
*!), OXP@Þý *+$
!Q
纹络式智能温室、１
座日光温室和 $５个塑料大棚。
RSTUVQ,! bQ/
4WX¿7C
ow£@YZ[N\]３０
#&多次，受训
^@_\ #&&&
建园以来，共举办培训班
３０００ 
多人
^@`amnX ３０００
#&&& 余份。在春、秋、冬三个季
bcC ;d,e,fg4h
次，发放技术资料
节培育辣椒、番茄、黄瓜、茄子、甘蓝等优质蔬菜苗
iNò©ª,®,S¶,®!,jk"¾l56m

二代日光温室
Ò4bQ３５
#$ 座，六连栋温室
@Ü(QQ !１栋，主要以优
Q@'(w¾
质反季节油桃和精细蔬菜新品种、新技术引进、试
lahi²³/ì)56FGH,FmnIJ,

验、示范和生产为主，年生产油桃
万公斤，蔬菜
,z{/i6ß'@8i6²³ ３．５
#"$ <°*@56
６+ 万公斤，总产值
万元；百果区占地 １００
<°*@6+ ７０
%& <=#þ¼p
!&& 亩，主
@'
(w,t,¾,³GHIJ,MN,z{ß
要以名
、特、优蜜桃品种引进 、栽培试验 、示范为
'@M-GH ２５
*$ 个，年生产蜜桃
4@8i6,³ #$
主，栽植品种
３５ <°.@6
万公斤，总产
+ ５０万元；食用菌生产区占地
$& <=#$%&i6p３０
#& 亩，建有１０米×
@ ) !&P值

! !" !－
－８６

$ %
农业

７２!"米食用菌生产棚
!"#$%&'２０"#座，主要生产平菇、双孢菇、
()*+%&,-./0-.
金针菇等，年生产食用菌
８０万公斤，总产值
１２０
567) 8&9 %"#
12-3) 4%&"#$ $#
万元；经济林育苗区占地
5:;<=>?@ABC７０
!# 亩，主要进行优质苹
D)*+EFGHI
果苗、桃苗、梨苗生产，年生产果树成品苗木
５０ 5
万
J@.K@.L@%&)4%&JMNO@P &#
株，总产值
万元；现代养殖区占地 ４０
'# 5:;RSTUABC
(# 亩，主要
D)*+
Q)8&9 ６０

利。基地包括孟寺、崔湾、袁川３村，基地通过整村
/n ßC¦012.34.5Ì ) Ï)ßC,67Ï

以鸵鸟养殖、肉用种羊养殖、仔猪繁育、蛋鸡养殖
VWXTU.Y#Z[TU.\]^?._`TU

种植
、宝
Zö １０００
%### 亩左右。基地所产鲜青椒远销西安
DIJn ßCK&LMNOPQ.R
`.,S.TU3C)4VPW %&#
567)8ÿ!
鸡、平凉、秦州等地，年外销量
１５０万公斤，总收入

a*)WX.Y#Z[._`bcdea ４０
(# 只、１００
f.%##
为主，鸵鸟、肉用种羊、蛋鸡存栏分别为

推进扶贫项目，投资
%&# 万元，统一规划，集中连
5:):¨;<)=>
E89âã)íî１５０
片，一次性建成塑料大棚１０００
５００
?) ¨äåwNæê¯' %### 个，占地面积
ë) BCxr &##
亩，配套了电力、大口井等设施，是张家川县面积
D)@A¸BC.¯ØD3³´)EÊËÌ(xr
F¯ ³´ÁÂZößC) ¼½GßCHCÁÂ
较大的设施蔬菜种植基地，同时该基地露地蔬菜

f."### f)4^?\] ３００头，年产值
)## g)4&9 ２００万元。
"##5:h
) !# 5:)ÖÚÿ!７００
!##元。
:n
只、２０００只，年繁育仔猪
约７０万元，户均收入
清水县农业示范园区
!"#$%&'(# 农业示范园区。位于
ijklmAn op
>?,$%&'(# 农业示范园区。位于
ijklmAn op
麦积区农业示范园区

麦积区社棠良种场。１９９９
１０４
4wN) BCxr %#(
qrAstuZvn %*** 年建成，占地面积
亩，有日光温室
座。园区以引进新品种、推广新
D)yz{|} ５３
&) (n
mAV~EOZ
技术为主。引进的新品种主要有津春
、津优系列黄
a*n ~E OZ*+y.G
瓜，西农、京欣系列西瓜，中杂、金棚系列番茄、阳
)i.).1'.
光
番茄，玉秀系列西葫芦等。示范推广的新技
*#$ )3n
kl 
{ ９０８

术有西瓜、黄瓜嫁接技术，膜下滴灌技术，无公害
y.))6
¡3n mA¢uZv£¤¥¦<§)¨4%
栽培技术等。园区由良种场职工承包经营，一年生

产两茬，冬春茬以茄果类
、瓜类为主，秋冬茬以番
&©ª)«ªVJ¬¬a*)«ªV
茄为主，每座大棚年产值
１．５万元。园区自建立以
a*)®(¯'4&9 %+&
5:n mA°w±V
²)aqrA³´ijOZ µ#
来，为麦积区设施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推广
¶·¸u¹ kl~º»#) ¼½a¾A¿ÀÁ
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引导作用，同时为城区淡季蔬
ÂÃÄÅÆÂÇÈÃµ¶·¸É+»#h
菜供给、保障菜篮子供应起到了重要作用。
)*+,-*./0123456&'78
张家川县刘家村塑料大棚蔬菜种植示范基地
ijklmAh opÊËÌÍÎËÏh "##! 4w
农业示范园区。位于张家川镇刘家村。２００７年建

清麦公路、桐温公路、清张公路交汇地带。建于
Xq6Y. Z|6Y. XÊ6Y+[C\n wp
２００７年
亩，有无公害精细蔬
"##! 4９月，规划面积
* ]);<xr １３３０
%))# D)y6^_Á
菜种植区、中高档花卉试验区、名优树种展示区、
ÂZöA.`abcdeA.fGMZÞkA.
"#$%&ßC.ÁÂgÝhv.ÁÂþ¤@i
食用菌生产基地、蔬菜批发市场、蔬菜加工配送中
j.klmnA !７个功能区。建设期分３
ëopAn w³qd )个阶段∶
ërst
心、休闲娱乐区
一期工程共建设
¨q¤uvw³ &５连栋温室１座，占地面积２８２２
>w|} % () BCxr "$""
平方米，新建西北型节能日光温室
,x!)wyz{pz{|}３０
)# 座，普通塑
()|,æ
料大棚
ê¯'５００
&##个，优质苗木繁育基地
ë)GH@P^?ßC １００
%## 亩，优质干
D)GH}
鲜果基地
亩果蔬
LJßC１００
%## 亩。二期工程完成办公楼、３５
Dn ~q¤uN6.)& DJÁ
gÝhvþ¤@ijw³n q¤N
批发市场及加工配送中心建设。三期工程完成中
`abc%&ßC."#$%&ßC.klmnA
高档花卉生产基地、食用菌生产基地、休闲娱乐区
w³n "##$ 4NOZÁÂ?@２８０
"$# 万株后，集
5Q")=
建设。２００８年完成新品种蔬菜育苗
Þk
b
%%"#
,x!)L.
$(#
,x!)
中展示兰花 １１２０平方米，凤梨、竹芋 ８４０ 平方米，
"$# 平方米，银玲甜瓜
,x!)  ２００
"## ,
 ¡O２８０
无土栽培礼品西瓜
平

N)CÐÑÒÓÔÕA)yiÖ ３１２
)%" 户，总人
Ö)8×
成，地处东峡水库下游灌区，有农户

x!) ÓJ ２８０
"$# ,x!)
Zö¯ (４
方米，水果黄瓜
平方米，并种植特大南瓜
%&!& ×)ÙCxr １９１６
%*%' 亩，人均占有耕地
D)×ÚByÙC %+""
.M １棵、蔬菜立体栽培柱
% .ÁÂ± ¡１０
%# 根、蔬菜墙
.ÁÂ %１
口Ø１５７５人，耕地面积
１．２２ 棵、番茄树
D)ÛÜÝÞÁÂ
ÌCxr
($#
Dn
ßCàá
x
%&#
,x!)ýþ¸Þk)¸mA
亩，适宜发展蔬菜的川地面积 ４８０ 亩。基地依托新 面 １５０平方米，增加了科技展示载体，丰富了园区
iÏw³klâã) ¨äåwNæçèéæê¯
农村建设示范项目，一次性建成塑钢结构塑料大
*# ë)æçèé«ì'２０
"# 座，占地面积７８亩，
()BCxr !$ D)
棚'９０个，塑钢结构冬暖棚

景观。新建的
个普通塑料大棚年均收入达
n w ５００
&## ë|,æê¯'
4Ú ÿ!
３０００元以上，引进的清水县绿源林果有限公司完
)### :V) ~E XÓ(>Jy 6¡
N¢£¨¤IJ¥ö１５０
%&#亩，套育
D)A? $#
D¦tn
成天汪一号苹果定植
８０亩海棠。
土地改革前土地出租
@8ABC@8DE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形
iÏ<=§¨©ª

式。土改前，天水专区耕地出租分为活租和定租两
«n ¨¬)¢ÓAÙC®¯da°¯±¥¯©
种。活租也称分租，即佃户与佃主之间依约定的产
Zn °¯²³d¯)´µÖ¶µ*·¸à)¥ &
®dN¹º)»¼4ÿNEFdNd@n ¥¯)²
出分成比例，按当年收成进行分成分配。定租，也
³½¯) ´¾¿ÀÁÂ) Ú»Ã¥¯ÄÅÆÿ
称死租，即不论庄稼丰歉，均按议定租率足额收
Çn
¿°¯ÈÉ¥¯)ÿÊ ª«¯¦0ËÌ
取。无论活租或者定租，收缴的形式大体包括实物
地租、货币地租和劳役地租３
种。实物地租是以出
C¯.ÍÎC¯±ÏÐC¯ ) Zn
ËÌC¯EVÑ
租土地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及产量按比例收取实
¯CZö i»ÌOZ&W»¹ºÿÇË

刘!"#$%&'
家村塑料大棚
各种蔬菜
万元，种植地膜复种
óZÁÂ２７０
"!#余吨，投资
ôõ)íî ０．８
#+$ 5:)ZöC÷Z

Ìn Ò#ÓZª«ÿÇC¯ A%¹FÔ)ÿÇ
物。采用这种形式收取地租的区域比较广泛，收取
地租的租率一般为亩产量的
６０？？山旱瘠薄地为
C¯ ¯Ä¨ÕaD&W '#,)
Ö×ØÙCa
５０？？货币地租是缴租时按市场粮价、油价折收钱
&#,n ÍÎC¯EÊ¯½»hvÚÛ.ÜÛÝÿÞ

菜瓜
亩；投资
万元，种植优质马铃薯
８００
Â １００
%## D;
íî １８
%$ 5:)
ZöGHøùú $##

Î)¾ÊËÌn ß#ÓZª«Ê¯ CA*+dà
币，不缴实物。采用这种形式缴租的地区主要分布

Dn ÂZöûüiÖ4ýþÿ!２５００
"&##余元。
ô:n
亩。菜种植可使农户年增加收入

在县城周围交通便利、农田肥沃、经济较发达的少
á(¾âã+,ä/.iåæç.<=FÝ è
éCx)V¢Ó.êë¾âãFìn ÏÐ®¯EC
数地方，以天水、甘谷城周围较多。劳役出租是地
×í.ÏCîï ÖAaðñòóôõ ÏÐ)
广人稀、劳力缺乏的山区为逃避官府摊派的劳役，

8íî１２０
%"# 万元，其中群众自筹
5:)ïðñ°ò '&
4%&
总投资
６５ 5:n
万元。年生产

张家川
县孟寺、崔湾塑料大棚蔬菜种植示范
)*+,9:;
<=/0123456&'
基地
78 农业示范园区。２００７
ijklmAn"##!年建成。位于后川河流
4wNnop"Ì#$
域下游，距离张家川县城约
３ )公里，交通
、通讯便
6*)+,.,-.
%Õ)&'ÊËÌ(¾)

即以佃户应缴地租折工，由佃农顶替支付劳役。占
´VµÖµÊC¯Ý¤)¢µiö÷øùÏÐn B

!" !
－! ８７－

!"#$%
天水大辞典

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及收获物仍为农民个体所有，
有大量耕地的地主、小土地出租者靠雇工或出租
%âãRS>?ye fl=gê@-!
!"#$%&'() *+',-./012,-

经营耕地，多数官田也出租经营。
互助组发挥了个体经营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促
45L*hoê@3445]|^Ai
345%6789:;,-34<
天水区农村土地改革
!"&'()*+,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形
=>3?@ABCD 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o=3RSjk^la<
式。１９４９
１１月，天水地委在组织恢复城乡生产、
田家庄农业社
F !!
G6HI%JKLMNOPQRS)
345'-6 初级农业合作社试点。１９５２
·=3]|Zmÿ< %"$'
E< !"#" 年
剿匪肃特、安定社会秩序的同时，在全分区开展减
年２
F '月，天水地委在天水县甸东乡田家庄（今秦州
GHI%JKHInoQ:pqìrst
TUVW)XYZ[\]^_`6Kabcdef
租减息反霸运动。为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１９５１年
区太京镇田家庄）试点，建起天水区第一个初级农
-fghijk<l+%BmnYopq<!"$% F
cuvw:pqîmÿ2xHIcyOê·=
!& Gr１９５２年春耕期间，在西北局及省土改工作
!"$' Fs$tu6Kvwxyz+B{|
3RS]|Z`z{|=3Z< Z1}=3®~
１０月至
业生产合作社，时称红星农业社。社内设农业、副
业两组，农业组又设
１６ Ì
户
}^~HI%J )c)Q
3L=3L}３. 个生产小组，有社员
êRS*L!Zú %*
团的指导下，天水地委先后抽调县、区、乡级干部
及土改积极分子共
４７７６
人，分三期进行农村土地
34+% %*'-,
2Z· * ６匹骡

y+Bb ())* bt=>+%
６３*.人，共经营土地
１６２．８ Ð<
亩。建社初，购进
改革。土改的主要任务是划定阶级成分，没收和缴
子、５
副新犁和２' ~¸ßàoFZ=Ö<
副步犁，增加了畜力和农具。社内
®$ ~¥
Z1
Bm +B^(Yb
收地主富农的土地财物，分配果实，重新调整分配
劳力统一调配，合理分工，发挥各人专长，精耕细
EZ O ¡]b{*hU÷$
%(=^+% b¡¢£¤¥ ¦b¡
利益；依靠广大贫、雇农进行检举、监督，让地主富
作，在种好粮食作物的基础上，改种
|Kðñ| ^pqCB ４( 亩西瓜，给
Ðv
§¨©ª/«¬®0=¯°)±²³%(
农自报田产，对田产进行初步掌握和估价，经农
ß?Feáö< ðñòS
=´µ:S ¶:S·¸¹º»¼ 3=
玉米增施油渣肥料，当年获得较好收成。粮食总产
'-*' 万公斤，亩产平均
ÎÇõÐSØ １６０．５
%*&-$ Çõ2Z
[)+B{|Ly«¬)0=½¾[¿bÀÁ®
ÄóÝ２．６２
会、土改工作组及广大贫、雇农代表会充分讨论、
量达到
公斤，比建社
评定、衡量、复评、张榜公布，划定阶级成分。天水
前增长
１０．３５？？比村里办得最好的崔正海互助组
Ûß÷ %&-.$/
ÂY®ÃÄ®OÂ®ÅÆÇÈYb HI
>çá^#45L
区在土改中共划地主约
户，征收没收土地
每亩多收６．７５
cK+ÉÊ%(Ë ９６０１
"*&% Ì
Í+%
Ð7 *-)$公斤，高粱、玉米比单干户高一倍。
Çõa®ÌaO<
２５８．４万余亩，牲口
２２．６万多间，农
全社农副业折合粮食
万公斤，人均分配
３１１
+$,-( ÎÏÐÑÒ ５万多头，房屋
$ Î7ÓÔÕ ''-*
Î7u=
aZ=~3 ]ðñ４．７６
(-)* ÎÇõ
Øb¡ .%%
具
万余件。地主人均占有耕地由土改前的
Ö ４７．６
()-* ÎÏ×
%(ØÙ!$%Ú+BÛ^
Çõ< %"$. 年春，田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整
Fs :pq=3RS]|Zde¦
公斤。１９５３
%,-* 亩减少到
ÐfÜÝ ３．６
.-* Ð0=Þ!$%Ú
¡®¢£®¤Z¥k< 3Zú¬[g(Âæ¦Y_
１８．６
亩，贫雇农拥有耕地由 %-(
１．４ Ðß
亩增 顿、巩固、扩社活动。经社员大会民主评议决定同
%*)-( Î7=Ìbáo+%< K
§ '户农民退社，同时吸收了另外
Ì=g¨Z_`©oª« (４户入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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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０．９２？？比重上升了０．７１个百分点。
&(,$*; BCFG9 %(-' HIJKL
土地流转克服了家庭联产承包后单家独户经营的
M@N"OP9QRSTUVWXQYZ[\+
局限，促进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
]^_`aM@bcdbefbghij=klTm

洮农校以优良株系
作父
U=VâWXµY７１７－３
-/-3) 作母本，７３５Ａ－１９
vZ[-)!43', v\
本杂交选育而成，１９９０年由秦城区（今秦州区）种
]^_`(a¦',,% 6DOP bcOde
子公司引入天水市进行试验
、示范。该品种幼苗绿
fØgaÑbhiÁ
«¬j
色，半直立，株高
１１７厘米。弱冬性品种，中熟，全
¯±klµ* ''¶·Á m$y@ö
生育期
$-'1$-, 天，高抗条锈病和白粉病。一般大
*Ë-.ïtopïÁ qr&
l(n２７１￣２７９
田亩产４００￣５５０公斤。１９９２年全市推广种植
s4T .%%1!!% ØÙÁ ',,$ 6ö¡ ２５．０９
$!(%,

nopk[\&Zb=kqrsktuvwxy.
34',,) 6 ３６．５９
)0(!, 34Á
ÚÛÎÐ
素向专业经营大户、农业龙头企业和合作社集中，
万亩，１９９３年推广
万亩。适宜天水市山区及
有效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并且改变农民就
z{`a9=kTk|}~ =  二阴地区
ãä@båN¡Á
、Ｊ川道区种植。

业结构，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k|}.`a= 7L
山前麦
&'( 天水市引进推广冬小麦品种。天水
aL 
地区农科所中梁试验站于
@=y １９７４年引入天水地区。
',-. 6@L
１９８１—１９９１
万
/,+'',,' 年在天水市累计推广种植
6         ¡１４５．４
'.!(. 3
4',+' 6¢£¤¥e¦§¨j©ª «¬
亩，１９８１年获甘肃省科技成果三等奖。该品种幼苗
®¯5°±²³J´iyjµ* +%
叶色较深，半匍匐，分蘖力中等，株高
８０ ¶·F
厘米上
下，茎秆粗壮，不易倒伏。叶片较大，喜水好肥，不
¸¹º»¼½¾¿ÀÁ ®Â5&ÃÄÅ½
耐干旱和瘠薄，抗寒力强。１９７７—１９７９年山前麦在
ÆÇÈtÉÊËÌiÍL ',--',-, 6ÎÏ
天水地区高山及半山地区的
３２个试验点上进行
@*ÎÐ±Î@+ )$
HKFaÑ
了６９
9 0,次试验∶平均亩产分别为
ÒÓ ÔÕ4TJÖ×２４１．２
$./($公斤、２２１．２
ØÙb$$/($
ØÙÚÛÜÝNÞßà /0%%
公斤，适宜于渭河流域海拔
１６００ áâF+*ÌÎ
米以上的高寒山
áâF+*ß
tãäÎâÐÜÝNÞ /-%% 米以上的高海
区和二阴山区以及渭河流域１７００
àå¡æçèNÞßà /!%%
·âF+*Î
拔川区种植，嘉陵江流域海拔
１５００米以上的高山
@év×êë¡Á
DÎÏ½Æ
地区可作为搭配品种推广种植。由于山前麦不耐
瘠薄，抗旱力差，抗黄矮病能力中等，在海拔较低
ÉÊËÈiìËíîïðiyjßà5ñ
的阳山及干旱
、瘠薄地带不宜种植。
+òÎÐÇÈóÉÊ@ô½Û¡L
中引麦
号 天水市引进推广冬小麦品种。
)*( ８! +
aõL
天水地区农科所中梁试验站于
年引入天水
@=y １９７３
/,-) 6

地区，１９８２—１９８５
年
@./,+$/,+! 年全区累计种植
6ö ¡２５
$!亩，１９８４
4./,+. 6
获天水地区行政公署科技成果二等奖。该品种穗
¢@Ñ÷Øøe¦§ãj©L «ù

金皇后
123 天水市引进推广玉米品种。原产美
at·Á 0Tu
国，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初期引入天水，是当时川区主
6yzn {4|åÿ
v$% wx !%
栽品种。该品种稳产、高产，抗逆性强，适应性广；
}Á «ITb*TË~$ÍÚB$?
幼苗黄绿色，中鞘淡紫色，长势强壮；株高
３１０ ¶
厘
¬íj¯y¯8Í¼?µ* )'%
·ÅEl(n '!%
"< *@
米，对水肥敏感，生育期
１５０天左右，属晚熟品种，
yE&bïÁ ',+' 6Nbb£3b
中感大、小斑病。１９８１年北道区、清水县、甘谷县、
秦安县等地试种，平均亩产２５４￣２８６
公斤。１９８４年
Oj@ÔÕ4T $!.1$+0 ØÙÁ
',+. 6
两当县良种场示范种植
２ $亩，平均亩产
4hi¡
4ÔÕ4T５５２
!!$ 公斤。
ØÙÁ
１９８１年全区种植面积
',+' 6ö¡1$２８．１１万亩，１９８８年全市推
$+('' 34',++ 6ö
广种植
万亩，中单２号引入天水市后被代替。
¡７．０１
-(%' 34yX
$ WyÁ

适宜天水川道河谷地区种植。
ÚÛåNÝ3@¡Á
456 天水市引进推广玉米品种。１９５７年
at·Á ',!- 6
英粒子

从辽宁省顺城县引入天水。该品种具有抗逆性强、
¥PÁ «zË~$Íb
ÚB$bÆÉÊbITbÄjKÁ µ* $$%
适应性广、耐瘠薄、稳产、品质好等特点。株高
２２０
¶·ßà5*+Î¡l(n １３０
')% 天，属

厘米，在海拔较高的山区种植，生育期
y@yE®ïÁ ',-- 6PØw
中早熟品种，中感叶斑病。１９７７年清水县城关公社
&±J@ W 4T３０６．５
)%0(! 公斤，比
ØÙB
南峡大队采用半分地提纯后，亩产
¡[
+¢
£f
4T
$)+(!
Ø
Ù7
T
未经提纯的英粒子亩产 ２３８．５ 公斤增产 $+(!*Á
２８．５？？

１９７８年在清水县４
',-+ 6 .个玉米区试点对比试验中比未
Ht·KByB¡
提纯的增产９．５？？同年，全区玉米区域试验山区组
 +7T ,(!*Á¤6öt·ÞÎ¥

公
ú¯.ûü,.ýþÿù8! -(+
¹º ４个点平均亩产
. HKÔÕ4T３２４公斤，比未提纯的亩产
)$. ØÙB¡ +4T ２９８
$,+ Ø
白色，纺锤形，无芒，主穗长度
７．８¶·"#Á
厘米左右。茎秆
粗壮，抗倒伏。冬性，抗寒性强，越冬率高，耐瘠性差，
斤净增
２６．６公斤，增产８．５？？１９８４年全区种植面
»¼Ë¿ÀÁ $ËÌ$Í%&*ÆÉ$ì
Ù¦7 $0(0
ØÙ7T +(!*Á ',+. 6ö¡1
ßà１８００
/+%% 米以下山区能安全越冬。生育期长，
·â¸Îð'ö%Á l()8
$2E ２６
$0 34§{Î+ÿ}Á
D¨6
在海拔
积达到
万亩，仍是山区的主栽品种。由于多年
5*+,-.ïyËÁ ÚÛ@ßà /!%%
¡©ª«^¬B5®CTHBznz
较晚熟，对条锈病中抗。适宜于天水地区海拔
１５００ 种植，普遍混杂退化比较严重，产量比推广初期有
·âF+ä/ÎÐãäÎvêë¡Á
米以上的阴湿山区及二阴山区作搭配品种种植。

¸¯W[`°t ±¼ßà5*+
所下降，后经选种留种和提纯复壮，在海拔较高的

T1&2/,-! 6D@=£3
产意大利，１９７５
年由天水地区农科所甘谷试验站

Î¡ ¢²5Ä+¦Á ',++ 6¡
山区种植，获得较好的收成。１９８８
年推广种植
$%($'
34Á
ÚÛßà
'+%%
·â¸+Î¡Á
２０．２１万亩。适宜海拔 １８００米以下的山区种植。

引入天水地区，当年参加川水地品种比较试验，亩
@465å@B54
.0%(0 ØÙB,6787T
!($*9:ã;Á
产T４６０．６
公斤，比对照阿勃增产５．２？？居第二位。

v=³
´
56/-µvZ]
´
))%¶v\]^_`(
国农科院用＂Ｍｏ１７＂作母本，＂３３０＂作父本杂交选育

,! ¶·"<Ë¿iÍùûü,ý
«µ*９５厘米左右，抗倒力强，穗纺锤形，无
该品种株高

$,- ¶
a¦/,-+ 6@Á «µ* ２９７
而成，１９７８年引入天水地区。该品种株高
厘

芒，红壳；冬性，越冬性好，中晚熟，出苗至成熟２５０
þ=>?$%$Äy*@/A¦@ $!%
天左右，耐旱，耐瘠性好，适应性广。虽中度感染条
"<ÆÈÆÉ$ÄÚB$Á CyDEF锈病，但耐锈性好，产量比较稳定。１９８５年播种面
.ïGÆ.$ÄTHB5IJÁ /,+! 6K1
积$１５．５万亩，１９８６年达到
/!(! 34/,+0 62E ２２．２４万亩，其中北道、
$$($. 34 LyMNb
OP
Q¡1$%&Á ÚÛ@ßà
秦
城两区种植面积最大。适宜天水地区海拔
/!%%1/-%%米二阴半山和冷凉川区种植。
·ãä±ÎtRSå¡Á
１５００￣１７００
0 １５７
"#$2 天水市引进推广冬小麦品种。由临
aÁ DT
洮

米，穗位高
１３３ ¶·?¹º·¸Ë¿À5Ë&
厘米；茎秆坚硬，抗倒伏，较抗大斑
·ù;* /))
病，抗丝黑穗病；生育期
１３５天，属晚熟品种。１９７９
ïË¹ºùï?l(n /)!
 *@Á /,-,
年在天水市内不同地区试验，平均亩产
４９９￣６８７．５
6»½¤@ÔÕ4T .,,10+-(!
公斤，大田一般亩产６００￣７００
公斤。从
１９８３年至
ØÙ&sqr4T 0%%1-%% ØÙÁ
 /,+)
6A
$%%! 6¡1$¼6½&/,,+ 6%&¡1$
２００５年种植面积逐年扩大，１９９８年最大种植面积
/%!(/0 34{¨6ÿ}Á
ÚÛ
１０５．１６
万亩，是天水市多年主栽品种。适宜天水市

,-./ 天水市引进推广冬小麦品种。原
aÁ 0
里勃留拉

)7 % +天水市引进推广玉米品种。系中
at·Á Yy
中单２号

/+%% ·â¸Ðãä±Î@¾
Ý3å@ßà １８００
河谷川水地区海拔
米以下及二阴半山地膜

! &' !
－９０－

1 2
＿农
业

!"#
种植。

在清水县暖湾村、麦积区崖湾村、张家川县郑家园
'(I)*³+,¸À-*³+.±¿/±0

掖单
!"１３
!" 号
# 天水市引进推广玉米品种。系山
$%&'()*+,-!# ./
东省莱州市玉米研究所用＂４７８×３４０＂杂交选育而
0123&+45678
9
!"#$%!&:;<=>?
成的紧凑型杂交种，１９８９
F'GHI&(JKLM
@ABCD;<!E'(#( 年引入天水市进行试验。

艺场示范，平均亩产７２６
ÍE3ÎÏwx ) £¤
12EÌ ")/ 公斤，比对照中单２号增
产１３．８？？１９９８年在全市川区大面积推广，２０００
年
 ,%1#-M,((# F'&¿Àq·¸)*E)+++ F
全市推广
年推广１６．５３
,.1,+ 万亩，２００８
©  E)++# F
) * ,/1.% 万亩，
©E
 & ) *１５．１０

)%&厘米，穗位高
R,ESTQ ８０￣１００
#&*'+& 厘米，叶片
R,EUV ２００９
)++(年推广
F)*２０．１０
)+1,+ 万亩。该品种株高
©M NO!PQ ３１０
%,+ 厘米，穗
Ò4ES
NO!PQ２３０
该品种株高

上冲，株型紧凑，适于密植；果穗与茎秆夹角较小，
WXEPDBCEYZ["\]S^_`abcdE
穗位节间粗壮，根系发达，高抗倒伏和大小斑病，红
STefghEi.jkElmnopqdrsEt

位高
TQ１２０
,)+ 厘米，果穗稍弯曲状，品质优良，生育期
Ò4E]S4567EOÓÔEÐ>Ñ

黄叶病轻于中单２号，果穗圆筒形，籽粒黄色，马齿
uUsvZwx ) yEzS{|}E~uE

;À!"M
地区种植。

形，出籽率较高，品质较好；双穗率一般
１０？５？？
}E~ QEO \S ,&-*).-E
个别田块达
.&-\ EmSsM
k ５０？？？点是秃顶较长，不抗丝黑穗病。
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全市试验示范平均亩产６５２．８９￣８２０
,(#(,((, F&KL /.)0#(*#)+

ÀKEÌ /#/1% 公斤，较对照中单２号增产
ÍEcÎÏwx ) £¤
区试，平均亩产６８６．３

正大
号 天水市引进推广玉米品种。２００３
)* １２
!% #
HI&'()*+4O!M )++%
年由麦积区种子公司从襄樊正大农业开发有限公
Fú,¸À!û üÁýþÿqÆ!"#$%
司引进，并试种成功。平均亩产７２０．１
ü'(E <K!@=M Ì ")+1,公斤，２００７
ÍE)++"
年再次参加生产试验，平均亩产
F>?ÊËÐKLEÌ９６０
(/+ 公斤，比对照
ÍE3ÎÏ
@+ ２２
)) £A
)1#-M)++! F&)* !1"# ©E
豫玉
号减产２．８？？２００４年全市推广４．７８万亩，
)++#年推广１１．０万亩，２００９
F)* ,,1+ ©E)++( 年推广１３．８９
F)* ,%1#( 万亩。
©M
２００８
该品种幼茎浅紫色，株高
厘米左右，穗位高
NO!ã_8éE PQ ２８６
)#/ Ò4´µE
STQ
１３４
１３０ H´µEBCD1ÆÝÈ"
天左右，经甘肃省农科院植
,%! 厘米，生育期
Ò4EÐ>Ñ ,%+
保所接种鉴定，高抗茎腐病，中抗大斑病，抗矮花
E7F!GHEQÙ_IsEwÙqrsEÙJK
叶病、红叶病，感染丝黑穗病。适宜天水市海拔
Us+ êUsE LMSsM YºHI&»¼
,/++米以下半山及川道地区推广种植。
4½¾N¬O¿:;À)*!"M
１６００
+,- 天水市引进推广马铃薯品种。系渭
HI&'()*PQO!M .R
小白花
ST¿ U¾VÐWÁXY£Z[\];
源县会川公社下新生产队从波友一号和阿奎拉杂
<^Ðä_>?@E,("" F'GHI;ÀM ÉFÊ
交实生苗培育而成，１９７７年引入天水地区。当年参

)"1/-\,((( FÀK /#+1"公斤，较对照
ÍE cÎÏ
２７．６？９９９年区试平均亩产６８０．７

ËÀPQÀßKLE,, KÌ ,!)(
加全区马铃薯区域试验，１１个试点平均亩产
１４２９

¤ )1"-\)+++ FÀK７４９
"!(公斤，较对
ÍE cÎ
增产２．７？０００年区试平均亩产

ÍE3ÎÏ`ab¤ #%1)-EàÊKO!ác
公斤，比对照秋来旺增产
８３．２？？居参试品种第三

公斤，较中单二号增产
２０？０？９９２ 年全市作
¡E
wx¢£¤ )+-*%+-\'(()
F&¥
为重点品种扩大示范１万多亩，平均亩产８６９．９５
¦§O!¨q ' ©ªE  #/(1(.
¡E wx¢£¤ ,#) 公斤，增产２６．４５？？
¡E¤ )/1!.-M
公斤，较中单二号亩增产１８２
武山县马力乡付家门村１９９２
«¬®¯°±²³ ,(()年示范种植
F!" ３００亩，
%++ E
 (!/1# 公斤，较中单二号亩增产４０６．５
¡E cwx¢£¤ !+/1. 公
平均亩产９４６．８

斤，增产７５．２？？大田一般亩产
¡E¤ ".1)-M q ７００公斤左右。１９９９
"++ ¡´µM ,(((
年全市最大种植面积达到
F&¶q!"·¸k¹１４．２４
,!1)! 万亩。适宜天水市
©M YºHI&
»¼１６００
,/++ 米以下川区推广种植。
4½¾¿À)*!"M
海拔
$% １０
!# &
HI&'()*+4O!M ,((#
沈单
号 天水市引进推广玉米品种。１９９８
FÁÂÃ1ÄÅ&ÆÇÈ'GHI&M ÉFÊË
年从辽宁省沈阳市农科院引入天水市。当年参加

１３０天左右。适宜天水市海拔
,%+ H´µM YºHI&»¼１６００
,/++ 米浅山区、川道
48¬À9¿:

Ï ¤  ８．７？？２００４
#1"- M )++! 年全市推广种植面积达到
F  & ) * ! " · ¸ k ¹ 位；１９７８年在全区马铃薯区试
T\,("# F'ÀPQÀK ,+
wÌ
照增产
１０个点中平均亩产
１１．１４
万亩。该品种生育期
天左右，株型较紧 １５５７．５
,,1,! ©M
NO!Ð>Ñ １３０
,%+ H´µEPD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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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 年参加天水市和陇南片半山组
456'7IKRSTN:;
区域试验，平均亩产分别为
<=>?) %&@ABCD３７９．１公斤、３６８．９５公
),*&% EF1)+#&*' E
斤、３６６．４５
公斤，适宜在天水市的半山区种植；兰
F1)++&"' EF)
GH207IJN:<!OP,
天１７号、兰天
号 !$$)3!$$+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在天
-( ２５
!' 420
0 %, -1 ,0２３!)号至
水市川区组区试中，平均亩产４６７．７公斤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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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适宜在天水市的川区种植。各品种累计推广
EF)GH207IJU<!O/ VW!XYZ[

水市农科所甘谷试验站以７７６为母本，自育复合
7Idefgh>?ij ,,+ Dno) ]^îï
材料
ðñ ７２１９４Ｆ１作父本杂交选育而成的小麦品种。
,!%*"1% mrostu^vwJ_`W!/
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４
日通过天水市科委技术鉴定，达到
%**% 4 + ò %"
óôõ07Ieö÷øùú)ûü
ýÃþÿ!"#7%)Þ %**%3%**' 407_
省内同类研究先进水平，是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天水小

麦主栽品种之一，累计推广种植
`W!)XYZ[!O １５０．３４万亩。该品
%'$&)" \@/ xW
!DÓ³)§9 ９２～１１２
*!2%%! 厘米，属高蛋白、高淀粉
¨©)$9%19&'
种为冬性，株高
´äW!/ ()¤®¯*±æ1¶1+ï¤
优质品种。具有抗倒伏能力强、穗大粒多、综合抗

病性优良、熟性较早、高产稳产
、适应性突出等特
è³´,1ç³£¢19A»A1G-³.Î/
·/ %*##3%**$ 4êë56gRSTN:;
点。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连续参加甘肃省陇南片半山组
<>)@&A !')&+, EF)£ÁÂ0d "４号亩均产
-@&A
区试，亩均产２５３．６７公斤，较对照咸农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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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３５０

１９７．３８公斤增产
２８．５２？？在生产试验中，一般亩
%*,&)# EFÀ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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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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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I]^Z[_`W!/ a0 产２５０～３００公斤，增幅１５？？２９．７？？适宜天水、
天选
号 天水市自育推广小麦品种。由天
%,$$ ©j6JLM:<K£D7
bc<defgh>?ijklL-mno)p 陇南两地海拔
RS3c45 １７００
水地区农科所甘谷试验站以尤皮二号作母本，阿
米以下的二阴山区和较为冷
勃作父本杂交选育而成。该品种
１９７０年参加了我
8JU<!O/
qmrostu^vw/ xW! %*,$
456yz 凉的川区种植。
国秋季广交会展出，１９７１
年又被甘肃省推荐为参
{|}[t~)%*,% 4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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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 #
07I]^Z[_`W!/ a0
中梁
号 天水市自育推广小麦品种。由天
加出口展品之一，１９７８
水市农科所中梁试验站以Ｃｉｅｍｅｎｐ
6W)%*,# 年获甘肃省科学大会奖，
4ge~)
7Idef+9>?ij 89:;:<=作母本，（马高
mno):;9
１９６９
年至
１９８５
年为天水地区的主栽品种，累计种
利×抗引６５５）Ｆ１作父本杂交选育而成。１９９１年６
%*+* 4( %*#' 4D0bc<JW!)XY!
Ü>¤< +''=1% mrostu^vw/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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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亩以上。该品种穗长方形，无芒，白
\@j/ xW!))
ò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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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面积
月
日通过天水市科委技术鉴定，达到省内先进
/ w¡¢)£pq¢¡
7%)%**' 4
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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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红粒，千粒重
４５
克左右。成熟早，较阿勃早熟
水平，１９９５
年%$１０òge÷#>LÎ/
月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是
,(%$ 0)9¤¥¦)§9 １０５￣１１５厘米，茎秆粗壮，
%$'(%%' ¨©)ª«¬)
%*#*3%**) 407I?RSc<_`W!)
７￣１０天，高抗条锈，株高
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天水市及陇南地区小麦主栽品种，
£¤®¯)B°±K¤²³´QpqKg`８#号。
XYZ[ !%+&, \@/ xW!DÓ³) §9 １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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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推广２１６．７万亩。该品种为冬性，株高
较抗倒伏，分蘖力和抗冻性优于阿勃和甘麦
经天水地区多点试验，一致表现高产稳产。１９７０
年 厘米，穗长
¨©) ８．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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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生育期 !,"?!*)
２７４～２９３ 0
天左右，中
¼< , ½１１处山旱地试验，平均亩产
%% ¾:¿c>?) %&@A２５１公斤，
!'% EF) 晚熟，抗锈性持久，抗谱广，轻感黄矮病，抗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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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７县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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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阿勃增产２８．９？９７１年８处川水地试验中，平
旱性强，适应性较广。在天水市半山组和高山组
&@A４３７．９
"),&* EF)£ÁÂÀA
!$&+-)' ¾:¿c
均亩产
公斤，较对照增产２０．６？？５处山旱地

试验中，平均亩产
公斤，较对照增产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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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品种同时在甘肃省临洮、陕西省西安、江苏省南
xW!ÃÄ2gÅÆÇ1ÈÉÉÊ1ËÌS
京等地试验成功，开始推广。因该品种冬性较弱，
ÍÎc>?wÏ)ÐÑZ[/ ÒxW!Ó³£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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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公斤，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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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 ４４
点次区域试验中，平均亩产２８８．９８

对照平均亩产２４８．７６公斤增产１６．７７？？１９９１年北
ÁÂ%&@A !"#&,+ EFÀA %+&,,-/%**% 4I

部分地区可作春麦种植。适宜于天水地区水地、旱
ÕBc<Öm×`!O/ GHQ07c<7c1¿

道区伯阳乡高坪村示范种植
亩，平均亩产
J<K LM 9 N O P Q ! O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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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４公斤，较７４６４增产４７．７？？适宜于天水市及
'%!&" EF)£ ,"+" ÀA ",&,-/ GHQ07I?
陇南地区半山二阴地区和高寒山区中、低肥力地
RSc<N:LMc<K9H:<+1 R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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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地、浅山塬地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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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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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选
号 天水市自育推广小麦品种。由天
bIdefgh>?iÚÛÜW!Ｓｔ２４２２／４６４
./!"!!0"+"
水市农科所甘谷试验站用意大利品种

作母本，与天选
号杂交选育而成，是
１９８１—
mno) Ý0u １５
%' -stu^vw)
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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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天水主栽品种之一，最大年播种面积
３０万
@/ xW!áâ))ã))Wä£å)
亩。该品种穗纺锤形，白壳，短芒，红粒，品质较好，
£¤®¯)B°±æ)w9)¤²³£å)¢ç)
较抗倒伏，分蘖力强，成穗高，抗冻性较好，早熟，
£¤¥¦è/ %*,,3%*,# 4560bc<Ó_`
较抗条锈病。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参加天水地区冬小麦
区域试验，川区组
３５ -%&
号平均
<=>?)U<; ２２
!! 点次试验中，天选
·é>?+)0u )'
亩产为
公斤，较同试验的甘麦# ８号平均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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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６．７
公斤增产８１．４公斤。在
１９７７—１９８３年川区
)$+&, EFÀA
#%&" EF/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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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连续６年试验中，６７
;êë + 4>?+)+,点次平均亩产
·é%&@A３９４．４
)*"&"公斤，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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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同试验的天选
１５号增产６．４５？？大面积生产中
%&@A "%%&+ EF/ GHQ07c<Uc1Ø:
平均亩产４１１．６公斤。适宜于天水地区川地、浅山
ìíc!O/
机灌地种植。

$% １８
&( #
07I]^Z[_`W!/ a0
中梁
号 天水市自育推广小麦品种。由天
7Idef+9>?iQ %**'
4jµõ¶4u
水市农科所中梁试验站于
１９９５年以经过多年选
^U^wJ:¿cÓ_`VW!/ %**" 4 + ò %"
育培育成的山旱地冬小麦新品种。１９９４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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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通过天水市科委技术鉴定，达到国内同类研究
先进水平。该品种株高
厘米，抗
%$$厘米，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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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性强，较早熟，抗青干，抗白粉病，对条锈病不同
_!¹ºZ[\9¤/ %**%3%**) 456g
小种表现免疫或高抗。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参加甘肃省

陇南片山地组区域试验，３
２２ ·
点次平均亩产
RST :c ; < = > ? )) 年
4 !!
é%&@A
２７５．１２公斤，较对照咸农
４号增产１４．５？？适宜于
!,'&%! EF)£ÁÂ0d " -ÀA
%"&'-/ GHQ
甘肃渭水流域川坝河谷地区、海拔
米
g]7^=U_`hc<145 １４００～２１００
%"$$@!%$$ ©
的半山干旱区和二阴山区大面积种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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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梁
号 天水市自育推广小麦品种。由天
$% ２２
)* #
07I]^Z[_`W!/ 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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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市农科所小麦中心以（中４×Ｓ３９４）Ｆ１为母本，
jbc¤¿cdW!0de-Drou^vwJ
以当地抗旱耐瘠品种咸农四号为父本选育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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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３

!"#$%
天水大辞典

水市农科所小麦中心以＂中
４＂与＂钱保德＂杂交的
Li9B»)*6¼½
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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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４×Ｓ３９４）×咸农４号，１９９９
年通过甘肃省科 Ｆ２单再与＂８２ＷＲ（９６）－２２－１－２－１＂杂交选育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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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条锈、抗旱
、丰产冬小麦新品种。其亲本组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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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麦品种。２００３年通过省级技术鉴定，达到国内
F)*,-Z )**+ <=>AúCGHI;NOPQ
先进水平，截至
２００５年在天水及周边地区累计推
<e]L^üýhlmno
SULM;û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多万亩。该品种属普通小麦，强冬性，中熟，
,***\,**- 年天水及陇南小麦主栽品种之一，在
<]L^_`)*ab,-cd;e 广４７０
ÒqrZ s,-tu=)*;v(w;6};
p '/*
天水、陇南、平凉等地市的
１４个县区累计推广
生育期２６２
]Lf _`f MgXhiF (.
yz{ )2)天。株高平均７９．２
jklmnop
]Z ÝM /%C,厘米，生长整齐，落
Þ;yþÿ!;"
-*/01 万亩。该品种属普通小麦，强冬性，生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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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tàëá)*Z "#%&6!'
５０７．８
黄正常。属高蛋白优质小麦。条锈病表现中抗至轻
２６６
,22天，中早熟。秆细而韧，抗倒伏，分蘖力强，成穗
]x6|}~ x!x 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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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感病，大田具有慢锈性，抗旱、耐寒性强，中抗白
率高。条锈病免疫至高抗，白粉病、黄矮病中抗。３
粉病、黄矮病。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在天水市区试半山组
Z "#!;f6!Z +
f0Z 8%%9ì,*** <e]Lil°±2
年品种比较试验中平均产量为
２４６．８８
试验中，３
年度 8１５点次折合产量
１９６．８公斤／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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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对照咸农
４号增产２５．４５？？３年区域试验中，平
适宜于天水市渭河流域海拔
米的干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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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及半干旱山区、二阴地区和高寒地区种植，也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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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产量
公斤／亩，较对照咸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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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于一熟旱川地区及河滩地种植，播期以９
月下
１０．７３？？适宜于渭河上游及嘉陵江上游海拔 ¢£d}%·hl^¥¸h-µ; 2{½ % Ù3
技厅组织的技术鉴定，其研究水平达到国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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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２００３
年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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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０～２０００米的干旱或半干旱山区、二阴地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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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地区种植，也适宜一熟旱川地及河滩地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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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梁
号 天水市自育推广小麦品种。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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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为宜。

水市农科所小麦中心以八倍体小黑麦品种加非乃
Li9B»)*6¼½¾¿À)Á*,-ÂÃÄ
与普通小麦远缘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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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为父本，再进行复合杂交并经多年连续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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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的１Ｂ／ＩＲ易位系小麦品种。２０００年６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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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科委组织的技术鉴定，达到国内同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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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水平，是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Li)*ab,年天水市小麦主栽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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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
!$ (
中梁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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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自育推广小麦品种。原系
6: ９３６４６－１３－６－２。由天水市农科所小麦中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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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与普通小麦复合杂交所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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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９２５５３Ｆ１为父本进行复合杂交，经连续６代选

优而成的冬小麦新品系。２００４年６月通过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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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厅技术鉴定，成果达到国内同类研究先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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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目前为天水市小麦主栽品种，在天水及周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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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年播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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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亩。该品种属普通小麦，强冬性，抗寒抗旱，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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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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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在天水
、陇南、平凉等8*１０jhimnop
个地市累计推广 瘠性强，丰产稳产性好，中熟，生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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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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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８１万亩。该品种属强冬性普通小麦，生育期
)1)天，中熟，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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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茎秆细而韧，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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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伏，分蘖力强，成穗率高，其蛋白质含量和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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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含量达到面包型小麦的标准，是一个优质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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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亩。该品种适宜于渭河与嘉陵江上游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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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地区种植，也适宜于一熟旱川地及河滩地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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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aW/0a123 !)-(.a!## *þâ4
辣味中，品质佳，粗脂肪含量１．４７？？１００克鲜椒维
种植。累计推广１２０
!( ４& '
+)!&$($(, &'(OZ
5 4  +()- 6*ao8/o.iØaor
天油
号（９６４－１－１）
天水市农科所中梁试 生素Ｃ含量９７．４毫克，抗寒、抗旱性较强，抗病毒
A %##/年育成的油菜品种。该品种冬性，早
r/7rÃ89r ?@bcd:16;<1=>
RST,W< W<ia¸
验站于２００５
病、疫病及炭疽病。适宜甘肃省露地和保护地栽培。
a
S
%(,
&a
s¨©¸
-2"
&
7
!- ２号
" ' 天水市自育辣椒品种。由天水市
&'(àSáâW< L&'(
熟，生育期 ２７３ 天，比对照早熟 ４～６ 天。株高
天椒
!!#3!-# +a¹ ４１．７？？耐寒，较抗病毒
-!)(. º8aor
((,5-6!6!6!6! 作母本
æ ç è ，墩
a@
ã  试验站以牛
   y ?７７３－４－１－１－１－１
１１０￣１４０厘米，含油量为
蔬菜
r6¡¢ra»xina¤:x !/" 公斤，较对
¦§a¨
'!6%6!6, 作父本杂交选育而成，１９９２年通过市级
æëèìíöS÷Ta!++% RÊË(Ì
８１－２－１－３
病和霜霉病，丰产性好，平均亩产１５６
©&^ªwx !#.yza
¼½O¾i¿ÀA&
ÎDa±²dÑüÖ'¤ !+'+£!++! R\ý2Â
照天油一号增产
１０？？上，综合农艺性状优于天
鉴定，达到省内领先水平。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进行区域
^ªK %###£%##% 年品比试验中平均产量
RWs¤:x !//
油一号。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１５５

试验，总产量２４８７．７
公斤／亩，增产１３．５？？１９９０—
aAx %-'(*( ¦§
1 awx !,*/7a!++#£

公斤／亩，较对照天油一号增产７．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 1 a¨©&^ªwx ()%.Á%##!£%##,
年区域试验中平均产量
公斤／亩，较对照天
R2Â¤:x１２９．５
!%+)/ ¦§
1 a¨©&

１９９２年进行生产示范，总产量
公斤／亩，增
!++% R\ýx¯°aAx２４４７．１
%--(*! ¦§
1 aw
产１５．５？？该品种果呈小羊角型，果长
２１．５
x !/*/8 W<ÏBCDE"aÏÛ
%!*/厘米，
+a
青果绿色，老熟果深红色，果面皱，单果重
FÏG%aHÏ&ÿ%aÏI(a¥Ï)１３．３
!,*, 克，
*a

油一号增产１２．１？？适宜于天水市及周边海拔
^ ªw x !%)!. K ? @ A & ' ( Ã I J ) Ä

１８００
!'## 米以下两年三熟制地区推广种植，累计推广
+y·ÅRÆÇ12}"<=a {|}"
,##多万亩。
È~K
３００
!( ５% '
))#!$"$(, L&'(OZ
天油
号（９８６－２－１）
由天水市农科所中梁
ST,W<a%##/ R
ÉÊËdÌ[
试验站育成的油菜品种，２００５
年 "６月通过省级技
ÍÎDaeTÏ±²ÐÑÒÓÔÕÖ\'¤a{|
术鉴定，其成果达到国内同类研究先进水平，累计
}"３００
,## 多万亩。该品系早熟，冬性，生育期
È~K W×¸aiaS %'#
推广
２８０
&a7 !-!)( +a¹ -!)!%.ao.º8a
天，株高１４１．７厘米，含油量为
４１．１２？？抗旱耐寒，
抗病性强，丰产性好，综合农艺性状优良。２００２—
oriØa»xina¼½O¾i¿ÀmK %##%£
%##,年品比试验中平均产量
RWs¤:x２２１．９７
%%!)+( ¦§
1 a
２００３
公斤／亩，较

辣味强，早熟性好，稳产高产，商品率高，高抗病毒
á.Øa¸inaJx7xaKWL7a7or
r/7ra@A,Fâ bc;<1M:1:;=>
病、疫病，宜于采青椒。甘肃保护地或露地均可栽培。
!- ４& '
&'(àSáâW< j&'(
天椒
号 天水市自育辣椒品种。是天水市
ãyêâàí× １２３
!%, Nçèa
?Eâ -+
蔬菜试验站以线椒自交系
做母本，牛角椒
４９
NëèOÇ,ÛDEâìí< çè !%,
│做父本配制的长羊角椒杂交种。母本
１２３ jLä
是由望
åáâNçè/béêâNëè\ýìíae 9%ó
都辣椒做母本、甘谷线椒做父本进行杂交，其
Ｆ２代
4:"#; ïêðñaQÈRàíöS÷T
<P Ｃｏ６０γ射线处理，并经多年自交选育而成
种子经

,Àmàí× %##- RÊËdÌÎDaeTÏ±²
的优良自交系。２００４年通过省级鉴定，其成果达到
ÐÑÒÓÔÕRS,Ö\'¤a%##" RXbcd
国内同类研究项目的先进水平，２００６
年获甘肃省
对照天油一号增产９．３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区域试
科技进步三等奖。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进行多点区域试
¨©&^ªwx +),%.Ù%##,£%##- R2Â
Z[\]ÆH_ %##!£%##% R\ýÈß2Â
验中平均产量１７７．９１
公斤／亩，较对照天油一号
验，２００２
年开始进行生产示范。在试验示范中，天
¤:x !(()+! ¦§
a%##% RTU\ýx¯°
1 a ¨©&^ª
%¯°a&
增产１３．８１？？适宜于甘肃省陇东南及中部海拔
椒四号早期亩产量
公斤，分别较湘
wx !,)'!.K ?@AbcdF³GÃÚ)Ä
âVª¸x １６４３～１８１４．２
!"-,<!'!-*% ¦§a
ôWX
１８００
椒１号和洛椒四号增产
２２．１？？２２．７？ +*'=?
９．８？？
!'##米以下地区推广种植。
+y·12}"<=K
â ! ª6YâVªwx %%*!=>%%*(=6
!( ７* '
))#%", L&'(OZ
1 aôWX
!"*-=aAx %"+"@,!(/*' ¦§
天油
号（９８５２）
由天水市农科所中梁试验 １６．４？？总产量２６９６～３１７５．８
公斤／亩，分别较湘
ST,W<a{|}" !'# È~K
W×
Ô !１号和洛椒四号增产
ª6Y âV ªwx %%*!
= A,(*(= 6 ' =
B
站育成的油菜品种，累计推广１８０
多万亩。该品系
研
２２．１？？３７．７？
８？？
冬性，早熟、抗旱、耐寒，生长势强，整齐，抗病性
ia¸Qo.Qº8aÛÜØaÝÞaori
%%=Z%&'(ÃFG/û[/¤\/DE/]^H
２２？？已在天水市及陇南、白银、平凉、定西、庆阳等

)! !
－! ９６－

* +
农业

地累计种植
厘
!"#$%３．０９
!"#$ 万亩。天椒四号平均株高
&'( )*+,-./0 ５２．９
%&"$ 1
米，早熟，定植至青果采收
'( 天，果绿色，果基部
)39<=39>?
234536%789:; ４８
皱，果长羊角形，果长
@39ABCD39A ３１厘米，有辣味，品质优良，
!) 123EFG3HIJK3
经甘肃省农科院测试中心化验分析，天椒四号青
LMNOPQRSTUVWXYZ3 )*+,8
果水分含量
０．６２？？维生素 -Ｃ
($"%*3^_`\] +",&*3abc
9[Y\] ８９．５？？粗脂肪含量
含量
８４２ de
毫克／公斤；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保学
\] ('&
. fghLijPkQlmn%on
院进行抗病性鉴定，天椒四号耐辣椒疫病，抗炭疽
Rpqrstu63)*+,vF*ws3rxy

病，高抗黄瓜花叶病毒病和疮痂病。适合甘肃省及
s3zr{|}~sss  MNO
气候条件相近的地区保护地栽培。
!o(
天椒
!"５! 号（鲜红椒）
# $%&"' 天水市自育辣椒品种。
)[F*H$(
由天水市蔬菜试验站从甘谷线椒中选择优良变异
)[TXM*UJK
单株，经过连续多年定向选择，在遗传性状稳定后
¡/3L¢£¤¥¦6§3¨©ªt«¬®
¯JK°H$ &++( ¦±¢O²u63³¯9
育成的优良新品种。２００８年通过省级鉴定，其成果
´µ¶·¸¹º»¼½¾p[- ¨ &++,¿
达到国内同类研究项目的先进水平。在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２年区域试验和生产示范中，天椒五号鲜红
&++/ ¦ & ¦ÀTXbÁÂÃU3)*Ä,ÅÆ
椒平均产量分别为２３６０公斤／亩和２３４５２公斤／亩，
*-.Á]YÇÈ &!,+ fg . ' &!'%0& fg . '3
折合干椒产量为
É Ê*Á]È ３３７．１公斤／亩和３３５
!!/") fg . ' !!% 公斤／亩，
fg . '3
分别较对照天线三号增产３３．１？
YÇËÌÍ)Î,ÏÁ !!")* ２６．７？？该品种
&,"/* ÐH$
AÑËÒ3/z ５７厘米，定植到红果采收
%/ 123%µÆ9:;１０９
)+$ 天，
)3
长势较强，株高
&% 123A9Õ´
U53Ó9ÔU3-.9A ２５
中熟，结果集中，平均果长
厘米，长果可达 !%
３５

后育成的新品种。２００５年
®¯°H$( &++% ¦ ８月１２
( + )&日，通过了省级
ù3±¢øO²
成果鉴定，达到国内同类研究领先水平。航椒１号
¯9u63´µ¶·¸¹º»3¾[-( ë* ) ,
为早熟品种，从定植至青熟果采收
È45H$3 6%7859:;５２
%&天左右，长
)453A
势较强，果实牛角形，青熟果绿色，果皮光滑，老熟
ÑËÒ3967CD3859<=398ú93:5
果鲜红色，商品性好，辣味适中，质地细嫩，抗病性
9ÅÆ=3;Ht<3FGU3I=>3rst
强，维生素Ｃ含量可达
Ò3abc - \]Õ´２３４毫克／１００
&!' de .)++克。单株挂果
e(¡/?9
)% @453¡9I]５０～６０
%+1,+克，亩产
e3'Á５０００
%+++ 公斤。
fg(
１５个左右，单果质量
ë*２& 号为长羊角形，中早熟。定植至青熟果采收
,ÈABCD3U45( 6%7859:;
航椒
)45( 9Ù@3859Ø<=3:59ØÆ=3
６０,+天左右。果面皱，青熟果深绿色，老熟果深红色，
,wsñssñA
FGËÒ3;Ht<( rë* &号疫病、病毒病、白
辣味较强，商品性好。抗航椒２

粉病。单株结果
Bs( ¡/Ó9２５个左右，平均单果质量
&% @453-.¡9I]４６',克，
e3
亩产５０２１．７
fg( ¨jCñMNñDEñ¯F!O
'Á %+&)"/公斤。在北京、甘肃、浙江、成都等省市
GmÙHIJ$%(
已大面积推广种植。
("３% 号、４号、７号、８
#)& #)" #)' #号 MNOë)
航椒
由甘肃省航天育
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培育的辣椒品种。其选育方
$ìílîº»UVF*H$( ³ï
ðÔë)lîñbÛlîPÝ$lîòóô3
法集航天技术、生物技术和农业育种技术于一体，
õ ö÷øùúûüýþñsÿ!lî3
综合应用了日光温室加代选育
病圃选择等技术，

对搭载过神舟三号飞船的天水两个地方品种
Ì#$¢%&Î,'()[K@ïH$

厘米以上，干椒产量
12Ö×3Ê*Á] ３００公斤／亩以上。青果绿色，
!++ fg . 'Ö× 89<=3
Æ59ØÆ=39Ù@3FGÚ3rstÒ3ÅÆ*
红熟果深红色，果面皱，辣味浓，抗病性强，鲜红椒
ÊÛI\] １６６．８
),,"( e
. fg3 abc - \] ４１３．０
')!"+
干物质含量
克／公斤，维生素Ｃ含量
de . fg3^_`\] )+,"'
e . fg ÜMN
毫克／公斤，粗脂肪含量
１０６．４克／公斤。适宜甘肃
OÀ
省及气候条件相近区域栽培。
!" ７" #
)[F*H$ )[P
天椒
号 天水市自育辣椒品种。天水市农

业科学研究所和甘肃省农业科学院蔬菜所以线椒
ÝQnº»ÞMNOPÝQnRÞÖ*
自交系
１７１为父本配制而
ßà １１８为母本，长羊角椒
))( Èáâã ABC* )/)
Èäâåæç
成的线辣椒新杂交种。２００８
¯F*°èß$é &++( 年通过省级鉴定，其成
¦±¢O²u63³¯

果达到国内同类研究项目的先进水平。在
２００６—
9´µ¶·¸¹º»¼½¾p[-( ¨ &++,ê
&++/ ¦ &年区域试验和生产示范中，平均产量
¦ÀTXbÁÂÃU3 -.Á]
２００７年２
&%&%"$$ 公斤／亩，折合干椒产量
fg . '3É Ê*Á]３６０．８６
!,+"(, fg
. '3
２５２５．９９
公斤／亩，
较对照天线三号增产
３２．９９？？该品种平均株高
ËÌÍ)Î,ÏÁ !&"$$*(
ÐH$-./z
５５．２
天。青果绿色，红
%%"& 厘米，定植至红果采收
123%7Æ9:; １０９
)+$ )(
89<=3Æ
果深红色，果面皱，果线形，果长
厘米，辣味
9ØÆ=39Ù@39D39A ２５．４
&%"' 123FG

!" '４号
#
航椒

!" ８
($
航椒
号

*&++& ¦年３月
! + &%
ù,-./3&++& ¦ ' + ) ù0
（２００２
２５日送入太空，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返
1ÙLJK %/:÷¡/êM ð3
回地面）的优良变异植株采用单株—混合选择法，
ß¥þ®3 NJK¬6ßàOåæ
自交选育多代后，选育出优良稳定自交系再配制
è$óþ( ³¯9¨ë)$3À´µ¶·¸
的杂种一代。其成果在航天育种领域达到国内同
¹º»3¾[-( ë*３号为长羊角形，极早熟，
! ,ÈABCD3P453
类研究领先水平。航椒
9A２９
&$厘米左右，辣味强，品质优良，耐低温
12453FGÒ3HIJK3vQûñR
果长
、弱

浓，抗病性强，经甘肃省农科院农业测试中心化验
Ú3rstÒ3LMNOPQRPÝSTUVWX
YZ3ÅÆ*ÊÛI\] )'(
. fg3abc 分析，鲜红椒干物质含量
１４８ e克／公斤，维生素Ｃ

úñzSzûÊT3ötJ3'Á %+++
光、高湿及高温干旱，适应性广，亩产
５０００ fg4
公斤左

\] ３７９．８
!/$"( de
. fg3 ^_`\] (/"!
.f
含量
毫克／公斤，粗脂肪含量
８７．３e克／公
斤。适宜甘肃省及气候条件相近区域栽培。
g( ÜMNOÀ(
航椒
号 甘肃省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
(" １号、２
# #)$ #
MNOë)$ìílîº
究中心培育的辣椒品种。其选育方法集航天技术、
»UVF*H$( ³ïðÔë)lîñ

在北京、甘肃、浙江、成都等省市已大面积推广种
¨jCñMNñDEñ¯F!OGmÙHIJ$

生物技术和农业育种技术于一体，综合应用了日
bÛlîPÝ$lîòóôã õ ö÷øù
úûüýþñsÿ!lî3"#$¢%&
光温室加代选育
、病圃选择等技术，将搭载过神舟
Î,'()[BC*$)*&++& ¦
+ &%
ù,
三号飞船的天水羊角椒种子（２００２
年 !３月
２５日送
入太空，２００２
年４月１
' + ) 日返回地面）自交选育多代
ù01Ù2ß¥þ
-./3&++& ¦

5( oñU.Õ3V³Üo$%(
右。保护地、露地栽培均可，尤其适宜保护地种植。
植。航椒４
%( ë* '号中早熟，果实线形，青熟果绿色，红熟
,U45396D3859<=3Æ5

果深红色，果面皱，果长
9ØÆ=39Ù@39A３０～３５
!+2!%厘米，辣味强，鲜、
123FGÒ3Åñ
干兼用，以加工为主，鲜干椒商品性好，亩产鲜椒
ÊW÷3ÖýìÈX3ÅÊ*;Ht<3'ÁÅ*
'+++ 公斤以上，亩产干椒
fgÖ×3'ÁÊ* %++
fgÖ×( ¨MNñ
４０００
５００公斤以上。在甘肃、
°YñZiñ[\ñ]^ñ·_`ña[ñbi!O
新疆、陕西、宁夏、贵州、内蒙古、辽宁、山西等省区
已大面积推广种植。航椒７
GmÙHIJ$%( ë* / 号长势强健，果实线
,AÑÒc3 96
形，青熟果深绿色，干椒紫红色，皱纹细密，果长
１８
D3859Ø<=3Ê*dÆ=3@e=f39A )(

(" !
－! ９７－

天水大辞典
!"#$%
厘米左右，辣味强，风味佳，适宜制干。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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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省区已大面积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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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省级成果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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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培育的茄子品种。其选育方法集航天技术、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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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单果重１５０～２００
-e １．７８？？单果重
"%-!6-Ã¯ß３００
$**克左右，抗黄萎病，亩产
àHI-fÚág-od
Ã¯ß 7+*9#**克，果实大小均匀，裂果少。抗病
à-¯+Cqr-s¯X9 fg
５０００公斤以上，已推广到内蒙古、陕西、浙江、四川
+*** pqrs-yåxÎ012ièéiëìiíî 毒病、晚疫病。在品比试验、省内外多点区域试验
tgiuvg9 z;wRSi'0x}y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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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甘肃、山西、江西、四川、北京等地区及生态相似区
与生产示范中，均表现出早熟、丰产、抗病、连续结
GH%IJ%ÐJ%MN%ÓÔ9STU"V(XT
!"#$%&'()*+,-./#.01.234
果能力强等特点，具有较高的适应性，适宜在甘
56789:;' <=>?@ABCD AEFG
YÕ[SÖ\S]^¥
域保护地或露地推广。
肃H.IJ.KL.MNOPJ.QR9STU"VW
、山西、宁夏、四川、陕西、新疆等地区及生态类
XTYZ[SU\S]^_
似区域保护地及露地推广。

蔬菜地膜覆盖栽培
菜地膜覆
盖栽培技
-./01234 蔬)*
S+, -.
g
术。是保护地设施栽培中最简单的一种，目前常用
h¥ Õ[S/0.&12È@3dD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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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番茄 甘肃省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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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将聚乙烯薄膜直接铺在栽培地面上。它的设
@89:;<+=>?F.Sé¥ @@/

究中心以中俄两国总理会晤达成的＂空间生命科
j&kl&mnopqrstu@v
wx"yz

施简单，只是将颜色
、厚度或附加成分不同的地膜
02ÈDA8BÇCDýÖEuFG·@SH

{ij|}~c@d_ l !""! !""#
学研究＂为课题培育的番茄品种。是以１９９１—１９９７

直接铺在地上，然后用土压住即可。一般在覆盖前
=>?FSDI£7ÝJKLM¥ 3N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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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ÏQSRSCSéTUC0VW9eDXY
年搭载于俄罗斯和平空间站上的俄
ＭＮＰ－１番茄
要搞好整地做畦
、地面消毒 、施基肥等工作，并且

在喷过除草剂之后覆盖地膜。地膜覆盖的主要作
FZ¯[\]^£,-SH¥ SH,-@_O
用是提高土壤温度，保持土壤水分，维持土壤疏
7`?ÝabýD ÕcÝa´FD dcÝae
松，提高土壤肥力，抑制杂草生长，增强光照，促进
fD`?ÝaW7Dghi\"¼Dj8klDm
蔬菜早熟，提高品质和产量等。栽培方式主要有高
®¯°`±gh²³ c´tµ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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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通过了省级技术鉴定，选育水平达到国内同类
ij@¸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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畦覆盖栽培、平畦覆盖栽培和双膜覆盖栽培三种。
研究的领先水平。该品种属有限生长类型，果实近 S,-.CS,-.qH,-.rd¥
ÀÁÂÃ5Ä&-du-5ÅÆÇ(È
/"," t¦°S+,-.ghDub
b´s １９７９
天水市
年引入了地膜覆盖栽培技术，这是天
圆形，无绿果肩，中熟品种，成熟果大红色，平均单
水蔬菜生产栽培方式上的一次变革，大大地提高
5É ９０～１５０克。在品比试验、省内外多点区域试
´)*"#.op@3vwxD ÅÅS`?
"*./-* Ê¥ FË§¨O`¶ÌÍ;TY§
果重
了全市蔬菜生产水平，缓解了蔬菜季节性上市和
¨!"#$%&(ª*+01CÎO/#CÏO
°ys)n"#´D z{°)n|}Cs
验与生产示范中，均表现出抗病性佳、丰产性好、
淡季蔬菜供应紧张的状况，使蔬菜生产逐渐达到
23456789:;<=>?@ABCAE
~|)*B@ñD )*"# tµ
连续结果能力强等特点，具有较高的适应性，适宜
周年生产、均衡上市的局面。截至
２００８年，全市蔬
FGHOÐÑO^ÒOÓÔ9STU"VWXTY
"#C(s@é¥  )**7
Dys)
在甘肃、江苏、广东、北京等地区及生态类似区域
Õ[SÖ\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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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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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地膜覆盖栽培的面积达到
万亩，总产量
保护地或露地推广。
材料作亲本，２０００年
c
)***  ３+ 月开始对其进行加代选育，
经７代自交后培育而成。２００３
, ¡¢£c¤u¥ )**+ 年进入区域试验及
¦TY§¨U
生产试验示范，该品种表现优良，２００５年
２３
"#§¨$% ©dª*«¬)**-  ７, 月
 )+

09")亿公斤，总产值
Dp#６．４８
09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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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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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玉米、洋芋三大作物栽培技术规程
g]^¥ %%rÅFb
农技推广项目。冬小麦、玉米、洋芋三大作物在天
¥
´ S T d  é  y T ¡ ¢   é  @ ,-:
水地区种植面积占全区粮食作物面积的
７５？？

１９７９
/"," 年组织地、县农业科技人员进行调查研究，汇
£¤SC¥¦zg§¨©ßijDª
集天水地区三十年来综合的、单项的科研成果，总
«b´STr¬!®@CÈ@ziu5Dp
结群众的先进经验，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
4¯°@¹ ¨D±l²ShECFW³´@µ
则，将小麦划分为七类栽培区，玉米、洋芋各划分
¶D8·¸F}¹W.TDºC»¸F

为四类栽培区，从选用良种、作物布局、耕翻整地、
}MW.TD¼7¬dC½C¾¿QSC
ÀÁÂCÃÄÅJC0WÆ´C®qÇCÈëÉ
轮作倒茬、耙糖镇压
、施肥灌水 、合理密植 、苗期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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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黄瓜 甘肃省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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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培育的黄瓜品种。是以纯自交系日本北星

理及病虫害防治等方面总结编写出了《天水地区
qU1ÊËÌÍ9oép4ÎÏ+° Ðb´ST
冬小麦、玉米、洋芋三大作物栽培技术规程》。通过
CºCrÅ.ghÑfÒ¥ ®¯
在自然气候、生产水平等不同特点的栽培区进行
F¡IÓÔ% "#´9Õ·:;@.T
播种期、密度、氮磷配比、氮肥深施、绿肥压青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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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搭载的黄瓜材料，１９９６
年/*１０月
２０日由国土
田轮作
、深耕改土 、防治病虫害等/7１８项/0１６５个点

普查卫星（型号
ＪＢ－ＩＢ／Ｏ１Ｐ３）送入太空进行搭载处
ÞßàÛá½â 12'324*/&+ãä¦åwæ

v@§¨DFyTß°ghÑf@§¨à$%]
次的试验，在全区开展了技术规程的试验、示范推
 ４日返回地面，１９９７
5 çèSé/"", 

q· //
理，同年
１１月
年 /１月开始，经
^D}Åé]^`°áâ¥ /"75 Db´ST
广，为大面积推广提供了依据。１９８４年，天水地区
¡¢c6**/ ¦TY§¨U"#§
gãGH`¦äzåææçè° érÅ
过¯４5 代自交选育，２００１年进入区域试验及生产试
农技站向甘肃省农业厅科教处申报立项了《三大
¨$% ª*«¬)**+ ®¯°`±gh²³
.ghÑfê@]^DvÜë¥ìT
验示范，表现优良，２００３年通过了省级技术鉴定，
作物栽培技术规程》的推广项目，次年由五县二区
选育水平达到国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该品种
承担，每年推广任务
万亩，玉米
c´tµoê·Wij@¹´¥ ©d
íîDï]^ðñ８０
7*万亩（小麦
á ５５
-- Dº
属无限生长类型，生育期
２８０天左右，平均采收期
１５/-万亩，洋芋
１０ò¥
万亩）。至
１９８７年完成示范推广
ºÂ»"¼W½"cë )7*
bìí(îïë
D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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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0*天。瓜型长棒状，果肉绿白色，外皮绿色，少有短
面积３１４．３９
公斤，总产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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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 ;/58+"万亩，平均亩产
D(# ２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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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公斤，亩产、总产分别较基础产量增产
公斤
刺，无刺瘤，味微甜，硬度中，肉质佳，风味优。综合
D#Cp#Fô>Võ#j# ４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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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CÎD0#C$+¥ FË§¨%`¶Ì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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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性佳，抗逆性突出。在品比试验
、省内外多点 和 １．５３
亿公斤，增长)"8-:¥
２９．５？？总增产值
６２５５．１４万

区域试验与生产示范中，均表现出产量高、品质
TY§¨!"#$%&D (ª*+#&?% 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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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除去规程田增加生产投资部分，净增产值

优«%0'C89:;D<=>?@ABCDAEF
、抗逆性强等特点，具有较高的适应性，适宜在

-*,78*5 D(jÙï¦ /08/¥ rÅ
５０７８．０４万元，平均亩增纯收入
１６．１５元。三大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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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技术规程示范推广项目
年获甘肃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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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水膜覆盖技术
,-%./01 作物栽培技术。渗水膜即
·X!"#$; YRZ

业厅科技成果二等奖。
345#6789:;
冬小麦地膜穴播
!"#$%&' 小麦栽培技术。其主要技
<=!"#$; >?@#
术要点是在精细整地、施足底肥的基础上覆膜，不
$@ABCDEFGHIJKLMNOPQRST
起垄，每隔
厘米铺一带膜，可分别用宽６０、７０、
%& YZ[\]RS^_`ab
'&H(&H
UVSWX ２０
１４０
０．００８dZMefRSWgaR
毫米的超微膜，每亩用膜３公
)*+厘米，厚
YZS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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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左右。膜面上每隔
２￣３
米压一土腰带，选择适
ijk; RlPWX ./- Zm\no]Spqr

渗水地膜，覆盖地面具有逢雨下渗、集雨增墒保墒
YGRSQÌGl«¬[\]YHD\°¯°
的作用，由山西省农科院农业资源综合考察研究
M·aS ÙÚÛ125^23_`ab)*cd
所和山西三水地膜科技发展中心共同研制而成。
e¶ÚÛfGR5#éghijckl6;
２００１年在秦安县刘坪乡刘甫村和麦积区石佛乡张
.&&0 -CíîÞïð¤ïmã¶=no¤p
湾村开始试验。２００２年天水市科技局立项推广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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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当年在清水、秦安、麦积三县区落实
万

宜品种在膜面上穴播，穴距
stuCRlPvwS vx 0.１２厘米，每穴８￣１２
YZS Wv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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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其中玉米
万亩，冬小麦０．５７
万亩，平均亩

粒，播深４
ySwz * 厘米，播后用干细土封口，较露地小麦
YZSw{a|En}~SG<=
晚播半个月左右。出苗后及时放苗。１９９４年天水市
wjk; {;0""* -
开始引进试验地膜小麦穴播技术，１９９５年在不同
GR<=vw#$S0""2 -CT
类型地区设示范点８个，面积２１．３
gS g
G'A $ S l %0,- 亩，平均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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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增产６８．１？？１９９６年示范面积扩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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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平均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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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较露地亩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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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５？？１９９７年全市大面积示范推
"",- 公斤，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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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在
万农户推广１５．９１
*S C １５０个乡镇２１４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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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2,"0
万亩，平均亩产
公斤，较露地亩增产７８．８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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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增产５４？？１９９８年实际推广３２．５３万亩。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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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穴播具有明显的保墒
、增温、边际、大穗效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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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作用，但放苗封口费时费工，生长后期普遍存
CÁÂÃÄSÅÆ2Ç£l)*MÈÉ;
在早衰现象，影响农民大面积推广的积极性。
"(%)*+ 小麦栽培技术。原称小麦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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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膜侧沟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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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膜精量播种栽培技术（亦称＂坑东模式＂），是起

产４０１公斤，较普通膜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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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hiS¾NRg４２．４公斤，增产１１．８？？
总增产１３１．４４万公斤。其中０．５７万亩渗水膜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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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２９５．９
."2,"公斤，较普通膜亩增
hiS¾NRg３８．４
-$,* 公斤，
hiS
麦平均亩产

增产１４．９？．５３万亩渗水膜玉米平均亩产４５０公
 0*,"32.,2- ¡gYRsZg *2& h
iS¾N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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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较普通膜亩增
４８．８hiS
公斤，增产１２．３？？之后玉
ZW-)* 0& ¡gUP; .&&* -UsZHuvw
米每年推广１０万亩以上。２００４年以玉米、马铃薯

等作物为主，扩大推广应用范围，完成渗水膜覆盖
9·Xx?S)*µaySz6YRQÌ
..,0 ¡gS>hsZ１８．４
0$,* 万亩，经测产，渗水膜粮
¡gS37SYR9
２２．１万亩，其中玉米
:g *(&," 公斤，较普通膜平均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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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总增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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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斤。２００５年全市推广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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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２６．４８
.',*$ 万亩，超计划
¡g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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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膜
６．４８万亩，经测产，渗水
*$$,2 hiS ¾NRg
R9:g ４８８．５公斤，较普通膜平均亩增
膜粮食平均亩产
2. 公斤，总增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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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市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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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水膜 １８．３ 万亩。该技术在天水市连续推广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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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推广
余万亩。实践证明，渗水膜除具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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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覆膜在膜侧沟播的一项小麦栽培技术，由山西
通膜的作用外，在旱作区较普通膜使自然降水利
aI ３０？？上，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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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ÜÝÞßàá¥Ñâããä?åæçèé; 用率提高
省闻喜县郭家庄镇坑东村村副主任王仪春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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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８
天水市
年引进该项技术，首先在秦安县刘坪
玉米一膜两用技术 玉米栽培技术。玉米一

乡刘坪村开始试验，１９９９
¤ïðãS0"""年在秦安、北道、清水、甘
-CíîHñòHóH/
谷四县（区）进行生产示范，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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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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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天水市农业局组织有关单位负责人赴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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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阳县专门就＂旱地小麦膜侧沟播技术＂进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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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１９９９年７月由市科委立项推广５万亩，实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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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五县二区
１２２４村
万农户旱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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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穴播类低，增产效果不如穴播类技术，但在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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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套种冬油菜一膜两用试验，于玉米收获前，较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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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收获后秸秆留床，砍倒顺垄压上，起保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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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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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膜两用试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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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栽培技术推广后开始进行的。在上年玉米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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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全膜双垄沟播栽培试验示范。２００６
.'-!./0123'(¿Àx !""+年在秦州、
@*áKZ
秦安、清水、武山等县区办示范点
áLZ{ZMN^OãP¿Àh (５个，完成面积
QMõö"Â
１６００
%+"" 亩。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Êx !"")ó!""& 三年完成１２４．３４
C@õö %!,*#, 万亩，较半
ÉÊMû+
膜平铺平均亩增产
２６．１？？较普通半膜每亩增加成
!÷,÷øÊ¸ !+*%-MûR+!iÊö
本6 ３６
６６．６元，获得了显著
#+ 元，较对照亩增纯收入
SMûTUÊVBW ++*+
SMCµ'XY
=¾Zº[x \] ２００８年底累计推广１７７４．０７
!""' @^DE67 %)),*") É
的经济效益。截至
万

玉米地膜覆盖栽培技术
&'()*+,-./ 玉米栽培技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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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覆盖栽培技术是一项通过采用极薄的聚乙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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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覆盖土壤表面，达到增温、保墒、保水，促进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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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全膜双垄沟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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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大棚蔬菜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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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微型脱毒种薯快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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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数年研究，成功地实现了脱毒微薯批量化生产。
hO/<=%li¹#$8976jWJf|,

!"#$

!"#$%&'()*+,-. 蔬菜栽培
h7
普通春提前秋延后细菜生产示范

二是该技术可使脱毒苗在试管中高速快繁（实际
k£ÿl_89È·mn?Ht:; 9#o

技术。普通春提前秋延后细菜生产示范是利用塑
, 3 7f|¡¢£¤¥}
料大棚、塑料小拱棚、日光温室等设施环境的保
~Y; }~^¦Y; §¨V©ª«¬®AR
温、增温效能，早春、晚秋防止霜冻，使蔬菜作物在
V;¯V°e%±3;²T³´U%_h7µ¶·
露地不能正常生长的情况下继续生长，达到产品
¸¹deijfgAº»¼½¾fg% Iw|¿
ÀÁ'+yAh7f|ÂC, 3.
提前或延后采收上市的蔬菜生产方式。春提前一

生产繁殖率为
f|;Ep#６４
(+倍）。在无土栽培阶段，可使一株
q", ·efrs%l_.Ó

Ã·bc9&#Ä&&
般在秋冬季（
１０—１１ Å"RÆ¹ÇÈ%±3ÉpÊ
月）保护地育苗，早春定植于

利条件。除用量较少的微量元素外，主要成分已基
¤, ¥Wn A7W)%$[lÐ
本代换为市售化肥。在结薯苗剪插前后，利用生长
mü#yJ, ·y6Èu%¤¥fg
刺激进行调控，实行前促后控的管理措施，有效地
ØÙ%#ÙA¬%{°¹
缩短了结薯的时间，保证了有效快繁的实现。并提
Uy6A%R{°:vA#$, w

«¬Z%|¿ +",(#
设施内，产品提前
４５￣６０ +yË£¤¥
天上市；秋延后是利用秋
c ８—１０
)Ä&# ÅAÌÍÎÏ_h7ÈÐm+lg#Ñ
季
月的自然资源使蔬菜苗基本上成长为健

壮的植株，１０—１１
月加扣棚膜等保温材料进行保
ÒApÓ%&#Ä&& ÅÔÕYÖªRV×~ØÙR

扦插苗年繁成
tuÈ/vl３６３
%(% 株，并全部结薯，解决了马铃薯
Ó%wxxy6%AB456
;ENOoAZ?%#$:;zA, 0£·ef
繁殖系数低的问题，实现了快繁目的。三是在无土

栽培阶段，研究改进了营养液的配方，降低了生产
rs%<=Ø{c|A}Â%~of|
lm% w#jWf|·`×~.+{
成本，并为大批量生产在原材料供应上创造了有

温防寒，使产品延迟到元旦、春节前上市。天水市
VT%_|¿Úw)Û;3Ü+y, y
普通春提前秋延后细菜生产示范从
3 7f|¡¢Ý１９７８
&$!)年开始，
/Þß%
àá·âãäåæçèéêëìLíäîïçJ
起初在武山县洛门镇文家寺村和甘谷县磐安镇四

e¸, ÿHe9Atu¤¥%
能外露。该技术大大提高了无毒枝条的扦插利用，

街
、燕家庄及大像山镇的杨场、高桥等村以种植塑
ð;ñéòóôãçAõö;H÷ªë*Dp}

可使冬前脱毒苗枝条在一月左右迅速结薯，此项
l_b89È·.Å®¯sty6% °±

料大棚蔬菜为主。２０００
~Yh7#$, '### 年以来，主推春提前秋延后
/*a%$3

技术填补了微薯生产的国内空白。四是在微薯后
²³76f|A´Zµ¶, J£·76
代繁殖上，研究了适于大田不同粒径薯粒的适宜
ü;E+% <=·Ê¸d¹º»6ºA·¼
播深，对于大量的１～２
½ %¾ÊWA &.' 克薯粒，播深应为１￣２寸，
¿6º%½ .# &,' À%
½DÁQÂ&.# & Ó®¯% w%É.6Ã
播种密度每亩应为１万株左右，并制定了一套详

7f|¡¢%áøùl*Lí-úû2ì-ñ
细菜生产示范，初步形成了以甘谷＂五坪＂和＂燕

家＂为代表的春提前秋延后模式。＂五坪＂模式是以
é2#üýA3BC,úû2BC£*
}~Y
3456þ7;7=9LM"2#$Ah
塑料大棚＂春萝卜套果菜、菜花（甘蓝）＂为主的蔬
7f|BC%ÿBCd!_±345+y%"
菜生产模式，该模式不仅使早春萝卜提前上市，而
且实现了一年三茬制；＂燕家＂模式源于磐安镇燕
k#$./01%Ë
ñé2 BCÏÊîïçñ

出＂埋顶扦插法＂，即浅埋顶芽扦插、深插，顶芽覆

tug2%tu; u%¡
盖
#*"-#*! £¤¥¦%§xx¨e©eª«A¬l
¢ ０．５～０．７厘米蛭石，让全部功能叶无损伤的尽可

A½DDÄ, ú£*ÅéÆä#Ðd%
细的播种管理技术规程。五是以张家川县为基础，

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脱毒微薯后代种薯繁殖推
ÇÈ.6n#ÉÊA8976üD6;E

ËN, <=Ì%·f|+.¥76
&;';% ÍD
éë%&|&9'&("+### )**+%&|+
１、２、３
级种
家村，亩产鲜韭（含韭苔）４０００
公斤以上，亩产值 广体系。研究证明，在生产上应用微薯

! !"# !－
－１０３

!"#$%
天水大辞典

薯，比常规种薯增产２０？？７５？？个别产量可翻番。
!"#$%&!'( !"#$%&'")*(+,-./

１９９５年
())& 0８* 月该课题通过天水市科委组织的技术鉴
123456789:;<=>?@A

省区，累计推广面积
万亩，实现农业增加值６．９
ÅhIJáâæç ９０
)+ Kèh²°}'LM
.1)

NOQ
亿元。

BCDEFGHI8J/
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 作物栽培方式。是指不用天然土
KLMNOPQ RSTU7VW
无土栽培

壤，而用人工基质进行作物栽培的方法，种类有水
X"YUZ[\]I^KLMN>O_C&`a8
培、雾（气）培、基质栽培等，其优点是能避免土传
NbcdefNb\]MNghijkRlmnWo
pqrstKuvQ wWXMNx#hyWMNz
病虫害及连作障碍。与土壤栽培相比，无土栽培还
a{|}~U+bKL(+]b8
有减少农药用量、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省肥省水

省工以及可以在一切不适于一般农业生产的地方
[ s, T}(>O
进行作物生产的特点。同时无土栽培可以减轻劳
I^KL(>kQ yWMN, {
h0Zl&(h
动强度，使妇女和老年人也能从事这种生产活动，

成为群众易于接受、生产成本较低、可进行有机绿
¡¢£¤¥¦b( §¨©b,I^aª«
¬®(>¯°±²U?@/ 789yWM
色蔬菜生产的一项现代实用技术。天水市无土栽
!+", 0³I´µ¶·h ¸¹º»¼½¾h?
N ２００３年引进试验示范，并逐步总结完善，技
培从
术日益成熟，先后在天水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
@¿À Áh HÂ78}Ã?@¶·ÄÅ
和武山农业示范园区成功示范西瓜、甜瓜、袖珍黄
ÆÇ}¶·ÄÅ È¶·ÉÊbËÊbÌÍÎ
瓜、番瓜、番茄、辣椒、架豆等多种蔬菜品种种植，
Êb.Êb.ÏbÐÑbÒÓgÔ&®&&Õh
研究总结出了相应作物无土栽培基质的配方及栽
Ö×»¼ØÙxÚKLyWMN\]>ÛOsM
NbÜÝ?@hÞBØÙßK%à"¡Iºáâ
培、管理技术，制定出了操作规程，为进一步推广
ãBÙ\äQ !""* 0å9yWMNæç１３５
-,&亩。
èQ
奠定了基础。２００８年全市无土栽培面积

'()*+,
航天育种南瓜
-./012 农田建设方式。就是通过工
}P-!OPQ QR56[
中低产田改造

程、生物、农艺、化学等措施，消除或减轻耕地土壤
àbLb}RbSôgT"hUVW{XWX
中限制农业生产的各种障碍因素，使耕地地力升
&#Þ}(>Y&uvZ[h X\]
等升级。天水市中低产田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梁
g]FQ 789&©(Pø^ò_ÎW`a
bcdÇÅ>8W?efgÅhWX¼hTib
峁沟壑山区的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土壤结构不良、

不耐旱保墒是天水市农业生产的障碍因素。１９８６
TjklmR789}(>uvZ[Q -)*.
年甘肃省土壤肥料工作站与天水市土壤肥料工作
0noWXý[Kpw789WXý[K
pqrÙ789stgk(Å ７．７５
%1%& Kè&©(P
站签订了天水市粮食重点产区
万亩中低产田
uv?@áâ+háâE -))" 0Q & 0&56w
改造技术推广合同，推广到１９９０年。５年中通过兴
xyPbzXz-b{&«b|}zPb'"aª
修梯田、深耕深翻、复种绿肥、秸秆还田
、增施有机
báâ~ÛO"g?@"hIÙuv
肥、推广氮磷钾配方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了改造
Åst(+ºh  Ù.ò}>
区粮食产量稳步提高，解决了部分农民的温饱问
4hNÙ:ô"b:ô&Pb:?w
题，同时培养了一批科学施肥、科学种田、科技兴
}>&PlQ -))"-)), 0wnoWX
农的种田能手。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又与甘肃省土壤肥
ý[KpqÙ .& Kè©(P+uv?@á
料工作站签订了６５万亩低产田综合改造技术推

!"#$%&
无土栽培葫芦
*!+, 育种方式。航天育种是通过航天
é&OPQ ê7é&R56ê7
航天育种
ëìbíîïðhñUòóLô?@s}é&
搭载、太空诱变，采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及农业育种

等技术进行集成创新，选育以蔬菜为主的高产、优
g?@I^õ öÃh÷é ®¡ø>(bj
]bÔùbÚú>}KLÃ&jû&]ü
质、多抗、适应性强的农作物新品种和优异种质材
ýQ  !""-年起，天水绿鹏设施农业有限公司与
0þh78«ÿ!"}a#$%w
料。从２００１
&:'(o)b &Fî*?@Ö×'+K,-Ù
中科院遗传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合作共建了
&FÉ.ê7é&\h/6Ô0>÷éh°0a
中国西部航天育种基地，经过多年的选育，现拥有

â+h 2¯0²uvæç６６．８３
..1*, 万亩，４
Kèh0
广合同，该项目每年落实改造面积
年累计完成改造面积
0IJ½ uvæç ２６７．３１万亩，４年总产粮食
!.%1,- Kèh0 0»(st
３．９５亿公斤，总增产粮食
万公斤，新增产
,1)& Nh»'(st ８８２９．１４
**!)1-0 KhÃ'(
值M６１９８．０６
万元，新增纯收入 0!&"1&!
４２５０．５２KOQ
万元。经过
.-)*1". KOhÃ'
/6
uvh 789&©(Pæç>E
改造，天水市中低产田面积比例大的局势得到极
u hWX\gFst(+¹0Q
大改观，土壤肥力等级和粮食产量逐年提高。
3'4567 施肥方式。是以土壤测试和
"OPQ R WX¡´
测土配方施肥
ýP¢´µ¡\äh£¤KL¥%¦bWX§
肥料田间试验为基础，根据作物需肥规律、土壤供
úlý¨Úh +Ý"Uaªý>\ä
肥性能和肥料效应，在合理施用有机肥料的基础
©hØªbbs&b«+O[gý>"U¬
上，提出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等肥料的施用数

量、施肥时期和施用方法。２００５年麦积区列入全省
+b""UO_Q !""& 0®çÅ¯å
56&F12P34b5678ëìw9Fb:
通过中国返回式卫星、神舟飞船搭载和与美国、俄
首批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示范县，落实使用中央、
°}KL¡WÛO"¶·±h²U&²b
;<F=>?>}KL )
@` ,),
)Ah ÷é
罗斯国际交流的农作物
９大类
３９３个品系，选育
地方投资
O³´１００．４万元，安排＂３４１４＂类试验
-""10 KOhµ¶
·
,0-0¸`´µ１０
-" 个，示
)h¶
ØÙ&]üý６０００
.+++多份，育成了航椒
ÔBh é ÙêÑ１￣８
-/* 号、航
Cbê
出了种质材料
范点
万亩；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k １０
-" 个，示范面积
)h¶·æç ,３Kè¹áâ¡WÛO"
-+ CbêD - CbêD ! 号、太空菜豆１号、航
Cbíî®Ó - Cbê
椒Ñ１０号、航豇１号、航豇２

茄２号、航茄
号番茄、航遗 技术
万亩，配方施肥推广面积２０万亩，覆盖
0" Kèh
ÛO"áâæç !" Kèh º»
?@ ４０
Ï ! CbêÏ４号、航茄５
0 CbêÏ &号、宇航
CbEê ３, C.Ïbê(
２!号番茄、航遗１号黄瓜等
个新品种并通过了 ２８９
!*) 个村７．９６万农户，发放施肥建议卡
)¼ %1). K}½h¾¿"-ÀÁ ７．９６万份。
%1). KBQ
C.Ïb ê( - CÎÊg １８
-* )Ã&¸56Ù
省级鉴定和新品种认定，已示范推广到全国
２５ )
个 ２００６
!"". 年，示范面积３万亩，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面积
0h¶·æç , Kèháâ¡WÛO"æç
FABÃ&GBhH¶·áâEåF !&
!"# !
－! １０４－

, ＿农
业

扩大到
万吨，配方肥
!"#６０
!"万亩，配方肥施用总量
$%&'()*+,-１．５
#$% $.&'()
施用面积
年，秦州、秦安
、甘谷三县
&' $%1 ()"*
2&345365789:
*+/0３０万亩。２００７
（区）列入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示范县区。秦安、甘
;<=>?@ABCD'(*)EF:<1 3657
谷85345G0H:
、秦州 、麦积四县（区）落实使用中央地方投资
;<=IJK+LMN(OP
３５０
个，其他校正试验
&%)万元，安排＂３４１４＂试验
$Q&6RS
&+#+TUV ７８
*, W&XYZ[UV
６８
个，示范面积 -.)(
９．０２$%^_`
万亩；推广
!, 个，办示范点
W&\EF] ３４
&+ W&EF/0

菜等作物良种
+Ãtá２０
() 万公斤。２００７
$ØÙ1 ())* 年国家小麦、马铃
2rÝG5$%

薯良种补贴项目开始实施，国家和省上下拨天水
&øù,-J*& r©å./~
市小麦、洋芋良种推广补贴
１１０ $Q1
万元。２００８年良种
ÝG501_`øù ##)
()), 2
#%%) 万元，进一步推动了天水市优质良
$Q&vÉ_2ã~3ª
_`øù１５５０
推广补贴

_`1
种推广。

天水市植保工程
!"#()&' 农业工程。是通过加强农
@As1 45 6@

CD'(*)/0２０２．５
()(.%万亩，覆盖
$%& ab１１６８
//!, 个村、
Wc5
测土配方施肥面积

作物病虫测报体系及防治服务体系建设，综合运
tá78C9:;<=ÀÁ:g>& ?@A

(-,,%+个农户，发放施肥建议卡
W@d&ef*)ghi１５４５８１
/%+%,/ 份、配方
j5'(
２９８８５４

+BCDá¬Ekl&JF?@<=&G78HI
用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实行综合防治，把病虫害损
失控制在经济阈值内。为解决植物保护体系基础
JKLñMNOPQ1 pRSDá¬E:ôõ
设施薄弱问题，１９９０年国家投资天水市
>*TUVW&#--) 2rOP~１８
#,万元，
$Q&
在麦积区建设了全国农作物病虫区域性测报站。
ñG0<g>ãqr@tá78<XYC91

肥配方
//个，配方肥施用总量
W&'()*+,- ４２２３３
+((&& 吨，配方肥
.&'()
)'(１１
施用面积
万亩。２００７
年麦积区农业技术推
-%.)/ $%1
())* 2G0<@Akl_
*+/0９５．０１
广中心被评为全国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先进单位，
`LmnopqrCD'(*)stuvwx&
受到农业部表彰。２００８
yz@AB{|1 ()),年，清水、武山两县被列入
2&}~5:n>?
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示范县，张家川县被列入甘
@ABCD'(*)EF:& :n>?7
CD'(*):& ~pq
肃省测土配方施肥直管县，天水市成为全省首家
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整市推进市。当年，天水市土肥
CD'(*)_v1 2&~D)
站、秦安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被评为甘肃省测土
5 36:@Akl_`Lmnop7 CD
配方施肥工作先进单位。
'(*)stuvwx1
天水市种子工程
!"#$%&' 农业工程。是一项系统工
@As1 s
&v55 s¡5_`¢
程，包括良种引进、生产繁殖、加工包装、推广销
£5¤¥¦§¨©ªP«¬5®5<
售、宏观管理五大系统和种质资源保存、育种、区
U5¯°5±;²³=5´5µ¶5·¸5
试、审定、原种（亲本）繁殖、种子生产、收购、储藏、
¹º5»5¡5¼½5¾V5¢£5£¿ÀÁ
;¹
精选、包衣、包装、标牌、检验、销售
、售后服务（精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农业部累计投资天水市
())(Z())& 2&@AB[ìOP~７５０
*%)万元，
$Q&

安排植物保护建设项目
6RDá¬Eg>３& 个，分别是＂天水市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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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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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锈病菌源地综合治理试验站建设＂＂甘谷县小麦
^_7`«N?@=¦UVg>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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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锈病菌源地综合治理试验站建设＂＂武山县小麦
^_7`«N?@=¦UVg>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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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锈病菌源地综合治理试验站建设＂。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_7`«N?@=¦UVg>T1 ())+Z())!
年，国家本着＂区域布局
、突出重点、综合建设 、提
2&r³aS<Xbc5def]5?@g>5g
hijT Í±k& OP~D¬sPé
升能力＂的原则，投资天水市植保工程项目资金
!#) 万元，在麦积区、秦州区分别建立有害生物预
$Q&ñG0<534<\]glüHám
６１０

-Â=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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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播种）等
１５ WÄÅ1
个环节。天水市种子工程从
１９９７ 2
年

opã~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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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与控制区域站建设项目
个，改善了天水市植
¬;B\:<ÍDá¬Eôõ>*& ð6ãî
保站及部分县区的植物保护基础设施，增强了对
f¨@táüHáqCmn©rsKLij&
重大农作物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和应急控制能力，
KqFtQqCm9Í@táüHá
使全市范围内系统监测预报的农作物有害生物种

初起步，１９９８
年被列入市政府要办的十件大事之
ÇÈÉ&/--, 2n>?ÊËÌ\ÍÎÏ"ÐÑ

类不断增加，部分项目实施区较好地开展了农作
ëuvð & B\J*<wxN,yã@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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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年完成玉米杂交种子统供、精选、包衣１０３．３６
$ØÙ&9ÚÛÜz /))0^Ý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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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斤，三率均达到
１００？？？麦良种统供 １６９９．３

物病虫害电视预报及病虫信息网络化发布，显著
á78Hz{m9;78|}~eb& 

万公斤，统供率达到
$ØÙ&×ÚÜz４９．７？？精选
+-$*0&¹º１６９９．３
#!--$& 万公斤，
$ØÙ&

小麦条锈病菌源地可实现有效监控，遏制了小麦条
ÝG^_7`«NJBüqK&LãÝG^
锈病大面积传播和流行成灾的势头，较好地监测
_7¨/0Â©FÍ& wxNqC
了小麦白粉病、蚜虫、红蜘蛛
、玉米螟、马铃薯晚疫
ãÝG75855ÓÔ5%&

精选率达到１００？？完成包衣
５８１．２
¹ºÚÜz #))0&Ò»
%,#$(万公斤，包衣率
$ØÙ&»Ú

达到
３４？？主要粮油作物良种率平均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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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１９９９
äå1 #---年春全市共购进种衣剂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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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万元，全市共推广各类粮油作物良种
%+,$-& 万亩，良种率达到
$%&ÚÜz -!$*01UVì&»
５４８．９３
９６．７？？试验统计，包衣种

提高了植保信息到户率、时效性和利用率；每年对
gãD¬|}zdÚ5þY©ý+Ú^ 2î

病等病虫害，控制了连年大面积突发成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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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沃土工程
!"#*+&' 农业工程。是以科学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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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肥地力为中心，以提高耕地质量和肥料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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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比对照平均亩增产
公斤，增产１６．５？？全市
为目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开发利用土
、肥、水资源，

共繁殖各类农作物良（原）种
万亩。２００７
年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减轻环境污染，确保农业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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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巩固玉米杂交种＂三率＂１００？？基础上，抓住国
家和省上对小麦良种补贴惠农政策的有利时机，
©åîÝGøùú@ÊûÍüýþ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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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小麦种子＂三率＂的推广，全市玉米、小麦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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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精选、统供、包衣量
万公斤，其中小麦精选、

统供量
１０．５？？与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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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斤，精选率、统供率
$ØÙ&¹ºÚ5×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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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量比），包衣量
-í=&»- ３３９
&&- 万公斤，包衣面积
$ØÙ&»/0 ３２
&(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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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衣率
»Ú １０．５？？共推广各类主要农作物良种５５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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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良种率达到
９３．４？？共建立各类作物良繁面
$%&ÚÜz -&$+01
çg#êëtá/
()$( 万亩，其中小麦原（良）种繁殖
$%&XLÝG±;=１３．２
#&$(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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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0２０．２
´２６００
(!)) 万公斤；
$ØÙ^ 建立马铃薯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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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种子
万
,()) 万公斤；繁殖胡麻、大豆、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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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鲜薯生产量

续发展的一项系统工程。《天水市沃土工程综合示
¥eyÍs1¦~§Ds?@E
范建设》由甘肃省农业节水与土壤肥料管理总站
Fg>¨ ©7 @AÅ~!Dª)¦,
.Ü& Æ ２００６年
())! 2 １１月开始实施，２００７年
## «,-J*&())* 2 １２
#( «¬
下达，从
月结
&®¯21 ÞÌ°Á~Dª@ÀÁL
束，期限一年。主要任务是天水市土壤农化服务中

心建设和天水市沃土工程综合示范基地建设。项
mg>©~§Ds?@EFôNg>1 
目建设中，改造天水市土壤肥料工作站化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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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 o±~Dª)stV² ,(
平方米，配套仪器设备
â(Ô&'³´µ>¶２４(+台（套），土壤样品分析
·;³=&Dª¸¹\º

能力显著提高；在秦州区太京镇藉河川道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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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亩沃土工程综合示范基地；示范推广测
Ò ５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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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小麦秸秆高茬收割
%&ÝGÁÂÃµÄ２０００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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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配方施肥

玉米秸秆还田
亩，麦后复种绿肥压青１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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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亩，作物秸秆堆沤还田
!"#$%&'()*５００
!""亩，少耕免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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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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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１２０万亩，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 g! +*.$%-*.$& 年每年完成
 ;  < £１３５
$%! 万亩，
g!+

通过多项技术组装配套，耕地地力提高了一个等
0123456789+ -::;<=>?@A
级，土壤有机质和有效养分明显增加，农民收入显
B+CDEFGHEIJKLMNO"PQRSM
著提高。据示范区
村测产调查∶蔬菜面积１３６３
! YZ[\]^
_`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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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每年完成１４０
*.$,-*.*. ;<£ $(. 万亩。通过项目实施
g!/ 013=
不断提高旱作农业区科技含量，使粮食生产稳定
¤><=Ó#PX?45+ @ij¸[é
增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农民收入明显
NËyP¸[A;MTNByPQRSLM
增加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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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菜篮子工程
!"./01,- 农业工程。１９８７
P/ $#+,年，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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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市政府制定并实施＂菜篮子工程＂计划。以优

!+cd!NR １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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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平均亩增收
元，总增收入**)%+
２２．３８万元；粮

食作物面积
j#$ab３６５１
%&!'亩，平均亩增产４５．５９
!+cd!N[ (!)!# 公斤，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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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平均亩增收入７４．５
元，总增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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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累计增加收入
万元。同时，试验用温室大
化结构
、提高＂菜篮子＂产品质量和增加农民收入

棚、机井等田间基础设施一年投资，多年受益，切
xyFz{*|}~?+2 +
<=>PI /
实提高了农业综合效益。

地膜覆盖粮食工程
&'()*+,- 农业工程。地膜覆盖是
P/ 
用透明或有色塑料薄膜把含有一定水肥的土壤从
tLEE?CD
地面封盖起来，形成不同于露地栽培的农田环境，
a ¡+¢£¤p¥¦§¨P*©ª+
达到增温、保温、提墒、保墒
、保持土壤疏松的效
«¬Nuyuy<®y®y¯CD°±I

果，保护和促进作物根系生长发育，进而起到早
²+ ³H´µ#$¶·¸¹º»+ µ¼ ¬½
熟、增产和改善品质等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
¾yN¿HÀÁÂG{#t+Ã?ÄÅ)ÆE
抑制杂草生长和上层土壤碱分的效应，是获得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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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高产、优质、高效的增产技术和干旱半干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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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业增产增收的技术途径。２００４
年天水市政府
将＂地膜覆盖粮食工程＂列为天水市促进农业结构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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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提高粮食生产水平的＂四大工程＂之一，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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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地膜覆盖栽培技术成为天水市粮食作物栽培
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稳定地膜粮食
45?@åæ6£çK+ Ãèéij

为中心，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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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市蔬菜面积３５．４万亩，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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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吨，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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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达
RS« ４．９７亿元。２００２
()#, .e/ *..* 年开始，农业部组织实施
TU+Pç6V
以＂菜篮子＂产品为突破口的＂无公害食品行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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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天水市＂蔬菜工程＂以此为契机，从产地和市
_'@©`Sa+bP[Â[
ÜP*¬cdÝ
场两个环节入手，对农产品实行＂从农田到餐桌＂
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培育绿色市场，以提高食品
ô1G5eôfÈ+¨»gØh+)<=jÂ
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２００８
年天水市蔬菜种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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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b８０．０４万亩，总产量
１３５万吨，
+.).( g!+f[5 １９５
$#! 万吨，商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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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值达到１９．５
亿元以上，绿色无公害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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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约
万亩，占蔬菜总面积的&.-/ôØEZ
６０？？全市有无
k$jÂygjÂyEFjÂ %+
ðrHÀr
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
３８ @/
个。新建和改建
>wù_IsØh１１８
$$+个，其中天水瀛池、武山
@+t3×uvywx
了大小蔬菜专业市场
yzy{e|wy×}ç
( @~Bñ_I²
洛门
、秦安北大、天水东部４
个国家级定点蔬菜果
.2kl+ « $.
ÂºØh5 # 亿多公斤，年交易额达
品批发市场年交易量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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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新技术，重点推广玉米全膜双垄沟播栽培技
ð45+ åñîïòóôõö÷ø§¨4

.e/ Ã_IG5eô Å+ØBP[Âeô
亿元。在蔬菜质量安全监管上，市级农产品安全检
3MHwxyy{eyúbãX3M
测中心和武山、甘谷、秦安、麦积四县区检测中心

术
、小麦全膜穴播和膜侧种植技术，扩大渗水膜示
5yùúôûøHüëý45+êwþV

已建成并运行，加大了生产示范基地的监管力度，
r£[+Ow>¸[VW} ;Ä+

范面积，把优良品种、间作套种、配方施肥、病虫害
Wab+ÑÿÂëy|#9ëy8!y"#$

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工作，提高了蔬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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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确保了天水市＂菜篮子＂产品数量充足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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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的基础上，扩大覆盖作物种类，引进推广地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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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防治
、少耕免耕、一膜两用等技术优化组合，
%&y,-.-y?'t{45Ñ(6+
以规模化和模式化推广粮食作物地膜覆盖栽培技
)*+(H+,(îïij#$§¨4
术。天水市
年!５年累计推广粮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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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安全。

天水市农村能源建设工程
!".234567,- 农业工程。农村
P/ PC
ab６６２．０９
&&*).# g!+
dîïabÃ $%.
Ay#$%&yyùyù
地膜覆盖面积
万亩，年均推广面积在
１３０ 能源包括薪柴、作物秸秆、人畜粪便、小水电、小窑
煤
、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等，还包括国家供应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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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以上，粮食总产达
亿公斤，总增粮食
+),% 亿公斤。２０２０年之前，计划在天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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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X¥y ¦§y ;{nÂA/ 
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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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乡 农村地区的煤炭、燃料油、电力等商品能源。从
镇中年降水量低于
毫米以下的++８８乡镇中分３
２０００年农业部提出并组织实施生态家园富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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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实施地膜粮食工程。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每年完 以来，天水市以农村沼气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能源

建设不断发展。２００２年
±+×Ø6Vúby{
r¤>ºF/ *..* １０$.月，天水市组织麦积、秦
²y³X45´yµ¶·¸¹º»¼½
州、甘谷三县区技术人员、单位负责人赴陕西杨陵
参观学习，引进了旋流布料循环沼气池，在麦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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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镇文家庄村
、甘谷县康家滩乡孙家坪村、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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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膜种植

区娘娘坝镇舒家坝村建立农村沼气市级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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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户用沼气池
口。同年
１１月麦积区被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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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列为＂全国第三批科教兴农与持续发展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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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示范县＂，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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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建沼气池 ７５０
口、改厨
,!.间、改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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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改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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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甘谷县在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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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的＂小型公益设施建设＂项目中，建沼气池５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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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太阳能暖房
６０５平方米、太阳灶
５５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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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五新一好＂（即发展新产业
、建设新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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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ms
物检疫站＂。主要业务除铁路检疫外，增设畜禽产
tÊuA9[ ¿<0"Êu=]>¤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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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对本地黄牛、山羊进行二元、三元杂交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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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检疫。１９９４年
１０月成立天水市兽医卫生兽药监

张家川县五星牧场
=>?@ABCD 县内首家国营牧场。位
*º»._Tc¼[ ²

督管理所，与天水市动物检疫站实行＂一套班子、
æIJA]^67mstÊuAÁH7BCD 
EF /MIJøy[ (++( (
)>+67m
两块牌子＂的管理体制。２００２
年 **
１１月成立天水市
8@GÑHA]^67mstÊuA67m8
兽药饲料监察所，与天水市动物检疫站、天水市兽
BC/I JF
9?à8@ÑæIJAÁH7
医卫生兽药监督管理所实行＂一套人马、三块牌

于石庙梁马场沟，草原面积３万亩，北、西、南临张
³½¾¿I¼À]lLÁ ) yÂ]+%ÃÄ
ÅÆÇÈMJÉÊBË]ÌÍPÎÏ4¶[ *".&
棉、刘堡、平安三乡十一村，东邻四岔河林区。１９６５
( % )>+]b(I &&匹，牛
Ð] (&
Ñ]ãgÒ
年８月成立，当年引进马５５
２５头，以后又
õ １２０只，由于购马时从马传染性贫血病疫区
*($ Ó] C³ÔIcÕIÞXÖ×Øvu¶
养羊

推动了肉牛、奶牛、肉羊产业发展。
s¹¯²¯÷§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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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万元上下，年盈利５$ 万元，至
１９８９
新疆呼图壁县雀儿沟南山大队引进染马传染性贫
!"#$%&'()*+,-./012034 产，年产值
L8RLx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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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病马２０
789:20;< #$ 匹，被甘肃省革命
78=>?@AB
561 !"匹，先后传染死亡３５
委员会发封锁令封锁，遂生产一蹶不振，至
１９７２
CDEFGHIGH8 JKLMNOP8 Q %&'!
年封锁令解除后，生产才逐渐恢复，新疆引进的
RGHIST:8 KLUVWXY8 !"./Z
１２０
%!" 只新疆细毛羊由于水土不服，寄生虫感染，也
[!"\]^_`abOc8 dKef08g
先后全部淘汰。１９７８年从甘肃肃北县盐池湾乡引
9:hijkl %&'( Rm>??n&opqr.
/st1 #) 78uvwxyzl %&(" R{m|}
进蒙古马３６匹，适应情况良好。１９８０年又从辽宁

年首次实现建场以来收支持平。１９８９
年全场有厂
Rz{D=ÖÚÝÞl %&(& Rh£k
房
ö ２３５间，机房
!#$ |8}ö １１间，汽车两辆，拖拉机１台，铡草
%% |8~Ñ8} % '8à
机１台，粉碎机１台，０．５吨锅炉１台，总资产９９
万
} % '8 } % '8",$  %'8L && Ø
Î8,6 %$""
Ô7Õ8XR
Ù8£ÌÍ &&人，大家畜
元，有职工９９
１５００头（匹），每年繁活幼

畜４００头左右。２０００年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大市场
*"" opl !""" R:8ûû,
ZKL°±ZÛ8 5vVRÜél
的萎缩和生产成本的上升，血浆利润逐年下滑。

@~|&./  ２００６
!"")年将牦牛全部出售，主要经营马匹，２００７年
Rºhi³´8 Yåü178!""' R
省通辽县高林屯种畜场引进西门达尔、黑白花、利
木辛等乳肉兼用牛
７５
头。１９８３年以来实行内部承
 '$ l %&(# Ri 血浆厂因效益下降暂时停产，一线生产工人也逐
5vk¥çèÜäL8 MKLÍÎgV

包责任制，生产状况略有好转。１９８６年因气候寒
 8 KL¡x¢£z¤l %&() R¥¦§¨
冷©ª«¬®¯ª«°±²¥hi³´µ
、饲养管理粗放、饲养成本高等原因全部出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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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 #)人。
年减少至３６

¶·8 [£uv3¸z¹17 º»¼F
量牲畜，只有适应性较好的马匹、牦牛等得到发
½l ¾¿ÀÁ*ÂÃÄÅ+Æ£¯ÇÈMÉl
展。在石佛滩、南掌梁、椅子山各有放牧点一处。
%&(&年共有干部职工
RÊ£ËiÌÍ１２
%!人，其中干部两人，牲畜
Î8ÏÐËiÑÎ8·
１９８９
ÒÓ４４２
**! 头（匹），其中马９６匹，牦牛
Ô7Õ8ÏÐ1 &) 78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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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栏
３４４头，年收
× #+$ ØÙ8Ú³ * ØÙÛÜ8Ö×ÝÞl ß:8à
入３￣５万元，支出４万元上下，收入持平。此后，草

原退化，载畜量下降，经济效益逐年下滑，２００７年
²áâ8ã¶Üä8åæçèVRÜé8!""'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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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决定撤销五星牧场编制，牲畜、人员划归白
¿õÇ8ö÷óôø+ùl
石嘴牧场，房屋划归关山林场使用。

白石嘴牧场一角
'()#$%&
甘谷县九墩牧场
*+$,-() 县内首家国营牧场。建于
&z6ûüÇl =`
%&$$ 年，原隶属于甘肃省农垦局，１９８０
R8 ²Oú`>?@ABC8%&(" RÜó
１９５５
年下划到
UaK<AÇÉ8%&($ RÜ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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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地区农牧处，１９８５
年下划到甘谷县农牧局，
%&() R_> &ÇCÔ²ÇÐ¡Õ¬l ¢
１９８６年由甘谷县畜牧局（原畜牧中心）主管。该场
É`> &*i+<8 £¤> &t¥r ¦;
处于甘谷县南部山区，横跨甘谷县古坡乡、金川
rð6§r8:¨Ua©h<8*ª«&8 ª
乡、五家河乡，东依天水市秦州区，南邻礼县，西邻
¬+8® !$"" ¯°8±¨²³l ²£à²+, %'
武山，海拔２５００多米，阴寒潮湿。原有草原面积１７
Ø-8à+, ( Ø-8F½ÇÈ & ´8ÏÐ
万亩，利用草场面积８万亩，发展牧点９个，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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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牧场一角
九墩、野鹊窝地牧马，电嘴、火其山
、莲花石地牧牦
µ¶·¸¹KÇ18ºõ»Ï+¼¿KÇ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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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县白石嘴牧场 县属国营牧场。场部 牛，沟门地兼营少量马、骡、牛。牧区一般距离各点
8)Kü¶1½l Ç<M¾¿ÀÆ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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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老虎山脚下，分厂有地沟
、张凤台、老爷岭三 ５$公里以外，牧场年最多饲养牲畜
ÁÂÃ8ÇRÄ¯ª«·１５００余头（匹）。
%$"" MÔ7Õl
处，面积
万亩，北接猫娃山，南接陇县关山，西 后经地区分割，加之草场严重退化，草原面积仅剩
É8+,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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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平安、恭门、阎家
、马鹿乡的部分村接壤，东接张 ２．９６
2Þ345617rZi"8.98:.%
５００多头。县财政为牧场职
!,&) 万亩，共饲养牛马
Ø-8Êª«1 $""
¯l &ÌêÍÇÌ
6;&ø+<l %&$' R=8>¾Þ3r¿
家川县关山林区。１９５７年建场，场址在平安乡白石

工每人每月解决
$"" ÙZKÎÏl %&&$年县委、
R&C
ÍXÎXbSì５００元的生活补助。１９９５

õ88?@¿õÇl %&)% R=>?@ABC.
嘴村，故名白石嘴牧场。１９６１年被甘肃省农垦局接
¬8¾D>E¿FGH=8VRI=JK)%
管，在现址沙石巷开始建场，逐年修建了地沟、张
&'}^ë¯Ç"È8GLK
M-8N/
凤台
、宁羊府等放牧分点，开荒地 $""
５００余亩，购进

大家畜
１１０头）。１９６６年隶
%'" Ô1 )" 78º %%"
Õl %&)) RO
,6 １７０头（马６０匹，牦牛
úA= １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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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农建
团，此后牲畜饲养量有了较大增
Sl %&'$ 年交天水地区农牧处管辖，经营状况不
RTUaK<AÇÉ¬V8 åü¡xO
长。１９７５
佳，每年要上级业务部门给予一定补贴维持。１９８５
W8XRYÛZ[\i]^Mí_`aÝl %&($
年２月１３日移交给张家川县农牧局。１９８６年春与
R ! b %# cdT]%6e&AÇCl %&() Rf2
兰州生物制品厂合作，建起１２０
ghKi jklm8 =n %!" 匹左右血源马的
7op5q1Z
rstu5vKLk % Él %&(' R %!１２月４日投
b * cw
抗破伤风血浆生产厂１处。１９８７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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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县九墩牧场一角

天水大辞典
!"#$%

县政府及有关部门投资
１００余万元建立了九墩马
!"#$%&'()* !""
+,-./0123
血浆厂，隶属于九墩牧场。２０１０年有职工６５
B&C
456789:1;<=> #"!" ?%@A $%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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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工３７人，退休职工２８人），有马匹
１２０头。

天水嘉信畜牧有限公司良种奶牛引进繁育示
!"&'()*+,-./0123456
范场
IJK<LML> NOPQRSTUVW
78 民营畜牧业企业。是一家以优质奶牛品种
繁育（胚胎移植）、品种改良、饲料生产和鲜奶生产
XYZ[\]^F_VW`a_bcdefgTde

亩，发展成为以畜禽良种繁育为主，集面粉和饲料
7!O~iQK»aWXYij7PòÐbc
加工为一体的综合性养殖公司。采用＂公司＋基地
QAiORkSTUnoJ D
V
 . Wq
＋农户＂的发展目标，带动发展规模养殖户１０００
多
. vûXk!OYZ7[\!O]^noû !""" ç
户，由公司提供种猪精液，做到统一品种，统一防
û7É_`W&Fa7bÙcOVW7cOd
疫，统一饲料营养，统一提高仔猪质量。截至
２００９
e7cObcJn7cO_f8&SgJ hi #""+
年
月底公司存栏种公猪 ２４
头，基础母猪
５５６
? ９+ ôjª«W&
#- H7
Wk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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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后备母猪
１６０ HJ
头。同年，公司在蔡家寺建设万

等为主的大型养殖基地。位于天水农业高新技术
hijklmnopqr s:tuvLwxyz
{|}> ~/: #""$ 年。同年被认定为天水市市
?r ?itu
HYn&= ! Ö7opY.~37d²Â&q
头育肥猪场１处，该项目建成后，公司生产母猪可
示范区。成立于２００６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Ａ级信用企业。公司占地
vLeL HML* ML> q
２００亩，总投资
３．８万平方
#"" 7 )*５２１９
%#!+ 万元，建筑面积
,-7 . ',)
,
米，建有钢架结构牛舍６栋、挤奶厅１座、饲料库
7.%U $ _T ! _bc !１
座、干草大棚
２ ¢£¤
座、青贮窖$ ¥h¦§¨©r
６个等配套设施。存栏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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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TU １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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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荷斯坦良种奶牛
余头，年产鲜奶
$"""吨，年销售收入
³7?´µ¶·２０００
#"""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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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０

达到１２００
ØÙ !#""头以上，年可出栏育肥猪
HQr7 ?q÷«Yn& １５０００头，年
!%""" H7?
!%""万元，实现年利润
,-7sì?t ３００
'""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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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ØÙ１５００
收入可达到
!"GHI=*+?@,- 民营畜牧业企
IJK<LM
天水西联蜂业有限责任公司
?7NPWuXY_nud²_u
LJ ~/: !++%年，是集种蜂繁育、养蜂生产、蜂
业。成立于１９９５
Lvwx!_FyQA´µ_uLz{_nu|}
业科研开发、精深加工销售
、蜂业咨询、养蜂培训
:ORkuL~JMLJ !+++ 年以来分别荣获省、
?Qõ¸_
于一体的蜂业专营企业。１９９９
市级＂诚信单位＂＂消费者信得过单位＂＂光彩之星＂

V
sX
V 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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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等荣誉。被定为＂天水市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
h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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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vL²L J¹ºH
MLX
V
$¸vL²L J¹ºHMLX
V
t
企业＂＂甘肃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天

水市重点种畜禽（种蜂）场＂＂天水市民营科技企
u¹ºWK» éWuë =X
V
tuIJvyM
LXJ #""% ?Ctu}AL}q
业＂。２００５年在天水市秦州区东十里工业园区征地
7)* #"""
(""" 
２８#)亩，投资
２０００,-7.~uLw!lá
万元，建成蜂业研发大楼７０００
平
7QA_²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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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加工车间、产品库
２０００J
平方米。购进安装日
² ２０Ｔ
#"/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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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力
的蜂蜜浓缩设备和王浆冻干、花粉破
¥¦§ò¨d²©ª«J j¬²V%u®d¯
壁气流粉碎生产线三条。主要产品有蜂群微生物

天水嘉信畜牧有限公司奶牛繁育示范场一角
!"#$%&'()*+,-./0123
9":;<)=./>45*+?@,清水县秦源牧业
良 种鸡繁育有限责任公司
¸¹ºWK»=7IJMLr s:¼u!½¾¿
省级重点种畜禽场，民营企业。位于清水县白沙乡
3§À7#""( ?)*.¨r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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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套湾，２００７
年投资建设。占地
５０亩，是饲养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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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蛋种鸡、生产繁育良种商品鸡苗的农业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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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壮液、蜂蜜葡萄酒、蜜炙果脯、果酱蜂产品
个
¹º !$ ¥VW»0*112_34质量认证已受理。其
Sg¼ö½>J ¾
系列１６个品种；ＨＡＣＣＰ、Ｑ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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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花粉
、蜂王浆 、蜂胶、蜂蜜四个产品通过国家农

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年加工各类蜂产品
３０００
LÂÃÄv²V¼J ?QAÕâu²V '"""
吨，产值
６０００万元。公司成立了天水蜂产业协会，
³7²Å $"""
,-J ~/0tuu²LÆÇ7

联系带动区内外蜂农
多户，从种蜂繁育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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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çû7
ËWuXY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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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建设方案由中国农业大学畜牧工程室
设计，总投资
１０００ ,-7.~bnÁÂÃÄWÅ
万元，建成饲养父母代蛋种鸡５
¨Ï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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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套的种鸡场和年生产
万羽优质母雏的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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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米，包括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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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各一处。建筑总面积达到
ÒY~WÅÓ
ÜcÝÞßàáh
雏育成舍
、种鸡舍 、孵化厅、原料库、监控办公楼等

各类配套房舍，购置各类设备
Õâ¦§ã7äåÕâ¨æ２０００
#"""多台（件）。现
çèéêë> ì
饲养海兰褐、尼克粉父母代蛋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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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ó #"")
bníîï_ðñòÁÂÃÄWÅ３'万套，自
年? ５月投产以来已出售鸡苗
１５０万羽，为全县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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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ûüýþBPÿ!"ÅÇ１３!'万羽。
困户及残疾人家庭发放鸡苗
AB:CDEF,- 甘谷县养猪龙头企
$ %!n & HM
甘谷县丰裕养殖公司

广、养蜂技术、生产器具供应、蜂产品收购加工等
Í_nuyz_d²ÎÏ`Ð_u²V¶QAh
iuv_`ç- ÑÒ 7|} uv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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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为蜂农提供多元化服务，培训蜂农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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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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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县兴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QAML7 s:Ô£)rÕ+J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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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企业，位于莲花镇上河村。始建于１９９７
#"") ?Ö·*×４００
-""万元，由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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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注入资金
５０ ³ÚgÛ
吨容量冷库

和班产
-" 头牛（驴）生产车间的生产规模，发展成
HUéÝëd²Þkd²]^7!O~
ÐÜ²４０
iY-Ï% ８００
)"" 吨贮量的冷库及班产
³ £g kÛ $Ü ² １５０
!%" HU
为目前具有
头牛
d²7á*²$
éÝëÐ #"""
（驴）和
２０００ßàkìÃ
只兔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固定资产及

周转资金
âã*×１５００
!%"" 多万元，年收购活畜
ç,-7 ?¶äK２# 万余头，加
,+H7Q
L7IJML# s:l'()*=+# ,.: !+)业，民营企业。位于大像山镇杨场村。始建于１９８４
?7 -.i$%!/&aWno=7!+)+年以来，
?Qõ7
年，前身为甘谷县城关良种养殖场，１９８９
01no=234Ú0!5V678&=_
丰裕养殖场先后承包了县食品公司永安仔猪场、

工生产畜类肉１０００
Ad²Kâå !"""多吨，兔肉
ç³7àå ５００
%"" 多吨，年产值
ç³7?²Å
达
多万元。解决了全县
Ø １６００
!$"" 多万元，实现利税６０
ç,-7sìæ $" ç,-J
çè0ø!

县食品公司姚庄饲养场和城关镇食品厂，办起了
!5V9:bn=Ð;&)5V67 ß<0

日处理小麦
吨的小型面粉厂，引进并采用猪人
=Ö>?@ １２
!# ³k?mò67ABCD&B
工授精技术，制作猪冻精。１９９５
AEFyz7GH&IFJ !++% 年，丰裕养殖场扩
?701no=K

３０００
'""" 多户养殖户的獭兔销售问题。
çûnoûkéà´µêëJ
!"NOEF*+,- 民营畜牧业企业。
IJK<LMLJ
天水利东养殖有限公司
s:tuvLfxvy{|ÉJ NPWÅXY_
位于天水农业高新科技示范园内。是集种鸡繁育、

建为甘谷县丰裕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占地
３３
.i$%!01no%LMN7 q ''

孵化、蔬菜瓜果花卉种植、技术培训为—体的民营
Ó _ìíî¶£ïW^_yz|}iORkIJ

!!" !
－! １１０－

P Q
农业

养殖企业，总资产
３７６ )*+,-./01234
万元，已建成西北型优化节
!"#$%&'( !"#
能日光温室
座，育雏鸡舍１栋
!$ :;
<=>? % @ ４００平方米，种
&'' ABC;D
56789 ３８
鸡舍
>? ３０００平方米，兴建优良种鸡繁育场１座，占
!''' ABC; E-2FD>G<H % :%I
地J ２０
亩，饲养优良种鸡２万套，其中蛋种鸡１万
(' K%L!2FD>
( )M%NOPD> % )
套，肉种鸡１万套。购进孵化、出雏设备
台
%' Z
M+ QD> % )MR STU3V W=XY １０

（套）。公司依托种鸡繁育场，走＂公司＋农户＂的产
[M\R ]^_`D>G<H;a
b
]^ ) cdefg
$3hijk+lmn
b
opqerPpsR
业化经营之路，创立了＂一品红＂禽蛋品牌。

加工流水线
平方米，分割包装车间１６０平方
í´`¤a ２００
('' ABC;
ùbcde] %+' AB
米，库容
１５０üfhif
吨的冷冻库１个、冷藏库２个，年可
% jVhkf ( j;l
C;fg %1'
屠宰加工肉牛
头以上，肉羊２万只以上。公
'(í´Q; ５０００
1''' LºÊ;Q<
( )mºÊR ]
司集养殖和屠宰销售于一体，采取公司加农户的
^n!"'(ÇÈwoo; pq]^ícdf
经营模式，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至
２００９年２月共生产牛
t (''*
( ug;
hirs;(''$  %'
羊肉２１０余吨，产值达
<Q (%' vü; gÆû４２０
0(' 多万元，主要销往上
Î)*; ÷ãÇ"Ê
wV0xVy*¿JR ]^z{|Jcd}~n;
海、北京、杭州等地。公司还与当地农户签订了牛

!"#$%&'()*+, 畜牧业企业。
tu$#$R
<S:;M~ð!";L!dfj
天水康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羊收购合同，推行订单养殖，解除饲养户的后顾之
忧，带动了周边地区养牛养羊的积极性，促进了全
;n JQ!;!<fPï;TnÑ
vwxyz{xyz|R }~i#$R
位于张家川县张家川镇。属股份合作制民营企业。

其前身为张家川县生物制品厂，建成于
１０
%**( 年
 %'
N xyz{p+-.w １９９２
月，通过收购群众马匹、饲草和生产破伤风免疫马
+SVLg
血浆，带动张家川县东部发展养马业。２００３年
１２
;xyz{ ¡!$R (''!  %(
月经企业改制成立天水康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m£¤¥¦§¨©ª]^R
从业人员
１０
+' 名，其中有高、中级技术职称人员
®+NO©¯VO°¨±²³¬ %'
«$¬６０

人，技术工人
３２人，总资产
５８０万元。２００７
年生产
¬+¨±´¬ !(
¬+&'g ,$'
)*R (''" g
破伤风抗毒素血浆
µ¶·６０００
+''' 万毫升，以及葡萄糖等兽
)¸¹+º»¼½¾¿À
用大输液
万元，销售收
ÁÂÃÄ１．５
%-, 亿毫升，创年产值
Å¸¹;lgÆ ４７８
&"$ )*;ÇÈ
入
１１２万元。多年来所产免疫
É ３８０万元，上缴利税
!$' )*;ÊËÌÍ %%(
)*R ÎÏÐ(
IÑÒÁÓf１／３，份额占西北五省市场量
%.!;ÔI/0ÕÖ×HÓ
马血浆占全国用量的
"'/R (pØÓ１４年符合《中国生物制品规程》
%0 ÙÚOÒpÛÜÝ
的f７０？？产品质量
ÞßàáâãäR
原料药标准要求。
-./0-123456789 畜牧业企
tu$#
张家川县张良乡苜蓿饲草加工厂
1 -.åg; æoy~i#
$R %*** 
业。１９９９
年５月建成投产，是一家股份制民营企

业，注册资金
万元。现有从业人员
$;çè'é ３２
2( )*R
ê©«$¬２０
(' 人，其中
¬;NO
«ë¨±´f¬ 0４人。该饲料加工厂以加工
¬R ìLßí´ºí´
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
植物性单一饲料苜蓿捆、苜蓿粉和动物源性饲料
îïðoLßñòóV ñòôõïLß
肉粉、肉骨粉为主，年加工能力分别达
QôVQöô÷;í´5øùúû５００
1'' 吨（苜
ü[ñ
蓿）、３００
吨（肉粉）、８００
ò\V2'' ü
[Qô\V$'' ü吨（肉骨粉）．计１６００
[Qöô\;ý %+'' 吨。
üR
２００７
万元，其中年纯收入
万
(''" 年产值达
gÆû １６２．５
%+(-1 )*;
NOþÉ １０
%' )

县清真肉品加工业和整个畜牧饲养业的发展，为
{DEQpí´$jtuL!$f ¡;
增加当地群众收入起到了拉动作用。
í|JÉnÁR
天水黄土地工贸有限公司综合养殖场
!"@AB8C)*+,DE>?F 民营
i
tu$#$R vw{/k/O;
畜牧业企业。位于甘谷县环城西路沙沟西面，紧邻
(''( -HºÏ;,.£¤×c$g
R  ２００２
渭河。自
年建场以来，已成为天水市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天水市重点种禽场。养殖场
$3IG6L#$£¤×IGDrHR !"H
占地面积近５
万平
IJOP 1万平方米，其中饲料地面积
)ABC;NOLßJOP１．４
%-0 )A
方米，种畜舍面积
８００ A
平
BC;Dt?OP ５０００
1''' 平方米，办公面积
ABC;]OP $''
方米，其他用房面积６００
年有固定资
BC;NÁOP +'' 平方米。２００８
ABCR (''$ ©F'
g ３２０万元，流动资金
2(' )*;`'é %0%
L!fDD
产
１４１ )*R
万元。饲养的各种种猪
»hg û６２３
+(2头，其中∶杜洛克５
L;NO[¡¢£ 1 头，大约
L;Â¤
及经产母猪达到
£ " L;¥¦ + L;§¨) 1 L;©ª  ５００
1'' Î
克７头，长白６头，皮特兰５头，基础母猪
多
L;«

%''
ÎL^¬
1+''
L;®¯°
头，后备母猪 １００ 多头；存栏猪 ５６００ 头，每年向社
会提供种猪和二元母猪
+''多头，可出栏仔猪、商
ÎL;lWµV?
±²³D´* ６００
p<\８０００
$'''多头，畅销上海
ÎL;¶ÇÊwV·*V8V¸zV
品育肥猪
、广州、河南、四川、
¹wV)*V/V£¤¿J;Ç")*ºÂQ»p
青海、兰州、河西、天水等地，销往兰州正大肉食品
Zf?pQ; ¼TÉ)*×½¾Q¿×R (''2
部的商品肉猪，均进入兰州市放心肉超市。２００３

年，公司购进人工授精全套设备，使优良种猪的精
;]^ST¬´ÀÁÑMX«;Â2FDfÁ
液，在满足本场配种的同时，还提供给县内外各养
Ä;ÃÄÅÆHÇDf:È;z²³É{ÊË!
殖场户，每月向外提供１０００
"Hd; ®¯Ë²³ %''' 多头份优质、优良精
ÎL2ØV 2FÁ

元，上缴利税２
万元。苜蓿饲料的收购、生产加工
*;ÊËÌÍ ( )*R
ñòLßfSVgí´ 液，使优良种猪得到充分利用。
Ä;Â2FDÌÍùÌÁR
xyzV ÿ!¿Jf １００
%'' Îdc
¡
带动张家川、庄浪等地的
多户农民群众发展

GH0IJKLM 民营畜牧业企业。位于
itu$#$R vw
甘谷县兴峰种鸡场

LDî$R gp÷ãÇ"/#V$>V%&¿JR
{ÎÏ|ÐÑÒR æoyºL!PD>÷
饲草种植业。产品主要销往西安、宝鸡、杨凌等地。
甘谷县六峰镇石滩村。是一家以饲养蛋种鸡为主
õïLßfgí´nÑ{Qp'(d 的民营科技养殖企业，为天水市无公害畜产品生
fi§¨!"#$; £¤×V]Wtgp
动物源性饲料的生产加工带动了全县肉品屠宰户
g©JVIGDtrH;{!>Ó±V{
%''户，其饲料产品主要销往西安、天水
d;NLßgp÷ãÇ"/#V£¤V)*V+
１００
、兰州、临 产基地、重点种畜禽场，甘谷县养鸡协会、甘谷县
,V-.¿J;/0123f45R
EÔ!"Õ$°fÖLðv;(''"
×ØF
洮、景泰等地，深受消费者的欢迎。
兴冀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牵头单位，２００７年被确定
-./0:;<=>?)*+, 畜牧业企
tu$#
£¤×c$g$3IG6L#$R #$IJ %1
张家川县联民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为天水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企业占地
１５
业。位于龙山镇南街。原名张家川县大同肉用牛羊
$R vw67|89R Þ®xyz{Â:QÁ;<
K;-ÙOP
21''
ABC;L!Ûr
(-1
)m;N
亩，建筑面积 ３５００平方米，饲养规模 ２．５ 万只，其
g©ª=>]^;(''( 
-.;~
'-$ )M;gFD>Ü５０
1' 万只，
)m;
O[Ú ÛD> ０．８万套，年产良种鸡苗
中∶父母代种鸡
生产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２
年 1５月建成，为股份制民

营企业，是省商务厅认证的清真牛羊定点屠宰企
i#$; æÖ?@ABCfDE;<FG'(#
业，也是张家川县重点扶持和发展的畜牧龙头企
$; Hæxyz{IGJK ¡ftu6L#
业。２００７年投入资金
$R (''" åÉ'é１８０万元进行改、扩建，总设
%$' )*TM¢VN-;&X
计面积４３３０
ýOP 022'平方米，厂区分管理区、生产区、废弃
ABC;QùRSQVgQVTU
»V]W3XSQYZùR NO[QÁ!"<\
物及无公害化处理区三部分。其中∶肉用养殖育肥
QIJ２８３０平方米，建成肉羊育肥羊舍
($2' ABC;-.Q<<\<? %(
] 0''
区占地
１２间
４００
ABC^ gQ-.í´_ü;<Qg'(
平方米；生产区建成年加工千吨牛羊肉生产屠宰

商品蛋
?pP３００
2''吨。有种鸡舍、蛋鸡舍、育雏室、饲料间
üR ©D>?VP>?V<=9VLß]
和孵化厅等场房。１９９８
U3A¿HR %**$ 年建场以来，累计向社会提
-HºÏ;Ýý¯°±²
供良种鸡苗
３３００吨。培训养鸡
³FD>Ü５８０
1$' 万只，商品蛋
)m;?pP 22''
üR Þß!>

户１０００
多户农民成为养
d %'''多人次，带动周边
Î¬à;   １３５０
%21' Îdc.!
+1万只，商品蛋达
)m;?pPû９８００
*$''吨，
ü;
>Õ$d;!"Óû６５
鸡专业户，养殖量达
d¼７５０元，靠养鸡走上致富路。
"1' *;á!>aÊâãkR
户均增收
GH0IN<O>?M 民营畜牧业企业。
itu$#$R
甘谷县兴达畜禽养殖场

! !!! !
－１１１－

天水大辞典
!"#$%
位于甘谷县安远镇西城村。建于
２０头，种公猪３头，安装分娩床
３０
!"#$%&'()*+, -"１９９７
!""#年，是全县
./01%
() ã?Y9¾ . ã?lmGH6２５
(* 套，保育床
Z?Þg6 .)
首家民营股份制畜禽养殖企业，占地
亩。企业
套，固定资产达
８５ GH[
万元。该场按照现代化、工厂化
!$ B,
=>
Z?IJCz} $*
ÀþK8æjuÍLj
23456789:;<=>?@A １８
资产从
２０１０年的
１８０ 养猪生产工艺流程，科学养殖，健康养殖，已成为
CDE１９９７年的
;¾·zÍMNO?)*;<?PQ;<?R§
%""& .F４' 万元，发展到
GH? IJK ()!)
.F !$)
万元；饲养规模从开始的
天水市养殖骨干企业，是
２００８ .U:VWF²X
年验收注册的市级
GHLM;NOEPQF２５００
(*)) 只商品蛋鸡，发展
RSTUV?IJ
°±²;<ST=>?0 ())$
到存栏种鸡
万只。有职工
*))) 套，商品蛋鸡
Z? STUV ２．５
(+* GR[
\]^ 重点种畜禽场。
³´Y9:[
KWXYV５０００
２０人，建设半封闭式鸡舍９栋，育雏舍４栋，孵化
武山县天成养猪场
() _?-`abcdVe " f?ghe , f?ij
&'(!96.1 民营畜牧业企业。位于
459 >=>[ !"
室１栋，安装全自动电脑模糊孵化机
k - f?lm1nopqOrijs４ ,台、料库
¡¢%YZ([ô+[())& . , BCCD-[À
tuvw (２ 武山县鸳鸯镇巩门村。２００７年４月筹资修建。该场
fuUw (
.zYU{|}
@A ２０亩，建有标准化圈舍６栋
() B?-\ÒÓj\e / f１０００
-)))平方米，现
ÛÜ?8
栋、蛋库
２ fuMvx^y
栋、饲料加工间( ２f[
栋。年产种蛋能力达
占地
到K３００
万枚，商品蛋
６５万斤，育成鸡
１０
万羽，肉
.)) G~/STU /* G/gV -) G/
WX<è¾１３０
-.) 头，种公猪
ã?Y9¾ .３头，目前固定资产
ã?]¹IJCz
存栏繁殖母猪

杂鸡
万羽。全场形成了良种繁育—畜禽饲养—
总额达
２００８ .í_%`abA
年向本县及周边地区
.) G[
1 Yg9:M;
2^} ９０
") 万元。该场
GH[ À ())$
V３０
饲料加工—疫病控制—技术服务等全方位的服务
提供种猪
Mvx^81!F
ðñY¾１３４
-., 头，三元杂交商品仔猪
ã? cHdSTÌ¾１２００
-()) 头，出
ã?â
体系，辐射带动全县中小型养殖场
栏育肥猪
?o1%;<２０
() 个，养殖示
?;<
-*)头，实现销售收入
ã?+8ÏÐ:;６０
/) 万元。
GH[
Xg0¾１５０
３ .个，规模养殖户
/NO;<５５０
**)户。
[
&'(:;1<=6> 1 民营畜牧业企
45 9 >=
范区
武山县陇原场鑫宇养殖场
&'()*+,-./01 民营畜牧业企
459 >=
.?!"¡¢%efghi+[ @
>[ Q-" ())&
武山县万头良种仔猪繁育场
业。始建于
２００７年，位于武山县桦林乡高崖村。占
业。位于武山县城关镇红沟村。为甘肃省畜牧业协
地面积
>[ !"¡¢%£¤(¥¦+[ §¨©ª9 >«
A34 ９亩，共有圈舍
" B?j\\e ,４栋，总面积１９００平方米，
f?234 -")) ÛÜ?
会理事单位、天水市重点种畜禽场、天水市无害化
其中办公面积１２０平方米。有产房
¬®¯!u°±²³´Y9:u°±²µ¶j
ä×934 -() ÛÜ[ \zÚ４０
,)间，现存栏
y?8WX
产品生产基地。始建于
母猪
１００
DT·D¸A[ Q-"１９９６
-""/ 年，前身为武山县招
./¹º§¡¢%»
è¾１１０头，种公猪
--) ã?Y9¾４头，仔猪
, ã?Ì¾ ３００
.)) 头，育肥猪
ã?g0¾ -))
待所养猪场，２００８
年该场在兴武养殖场的基础上， 多头，饲料混合机组
¼½;¾¿?())$ .À¿ÁÂ¡;<¿F¸ÃÄ?
kã?MvlÆsm １套，饲料粉碎机
- Z?Mvnos -１台，为当
t?§p
ÅÆÇÈCÉ５８０
*$)万元，征地
GH?ÊA ２６
(/ B?-ËY
A;<ðñcH¾uéH¾ÎÇYY9¾?o
整合各类资金
亩，建成集良种 地养殖户提供三元猪、二元猪和各种种公猪，带动
Ì¾gu MvxÍÎÏÐ§ÑFÒÓj;< 养殖业发展。
;<>IJ[
仔猪繁育、饲料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标准化养殖
¿, ())" .ÔÕC ３２０万元，建成生活区办公用
.() GH?-·Ö×ØÙ
&'(?@ABCD?E+,1 畜牧业企
9 >=
场。２００９年完成投资
武山县畜牧扶贫开发畜禽良种场
Ú
>[
!"¡¢%óô(qr+[
f
(&(
ÛÜ?
MvwÚxÍÝy
f
.,(
0ú%9
stu
房１栋 ２７２ 平方米，饲料库房加工车间１栋 ３４２ 业。位于武山县洛门镇曼巴村。是由县畜牧兽医站
ÛÜ?Ì¾ÞgeuDÌeußYeuàáe -(
Î%9 vwPI×9k" １９９２
-""( .xÆÂ-F
平方米，仔猪保育舍、产仔舍、配种舍、怀孕舍等
１２ 和县畜牧扶贫开发办公室于
年联合兴建的
集良种繁育
、饲料加工、典型示范为一体的养殖龙
栋猪舍，出栏各类良种仔猪
头。饲养各类猪
f¾e?âXÇÈYÌ¾ ８５００
$*)) ã[
M;ÇÈ¾
ËYguMvxÍuy§ÑF;<ù
头企业。该场总占地面积１３
.-*) ã?äåæY¾６０
/)头，父母代种猪
ã?çèæY¾ -*)
ã?
ã=>[ À2@A34 -. 亩，总建筑面积１１３４５
B?2-E34 --.,*
３１５０头，其中祖代种猪
１５０头，
éHè¾
.))
ã?êëè¾
$)
ã[
ìêíªîï
ÛÜ?z`;Vu;¾u;{ÎMvxÍ
二元母猪 ３００ 头，后备母猪 ８０ 头。先后向省内外 平方米，下设养鸡场、养猪场、养羊场和饲料加工

提供各类选育良种猪
ðñÇÈògY¾３６０００
./)))头。
ã[
武山县洛门志远养猪场
&'(23456.1 民营畜牧业企业。
459 >=>[
位于武山县洛门镇文家寺农业示范园区。是天水
!"¡¢%óô(õ3ö÷>ø[ 0°±

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天水市重点种禽场。
²÷>D>j³´ùã=>u°±²³´Y:[
-" ２００６年，是由武山县畜牧部门协调场址、投
())/ .? 0ú¡¢%9 ûô«üýuÕ
建于
资
C ８６
$/ 万元，按＂正大＂模式（以正大集团先进养殖
GH?þÿ!"#Od$%!"Ë&ì';<
(Î)*+,§-.FÒÓj;</ ÒÓ
理念和科学实践为指导的标准化养殖技术）标准

和理念建设的集育肥、仔猪繁育为一体的瘦肉型
Î(-`FËg0u Ì¾g§ÑF1
猪良种繁育场。繁育场占地总面积
¾Yg[ g@A234６/亩，建成＂正
B?-
ÿ
!

大式＂全封闭猪舍７栋１３５０
２４０
ÛÜ? MvÚ (,)
"d# 1b5¾e & f -.*)平方米，饲料房
平方米，配套母猪产仔床
２０套、仔猪保育床
２０
ÛÜ? ßZè¾zÌ6 ()
Zu Ì¾Þg6 ()
套，饲料加工机械１套。现存栏各类猪
Z?MvxÍs7 - Z[ 8WXÇÈ¾７０３
&). 头，其
ã?ä
中种公猪
Y9¾８ $头、繁殖母猪
ãu<è¾１５８
-*$头、育肥猪
ãug0¾ ３００
.)) 头。
ã[
２００９
())"年生产良种仔猪
.·zYÌ¾１５２４
-*(,头，出栏肥猪
ã? âX0¾１３２
-.(头，
ã?
收入６７．５４万元，利润
:; /&+*, GH?<=１６．５６
-/+*/ 万元。
GH[
武山县福祥养猪场
&'(786.1 民营畜牧业企业。位于
459 >=>[ !"
. & 月筹资修建，该场
BCCD-?À
¡¢%>?(@A+[ ()), 年７
武山县滩歌镇樊庄村。２００４
@A ,亩，总建筑面积１５００平方米（其中猪舍
B? 2-E34 -*)) ÛÜ Fä¾e *５
占地４
栋f１２００
头，后备母猪
-())平方米），存栏繁殖母猪
ÛÜ/?WX<è¾ ６０
/) ã?êëè¾

厂。１９９８年新建现代化母猪繁育舍１栋，安装产床
L[ -""$ .|-8æjè¾ge - f?lmz6
１８
１０８ ã[
头。该场坚持产供销一条龙
-$ 套，引进良种猪
Z?}'Y¾ -)$
À~zñÏÑù

服务，年均向社会提供良种鸡２
２０００
?.í¬ðñYV (万只，良种猪
GR?Y¾ ()))
ã?xÍlÆMv １４０
-,) 吨。
[
头，加工混合饲料
FGHIJK1 畜牧业企业。位于麦积区
9 >=>[ !"4
麦积区虹鳟鱼场
(¢+[ §¨©ªÉ;<¸AÑ[
马跑泉镇东山村。为甘肃省金鳟鱼养殖基地之一。
-"$/ .１９８９
-"$" 年，先后使用省区渔业贷款
.? ìêÙª> ２０
() G
１９８６年至
万
H?nC ５
* GH?-N±±
元，自筹
万元，建成流水水泥池 ,４ Bu}'ij
亩、引进孵化
`ë １套。１９８８年从甘南玛曲虹鳟鱼场引进鳟鱼
- Z[ -"$$ .E¨}'
设备
°M;?Û³ ２．９７克，生长
(+"& ?·
;? .))
试养，经
３００余天饲养，平均日增重

[
-"")
.'¡_Í<uij?¢£

速度快。１９９０ 年进行了人工繁殖、孵化，逐渐形成

年产商品鱼
１６G¥F{|[
万尾的能力。２００８年引
.)吨，苗种
?¤Y -/
())$ .}
.zST３０
进虹鳟鱼苗１
５０００ ¥[
尾。存塘虹鳟
'¤ -万尾，金鳟鱼苗
G¥?É¤ *)))
W¦
鱼 ６０００尾，金鳟鱼
５００ ¥[
尾。出塘商品鱼
１５吨，产
/))) ¥?É *))
â¦ST -*
?z
GH?<¨ *+& 万元。
GH[
值§４５,*万元，利税５．７

武山县龙台乡金水湾冷水鱼养殖场
&'(LMNO"PQ"K6>1 民营畜
459
>=>[ !"¡¢%ùtgc{©+[ ())& .?
牧业企业。位于武山县龙台乡三羊坪村。２００７年，
-ª«l¬®¯N±¦１２００．６
-())+/ 平方米，静
ÛÜ?°
建成石块混凝土结构流水池塘
$))+, ÛÜ?p.
BÕ±ÉuY'
水± ８００．４
平方米，当年& ７月投放金鳟、虹鳟鱼种进

!!" !
－! １１２－

;
农I 业

行试验生产。２００８
平方米，饲草加工车间１栋
!"#$%& !""# 年该场在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引
'()*"#+,-./012 栏式牛舍７
ÕÏï¿ /栋
Â ５０００
&*** f
ñN÷ø34 - Â
进金鳟
、虹鳟 、七彩鲑等各类鱼种 $"""
６００ @A1B'
公斤，当年
345675689:;<=>?
收获鲜鱼
CDE>３５００公斤，销售收入达到１６
%&"" @A1FGCHIJ '$万元，纯收
KL1MC
入６．５
２０ KL-<=>?
万元的各类鱼种 $***
６０００
KL1NOPQR !)
H $(&万元，并存塘价值
公斤。２００８年组建注册＂龙台乡金水湾冷水鱼养殖
@A& !**# 'STUV
W
XYZ4[\][>^_
场专业合作社＂，２００９
年 %３ghijklmno
月被市畜牧局命名为
)`abcdef!**+ '

５００
２０００ñò-$ùO
吨饲料的青贮窖６座。与
&** 平方米，可贮存
fùO !***
$ Éw P
兰州好为尔公司和加拿大爱德公司签订胚胎移植
ªQo#@Ì÷RßS-@ÌTUVWXY
合同，投资
多万元。首批引进胚胎移植牛
３０
bZf »¼ ４００
,** LKLw
[\23VWXYï %*
头，成功产出加拿大原种荷斯坦母牛犊
Óf +,%Ô÷Rß]?^_`ïa３２
%!头，现
Óf
饲养胚胎基础母牛和黄牛
头，种植紫花苜蓿
ñ^VW./ïbï ５８６
&#$ Óf
?Ycdef

＂天水市标准化养殖小区＂。２０１０年，金水湾冷水鱼
p
q[irst^_uvew !*'* 'f4[\][>
养殖场发展到
^_)xyJ３ %家，渔场占地面积
zf {)|}~４４００
,,**平方米，
f

%***多亩。为了充分利用牛粪增加产值，新建高标
Lw oghõCiïjk÷%Rf)Tlr
３０００

w
][>%２０!*余吨。
冷水鱼总产量

多平方米，带动
户农民 -,&,*
１４５４０ þst
人从事
Lf ²³１８
-#村
 ３６１０
%$-* ·¶

s6mnÏopq?Yßr１１
-- 栋，总面积达
Âf~I &***
准、层架式双孢菇种植大棚
５０００

!"#$%&'()* + 民营畜牧业企
 jk a
天水兴旺种畜禽有限公司

uï^_vw%a-$%üf 'AFGCH
奶牛养殖相关产业的生产经营，年实现销售收入

业。位于秦州区玉泉镇暖和湾村。１９９５
aw v\w -++& 年建场，占
'T)f|
地面积
万套，年生产鸡
-* 亩，现有父母代种禽
f? ２! Kf'$%
}~１０
&* Kf ¡? -! Kw
$%-¢£¤¥
苗５０万只，可提供种鸡１２
万套。生产的伊莎白优
¦f§¨¡©ª6«6¬6¤®6¯6°
质鸡苗，主要供应兰州、酒泉
、张掖、白银、平凉、定
西、天水等地，年产值
１８０万元，带动周边农户
１２０
±6q[;}1'%R -#*
KL1²³´µ¶· -!*

６２００
６２０ KLw
万元。２００７
年初新建奶
$!**万元，实现利润
KLfACD $!*
!**/ 'x)Tu
制品生产加工车间
多万元购
!#* æ»¼ ３０
%* LKLz
yÑ$%÷ø34 ２８０平方米；投资
{gq[|}~a@ÌW
|}eÑ6`C6
买了天水康源乳业公司的＂康源＂品牌、包装专利、
uyÑ$%0;f N»¼６０
$* 万元，建成鲜奶、酸
KLf T+Eu62
奶制品生产线等，并投资
奶、果奶３
u6 u %条生产线，日生产奶制品
$%0f $%uyÑ６００
$**公斤。
@Aw
２００６
月该公司被天水市政府命名为＂天水市
!**$ 年２
' ! g(@Ìhq[i
mnoW
q[i
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９
月被认定为＂市
¶a%atüXÓaef+ gh°o
W
i
级无公害畜产品生产基地＂。
@j%Ñ$%.}ew

·xy^aw
户发展养鸡业。

天水陇丰养殖公司
!",-./*+ 民营畜牧业企业。位于
jkaaw 
麦积区中滩镇。总投资
¸v¹ºw »¼５６０万元，占地面积４１
&$* KL1|}~ ,-亩，
1
T½~３８５０
%#&*亩，圈舍面积
1¾¿~ ３４００
%,** fÀT+rs
建筑面积
亩，共建成标准
-$ 栋３２００平方米，母猪舍
Â %!** fÁ¿２! 栋
Â ２０００
!*** 
tÁ¿１６
化猪舍
平方
fÃTÄ %$*
É& ÊË
W
@Ì .
米，配套建设
３６０ ÅÆÇÈ
立方米沼气池１- 座。采取＂公司＋
¶·e-%atÍÎÏf' ¡ÐÑÒÁ １万头，
- KÓf
农户＂的产业化运营模式，年提供商品仔猪
&***头，纯收入
ÓfMCH２００
!** 万元。
KL&
'ÔÕ¥¦Ö×ØÁ
年出栏优质瘦肉型猪
５０００

秦州区平南镇忠旺养殖场
0?@ABCD$./5 民营畜牧养殖企
jk^_

aw vw ì¶
业。位于秦州区平南镇平南村。是平南镇平南村农
ßñò@ÌÀZÔ¼TÄ
民郭忠儿和北京正大饲料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建设
-íz6Ø-tßØ^Á)f(>
的一家全封闭、环保型的现代化大型养猪场，该项
& gfíø»
?õTÄfs !**#
目分两期建设，从
２００８ '年５月开始，一期工程投

01234./5 民营畜牧业企业。位于
jkaa& 
!** 万元，建成了占地１０
KLfT+g|} -* 亩、拥有标准化圈舍
6rst¾¿ ,４
秦安县大地养殖场
资¼ ２００
ÙÚ±ÛÜÝÛ& -++/ 'T+f |}~ 栋及附属的饲料库房与生活区各类建筑共
Â ¡¢-ñò7£P$¤v<=T½À ,&%*
秦安县西川镇神明川村。１９９７年建成，占地面积
４５３０
%*
fT+rst¾¿
!,
Âf&&**
&
!**#
-¥Î^_)w
¦^_§¨Á
$&*
LÓf©
３０亩，建成标准化圈舍 ２４栋，５５００平方米。２００８ 平方米的规模养殖场。已养殖育肥猪 ６５０ 多头，其

年底存栏大约克母猪
'ÞOÕßàáÁ６０$*头，杜洛克种公猪
Óf âãá?@Á５ &头，
Óf
杜洛克公猪３
âãá@Á 头，长白公猪
% Ófä¤@Á２头，二元母猪
! ÓfåLÁ１２８头，
-!#Óf
仔猪存栏６８０头；２００９
ÒÁOÕ $#* Óæ!**+年出栏仔猪共计
'ÔÕÒÁÀç ２６００头。
!$** Ów
甘肃康达牧业有限公司
6789:;()*+ 民营畜牧业企业。
jkaaw
èéÚêëêëw +Å !**/ '８月，
# gf
位于武山县四门镇四门村。成立于２００７年
UV¼4２６００
!$** 万元，是一家集肉牛养殖、饲料生
KLfìízî×ï^_ðñò$
注册资金

中良种母猪
５０&*头、种猪
９８ ÓfOÕ
头，现存栏
¹!?Á
Ó6?Á２!头、仔猪
Ó6ÒÁ +#
１２０
５００余头，累计销售收入近
-!* 多头，售出育肥猪
LÓfGÔ§¨Á &**
ÓfªçFGCH«
１００
１８ KL¬w
万元左右。二期工程计划投资
-** 万元，纯利润
KLfMCD -#
åøç,»¼

%6óô6õö÷ø6%Ñùúoíû-ßØ×ï
产、屠宰
、分割加工、产品贮藏为一体的大型肉牛
%atafÊË
W
a . .} . ¶· . üýþe
产业化企业，采取＂企业＋基地＋农户＋经纪人＂
-ÿÏüw
!**#
'^_!?W
±ë"#e ×ï
的形式经营。２００８ 年养殖良种＂西门塔尔＂肉牛

KL¬w
９０+*万元左右。

３００
%** 多万元，再建占地１０亩、圈舍
LKLf®T|} -* 6¾¿４个单元
, ¯°L８ #栋，
Âf
ø±²ø@³^_Á ３００
%** LÓ
f §¨ Á
工程全部完工后将养殖母猪
多头，育肥猪
,*** 多头，预计年产值将达
LÓf ´ç'%R³I ５００
&** LKLf
MCD
４０００
多万元，纯利润
0?@ABCEFG./H 民营畜牧养殖
jk^_
秦州区平南镇永顺隆养殖场
aw vµ¶fìíz6
企业。位于秦州区平南镇梨树村，是一家全封闭、

#!* Óf$ù%& /***吨，有员工４８人。公司
f'ø ,# þw @Ì
８２０头，青贮玉米秸秆７０００

Ø-tßØ^Á)fõTÄfs !**/
环保型的现代化大型养猪场，分两期建设，从
２００７

*ãëøa(v)*+} ３０亩，投资
%* f »¼ ２７６０
!/$* K
在洛门镇工业园区新征土地
万

' & gfíø»¼１００
-** 万元，建成了占地
KLfT+g|}
年５月开始，一期工程投资
-* 亩、标准化圈舍
6 rst¾¿ !２栋及附属的饲料库房与生活
Â ¡¢-ñò7£P$¤
１０
区各类建筑共
v<=T½À ２５３０平方米的规模养殖场。已养殖
!&%* -¥Î^_)w ¦^_

01233自动肉牛屠宰生产线，
/³×ïóô$%0f
Lf ç,23-. ＢＮＡＳＳ
元，计划引进德国

建设
平方米的排酸车间１栋，２００
吨的速冻车
TÄ５００
&)) -1234
' Âf!)) -563
间１栋，库容
4 ' Âf78１５００
'&)) 吨的恒温库
-9:7 '１座，并配套检疫
ÉfNÃ;<

育肥猪
§¨Á３５０多头，其中良种母猪
%&* LÓf©¹!?Á７５/&头、种猪
Ó6?Á ４头、
, Ó6

检验等设备。该项目投产后，年屠宰肉牛可达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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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
５００ 余
ÒÁ１９８
-+# 头，现存栏４２０多头，售出育肥猪
ÓfOÕ ,!* LÓfGÔ§¨Á &**

头，实现产值５亿元，实现利润１．５
ÓfA%R & BLfACD '4& 亿元。
BLw
!"<=>;()*+ 民营畜牧养殖企
j k^ _
天水澳牛乳业有限公司
aw vEFGHIw !**% '»¼J
业。位于秦州区皂郊镇下寨子村。２００３
年投资兴

头，累计销售收入近
１８ KL¬
万元左
ÓfªçFGCH« １００
-** 万元，纯利润
KLfMCD -#
右。二期工程计划投资
多万元，再建占地
１０
%** LKLf
®T|} -*
w åøç,»¼ ３００

建，总投资
１００ LfT+M
多亩，建成散
Tf»¼ １２９０
-!+* 万元，厂区面积
KLfKv~ -**

6¾¿ , ¯°L
Âfø±²ø@³IJ^
亩、圈舍４
个单元 #８栋，工程全部完工后将达到养
%** 多头，育肥猪
LÓf§¨Á ,***
_Á３００
殖母猪
４０００ LÓf´ç'%R
多头，预计年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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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３－

!"#$%
天水大辞典

将达
!"５００
!""多万元，纯利润
#$%&'() ９０
#"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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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元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华易元晟原种猪
!"&'()*+,-./01&2345
场6民营畜牧养殖企业。位于秦州区西十里，国家
+,-./012* 3456789:&;<
农业部批准立项，２００１年投资兴建。占地面积２０
=2>?@ABC$%"& DEFGH* IJKL '%
余亩，建筑面积
万
MNC HOKL １００００余平方米，总投资
&%%%% MPQRC SEF 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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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公司直接从美国引进原种猪。场内建有畜牧兽
%CTUVWXY;Z[\]^* _`Ha-.b
医实验室、淋浴消毒间、配种妊娠车间、分娩车间、
cdefghijklgm]noplgqrplg
保育车间、育肥车间。场区内道路全部硬化，建有
stplgtuplv w7`xyz{|}CHa
草坪、花园，栽植绿化树木，是一座花园式现代化
~C }C}
养猪场。２０１０年存栏大约克、长白、杜洛克种公猪
/^_ '%*+ Dgg]T^
２０头，繁殖母猪
头，仔猪
'% C 0^３００
(%%头，后备母猪
C ^ １２０
&'% C
^
７５０
头。年共出栏种猪
１２００头，商
,!% 头，育肥猪３３０
Ctu^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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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仔猪１３００
６００ 
头。带动周边万头猪场
¢^ &(%%头，肥猪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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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多家，千头猪场
多家，改良地方品种１３０
余
&% §< ¨^_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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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头，是省、市重点畜禽养殖场之一。产值
４００ §
多
$ ¬®¯-°/0_± ²³ -%%

$%
万元。

甘谷县福庆养殖小区
789:;<=>? 养殖小区。位于甘谷
/0´7 34µ¶
县新兴镇盘石村。始建于２００４年
月。占地面积
·¸G¹º»¼ ½H4 '%%- D８. ¾v
I«KL
NCHOKL ($+++ PQRC¿ÀKL $!+++
P
５０!+ 亩，建筑面积３２０００平方米，圈舍面积
２５０００平
QRv ÁAÂÃÄ/0ÅÆCÇÁ
È
ÅÆ/´70
方米。成立了福庆养殖协会，形成＂协会＋小区＋
=ÉÊË Ì/0ÅÆÍÎÏÐ /0ÉÑÒÓ
农户＂模式，在养殖协会的组织下，养殖户由最初
的４
Í -户发展到
ÉÔÕÖ８２
.$户，畜禽年饲养量
É -°D×/Ø３００００
(++++ 头，母
 
*.++ 头，种公畜饲养量
 ]T-×/Ø *++
Dd
-×/Ø１８００
畜饲养量
１００ v
头。年实现

小区猪存栏
´7^１１００头，其中育肥猪
&&%% CSTtu^６０８
)%. 头，繁育母
Ct
猪^２０２
'%' 头，种公猪７头，仔猪
C]T^ , C^２８３
'.( 头。

MN?OPQR<5>? 养殖小区。位于
/0´7 34
麦积区石佛瑞丰养猪小区

麦积区石佛乡杨家庄，是由当地养殖协会牵头，５
UL7»VÞW<XC ÑY«/0ÅÆZC!
户养殖户投资
万元新建的一处标准化养殖小
É/0ÉEF ８５
.! $%¸HÍù[@}/0´
区，占地
１５NC4
亩，于２００７年８月开始建设，２００８年
7CI« &!
'%%, D . ¾\½H&C'%%. D
Ó]^HÁ H&[@}^À １０栋，配套建设
&% èCm_H&
初基本建成。共建设标准化猪舍
ïüê &  ´7Dtu^３０００
(%%%头，产值
C²³ (.%
沼气池１座。小区年出栏育肥猪
３８０
$%C`aå ７０
,% 万元。
$%
万元，纯收入
@"9STUV<5>? 养殖小区。位于
/0´7 34
清水县白沙程沟养猪小区
ßà·bcTyde'%%, DfFHÁ´7I«
清水县桐温公路北侧。２００７年筹资建成。小区占地

３５(!亩，总投资
２８０万元，发展规模养殖户
NCSEF '.%
$%CÔÕ;Ë/0É １８
&. 户，饲
ÉC×
/ØgÖ３．８１２
(1.&' $<
STh/9É , ÉC/9
养量达到
万头只。其中∶养鸡户７户，养鸡
(1) $<i/^É１１
&& 户，养猪
ÉC/^ '&'%
 D.2Sa
３．６万只；养猪户
２１２０头。年牧业总收
入达
åg８６
.) 万多元。２００８
$#% '%%. 年又新增养猪户
Dj¸k/^É６) 户，统一
ÉCP
按正大模式建设，总投资
lmËH&CSEF１０５
&%! 万元，先后从麦积、
$%CnXULg
甘谷等地引进良种仔猪
３００
µ¶o«Z[ª]^５００
!%% 头，其中后备母猪
CSTp^ (%%
头，育肥猪
头，已有部分育肥猪出栏。
Ctu^ ２００
'%% CGa{qtu^
@"9WXCYZ[<\>? 养殖小区。
/0´7
清水县秦亭镇张吕放养鸡小区
DHÁ '!%
PQ
34ßà·5q¹rs¼ '%%, 年建成
位于清水县秦亭镇张吕村。２００７
２５０平方
R},@ttÀ &１栋，育雏设备
èC tt&p &１套。发展
_ ÔÕ
米现代化标准育雏舍
!%%% 只以上规模养殖户７户，５０００
<ûu;Ë/0É , ÉC!%%% <ûÐvw/
５０００
只以下零散养
ÉCS×/ØxÖ .1# $<CSTmÌtt
0É &!户，总饲养量达到８．９
殖户１５
万只，其中正在育雏

Í ' $<Cy?/0 , $< /0¢]þ
的２万只，第一批出栏后养殖７万只。养殖品种主
(%%多农户发展养殖业。
§=ÉÔÕ/02
=az{9g|{}9g~3T9gáT9g
３００
要有麻羽鸡、黄羽肉鸡、迪高公鸡、安卡红公鸡、放
@"9ABCDE<5>?
/0´7
3
/|9gz9６) 个品种，是一处集培训、育雏、
ë¢]Cù gtg
清水县红堡镇李店养猪小区 养殖小区。位 养黄鸡、铁脚麻鸡

利润
万元。辐射带动周边乡村
() １５０万元，户均２．５
*!+ $% ÉÙ $1! $%v
ÚÛ£Ü¥ÝÞ¼

于清水县红堡镇李店村。２００９
９０
4ßà·áâ¹ãä¼ '%%# 年建成。总投资
DHÁ SEF #%
万元，占地面积
１２ N
亩。小区入驻养殖大户６
$%CI«KL &'
´7åæ/0É ) 户，建
ÉCH
标准化猪舍
１５２４平方米，建净化
ç@}^À６栋，建筑面积
) èCHOKL &!'PQRCHé}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传统养殖技术与现代化技术
ñ²g ýÍP/0}
相结合的养殖基地。养殖场负责人和农户代表、专
Í/0]« /0_C-=Ég
业技术人员充分考察鸡苗市场，选用了具有较高
2Cq9_C ÿ!Âa3

池６个３００
立方米。采取＂猪—沼—果＂的生态循
ê ) ë (%%
AQR ìí
È
^îïîðÊÍñòó

滋补功效的乌鸡系列＂铁脚麻＂品种，扩大了市场
 Í¡9¢R
Èz£¢]C¤Â_

ôõöË ÷øùúûïüùúýþCÿ!·"
环经济模式，粪污处理以沼气处理为主，选用县能

¥¦§¨
竞争优势。

#$d%Í=¼ïüH&B'(!)*&+ H
源办实施的农村沼气建设项目所用仪器设备。建
AÂ,@}¿À-÷øùúg./&%CD0×/
立了标准化圈舍和粪污处理、防疫设施，年可饲养
^１８０
&.%头，出栏仔猪
C^ ３６００
()%% 头。

母猪
FG9HI<=>? 养殖小区。位于武山
/0´7 3412
武山县刘川养殖小区
·34Þ56¼ '%%) DHÁ
I«KL ! NCH
县高楼乡刘川村。２００６
年建成。占地面积５亩，建
OKL
#-!
PQRC¿ÀKL
.%%
PQRC7H8
筑面积９４５平方米，圈舍面积８００平方米，修建标
@}9À & èC&:×/;Ë１００００
&%%%% 只，主要养殖
<Cþ=/0
准化鸡舍１栋，设计饲养规模

罗曼蛋鸡。现存栏蛋鸡
>?@9 @9１００００
&%%%% 只，场内现有职工
<C_`aAB -４
人，固定资产５０万元。该场现已发展成为县内养殖
CCDEF² !% $% F_GÔÕÁý·`/0
HI12
骨干企业。

!"#$%&'()*
秦亭镇张吕放养鸡小区

武山县黑池殿养猪小区
FG9JKL<5>? 养殖小区。位于武
/0´7 341
Y]I9H]<^>? 养殖小区。位于张
/0´7 34r
张家川县刘家养牛小区
山县滩歌镇黑池殿村。由滩歌镇政府、黑池殿村统
2·JK¹LêM¼ ÑJK¹NOgLêM¼P
家川县张家川镇刘家村。该村依靠张家川县世行
<©·r<©¹5<¼ F¼ª«r<©·¬
ÎÏ4 '%%, DHÁCI«KL (%亩，修建双列
NC7HQR
一组织于２００７年建成，占地面积３０
畜牧项目和农户自筹，于２００７年总投资
-.B®-=É¯°C4 '%%, DSEF６４
)-万元，
$%C
^À１６栋，建筑面积３２２５平方米，入驻
&) èCHOKL (''! PQRCåæ１６
&) 户，
ÉC
式猪舍
&% 亩，建标
NCH8
HÁ8@};Ë/±´7 & ùCI«１０
建成标准化规模养牛小区１处，占地
!!" !
－! １１４－

[ G
农业

准化圈舍
户养殖户，户均%#３０平方
参加北京、廊坊、青岛等地的藏獒血统鉴定和展览
6789::;:<?[-ðô=>?@ßo%
!"#$２４００
!"##平方米，８０
%&'($# )*+)(),
-&
米，可饲养牛
４００头，户均５头。主要品种秦杂、西
1()2 & 13 456789:;
'(./*0 "##
杂、南德温等。现存栏牛
头，纯收入
9:<=>?3 @AB0８０$#头，出栏
1(CB ４０
"# 1(DEF
'#($ 万元。
GH3
１０．８

比赛，并多次获奖。小区内梅花鹿养殖场占地
１５
AB( C¸D*3 IJûEFG*+SZ[ /&
亩，鹿舍
７６０平方米，现养鹿
６０ äHI/*SZ
只；野猪饲养场占
^(G$ -.*
-&{(@*G .*
地
５００ 1NJ*
头；水貂养
%* ^(/*7HI ２００头，野猪
!** 1(HI &**
[ ３０亩，饲养种野猪

清水县永清镇双场村养牛小区
!"#$!%&'()*+, 养殖小区。
*+IJ3
位于清水县永清镇双场村西岔组。２００９
KLMNOPMQRST;UV3!)*+ 年建成。占
WXY3Z

*3
养。

[\]１４亩，总投资
'" ^( _`a１００．８
'**,$ GH
bcdef`a
地面积
万元（其中项目投资
!!($ 万元，入驻小区养殖户自筹及贷款投入７８
GH(FgIJ*+)hijkl`F -$ G
２２．８
万

元）。发展规模养殖户６
)(r)Xstuvw!
Hm3 nopq*+) . 户，每户建设半封闭标准
化牛舍一座
/+% -&{( |}~ ２４平方米，饲
!" -&{(/
x0$yz １９３平方米，办公用房
料库
立方米，可青贮
２４
!" 平方米，青贮氨化池
-&'(x １２０
/!* &'(
玉米秸秆
６０ )AB
多吨；每户可存栏 %*
３０ 1
头能繁母
"* 亩
^ .*
'４０
0WCB １２０
/!* 10(
Xs
牛或年出栏
头育肥牛，另外配套建设河堤治
:
¡x:S[¢x:£N¤¥?*+¦
理工程
、道路硬化、场地绿化、供水通电等养殖园
区建设。该小区主要品种西门达尔牛，可饲养繁殖
JXs3 §IJ4567;¨©ª0(/*+
母牛
头左右，或年出栏
0１８０
/$* 头，年可繁育犊牛
1(W«0 １５０
/&* 1¬(WCB
育肥牛
0７２０
-!*多头，实现产值
1(®@¯° ３００
%** 多万元。
GH3
清水县秦亭镇张吕养牛小区
!"#-.%/0)*+, 养殖小区。位
*+IJ3 K
LMNO8±Q²³T3!**+ W
" ´µXs3Z
于清水县秦亭镇张吕村。２００９
年４月动工建设。占
-&'(_`a １２０
/!* 万元，入驻养牛
GH(Fg*0
[\] +/**平方米，总投资
地面积９１００
) .户，总建筑面积
)(_X¶\] /%!*
-&'3 r)Xs
户６
１３２０平方米。每户配套建设
x
/!*
&'(
· y¸x
青贮氨化池 １２０ 立方米，单池一次可青贮氨化玉
"* ^ ６０
.* 3
IJ)2/*¹º0
' ４０亩
米秸秆
多吨。小区户均可饲养基础母牛

殖场占地
亩，用＂公司＋农户＂的方式进行饲
/* ^(~
K}L 2 ×)M-&NÞO/
+SZ[ １０
BC,DE<FGH+,IJKLMNOP
麦积区良种鸡产业化小区建设技术示范项目
PQØef3 R]JPQSTUL /++$ WV !***
畜牧业项目。麦积区畜牧兽医局于１９９８年至
２０００
年实施了麦积区科技局委托的良种鸡产业化小区
W®W/R]JÙÚUXY-Z7å¯ØxIJ
建设技术示范项目。项目选在琥珀罗家村、新阳王
XsÚ[ÛÜef3 ef\#]^_`T:abc
家村、石佛田家庄、街子八槐村和甘泉文家庄
`T:def`g:hijkTßñlm`g &５个
n
示范小区，通过建立健全良种孵化、饲料、饲养管
ÛÜIJ(¤oXpÖZ7qx:/:/*r

理、防疫及营销，组织规模化生产，组建养鸡协会，
:stjuþ(V4pqxÉ¯(VX*å3&(
使全区鸡饲养总量达到
万只，年推广良种鸡
vÖJå/*_»©w １４５
/"& Gä(
WüýZ7å

４４．９
万
"",+ 万只，规模养殖户
Gä(pq*+)３４００
%"** 户，规模养鸡
)(pq*å ５０．１
&*,/ G
只，规模养殖户综合效益提高
个示范小
ä( pq*+)xÏyz{| １３．１？？５
/%,/3(& nÛÜI
区共发展规模养鸡户
万
J}nopq*å)３６５
%.&户，饲养良种鸡
)(/*Z7å １３．２２
'%(!! G
只，３
年共新增产值
１３８．９４G万元，新增纯收益
ä (% W
} a ~ ¯ ° '%$(+"
H( a~DEz
"'(.$ GH3 ¤o*åIJ-ÛÜµ(vÖJ*
４１．６８万元。通过养鸡小区的示范带动，使全区养
åÉ¯Ú[N-â/-{|( *å¯ØxÞ
鸡生产技术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养鸡产业化进
73
程明显加快。
BC,QRSFGH+,IJKLMNOP
麦积区瘦肉猪产业化小区建设技术示范项目
PQØef3 R]JPQSTUL '++$ WV !***
畜牧业项目。麦积区畜牧兽医局于１９９８年至
２０００

!*0%* 头、育肥牛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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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R]JÙÚUXY-pq*+¯Øx
２０～３０
３０～４０ 1(
头，基础母牛饲养量
年实施了由麦积区科技局委托的规模养殖产业化
/&* 头以上，年可繁育犊牛
1¼½(W«0 １００
/** 1(WCB
ÛÜIJXsef( @ '*
nIJ)efÛÜI
１５０
多头，或年出栏育 示范小区建设项目，确定
１０个小区为项目示范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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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GH3
J(
@T:deT:ñl
肥牛 ７００ 多头，可实现产值 ３００ 多万元。
区，确定廿十铺乡廿十铺村、石佛乡峪口村、甘泉

武山县盘古养鱼小区
12#34)5+, 养殖小区。位于武山
*+IJ3 KL¾¿
县鸳鸯镇盘古村，占地面积
６８^3
亩。鱼池于２００７年
OÀÁQÂÃT(Z[\] .$
Ä L !**- W
建成，面积４６
户养殖户。主要品种草鱼、
XY(\] ".亩，入住６
^(FÅ . )*+)3
4567ÆÄ:
武昌鱼
、鲢鱼。总投资
万元，年生产鲜鱼 !*
２０吨。
¾ÇÄ:ÈÄ3
_`a ８５
$& GH(WÉ¯ÊÄ
3
-6,78%9:;)<+, 养殖小区。
*+IJ3
秦州区玉泉镇多家庄养鸡小区
KL8ËJÌÍÎÏÐ(ÑÒdÓ .公里，是全区
}Ô(ÕÖJ
位于秦州区城郊接合部，距市中心６
×ØÙÚÛÜÝÞTßpq*+àáT3 ÖTâ
农业科技示范先进村和规模养殖重点村。全村有

镇甘泉村、街子乡毛集村、南河川乡樊湾村５村为
QñlT:hiT:òT & T)
５个养猪小区，每个小区年出栏三元杂交瘦肉型猪
& n*IIJ(nIJWCBH9êI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日龄
%***4&### 头，规模养猪示范户出栏猪１５５
1( pq*IÛÜ)CBI /&& 

体重达到９１．０９公斤，料肉比
３５￣１５５
à©w +/(#+ }(ê３．３９∶１，育肥期
%(%+5/( %&6/&&
~à ６８８．３
.$$,% (ê
¤oef®
日龄日增重
克，瘦肉率&$,.73
５８．６？？通过项目实
W(a~yz １６１．６６
/./,.. GH(cdÖJ*I-x
施，新增经济效益
万元，其中全区养猪的综
Ïyz>*Iyz{| /!,-3(1êI
合效益比传统养猪效益提高
１２．７？？每头瘦肉型猪

\] ７０００
-*** -&'(W/*»©
$ Gèä(W¯é
面积
平方米，年饲养量达８万余只，年产蛋

DEz １０４元，全区年出栏二元和三元杂交瘦肉
/*" H( ÖJWCB HßH9ê
纯收益
I
",G1(¡Îyz４８８．８
"$$,$ GH(¢ef
型猪４．７ 万头，直接经济效益
万元，较项目

/"** è(WCBêå ６万余只，产值
. Gèä(¯° /*!&
GH3
１４００余吨，年出栏肉鸡
１０２５万元。
-6,=">?@)A+,
*+IJ3
K
秦州区慕水沟藏獒养殖小区 养殖小区。位
.* 亩，总投资
^(_`a
L8ËJëÍQìNí(Z[\]６０
于秦州区皂郊镇慕水沟，占地面积

.",*% GHpq*+)xÏyz{|
®W£¤~ ６４．０３
实施前净增
万元；规模养殖户综合效益提高
/%,/3(ÖJ
&*,/
Gäpq*å¡Îyz
１３．１？？全区 ５０．１万只规模养鸡直接经济效益 $"$,.%
８４８．６３
GH(¢ef®W£¤~ +-,.%
*+IJX
万元，较项目实施前净增
９７．６３ GH3
万元。养殖小区建

１５００万元。２００２
/&** GH3 !**!年６月从青海、西藏、甘南等地引
W . ´îï:;ð:ñò?[ó
进藏獒
、繁殖，养殖各类种犬 /.*
１６０ è
余
Þðô２０余条，饲养
!* èõ(/*:+(*+ö÷7ø
条。向省内外推广藏獒
７００余条，销售收入２３００
õ3 ùúûüýðô -**
èõ( þÿEF !%**
万元。２０１０年存栏各类藏獒犬
GH3 !*/* WABö÷ðôø３８０
%$* 多条，其中纯种
õ(cdD7
ðô!"#Ö$ðôo%&½'()"*( ÒS
藏獒乌金在全国藏獒展览会上被评为金奖，市场
(+,©４８０
"$* 万元，成为藏獒中的精品。成立了天
GH(Y)ðôd-.63 Y/0
评估价达
Nðô12Ðß0NÒøØ3&( ¸V4&5
水藏獒俱乐部和天水市犬业协会，多次组织会员

设为全区畜牧产业的健康发展做了有益尝试。
s)ÖJPQ¯Ø-p¥no¦/âz§¨3

千只以上规模养鸡户
ãä¼½pq*å)８ $户，兴建鸡舍
)(æXå$ １０
/* 栋，建筑
ç(X¶

麦积区优质瘦肉型猪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
BC,TUQRVSWXH)AMNYZ
畜牧业项目。２００７年开始，麦积区畜牧兽医局在中
PQØef3 !**- W©ª(R]JPQSTU#d

滩、石佛、渭南、新阳、五龙、琥珀等乡镇实施＂优质
«:de:¬ò:ab:®:]^?Q®W
K
¯°
êIw!x*+ÛÜ¹[Xs±ef(!**$ W
瘦肉型猪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２００８年
/! ´{²E3XYw!x*IIJ $ n3efJ
１２月提交验收。建成标准化养猪小区８个。项目区
û-w!x*IIJßw!x*+ÛÜ)*IÉ
内的标准化养猪小区和标准化养殖示范户养猪生

!!" !－
－! １１５

天水大辞典
!"#$%

产１２０日龄体重达到
公斤，料肉比达
粗重
、眼大，角短细。公牛颈部粗短，上部隆起，肉
! !"# "# $% &'９０～１１０
$#%!!# (
)* +,-.
z%L{]*|}~>
Üz}*¸*,
２．６∶１，日增重达
８１０ 0*1,2&3
克，瘦肉率达到５７．６？？综合
"&'(!*"/%. )!#
*+&',*45
效益比传统养猪提高
67-89:;<= １７？？截至
!+,> ?@２００８
"##)年底，项目
AB*CD
区良种瘦肉型猪出栏量达到５．８
MN*OPAQR
EFG1,H;IJK&L *&)万头，形成年产优
质瘦肉型猪品牌猪肉
*)## 吨的生产能力。示范户
VWXQYZ> [\]
S1,H;TU;,５８００
带动周边
^_`a２０００
"### 多户养殖户发展养猪生产，户均增
b]:c]de:;XQ*]f/

发达，肩峰宽广；母牛肩峰低而薄，胸宽，背粗，腹
d.* Ü **z*
围大，斜尻，四肢粗。主要分布在张家川、清水、秦
]**èz> 7ÆÚ¤¥¦LABL
州、麦积等县（区），占同品种牛数量的７４．５？？其成
LÍáEæ*ØQTGÜ¶·W +.&*,>P
年公牛体高、体长、胸围、管围、出栏月龄、体重、胴
AÜ$=L$LLÒLIJÔL$%L
体重、屠宰率分别为
厘米、１８２厘
$%L 2Ú １３８．３
!-)&-厘米、１４９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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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i３５００
L!)&+ ¡
-*## 元，项目实现产值
j*CDklQm -*.*
Mj> nop
¢ 、３６
L-' Ô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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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收入
３５４５万元。通过标
米¢、１８．７
厘米
月龄
、４３７．４公斤
、２５５公斤、
准化养殖示范基地的示范带动，使全区养猪业逐
５８．２？？？年母牛体高、体斜长、胸围
、管围、体重、
qr:c[\stW[u^_* vwE:;xy
*)&",PAÜ$=L$LLÒL$%L
步由集约化向标准化迈进。
胴体重、屠宰率分别为
!"*&) ¡¢L!-- 厘米、１５９．３
¡¢L!*$&z{|}r~pqr>
$%L2Ú １２５．８厘米、１３３
张家川县畜禽市场
公斤、１８１公斤、５７．８？？
&'()*+,- 畜禽市场。历史较为悠
>
 厘米、１６
¡¢L!'厘米、３１２．５
¡¢L-!"&* )L!)!
)L*+&),>
*OPA*tb*
久，形成年份已不可考，地址也先后多有变迁，在

２０"#世纪
年代初期形成规模。当时群众自发在张
 ８０
)# AOP>
 ¡¢£d¤
¥¦§¨©ª«¬¨®¯OP°±* ²³
家川镇西街村所辖西河两岸形成交易市场，随着
´I´iµ¶·W¸¹*ºt»¼W½/g¾
贩出贩入牲畜数量的上升，外地客商的不断增加和
疫病防治工作的需要，２００５
年初由张家川镇牵头
¿ÀÁÂÃÄWÅÆ*"##* A{¤¥¦§ÇN
投资在张家川镇南河滩建成张家川县畜禽市场。
ÈÉ¤¥¦§ÊËÌP¤¥¦Í>
该市场由张家川西街村负责建设和管理，２００５
年
Î{¤¥¦¨©ªÏÐÌÑ¾ÒÓ*"##* A
１０
３０ Ù*Ú°±E¾
亩，分为市场交易区和
!# 月投入试运行，占地
ÔÈiÕÖ×*Øt -#
µÛ:E> A¸Ü +万多头，羊３
MbN*Ý - 万多只，常
MbÞ*ß
牲畜寄养区。年上市牛７
A°±àáâãÜäåæçèéêë
年有市场交易员（俗称牛牙子）三四十人在市场说

和，并借以收取交易费，每日收入可观。商品牛除
¾*ìíîhï°±ð*ñ"hiò> ¼TÜó
本地饲养出售的外，还有五六十户个体贩运户从邻
ôtõ:IöWº*÷øùé]ú$´Ö]ûü
ýþÍ´i*ÎAÿ!·ØÍ"#¸·
近省县贩入，该市场年吞吐量占县内市场总上市量

牛的２／３，是县内畜牧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ÜW "/-*$Í%&x'(W%Æ)P*Ú>
龙山镇畜禽市场
./0*+,- 畜禽市场。位于张家川县
> +,¤¥¦Í
龙山镇东关村南河两侧。由群众自发形成畜禽交
-.§/0ªÊ1®2> {¡¢£dOP°

易市场，２０
８０ A45OP'6*
年代初期开始形成规模经营，
±*"# 世纪
3 )#
主要以羊为主，日上市量在千头（只）左右，年市场
7ÆîÝ7*"¸·8NáÞæ9:*A
交易量占全县交易量的
°±·ØwÍ°±·W２／３，马牛类家畜很少，日
"/-* ;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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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川牛
89:;7 肉乳役兼用型黄牛品种。于
,£klm HnÜ TG > ,
西门塔尔牛
!$)# A4¤q,£klmH¨¥¦§GÜ¨
１９８０年开始引进肉乳役兼用型西门塔尔种公牛及
strFtnÜ*nh©éAWv°rF*¨v
冻精改良当地黄牛，通过几十年的杂交改良，西杂
Ü ２００６
"##' A
x J +'#-#
* ØÜõ:#¶W
牛
年存栏
７６０３０N头，占牛饲养总数的
-)&-",*surFªJOP«¬Wt®> 7
３８．３２？？在冻配改良推广中形成明显的地域性。主
ÆÚ¤¥¦L ABL L L ¯. ５
*Í
要分布在张家川、清水、秦州、麦积、武山
县
á
Eæ*Øw¨¥¦§ÜxJ·W
)),*PA
（区），占全市西门塔尔牛存栏量的 ８８？？其成年公
Ü$= !-+&+ ¡¢L$１５４．３
!*.&- ¡¢L
!).&.
牛体高为１３７．７厘米、体长
厘米、胸围１８４．４

上市量多在百头以下。
厘米、管围
厘米、出栏月龄
４８ ÔL
月、活体重
¸·b?Nî@>
¡¢L Ò２０．１
"#&! ¡¢L
IJÔ .)
°$%
1")*+,- 畜禽市场。位于清水县城
> +,ABÍC ４８５．８公斤、胴体重
清水县畜禽市场
２９０ )L2
公斤、屠宰率*$&+,PA
５９．７？？？年
.)*&) )L$% "$#
¨D1E¯çFGªHI> Øt８)亩，由清水县市
Ù*{ABÍ
西干河东岸三里铺村对面。占地
母牛体高
１７１．９
Ü$=１２２厘米、体斜长
!"" ¡¢L$１４２．６
!."&' 厘米、胸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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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Ò !$厘米、体重
¡¢L$% ３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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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管理中心、清水县畜牧兽医局共同管理，每年农
厘米、管围１９
公斤、胴体重 ""*
２２５
历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初七日，十月初一日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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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屠宰率５７．６？？西门塔尔牛由于体型较大、生
月初十日春秋两次物资会时上市量较大，日最大上
Ôé"WX®YZ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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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快、耐粗饲、抗病力强，成为天水市群众喜爱的一

市量达
!###多头，平时仅有猪、羊少量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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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白驼镇生猪市场 畜禽市场。位于清
!# Ù*{bc§deÌÑ*
BÍbc§¸©*Øt １０亩，由白驼镇政府建设，
水县白驼镇上街，占地

为农历双日交易，主要以仔猪、肉猪交易为主，日
R f"°±*7Æîg;L,;°±7*"

上市量较高时可达
头，平时多在
５００
¸·\= .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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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左右，仔猪大多通过该市场销往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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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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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役肉兼用型黄牛品种。天水市于
k,lmHnÜTG> o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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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６０年代从陕西引进本交改良当地黄牛，８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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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引进冻精配种，经过４０年的杂交改良，２００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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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栏３８６５４头，占全市牛存栏的
１９．５？？秦川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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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塔尔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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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屠宰率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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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品种。

蒙古牛
!"# 天水市土种黄牛。１９４９
%&'(#)*$ !"#" 年全市有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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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９．６
万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国家对
?@ABCDE?#FGHIBJK: LMNO
畜牧业的投入及畜种改良工作的进行，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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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已得到杂交改良，成为其他品种的杂交代。主要

分布在秦州、武山、清水、张家川４
fghi:^_h
O\]^_`ab`c&`d=e &县（区），秦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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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栏数量较多，其他县存栏相当少，且品种严重退

牦牛
.# 牛品种。天水市境内牦牛为藏系牦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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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饲养在秦州区、张家川两区县的林缘地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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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貌特征∶头较长，耳小，鼻镜狭小，母牛角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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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角粗长，尻斜、尾短、腹大，皮毛密长，毛色杂，黑

色居多。２００６
年存栏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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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其品种为天祝白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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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和麦洼川牦牛，以麦洼牦牛为主，由于近亲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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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殖，品种退化严重。其成年公牛体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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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产性能低下。全市２００６
年存栏２９０６８头，占

全市牛存栏数的１４．７？？其成年公牛体高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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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体斜长
、管围１６．８
` １４０
!&(厘米、胸围
` １６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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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出栏月龄
公斤、胴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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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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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３．８
公斤、屠宰率５１．２？？？年母牛体高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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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斜长
公斤、胴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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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厘米、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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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 天水市饲养的主要奶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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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黑白花奶牛

西德黄杂种牛
$%&'(# 终端杂交品种牛。２００１年引
ST"#*$ )((+ +
进细管冻精，随同秦州区、张家川县肉牛细管冻配
J:;^_h`d=ef*
与育肥技术项目进行推广。２００６年存栏３６３７
 ¡¢JK£¤$ )((% +jk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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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lB １．８３？？分布在秦州、张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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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市牛存栏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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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其成年公牛体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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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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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分布在除张家川外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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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 ３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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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六县（区），秦州区
、秦安县存栏最多。其成年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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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体高为
厘米、胸围 +*)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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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4# 奶牛品种。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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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斯坦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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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水市城镇周围个别农户饲养．２０世纪
年代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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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平的提高，饲养量开始增加。２００６
年存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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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３ 头，主要分布在麦积区、甘谷县、张家川县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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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温杂种牛 肉牛品种。天水市清水 、张家 １５１．３ 厘米、胸围 １８５ 厘米、管围１９ `
厘米、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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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８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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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两县于
年开始从上海金晖繁育公司引进
e¥f¦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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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管冻精，改良当地黄牛，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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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m５４９０
0&"( 公斤，乳
:"
４７９．５

( &,).$
脂率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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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牛饲养数量的
２．８１？？经对６月龄南杂牛生产

性能测定，公牛体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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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牛品种。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 +"""·)((+ 年天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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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福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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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县与加拿大
公司、北京爱德生物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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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联合，引进肉牛胚胎移植技术，在农户中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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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斯坦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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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推广，共移植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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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良品种。为提高肉牛产乳量，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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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杂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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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
厘米、管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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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张家川两县引进黑白花奶牛冻精，改良当地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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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蒙古羊
等县区。其成年公羊体重
２２．４０
&'( 天水市土种绵羊品种。在张家川、清
!"#$%&'(%) *+,-./
235) ¼j³k'?s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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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r?s !!($"
水".0123
、秦安等县（区）内普遍饲养，具有体质结实、适
456789:;<=>?@AB.C
应性强、耐粗饲、抗病力强、产肉性能好等特点，但
DEF.GH:.IJKF.LMENO2PQ<R
生产力低，羊毛品质差，繁殖力不高，且品种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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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屠宰率４６．１？？产毛量６．７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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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主要分布在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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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饲养，２００６

234( 肉用山羊品种。天水市于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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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山羊
年

／头；成年母羊体高
武山、张家川。其成年公羊体斜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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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猾子皮的一个专用品种。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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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张家川县存栏
#" 厘米，体
lm<?
+Í.ÎÏ $ ÐÑ) ¼j³k'?no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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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s ２８．８公斤，出栏月龄
１０月，胴体重
１６公斤，屠
yz
'#('*<LÒf
+"
Ó|j³}'?n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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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眉猪
678 天水市的土种猪。因额上有＂倒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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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形横纹，被毛黑色，鬃毛粗而硬。成年猪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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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仔多、适应性强、肉质好的特点，耐粗放，抗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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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６４？？

大约克猪
!"#$ 优良品种。２００６年存栏９１５７３
9:;<8 *""& =>+ '!$+,头，
$%
占猪存栏的
、龙
!&(8 BCDEFGHIJKLMNO
?@>+A １６？？主要分布在张家川县梁山乡
山镇、连五乡。成年母猪窝产仔数
１１头，窝断奶数
LPNQRM8 S=T@UVW# !!
$.U!"#
!" $.&'( ９０８克，出栏月龄５月，体重
'"% ).X+,- $ ,./( １００
!"" 0
１０头，日增重
公

料蛋比
公斤，全
{g２．３∶１，活重
*#,1!.}(１．６
!#& 公斤，屠体重
01.3/( １．３
!#, 01.~
净膛重１公斤，受精率
８５？？孵化率 %)(8
８４？？
( ! 01.5 %$(.5
莱航鸡
12* 天水市土种鸡。２００６
ijk<h8 *""& 年全市共存栏
=~k>+
１３．９１
万只，主要分布在秦州、秦安。成年母鸡
２０
!,#'! uv.BCDEF]^N]a8
S=Th *"
y-.( １．６８
!#&% 01.zV&!)* i.=Vg
周龄，重
公斤，开产日龄 １４２
天，年产蛋 !&#$
１６．５
公斤，蛋重５４
01.g( $)克，料蛋比２．８１∶１，活重
).{g *#%!2!.}(２．２
*#* 公斤，
01.

1.2/( &'
&'(.675 &)(8
斤，胴体重
６９ 01.345
公斤，屠宰率６９？？瘦肉率
６４？？
% & # $优 9
: ; < 8 ２００６
*""& 年
=Y
Z # [ 屠体重
!#&$ 01.
~( １．２８
!#*% 01.
5
3/(１．６５
杜洛克猪
良品种。
饲养数量
公斤，全净膛重
公斤，受精率

５０２６４
、麦积、
$"*&)头，占猪总存栏的
$.?@\>+A８．８？？分布在秦州
%#%(.DEF]^N_`N
秦安、甘谷
、张家川 $５J县（区）。成年母猪窝产仔数
]aNbcNGHI
def8 S=T@UVW#

%"(.5 %"(8
８０？？孵化率
８０？？

９．５
'#$ 头，窝断奶数９头，日增重
$.U!"# ' $.&'(９２０
'*" 克，出栏月龄
).X+,- $５

哈白兔
９０年代从哈尔
304 优良兔品种。２０世纪
9:;<8 *" mn '"
=ol
滨引进饲养，２００６
=YZ#[ １０３１２
!",!* 只，占养兔总
v.?Z\
stYZ.*""& 年饲养数量

,./( １００
!"" 01.2/(
月，体重
公斤，胴体重 +"
７０ 01.345
公斤，屠宰率+"(.
７０？？

量的
、张家川。
[A２５．７？？主要饲养在秦州、麦积、清水
*$#+(8BCYZF]^N_`NwjNGHI8

675 &"(8
瘦肉率
６０？？

.２５
*$厘米，体重
./( ２．８
*#% 0
S=0/
成年公兔体长
４３),厘米，胸围
公
斤，胴体重１．４７
公斤，屠宰率$,#$(.
５３．５？？板皮面积
６４５
1.2/( !#)+ 01.345
¡` &)$
平方厘米；成年母兔体长
４３),厘米，胸围
¢£¤S=T/
.２４
*) 厘米，
.
体重２．６
公斤，屠宰率 $*#&(.
５２．６？？板
/( *#&公斤，胴体重１．３９
01.2/( !#,' 01.345
皮面积６４５平方厘米。胎产仔数７
¡` &)$ ¢£8 ¥VW# +只，年产活仔兔
v.=V}W

伊莎褐鸡
９０
'()* 蛋鸡品种。天水市从
gh;<8 ijkl２０
*" 世纪
mn '"
年代至今，每年引进饲养，２００６
万
=opq. r=stYZ.*""& 年存栏２１．５３
=>+ *!#$, u
只，主要分布在清水、秦安
、甘谷，占'%#,(8S=T
９８．３？？成年母
v.BCDEFwjN]xNbc.?
鸡
h ２０
*" 周龄重１．７５
y-( !#+$ 公斤，开产日龄
01.zV&- １２１
!*! 天，年产蛋
i.=Vg
!+#$ 公斤，蛋重
0 1.g( ６２
&* 克，料蛋比
).{ g| ２．７∶１，活重
*#+-!.}( *２ 0
１７．５
公
!#+$ 01.~(
!#$$ 01.5
1.3/( １．７５
斤，屠体重
公斤，全净膛重１５５
公斤，受精率
%"(.5 +'(8
８０？？孵化率７９？？
+,#-* 蛋鸡品种。２００６
gh;<8 *""& 年全市存栏
=~k>+
海塞克斯鸡
５１９５１只，占蛋鸡存栏的
$!'$! v.?gh>+A １．８７？？分布在秦州、张家
!#%+(.DEF]^NGH

．３２,* v8
只。

5674 皮肉兼用的兔品种。在天水市兔
7¦§A;<8 Fijk
青紫蓝兔
>+#[¨?A|©ª.*""& =YZ#[
存栏数量中占的比例较大，２００６
年饲养数量 '*$"
９２５０
v.?
*,#!(.BCDEF_`Nwj.]^N«LN
只，占 ２３．１？？主要分布在麦积、清水，秦州、武山、
))厘米，胸围
.
GHIYZ#8 S=0/４４
张家川饲养数较少。成年公兔体长

公斤，屠宰率
I J def. ]^YZ#[. >+ )+%)%
./( *#% 公斤，胴体重１．３９
01.2/( !#,' 01.345
川两县（区），以秦州饲养数量最多，存栏
４７８４８ ２８*% 厘米，体重２．８
v.? '*#!(8 S=Th *" y-(１．７２公斤，开产
!#+* 01.zV ４９．５？？板皮面积６１２
)'#$(. ¡` &!*平方厘米；成年母兔体长
¢£¤S=T/ )$
只，占９２．１？？成年母鸡２０周龄重
４５
日龄
&-１２９
!*' 天，年产蛋１８．２公斤，蛋重
i.=Vg !%#* 01.g(６３．５
&,#$ 克，料蛋
).{g 厘米，胸围
.２９
*'厘米，体重
./( ３．１
,#! 01.2/(
!#$
0
公斤，胴体重 １．５ 公

斤，屠宰率
４８．４？？板皮面积６５２
1.345 )%#)(.
¡` &$* 平方厘米，胎产仔
¢£.¥VW

比２．５３∶１，活重
| *#$,.!.}( ２．２公斤，屠体重１．９５
*#* 01.3/( !#'$ 公斤，全净
01.~
膛重
８６？？孵化率８５？？
( １．６２公斤，受精率
!#&* 01.5 %&(.5
%$(8
罗斯鸡
２３９５０１
.-* 蛋鸡品种。２００６
gh;<8 *""&年全市存栏
=~k>+ *,'$"!

# &只，年产活仔兔
v.=V}W２９
*' 只。
v8
数６

5 %$(8
率８５？？

!,#"$ 微米；胎产仔
¯¤¥VW１２
!* 只，年产活仔兔６２
v.=V}W &*只。
v8
１３．０５

安哥拉兔
89:4 毛用兔品种。２００６
¬§;<8 *""& 年饲养数量
=YZ#[
只，主要分布在甘谷、秦州、张家川，甘谷饲养量最
３．５
v.BCDEFbcN]^NGHI.bcYZ[ ５２８６
$*%&只，主要分布在甘谷、武山。成年公兔体重
v.BCDEFbcN«L8 S=0/( ,#$
.>+ !% uv.? +$#*(8
S=Th *"
y-(
01.2/( ２．３６
*#,& 01.345
多，存栏１８万只，占
７５．２？？成年母鸡
２０周龄重
公斤，胴体重
公斤，屠宰率$&#,(.=V¬[
５６．３？？年产毛量
!#+% 公斤，开产日龄
01.zV&- １１８天，年产蛋
!!% i.=Vg １８．１
!%#! 01.g
"#&* 01.¬７．３
+#, 厘米，毛细度
.¬® !,#"$
１．７８
公斤，蛋 ０．６２公斤，毛长
１３．０５¯¤S=
微米；成年
( &$克，料蛋比
).{g| ２．６７∶１，活重
*#&+/!.}( *#!
01.3/( 母兔体重
T/ (３．８
,#% 01
. 2/ ( ２．６６
*#&& 01
. 34 5
公斤，胴体重
公斤，屠宰率
重６５
２．１公斤，屠体重
!#%* 01.~(
01.5 %*(.
$&#,(.=V¬[０．６２公斤，毛长７．３
"#&* 01.¬ +#, 厘米，毛细度
.¬®
１．８２
公斤，全净膛重 !#$!
１．５１公斤，受精率
８２？？孵化 ５６．３？？年产毛量

海兰褐鸡
+/)* 蛋鸡品种。天水市饲养数量较多
gh;<8 ijkYZ#[

;<= 挽乘兼用型马品种。魏时，蒙古马传
°±¦§²;<8 ³´.µ¶²·
蒙古马

Agh;<8 *""& 年共存栏５３．３４万只，占蛋
=>+ $,#,) uv.?g
的蛋鸡品种之一。２００６

¸ij¹º8 »¼.µ¶²ª[½¸.¾¿ÀÁ²
入天水境内。元初，蒙古马大量涌入，经与本地马

!'#*(.BCDEF_`N]aNwj. 混血杂交，形成秦州当地品种。体格较小，四肢健
ÂÃÄÅ.ÆS]^ÇÁ;<8 /ÈÉ.ÊËÌ
h>+#A１９．２？？主要分布在麦积、秦安、清水，
鸡存栏数的
、黑毛、栗毛为主，
? %%#&(.]^Nbc[D8 S=Th *"
Í.ÎÏÐÑÒÓ8 ¬ÔÕ¬NÖ¬N×¬ØB.
占８８．６？？秦州、甘谷也有少量分布。成年母鸡
２０ 壮，使役持久力强。毛色以骥毛
青色次之。公马体重
２８５ 018
公斤。平
ÙÔÚ8 0²/(３１５公斤，母马
y-( １．７２
!#+* 01.
zV&- !!* i. =Vg !+#$
,!$ 01.T² *%$
¢
周龄重
公斤，开产日龄１１２天，年产蛋１７．５

公斤，蛋重６３克，料蛋比
01.g( &, ).{g２．５８∶１，活重
*#$%0!.}( ２．１公斤，
*#! 01.

屠体重１．８９
公斤，受精率
3/( !#%' 公斤，全净膛重１．４７
01. ~( !#)+ 01.
5

８９？？孵化率
８７？？
%'(.5 %+(8
+/0 轻型蛋鸡品种。２００６
gh;<8 *""& 年全市存栏
=~k>+
海兰白
+&'',只，主要分布在秦州、秦安、甘谷，占
v.BCDEF]^N]aNbc.? '%#'(.
７６９９３
９８．９？？

均体高
年约有３
Û/Ü１２８．０６
!*%#"& 厘米。全市均有分布，１９８９
8 ~kÛD.!'%' =Ý
,
万匹。２００６年饲养量
uÞ8 *""& =YZ[９２６１
'*&!匹。
Þ8
>?= 挽乘兼用型马品种。原产甘南藏族
°ß¦§²;<8 àábâãä
河曲马
åæ^. çBVèéêëìíîïàðñò8
自治州，因主产于黄河第一弯广阔草原而得名。
!'+" 年天水市引进
= i j k s t４８７
)%+ 匹，２００６
Þ .*""& =
YZ#[
１９７０
年饲养数量

! !!" !
－１１９－

天水大辞典
!"#$%

１１５４９
!!"#$匹，主要分布在秦州、甘谷、武山和张家川；
!"#$%&'()*+,*-./0123

河曲马属挽乘兼用型，略偏挽，适应力、抗病力强。
456789:;<"=>8"?@A*BCADE
体型比较一致，公马平均体高
厘米，母马
F<GHIJ" K6LMFN１３７．２１
%&'()! OP"
Q6
１３２．４７
厘米。公马平均体重
公斤，母马
!&*(+' OPE
K6LMFR ３４６．２７
&+,()' K
S" Q6
３３０．９５
&&-($" 公斤。毛色以黑毛和青毛为主，骆毛、栗毛
KSE TUVWT/XTY#"ZT[\T

次之。马群受胎率，两年一胎或三年两胎，胚胎期
]^E 6_`ab"cdIaefdca"gah

ijklbmE 8AD"no8A &'pq
生长发育率快。挽力强，最大挽力
３７０ KSE
公斤。驮载
%--.%)" KS"rs５０公里。饲养数量
"- KtE uvwx１１５４９
%%"+$ 匹。
!E
１００～１２５公斤，日行

$%&
关中驴
FÔNo"ÚÛÜ"F"F<==jÙÊ
体格高大，结构匀称，体质结实，体型略呈长方形。
TUVWY#"dK³FNY %&&5* 厘米，体长
OP"Fj
毛色以黑为主，成年公驴体高为１３３．２

为
厘米，管围为%'１７厘米；
%&"(+ OP"¨©Y %+" OP"ª©Y
OP3
Y １３５．４厘米，胸围为１４５
Q³>@Y
%&-厘米
OP
*%&-(& O
P *%+&(* O厘米和
P/
母驴相应为
１３０
、１３０．３
厘米、１４３．２
%,("
OP
K³FRY
*,&(,
KS"
Q³Y
*+'("
１６．５ 厘米。公驴体重为２６３．６公斤，母驴为２４７．５

!"#
河曲马

KS ¢~³??}8*p(æ{;@"no8A
公斤。关中驴适宜于挽、驮等多种用途，最大挽力

&'( 以驮载为主的兼用型马品种。产于
VpqY#y:;<6z{E |}
山丹马
K³Y *+,(,公斤，母驴为
KS" Q³Y １８５．６３
%0"(,& KS"
qRY
公驴为２４６．６
公斤，载重为

中国甘肃山丹军马场，以当地马与顿河马杂交育
~+.6" V 646l

,$- 公斤。关中驴遗传性强，适宜于干燥温和的气
KS ¢~³ABD"??}CDõ/yE
６９０

%$0+ d
" %/+
成，只含
１／４y46
的顿河马血液。１９８４年经鉴定命名。

体质结实，富悍威，对高寒山地适应性强。四肢坚
F""N. ?@D 

$(-, HÝ"I
'
F"ûHG «¬uvw ９．０６
候，耐寒性较差。天水市饲养数
万头，全市７
¿J¹KMèÅLMNy%&
县（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分布。

¡"¢£Do"¤¥¦§ TUVZY#"WU]
固，关节强大，肌腱明显。毛色以骆为主，黑色次

凉州驴
./+ 甘肃最古老的原始品种。为小型驴
+nOPy*9z{ YÉ<³

^ Q6LMFN
%&0("厘米，体长
OP"Fj １４２．３
%+)(& OP"¨
之。母马平均体高
１３８．５
厘米，胸 种，因以武威产量多、质量好，故称＂凉州驴＂。天水
{"QV-|xæ*xú"RÜ
S
T)³U «¬

围©１６９．３厘米，管围１７．６
公
%,$(& OP" ª© %'(, 厘米。最大挽力
OP no8A ４５５
+"" K
"'-& 匹，占养马总数
!"®v6¯w
S «¬.6uvwx５７０３
斤。天水市山丹马饲养数量
)%("1"#$%&'()[(°[+,[012
的y２１．５？？主要分布在秦州、秦安、甘谷、张家川。
)*+ 优良品种。属中型驴。是
±²z{ 7~<³ ´ %$0d+
庆阳驴
１９８０年甘

} *- VW７０年代后期引进。凉州驴体格小、四
'- dXYhÇÈ T)³FÔÉ*
市于２０世纪
ZØèA"[\"¢£¦§"ôõ]"#?@Õ
肢端正有力，骨细，关节明显，性情温顺，能适应粗
^uvª_ dLMFNK³ %-%(, 厘米，母驴
OP"Q³
放饲养管理。成年平均体高公驴１０１．６
$$(", OP3`a³FNYd³y
９９．５６
厘米；周岁驴体高为成年驴的 $*(+1p'"
９２．４？？驮骑可

肃培育成功的新品种。中心产区在庆阳，分布附近
µl¶y·z{ ~¸|¹'º»"%&¼½
各县。从民国时期至今，不断引进关中驴和当地小
¾¿E ÀÁÂhÃÄ"ÅÆÇÈ¢~³/ É
型驴杂交，形成了外貌很像关中驴，体尺介于大小
<³"ÊËÌÍÎÏ¢~³"FÐÑ}oÉ

负重
"-6'-公斤，日行３０～５０
KS"rs &-7"- 公里，是山区和农
Kt"´.¹/c
bR ５０￣７０
de;yüf «¬guvw１１４６８
%%+,0 头，主要分
Ý"#$%
村喜用的役畜。天水市现饲养数

<³^Òyº»³E ÓFÔÕÖ"FÊ×½}
型驴之间的庆阳驴。其体格粗壮结实，体形接近于

012 天水民间经过长期选用良马佳驴杂
«¬ÁÒãjhh;²6i³
盐官骡

ØÙÊ"ÚÛÜE ÝoÉ?~"Þß³Ýào"á
正方形，结构匀称。头大小适中，个别驴头稍大，眼
o"âÅãj ä¤å TUVWTYnæ"Ó]ç
大，耳不过长。颈肌厚。毛色以黑毛为最多，其次尚

交繁育形成的驰名中国北方的骡子品种。盐官骡
<lÊyj~kÙylmz{ nol

有青毛和灰毛两种毛色，数量都不多。具有黑色、
èXT/éTc{TU"wxêÅæ ëèWU*
粉嘴、亮眼、白肚皮的特点。性情温驯，行动灵活，
ìí*îá*ïðñyòó ôõö"s÷øù"

适应性良好，耐粗饲，役力
、抗病力强，吃苦耐久。
?@²ú"ûÕu"üA*BCAD"ýþûÿ
成年驴一般可驮
３０ Kt
公里。体质
d³I!"p８０～９０
0-2$-公斤，日行
KS"rs &F
Húy³#p %-"3%)- KS"rs +Kt ?}
较好的驴能驮１０５～１２０公斤，日行
４０公里。适于
$%*& *9'()ü )--, d"«¬º»³u
拉车、耕地、乘骑等劳役。２００６
年，天水市庆阳驴饲
vw３５０４头，占总数的
&"-+ Ý"®¯wy &4&1"#$%&'()¹
养数
３．３？？主要分布在秦州区

/012¿
和张家川县。

布在秦州
、秦安和张川。
&'()*(°/02

è6l*³l^% 6lyòp´FÔNo"Ú
有马骡、驴骡之分。马骡的特征是体格高大，结构
ÛÜ"¨qrs"t u"p*8*9*&v±3L
匀称，胸宽背直，蹄质坚硬，驮、挽、乘、耕俱优；平

均体高、体斜长
、胸围、管围和体重分别为 %&-5+
１３０．４ O
厘
MFN*Fwj*¨©*ª©/FR%ßY
P*%""5"& O
P*%,5&& OP
/ &%$5&&
P*%&"50 O
米、１３５．８
厘米、１５５．５３
厘米、１６．３３
厘米和
３１９．３３
KS3BCAD"ûÕu"xühj"Iyuvz{
公斤；抗病力强，耐粗饲，使役期长，一般饲养条件
|"xü )- }d ³lFÔàÉ"æ;}&*p
下可使役２０余年。驴骡体格稍小，多用于耕、驮。
)--, 年天水市饲养数量
d«¬uvwx１．９２
%5$) H!"~~%&'
２００６
万匹，集中分布在清
¬*"012¿èxuv
水 、麦积，张家川县有少量饲养。

3 业
4
林

,-+ 优良品种。原产于陕西省关中平原。
±²z{ *|}+,-¢~L*
关中驴
作为种驴曾输出到朝鲜、越南和泰国。１９５１年，天
.Y{³/01234*56/7 %$"% d"«
¬89ÇÈ¢~³":;³<l ¢~³
水市开始引进关中驴，与本土驴杂交繁育。关中驴

!"5346 政府工作部门。位于秦州区
 . }()¹
天水市林业局

!"# !
－! １２０－

4 /
农业

岷玉路
年３& '()*+,-./01
月成立天水专员分署林业
!"#８０号。１９５３
!" $% #$%& &
局。１９５８年
! ' ! 3456*+,/01247)
2% '$%! &８月８日，撤销天水专署林业局，成立
天水专署农林局。１９６２年７
月'１６'(日，成立天水专
*+,/8029 '$() & *
347)*+,
署林水局，内设林业科。１９６８年林水局并入天水地
/0+24:;01<% '$(! &0+2=>*+?
区农林水服务站。１９７０年８月
&" 3*+?@DE
@80+ABC9 '$*+ & ! ' ３０日天水地区革委
会内设农业局，农业局设林业组，后改为林业科。
F:;812G812;01H4IJK01<9
'$*% & ' '１５日改为天水地区农林局。１９７５年４
'% 3JK*+?@8029 '$*% & ,
１９７５年１月

１９６３
'$(& 年２月，经林业部、国家计委批准建立甘肃小
& ) 'Û»01-U².YE/0½)lmÚ

陇山林业实验局。１９６８年８月，甘肃小陇山林业实
,Í01÷Ó2Q '$(! & ! 'ÛlmÚ,Í01÷
验局成立革命委员会。机关撤销原来内设机构，成
Ó27)D1E-FQ ä2563è:;äåÛ7
立政工组和生产组。１９６８年
') 'Û01-Ã4l
)[\HÕnuHQ '$(! & １２月，林业部通知甘
mÚ,Í01÷Ó2ölm%Û 56Klm%
肃小陇山林业实验局下划甘肃省，更名为甘肃省

小陇山林业实验局。１９７１年
Ú,Í01÷Ó2Q '$*' &４月
, '１１日，撤销甘肃
'' 3Û56lm
%Ú,Í01÷Ó2Û 7)*+?@Ú,Í01
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成立天水地区小陇山林业

' １６
'( 34
7)*+?@0129 '$*( &年７月
* ' )$
7³Ûì*+?@DEFó±Q ,月'１６
'( 日，成立
3Û7)
月
日，成立天水地区林业局。１９７６
２９ 总场，隶属天水地区革委会领导。４
*+?@012ÛÕÚ,Í017³ÞÌáâÛ
天水地区林业局，和小陇山林业总场挂两个牌子，
347)*+?@01 一套人员。１９７６
89ï-Q '$*( 年９
& $ 月，地区林业局和小陇山林业
'Û?@012ÕÚ,Í01
;01<9 '$!" & & '
设林业科。１９８０年３月
２０)"日，成立天水地区林业
局。１９８３年
29 '$!& & １０月
'" ' ２７日，天水地区林业局改为天水
)* 34*+?@012JK*+
7³äå.;Q
'$*$
7³DEF56Q
总场机构分设。１９７９ 年& ２) 'Û
月，总场革委会撤销。

日，撤销天水地区林业局，并入天水地区农林局，
3456*+?@0124=>*+?@8024

地区林业处。１９８５
& １０
'" 月，天水地区林业处改为
'4*+?@01LJK
?@01L9 '$!%年
天水市林业局。１９８７
月７* 3456*+M01
日，撤销天水市林业
*+M0129 '$!* 年
& ２) '
局，成立天水市林果服务中心。１９９７年２月
34
247)*+M0NABOPQ '$$* & ) '２４),日，

撤销天水市林果服务中心，成立天水市林业局。
56*+M0NABOP4 7)*+M0129
２０１０
、资源科、计财科、政
)"'"年，内设办公室、造林科
&4:;RSTUV0<UWX<UYZ<U[
工科、护林防火办、林业改革发展办公室。有天水
\<U]0^_RU01JD`aRST9 b*+
市果树研究所、天水市森林公安局、天水市中德财
MNcdefU*+Mg0Sh2U*+MOiZ
政合作甘肃天水生态造林项目执行办公室、天水
[jklm*+noV0pqrstSTU *+

１９８３年
'$!& &１２
') 月，小陇山林业实验总场更名为天水地
'ÛÚ,Í01÷Ó7³56K*+?
@Ú,Í01÷Ó2Q '$$' & ! 'ÛJ6Klm%
区小陇山林业实验局。１９９１年８月，改名为甘肃省
Ú,Í01÷Ó2Ûìlm%01&Q )"'" &Û
小陇山林业实验局，隶属甘肃省林业厅。２０１０年，
小陇山林业实验局机关处室有纪律检查委员会、
Ú,Í01÷Ó2ä2LTb:;ÒE-FU
组织部、工会、团委、办公室、人事处、计划财务处、
H«-U\FU<EUtSTUïLUYöZBLU
造林处、资源林政管理处、科技教育宣传处、产业
V0LUWX0[~LU<=>?@LUu1
开发管理处。全局有
个经营服
¬`~LQ §2b２１个国有林场、１５
)' ²b0³U'% »AA
BÛ) ².ëg0SB
´CD².g0SBU
务单位，２
个国家级森林公园（麦积国家森林公园、

MN1u1vtSTU*+M01<wdefU*
市果业产业化办公室、天水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天
水市林业勘察设计队、天水市林木种苗管理站、天
+M01xy;YzU*+M0{|}~CU*
+M0{^ CU *+Mn
水市林木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天水市野生动植物
~CU*+MOP}U*+MN
管理站、天水市中心苗圃、天水市果品气调贮藏技

´Ú
Ú,Í².g0SB¶U' ².ëE¾F]@
小陇山国家森林公园）、１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小

术推广中心、天水市公益林工程服务中心、天水市
OPU*+MS0\ABOPU*+M

先后获得＂全国国有林场十大标兵单位＂＂全国造
SITUÅ
§²²b0³VWXYÈ
Å
§²V

,Í².ëE¾F]@¶U) %ëE¾F]@
´C
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２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麦
GHE¾F]@UIJE¾F]@¶U,
%ëg0
草沟自然保护区、黑河自然保护区）、４ 个省级森林
SB´ÆKLUMNÍUOPÍUQHRg0SB¶Q
公园（三皇谷、卧牛山、太阳山、西沟峡森林公园）。

果农培训中心等下属林业事业单位１３
N8OP011 '& 个。市林业
9 M01

林绿化先进单位＂＂全国林业系统先进集体＂等荣
0¯vSZÈ
Å
§²01[\SZ]^È _

局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市林业资源的保护与管
2 ¡¢£¤¥ ¦£§M01WX¨]©~

誉称号。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管辖范围为小
`a$Q lm%Ú,Í01÷Ó2~bcdKÚ

理；组织开展全市城乡造林绿化工作；指导全市国
ªH«¬a§M®V0¯v\kª°±§M²

陇山林区全部和西秦岭、关山林区的一部分。地跨
,Í0@§-ÕQ×eU2Í0@8-.Q ?f
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是兼有我国南北方特点的典
ghUiJÌWjkÛ¤lbm²ÊÇnopq
型天然次生林区，也是全国天然林保护工程重点
r*¾sn0@Û t¤§²*¾0F]\òp

有林场、苗圃、乡（镇）林业站、森林旅游、花卉业、
b0³U}U®´µ¶01CUg0·¸U¹º1U
经济林果业的建设与管理；负责国有林区天然林
»¼0N1½;©~ª ¦£²b0@*¾0

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绿色通道工程、＂三北＂
¨]\U¿ÀÁ0\U¯ÂÃÄ\U
ÅÆÇÈ
防护林工程、市郊南北两山绿化工程的组织协调、
^]0\UMÉÊËÌÍ¯v\H«ÎU
监察督促
、检查验收和管理。
ÏyÐÑUÒÓÔÕ~9
天水市森林公安局
!"#$%&'( 天水市林业局下属事业
*+M0121

实施区。总面积１２４５
万
÷ø@Q 7uD '),%万亩，其中林业用地
vwÛxO01y?９２７．９
$)*-$ v
wQ z){7{D| )$)#
v)n}Û g0~
亩。活立木总蓄积量
２９２１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Q 0@|Ûnb６１(#科，
<Û
５９．２？？林区动植物种类繁多，野生动物有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ÛxO².8ëF] １３
#& 种，国家二级保
|Û².ëF
３５７

9 Ö×Ø@Ù"Ú@9 )""! 年，天水市森林
&Û*+Mg0
单位。位于秦州区罗玉小区。２００８
SÜ2
´
ÝÞSÜg0ßyàzáâ¶ãM012
公安局（加挂公安森林警察支队牌子）从市林业局

]４６种；植物有
,( |ªb
)), <Û$,%属，近２７００
Û )*++种，
|Û
护动物
２２４科，９４５

内设机构中分离出来，单设为副县级行政机构，隶
:;äåO.æçèÛ;Kéêës[äåÛì
属市林业局，机构编制
１４ ïQ
人。由市林业局和市公
M012Ûäåíî ',
ðM012ÕMS

n４, 种，国家二级保护树种有秦岭冷杉、大
|Û².ëF]c|b×eUW
方红豆杉
果青杆、巴山榧、连香树、油樟
、厚朴、水青树、水曲
N!UÍUcUUU+cU+

安局双重领导。主要职能是；制订全市森林公安工
Ü2ñòó±Q
¡¢ô¤¥îõ§Mg0SÜ\

! |Q
柳 ８种。

作计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全市森林公安工作。依法
kYö=H«÷øQ °±§Mg0SÜ\kQ ùú

天水市林学会
１９６０年
!"#%23 社会团体。成立于
F<^Q 7)Ö #$(+
& %５
月
日，至)++!
２００８年经历了７次换届，有会员
１７８
' ２４
), 3Û
&» * sÛbF- #*!
人。学会成立以来主要开展技术咨询论证活动；举
ïQ wF7))è ¡¬a zª¡

受理、查处破坏森林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行
ûU ÒLüýg0WXU nWXs

政、治安案件。负责森林刑事案件、森林火灾案件
[UÜþÿQ ¦£g0!þÿUg0_"þÿ

侦破工作。指导全市森林公安队伍建设和管理。
#ü\kQ °±§Mg0SÜz$½;Õ~Q
)*+,-.%/01( 甘肃省林业厅下
lm%01&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
é?ë1Q '$() & ( ' !日，甘肃省人
3Ûlm%ï
属的副地级事业单位。１９６２年６月８
委决定，以党川林场为中心成立小陇山林业局。
E'(Û )*+0³KOP7)Ú,Í012Q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树种有银杏、水杉、红豆杉、南
xO².8ëF]c|bU+UUÊ

办各类培训班
多人次，编印培训教材
t¢£１８０
#!+期，２７００
¤Û)*++ ïsÛ¥¦=§
#+ ¨|１５０００
#%+++ 多本；举办研讨会、报告专题论证会
©ª¡tdªFU«¬, F
１０余种
#! 次，交流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
sÛ®j¯b°±w²³´２４８
),! 篇，评选
µÛ¶·
１８
$& 篇，编印《天水市林业科技优秀论文
µÛ¥¦º*+M01<¸¹´
¸¹´９３
优秀论文

!"! !－
－! １２１

!"#$%
天水大辞典

于１９８０年，至
年经历了４次换届，有会员
集》三辑。３４
名会员荣获中国林学会颁发的＂劲松
O #$&' :y R２００８
!"#$% !" &'()*+,-.'/01
2
34
%''& :STU
" VWXy Y;(
奖＂证书。１９９２
年学会被评为全市科协工作先进集 ２６５
%*) 人。协会成立以来大力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举
Z B;MN\]efd¯gUVLMt^
56789 #$$% :.;<=>?@ABCDEF!
体。同年林学会被省林学会评为先进集体。
办了５次培训班，培训学员
G% H:-.I<J-.I=>EF!G%
hU ) V¤¥iy¤¥.(１０００
#''' 多人次，满足了
lZVyjkU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需求；多年来共救治野生动
!"&'()* 社会团体。成立于
KILG% MNO #$&#
:
lMmnoCD1pqt l:]«rslM
天水市花卉协会
１９８１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８ :STU
年经历了７(次换届，有会员
PQR %''&
VWXQY;(１５４
#)" 人。
Z9

物m４２８
只，国家二
"%& 只，其中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ty+uÇvnoMm ５) tyw

学会自成立以来，举办各类花卉展览
.;[MN\]Q^_`abcde２８
%& 期，展出
fgdh

级保护动物
年学会被中国野生动
vnoMm ２０００多只。１９９３
%''' lt #$$! :.;<+lM

`ijk５０００
mnoB;=>?nolMmEF!G
)''' 多种，参观人数累计达
liQ mnZopqr &
各种样品
８ slZ
万多人 物保护协会评为全国保护野生动物先进集体。

次；引进各类月季新品种
１００
VtuF`aPvwki２００多个，名优菊花
%'' lxy&z{b #''
多个；为提高天水花卉在全国的知名度，积极参加
lx|>}~bc?1&y m
全国花展，１９９７
年至 %''&
２００８:)*?`abc
年荣获全国各类花卉博
?bdy#$$( :R
览会奖
１７
e;5３９!$项，其中金奖
y+5 ８个，银奖
& xy5 １４
#" 个，铜奖
xy5 #(
个。甘谷实验月季园
x Pv１９９９
#$$$ 年被国家林业局、中国
:<-+
bcBI&>?bc9
花卉协会命名为全国花卉生产示范基地。
!"&+,)* 社会团体。成立于
KILG9 MNO #$$*
天水市果农协会
１９９６
年，至
:yR ２００８
%''& 年经历了
:STU ３! 次换届，有会员
VWXyYI( ５６００
)*'' 人。
Z9
学会成立以来，开展了五个方面的工作∶１．培训果
.IMN\]ydU x¡¢1CD£#+¤¥¦
农。每年培训果农约在万人以上，１２
年来共培训果
§9 ¨:¤¥¦§©sZ\ªy#% :]«¤¥¦
农
§１５
#) 万人次。２．编印果树科普小册子和著书。协会
sZV9%+¬¦®A¯°±²³´89BI
先后编写苹果
、梨、桃 、葡萄 、杏 、樱桃栽培等小册
Eµ¬¶·¦¸¹º»¼½¹¾¤¿°±
s±yÀ°±²1ÁªyÂÃ !３ :ÄÅ
² %+) 万册，并在小册子的基础上，利用
子２．５
年时间
Æ¶UÇÈ６０
*'万字的《天水主要果树栽培》。该书
sÉ1ÊËÌ¦®¾¤Í9 Î8
编写了一本

包括天水
２０００本。３．示范推广苹
ÏÐ１０个树种，印刷
#' x®iyÑ %'''
Ò9 !+ÓÔ·

果果形剂（宝丰灵）、苹果套袋、苹果新树形及新的
¦¦ÕÖ×ØÙÚÛ·¦ÜÝ·¦w®ÕÞw1
修剪技术，并使这些技术转化为常规技术，给果农
ßàáâyãäåæáâçè>éêáâyë¦§
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４．引进新产品，引进新技术，
ì]í´1Sîïð "+uFwkyuFwáây

并推广使用。如美国益农
、美国杜邦、日本旭化学
ãÓÔäÃ ñòð§òóôõÒöè.
和国内近代、吉利防生等公司生产的乙酸（克菌
³÷øù úÂû¿üý1þÿ ×!"

星#Û¿)+B;[$%&B;?@
）等。５．协会自身建设。协会在全市５县２
区发展
) ' % (0d
团体会员
LG;(３２
!% 个。先后被天水市政府、天水市民政
x Eµ<@)*@+)
局等单位授予＂１２３０＂工程先进集体、先进社团、天
¿,-./
0
#%!'1C2EF!GEFKL
@34567%&89,-
水市组织诚信与建设标兵单位。
天水市园艺学会
!"&-./* 社会团体。成立于
K;LG MNO １９８０
#$&'

6789:;< 秦州区属国有林场。位于
xy(uY-z -O
秦州区藉源林场

秦州区藉河镇上磨村。建于
xy({|Iª}~ %O１９５９
#$)$ 年，原属天水县
:yu'
国有林场。１９８５年天水地改市后划归秦州区，由秦
Y-z #$&) :@µxy(yx
州区林业局管辖。是一个以天然林、次生林为主，
y(-=
Çx\-V->Ëy
人工林相结合，水源涵养为目的的中幼林林场。下
ZC-y>11+--z 
&²| ) x-(y
设关子、金河、铁炉、杨家寺、汤家山５
个营林区，
hü-)M=G\Þ !３个检查站。
xG
办公室、林政股、生产股、动管站以及
总经营面积２３８４２５
XS¢ %!&"%)亩，其中林业用地１４７０７５
y+-Ã #"('()亩，
y
非林地
亩；在林业用地中，有林地面积约
- ９１３５０
$#!)' t
-Ã+y Y-¢ ©
４４２５５
""%))亩，疏林地
y-６９０７
*$'(亩，灌木林地
y - １１４３３
##"!! 亩，未
y¡
成林造林地面积
M-¢-¢ ６４５９
*")$亩，苗圃地
y£¤ １０７
#'( 亩，宜林地
y¥-
((&#" 亩。按森林起源分天然林
 ¦§-d¨-４８５２３
"&)%! 亩，人工林
yZC７７８１４
('&* 亩，森林蓄积
y §-© １５．５
#)+) sN¡ªy
§-«¬
７０８６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 ®¯１６个无森林火灾年。汤家山
#* x°§-±²:  ２
% s
３４．４？？已实现
万亩
ZC-Y³¨®M´
人工林有部分林木已成材。
6=>?@;< 秦安县属国有林场。位于
xµ'uY-z -O
秦安县高庙林场
xµ'¶·H MNO %''%年。林场总面积
: -zX¢ !''#
秦安县王窑乡。成立于２００２
３００１
ü¸y §-«¬ &*+*",y
-Ã¢ ２９３３．３
%$!!+!
公顷，森林覆盖率
８６．６４？？林业用地面积
ü¸ +-Ã+Y-２２００
%%'' 公顷，疏林地
ü¸y-
公顷。其中林业用地中有林地

３３３公顷，灌木林
２２００公顷，活
!!! ü¸y -４００
"'' 公顷，人工林
ü¸yZC- %%''
ü¸yL
立木蓄积量
N © ¹３９５４２
!$)"% 立方米。植被以落叶乔木为主，
N¡ª A<\º»¼ >Ëy
林内野生牧草
科 %'
２０属
２４it
种；野生药用植物
７９
-÷l½¾ ５) A
u %"
l¿ÃAm ($

科
种；主要野生动物 %#
２１科
４４种，有国
A ２２４属
%%" u ２３２
%!% itËÌlMm
A ""
iyY
#vnoMm２% 种∶旱獭，红腹锦鸡。林场有职
i£ÀÁyÂÃÄÅ -zYÆ
家三级保护动物
!( 人，建立管护点４个，护林房
Zy%N=o< " xyo-Ç １８０
#&' 平方米。
È¡ª
工C３７

:yR %''&
:STU * VWXyY;( $(
.
年，至
２００８年经历了６次换届，有会员
９７ Z
人。学

6=>AB;< 县属国有林场。位于秦安
'uY-z -Oxµ
秦安县好地林场

会自成立以来，主要开展了四方面的工作∶１．培训
;[MN\]yËÌdU:¡¢1CD£#+¤¥

理》《矮化密植栽培技术》《苹果新品种介绍》，发至
>Í
Ê?è@A¾¤áâÍ
Ê·¦wkiBCÍy0R

'ÉbI MNO２００２
%''% 年。林场总面积
: -zX¢ !)$!
县莲花镇。成立于
３５９３ ü
公
¸y§-«¬
&#+"#,y-Ã¢
%"**+(
ü
顷，森林覆盖率 ８１．４１？？林业用地面积 ２４６６．７ 公
顷，有林地面积１８００
公顷，灌木
¸yY-¢ #&''公顷，疏林地
ü¸y- ４００
"'' ü¸y
林地
公顷，活立木
-２６７
%*( 公顷，人工林总面积
ü¸yZC-X¢ １８００
#&'' ü¸yLN

¦§y%' l:¤¥¦§
#" slZV %+¬UÊ
果农，２０
多年培训果农１４万多人次。２．编印了《天

水市苹果整形修剪技术要点》《果园四季技术管
@·¦;ÕßàáâÌ<ÍÊ¦:váâ=
`'DáâEFG³HI¦§B;mJäÃ !+
各县园艺技术指导站和乡镇果农协会参照使用。３．

!(#'$ 立方米。植被种类较少，以落叶乔木
N¡ª A<iaÊËy\º»¼
© ¹３７１０９
蓄积量

组织会员开展了＂四个一＂活动（即∶写一篇学术论
34;(dU
0
:xÇKLM×N£¶ÇO.âP

为主，林内野生牧草
２０ u
属%"２４种；野生药用植
>Ëy-÷l½¾ )５科
A %'
itl¿ÃA

文
、参加一项咨询活动、参加一次人才培训、开展
QmÇRSLMmÇVZT¤¥d

物有７９科２２４
４４
mY ($ A %%"属
u ２３２种；主要野生动物
%!% it ËÌlMm ２１科
%# A ""
种，有国家三级保护动物两种∶旱獭，红腹锦鸡。林
iyY#vnoMmÌi£ÀÁyÂÃÄÅ 场有职工
zYÆC４０"'人，管护点
Zy=o< ５个，护林房
) xyo-Ç １２０
#%' 平方米。
È¡ª

ÇVA¯UVLMÛ "+d.âPQ=WLMyX
一次科普宣传活动）。４．开展学术论文评选活动，总

计收到论文
qYZPQ１５４
#)"篇，这些论文中，被《甘肃果树通
OyåæPQ+y<Ê[¦®\
%" Oym7J÷`.âab1Y
%% 篇，
Oy
]Í^_ ２４
讯》刊登
篇，参与省内外学术交流的有 ２２
cEF@¦®dZU ÓMDÃ
对指导天水市果树生产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张家川县马鹿林场
CDE>FG;< 县属国有林场。位于马
'uY-z -OÍ
ÎHÏ~ Ð%O #$)* :y ÑÍÎ-Gy
鹿乡金川村。始建于１９５６年，原称马鹿林业站，

１９５８
!"&012345)* 社会团体。成立
K;LG MN
#$)& 年成立马鹿森林经营所，１９６２
:MNÍÎ§-SÒy#$*% 年改称林场，
:Ñ-zy
天水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１２２－

! !"" !

4 5
农业

１９６５年划归小陇山林业总场，１９８２
年移交张家川 １９７４年５
!"#$ !"#$%&'()*+%"&' !,-./0
*"3, ! 2月。位于武山县四门镇，东接甘谷县，南
¶4 Ô&1½Ö+²¥!"1+ª
县至今。辖区
９０？马鹿乡境内，１０？间家乡境
1234 56 "()789:;<+*()7=/:;
内，海拔在
１６００～２４００米之间。林场经营总面积
<+>?7 *#((+',((
@AB4 '*CD)EF
３２．６万亩，其中林业用地
２３．５万亩，在林业用地中
-./0 GH+IJ'(KL .-12
GH+7'(KLJ
有林地
万亩，人工林
*,1& 万亩，其中天然林
GH+IJNO' １４．６
*,10 GH+PQ'
M'L１４．８
０．２４万亩，疏林地
(1., GH+R'L３．４
-1,万亩，灌木林地
GH+ST'L３．６
-10 万亩，苗
GH+U
VL *.0亩，森林覆盖率
H+ W'XYZ 2"10)+
[\T]F^
圃地１２６
５９．６？？活立木蓄积量
0.1" 万立方米。林区有国家珍稀濒危野生动物
G\_@4 '6M`/abcdefgh -３
６２．９

纲５目９
i 2 j科
" k１３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有金钱豹、
*- l+ IJmnopghMqrst
白臀鹿，二级保护动物有秦岭细鳞鲑、青羊、黄鼬、
uv9+wnopghMxyz{|t}~tt
水獭、狐、苍鹰、金雕、鹊、鹞
、红腹锦鸡等。林区还
tt tqttt4
'6
有野猪
、野兔、山鸡等几十种兽类和鸟类。
Metet&l4
!"#$%&'( 县属国有林场。位于恭
1`M'*4 
张家川县关山林场
门乡河峪村，北与庄浪、华亭接壤，西至本县张棉
:+ ¡¢t£¤¥¦+§2¨1.©

乡，南与恭门、平安
、刘堡三乡为界，东临陕西陇
:+ª t«¬t®¯:°±+²³´§%
县。建于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５日。１９７１年与秦家塬森
14 µ *"2& ! *( ¶ .2 ·4 *"3* ! x/¸W
林经营所合并，将其四岔河林区划归关山林
'CD¹º»+¼I½¾'6"#¿&'

场管理。最高海拔
２６５９
*ÀÁ4 ÂÃ>?
.02"米，最低海拔
@+ÂÄ>?１６００
*0(( 米，林
@+'
<M'Åtuv9tqrst&~tefg
内有林麝、白臀鹿、金钱豹、山羊、锦鸡等野生动
GH+'(KL ２２．９
..1" G
h4 '*CD)EF ,-1-万亩，林业用地
物。林场经营总面积４３．３
万
H+IJNO'１３．６
*-10 万亩，人工林
GH+PQ' ０．１６
(1*0 GH+R'
亩，其中天然林
万亩，疏林
L *1".万亩，灌木林地３．１１万亩，苗圃地
GH+ST'L -1** GH+UVL １０５亩，
*(2 H+
地１．９２
-&1")+[\T]F^５０．９
2(1" 万立方米。
G\_@4
W'XYZ３８．９？？活立木蓄积量
森林覆盖率

临礼县、岷县，西依武山县龙台乡，北至武山县四
³#1t$1+§%Ô&1&':+2Ô&1½
门镇西河。海拔多在
Ö§4 >?(7 ２０００米以上，天然乔木为华
.((( @)*+NO+T°£
山松、山杨、白桦、椴树、漆树等；灌木主要有沙棘、
&,t&-tu.t/0t102ST3ïM45t
胡颓子、忍冬
、柠条等；草本主要以菊科、禾本科为
67Êt89t:;2<¨3ï)=kt>¨k°
主；动物主要有哺乳纲、鸟纲等
３０ l4
种。林
32gh3ïM?@iti １５
*2 科约
kA -(
'
*EF２８．８７
.&1&3 万亩，其中天然林
GH+IJNO' １．９８
*1"& GH+PQ'
场面积
万亩，人工林
H+ST' １５．９９
*21"" GH+R'L
３８-&亩，灌木林
万亩，疏林地 *((
１００ H+Bÿ'
亩，未成林
,2( H+C'L *(132 GH+èéfàop6 ２．２８
.1.&
地L４５０亩，宜林地１０．７５万亩，重点生态保护区
GH+ D'(KLç 3"1**)4
'*ÙM¯ÚD'
万亩，占林业用地的
７９．１１？？林场共有三个营林
6+E-t<0tF¬Q6+ëQ)PG 0.６２人。林
P4 '
区，即杨河、草川、沿安工区，职工总人数

业生产主要以天保工程的森林管护及生态公益林
(fH3ï)NoQIçW'ÀpÑfàêâ'
µì°34
建设为主。
-&$/&'( 县属国有林场。成立于
1` M'* 4 ÿ\ 
武山县君山林场
１９５４年２月。位于武山县城南５
*"2, ! . ¶4 Ô&1Jª 2公里处，场址在武
êKÍ+*L7Ô
山县城关镇吉家庄村，林场面积
万亩。其中林
&1J¿ÖM/¡+'*EF４．１８
,1*& GH4
IJ'
业用地
亩，有林地面
(KL１．３６
*1-0 万亩，非林业用地１８６５
GH+í'(KL *&02 H+M'LE
积约
１４７ H+Bÿ'N'LE
亩，未成林造林地面
FA ４５００
,2(( 亩，灌木林地
H+ST'L *,3
F *,.212 H4 ú *""&
!`/OPNO'opQI
积１４２５．５亩。自
１９９８年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
.. 万亩，区内有省
GH+6<MW
)Q+RÚSj6EFTUV２２
以来，整个项目区面积扩大到
nW'êX１处，县城南山设立绿化造林点，建成
* Í+1Jª&ì\YZN'é+µÿ
级森林公园
[0'\l]L８００
&(( 亩。
H4
母树林采种基地
-&$01'( 县属国有林场，成立于
1` M'* + ÿ\ 
武山县马河林场

１９５８年３
*"2& ! -月。位于武山县北部，场址在武山县榆盘
¶4 Ô&1Î+*L7Ô&1^_
乡马河村。所辖面积
万亩，林业用地面积１．３７
:84 ¹5EF ２．８７
.1&3 GH+'(KLEF
*1-3
GH+ í'(KL１．５
*12 GH4
NO'EF (1(0 G
万亩，非林业用地
万亩。天然林面积０．０６
万

亩，人工林面积
万亩，灌木林地０．２
万亩；树木
H+PQ'EF ０．１
(1* GH+ST'L
(1. GH20T
主要以油松、华山松、青岗
、野白杨及一些次生灌
3ï)`,t£&,t}ateu-ÑmbcfS
T'°3+W'XYZ *.13-)4
木林为主，森林覆盖率
１２．７３？？

清水县张河
林场 县属国有林场，成立
于
23$!1'(
1` M'* + ÿ\ 
*"3, !１２*.月。位于清水县东北部，地跨秦亭镇、新
¶4 d1²Î+Lex¤Ötf
１９７４年
城乡两乡镇的
个村民小组。东北和南侧
J:g:Öç８个村，３２
& Ú+-. Úh$i4
²ªj

!"#$%&
关山林场一角
)*$+,'( 县属国有林场。原为西秦
1`M'*4 Æ°§x
甘谷县店子林场
y)*+*"2&
!
"
¶ÇÈ°ÉÊ'*+
ËÌ°1
岭总场，１９５８ 年 ９月更名为店子林场，下放为县

klmn ./0189'*+ $%&&'*
边缘分别与张家川县马鹿林场，小陇山山门林场
o¥+*Îì7fJ:.+>?7 *0((4..((
相接，场部设在新城乡张河村，海拔在
１６００￣２２００
@AB4
pqrst-'u+Svpq+3ï0
米之间。植被属阔叶混交林带乔灌型植被，主要树

lM&-tw²xtu.tyzÊt&{t|}Êt!
种有山杨、辽东栎、白桦、五信子、山梨、石枣子、甘
~&t&t&t-t`,t£&,t
肃山楂、山桃、山杏、杨柳、油松
、华山松、云杉等；
Ü+)CDEF ３２
-. GH4
ÝM'LEF ３１．９
-*1" G
efghM9tttt4 '*
政村，总经营面积
万亩。现有林地面积
万 野生动物有毛冠鹿、獾、刺猪、刺猬、锦鸡等。林场
4 '*LÍªÎÏ&6+ÐÑÒÓ:ËÉÊ *(
属。林场地处南部后山区，涉及古坡乡下店子等
１０

+Ô/ -３村、磐安镇好梢村等
tÕ¬Ö×Ø 2５村共
Ù *&
村，武家河
１８ ÚÛ
个行

亩，纳入国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内的重点公
H+ Þß`/W'fàáâãäåæ<çèéê
益林
万亩。活立木蓄积量
万立方米，
â'１３．３２
*-1-. GH4
[\T]F^１８．８６
*&1&0 G\_@+
-")4 MëQ７６30人，下设５
P+Ëì 2 ÚD'
W'XYZ° ３９？？有职工
森林覆盖率为
个营林
Q6+*3 Úp'é+¹ÀpCDç'Lfà6í
工区，１７
个护林点，所管护经营的林地生态区位非

经营总面积
CD)EF８８６７
&&03公顷，林业用地
ê+'(KL ７５４５
32,2 公顷，有林
ê+M'
L -,(( ê+Bÿ'N'L９３３
"-- 公顷，疏林地１３３３
ê+R'L*--地３４００公顷，未成林造林地

公顷，森林覆盖率
４７．７？？其中天然林 *(((
１０００ê+
公顷
ê+W'XYZ ,313)+IJNO'
蓄积量
公顷，活立木
]F^５５０１０
22(*(立方米，人工林
\_@+PQ' ２４００
.,(( ê+[\T
常重要，既是藉河源头水源涵养林，又是减少自然
îèï+ðñòóôóõö'+÷ñøùúO 总蓄积量
"-(2-1& \_@4
`Mèéêâ'6"E
)]F^９３０５３．８
立方米。国有重点公益林区划面
ûüçNOýþ4
灾害的天然屏障。
F 0(00公顷，林源涵养林
ê+'óõö' 2&03
ê+o'
积６０６６
５８６７公顷，水土保持林
-&$.&'( 县属国有林场。成立于
1` M'* 4 ÿ\  ６６６７公顷，天保工程实施区外重点公益林２５３３．３
0003 ê+ NoQIOP6èéêâ' .2--1武山县南山林场
!"# !
－! １２３－

!"#$%
天水大辞典

益较低。１９９８年天保工程正式启动实施后，林场每
公顷，实施区内３５３３公顷。有５个护林点，１个瞭
rø"( #%%& :]_1`#$%&$%'#,6(
!"#$%&' !"!! !"( ) " *+,-## *!

望台，有职工
./#)01３７
!$ 人。
2(
清水县尖山林场
&"' () *+ 县属国有林场。始建于
3 45 ),6 ( 78 9
１９５８年３月。位于清水县城南部，渭河支流，牛头
#%"& : ! ;( <9=>3?@A#BCDE#FG
河二级支流，西干河流域，距县城６．５
!N#O'P
CHIDE#JKCEL#M3? '(" 公里，境内涉
及草川、永清两乡镇
１０ *YZ[\]^,_+1
个行政村；天然林保护工
QRSTU=VWX #)
程总面积
万亩。其中林业用地面积２．１３
万
`abc２．９５
*+%" de(
fg,hijbc *(#! d

年完成人工造林
:)o21p,０．２６万亩，封山育林
,(*' de#*¨+, ４．０５４万亩，
-(,"- de#
飞播造林
万亩，使森林面积不断扩大，至
,-p , ０．９７
,(%$ d
e# .u,bc/012#3
２０１０
４７．６４？？
*,#, 年，森林覆盖率达到
:#u,|}~4 -$('-.(
凤凰林场
67*+ 麦积区属国有林场。地处新阳、渭
Ñc&45),6( jÁË5TB
南两镇交界地带。建于１９６３年５月。经营面积由
@VXê6j7( 89 #%'! : " ;( ÿ8bc9
:; ３０００
!,,, e124
'$", e# ,hij ６２５３．５
'*"!("
最初的
亩扩大到６７５０亩，林业用地

e#k,hijbc ,(-' de#]^,０．４１
,(-# 万亩，
de#
亩，非林业用地面积０．４６万亩，天然林

e#),j -,"'
e#,hijbc '".\lm
亩，有林地
４０５６亩，占林业用地面积的６５？？？木

人工林面积
万亩，未成林
,(!% 万亩，灌木林
de#lm, ０．２４
,(*- de#no,
21,bc０．３９
造林地
０．８６万
,(,' de#q,j１．０３
#(,! 万亩，公益林
de#!r, ,(&'d
p,j０．０６万亩，宜林地
亩。１９９８
年 #,
１０;]_1`$%stu,vwxy
月天保工程实施以来森林资源迅速
e( #%%& :
恢复，森林覆盖率４０．１９？？该林场共有职工２３
2(
z{#u,|}~ -,(#%.(,6)01 *!人。
&"' ,*+ 县属国有林场。成立于
3 45 ),6 ( o 9
清水县远
门林场
#%"% 年２月。位于清水县中西部白驼河中游，距县
: * ;( <9=>3gJACg#M3
１９５９
城?１５
#" 公里，境内涉及红堡、白驼两镇的
!N#O'PQ TVX #,１０个行政
*YZ
村，场址在白驼河畔桐温公路南侧三台寺，海拔
[# 6C!@/# 
１４５０～１８９５米之间。总面积２．０２
#-",/#&%" ( abc *(,*万亩，其中国有
de#fg5)
面积１．３５万亩，集体面积６６５２．５
亩。国有林地面
bc #(!" de#bc ''"*(" e(
5),jb
%!!&(" 亩，活立木蓄积量
e#mc -",,
积c９３３８．５
４５００ #21p
立方米，人工造
&!*, 亩，占有林地面积的
e#),jbc %*.#u,|}
,bc８３２０
林面积
９２？？森林覆盖
~４６．３？？以人工针叶林为主，阔叶林为辅，主要
-'(!.#s21, ¡#¢, £#¡¤
率达
s¥¦T§¨¦ ¡#f©)ª«¬¦T®
以油松、华山松为主，其次有少量日本落叶松、云
¯°( ¢,¡¤ ±²T¨³T¨´Tµ¶T²T
杉等。阔叶林主要为刺槐、山杏、山梨、杨柳、槐、白

林地
亩，占林业用地面积的９．３？？？造林地
"&!(" e#,hijbc
%(!.\np,j
,j ５８３．５

蜡等。场部有房屋建筑面积
·°( 6A)¸¹8ºbc６１２．５
'#*(" 平方米，林区划
»#,&¼

ij５．０８
"(,& de#mac
d#)
用地
万亩，活立木总蓄积 #--(#
１４４．１万立方米，有

有
个护林责任区，有固定护林点６处。有职工
２６
) ７$ *+,½¾&#)¿À+,' Á( )01 *'

林地蓄积１４０．１
万立方
,jc #-,(#万立方米，疏林地蓄积２．６
d#m,jc *(' d

人。
2(

温泉园林管理所
./0*123 县属林业机构。原为清水
34,hÂÃ( Ä =>
县温泉林场。始建于１９８６年
3Å,6( 789 #%&' : ８月。位于清水县城
& ;( <9=>3?
东部，汤浴河下游，距县城
１３!N(
公里。境内涉及永
ÆA#ÇÈCÉ#M3? #!
O'PQU
清、白沙、新城３
乡镇４个行政村。２０１０年，在职职
=TÊTË? ! WX
- *YZ[( *,#, :#00
1 １０
#, 2#fgÌÍÎ
# 2#,h1`Î # 2(
u,
工
人，其中农艺师１人，林业工程师１
人。森林
vw)]_1` ０．１９
,(#% de#
fg,hijbc
资源有天保工程
万亩，其中林业用地面积

,hij *.\ mc
bc #!,(" e#
面积１３０．５
亩，占林业用地的２？？？立木蓄积量

１７４２８
６８？？林分结构较为合
#$-*&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u,|}~ '&.#,í<Ãø
=
理。林场内设办公室、财务室
、护林组。固定资产１７
#$
>(,6'?@!ATBCAT+,D(¿ÀvE
dF#01 !"
86 -, G:#HnIõu,J
万元，职工
３５2(
人。建场４０余年，从未发生森林火
K#L©MN ,hOPQRß<(
灾，多次被评为林业系统先进单位。
东岔林场
89*+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下属的
STUVW¨,h$XYÉ4
国有林场。位于秦岭北坡，渭水以南，麦积区东岔
5),6( <9Z[\]#B>s@#Ñc&Æ^
乡境内。１９５８年
WO'( #%"& : ５月成立天水县东岔森林经营所，
" ;o]>3Æ^u,ÿ8×#
所址设在东岔桃花坪村。１９６１
×?Æ^_`a[( #%'#年改称东岔林场，
:æbÆ^,6#
#%'! 年划归小陇山林业实验局管理，１９８４
:¼cVW¨,h$XYd>##%&- :ef
１９６３
年夏搬
g3ijk( ÿ8abc
g 3 h ä a ##%%# :
迁至虎子坪，１９９１
年迁至付家滩。经营总面积
-*(', de#fg),j *%(,*万亩，灌木林地
de#lm,j '($%
４２．６０万亩，其中有林地２９．０２
６．７９
de#
no,p,j
#(,de#
ÏÐj
,(,*'
万亩，未成林造林地 １．０４ 万亩，苗圃地 ０．０２６ d
万
,("$ de#m,j
e#l,j ０．５７
亩，无林地
万亩，疏林地 ,(,$'
０．０７６ de#k,h
万亩，非林业

米，散生蓄积０．７５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７３？？林
#nõc ,($" d#u,|}~
$!.( ,
场内设办公室、财务科
、资源和林政管理科 、造林
6'?o!ATBCpTvwï,Zd>pTp,
科、林政稽查队。有白杨林、割漆沟、桃花坪、虎子
pT,Zqrs( )µ,TtuvT_`aThä
坪
a ４个营林区。有虎子坪、白杨林、月林、后峪沟
- *8,&( )häaTµ,T;,T'wv -４

个森林管护点及桃花沟森林公园。有职工
*u,d+-Q_`vu,!x( )01１７０
#$,人。
2(
863１９９９
#%%%年底，共完成造林
:y#)op, １５．７
#"($ de#mzõ
建场至
万亩，木材生
!'(#% d#fgõEÄmT{z
-(,! d
产E３６．１９
万立方米，其中生产原木、椽材４．０３
万立

,(#" de#k,hij ,(,de( ,hijg21
#k|}z~VmTT*(#０．１５万亩，非林业用地
０．０４万亩。林业用地中人工
方米，非规格材（小径木、背杠、抬杠
）２．１４d
万立方

林面积０．１３
,bc ,(#!万亩，未成林造林地面积
de# no,p,jbc０．０２
,(,*万亩。
de(
!r,bc０．１２２１万亩，有苗圃地
,(#**# de#)ÏÐj *'
u,|
公益林面积
２６ e(
亩。森林覆

(   *$-&(*"万元，上缴税金
dF# ３１８．８２
!#&(&* d
米。销售收入２７４８．２５
万
F(
!#,
5ï]#ê(
元。３１０ 国道和宝天铁路通过，交通方便。

}~ '"(!.(
盖率达
６５．３？？

:,*+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下属的
STUVW¨,h$XYÉ4
立远林场

45*+ 麦积区属国有林场。位于麦积山
Ñc&45),6( <9Ñc¨
街子林场

5),6( #%&, 年建场。位于麦积区立远乡，总面
:86( <9Ñc&W#ab
国有林场。１９８０

风景旅游区内，地处麦积区东南部，属全民所有制
ÒÓÔ&'#jÁÑc&Æ@A#4ÕÖ×)Ø

!,(#, 万亩，有林地
de#),j １５．６２
#"('* de#lm,j
积c３０．１０
万亩，灌木林地 -(*#
４．２１

差额补贴性事业单位。创建于
#%$* 年，前身为街
:#áâ ã
ÙÚÛÜÝÞhß<( à89１９７２

万亩，总蓄积量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d e # a  c  ８８．４３
&&(-! d
# u,|}~
５９．４？？境内植物种类繁多，乔木树种以阔叶为主，
"%(-.( O'L#ms¢ ¡#

子木本粮油场，１９７６
年改为街子林场。２０１０年有
äm¬å¥6##%$' :æ
ãä,6( *,#, :)
职工
万亩。以油松为主的纯
01３１
!# 人，总土地面积４
2#açjbc - de(
s¥¦ ¡è

林混交林面积达
万立
,éê,bc２．８
*(&万亩左右，蓄积量
deëì#c １．４３２
#(-!* d
# íî,hijbcïmca
方米，分别占林业用地面积和活立木蓄积总量的
"'("%.ï
-'('".#ð),í ñò,ïóô©õ
５６．５９？
４６．６５？？现有林分为幼龄林和残败次生
,( ö÷ivwøª#ùúõûürýþ#ÿ!ü
林。可利用资源较少，社会生态效益显著，经济效

¡¤)TTTµT±²°\
主要有栎类、槭类、白桦、杨类、刺槐等；针叶树种

有油松、华山松、落叶松等；野生动物主要有黑熊、
)¥¦T§¨¦T¦°\õ&¡¤)T
*,,, 年，
:#
, T¡T¢T£T ¤¥¦°( 863 ２０００
林麝、野猪、狼、狐、红腹锦鸡等。建场至
§¨)op,５．１２
"(#* 万亩，生产木材
de# õEmz ５．５６
"("' d
累计完成造林
万立方
米，小径木２．７８
d#è３６４．１２
!'-(#* 万元，
dF#
#Vm *($&万立方米，纯收入达

!"# !－
－! １２４

/
农. 业

上缴税金１３０．３４
!"#$ !"#$"%万元。林场内设办公室、财务科、
%&' ()*+,-./012/

林二师三团管辖。１９７５
(IJKL7M[ !&+' 年
h !１月，划归小陇山林场管
i>Þß_`a(g7

资源和林政管理科、造林科、林政稽查中队，下设
345(6782/9(2/(6:;<=>?+
巨寺沟、大沟、罗家沟
３ FG(HIJKL;M>
个营林区及交川检查站，
@AB/CB/DEB "
各营林区、作业区均有林道相通，有
国道通
"!# WSU
NG(H/ OPHQR(STUV R ３１０

辖。总面积６４．３４
万亩，疏林地
M[
 )%$"%万亩，有林地
%>R(１４．８８
!%$(( %>N(
１．９３
４９．４ %k[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
!$&" 万亩，活立木总蓄积
%>k  %&$%
q(
率
"*$%,[(H*RaÐF/ËOF/PQF "３个镇
FF
 ３２．４？？林区内有山门镇、秦亭镇、白沙镇
共
个行政村约 (８万人，林分类型以天然次生林
 ５６
') F6xR
%>(òSúlT¬(

XVJUYZ[
过，交通便利。

太碌林场
!"#$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下属的
\]^_`a(Pbcd?ef
国有林场。１９５８
年
WR(g[ !&'( h '５月，成立天水市太碌森林经营
i>jklmnopq(rG

阔叶混交、人工针阔混交林为主，主要树种有栎
¡ûJ/ » ûJ(Uö> öùR

s>st+u&v-wopx[ !&)%年h４% 月，改名
i>yz
所，所址设在元龙公社太碌村。１９６４

¶[ «¬®öùRZ/[\/«]/«¯/¢³
栎等。野生动物主要有鹿、黄麂、野兔、野猪、红腹

太碌林场，场址设在葡萄园火车站。１９９１年，场部
op(g>gt+u{|}~M[ !&&! h>)
迁至元龙乡底川村。经营总面积
%'$%! 万亩，有林
%>R(
&vKx[ rG ４５．４１
地２０．７８万亩，活立木蓄积量
万立方米。森
*#$+( %>k １０５．４２
!#'$%* %k[
q
林覆盖率
%"$*,[ (H*R２６*)个行政村，９３
F6x>&"
( ４３．２？？林区境内共有

锦鸡等。建场至
)^¶[ ·g ２０００年共完成造林
*### hºj9(３３．４８
""$%( 万亩，人
%>

个自然村，３２５１
人。树种有栎类、硬阔针
Fx>"*'! 户，１４６６７
>!%))+ [
R/
叶林、红桦、杨桦、华山松、油松、白皮松、落叶松。
¡(/¢£/¤£/¥a¦/§¦/¨©¦/ª¡¦'

野生动物资源有野猪、黑熊
、大鲵、红腹角雉等。建
«¬®34R«¯/°±/C²/¢³´µ¶[
·
场至
g２０００年，累计完成造林
*### hV¸¹ºj9( ９．５１万亩，人工林抚
&$'! %V»(¼
育½１．３８
万亩，生产原木、椽材、非规格材共计 **$()
２２．８６
!$"( %V¬¾¿/ÀÁ/ÂÃÄÁ¹

/P£/¥a¦/ª¡¦/V/aW/a¤/XY
类、白桦、华山松、落叶松、槭类、山榆、山杨、鹅耳

*$%" %>¬¾¿ÀÁ
%k
»(¼½２．４３
工林抚育
万亩，共生产原木椽材 "$'%
３．５４万立方

米，总产值达
> ¾_`８９６．７１
(&)$+! 万元，上缴税金
%&>!Å#$２０７．５
*#+$' 万元。
%&[
林场内设办公室、资源和林政管理科、造林科
、计
(g*+,-./345(6782/9(2/¹
02/¾P2>R½U/aE/bB/cë5/def
财科
、产业科，有育通、百家、吊沟、芦子滩、箭杆峡
FG(H>$g5/¢hi *２ F7jM>\]^a
５'个营林区，金柳滩、红瓦坡
个管护站，甘肃省山
ÐÁLÇM5K[kq(-}９&个单位。
FlD[
门木材检查站和三黄谷森林公园

室
、财务科、资源和林政管理科 、造林科、林政稽查
./012/345(6782/9(2/(6:Ç

李子园林场
)*+#$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下属
\]^_`a(Pbcd?e
的国有林场。位于秦州区李子、娘娘坝两乡境内。
fWR(g[ DÖËmHnë/ooÉp*[
成立于
１
jkÖ １９５８年，原属天水县管辖。１９６３年１月
!&'( h>¿elmÚ7M[ !&)" h ! i !
ÝÞß_`a(Pbcd>gtunë[ *#!# h
日划归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场址在李子乡。２０１０年

FG(HV
<=>R«¯È/£É/ÊB/ËÌ ４% 个营林区，
中队，有野猪坪、桦树坝、西沟、秦岭

"!! 人。内设办公室
[ *+,-./012/345(6
Rq»３１１
有职工
、财务科、资源和林政

有河口
、秦岭、元龙 、佘家门、太碌、水关) FLÇ
６个检查
RÍÎ/ËÌ/&v/ÏEÐ/op/mÑ
%&#$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下属的
\]^_`a(Pbcd?ef
麦积林场

782/9(2/(6:Ç<=>RrEÉ/oo
管理科
、造林科、林政稽查中队，有马家坝、娘娘
É/së/tÍ/uEÉ/Pv
FG(H>Rg(/
坝、李子、长河、舒家坝、白音 )６个营林区，有柳林、
wEx/yz/CÍ
FLÇM[ R ３１６
"!) WSUX>
樊家窑
、南峪、大河%４个检查站。有
国道通过，

WR(g[ Õ·Ö !&)! h ! i[ g×+u\Ø
国有林场。始建于１９６１年１月。场部设在甘泉乡

交通便利。主要森林资源以次生落叶阔叶混交林
JUYZ[ öùq(34úT¬ª¡¡ûJ(

%k> !Å#$ ３０２．３８
"#*$"( %&[
(g*+Æ万立方米，上缴税金
万元。林场内设办公

M[ "!#国道和宝天铁路通过，交通便利。
WS5ÒlÓÔUX>JUYZ[
站。３１０

&Ùx>¿elmÚ\ØÛÜ78s[ !&)" h ３" i
元店村，原属天水县甘泉柴炭管理所。１９６３年
月

为主，主要分布于深山区和阴坡，乔木有辽东栎、
Uö>öùòóÖøaH5{i>|R}~/

１４!%日，划归小陇山林业总场管理，同年
１０ iál
月将天
Ý>Þß_`a(P g78>àh !#
水县太阳山林场并入该林场。经营总面积４０．６８
万
mÚoâa(gãäå(g[ rG  %#$)( %
亩，有林地
万亩，活立木总蓄积量
万
>R( １０．９５
!#$&' %>k
 ３９．８４
"&$(% %
亩，森林覆盖率
>q( ３７．８？？范围涉及伯阳、街子、麦积、
"+$(,[æçèIéâ/êë/ì/

锐齿栎、槭树、枫杨、山杨、白桦、红桦、油松、华山
/V/¤/a¤/P£/¢£/§¦/¥a

甘泉、皂郊、齐寿６个乡、１１３
个行政村、３８０个自
\Ø/íî/ïð ) F/!!" F6x/"(#
F
x/!)!(! /()"%*
*(ñòóÖôõ
然村、１６１８１
户、８６３４２[
人。境内林木多分布于靠近
ËÌö÷føaH>(òöùú//§¦/
秦岭主梁的深山区，林分主要以硬阔
、栎类、油松、

未成林造地
万亩，苗圃地
３５４ >
亩，无林地
j(9４．３３
%$"" %>
 "'%
(
!"$** 万亩，非林业用地
%>Â(P !$#&
q(U
１３．２２
１．０９%[
万亩。森林覆盖率为
'($+- [ !&'(!&&! h > ¸ ¹ 9 ( õ３０"#万亩，
%>
５８．７？？１９５８—１９９１年，累计造林近

¡ûJ[ uüýA/þÿ!">òóR#W$
阔叶混交。在净土寺、仙人崖一带，分布有我国特

!&&*+!&&&年，完成人工林抚育
h>ºj»(¼½１．２７
!$*+ >l(
１９９２—１９９９
亩，天然林
¼½ )$'% 万亩，采伐蓄积１３．８１万立方米。共生产
%> !"$(! %k[ ¬¾
抚育６．５４
¿/À '$% %k[ !&&*+*##! h,-.ä
原木、木椽５．４万立方米。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销售收入
*"&!$!* 万元，上缴税金
%&>!Å#$ *)&$+*
¸¹ºj¾
２３９１．１２
２６９．７２%&[
万元。累计完成产
_
"'(*$&&
%&>!Å#$
%("$!!
%&[
值 ３５８２．９９ 万元，上缴税金 ４８３．１１万元。
,-#$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下属的
\]^_`a(Pbcd?ef
党川林场

有的白皮松林。野生动物有林麝、金猫、水獭、红腹
Rf%©¦([ «¬®R(&/$'/m(/¢³
)*¶[ !&)*+*###年，累计完成造林
h> ¸¹ºj9(１６．２５
!)$*' %
锦鸡等。１９６２—２０００
万
亩，生产原木
万立方米，小规格材１．６４
万立
*$)" %k>_ÃÄÁ
!$)% %k
>¬¾¿ ２．６３
>,-.ä +*'$&!万元，上缴税金
%&>!Å#$ ２９
*& %&[
(
方米，销售收入７２５．９１
万元。林
g*+,-./012/345(6782/9(
场内设办公室
、财务科、资源和林政管理科、造林

科、林政稽查中队，下设太阳山、花洋、董水沟、后
2/(6:Ç<=>?+oâa//0/1mB/2
川、石门、草滩６个营林区，林场毗邻麦积山和仙人
K/3Ð/45 ) FG(H>(g67ìa5þ
崖、麦积植物园，风光秀丽，景色宜人。
ÿ/ì8®}>9:;<>=>?[

山门林场
'(#$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下属的
\]^_`a(Pbcd?ef
WR(g[ @AÍBCfÑa(H>DÖEmÚ
国有林场。地处渭河北麓的关山林区，位于清水县
aÐF[ !&'( h ) i>jk
G
aÐq(rGsH>à
山门镇。１９５８年６月，成立＂山门森林经营所＂，同
h !# i>·kEmÚaÐ(g[ !&)' h !! i>J
年１０月，建立清水县山门林场。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交

松、落叶松等。野生动物资源有熊、野猪、锦鸡、蛇
¦/ª¡¦¶[ «¬®34R±/«¯/)^/
等。林场总面积
万亩，林业用地面积６１万
¶[ (g  ７１．９３
+!$&" %>
(P )! %
亩，有林地面积
>R(４１．４３
%!$%" 万亩，其中灌木林
%>< (７６７７
+)++ 亩，
>

国有林场。１９５６年
WR(g[ !&') h ２月成立天水县党川森林经营
* ijklmÚKq(rG
所，１９６２年成立党川林场，同年划归小陇山林业
s>!&)* hjkK(g> àhÞß_`a(P
局，场址在麦积区党川乡。森林资源以阔叶树为
d> gtuìHK[ q(34ú¡U

主，主要种类有栎类、桦类、杨类、椴类，针叶林以
ö>öùR/£/¤/> ¡(ú
§¦/¥a¦/ª¡¦Uö>«¬®öùR±/
油松、华山松、落叶松为主，野生动物主要有棕熊、
°±/////(&/«¯/«]/¦/a
黑熊、狼、豺、鼬、刺猬、林麝、野猪、野兔、松鼠、山
/C²/¢³)^/¶[ (gýU
羊、大鲵、红腹锦鸡、啄木鸟等。林场土地面积为

!"# !－
－! １２５

"#$%
天!水大辞典

７０．１３
万亩，其中林业用地
６６．６４万亩，有林地
该场。植被为阔叶混交林为主，海拔在２１００￣２４００
!"#$% !"#
$%&'() &&#&'
!"# *&)
öÈ: ÷øÊù¶úû&ÊDüý ($""-('""
６２．１９
１．２
&(#$) 万亩，灌木林地１．２２
!"+,-&. $#(( 万亩，未成林造林地
!"+/0&1&. $#(
万亩。１９６２—１９９１年共完成育苗０．１２万亩。综合
!"2 $)&(3$))$ 456789 "#$( !": ;<

Ｔ ＨＣＨＨＴｉｉＴＫ ｉ

米之间，主要树种是红桦，间有栎类
、椴类、白桦、
CþÿD¨!"#¤Dÿ*¦d§¦d«¤d
华山松和冬瓜杨。１８００米以下优势树种为华山松、
©v¯$%&¥: $*"" C'y()¨!Ê©v¯d
油松。野生动物资源有野熊、蓝马鸡、红腹角雉、红
®¯: ¿>·¸*¿¼d*+¾d#,-.d#
腹锦鸡，蛇类、野猪等。该场共有土地面积为
４３．０８
,½¾D/¦d¿ÀÇ: öÈ5*0.ÉUÊ '%#"*
万亩，其中林业用地
万
!"D $%&'(.３９．７万亩，有林地
%)#! !"D *&.３７．７９
%!#!) !
"D/7&1&.１．１９
$#$) 万亩，非林业用地
!"D1&'(. ３．３８
%#%* !
亩，未成林造林地
万
"D2A-TUË ('#$$
!ABCD&ÌÍÎÊ
亩，活立木蓄积量
２４．１１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

丽证℃盲氧工简

９０．６６？？林场内设资源林政管理科、造林科、财务
)"#&&,: &È&á3Ïd1&Ïd4Ñ
科和办公室
个
' nÏÔD *&56%7 $ nd& n
Ï$ÒÓÔ ４个科室，有林政稽查中队１个、６
营林区，建有英崖、百花、散岔、秦岭、墁坪、仙坪６
o&pDY*89dîld:;d<=d>hd?h &
个管护站。有职工２０５
náâã: *[\ ("+人，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总产值
]D$))(3(""$ 4EVW
%%!(#&$ !HDIJKL２９０．６３
()"#&% !H:
３３７２．６１万元，上缴税金
万元。

党川林场场部
!"#$$%
=8２８．８万亩，造林
(*#* !"#1& $)#)
!"2 >?-@ ４２．３
'(#% !
培育
１９．９万亩。生产木材
万
ABCD EFG４６５７．６
'&+!#& 万元，上缴税金
!HD IJKL ４６５．８
'&+#* !
立方米，总收入
万
($') 万元。１９９３—１９９９
!H2$))%P$))) 4D51&
H:MNOFG ２１４９
元。实现纯收入
年，共造林
$#%( 万亩。其中丰产林
!"2 $%Q?& １．３２
$#%( !"D
RSETU
１．３２
万亩，采伐总蓄积
($#&+ 万立方米，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ABCD$))(P(""$ 4EVW
２１．６５
年总产值 '('&#*(
４２４６．８２ !万
%'"#(" !HD
XYZ567EFG
H2 IJKL ３４０．２０
元。上缴税金
万元，自建场共完成总收入
*)*'#'( 万亩，上缴税金
!"DIJKL *"&
!H2 *[\ (+)人，
]D
８９８４．４２
８０６万元。有职工２５９
共有燕子关，包家沟
、党川、黄家坪、密槽沟、夏家
5*^_`Dabcdefdgbhdijcdkb
hdlm ７! no&p:
坪、花庙
个营林区。

,-()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下属的
qrstuv&'Mwxyz{
滩歌林场
国有林场。１９５６年，成立武山县滩歌森林经营所。
|*&È: $)+& 4D7A@vABC&DoE:
１９６０
$)&" 年改称国营武山县滩歌林场，１９６４年归属西
4ëF|o@vABC&ÈD$)&' 4GzH
秦岭林业总场，１９８２年７月归小陇山林业总场管
<=&'EÈD$)*( 4 ! Gtuv&'EÈá
辖。场址设在武山县滩歌镇。林区内有２个镇、２
个
:Èï@vABCI:&p* ( nId( n
d+( nd()*'"
]: &È-¨!
乡、５２
个行政村、２９８４０余人。林场主要乔木树种
Ê¦d#¤d§d«¤dv¥d©v¯dJ'°]\
为栎类、红桦、椴、白桦、山杨、华山松、槭以及人工

栽植的落叶松、油松、樟子松、云杉、水杉等。共有
K÷{µ¶¯d®¯dL_¯d±²dÅ²Ç: 5*
0.ÉU '%#$' !"D $%&'(.２５．４８万亩，
(+#'* !"D
土地面积４３．１４万亩，其中林业用地
'#"$ !"DTUË ４．２６
'#(& !ABCD&Ì
*&.４．０１万亩，蓄积量
有林地
万立方米，森林覆

ÍÎ ２８．１？？林场内设办公室、资源和林政管理科、
(*#$,:&ÈÒÓÔd$&á3Ïd
盖率
&'()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下属的
qrstuv&'Mwxyz{
观音林场
1&Ïd&5M%NdOÑÏD*+Pd«+Qd
造林科、林政稽查中队
、财务科，有马力、白马峪、
国有林场。始建于
|*&Z: }Y~ １９８０年３
$)*" 4 % 月。场部初设在党川
: Zef
RcdST
'
no&pDUydVWdcX
南沟、龙台 ４个营林区，观下、兴城、沟门 %３ n&
个森林
乡刘坪村，１９８７年搬迁至王家庄。林场辖区内有５
 hD$)*! 4b: &Zp* +
nD(! nXD&p] (&""
]: 
个行政村，２７个自然村，林区人口约
２６００余人。主
&-*dd d¡¢d
要森林资源乔木有辽东栎、锐齿栎、栓皮栎、板栗、

白桦、杨类、椴树、华榛、白蜡、漆树、油松、华山松、
£¤d¥¦d§¨d©ªd«¬d¨d®¯d©v¯d
« ¯°]\o1±²d³´µ¶¯2 ·¸*
白皮松及人工营造云杉、日本落叶松。动物资源有

香獐、狗熊、锦鸡、野猪、猕猴
、大鲵、水獭等。林场
¹ºd»¼d½¾d¿ÀdÁÂdÃÄdÅÆÇ:
&È
EÉUÊ３８．０９
%*#") 万亩，其中林业用地
!"D $%&'(. ３５．６３万亩，
%+#&% !"D
总面积为
*&.３２．６５
%(#&+ !"D,-&.
$#"% !"D/7&1
有林地
万亩，灌木林地１．０３万亩，未成林造
&.０．７１万亩。森林蓄积量１７６．８３
"#!$ !": &TUË $!&#*% 万立方米，森
!ABCD
林地
)"#%,:&È1&Ïd&ÏdÐ
&ÌÍÎ９０．３？？林场内设造林科、资源林政科、财
林覆盖率

务科、办公室
、刘坪、
ÑÏdÒÓÔ４个科室，有冷水河、麻松头
' nÏÔD*ÕÅÖd×¯Ød
hd
纸庙沟、曲溪山楂园
ÙmcdÚÛvÜÝ +５个营林区。有大房山、木其
no&p: *ÃÞvd-$

管护站，１个森林公园。有职工２４４
人，自建场至
áâãD$ n&ÓÝ: *[\ ('' ]D
XYÈ
２００１
万元，上缴税金
(""$ 年共完成总产值
4 5 6 7 E V W ４２３．０９
'(%#") !
HD IJKL

(!#'& 万元。
!H:
２７．４６

天然林保护工程
２５
!.(/012 林业工程。１９９８年
&'\Y: $))* 4 )９月
 (+
³DqrsZds][\]^_``~ab|*
日，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做出了《关于停止国有
ê&RS{cde: f4 １０月８
$"  *日，天水市委、
³DêÅgZd
天然林采伐的决定》。同年
g\yh``~õis\cdjkDab|*
市政府下发《关于贯彻省政府决定精神，停止国有
ê&RSDlbm&nopq&.{rst: f
天然林采伐，制止毁林开垦乱占林地的通知》。同
uvwx3$`y&pd &zp-{gÈ６３&%处，
æD
时整顿清理和关闭林区、林缘区木材市场
关闭木材加工厂８３
处，清理毁林案件
æDx3m&}~１３
$% 起，涉案
D}
`y-{|\à *%
-{ $(+ 立方米。２００１年５月９日成立了天水市
ABC: (""$ 4 +  ) ³7A_êÅg
木材１２５

ê&â\YMt D l_êÅgê
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领导小组，编制了天水市天
cdßbàd×¯Ø ' ４个森林管护站及国家级森林
n&áâã°|bä&
沟、冯家厂、麻松头
然林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工程范围涉及５
A (区，
pD
ÓÝÚÛåp $ æ: *[\ ("$ ]DXYÈ $)))
公园曲溪景区１处。有职工２０１人，自建场至
１９９９ &â\YMB}D\Y° +县２
4çè1&３．８８
%#** !":
$))(3$))) 467]\&
年累计造林
万亩。１９９２—１９９９
年完成人工林
"#) !"DEVW ()%+#%(
é8 "#"+ !": ê&ë1０９万亩，总产值２９３５．３２
抚育００５万亩。天然林改造
!HDIJKL２４２．８９
('(#*) 万元。
!H:
万元，上缴税金

百花林场
*+()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下属的
qrstuv&'Mwxyz{

１４个国有林场，区划重点生态保护区（禁伐区）总
$' n|*&ÈDp>âpSpE
面积
万亩，一般生态保护区（限伐区）
É U ２６７．０８
(&!#"* !
" D   >   â p  S p
２９．２４３
万亩，商品林经营区 +"#'*
５０．４８万亩。建设期限
()#('% !"D&Dop
!": Y
5 $$ 4D("""3(""+ 年为第一期，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4ÊD(""&3("$" 4
共１１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Ê: YÊ&ÉU $++#%万亩。
!":
为第二期。建设目标为新增森林面积１５５．３
国有林场。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４日，由党川林场分设成
|*&È: $)&' 4 !  $' ³Dìef&Èí7
')#*,'I:
&ÌÍÎì $$#*&,
森林覆盖率由
１１．８６？？高到 ４９．８？？上。
立百花林场，场址在利桥乡百花村，天张公路横贯
Aîl&ÈDÈïðñîlDêòÓóôõ

!"# !－
－! １２６

<
农F 业

国政府无偿投资
万欧元（约为
７６７０万元人
+Úû56¯å７６６．９４
&--."/ ~7ç
8e &-&(
~ç9
民币，占
６０００ ~ç923
万元人民币（占
)-.!00(¯å -(((
;
2:0; ５６．１？？，中方投资
４３．９？？，从
２００４&<=YZyz0ÌX¬
年春季开始实施，计划用９年时
/*."00F ,((/
" &Í
间，营造生态林
,.,-) ~?@**."&)万亩），营造
~0>}
Î0>}LM!２．２６５万公顷（３３．９７５
经济林
１．２ ~?
万公
AB!１０２０公顷（１．５３
!(,( ?@!.)*万亩），封山育林
~0CD! !.,
@!$万亩）。
~%
顷（１８

!"#$%&'
境内天然林一角
!
"#$%&'() 林业工程。１９７８
!"#$% !"#$ &'(
＂三北＂防护林工程
年党中
)*+,-./012+34*5446*7436
央、国务院决定，在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西部

地区建设＂三北＂防护林体系，目的是从根本上改
89:;
<=4>?@!AB0CDEFGHIJ
K=489DLM*NOPLQLRST% GU#
善三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根据工
$VAWX0
<
=4>?@!AB:;F %"&$
&Y
程总体规划，＂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从
１９７８年开
'()( &\]0
^_ * `ab $ c#$:;%
Z[ ２０５０
始到
年结束，共分３个阶段８期工程建设。
%"&$d+((( &efg:;ab0,((%d,(,( &e
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为第一建设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为
fh:;ab0,(,%d,()( &ef=:;ab%
i
第二建设阶段，２０２１—２０５０
年为第三建设阶段。天
jk １９７８年被国家列为＂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
%"&$ &l+mne<=4>?@!AB:;
水市

()%*+,-./01%23
中德林业专家实地考察造林项目
6789:;'<=>?@A45 !"ù
世界银行贷款林业可持续发展项目
林业项

op89qg% rs２００７
,((& 年，天水市已完成规划
&0ijktuvWX
重点地区之一。截至

C% óE
<
EFGÙHI!"JKßLùC÷ø
目。全称是＂世界银行贷款林业持续发展项目甘肃

第一阶段的三期建设任务，第二阶段的第四期工
fgabD=c:;w,0 fhabDfxc#
程已实施７年，剩下
$tyz & &0{| *３年。工程建设区共完成造林
&% #$:;9^uv}!

省天水市人工林营造部分＂，也称＂世行造林项目＂
Mijk9#!>}6_>0òó
<
EÙ}!ùC>
<
EÙxcùC>% NùC+m!"OEPGÙ
＂世行四期项目＂。该项目由国家林业局世界银行

HQùCRS(TUgRS0 ÷øMVijk
贷款项目管理中心统一管理，甘肃省仅有天水市
-(".$* 万亩，保存２４４．６
~0 ,//.- ~0e
*".%0% 
６０９．８３
万亩，保存率为３９．１？？全
/ `Ó90V
yz0ÑÒWÊ*X*)j** ４个县（区），总
k!8 [ ))$.$,万亩（含小陇山
~  ２９５．３１
,").*1 实施，涉及秦安、麦积、清水、武山
市有林地面积达到５５８．８２
¯å３０２１
*(,! 万元人民币，其中申请世行贷款１８２
~ç9'30Y(Z[EÙHI !$, ~
万
~0R ,()万），活立木蓄积量
２０５６ ~0
万立方米，比 !"&$
１９７８ &
年增 投资
１５１１万元人民币），地方财政配套７５５
万
\ç8 !)!!
~ç9'308õÚ]^ &)) ~
&D ,(.-!0[
 !)00! !"&$
长了１５？？森林覆盖率由
１９７８年的
２０．６１？？高到 美元（约
,((, &`Ë¶yz0[ ,(($
ç9':0ùC_ ２００２年底启动实施，到
*(.,00 ".)"个百分点，起到了保护水土，涵
`_p0[@j 0¡
元人民币，项目于
２００８ &
年
３０．２？？提高了９．５９
^abc*de*fg*h*ij*kc*lmc*n
共栽植桃、葡萄、苹果、梨、花椒、核桃、甜樱桃、杏
¢j£0?¤¥¦D§¨©ª«¬%
养水源，防风减灾的绿色屏障作用。
oAB!p¾
*!,$.,! ?@/.-"万亩）。
~%
３１２８．２１公顷（４．６９
*+,'() 林业工程。是国家六大生态
!"#$% E+m®LM 等经济林树种
退耕还林工程
BC-DE%&'() 林业工程。１９８９
!"#$% !"$" &
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程
年
工程中投入较多，社会牵动面较大的工程。退耕还
#$(¯°±²0³´µ¶ ±®D#$% ·¸¹
q+mÌrstuÇ(Iv?@!AB:;
林是把
!Eº２５
,) 度以上的坡耕地作为造林（种草）地，以
»¼ID½¸8«e}!¾¿80¼ ６-月国家计委批准了《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
gc#$VAWXw0WXÏÐÑÒ+ !,个省、
`M*
JK·¸9DLMÀÁ0 ÂÃj ÄÅ0 Æ 一期工程总体规划》，规划范围涉及全国１２
改善退耕区的生态状况，控制水土流失，确保长
Ç*ÈÉÊ% ij·¸¹!#$F １９９９年启动，
!""" &Ë¶0
江、黄河安全。天水退耕还林工程从

xykP２７,&个县（市、区），甘肃省列入
`Ók*90÷øMn° !,
直辖市和
１２ `Ó
个县
90ijkW/9 !,１２个乡镇被纳入长江中上游
`ÔÕlz°Ç(Iv
（区），天水市秦州区

至
年共计８年时间，工程范围涉及５县２
区
s ２００７
,((& &^Ì
$ &ÍÎ0#$ÏÐÑÒ ) Ó , 9
?@!#$:;9% ijk
<
?!>gc#$_
１１３个乡镇、１个办事处、２０７３
!!* `ÔÕ*! `Ö×Ø*,(&* 个行政村、３１．７万户
`ÙÚÛ**!.& ~Ü 防护林工程建设区。天水市＂长防林＂一期工程于
!""!
&Ë¶yz0s
!"""
&D
"９年间，国家和地
&Î0+mP8
１９９１年启动实施，至
１９９９
年的
退耕农户。共完成退耕还林
!(".$ 万亩，累计发放
~0ÞÌßà
·¸ÝÜ% ^uv·¸¹!１０９．８
///."万元，群众投劳
~ç0{|¯} !*$
^¯°#$:;åæ４４．９
１３８
áâãäåæ７６６２１．８万元，生活补助费
&--,!.$ ~ç0LRãäè １０１３２
!(!*, ~
粮食补助资金
万 方共投入工程建设资金
~90
¯#
*-).,
~`0
#$yz9^uv}!
ç0éêëÜãä ,&,$.&
ç%ìíe !((00yz
元，平均每户补助
２７２８．７元。兑现率为
１００？？实施 万人，投工 ３６５．２ 万个，工程实施区共完成造林
·¸¹!DÝÜîïDáâðñPíæãä%
退耕还林的农户有了可靠的粮食供给和现金补助。
-./0123'45 林业工程。也称＂中
!"#$% òó
<
(
中德财政合作造林项目
ôõÚö«÷øijLM}!ùC>
<
ôú}!ù
德财政合作甘肃天水生态造林项目＂＂德援造林项
C>0E(+ÚûPô+Úû^üýå012+
目＂，是由中国政府和德国政府共同出资，在我国
þÿ9yzDLM}!ùC0!1"#l0J
贫困山区实施的生态造林项目，旨在增加植被，改
KLMNO0@L$²%&0"Ý'(°% ù
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加农民收入。项
目涉及天水市的清水、武山、张家川、甘谷及秦州
CÑÒijkD)j***+m,*÷-Ò./
共５个县（区），总投资
１．３６７亿元人民币，其中德
^ ) `Ó90V¯å !.*-&
0ç12304(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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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７－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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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长防林＂工程一角

天水大辞典
!"#$%

７０６２３公顷，四旁植树
万株，绿化区乡村公路 和谐的陇上较佳的人居环境背景工程，为天水创
!"#$% !"#$%&' ５６４
&'( ()#*+,-.!/
_`@aAbc@tdMNef;<# ´g
３６%' 条、３６０
0 1%'" 2千米。森林覆盖率由工程启动前的
34 56789:;<=>?@
１２．８４？？升至
２９．２４？？净增
)$*+(,ABC
-.*-(,#DE１６．４
/'*( 个百分点，基本
FGHI#JK
形成了林业生态系统的初步框架。
LMN6OPQRS@TUVW4
飞播造林
&'() 造林方式。用飞机播种林木种子
X6YZ4 [\]^_6`_a
造林，是
２０ cd
世纪 &0
５０年代开展起来的，至今已有
５０
X6#b $0
efghij@#Cklm &0

多年的历史，适宜于人口稀少，宜林面积大的边远
ne@op#qrstuvw#r6xyz@{|
山区。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原天水市（秦城区
、北道区）用
},~ /.&+ e // # ,,[

７!天时间完成作业面积
１３万亩，此后未开展这项
MOxy /%
(# gh
工作。１９７９
１９８５年共完
e\^X6# /.+&
e
;~ /.!. 年恢复飞播造林试验，到
成M３２
４０ (
万
%$ 个播区，作业面积
F^,#Oxy ４５
(& 万亩，宜播面积
(#r^xy (0
亩，成效面积
３２ (#\^xy@
万亩，占全省飞播面积的 (/*+$,~
４１．８２？？
#Mxy %$

据甘肃省林业勘测设计院全省飞播成效调查结
 ¡6O¢£¤¥¦\^M§¨©
果，秦州区邓家山播区有苗保存率
６０？？上，被评
ª# «,¬}^,m®¯°9 '0,±A#²³

为＂优等播区＂，是甘肃省最成功的飞播地区。１９９４
´
µ
¶·^,¸#b ¡¹Mº@\^»,~ /..(
年全国北方十省区飞播造林技术协作会在天水市
e¼Y½,\^X6¾¿ÀÁÂ
召开，对天水市飞播造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Ãg#Ä\^X6;ÅÆÇHÈÉ4
南北两山绿化工程
*+,-./01 林业工程。２００２
6O;<4 $00$年，中共
e#Ê
ËtÌÍÎÏÉ*+ÐÑ}4 Ð
天水市委、天水市人民政府决定绿化南北两山。南

北两山绿化工程东起麦积区伯阳镇花南村，西至
Ñ}*+;<ÒiÓy,ÔÕÖ×Ð.# ØC
秦州区藉口镇五十里铺村。东西长
１５
«,ÙuÖÚ½ÛÜ.4 ÒØÝ５０公里，有
&0 !Û#m /&
FÞß1àxá#/( 条沟壑、河道，总面积
0âã1ä#åxy ５７．２
&!*$ (
个梁峁、向面坡，１４
万
$.*' 万亩，工程依托
(#;<êë
~ æÊçèé,Ñ}xy２９．６
亩。其中建城规划区两山面积

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和＂甘肃园林城市＂做出了
ç
µ
¼¶h>?¸_
µ ¡i6¸jkN

ôlmn~
重要贡献。

甘泉双玉兰
23456 珍贵树种。中文名称武当木兰，
op'_~ Êqrstu`v#

学名
ｓｐｒｅｎｇｅｒｉ Ｐａｍｐａｎ。武当木兰在甘泉
1234567289:;<43<;78=2>:24~
tu`vÂ w
÷r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镇以南的小陇山林区有野生群落，多药用，花蕾代
Ö±Ð@xa}6,myPýz#n{[#×|f
用辛夷，树皮代用厚朴。甘泉双玉兰为我国武当木
[}~#'f[~
wv´¼tu`
兰分布的最北界。其主要特征是花被
vH @¹~ æ2lb×²１２)$片，外面
#x

玫瑰红色，里面较淡，有深紫红纵纹，匙形。因花大
#Ûxb#m#L~ ×z
美丽，先叶开放，为优良庭园观赏树种。麦积区甘
#g#´¶iY'_~ Óy,
泉镇原甘泉寺的右侧关帝庙（此庙毁于公元
１９４２
wÖ w@ ¡¢£ £¤s!) ).($
年暴雨中）前建有卷棚三间，卷棚前左右有玉兰树
e¥¦Ê?çm§¨ñ#§¨?©mv'
２$ 株，称为＂双玉兰＂，经鉴定为武当木兰，又称朱砂
)#s´
µ
v¸##ªÉ´tu`v#«s¬
玉兰。相传树龄已有千年，为国内罕见。两树相距
v~ B®'¯lm2e#´¼°±²~ Ñ'B³

５米，东南侧一株树高
２３５厘米，基围
& 3#ÒÐ´[)'/１７
)! 米，胸围
3#µ¶ $%&
·3#J¶
３３０
米，东西)%１３米。西北侧一株
%%"厘米，冠幅南北
·3#¸¹Ð １２
)$ 3#ÒØ
3~ Ø´[)
树高
２１０ ·3#¸¹Ð
厘米，冠幅南
'/１６
)' 米，胸围１９４
3#µ¶ ).( 厘米，基围
·3#J¶ $)"
北１２
)$ 米，东西
3#ÒØ +８米，因有二主枝已风折，树冠较前
3#mº2»l¼½#'¸b?
)x#Ñ'»¾¿#BÀÁÂ#'¸ÃÄ#3ÅÆ
株小，两树枝密叶茂，相互交通，树冠浓郁，乔柯耸
Ç#È´ÉY~ ÊeSËOÌ?#×gÍ»#/
立，蔚为壮观。每年春天清明节前后，花开满枝，高
ÎÏ#ÐÑÒõ#×Óg-ÔÕÖ#Ê××g
洁雅丽，鲜艳悦目，花盛开达半月之久，每逢花开
Ì#?tØØÙCY'Ú×#ÓÛÜ?~
时节，游人纷纷而至观赏玉树琼花，盛况空前。
789珍贵树种。学名
op'_~ ÷r
=2?65@4728A5><4A592
毛泡桐
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ìíî61ï6¯ð1ñòð6ó
µ
$Þ¸PQ
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及＂四梁＂生态

（Ｔｈｕｎｂ．）Ｓｔｅｕｄ，又称紫桐、籽桐，是天水市原有自
BC?4D*EA<?F#«sÝ1ÞÝ#bm^

建设等国家重点项目，科学规划、精心组织、干群
ç¤·¼ôIõ#ö÷èé1øùúû1üý

ïH @-H'_#*&opßÖ#2lH Â
然分布的乡土树种，栽植历史悠久，主要分布在秦

协力、投资投劳，经过三年的努力，截至
Àþ1ÿ!ÿ"##$ñe@%þ#&C２００４
$00( 年，
e#
投资金额
ÿ!'(５１２６．９８
&/$'*.+万元，栽植林木
()#*&6` ３８２５
%+$& 万株，营造
()#+X
生态林
万亩，建城规划区两山
PQ6６．１
'*/ 万亩，经济林
(##,6 .９ (#çèé,Ñ}

州区
、麦积区 、武山县等地沟坡、台地两岸和村镇
«,1Óy,1t}à·»âá1á»Ñâ_.Ö

绿化面积达到
万亩，绿化率由
３８？？高到
*+xy- ２８．７
$+*! (#
*+9: %+,./

周围。毛泡桐系落叶乔木，树皮浅灰色或暗灰色，
ã¶~ äåÝRz3`#'æçèéç#
不裂或微浅细裂，树冠广卵形或扁球形，分枝角
６０
êëèìæíë#'¸îïLèðñL#H»ò '0
度以上，叶卵形或近心形，叶长
ó±A# ïLèôùL# Ý２０￣２９
$0G$. 厘米，宽
·3#õ

１５￣２３
.(,#èé,*+9: ２３．８？？高到
$%*+,./ ５０．１？？形成
&0*/,#LM
/&G$%厘米，先端渐尖或锐类，基部心形，表面被长
·3#ö÷øèùú#JûùL#üx²Ý
９４？？规划区绿化率由
N±01'´2134×5©61789:;<1
了以常青树为主、乔灌花草结合、石亭阁榭配套、
}6=/À§1PQ>?1òð6@16ªAO
山水林田路协调、生态旅游、防护林带、林果产业

ýä#þä#óH»ä#ex¾²ÿ'!H»Ý
绒毛，腺毛，及分枝毛，背面密被白色树状分枝长
ä#ª"Ù##×$ÚA%CÚ&%#½C
毛，果皮薄而脆，花期五月上旬至五月下旬，十至
½[ªM'~ K»äåÝPÝb(#)*+w#
十一月果成熟。本地毛泡桐生长较快，病虫害少，

BCDE@FG~ Ñ}HIJJKCKL#
相得益彰的格局。两山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市
,PQMNOPQR#M´Sm×1TmU1Vm
',¶#`,-.#bý/0[@¶,ÝÕ[#
树质优良，木质坚硬，是群众喜用的优质桐之一，
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成为春有花、夏有荫、秋有

ÂkuÝÊ1s
µ ¡Ý¸[ú#2F3[4Ý5
果ª1Wm1#X>?1YZ1PAs[\#t]^ï
、冬有青，集旅游 、观光、生产于一体，人与自然 在出口桐中著称＂甘肃桐＂一类，价格比一般桐材
/#b}»X6@¶-H'_~
高，是天水市山地造林的优良乡土树种。
:;<学名
÷r
=74?98
D?43<2428
H?II*<J8Ｅｎｄｉ。
K4F7~
白皮松
Ｐｉｎｕｓ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
Ｚｕｃｃ．ｅｘ
属于国家三类珍贵树种。白皮松树高可达
米左
6s¼ñúop'_~ ÿ7'/8- ３０
%0 3©
右，胸径最大可达
#µ9¹z8- ３米，幼树树皮光滑，灰绿色，大
% 3#:''Z;#ç*#z
树皮成不规则鳞状脱落，内皮粉白色，针叶
'Mêè<=!>z#°?ÿ#@ ３% 针
@ /１
A# ´¼Ym'_~ 2lH ÂBC
束，为我国北方特有树种。天水主要分布在海拔

１８００米以下山地的红砂岩及灰岩土上。从麦积山
/+00 3±&}»@DóçDHA~ EÓy}
Fÿ1zäG[@#mxH6èIPH ~ 
到太白、大河店一带，有小片纯林或散生分布。深
JK#0Z#'LnL#MNOC#'ÿPB#
根性，喜光，树形多姿，苍翠挺拔，树皮白褐相间，
!"#$%&'(
绿化后的南北两山

´rpY'_ôl@X6'_~
为名贵观赏树和重要的造林树种。

! !"# !－
－１２８

7
农6 业

银杏
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 Ｌｉｎｎ。野
!"珍贵树种。学名
!"#$% &'
!"#$%&'(")&(*'+"##%
(

的孑遗种，属国家保护的—类珍贵树种。树高达
４０
Co$HÄ·uC0G!«2$V 26{ ,-

生银杏属于国家一类珍贵树种。乔木高可达
４０
)*+,-./01!"2$3 45678 ,米，雌雄异株，是现存的最古老的种类，被称为活
9:;<=>?@ABCDEFC$GHIJKL
化石，分布在海拔
５００～１０００米之间。天水市５
县
9TUV WXY . Z
MNHOPQRS .--/0--２1区均有零星分布，小陇山林区分布较多。该树树
[\]^_OPH`abc[OPdeV f22

米，树干雄伟，下部单一；树皮片状剥落，灰色或棕
9H2g<HÞÃ 0¡2¨¯Háâ&ï
灰色。叶二型长枝上对生卵形或近棱形，短枝上的
áâV n¢*¿ØÓE¾£j&¤¥jH¦ØÓC
为心形。雌雄异株。花先叶开放，蓉果，种子扁平细
KÛjV §<=>V ü¨n©1HªH$ «¬}
小，顶有透明翅。幼时生长迅速，心材与边材区别
`H]®Ü¯V ã¾¿°±HÛ{²³{[Í

ghiH2jklHmnop?qrst?uKvw
干端直，树形优美，春叶嫩绿，秋季鳞黄，常为庭院

明显，纹理直。结构细，材质好，淡褐色。是制作雕
ÜÝHî/iV ´µ}H{|ÁH¶·âV @¸©

xyzpM2?{|}~HHH]
和四旁绿化树，材质轻软，富弹性，易加工，有光

££6¹uºCÀ{V WXY»¼OPQ
刻、图板、高档家具的良材。天水市主要分布在麦

HHHH3
泽，不开裂，供建筑，雕刻，绘图板及室内装饰用。

Ç[C»¼£ ½ücÅ0H e3-S １６００～
0A--T
积区的太碌、百花林场一带，多见于海拔

种仁可食，多食有毒，亦可药用，有润肺益气，定
$7He]H7H] H¡
喘、利尿等效。叶和树皮可作农药。
¢£¤¥¦§3 nx2¨7©ª3

２５００
9CÞ&X¾°cÚV
1.--米的坡下或沟谷杂木林中。
+,-./ 珍贵树种。学名
!«2$V &¬Ｌａｒｉｘ
+*7"3'$*6<P:69
日本落叶松
ｋａｅｍｐｆｅ－

#$珍贵树种。学名
!«2$3 &¬
2&3"4&56#57&#'867#"4"9
漆树
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Ｖｅｒｎｉｃｉ－

7"¿+*<(67>ÀO*77"676HÁ# H ¯ n Á Ä H Â ú Ã Ä H
ｒｉ（Ｌａｍｂｅｒｔ）Ｃａｒｒｉｅｒｅ，松科，落叶松属，原产日本，

ｆｌｕｕｍ（Ｓｔｏｋｅｓ）。落叶乔木，高可达
9±²H³´
:);;<=>&$6?®3 ¯n4°H678 1-２０米左右，胸径
µ9HQ¶·¸¹º]OPH»¼Q A--B0C-８０@-厘米，在我国各省均有分布，主要在
６００￣１７００
9T½H¾¿ÀÁV Â2QWX»¼OPQ`ab
米之间，生长良好。漆树在天水主要分布在小陇山
林区和部分县属国有林场，面积
c[xÃOZÄ·]cÅHÆÇ６２４
A1, 公顷，是天水
ÈÉH@WX

１９０９年前后引入山东，１９８５年小陇山林业实验总
0M-M ÑÅn[9bH0M@. Ñ`abcÆYZÇ
ÈÉÊË[9WXHÌc 1- eÍÎV
Ä¯nÏn
厂从辽宁引入天水，造林２０
多万亩。属落叶针叶
L- 9Hg¨ÐÑâìHs¯H
4°H6{ ３０米，干皮暗褪色纵裂，鳞片状剥落，
乔木，高达

大叶漆，牛皮大叶。为高大乔木，成年树高
１０米以
ÎnÂHÏ¨ÌnV K6Ì4°HÐÑ26 09Ò
上，树冠圆形，冠围５×５米，１０年生树基围
４５￣６５
ÓH2ÔÕjHÔÖ .D. 9H0- Ñ¾2×Ö ,.BA.
µ9H³Ö ,-BAµ9V OØÙHÚÛ»ØÜ
厘米，胸围
４０￣６０厘米。分枝性强，中心主枝不明
»gÌOØßÆàáâHã
ÝHØÞ6 1B1E.
显，枝下高
２￣２．５ 9V
米。主干及大分枝表面呈灰色，幼
2»gáäâH¨ådÎ£æ2çè¿Hé¨åê
树主干灰白色，皮孔较大、随树龄增长，自皮孔处

ÿHYqrV
月，果实秋季。

Ò|·âH¤ÓjHØ¬ÔH]¿Ø£¦ØTOH
东芽紫褐色，近球形，枝平展，有长枝、短枝之分，
Y»¼CÊË2$V WXÂ2eKÌnÂ2HÍ¬ 长枝上叶螺旋状散生，短枝上叶簇生，花期
¿ØÓnÕÖ×¾H¦ØÓnØ¾HüA ,B.
市主要的经济树种。天水漆树多为大叶漆树，别名
４￣５ Ù
个

ëAìíîHîïðâV WXÂñlÂòQ
出现纵向裂纹，裂纹棕红色。天水漆及精美漆器在
·óô]õöH@÷øCëùúûV
国内外享有盛誉，是传统的出口产品。
%&花卉名，学名
üý¬H&¬
F&?*'
4G"#6#?"?'Ｊａｃｑ，又名
H*4IHþ¬
月季
Ｒｏｓ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ÿÿð£¿müHK!"#!"Ä$%Hup&'
月月红、长春花，为蔷薇科蔷薇属植物，常绿或半
¿pHÿrüâ()Hü*e+Hû$,eH,
长绿，月季花色艳丽，花型多姿，品种繁多，易繁

日!"#$%
本落叶松
01树种，又名洋槐，学名
2$Hþ¬ÚÛH&¬ F&("#"*'P?6;5&*4*4"*'
刺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殖，管理粗放，是庭院、园林中常见的花卉品种。在
-H./01H@vw£2cÚu3Cüýû$V Q
我国有
世纪传入欧洲，被英
¶·]２０００多年栽培史，１８
1--- eÑ456H0@ 78÷9:;H
I<
国奉为国花。天水市
·=K·üV WXY ５县２
. Z 1区有广泛分布，由于花
[]>?OPH@-ü

+"##V Üjü#HÂ¾-Ýl;H0@@C Ñ[9Ú·H
Ｌｉｎｎ。蝶形花科，原生于北美洲，１８８７年引入中国，
0M10
Ñ[9WXYHIVÞßÙH¾¿àHáÐ
１９２１年引入天水市，因其适应性强，生长快，已成

期长，花色品种多，花型美丽多姿，生命力旺盛，对
A¿Hüâû$eHü*l)e+H¾BCDõHE
FG H¦IJ¼KL£ 45./¦kMN
土壤气候等因素要求不严、易栽培管理等优点而
OPQYRSCTUV VÚWXYWXYZÿr
深受全市人民的喜爱。其中天水市甘谷实验月季

种。２０１０年面积已达
$V 1-0- ÑÆÇá{ ５１万亩，占人工林保存面积
.0 ÍÎHéRcBÆÇ

2[\£5]Cÿrû$eH|k^_H`aQ·
园引进、培育的月季品种多，质优价廉，远销全国

各地，并多次在全国性花卉比赛中获奖。
¸bHcedQQ·üýefÚghV
'($珍贵树种。学名
!«2$V &¬
26>7*46#>7&#'?"#6#?6'
水青树
Ｔｅｔｒａｃｅｎｔｒｏｎ
ｓｉｎｅｎｓｅ
J)"KV Ä°i#4°Hjky8lmnopÞqC
Ｏｌｉｖ。属木兰科乔木，系第四纪冰川后遗留下来的

为营造水土保持林
、薪炭林、生态林建设的主要树
KâÌXFãäc£åæc£¾çcèC»¼2
C A,EC1UV
的６４．７２？？

油松
2/树种，别名红皮松、短叶松，学名
2$HÍ¬ð¨Á£¦nÁH&¬ Ｐｉｎｕｓ
V"#;?'
>*(;)*6:&7<"?'O*77HKÁ#ÁÄÏnup4°H6{
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
Ｃａｒｒ，为松科松属针叶常绿乔木，高达
L- 9H³´7{ 0 9HêëìCÙHíjî{H2+
３０米，胸径可达１米，抗寒能力强，根系发达，树姿
<HØn,ïH]ÀÁCãðXFxlMñòC
雄伟，枝叶繁茂，有良好的保持水土和美化环境的
óìHWXôÁÆÇá{ １２
01 ÍeÎHsõ°öÇ
功能，天水油松面积已达
万多亩，活立木蓄积

＂活化石＂，属国家一类珍贵树种，在科研及教学上
r
sMNtHÄ·u0G!«2$HQ#vw&Ó １５．３
0.EL 万立方米。
Íõ÷9V
1- 9HoØ|ðâH`Ø
]Vx¼yzV 267{２０米，嫩枝紫红色，小枝
345珍贵树种。学名
!« 2$V &Ｃｏ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
¬O&PG*)&>*3;?'ｆｏｒｔ－
:&7>9
有其重要意义。树高可达
三尖杉
细长下垂，树皮灰白色，老时片状剥落。穗状花序
}¿Þ~H2¨áäâHF¯V ü ｕｎｅｉ
;#6"'W&&$67V
Äøù#H jEF«njCÏn2V
Ｈｏｏｋｅｒ。属粗榧科，系古老扁叶形的针叶树。
细长达
２￣３毫米。花期
６￣７
}¿{１５厘米，种子线形，长
0. µ9H$ jH¿ 1BL
9V üA ABC

Ä·u¢úã2$V QWXb[ûÃüb
属国家二级保护树种。在天水地区南部低山坡及

ÿHA @BM
WXYCX2»¼OP-Ç
月，果期
８￣９ ÿV
月。天水市的水青树主要分布于麦积

河岸常见，喜温暖湿润气候。在石灰岩山地，通常
ýþu3HTÿ! HV QNá"bbH#u
散生，不能成纯林。常具主干，树皮红褐色，片裂而
×¾HìÐ$cV uº»gH2¨ð·âHN
光滑，大片剥落后呈现灰白色的内皮。雌雄异株，
%HÎ¯nàAáäâC¨V §<=>H

区东岔乡及党川乡黄家坪—带，多生长于海拔１４００～
[tu0He¾¿-S 0,--N
9CbxbÚHeV
1,--米的阴湿山坡和山沟中，数量不多。
２４００
)*$珍贵树种。学名
!«2$V &¬Ｃｅｒｃｉ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ｊａｐｏｎ
O674"5"PGQ));<'R*P&# 花期
连香树
üA４￣５
,B. 期，果期９￣１０月。木材坚硬细致，富有弹
AHA MB0- ÿV °{&'}(H])
þ|n£bäHKä8 性。为扁担及小家具制作良材。种子含油
9"4;<'="6(E'6>'S;44V
V K«*`uº¸©À{V $ +ô L-UH
－ｉｃｕｍ
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又叫紫荆叶、山白果，为白垩纪
３０？？供

! !"# !－
－１２９

!"#$%
天水大辞典

制漆蜡，代油用，入药可润肺、止咳、消积；并有抗
!"#$%&'$()*+,-./-012345
癌、抗白血病作用。移植庭院可作观赏树种。
6-5789:'; <=>?*:@ABC;

ÜUY-Ejkn;
及四川、贵州等地。喜
l$mnop$qr
光，耐干旱瘠薄，通常

&'( )*+ ,- 珍贵树种。学名
DE BC ; F G Ｔａｘｕｓ
!"#$%& 生于石灰岩地。木材
isn; Æ
红豆杉（胭脂柏）
'()*+*%)%H,)-.+/I 0+(1$JKLMNOPBC;QR 坚硬，纹理直，结构
Çt$ uvw$ xy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Ｐｉｌｇｅｒ）Ｒｅｈｄ，是国家一类保护树种。红豆
SJTUVWXYZ[\]^_BC$ `ab] 细，可作建筑和器具
É$ *:ßà¢ÚÛ
杉是第四世纪冰川遗留下的古老树种，在恶劣的
cdef\$ gh]ijklm`nopqir
'Æ2 树皮为造宣纸
Bíz{|
气候条件下，顽强的生命力使之在地球上已生活
用材；
234 tuv;
Jwxnyz{|]}~DEB 的主要原料。该树在
]}~}~; B`
了s ２５０
多万年。是天水地区森林中的主要珍贵树
CmM$ ti{|;
i
种之一，多散生于阔叶杂木林中。喜生于山坡阴
wx{
y4T±
天水
林区有少量分
'(
青檀
-c+-]$`] 布。
²;
湿、空气凉润、雨量充沛的环境，在含石灰的土壤
pi; 
3 4 5树种。学名
B C ; FＸａｎｔｈｏｃｅｒａｓ
G F"*:(<'+/"%A
%</G)@<-)"A
上生长良好。不耐寒
文冠果
ｓｏｒｂｉｆｏｌｉａ
$  ¡¢
H$*.+$M:K$äÎ
Õ
×
Õ
×; 3æ
Ｂｕｎｇｅ，一作文官果，亦称＂崖木瓜＂＂木瓜＂。无患子
而耐阴，为亚热带和

£¤¡BC; ¥¦
温暖带树种。小陇山

ü; ý!; Ý¶
科。落叶乔木。高达
; Bí Ó;
８ I米。树皮灰褐色。

林区南部各林场海拔
5344 米左右山地均有
®¯n°4
１５００
{y§¨©{ª«¬

$¥
奇数羽状复叶，小
JK5J 9$


叶 ９～１９
枚，膜质
¿ À至
Ã
狭椭& 圆形
披
针
À$
'(4[*
形，边缘有尖锐锯
+; -0./
齿。春季花先叶开

±²; ³´µ¶$·e
分布。侧根发达，枝条

!"#
红豆杉

¸¹$ºµkh$59
繁茂，萌发力强，抗病
»¼; B½¾¿À$
虫害。树冠为卵圆形，
iÁÂ$ *rÃÄ
生长很慢，可活至千
vÅp; ÆÇÈÉ
年以上。木材坚实细

)*+
文冠果

Ê$ËÌ$ÍÎÏÐ; ÑÒQÓ$ÔÎÕÑÒ
密，不翘不裂，堪称佳品。胭脂红色，故称＂胭脂

$2a$0 3５
放，杂性株，花瓣
$ 7Ó$ ¿0
片，白色，圆锥花

Ö×; 'ØÙ-ÚÛÜÝÞßà$áâÆx
柏＂。用于工艺、器具及高级建筑，又因木材水湿不
; KÓ$Û$Ì/X$´$5nk
序。蒴果绿色，具厚壁，裂开为三瓣，根深，抗旱力
ã$äxØØå]Æ; Cæ&ç 647$è!
腐，亦为水工工程的良材。种子含油率
６０？？供制 较强。产于我国华北、陕西、甘肃、辽宁、内蒙古等
:h; hOKPQ-R-- -¡¢^k
éÜ+ê&$()4ëì-01:'$Bíî64
n$wx4±²; Cæ*£$ä*¤&$&Ý¶
地，天水有分布。种子可食，亦可榨油，含油高达
皂及润滑油，入药有驱蛔、消积作用，树皮对癌有
ï!:'$`ðñòó|ô4
Õ
õxöB×mÎ$*
3I7$è£'ÿ!¥é$0*@A$áJ¦§2
抑制作用，在民间传说中素有＂风水神树＂之称，可
５８？？供食用或制肥皂，花可观赏，又是良好蜜源；
'÷e-øe¢Cæ¸ù;
用压条、插条和种子繁殖。
./0珍贵树种。学名Ｅｕｐｔｅｌｅａ
DEBC; FG 8$9:+-+";&&9-+)<%9+/=$=&
领春木
ｐｌｅ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A !(<=%$
Ｈｏｏｋ．ｆ．ｅｔ
Ｔｈｏｍｓ，
úûBü; ýþ
昆栏树科。落叶灌
ÿ¥!$Bí
木或小乔木，树皮

ÆÇt$*!LÛ¢¨Û;
木材坚硬，可制家具和农具。
67树种。学名
BC; FG
0<G)*)"A9%+$1<"'"')"AL)**$
国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Ｌｉｎｎ，
Rü$ý!; ·Ó; $¥¾À
豆科，落叶乔木。枝绿色。奇数羽状复叶，小叶卵形
至卵状披针叶。夏季开花，蝶形花冠，黄白色，圆锥
Ã¾; ©/0$ªÀ0½$«7Ó$¿

花序。苹果圆柱形，肉质，不裂，在种子间显著收缩
0; ¬K¿À$®$Ì$`Cæñ¯°±²

成念珠状。分布于我国各地，喜光，木材坚硬，有弹
"#ÿ$Ó; 
@³´; ±²OK©n$ l$ÆÇt$4µ
紫黑或棕灰色。叶
性，供造船、车辆、器具和雕刻等用；果实、花蕾可
%i$¾Àÿ&¿
2$èz¶-·¸-ÚÛ¢¹ºk'2KÈ-0»*
互生，卵形或椭圆
À$ '(Û)*
形，边缘具疏锯
+; ,-./
齿。早春先叶开
0$012$30
花，花两性，无花
$%&
领春木
4 $6B5C 5 6 i 2
被，６￣１２朵簇生；
78６￣１２
6B5C 枚，花药较花丝长，药隔顶端延长成附
9$0):0;$)<=>?@A
雄蕊

入药，花蕾称＂槐花＂或＂槐米＂。功能凉血、止血，主
Õ
¼0×ÿ
Õ
¼×; ½¾8-.8$}
()$0»Î
治肠风、痔血、便血等；果实称＂槐实＂＂槐角＂，功能
¿Àõ-Á8-Â8k2KÈÎ
Õ
¼È×
Õ
¼Ã×$½¾
与花相同，根皮煎汁可制烫伤，花可作黄色染料，
Ä0Å`$´íÆÇ*!ÈÉ$0*:«ÓÊ~$
为主要的绿化行道树，在天水市广泛分布。生于山
}~]ËÌÍB$`wxSeÎ±²; i
LM¢N'{|; 'Cæ¸ù; }~±²
坡沟谷和溪边杂木林中。用种子繁殖。主要分布于

BC2Dí 6B5C
9$Ei$æFGH$4I$JK; 我国华北至西南部，供观赏。
OKPQÃR§¨$è@A;
属物；心皮６￣１２
枚，离生，子房歪斜，有长柄，翅果。
! " 8 9 果树品种。板栗学名
K B Ð C ; Ï Ð F G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M"%:"*+"A
iLM¢N'{|; 'Cæ¸ù; }~
生于山坡沟谷和溪边杂木林中。用种子繁殖。主要
天水板栗
=<--)%%)="A
H-$=+$]ÑüÐB$J|KÒÓÔ
±²OKPQÃR§¨$è@A;
¥¦{y©
分布于我国华北至西南部，供观赏。小陇山林区各 ｍｏｌｉｓｓｉｍａ Ｂｌｕｍｅ，为山毛榉科栗属，是中国栽培最
,]KBmM$ Õ4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年的栽培历史。
C444NO444 v]ÒÓÖ×;
{ª°4±²$wxS4T±²;
林场均有分布，天水市有少量分布。
早的果树之一，约有

青檀
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 ｏｗｉｉ 中国板栗品种大体可分北方栗和南方栗两大类∶
|KÏÐÐCYØ*±QÙÐ¢§ÙÐ1YNÚ
12珍贵树种。学名
DEBC; FG
,:+/<'+-:)%&:":"/)*&<D))&
E"#)=$Uü; ý!$¾À$VWXYZ$'(
QÙÐÇK¥$K®Û2$ÜÝ£$°G]ÐC
Ｍａｘｉｍ，榆科。落叶乔木，叶卵形，基出三大脉，边缘
北方栗坚果小，果肉糯性，适于炒食，著名的品种
有锐锯齿，两面无毛，或下面脉腋有簇毛。早春开
有明栗，尖顶油栗、明栋栗。板栗叶披针形或长圆
4ÞÐ-=&Ð-ÞßÐ; ÏÐÀÿ¿
4[*+$1\3]$ÿ\\Z^46]; ,-/
花，雌雄同株，雌花单生于叶腋，果实周围有广翅，
形，叶缘有锯齿。花单性，雌雄同株；雄花为花序，
0$_7`a$_0bi^$KÈcd4eJ$
À$(4*+; 0b2$_7`a2700$
具细长柄，悬垂。产于我国华北、华东、华南、西北
成熟后总苞裂开，栗果脱落。坚果紫褐色茸毛，或
@àáâãÌ/$ÐKäý; ÇK" Óå]$ÿ
ÛÉI$fg; hOKPQ-Pi-P§-RQ
!"# !
－! １３０－

6 7
农业

近光滑，果肉淡黄。
M EQ ÞEMª.u
!"#$%&'() 的川台地区，但以北道区的甘泉、街子两乡最为集

果实含淀粉、蛋白
%*+,-. /0
1. 234567
质、脂肪
及多种维
89.:;1) <=
生素、矿物质。天水
>?@ABCDE
市板栗主要分布区
FGHIEJKL
域是麦积区和秦州
!"#$
天水板栗

区的林缘区。１９８９
EMNOE) !"#"

中，故而得名。该品种具有
TQË) ;Z6５００
'%% 多年的栽培历史，
5PMÇÈQ
其中百年以上的大树仍有近
àTPiMh!２０００
$%%%余株，在甘泉乡
Qgª
白石村还有２５０年以上的老树，生长旺盛，枝繁叶
0þ7 $'% PiMahQ8aQKT
茂果多。甘泉大棱柿果实四棱形，纵径６厘米，中
~5) ª~*¬Q *  QT
大，平均单果重
Q¡¢Ð~Ñ１６７克，大者
!*+ ÒQ£１９５
!"' 克，果皮细腻，浅
ÒQ~¤¥¦Ql
§¨XQý©Qª«ý¬[Q®¯&°±Q~
橙红色，纵沟深，十字沟纹较明显，缢痕肉瘤状，果

年，天水市林果服务
PQ<=>N%RS

²³¡´µQ~¶·) ¸¹Q´´¨Qºn!»
顶窄平微凹，果肩棱突。蒂痤大，微微红，萼片近肾

中心引进板栗优良品种，主要开展了对野生板栗
TUVW?@XYZ6Q AB[\]^_8`@

形，中间极度捏合状，基部稍重叠。果肉黄白．无褐
¬QT¼°½¾±Q¿ÀÁÑÂ) ~&(0QÍÃ
斑，髓大，质脆，含粒量
１９．４？？浆液特多。不耐贮
ÊËÌ
ÄQÅQ1uQÆÇx !",&.QÈÉ®5)
存，自然脱涩软化需
天左右。该品种抗逆性强，
ÍQDÎÎÏÐ¥Ñ １３
!) <ÒÓ)
;Z6ÔÕÖQ

4aZ6MbcdXefQ g_8`@hijc
及老品种的高接换优工作，在野生板栗树上嫁接

换种成功，并成片发展。截至
d6klQmkno\) pq ２０１０年底，总面积为
$%!% PrQstIu
&'&( vQswx )*(' yQsz{１５７．８
('+,- 万元。
|})
４５４１亩，总产量３６１５吨，总产值

天水毛栗
!"#$ 果树品种。属野板栗，生长于天水
~hZ6) _`@Q8<=
市温度较高、湿度较大、具有酸性土壤的小陇山林
>b. .MN

耐瘠薄，平地
、山地均可，对土壤的酸碱度要求不
Ë×ØQ¡.¢ÙQ^MÙBÚÊ
严，丰产。１１
月上旬果实成熟，树势强健，萌芽力和
ÛQÜz) !! _i`~*kdQh<ÖÝQÞßàJ

区和林缘区，麦积区东岔镇有大量野生毛栗分布。
EJNOE$HIEx_8@CD)

kKàÖQ~*5á8ghBTÀ) Z1i,QÜ
成枝力强，果实多着生在树冠中部。品质上等，丰
产，宜鲜食和制饼。甘泉大棱柿软柿甜软如蜜，硬
zQâãmJäå) ªÐ×ÐæçQè

据专家考证，天水是中国板栗的原产地之一，天水
$<=GT?@Mz$<=

uËª×éÚQÄêëìMíî)
柿脆而甘甜爽口，备受人们的青睐。

毛栗与产于河北省迁西、遵化
、唐山一带的＂天津
!"-01 大樱桃学名甜桃（Ｐｒｕｎｕｓ
ïðñ×ð ö/012134 567184
@z ¡¢£.¤¥.¦§M
¨<©
天水大樱桃
ａｖｉｕｍ
甘栗＂形态特征极为相似，相传是秦始皇修万里长
9722ùQòóô×ïð.£õïð,Qö÷*
ª@«¬®¯°u±²$±³GK´µ¶|· Ｌｉｎｎ），又名欧洲甜樱桃、西洋樱桃等，属蔷薇科李
ïðøQ zóôJøô£ÀQ(" 世纪
ùú +:
７０
¸¹$º»¯¼M<=.½¾§M¿À§Áfu
城时，由被征用的天水
、宝鸡—带的民夫带去作为 属樱桃亚属，原产于欧洲和亚洲西部，１９
屯军备荒粮栽培选育而形成。当地并无天然板栗
ÂÃÄÅÆÇÈÉÊË¬k) ÌmÍ<Î?@

Pä[´ºûüJ³ýþÿ!³"#) <=>
年代开始由华侨和传教士先后传入我国。天水市

CD) @~*QÏÐ~Ñ ３．５
),' ÒQ%*ÓÔÕ
分布。毛栗果实小，一般单果重
克，果实香味浓
ÖQ×ØÙÚQuTÛ¹ÜÝZQºÔÞªßQà
郁，甜糯可口，为中秋时令佳品，由于味道甘美，其
áÔÍâãäQåæçèéQêc!~?@)
风味无法替代，价格一直看涨，已接近大果板栗。
%&'()* 杏树品种。天水市仁用杏栽
ëhZ6) <=>ì¼ëÇ
白玉扁仁用杏
ÈíîV6ïðñò) óôõö÷øõëù$z
培尚处于引种试验阶段。白玉扁（柏峪扁杏），原产

~h!５０
;: 年代末引进那翁
PäÿVW$%.W,Z6W&ï
果树所于
、大紫等品种进行试
Ç"#Q'(V)ëìMÑ*)
("-"+("";年，
PQ
栽观察，但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１９８９—１９９５

天水市科委立项，
<=>,-.Q

展了＂杏品种引进观察试验＂课题研究，其中包括
\]
¨ëZ6VW"#ïð«$%&'QàT()

>~h!-/0
市果树所从辽宁大
,V
Z6
连1等地
引W进品种
<:
gQ[\]×
３０ 余个，开展了甜
ðV6
"#&
樱ï 桃引
种观察研

白玉扁杏、李光杏等仁用杏的引种试验。１９９０
年天
0ôõë.*+ë,ì¼ëMV6ïð) !""% P<

究，筛选出了红灯、
'Q2Ép]¨3.

水市果树所从省果树所引进白玉扁，１９９４
年通过
=>~h!-¡~h!VW0ôõQ!""& P./

4¨.5%.Ý¨,
巨红、那翁、佳红等

于北京门头沟柏峪村，８０
年代末，天水市果树所开
 úûüý÷øþQ-% PäÿQ<=>~h![

!"%&'
天水大樱桃

鉴定验收。目前，仁用杏已成为天水市退耕还林工
g6â<=ÇÈMX1.ÜzZ6QmgK¸E.
01ð2) 34Qì¼ëêku<=>567Ne ７ +个适宜天水栽培的优质、丰产品种，并在秦城区、
程中发展的经济果树之一。该品种树势中庸偏弱，
甘谷县、武山县和北道区推广。红灯是栽植中深受
ª7{.8{J ÞE9:) ¨3GÇ~T©ê
8To\M9:~h) ;Z6h<T=>?Q
树姿开张，树冠呈自然扁圆形，据引种试验，白玉
;<=>MZ6) ;Z6h<ÖÝQh@?[
h@[AQhBCDÎõE¬QV6ïðQ0ô 群众喜爱的品种之一。该品种树势强健，树姿半开
AQÇ@ ３年始果，易丰产。７年生树，在亩栽
< P´~QHÜz) + P8hQgvÇ &&
õëkFGHQI~JQKchLMPNFQLO 张，栽后
扁杏成花容易，结果早，枝接树第二年见花，第三
４４ 
株
M~AQ¡¢z
(",(公斤（最高
BCöb３０．７
<:,+ 公斤），折
BCùQD
１９．１
PP~) QRSTUtTVCWXQGàYZ6 的果园，平均株产
年挂果。新梢嫩叶背面叶脉呈紫色，是与其他品种
区别的显著标志。４
月初
EZM[\]^) &月开花，４
_[FQ& 月中旬盛花，７
_T`aFQ+ _b

¾vz８４０．４公斤。果实肾形，４
-&:,& BC) ~*»¬Q&月中旬盛花，５
_T`aFQ' _
合亩产
月

~*[´c(Q+ _T`kdQ ~*oÊe ９１天。
"! <)
果实开始变黄，７月中旬成熟，果实发育期
~*õfE¬Q~gQ~*rXuh(QijÍ
果实扁椭圆形，果个小，果实底色为灰黄，几乎无

_bkdQ~*oÊe <&
<) ~¤Õ¨XQE
底r６* 月初成熟，果实发育期
３４天。果皮浓红色，蜡
1FQãG+H)
~IJKQqE¬QLM
质厚，有鲜艳光泽。果柄粗短，核圆形较小，半离

彩色。果肉浅黄色，食用性极差，成熟时果实自然
kX) ~&l(XQm¼°nQkd¹~*DÎ

q)~&NFQ5OÐQÙmr "&,=.QÚÔ×Q
核。果肉肥厚，多汁较软，可食率
９４．２？？口味酸甜，

开裂，出核率
１８．８？？出仁率 )$,$*.QëìsE¬Q
３２．２６？？杏仁卵圆形，
[oQpqr !-,-.Qpìr

品质极佳。天水大樱桃个大色艳，味美芳香，营养
Z1°Ý) <=ïðgXGQÔßPÓQQR

乳，白色，甜脆、饱满，略苦，是杏仁优良品种。仁用
t0XQ×u.vwQxyQGëìXYZ6) ì¼

丰富，含有较高的蛋白质、游离氨基酸以及糖分、
ÜSQÆbM/01.TMU¿4VC.

杏主要分布于秦州区、麦积区和清水县。截至
２０１０ 钙、磷、铁、胡萝卜素、抗坏血酸和其他多种维生
W.X.Y.Z[\9.Ô]^JàY5678
ëABCDKLE.HIEJz={) pq $%!%
年底全市共栽植仁用杏
万
Pr|>}Ç~ì¼ë１．１
!,! 万亩，总产量
|vQ szx１．２
!,$ |
吨，总产值
yQsz{ ２．４万元。
$,& |})

素，还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其根、枝、叶、核鲜果皆
9Q7ÑBM_¼å{Qà`.K.T.qã~a

可入药，具有调中益脾、调节治血、去热以及促进血
Ù"_QbTcd.bef^.Ág4hW^

甘泉大棱柿
+,-./ 柿科柿属植物。是天水市的一
~;) G<=>M 红蛋白再生的作用。
¨/0i8Mf¼)
2345 珍稀动物。别名金鸡，国家二级重
jkl;) Zm¾QMnÑ
gXYZ6Q ABCDgFuTU
个优良乡土品种，主要分布在以溜河流域为中心
红腹锦鸡
!"! !－
－! １３１

!"#$%
天水大辞典

点保护动物。属于雉科，学名为
Ｃｈｒｙｓｏｌｏｐｈｕｓ
ó+Ô(°+c.¤E+u7
!"#$%& '()*+ ,-.
!"#$%&'&(")%* 会游泳，又善于爬树，成为食性广泛，胆大凶猛的
(+,-)%& /0123456789:;<=>?;@
¤?S& s3Gçó+²E+=U
ｐｉｃｔｕｓ。主要分布在天水市的麦积区
、张家川县、清 食肉类。常在林中往返游荡，生性凶猛，但一般不

水县、武山县、秦州区、甘谷县林区，现存
１５ JK
万多
5?;AB?;CD:;EF?G:+HI ./
只，是天水市珍贵动物优势种类之一。雄鸡全长约
L+M456NO$%PQRSTU& VWXYZ
１００
７０ [\&
厘米。雄鸡头顶具金黄色丝状
.01厘米，雌鸡约
[\+]WZ 21
VW^_`abcde

Ò&
伤人。

羽冠，后颈披肩橙棕色。上体除上背为深绿色外，
fg+hijklmc& nopnq.rsct+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Ø¡Þ !" #Ù² $
物。体形似猫，较大，四
%& ob<7+>u+Q
肢矫健，尾粗短，头部
、
R¢T+z£P+^i;
oq^ ¤m c±¥ m
体背毛粉棕色或灰棕
c+^¦P§+¨¦h
色，头骨短宽，鼻骨后
©ªKðn«¦h+
端略超出上颌骨后缘，

大都为金黄色，腰羽深红色，飞羽、尾羽黑褐色，布
uv.abc+wfrxc+yf;zf{|c+2
}~bc!& ox+f&
b
满桂黄色点斑。下体通红，羽缘散离。嘴角和脚黄

色。雌鸟上体棕褐，尾淡棕色，下体棕黄，均杂以黑
c& ]nom|+zmc+omb+{
色横斑。栖息于海拔
c& ( ６００～１８００米的多岩山坡，活
3114.511 \7KB+
动于竹灌丛地带，以蕨类
、麦叶、胡颓子、草籽、大
$(+S;8;;
¡;u

*+ 珍稀动物。学名
N½$%& ,-Ｌｙｎｘ
E$;F>ｌｙｎｘ，俗名猪利
'$;F+ -
猎猢
;C+'(×=
狲、马猪痢，属于国家

¢£.¤& 6月下旬进入繁殖期，筑巢于乔木树下
¥¦§¨©ª«+¬(®¯°
¬§®Su&
u¯à
豆等为食。３
颧弓
宽而强大。大齿发
±
²7³´µ+¶·¸¹
/78
º+b|
°®±X&
/0
或杂草丛生的低洼处，每窝产卵 ５￣９ 枚，淡黄褐 达而锋利。啥狲主要栖
99 天。
4&
c+»+¼¹«２２
色，无斑，孵卵期

#$
拾狗

息在森林灌丛地带。分布于海拔
５００￣４０００ \n
米以上
3}G& 12( /11GH111
大鲵
#& 珍稀动物。别名娃娃鱼、隐鲵，属于鲵
N½$%& ¾-¿¿À;ÁÂ+'(Â
|B²³´+|BµG:>sr& 
高山荒漠裸岩地带，以高山针叶林地区较常见。通
科，学名为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ｕｓ。大鲵是世界上现存
*+,-. Ａｎｄｒｉａｓ
:;<#+=%><=?+<+=;)%&
uÂMÃÄnHI
s¶·$+l4¸+îï$¹©+ó;
常单独活动，白天休息，晨昏活动频繁，善游泳、爬
树，常以野兔、鼠类、旱獭、麝、雉鸡类为食。３～４
月
Åu7ÆMÅN
°+sÙº;»S;¼½;¾;)WS.¤& 6IH ¥
最大的也是最珍
O7Ç$%& È
à+¿ÀÇn¥HI+¶Á¸ 9J6 Â+ÃÄ .9K./
贵的两栖动物。它
发情，妊娠两个月左右，每胎产２￣３仔，寿命
１２～１５
7ÉÊËÌÍÎ
的叫声很像幼儿

哭声，因此人们又
ÏÊ+ÐÑÒÓÔ
ÉÈ
Õ
¿¿ÀÖ+M
叫它＂娃娃鱼＂，是

!"
大鲵

×=ØS"#5
国家二类保护水
²Ù²$%+MÚ
生野生动物
，是农
Û
¸
Û
Ü

Ýc
业 产业化和特色

年，天敌为狼、雪豹等大型食肉动物，天水市麦积
Å+4Æ.Ç;È4£u8¤?$%+45689
区偶有发现，是国内动物园珍贵的观赏动物。
:ÉèàH+M×Ê$%3NO7/Ë$%&
',珍稀动物。学名
N½$%& ,:L)+'=>,"#$%=B-&%+金雕
Ａｑｕｉｌａ
ｃｈｒｙｓａｅｔｏｓ，俗名
ÌÍ;ÎlÍ;x^Í& '(×=U¡"#Ù²$
鹫雕、洁白雕、红头雕。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
%& V^_o|c+ h^Ïh«`Ð|cÑe
物。雄鸟头顶暗褐色，后头及后颌具赤褐色矛状
f+qÇÒo|c+`ÓcÔÕ& ]V
羽，背和两翅暗褐色，具紫色光泽。雌鸟和雄鸟极
;<+Ö×m|c+ {c+âiØÙ+V{& aÍ
相似，肛膜棕褐色，嘴黑色，基部钴蓝，爪黑。金雕

ÚÛÞ!ßàáR;Ù²$%âÐ"#áR&
K
农业重点开发品种
、野生动物基因保护品种。多栖
(5ãäå7@æ5çèÀ;
é£5²$%
MÍ'SçobÅu®7UR+ s
息于水流缓慢的清晰水中和有鱼、蟹等水生动物 是雕属鸟类中体形最大而凶猛的一种，通常栖息
7Bêã;ëìí& îïðH(5ñ+òóô
(|B Ú}G:+EÛ¶·$+Ü4±è
的山地溪流、乱石潭下。晨昏出现于水底，漫游猎
于高山草原和森林地区，性喜单独活动，雨天或有
¤Àé+õön÷ø¤Uùúûo;üS&
ýþ
Ý7@îyðB+ 3Þ4ß47çà±à
食鱼蟹，夜间上岸取食一些昆虫下体、蛙类。夏季 雾的清晨不飞出山，在晴天和阴天的中午或下午

开始繁殖，雌鲵排出一条透明的卵带，卵带一产
才飞出。金雕飞翔力强，飞翔迅速，喜欢扑食活鸟
ßÿ©ª+ ]Â!ðU"#$7¹+ ¹U¸
áyð& aÍyâUS+yâãä+Ûåæ¤
出，雄鲵便缠于体上，加以保护，直到２￣３
周小鲵 兽，食物大多为较大型的鸟和兽，主要扑食野兔、
ð+VÂ%&(on+'"#+() 9@6 *+Â
@+¤%uK.>u87@+/0æ¤Ùº;
卵出。主要分布在天水市麦积区的花庙河、观音河、
环雉，锦鸡、旱獭、鹿、麝及其幼仔。冬季食物缺乏
¹ð& /012345689:7,-.;/0.;
`)+çW;¼½;D;¾ÏhÍÂ& èþ¤%éê
长河
、冷水河、秦州区的李子园。
时在河谷平原地带扑食鸡、鸭、鹅、小猪、小羊
、小
Y.;15.;CD:723&
ë3.FìÚæ¤W;í;î;+ï;+ð;+
'() 珍稀动物。别名豹子、银豹子、文豹，
N½$%& ¾-4;54;64+ 狗等，在天水市有少量分布。
ñ£+3456èòó12&
金钱豹
猫科，学名
7*+,-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ｐａｒｄｕｓ。体型与虎相似，但较
A=;-"B#=>(=#<)%& o89:;<+=>

-.珍稀动物。学名
N½$%& ,:,,+(+-B#>MB;-+'+%+苍鹰
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
ｇｅｎｔｉｌｉｓ，俗名

++.uç8¤?@S& /0123@5?7BA
小，为大中型食肉兽类。主要分布在清水县的山门
<=>?7BB;CDG:& VEoÞ ７５
2/ FG
和张家川县的关山、马鹿林区。雄性体重
公斤
HI+]EoÞ
//
FGHI+JoXY
.C3D9
\+
左右，雌性体重 ５５公斤左右，身体全长 １．６￣２米，

黄鹰、鹞鹰
、鸡鹰，雄鸟前额、后颈黑褐色，上体两
bô;õô;Wô+Vö÷;hi{|c+noÇ

尾长超过体长之半。头圆、耳短、四肢强健有力，爪
zYKLoYTM& ^N;OP;QRSTèU+V
锐利，伸缩性强。全身颜色鲜亮，毛色棕黄，遍布黑
WX+YZES& XJ[c\]+^cmb+_2{

\Tö7µùúûGç+µG>K+
米之间的针叶和阔叶混交林中，以针叶林带较多，
晨昏皆站在高树枝丫上，叫声尖锐凄厉而洪亮，白
îïüý3|°þÿn+ÉÊ!W"#®$]+l

色斑点和环纹，形成古钱状斑纹，故称之为＂金钱
Õae
c!`a+bcdeea+fgT.

4$& 456AB?127øô.%&R
天活动。天水市武山县分布的苍鹰为普通亚种

豹＂。其背部颜色较深，腹部为乳白色。还有—种黑
4Ö& hqi[c>r+ji.klc& mèUR{
化型个体，通体暗黑褐，细观仍见圆形斑，常被称
Ü8no+oo{|+p/qrNb+stg
为墨豹。栖息环境多种多样，从低山丘陵至高山森
.u4& `vKRKw+x³Byz{|B}

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
ｓｃｈｖｅｄｏｗｉ（Ｍｅｎｚｂｉｅｒ），数量稀少，
:,,+(+-B#Oｇｅｎｔｉｌｉｓ
MB;-+'+%> %,"?B<&P+
'QB;RS+B#(+ ) ó ½ ò +
以蝗虫鼠类为食物。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û»S.¤%& ×=Ø¡"#Ù²$%&

林、灌丛均有分布，有隐蔽性强的固定巢穴。金钱
G;è12+èÁ~ES7& ae

俗名马鸡、角鸡、松鸡，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
-CW;W;+W+'(×=Ø¡"#Ù²$
物。雄鸟额、头顶和枕密布黑绒羽，头侧绯红色；
%& V÷;^_,-2{.f+^/0xc1

豹体能极强，视觉和嗅觉灵敏异常，性情机警，既
4oS+  s+E+

Òo|+ªø¥c+]o8u(V+fc;
翅暗褐，略带苍灰色，雌鸟体型大于雄鸟，羽色相
<+
.}GS+ s¶·$3 .211N6.00
似，为森林鸟类，常单独活动在海拔
１７００～３１００

/01珍稀动物。学名
N½$%&,!#&%%&(-+'&;>=)#+-)T+
蓝马鸡
Ｃｒｏｓｓｏｐｔｉｌｏｎ
ａｕｒｉｔｕｍ，

!"# !
－! １３２－

,
农+ 业

B9duvxyHz{|opÛVＣｅｒｖｕｓ
!"#$%&'(&)*+
96.:0/16;7<30/1
颌、喉白色，簇状，耳羽突
马鹿在天水分布的主要为甘肃亚种
ｅｌａｐｈｕｓ

Ｐｏｃｏｃｋ，采食植物种类很多，性机警，善
!" #$"
0 & (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
, - .３０～
>78/068/4/1?@A@A>&q©VMrs&tu&v
出头后
４０ /
厘米，状
于奔跑，行动谨慎小心，听觉和嗅觉比较发达，视
12&34256 78*
wx&y z{@|&}~ä~?&
似角，故称角鸡。雌鸟羽
9:;8<1&=>?;
毛与雄鸟相似，体形较雄

%&'
蓝马鸡

角稍钝。豹
26 、狼为其天敌，熊、推猪、香鼬和大型猛
¯|Ou¢&®¯¯£äÅW

8@6 AB5CDEFG 兽也危害其幼仔。
?O6
鸟小。蓝马鸡是高寒山地
林麝
Ｍｏｓｃｈｕｓ
ｂｅｒｅｚｏｒｖｓｋｉｉ
HIJKL8MNOPQ
%&珍稀动物。学名
§¨ ©6 ª«
B@/A30/156.6C@.:/>441
的森林灌丛鸟类，其生活
环境有四种类型（１）云杉
RSTUVMWX%YZ[ Ｆｌｅｒｏｒ，俗名麝、香獐、山驴子，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
D;6.@.&¬«¯¯F²&´µ¶·¸¹º
林；（２）山杨桦木混交林，
J\]&^F_`abcJN
P ©6 J&7Á@&)LH&
生动物。林麝犬齿发达，雌麝犬齿短小，耳长直立，

在海拔
米；
&"""'!("" 0
\
d e f ２０００￣３６００
（３）杜鹃，山柳或金露梅灌丛，海拔
３３００～４０００
X!^ ghN FijklmKLN ef !!"")$"""
米；（４）小蒿草，垂穗披碱草高山草甸，海拔
３２００～
0\X$^@noNpqrsoDFotNef !&""*
３６００米。天水市分布主要为前两种类型。蓝马鸡非
!("" 06uvwxyz{|}~VMW6AB5
Q xG&
繁殖期结群活动，繁殖期配对分散各地，属于植食
8M$+,月发情，雄鸟争夺雌鸟时常格斗得头
;878性鸟类，４￣５
破血流，雄鸟在求偶时发出高亢的叫声，蓝鸟鸡的
;8d,DH ¡NA85H
u¢C£"!"¤¥¦
天敌是鼬、焉、雕等。

黑熊
Ｖｒｓｕｓ
ｔｈｉｂｅ ｔａｎｕｓ，俗名
!"珍稀动物。学名
§¨ ©¦ ª«
-./0/12345612780/N¬«

UË&;½T&M=9%N
四肢细长，雄麝腹部有麝香腺囊，通体毛色呈橄榄
P&0B%&) °%j°P%&)Æ$
褐，并杂以橘红色泽，耳背黑色或黑褐色，耳内白
%&Õ[def E""F&=""
色，栖息在海拔
８００～２９００ s0HÜÝJ¯ÜÝb
多米的针叶林、针叶混

交林、阔叶林及灌丛地带，栖息地固定，有季节性
cJ¯¿ÝJÞKLG¡&Õ[Gæç&Tðñ
¢£&~¤¥&¦§¨&©ª«¯Å¬äÅ&z
胆怯，嗅觉灵敏，喜凉爽，怕日晒、大雨和大风，主
{B©Ý¯®¯¯¯°±ä²M|6 Cz{HT
要以植物叶、茎、花、果实和菌类为食。是主要的有

经济价值的动物，麝香有较高的药用价值。
³$%&H ©&T?DH/*%&6
鬣羚
Ｃａｐｒｉｃｏｒｎｉｓｓｕｍａｔｒａｅｎｓｉｓ，
'(珍稀动物。学名
§¨ ©6ª«
97<.4A@.84/1/0G72.768/4/&
俗名苏门羚、明鬣羊、林中羊、四不像，为中大型牛
¬«´µ¶¯Ó·¸¯Jà¸¯Uþ¹&|àÅWº

» ©6 ´µ¶·¸¹
科动物。国家二级保护
ºP ©6 Ç>1¸&¼
野生动物。外形似羊，略
)?ÅNÆÇÈ9NÉ@NÊÁNUË»¼N9%Ì 比青羊大，耳似驴，自角
½¸Å&)1&¾2
耳较大，内外具毛，眼小，尾短，四肢粗壮，毛色漆

®¯°±²"³²N´µ¶·¸¹ºP
狗熊、黑瞎子、狗驼子，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

物。黑熊体形粗壮，头部宽阔，吻较短，鼻端裸出，
©¦ °®=>»¼N-½¾¿NÀ?ÁNÂÃÄ,N

°NÍ½TÎÏÐ$ÑNÒÓÔ6 °®|JÕ ©N
黑，胸部有一人字白斑，极明显。黑熊为林栖动物，

在西北地区主要分布在秦岭山区的亚高山针阔叶
dÖ×GØz{xydÙÚFØHÛDFÜ¿Ý
bcJÞßJàNáâãäÇNåæçèé
混交林及栎林中，除冬眠和繁殖期外，无固定居住

巢穴。黑熊终年活动在北方严寒季节，有冬眠习
êë6 °®ìíQ d×îïEðñN Tâãò

¿ À Á Â T １０
%" /
0H
基至颈背有
厘米的
鬃毛，故名明鬣羚。尾较
Ã9&3«Ó·¶6 Ê?
Á& UËÁ»& ÄÅT
短，四肢短粗，强健有
ö&
ÆdFÇÈÉÊ
力，适于在山崖乱石间

性。具游泳能力，可迅速游过山涧急流，一般不主
6 ÈóôõöN÷øùóúFûüNÎýþz

wxËk6 ÌÍ9¨]
奔跑跳跃。全身毛稀疏

动伤人。天水部分国营林场有分布，黑熊属于经济
ÿÏ6 uv½x´!J"Txy&°®#$

粗硬，头骨狭长，为典型
»Î&-ÏÐ&|ÑW

价值较大的动物，肉脂均能食用，熊掌为著名山
%&?ÅH ©& '()õ*& ®+|,«F
珍，熊胆为名贵中药。食性杂，常盗食蜂蜜，毁坏蜂
§&®-|«.à/6 0&123&452

HFGJÕ?M6 Õef %"""H$"""
0ÒÊH
的山地林栖兽类。栖于海拔
１０００～４０００米之间的
ÜÝJäÜ¿bcJjsÓÉH0KLG¡&
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或多岩石的杂灌丛地带，常

ê&jdF67806
巢，或在山下偷食玉米。

在陡峭的乱石山岩间蹿跳奔跑。每年繁殖一次，主
dÔÕHÈÉFÓÊÖËwx6 ×íÎØ&z

#$珍稀动物。学名
§¨ ©6 ª«
96.:0/16;7<30/&¬«
马鹿
Ｃｅｒｖｕｓ
ｅｌａｐｈｕｓ，俗名
o9¯$:9¯9²¯;9&dÖ×GØ9MàC=
草鹿、白臀鹿、鹿子、红鹿，在西北地区鹿类中是体
><Å=6 ´µ¶·¸¹ºP ©6 Îý>?d
形最大者。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一般成兽在

#$
脱玲

要天敌为豺、豹。流行性皮肤病对其危害严重，肉
{u¢|Ù¯ 6 yÚÛÜOïÝ&'
酥美，骨可入药。鬃羚为东南亚特产的古老动物，
Þß&Ï÷à/6 Ã¶|áâÛãäHåæ ©&

÷ç»ªèéä ©êZë6
可供科学研究和动物园展览。
&," @ABC&:½:D½EF¥D&GHIJ
２５０公斤以上，臀部与肩部几乎等高，站立时脊背
)* 珍稀动物。学名
§¨ ©6 ª«
972@<0G7126GG48A>44&
金猫
Ｃａｔｏｐｕｍａ
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ｉ，
KL6 M=9%NOP%&)¯J9QP%&)Æ$
平直。通体毛色呈淡褐色，耳、背毛深褐色，耳内白
ìí
î
\ïðî
ñïð6 òóô&'õ&ï»6 =
亦称＂原猫＂＂红春猫＂。哺乳纲，食肉目，猫科。体
%&:½TÎ?ÅHR$%ÅÑ6 ;9T2&Îý
色，臀部有一较大的污白色大斑。雄鹿有角，一般

 ８０～１００厘米，尾长
E"I%"" /0&Ê $"J,"
/0&=Ý %"K%,
长
４０～５０厘米，体重
１０￣１５

x| ( S&TUB9T = SV %" S&2W)XÆ
öA&-½:÷ïÒ<1&~ÉÊT~ø$ù&ú
分为６叉，少数马鹿有９叉到１０叉，角尖均向内
公斤，头部与豹猫极相似，两眼间有两条白纹，额
CYZ6
79å26
½TÈ°ûHü%ýù&þYÀ-.&)Áÿ&)
上伸展。雌鹿无角。 部有具黑边的灰色纵纹，延伸至头后，耳短圆，耳
DFI
B 9 Õ [于高山
Âå$Ñ6 Í
马鹿栖息
森 背无白斑。身
J¯o\Þ¨]HK
=9%!"s
林、草原及稀疏的灌 体毛色变化多
Lot¯o\jÅ^ 样，大部分灰
#& Å½xü
丛草甸、草原或大面
_bcJ&âð`a
j$
积混交林，冬季迁往 棕$色% 或
棕i
黄
FbjXcHGî& 色，有的杂有
%& TH0T
山谷或向阳的地方，

&(
马鹿

d ð d I J e f j 大量黑色。栖
Å%°%6 Õ
夏季在森林阴坡或
高山，早晨和黄昏活
DF&ghäijQ 息森林中，夜
[IJà&&
k& àlmGn[6 间活动，善爬
ÊQ & v'
跃，中午卧地休息。

!"" !－
－! １３３

!"
金猫

!"#$%
天水大辞典

树。扑食野兔、鼠类和鸟类。每胎两仔。分布于长
!" #$%&'()*+,- ./01- 2345
江中下游以南各地以及四川、云南、甘肃、西藏等
6789:;<=:>?@AB;ACDAEFG
地，天水有少量分布。
=HIJKLMNOP
斑羚
Ｎａｅｍｏｒｈｅｄｕｓ
ｇｏｒａｌ，亦
&'珍稀动物。学名
QRST- UV
!"#$%&'#()*+,%&"-WX
称青羊。哺乳纲，牛科。体长１～１．２米。形似家养
YZ[- \]^W_`P ab ./.01 cP defg

在秦岭山系山涧溪流中，属冷水性鱼类。２０
世纪
©uvhwhxyz7H æ{JË]¦P 1< |}
８０
E< 年代以前在天水市渭河流域各支流均有分布，
Í~:©IJªz<zKN3H
且数量较多。之后由于气候、人为等原因，大多支
w eMP 6Õ4¢öGHÿ
流中已经绝迹，只有极少数支流的林缘区偶有发
z7óH KNLzÛÞ±KG
现。在麦积区东岔镇桃花沟、张家川县马鹿乡花园
P ©ÞàÁ¢f@´Á

山羊，但颌下无须，角小，黑色。角基生有轮纹。颈
h[Wij8klWmnHopP mqrKstP u
粗且短，毛松软而厚，冬毛灰黑色或深棕色，常栖
vwxHyz{|}H~yoppW
于山顶岩石间，善跳跃。冬季一般以灌木的幼枝和
4h W ~:*

村刘家湾河和武山县大南河上游龙台乡境内发现
f *¡hÿ;89¢£¤ãG
其存在，证明在天水市渭河流域各支流均分布有
¥¦©H §¨©IJªz<zN3K

一定数量细鳞鲑。为了保护和拯救国家珍贵水生
© eklfP ª§¨*«¬ fQJr

树木苔藓、地衣为食，十月交配，每产一仔。分布于
动物，天水市政府先后建立了张家川县省级秦岭
!A$WW.1 NO4
çTH IJª®¯°Õ±²ªf@³I´v
我国中部、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为二类保护动
细鳞鲑自然保护区、武山县秦岭细鳞鲑省级水产
 7¡¢E;£A;£*¤;£W¥¦§¨S
klfµ¶§¨Þ¢ ¡h´vklf³IJ
物，在天水市有分布，毛皮可做皮衣，肉可食。
种质资源保护区，并通过人工授精，繁殖孵化出秦
TW©IJªKNOW«¬®¬W¯$
·¸¹º§¨ÞH»¼½ö÷¾¿HùúÀÁÂu
梅花鹿
Ｃｅｒｖｕｓ
ｎｉｐｐｏｎ，哺乳 岭细鳞鲑鱼苗，人工养殖数量可达到
()*珍稀动物。学名
QRST UV
2#&3)*+4566%4W°]
1<<<< Æ"P
vklf]ÃHö÷gú eÄÅ ２００００余尾。
^W±²³W´µ ab .07
纲，偶蹄目，鹿科。体长
１．５c¶«p·¸¹pWK
米；毛色夏季栗红色，有
º»¼½W¾¿ÀÁWÂV¶ÃÄÅpW¼½ÆÇ
许多白斑，状如梅花，故名；冬季烟褐色，白斑不显
" 4
著，颈部有鬣毛。雄性第二年起生角，角每年增加
ÈWu£KÉy ÊËÌ¥ÍÎrmWmÏÍÐÑ

水 利

ÒWÓÔÕÖN?Ò×Ø Ù4ÚÛÜÝ
一叉，五岁后共分四叉而止。栖息于森林的丘陵地

!""56789: 机构名。前身为陇南
ÇÈVP ÉÊ;
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

区。每胎一仔，偶有两仔。分布于我国东北、华北、
ÞP Ï/1W±Kß1P N34 àá¢âá¢
内蒙古、华东、华南、四川、甘肃等地，天水有分布，
ãäå¢âà¢â;¢?@¢CDGWIJKNOW
æ¦§¨çTW¯$W¬èéWêë¢´/¢
属一类保护动物，肉可食，皮可制革，鹿茸、鹿胎、

水土保持实验区，是黄河水利委员会于民国三十
JË§ÌBÍÞH Î-JÏÐÑÒ4Ó Ô

´ì¢´í¢êî¢´ïGðñòWóôõö÷ø
鹿脯、鹿鞭、鹿肾、鹿骨等皆可入药，已开始人工驯

gWùúP
养，繁殖。

+,-珍稀动物。学名
QRçTP UV
85-)&)*9:)-,#4*W\]
小熊猫
Ａｉｌｕｒｕｓ
ｆｕｌｇｅｎｓ，哺乳
^W$¯³WûüµP
纲，食肉目，浣熊科。
aýþÿH b ;<=
体比猫大，长６０
￣
!cP "vHb
６５;7厘米。尾粗，长
><?>7
!cP #$H
４０～ ４５ 厘米。头圆，
?%vxP yp&£
四肢粗短。毛色上部
¹H8oÅ H'(
深红，下黑褐，耳边

!"#
小熊猫

ÍÕ.F>. ÍÖ. ©IJ±²7
Ì,JË§
年（１９４１年）１
月在天水建立的中国第一个水土保

持机构。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年），国民政府农林部
ÌÇÈP Ó ÔÍÕ.F>1 ÍÖH Ó®¯×Û£
©IJØ²IJJË§ÌBÍÞH YtÙÚZT
在天水成立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主要从事植物
ÛËÜÝÞH -ËÜÝßÞJËzàáâã
与土壤的调查，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规律研
ä:>JË§ÌåæBÍçèP BÍÞÞéê
究以及水土保持方法的实验示范。实验区区址设
©IJë;7hìàíHëîïfð¢ñ¥
在天水县城南中山公园东侧，城郊梁家坪、吕二沟
JË§ÌBÍÞP ©IJëî±²;h
为水土保持实验区域。在天水县城郊建立的南山
试验场，是全国最早的水土保持示范区。有员工
２８
òÍóHÎô õöJË§ÌçèÞP KÑ÷ 1E
人。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陇南水土保持实验区
öP Ó Ô?ÍÕ.F>7 ÍÖHÊ;JË§ÌBÍÞ
机构撤销，人员并入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１９４９
年
ÇÈ÷øHöÑ»ñIJJË§ÌBÍÞP .F>F Í

８E 月，更名为陇南人民农林实验区，隶属兰州行署
HùVÊ;öÓ×ÛBÍÞHúæûü`ý

（临时省政府）农林处领导。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实
Õþÿ³®¯Ö×Û!"#P 1< |}?ÓÍ~HB
¼pH )K¼½*P
白色，脸有白斑点。
验区技术人员在藉河两岸建起河北苗圃（面积
１５
ÍÞ$%öÑ©&ß'±ÎáÃ( Õ) .7
"K+ ,- ¼ . 
尾有九个黄白相间
亩）和河南苗圃（面积
亩），在试验区域内先后
*Ö*;Ã(Õ) ３０
A< *ÖH©òÍÞã°Õ
 / t H Â 01+ 2
的环纹，故称＂九节

狼＂。生活于１６００～３０００米之间的高山上，善于爬
34P r54 .;<<@A<<< c67h8H49
!P ::;¢<=;>¢=?¢@>¢AB$HC$
树。以根茎、箭竹茎叶、竹笋、嫩叶、果实为食，也食

ô+ª,-.÷/¢0)1znÞòÍ¢ÿ2!
开展了梯田沟恤工程、坡面径流小区试验
、大柳树
3456¢789·Û:;¢<=ß>Û¢?
沟综合治理、牧草引种与培育、刺槐沟壑造林、沙

nD*DEP FGHH·1H./ .BA 1H
小鸟和鸟卵。春季发情，夏季产仔，每胎１～３仔，
4 ?@¢B;¢EFà£HIJ±KN3H
产于我国四川、云南、西藏东部，天水偶有分布，为

棘人工栽培、柳篱挂淤、山地果园栽培等一批开创
@ö÷A:¢2BCD¢hAA:GEôF

¥I§¨çTP
二级保护动物。

我国最早的小流域综合治理，通过坡地保土耕作、
 õönz3456H¼½0§ËIJ¢

ËòÍãäG³P H7ÿ23456òÍÎ
性的试验研究项目。其中大柳沟综合治理试验是

#!. 珍稀动物。学名
QRçTP UV
2C,4)*9DC,4)*HD
大天鹅
Ｃｙｇｎｕｓ
ｃｙｇｎｕｓ，鸟

梯田沟恤
、刺槐护坡、土柳谷坊 、柳篱挂淤等措施，
,-.¢K=¨0¢Ë2LM¢2BCDGNOH

^HJµHIKæP ÊËab １．５米以上，雌性较小，
.07 c:8HLËMnH
纲，鸭科，天鹅属。雄性体长

探索出了农林牧与工程措施相结合，标本兼治的
PQÂª×Û7Û÷RNO.S4H TU[5
小流域综合治理成功经验，实现了＂泥不下山，水
WXY8hHJ
nz3456ØVÍHBª
不出沟＂的治理效果，开创了我国以小流域为单元
ZÂ456[AHôFª :nz\]

uNbP OyP¼pHQRopHQq-pHS4
颈极长。羽毛纯白色，嘴端黑色，嘴基黄色，群栖于

湖泊，沼泽地带。主食水生植物，兼食贝类和鱼虾。
TUHVWXP Y$JrZTH[$\¦*]^P
飞行快速而高。分布极广，冬季见于长江以南各
_`ab|7P N3NcH ~d4b6:;<
地，在天水有少量分布，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H©IJKLeN3H f¥I§¨%rçTP
/0123 珍稀动物。鲑形目，鲑科，别名
QRçTP fd³HfµHgV
秦岭细稣鲑

梅花鱼、金板鱼、闾花鱼
、细鳞鱼等，属国家二级保
f¥I§
ÀÁ]¢hi]¢jÁ]¢kl]GHæ
护动物，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主要分布
¨çTHmnño7 pqçT¹¬rsHYtN3

综合治理的典范。农林部专门委员，曾任实验区主
3456^èP ×Û£_`ÐÑHabBÍÞY

任的叶培忠选育出的杂交杨树和杂交牧草新品种
b>:cd;Âef!*e78gh·
被命名为＂叶氏白杨＂和＂叶氏狼尾草＂，＂叶氏杨＂
miVW>j¼f4*W>j3"84H
W>jf4
|} ８０
E< Í~k¦5ßlP
２０1<世纪
年代还存活两株。
!";"<= 政府工作部门。位于秦州区
®¯÷J£`P m4uüÞ
天水市水务局

!"# !－
－! １３４

7 8
农业

立天水市水土保持工作总站，为局属正科级全额
()*Q*zT{672 D?wË1ÌqÍ

公园路
!"# ６１号。１９５０年成立天水专员公署建设科，
!" $% "#$% &'()*+,-./012
主管水利工作。１９５６年
9:()*+,-.;
34*5678 "#&! & '１月成立天水专员公署农
林水利组，同年６月成立水利局；１２月又恢复为天
<*5=2>& ! 9:(*5?@"( 9ABCD)
水专员公署农林水利组。１９５８年７月与林业局合
*+,-.;<*5=8 )#&* & + 9E<F?G
并为天水专员公署农业局；１９６２年６月改为天水
HD)*+,-.;F?@)#!( & ! 9ID)*
专员公署林业水利局；１９７０年
+,-.<F*5J@)#+, & #９月成立天水地区
9:()*KL
*5MNJ@)#*- & )%
9IO)*KL*MP@
水利电力局；１９８３年
１０月改称天水地区水电处；

拨款事业单位；１９９８年
)( 月部分人员搬迁至水利
9Ðc,ÑÒÓ*5
ÎÏdFxy@)##* &１２
局办公楼３楼；２００５年
?`-Ô - Ô@(%%& &１０月２１日，成立天水市水
)% 9 () ÉÂ:()*Q*
土保持局，为副县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２００９
年 (２
zT{?ÂDÕÖ±qÍÎÏdFxy@(%%# &
月，单位性质变更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
9Âxy×ØYD«¬-V,Ù4dFxyÂ
实有人员
Ú^c, ３２人。负责编制全市水土保持规划、年
-( c8 ¼¶ÛÜqQ*zT{ghb&
ÝihÛÜ@ÛÜÞßWbàáâãj0äå*z
度计划编制；编制审查中、小型开发建设项目水土

)#*& & # 9IO)*Q*5MN?% )#*+ & ( 9
１９８５年９月改称天水市水利电力局。１９８７年２月

T{æç@¼¶qQ*Trèéj0@*zT{
保持方案；负责全市水保监测网络建设；水土保持

资料统计；水土保持法律、法规与贯彻落实；组织
ê·i@*zT{ÙëbÙgEìíîÚï=ð
RSQ*M?2 :()*Q*5*TUVWX@
撤销市水电局，成立天水市水利水保服务中心；

１９９７年
)##+ &４月撤销天水市水利水保服务中心，成立
. 9RS)*Q*5*TUVWX2 :(
天水市水利局。２０１０年
)*Q*5?% (,), &７+ 月更名为天水市水务局，
9YZD)*Q*V?2

对全市水保建设项目进行督察
、验收；水土保持违
ñqQ*Tj0äåò¾sbÇó@*zT{ô
ÙçõßPöC÷678
法案件查处和复议工作。

内设机构有∶办公室、人事教育科、规划计划科
、建
[0\]^_`-abcdef1bghih1bj

天水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 天水市水务局
)*Q*V?

管科、水政科、抗旱防汛办公室、安全监督科。下设
41b*k1blmno`-abpqrs18 t0

¥¦8 §^¨6１６３
)!- 人，其中公务员及参照公
c2©W-V,ª«¬资供应站。共有职工

twdFxy8 yø)*Q*V?`-Ô ６楼。
! Ô8
下属的事业单位。位于天水市水务局办公楼
)#&! &
) 9)*+,-.;<*5=:
ÀÁD １９５６
前身为
年１月天水专员公署农林水利组成
立的工程科；１９７０
月，当时的天水地区水电局
(61@)#+%年
& ９# 9Âùú)*KL*M?
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勘测设计队，为全额拨款事业
ûüýþà=:(0ÿÂ DqÍÎÏdF
单位；１９８４年天水市农口部分单位作为机构改革
xyï)#*. &)*Q;!Ðxy7D\]Iû
试点单位，该院被列为事业性质差额拨款试点单
Æ"xyÂ #È$DdF×%ÍÎÏÆ"x
yï(%%(年
& ８* 9ÂYZD)*Q*5*M0i
位；２００２
月，更名为天水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人，其中
cÂ©W
Â&wø)*Q*5?8 #^¨6３０
院，隶属于天水市水利局。该院有职工
+F®¯c, (&
cÂ'¨6( *-0ï+F®
专业技术人员
２５人，占职工总数的
８３？？？业技
¯c,WÂ^°Ì6² ５人，工程师
& cÂ6² '&
cÂ)
术人员中，有高级工程师
１５人，助理
6²ö®¯, & c8 #[06b**
工程师和技术员５人。该院内设工程测量队、水文

V,4c,４８.*人，专业技术人员
c2+F®¯c,５９
&# 人（其中
c|©W
务员管理的人员
°±6²１４人，工程师
). c26²２３
(-人），其他岗位人员
c2©³´yc,
高级工程师
&!
c8
3µ¨¶_·¸4qQ*/¹ºW*b
５６ 人。主要职责∶统一管理全市水资源（含空中水、

Kßö***b*60ib*N\b
地质勘查队和水文水资源、水工设计、水力机械、
+w,]b6-./
åÀ0i0
金属结构
、工程造价等 #９uFVa8
个业务室。目前设计院拥
^1æ234
12*(345b34
12*!345
有南方测绘灵锐 Ｓ－８２ＲＴＫ、灵锐 Ｓ－８６ＲＴＫ Ì
测量级

地表水
、地下水）；负责全市水利建设工作，水土保
K»*bKt*@¼¶qQ*5j0672*zT
持工作，生态环境建设及抗旱防洪工作；负责全市
{672j0ªlmn½67@¼¶qQ

全球定位仪、宾得
全站仪等测量仪器和
q 5 6 y 7 b 8 9 Ｒ３２０
3-6% q
7:7;ö
ＨＰ１１００
彩色绘图仪、紫光
78))%% 彩色绘图仪、ＨＰ４３０
< = 2 > 7 b78.9% <
=2>7b ?@
３６００
扫描仪、ＣＡＮＯＮ５５０Ｄ、ＳＨＡＲＰ
ＡＲ－２５６一体
-!%% A
B 7 b:;<=<&&,>b17;38? ;32(&!
¸C
机等输入输出设备，有正版
成图软件以
\:DEDF0GÂ^ËH ＣＡＳＳ９．０
:;11#@% :>IõJ
ªKLMb6NO/+FIõöKP7;
及平差易
、工程之星等专业软件和地质探测仪器
/ÂcQ¸RMSÂ=j^[Ð?TèÂiU\V
等，人手一台电脑，组建有内部局域网，计算机出
>W )%%08
3µXYqQ*5*Mj0äå
图率
１００？？主要承担全市水利水电建设项目的
ghb|ßb0iöZ[6äå6\
规划、勘测（查）、设计和重点工程项目的施工指
þ678 ¼¶ÛÜ*5*Mj0äåj÷]Â^
导工作。负责编制水利水电建设项目建议书，可

９# 个直属事业单位∶天水市水土保持局（天水市水
uvwdFxy_)*Q*zT{?|)*Q*

土流失预防监督站、天水市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
z}~nrsb )*Q*zT{
测分站）、天水市水资源管理处（天水市节约用水
b)*Q*4P)*Q*
办公室、天水市水资源委员会水政水资源办公
`-ab )*Q*,*k*`室）、天水市水利工程管理总站、天水市水利工程
ab)*Q*564b)*Q*56
0ib)*Qlm67UV)*Q*M
勘测设计院、天水市抗旱工作服务队（天水市水电

工程机械施工队
、天水市防汛机动抢险队）、天水
6\6b)*Qno\b)*
Q*56 sb)*Q*k  b)
市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站、天水市水政监察大队、天
*Q;¡¢*pq4b )*Q;M;£¤
水市农村饮水安全管理总站、天水市农电农排物

*5¾Fpq¿67ª*k48
水利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及水政管理。

天 水湾 水 务

５资ｉ计ｉｎ译最ｒｉ子置ＴⅡ宣时

行性研究报告；承担全市水利水电工程初步设
¾×_`abï XYqQ*5*M6cd 0

计、施工图，水文地质勘测和工程测量工作及时
ib6>Â**Kö667ªú
性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工作。持有水利水电勘测
×®¯UVö®¯ef678 {^*5*M
（查）（乙级）、设计（乙级）、工程咨询（丙级）资质
|ß|gÌb0i|gÌb6ef|hÌ
i]8
证书。
!"#"$%&'(
天水市水务局办公楼
!"#"$%&' 天水市水务局下属的事
)*Q*V?twd
天水市水土保持局
) 9:()*+,-.
Fxy8 ÀÁD )#&!
业单位。前身为
１９５６ &
年１月成立的天水专员公署
;<*5=*T1Â)#!. &:(ÃÄÅ*zT{
农林水利组水保科，１９６４
年成立罗峪沟水土保持

试验站，１９６７年被撤销；１９８５年７月２０日恢复成
ÆÇ2)#!+ &ÈRS@)#*& & + 9 (% ÉÊC:

黄委会天水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
/01!""$%&23456 机构名。
\]Z8

又称黄河水土保持天水治理监督局。１９５１年５
AOjk*zT{)*lrs?8 )#&) & &月，
9Â
m1cn;<ÚÇLIZDo
m1cn;<ÚÇ
陇南人民农林实验区改名为＂陇南人民农林实验
pqÂrstu;<výþ8 )#&9 年
& A４ 9Awxj
场＂，归甘肃省农林厅领导。１９５３
月又移交黄
8IZD
o
m1*zT{67yz{8)#&! &
委会。改名为＂陇南水土保持工作推广站＂。１９５６
年

!"# !－
－! １３５

天水大辞典
!"#$%
７ !月，改名为＂天水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此后，多
!"#$%
&
'(()*+,-./012 3456
次更名，变更隶属关系。２０００
?5@A()*+,
78$598:;<=> "### 年，在原水土保持科
学试验站的基础上，成立了黄河水土保持天水治
-./0BCDE5 FGHIJ()K+'(L
理监督局。与黄委会天水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实
MNOP2 QIRS'(()K+,-./0T
行两块牌子一套人员管理。主要负责黄河上中游
UVWXYZ[\]^M> _`abIJEcd

３．８９８
万亩。１９９６年
１１月—１９９９年
$*+&+ .4>
%&&' ? %%
!I%&&& ? １０月，在县城
%# !@ðJ
以西三十铺鸡嘴共建成进水闸、冲砂闸（闸墩以下
hiýKLMN*¸Fß(OpPQO ORhS
部分）、４０
米导水堤、１１１７米河堤，又于２０００年
mnp)# TU(Vp%%%!
TJV Wî "### ? (５
月建成泄水闸闸室，配备了泄水闸闸门及启闭机
!¸FX(OO®ÔYHX(OOZo[\] "２
台（套）。灌溉面积达到５．３１万亩。２００５
年投资
^ [> õ1Ò2_` (*$% .4> "##( ?a¿

六盘山以西甘肃省部分及甘肃、青海接壤地区的
efghijklmnojkp qrstuvw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监督、管理、协调工作及水土
()*+xyLMpNOp^Mpz{|}o()
保持科研与推广。２００３
*+,~Q> "##$ 年，成立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FGIJEcd^MP

１５２４
%(")万元，开始进行通广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
.b¶øßUöcôõvc(Ô[7d

直属天水水政监察（水土保持监督）支队和黄河水
;'((N ()K+NIJ(
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天水分中心。同年，成立了黄
)K+N'(nc> ?FGHI
河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天水分中心。至此，黄委
J()K+N'(nc> IR

公里，配套干渠渠系建筑物
１６５ m«7dij6
座；改造衬砌支渠
klÔ[ê<<=¸op %'(

会天水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由单一的水土保持科
S'(()K+,-./0ZB()K+,
-~(U^Mp N
学研究职能扩充至水行政管理、生态环境监测和

水土保持技术咨询等领域。全站（局）有在职职工
()K+ ¡2 ¢0 P£@|

１２９
６５人，其中副高级以上
%"&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c¥¦\] '(
\¤c§¨©hE
专业技术职称
¥¦ª ２１人；工人６４人。现有
"% \«|\ ') \2 ¬£１６个科室，
%' ,®
其中管理科室
¤c^M,®５(个、业务科室９个、施工队
p¦¯,® & p°| %１个、
p
后勤服务中心１个。具有编制开发建设项目水土
4±²¯c % 2 ³£´µ¶·¸¹º»()
K+¼½¾©¿Àp ()K+N¾©¿Á(
保持方案甲级资格、水土保持监测甲级资质和水
) ./pÉÊCu)
Â|Ã¹ÄÅ©ÆÇ> È£４个试验、示范基地，４
利工程设计丙级证书。拥有
ËÌÍÎN05$# ÏÐ0
个径流泥沙监测站，３０
个雨量站和 %!
１７ ÑÒËÌ
个坡面径流
Óv>
ÔÕ£Ö×ØÏÐÄpÌÙÚpÛY'Ü
小区。配置有遥测数字雨量计、流速仪、电子天平
ÝÞßàÚáâãäåæ()K+,~pN
等先进观测仪器，能够承担各类水土保持科研、监

|ÃefZ?g| hF|Ã,Ð２５
"( 万立方米，
.G¼T
工程历时一年竣工，完成工程总量
¤cê6ij２６．２２
"'*"" 公里，渠涵
kl <= ２８
"+ m
,n $*$"
其中干渠衬砌
座，总长
３．３２
"# qn ２８．２２
"+*"" klÔ[åæ¸op
c
２０条，长
公里，配套各类建筑物 '(%
６５１ m>
座。节

水配套改造项目的建成运行，新增灌面
(Ô[7dº»w¸FrU(sõÒ０．５７
#*(! 万亩，
.4
改善灌溉面积
7tõ1Ò2 ５．３１万亩，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 .4 (sc(õ1Ò2 ３．２８
$*"+
.4?c(Ð "&(
万亩，年节水量
２９５ .G¼T³£uvwwSx
万立方米，具有显著的社会效
yz÷xy> "##! ?öõv?ìGõ1(Ð
益和经济效益。２００７年，通广灌区年引提灌溉水量
９００
&## 万立方米，实灌面积２．５１万亩，粮食播种面积
.G¼TTõÒ2 "*(% .4{|}~Ò2
２．２５万亩，粮食总产量
１０８０ .k{|4
万公斤，粮食亩产４８０
"*"( .4{|,Ð %#+#
)+#
公斤，年节水量１２５万立方米。通广灌区是甘谷县
k?c(Ð %"( .G¼T> öõvjïð
比较大的农业灌区之一，２００７年灌区农业总产值
w ¦õvZ"##! ?õv ¦,
%+)!%*!&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b \ %+&#
b>
达_１８４７１．７９
１８９０元。
&'(,-+ 引水工程。位于甘谷县中部
ì(|Ã> íîjïðcm
甘谷县渭济渠
ñJó Aª<> ø¸îùúûüb?
渭河北岸，原称陆田渠。始建于明朝景泰元年
%)(# ?> "#  (#
?p'# ?p+# ?ßU
（１４５０年）。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６０年代、８０年代进行
$"*( 公里，两旁植树
klVF
¸7d> %&+( ?¢<,n３２．５
扩建改造。１９８５年，全渠总长

%$*( 万株，绿化渠堤
.<V ２２．２
""*" kl£xõ1Ò2
１３．５
公里，有效灌溉面积 )*$(
４．３５
ë¯>
.4> "#世纪
 ９０
&# ?ha¿ñ÷<<
万亩。２０
年代以来，国家投资对渭济渠渠
任务。
&'()*+ 引水工程。位于甘谷县中部
ì(|Ã> íîjïðcm
 íî()&hi １５
%( klwNßUHç
甘谷县通广渠
首（位于新兴镇以西
公里的朱嘴）进行了大规

测、方案编制、规划设计、监理和骨干工程施工等
p¼½´µpçè¹ÄpNMéê|Ã°|Ý

渭河南岸。为中型灌区，原称通济局，始建于明朝
ñJòó> %côõvAªö÷Pø¸îùú
景泰三年（１４５２年），至今已有
５００ 6?w!">
多年的历史。灌
ûüý? %)(" ?þÿ£ (##
õ
v#o$%g&pe'&p()&* ３$ &
+,
区涉及大像山镇、六峰镇、新兴镇共
镇 )%
４１村，总

人口
万人。１９５０年前历代灌溉面积约
１．７６
\- １０．６６
%#*'' .\>
%&(# ?/!0õ1Ò23 %*!'
.4%&(' 年扩建，贯通南渠，改现称。后逐步修建
?¸5öò67¬ª> 489:¸
万亩，１９５６
Hå;<=¸H<>?@HZAö(BwC
了各段渠涵，扩建了渠道，解决了一些通水难的问
D E:¸H<FGõ|Ã ê<HõÒ2%
题，并修建了渠旁提灌工程，干渠可灌面积为

甘谷县渭济干渠散渡河渡槽
!"#$%&'()*)+
w7¸¸%&&& ?
( !hF|Ã¸¹Ea
模的改建和扩建，１９９９
年５
月完成工程建设并投
¡¢ £¤¥E?@Hñ÷<wì(BCD>
入使用，从根本上解决了渭济渠的引水难问题。
"##"年，投资
?a¿ %)&&*$&
２００２
１４９９．３９.bñ÷<WßUHZ
万元，对渭济渠又进行了一

次改扩建，使渭济渠干渠实现了全线衬砌，干渠建
¦7¸¡ñ÷<ê<T¬H¢§i¨ê<¸

!"#,-&'./0)+
甘谷县通广干渠觉皇寺渡槽

筑物得到全面配套。建成了跨度
１２０米的大蒿沟
op©`¢ÒÔ[> ¸FHª« %"#
Tw¬
Ｕ,型混凝土渡槽１座，将散渡河
型钢结构渡槽
ô®¯)°± % m ²³°J Ｕ
, ô´µ¶°±
改造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将槐沟倒虹吸改建为
7d%´·®¸)µ¶ ²¹º»¼7¸% ,Ｕ
型混凝土渡槽。对干渠沿线进行了大规模的截弯
ô®¸)°±> ê<½§ßUHç w¾¿
! !"# !
－１３６－

0
农/ 业

取直和改线。通过渠首和干渠改造，使渭济渠年引
'
(
a^)b& cÚwdãe1-fmgo¢
!"#$%& '()*#+)$,-./0)12 名＂老北渠＂。始建于清朝末年，从城关镇韩川村至
提灌溉水量
!"#万立方米，实灌面积
89:;- <4=>２．０５５
$%&'' 万亩，
8?- 洛门镇康庄村，全长
himjko-¦§ *&
lFg& #& Õm ７０年代，
-& 1n34567９１２
１０余公里。２０世纪
@ABC=>１．９５
"%!'万亩，粮食总产量
8?-@ADE7 ９６５．２５
!('%$' 8F
op@)ZQ(êÊ$,- ïðVxyzÞßm
粮食播种面积
万公 曾对该渠进行过维修改造，延伸到甘谷县磐安镇
FG-1H67 １１６
**( 万立方米。
89:;&
G-@A?E )!'公斤，年节水量
斤，粮食亩产４９５
/04IJKLIMNOPLQRS@TUVW
渭济灌区下游地区蔡家寺等地的大片粮田得到了

保灌，促进了区域内农业的发展。区内现有新兴、
X4-YZWI[\]^Q_`& I\abcde
fghijklmnQ +!
p-qLD=
八里湾两个乡（镇）的
３９ jo-,!-''
个村，８９７５５人，耕地总面
积>９．２０
!%$& 万亩，其中渭济灌区灌溉面积
8?-rs/04I45=>４．９６
)%!( 万亩。
8?&
!"#$%& 引水工程。位于甘谷县南部
26tu& vwxyz{|
甘谷县南岭渠
}I& ~s2645tu- R
山区。是中型自流引水灌溉工程，从古坡河大卜峪
26& 4Iz{QNhkeke
引水。灌区为县城以南的白家湾乡、古坡乡、六峰

镇、大像山镇的部分山地和沟道川台地，总面积
me R}mQ|}L#L- D=>
,'%) :;& {)45=>５．２
'%$万亩，设
8?-
８５．４平方千米。南岭渠设计灌溉面积
. & t *!'1
267 + 9:;／秒。第一次施工在
计引水流量３立方米
１９５７年
冬季，总干渠从山柴沟引水至双场梁，全长９
公
 - D+)}¡26¢£¤¥- ¦§ ! F
里，配设４
条干渠，至*!,$
１９８２年先后完成总干渠长
g-¨ ) ©+)-¢
1ª«¬D+)§
２１．２
公里，四干渠总长)&%)４０．４７Fg&
公里。１９８４年８月经
$*%$ Fg-®+)D§
*!,) 1 , ¯°
国家农牧渔业部申报，南岭渠配套工程列入联合
±N]²³^|´µ- {)¨¶tu·¸¹º
/01 »¼tu½¾-¿À １９８４年至
*!,) 1¢ １９８７
*!,- 1
国± ＷＦＰ援助工程项目，规定在
年
) 1\»¼ZÁÂÃ
$%+)万吨，食油
8Ä-AÅ３９０
+!& 吨，完成
Ä-¬
４年内援助进口小麦
２．３４
支渠工程
公里，平整土地
２．１千公顷，修路
Æ)tu ７８．６
-,%( FgÇÈL $%*
FÉ- ÊË
*)'%+ Fg-ÌÍ
!!&%* FÉ&
*!,, 1Î{)t
１４５．３
公里，植树９９０．１
公顷。１９８８年底南岭渠工
*-*,%+, 8
9:;- Ð¸ÑÒ
u Ï ¬  t u 7 １７１８．３８
程共完成工程量
万立方米，投入劳力

!"#$%&&'()*+
武山县北顺渠渠首枢纽工程
qNro-D§0 ２３
#+ Fg-~z\45=>sR
谢家坪村，总长度
公里，是县内灌溉面积最大
© ５９
'! 公里，保灌
Fg-X4
Q14I-t%bÆ)８ ,条
的一处自流灌区，沿线有支渠
=>１０９００
*&!&& 亩，进水口
?-Z6Á '５处，设计流量为每秒１．７
1-7u *%面积
9:;&
vN/
i_wxE^Qyz_`-.{
立方米。随着渭河两岸蔬菜产业的不断发展，使供
6JKy|& #&&* 1-±NÐÓ
*+() 8Ô-p^}
水严重不足。２００１
年，国家投资１３６４万元，对北顺
)ZQîÚ$,-tu)*tu# ２３
#+ Fg+)
渠进行扩建改造，工程分渠首工程和
公里干渠

衬砌工程两大部分。２００２
年 !９月渠首工程和２３
公
\ZtuiR|& #&&# 1
¯)*tu# #+ F
里的干渠衬砌工程全面竣工。渠首工程完成了
２２０
gQ+)\Ztu¦=~t& )*tu¬W ##&
米的溢流堰、泄冲闸
、进水闸，工程总量为 ４．１８
万
;QeVUeZ6U-tuD7
)%*, 8
立方米；２３
9:;#+ 公里的干渠衬砌，渠道口宽４米，深１．５
FgQ+)\Z-)Á ) ;- *%'

*&)(%, 万个，国家投资
8j-±NÐÓ *$&(%,'
１０４６．８
１２０６．８５ 8Ô-rsÕÖ@
万元，其中世界粮 米，每秒流量
;-u7 ４) 立方米，配套修建建筑物
9:;-¨¶ÊÚÚÛÜ２３７
#+-座，
Ý食计划署援助
万亩。南岭
A×Ø»¼８４０
,)& 万元，配套水地１．５
8Ô-¨¶6L *%' 8?&
{

区干渠总长为
公里，干渠渠系建筑物
４０６
I+)D§６１．６７
(*%(- Fg+))ÙÚÛÜ )&(

座，支渠长
Ý-Æ)§７８．６
-,%( 公里。
Fg&
甘谷县永济渠
!"#'(& 引水工程。为磐安地区渭河
26tu& ÞßLI/
南川的灌溉渠道。开拓于明朝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
{Q45)& àáwâã8ä®å1l*(*$
年），进水口从磐安镇西至四十铺入渭，后虽经多
1n-Z6ÁÞßmæ¢®åç¸/-«è°é

¬Dtu7２１．３
#*%+ 万立方米，可保证沿川
89:;Xt２．３
#%+ 8
完成总工程量
万
©-§ (-%-'

é?ÈLQ4& Æ)７１-*条，长
多亩土地的浇灌。支渠
６７．７５ Fg&
公里。设计
45=>４．５
)%'万亩（远景发展提灌
8?l_`34２．１８７
#%*,-万亩），现
8?n-a
灌溉面积
b4=１．２５
*%#' 万亩，井灌面积１．０６３
8?-4=> *%&(+ 8?&
^
有自流灌面
万亩。在北
8é!"
})àU'6-b #&
顺渠开闸通水之际，有
２０ éjoQ
多个村的'５万多群众参
'6& Qp¹-íW=>!
加通水仪式。彩车上装的一副对联，表达了受益群

êÊ-ëìíVîÚïð-4Lñòåg& ó
次维修，并未达到扩建延伸，灌地仅为数十里。民

众的心声∶＂一渠碧水润泽万亩丰收田，宽阔大道

)68?T-  R
"Q

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年）由绅士杨杰率侄杨尚谦发动
±ôå1l*!+$ 1nõö÷øùúûøüý_þ

¡2k¢£Âjb&
指引乡亲奔小康＂。

ÿL!"®åç#$à'%åç¸/-&'
(
)
当地群众从四十铺接替开通三十铺入渭，故名＂普
0)*& +§,--õw./êÊ¨¶-01w
济渠＂。但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维修配套，一度处于
+234& s5póÏ#±9«-ä6789:
干旱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党政领导

)*#-.& 引水工程。位于县城东南部。
26tu& vwz¤{|&
武山县东梁渠
¥¦§sl#n4I-~j¨}L8?)
属五级中（２）型自流灌区，是一个纯山地万亩渠
¯àt-1 ( ¯Ú'6& ¤¥)
& *!'( 1 +月开工，次年６月建成通水。东梁渠
道。１９５６年３

多次组织受益群众修复扩建，延伸进水口等。该灌
é;<=>!"Ê?îÚ-ïðZ6ÁP& @4

从海拔
©ª １９２０米的武山县温泉乡石家磨引渭河支
*!#& ;Q«}z¬k[N®2/ Æ
¯ 6- °¬ke him#xyzQÞß
流聂河之水，经温泉乡、洛门镇和甘谷县的磐安
*+,& ;Qhim2ro°6±¸/
m- ¢©ª １３８０米的洛门镇旱坪村落水汇入渭
镇，至海拔
& +)7１．２
*%# 9:;
. -45=> *%' 8
河。干渠设计流量
立方米／秒，灌溉面积１．５
万
?& +)¦§３６．６
+(%( Fg-¨¶ÚÛÜ
Ý& 4I
亩。干渠全长
公里，配套建筑物 *+１３７座。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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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pqfr4stunvwBxy4T0z{|
工程仓促上马，设计施工都存在问题，渠道渗漏、
}~4= 1 9|H
滑塌严重，难以维持正常灌溉。后经多次扩建、加
| 4 no２５．５１万立方米，建
%&'&! 4
固、配套，共完成各种工程量
N | |  T ()"
4 \ !*"+%
4T ¡
干、支、斗渠
４１９ 
条，长
１０９．２公里，渠系建筑物

６９１座。２００７年，投资
,"! ¢£ -**. 24¤¥ １３２．８万元完成东梁渠渠首
/0-+$ ¦§STT¨
改造工程。改造后的东梁渠不仅承担着以蔬菜、小
©ª«o1 ©ª]§ST¬®¯°±²|³
´| µ¶| ·¸¹cº] / »¼;½]W
麦、油料、果树等为主的１万余亩土地的灌溉任
¾4 ¿®¯°ÀTÁÂ0DÃ]ÄÅÆÇÈ
务，还承担着沿渠各个沟道山洪的吸纳排泄以及
ÀT ２６村、６．８万人的生产用水和２．４３万头家畜
-, É|,+$ "]ÊËÌ:Í -+(0 ÎYÏ
沿渠
]Ð:W¾Ñ
的饮水任务。
&'()*+ 引水工程。位于武山县东顺
e:«o1 ÒlCDÓ§Ô
武山县东顺渠
,-./0&+&()
麦积区渭惠渠干渠一段

Õ1 Ö×ØÙÚ]Û¼ÜÝ:T1 Þßlàá
乡。是渭河南岸的一条万亩自流水渠。始建于明崇

,-.10+ 引水工程。始建于
e:«oÑ Þl１９５０
!"&*年。
2Ñ
麦积区中惠渠
«oNOP³(-,Q4«oRSTR4«oUP´
工程规模属小（２）型，工程级别五级，工程隶属麦
ò9:ZV4W9íe:ö÷１处，干渠
! ø4ùT３0条，
4
积区水利局，该灌区有引水枢纽
-(
4T
0"
4\X
--!'$
4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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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区泽民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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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区西干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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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干渠进行了衬砌，修建各类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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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京两镇藉河南岸。始建于１９５５年，从藉口镇四

２９５
立方米 1／秒，改造后的灌
-"&座，设计引水流量
¢4ste:Ý １．１
/+/ 
'4©ª]

!&'& 4|s
vwe:4x:ylz{Â45\１５．５
十铺引水，尾水退于平峪沟，全长
公里，原设

! !"# !
－１３８－

L
农K 业

计引水流量１立方米／秒，设计灌区面积９６００
!"#$% ! &'( " )*+,-./0 #$%%亩，
1*

准低，没有一段完整的衬砌渠道和分水设施，通水
¬â*ã2äØå¥stABgÖG+æ*oG

有效灌溉面积６５００
万元开始
15 !#$$年投资
678 ４０
'% 9:;<
23-4/0 $&%%亩。１９６６
扩建，１９７０年竣工。渠道建有截流工程、进水闸、导
=>*!#(% 6?@5 AB>2C$@DEFGHEI
水堤、涵洞、渡槽、防洪护坡等各种建筑物
() 座。
X5
GJEKLEMNEOPQRSTU>VW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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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区藉河
川道区节水灌溉示范工程 灌溉
!%% 9:*%±²¦B.>
@D5 ,%%! 678 １００万元，在藉河川道区建
工程。２００１年国家投资

到了原设计有效灌溉面积。１９９６
年又对水毁渠道
Yjz+,23-4/05 !##$ 6h{G|AB
Fij_k5
进行了修复。

秦州区关子北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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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X5
座。１９９０年新修引水

渠道
AB１６０米，衬砌
!$% (*st ８５０米，恢复灌溉面积１０００
)&% (*Çk-4/0 !%%%亩。
15
张家川县傅川渠
/01234' 引水工程。傅川渠之源头
"G@D5 È¦AÉÊË
}\Ì²ÍÎÈ¦ÏÐ§Ñ*Ò"²G*ÓÅÔ
位于樊河上游傅家川峡谷地带，拦引河水，为无坝

³A６９０米，衬砌渠道
$#% (*stAB４６５７米，总投资
'$&( (*i78５０
&% 万元。
9:5
支渠
¡-4q²rst¥z78·'u¤E5
可灌溉北山见河梁以下的原环城乡东方红村、玉
6·¥mvREwEx8EyzS¤¥ &#+' 1
泉乡的瓦窑坡、周家山、皇城、马兰等村的５９３４
亩

§* {|-4/0２０００
,%%% 亩。２０００
15 ,%%% 678
年国家投资
自流引水渠道。傅川渠分两段两期建设，关东渠始
Õ$"GAB5 È¦AÖ×Ø×Ù>+*A< 山地，控制灌溉面积
!!+*(+ 万元，对北山提灌进行扩建、配套，建成泵
9:*{h-Fi}>Elm*>dü
>\ １９６６年，南渠始建于１９６７年。当时由群众投
!#$$ 6*A<>\ !#$( 65 ÚÛ[ÜÝ7 １１３．７３
建于
立方米蓄水池
~ ! °*FG¨3ü ! m*_ ２００
,%% &'(^G
Þ*_>ßA ５公里，建筑物
& q*>VW ２６
,$ 座，衬砌长度
X*stà !*+
劳，修建土渠
１．３ 站１处，安装加压泵１套，维修
５００立方
, °*u_ １００立方米蓄水池２
!%% &'(^G` ,处，维修
°*_ &%%
&'
q*+,23-4/0 )%%
[\á>@D« ２处，新修
公里，设计有效灌溉面积
８００ 15
亩。由于所建工程标

!"# !－
－! １３９

天水大辞典
!"#$%

着南河两岸以蔬菜为主的１万余亩农田的灌溉任
米蓄水池１处，维修供水铸铁管道４
1Ý2ï34÷´ & `5UKW´AB6
!"#$ ! %& '()#*+,- "条７２４８
. #$"%米，
!&
铺设砼管道７４１米，安装供电设备１套，各种建筑
务，还承担着整个沿渠各个沟道山洪的排泄，以及
/01,- #"& 2&34)506 & 789:;<
7&8/01ÁO°9O±-JË´Ê9&ï:
物=７４
３５００E8
亩，保灌面积１５００
沿渠
６８００+´;<XYT
人的生活用水和村庄院落等积水
#" 座，控制灌溉面积
>8 ?@ABCD '())
FACD &())
° １９
&* 村 ,%))
=>ûDY
亩，可供红旗山农业园区１０００个日光温室和５００
E8 G)HIJKLMN &))) OPQRST ()) 的吸纳排泄任务。
´?@Ê967Z
UVWXYZ
亩大田用水。

秦州区玉泉观森林公园灌区
& ' ( ) * + , - . / 0 ( 灌溉工程。
AB[\Z
&*** 年投资
]^_ #)+)&
`a;bZ AN;cd & %e"
１９９９
７０．０１万元建成。灌区建泵站１处、蓄
Y$ $座，安装输配水管道
>834fgY,-１３８０
&'%) 米，安装喷灌区
2834hAN
水池２

管道
%',%米，发展喷灌面积
28ijhAkD１２００
&-)) 亩。
UZ
,-８３６８
秦州区红旗山、下寨子国家高效节水灌溉示
&'(1234 56789:;<"0=>
范工程
１１０万元建
?@A 灌溉工程。２０００年国家投资
AB[\Z -))) ]lm^_ &&)
`a;
成。工程发展节水灌溉面积
'&-% U&opHIJ
bZ [\ijnYABkD ３１２８亩，其中红旗山
qr,A &%() U&stuhA４９８亩、滴灌７８０亩。
"*% UevA #%)UZ
低压管灌１８５０亩，下寨子喷灌
BCDEF0( 灌溉工程。建成于
AB[\Z ;bw &*#甘谷县安丰灌区
１９７２

年，是该县万亩灌区之一。总干渠从大庄乡杨家磨
]&xyz`UAN{|Z }~Vm
村西引散渡河水至安远镇店子村，分为东、西两条
Y3u 8e.
干渠，总干渠设计流量为
~8 }~ ２．５０立方米
-+() 2 .／秒，长度
8 

!"#$%&'()
武山县南河灌区渠段
J9KDLM0( 灌溉工程。１９７２
AB[\Z &*#- ]
张家川县东峡灌区
年至
&*#% ];bZ ë;b~eÜ , .３０．９公里，各类
')+* &9&
１９７８年建成。共建成干、支渠６条

;<=１９０
&*) 座，衬砌渠道
>&¸¹- &'+(,
&AåØ(;
建筑物
１３．５６公里，灌区内修建
%+- Z ~１２．７２
&-+#- 公里，始建于
8 ;w &*#)
]8
８．２公里。东干渠长
１９７０年，
Û&4B １２９３．８千瓦，总上水
&-*'+% CD&}®Y
üÿAAd * %
小型提灌站９处
１８&%级，装机
)+"%
2
.
Z
ñwEFT§ºàG&[\H

量 ０．４８ 立方米／秒。由于历史和自然原因，工程标
IJq& AB¢KqsZ LMNXO¡Y_
]e&*%( ]8lm©sª_« ２２．３万元，改造干
--+' `a8¬~
年、１９８５年，国家分批下达资金
准偏低，灌溉效率低下。为了充分利用现有水资
P&-))- ] , Q -))"
] , Q& RSAåÝ~
®¯°±²²³´µ¶·¸¹
(+,
Z
~
渠上游沿沟川至川口的滑坡段衬砌 ５．６ 公里。西干 源，２００２年６月至
２００４年６月，对东峡灌区南干
&-+#( 公里，支斗渠
&ÜÆ -)
$¥¬ê;&ë(;~１２．７５
渠进行改扩建，共修建干渠
２０
&'+,# 8 ;bw &*#- ]8 ¡¢ABkD
 １３．６７公里，建成于１９７２年，有效灌溉面积
渠长
条. ８．５
公里，各类建筑物
７５>&
座，完成各类工程量
%+( &
9&;<= #(
Tb9&[\
６１９５．７
,&*(+# 亩，保灌面积４３８２．３亩，受益
U8FAkD "'%-+' U8£¤ '３个行政村，７
O¥¦ 8#
&*#' 年竣工，有效灌溉面积
] [8¡¢ABkD ５２９７．４
(-*#+" U8FAkD
１９７３
亩，保灌面积
",-'+# U8
£¤ % O¥¦ 8&& O§¨ Z &*%"
４６２３．７
亩，受益８个行政村，１１个自然村。１９８４

%+* `2& ^U ,+* 万个工日，完成国家投资
`O[P& Tblm^_
O§º Z &*%# ]8^_２２．０６
--+), `a8»·¸¼
个自然村。１９８７年，投资
万元，险段衬砌渠 ８．９万立方米，投劳６．９

道-４２９７
４５１米，隧洞调整纵坡
"-*# 米，隧洞上拱衬砌
28½¾®¿¸¼ "(&
2&½¾ÀÁÂ¶
¾Ã¸¼３００米，增修退水斗门
')) 2&Ä(ÅYÆÇ ９座，直属斗门
* >&ÈÉÆÇ &(
洞底衬砌
１５

座，排洪涵洞９
>&ÊËÌ¾ *座，跌水６座，农路桥
>&ÍY , >&KÎÏ ３' 座，排洪槽
>&ÊËÐ
３'座。渠首工程位于散渡河中下游的甘谷县大庄乡
>Z Ñ[\ÒwÓps¯´ÔÕzV
杨家磨村西北境内。灌溉面积１．２９
m Ö×ØZ ABkD &+-*万亩。
`UZ
G3DHI0( 引水灌溉工程。地处渭河
YAB[\Z Ù%Ú
武山县南河灌区
|ÛÜVÝs¯Z &*(" ]&Þßà~e~e
一级支流大南河下游。１９５４年，贯通原东干、西干、

４００万元。工程建成后，灌溉面积由
亩增至
")) `aZ [\;bç& ABkDñ １５００
&()) UÄ
７０００亩。灌区涉及张川、胡川２
#))) UZ AåV:W²eX² 乡（镇），区内有耕
- ýþ&åØ¡,
ÙkD "+- 万亩。灌溉分自流灌溉和提水灌溉，设
`UZ AB§ABTAYAB&0
地面积４．２
ABkD &+-*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１．０１万亩，
`U& ¡¢ABkD &+)& `U&
计灌溉面积１．２９
FAkD & `UZ AçYZ '))公斤，比建库前旱
[&\;]^_
保灌面积１万亩。灌后单产３００
ÙYZ &'(公斤增产１．２
[ÄZ &+-倍。
`Z
地单产１３５
J9KDNM0( 灌溉工程。１９７３
AB[\Z &*#' ]a
张家川县石峡灌区
年开始

p~e«²eáâ8;bãYäåæ|O`U
中干、金川、东顺五渠，建成天水专区第一个万亩

&*#% ]ë;b~Ü} ")+-&

Aå;0Z  １９７８年共建成干支渠总长
灌区建设。至
４０．２１公

灌区。１９７５
１９８９年共投资
AåZ &*#(年后多次整修扩建，至
]çèéÁ(ê;8 &*%*
]ë^_
９９**万元，衬砌干渠
１４ 8(;
公里，修建
`a8¸¹~４．８８
"+%% 公里、支渠
eÜ &"

&¸¹- ２１．３６公里，建成各类建筑物
-&+', &;b9&;<=１９６
&*, 座，
>&
里，衬砌渠道
Y &+( 立方米／秒。灌区主要工程有拦河滚
2 . Z Aå÷ø[\¡bc
引水流量１．５

各种建筑物
９９００ UZ
亩。渠首
'#-座，有效灌溉面积
>8¡¢ABkD **))
Ñ
9:;<=３７２
ìÇíî Y8ïVÝð8~
从洛门镇蓼阳村引水，以大南河为界，分东西两干
8ñÝòÖ8óôõö8÷øùúìÇ´K
渠，由南向北，呈带状分布，主要解决洛门镇的农

Yde $Y%Tef%& g¡üÿ5hAAd &)
水坝、进水闸和冲沙闸，并有小型电力提灌站
１０
-& ÛZ
&*%( ]&iJjk;0làm×处% ２１
级。１９８５年，龙山镇集市建设将原过境渠道
nopX&YqrßmZ ùús¯ABY&
全部占用，引水无法通过。为解决下游灌溉引水，

田灌溉。南河灌区属Ⅳ等小（１）型自流灌区，有渠
WABZ ÝAåÉ/ûüý&þÿ§Aå&¡

同年又增建了汪堡进水口，形成了第二干渠。１９９５
s]tÄ;Luv$Y³&wbLæx~Z &**(
]&RAå$¥¬&y ２００５
-))( ]Ã&ë^_
年，对灌区进行改造，截至
年底，共投资 '#)
３７０
`a&(;~９．２
*+- &ÜÆ
&9&;
万元，修建干渠
公里，支斗渠 "+(
４．５公里，各类建

首取水枢纽１处，进水闸
Ñ!Y"# & %&$Y%２- 座，东干进水闸设计引
>&~$Y%0
水流量为
立方米／秒，西干进水闸设计引水流
Y １．０
&+) 2
. &~$Y%0Y

筑物
２３．１６`2Z
万立方米。灌区
<=８２
%-座（处），完成工程量
>ý%þ&Tb[\ -'+&,
Aå
量为
立方米／秒，衬砌干渠
２４公里，配
１．５
&+( 2
. &¸¹~ -２条长
. -"
&g
V:²zeiJ - 乡
 １７个村
&# O ３８０９
'%)* *&},ÙkD
涉及川王、龙山２
户，总耕地面积
&%' >Z
ÝAå 0A Bk D
79&;<= １８３
套各类建筑物
座。南河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
'+)( 万亩，设计灌溉面积１．２３
`U&0ABkD &+-' `U&¡¢ABkD
&+"* `UZ
Aå'()JzìÇ １９
&* 村 ,%))
１．４９
万亩。灌区所辖武山县洛门镇
６８００ *
户 ３．０５

９７００ UZ
亩。其中，自流设计面积
*#))亩，保灌面积
U&FAkD *#))
op&§0kD
-+% `+&},ÙkD (+- `UZ
ÝAå-./0 ９７００
２．８万人，总耕地面积５．２
万亩。南河灌区不仅承担
!"# !
－! １４０－

> ?
＿农
业

７０６０
６３４０ !"
亩，保灌面积６３３０
!"#" 亩，有效灌溉面积
!" #$%&'( $%&'
)%'( $(('

XÕZÔ qr%#Cst³uv³Gwx³y
立方米。主要灌区有南坡寺、原家庄、马耳湾、侯家

亩。灌后平均亩产粮食
!* %+,-!./0２９０
)*+ 公斤，比灌前每亩增产
1234%56!7.

山等，灌溉面积１．２４万亩。实际灌地
.!'' !Ô
£zQ%&'( ./0& !Ô d{%A １７００亩。
甘谷县王川塘坝
/0#5236 蓄水工程。位于大石乡（散
ÑÈ9:Ô ;<|}^l~
渡河支流清溪河中游），为清溪灌区水源工程，坝
GMjLGãëQ »jL%È9:Q

128
８３,(公斤。

秦安县东坪电灌工程
!"#$%&'() 灌溉工程。位于秦安
%&9:* ;<=>
县盆地东南部，葫芦河左岸，距县城５公里。该工
?@ABCD3EFGHI"J?K - 1L8 M9
程始建于
:NO<１９７０
.*!+ 年，属高扬程田间７
PQ RST:UV !级提灌工程，
WX%9:Q
YT:４１９．５２米，可灌溉刘坪乡和兴国镇
&.*/-0 ZQ[%&\]^_`ab .$
总扬程
１６ cd
个行

政村５１个自然村河谷川台（塬）地
亩。２０００
ef -. cghfGijklmnA １０７３４
.'!(& !8
0'''

年以后，由于工程超过使用年限，设备逐渐老化，
Po+Qp<9:qrstPuQvwxyz{"
效益难以发挥，在县政府的扶持下，２００５
年和
_
$ | } o ~  Q  ? e     Q0''- P
２００８
万元，对灌区进行
0'',年，累计争取国家投资
PQa ６９５
$*- 3%d
了维修改造，现有泵站
公
3Y１. 条
 ３．２８
(/0, 1
3#１３.(座，总干渠
L3 ３４
(& 条
 0$/!里，干渠
２６．７５ 1L3O
公里，建筑物 .,'*
１８０９ "#$%
座，有效灌
,(&. !"$| ¡*
&'(８３４１亩，效益显著。
溉面积

秦安县高坪电灌工程
!*#+%&'() 灌溉工程。位于县城
%&9:* ;<?K
以南５
oC -公里的浅山干旱区，是秦安县优质果品生
1L¢£¤" ¥=>?¦§¨©ª
产基地兴国镇高坪村果园基地所在地。工程兴建
.«A`abS]f¨¬«AA* 9:`O
于２０
< 0'世纪
®¯７０
!' 年代，涉及兴国镇高坪、郑川、艾坪
P°Q±²`abS]³´j³µ]
_¶· ４个自然村
& cghf ９４９
*&* ¸
!¹Aº »¼
和赵庙
户 &0&.
４２４１亩耕地。为了进一
P ６０
$' 
½¾¿ÀÁ.©ª.Â"0''* 年投资
步改善特色农产品生产条件，２００９
万
"S]Ã%9:dÄÅ"Æ7Ç 0２
元，对高坪电灌工程进行了维修配套，新增泵房
"TÈ
. "TÈ . "ÉÊ 0２
座，扬水泵站１座，维修扬水泵１座，维修机井
眼，铺设上水管道
Ë"ÌvÍÈÎÏ９８０米，设置田间蓄水池
*,' Z3vÐUVÑÈÒ３ (座，
3

0*0/- ,
Õ1LÔ M<
 o Í  M N ' ( ２９２．５
址以上控制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该坝于
１９７７年１月开工，１９７８年５月竣工。建成浆砌块
.*!! P . 9Q.*!, P - 9Ô OÓ
}QÑÈ" *,
+`OÃ"X
石滚坝，蓄水能力
９８ XÕZÔ
万立方米。后又兴建电力提
灌及渠系配套工程，截至
%²ÄÅ9:Qh １９８５
.*,- 年，国家总共投资
PQaY=
.0 QnÓ9:YW７．７
!/! XÕZQ[%&
１２万元，完成工程总量
万立方米，可灌溉 .-''
１５００
!Ô .*,, P³.**&
P³0''& Pto9°_
亩。１９８８
年、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４年分别用以工代赈和扶
JjdQ OÓ .3 排砂洞和
_
贫资金对王川坝进行了维修，建成１＃

２＃04泄洪洞闸室、护坝维修等项目，基本保证了工
³z ¡Q«¢)£9
:$|¤¥~Ô Ã"X%O ¦§
程效益的正常发挥。电力提灌站建在坝下游北岸
S: １４９１．５米处，为一级２组６寸泵，上水流量为
.&*./- Z¨Q»¼W 5 © $ ªQÍÈMW»
高程
３８２
米。解决了甘谷县大石
(,0立方米／小时，扬程
XÕZ 6 ìÜQT: ３９
(* ZÔ
ú«õi?|}
乡王川水坝灌区的王川村、马川村、大石村、牛川
^jÈ%jf³Gjf³|}f³¬j
村、贯寺村等
亩
f³ tfz６个村委、３０
$ cf®³(' 个村民小组的
cfèì© ５３００
-('' !
¹A%&¯°Ô
耕地的灌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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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门水库被列入全国第三批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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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县金川塘坝 蓄水工程。位于磐安镇南 程，建设的主要内容为∶１．大坝加固∶上游坡加固、
山的马家窑村，拦蓄金川沟溪水。流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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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区闫集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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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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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坝体。在坝体右岸新建圆形压力输水洞一座，并
â:;9 ò:;ó¦«jôõö÷ø2ùLf+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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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亩耕地的防洪安全和

秦州区青年水库
&'()*"+ 蓄水工程。是一座均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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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建于１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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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县石峡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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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_V9
JK ５０年一遇洪水设计，５０
(& 0LMH2BC+(& 0LMH2N×9
·
,-./01"+ 蓄水工程。位于县城东６
b2cd9 k "
:KOigh:+Á·:<３４．６
!)*"米，坝长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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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县苏家峡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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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乡境内，渭河三级支流王家河的中下游，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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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县后川河南河堤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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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造成河道行洪不畅，洪水泛滥，河岸周围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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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安全保障能力，其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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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被水利部、财政部命名为＂十、百、千＂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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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量稳步提高，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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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县卢刘沟流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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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县赵沟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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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县宁马沟小流域示范工程
345#67809(:;<= 水土保持
IYò[
工程。宁马沟小流域位于张家川县中西部，距县城
\]} KL(.FGà±2'p%oK3â%>

值＂反右倾＂运动高潮，一些工区干部因对引洮工
*ê+è,UÓ-¤.3¨/\6¸K¬0¥\
程持不同态度被打成了右倾分子，被撤职。三年施
][í-r»ð1|Õè,423ð34} Û

约６公里，流域总面积８．７３
M - gh3FGcd !*)$平方公里，全部为水土
efgh3~KPIY

工投劳６０００
万个工日，耗资
\³ -%%%
Ây\5369１．６亿，未竣工。
"*- 738\}
!CDEFG,H 供水工程。关子镇水厂
ÀI\]} 92:IÍ
秦州区关子镇水厂
4;ýu} ¨;\]¸:<p6P3.%%共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以镇中心川区为主，２００６
ý|} 9 .(%
Â} ýuIÍ " =3øý
年建成。总投资
２４０万元。建设水厂１处，兴建大

流失面积。该流域于
１９８８年被省上列为示范小流
ðO:ñPVW.F
FNcd} ïFG± "+!!
G3"+!+ @3PQRS[TU²
域，１９８９
年开始实施，通过多年坚持不懈地综合治

理，至
１９９９ ·3FG¬VWcd
年底，流域内各类综合治理措施面积
3ö "+++

!"# !－
－! １４９

!"#$%
天水大辞典

口井２
!" !眼，３００立方米清水池１座，２００立方米高
#$"## %&'()* $ +,!%# %&'位蓄水池１
+,012345678 & 9,:;8
./)* &座，建设一、二级泵站各１处，安装各
类输配水管道
<=>)?@４０'%公里，安装机泵４台（套）、消毒
AB,:;C6 ' DEFG3HI
设备１套、８０千伏安变压器１台，架设１０千伏安
1J & F3(% KL:MNO $ D, P1 $% KL:
高压线路
４００米。一次性
)% 'S"(% KLTNQR '%%
'U 2VW
-NQR６０米、３８０千伏低压线路

解决了关子镇关子、东川、白石３
６０００ cde
人的饮
XYZ[\][\3^_S`a " 村
b )%%%
)f:ghiU 4jklmnopq,!%%* 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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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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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立方米高位蓄水池&１座、总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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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安
&& +S"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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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座、闸阀井
装二级离心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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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NO & DFG,P1 &#
伏安变压器１台（套），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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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埋设输、配水管道１７７．５
公里。解决关子镇、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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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问题。

秦州区皂郊镇水厂
&'()*+",供水工程。２００４
)klU !%%'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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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投资
万元，地方配套及群众自筹
$-*,(* 万元。共新建机井２
xyU 0C" !眼，一级泵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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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７．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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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综合楼１座、生产车间１座，２００

眼，１６平方米管理房２座，２００立方米高位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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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组建用水协会，按照专业机构和用水协会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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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办法统一管理。
&'(12345"6789 供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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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区汪川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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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ü ２００８年国家新增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汪川镇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和
年国家新增中央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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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项目汪川南路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两部分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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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其中国家投资
xy, <0vw 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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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G¨ & +,!(),! 平方米泵房和管理房１
Ñ&'6Á?ø &座，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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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输水主管
ＵＰＣ b
村级配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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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供水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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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建凉亭１座１５０平方米，院内建长廊１处
２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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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并在院内中心位置建设假山
、喷泉１处。工

７４６８８米，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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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伏安变压器
KL:MNO &１台，低压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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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由秦州区水务局组建的汪川水务站，联合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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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米。工程采用自动变频无塔供水形式，配设水
村组建的农民用水者协会，按照《秦州区农村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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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净化消毒设备。解决了皂郊镇皂郊村、芦子庄、
安全工程管理办法》，统一收费、统一管理。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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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区域内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用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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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成，解决了秦州区汪川镇万家庄、下斜、天水
d0ú,XYZýþo6_]x¸SÝdSÚ)
镇嘴头等
万人的饮水不安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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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区天水镇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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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９ 题，使他们吃上了卫生、健康、安全的放心水。
i,ghij~Zk¤SlmS:gdn)U
月—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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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Ó$!## %&'()¨ & +$ ©ª" ６５座，安
)- +$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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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供水形式，配设水质净化消毒设备。解决天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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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区藉口镇供水站
１０
&'(-.+/"0 供水工程。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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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区中梁乡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
供水工

月下旬开工建设，２００８年６
月底通水并投入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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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国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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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Ã02567 & +,?ø１& 座，二
+,4

!"# !－
－! １５０

:
农5 业

级泵房１座，闸阀井
３６"#座，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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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各类输配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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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台（套）、二氧化氯消毒设备１台。工程建成后由
ABCDEFGHIJKLM ! AN OPQRST
秦州区水务局组建的中梁水务站，联合受益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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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农民用水者协会，按照《秦州区农村饮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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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石水厂清水池为水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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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åÚ!æ3Ç
Ú!:
Ú!æ3Ç %座，３０
理房
%* 座。工程的建成，解决了麦积区石佛、中滩
$ OoçQ/WE\§
pÆ２９
２乡镇及秦安县云山、王尹２乡镇４３个村
万
% ÏUèéäEêë %  &" Ú５．９１
+'*! 

Oo:pqrstuvwEtu:p>xyz{|
çnm-/ ì\３１村
"! Ú４．０４
&'$& 
人的安全饮水问题，其中麦积石佛
万
工程管理办法》统一收费、统一管理，物价部门核
}u!@^~-W-y)+２．７８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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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氛氛器鼎脉奇消衡

麦积区凤凰供水工程
!"#*+,&-) 供水工程。位于麦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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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新阳镇南部（该工程建设时属北道区凤凰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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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区中石水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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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区新阳供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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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9CÏ12Ê- ７９
(* 
QL½¾âíkJ

口井
K(２% 眼，井泵房
À>(@Æ ２座，安装潜水泵２
% $>6Á-@ %台（套），管
AÂCô>:
! $>6GHIlVm ! AÂCô>n2Ì
pÆ １座，安装二氧化氯发生器１台（套），液位控
理房
Ío ! AÂCô>-pÛqLÎ ! C>9ro ! s>
制柜１台（套），水质检验设备１套，配电柜１面，
%$$ 立方米蓄水池１座，３００
)+3-Ç ! $>"$$ )+123-Ç
２００
立方米高位蓄水池１!

! !"! !
－１５１－

天水大辞典
!"#$%

座，埋设各类管网
公里，安装$%５０千伏安变压
!"#$%&'( ３４７
!"# )*+,./,01
器１台（套），架设
１０千伏输电线路０．５
./9:;< %'$公里，０．４
=*7%'"
2 & 345678$ &%
千伏配电线路
./>:;< ０．４公里。该项目由武山县水峪建筑
%'" =*? @ABCDEFGHIJ
工程公司中标承建，在高楼乡、鸳鸯镇
YTXU
KL=MNOPI7QRSTUVWX (２个乡镇、
１０个行政村、１３
&% YZ[\U&! 个自然村实施。工程的建成，解决
Y]^_`a? KLbIc7de
了３５８３
f !$)!户１．４３
g &'"! 万人的饮水不安全问题。该工程由
hibjGklmno? @pLC
DEFRSqGrstuvrs7 _wr(CR
武山县高楼供水管理站负责管理，村级管网由高
楼供水管理站和受益村民用水者协会共同管理，
SxGrstyz{_|}G~'s7

 ?
统一收费。

规模７９８０
±®¯ , Ð7 ÑÒGÓGÔÕÖU 
ÎÏ #+)% 立方米／天，地下水经水厂净化、消毒
后，分三级上水泵站提水至
&-U(.U!/ R²³G
×7 ØÙwÚGtÛGÜ１＂、２＂、３＂高位蓄水
池，输水到各村减压调蓄池，配水到户。工程新打
´79GÝº_Þ1ß³´7>GÝg? KLà
水源井
４眼，水源至水厂ＵＰＶＣ输水管
Gá "
7 GáÜGÔ 0123 9Gr３０００米，
!%%% ¯7
水厂至
米，水厂至２＃高
&4 R²G´ÚGr １０１５
&%&$ ¯7GÔÜ
(4 R
GÔÜ １＃高位水池上水管
位蓄水池上水
²³G´ÚG４１５０米。各级泵房
"&$% ¯? ºwâ４５５
"$$ 平方米，管
®¯7r
sâ７７０
##% 平方米，附属设施用房
®¯7ãä$a}â １２５
&($ ®¯7ÕG
理房
平方米，净水
å© #&$ ®¯æ çc５００
$%% 立方米清水池２座，
±®¯èG´ ( !7
车间７１５平方米；完成

１５００
立方米高位蓄
&$%% 立方米高位蓄水池１座，８００
±®¯é²³G´ & !7)%% ±®¯é²³
水池１座，２００
立方
±®¯é²³G´ & !7(%% ±®
G´ & !7(%% 立方米高位蓄水池１座，２００
米村级调蓄池
立方米村级调蓄池 (２座，
¯_wß³´２(座，１００
!7&%% ±®¯_wß³´
!7

约

±®¯_wß³´ (%!
8$éê19¥;
３０!% 立方米村级调蓄池
２０３!æ
座；架设高低压输电线
<
&!')
Á*7l-Â12
$
3
.Àl7ë$
路 １３．８ 公里，安装变压器５台 &#&%
１７１０千伏安，埋设
Á*7_w
ºwÚGrì &+'* Á*7qGír &!)
各级上水管道１９．６公里，供水干管
１３８公里，村级

同

支管
公里，入户支管
１１７２公里。该工程于
¿r １０７２
&%#( Á*7
îg¿r &&#(
Á*? @KLÃ
２０１０年
(%&% Ä１１
&& 月交付使用，解决了大石乡等６个乡镇
ÅÆÇÈ}7defïTð * ñTX
+( 村
_ &%')
ibjGklmno7 îgòó
９２
１０．８h万人的饮水不安全问题，入户率达

!"#$%&'
武山县高楼水厂
&'()*+,-"./01
xGpL?
武山县马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供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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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N[A５１０
$&% 万元，省
h7
总投资７５１万元∶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w>5６６
** 万元，市级配套６
h7w>5 * h7Fw>5y
级配套
万元，县级配套和农
|] &*+ h?  ( 7> " 3
民自筹１６９万元。新打大口井２眼，大口井配４台
G? I ¡¢１座（包括消毒室、配电
& !4£¤¢U>¥
潜水泵。修建消毒控制室
¡¢U¦§¢¨ & ©ª7IJ«¬ #$') ®
室¢U、控制室、值班室各１间），建筑面积７５．８
平方
¯?
Irst
&
°?
I
"%%
±®¯R²³G´
米。修建管理站１处。修建 ４００立方米高位蓄水池
,-#./0123&4567
甘谷县西北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１座。铺设管网
１８．９４万米，户用给水栓
& !? µ$r(
&)'+" h¯7g}¶G·３８２８
!)()处，
°7
°7¿r$
qG¸¹r$º&»¼U½¾ !%
供水主干管共设各类阀门、检查井
３０处，支管设

23(9:+,-"./08
甘谷县六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qGKL?
供水工程。
º&»¼U½¾ "$
°? &% .À9¥;< １．０
&'% Á
各类阀门、检查井
４５处。１０千伏输电线路
公 地处甘谷县城以东渭河以南上游河谷地带。工程
Ñ°ôõFö÷øùú÷ûÚüúõÑý? KL
*7%'" .À9¥;< %'" Á*7$% .ÀlU!% .À
里，０．４千伏输电线路０．４公里，５０千伏安、３０千伏
建设总投资１４２２．８６２
万元，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正式
I$ &"((')*( h7(%%)
Ä # Å & þÿ!
lÂ12º
&
3?
@AKLÃ
(%%+
Ä
+
ÅÆÇÈ
安变压器各１台。该项工程于２００９年９月交付使 开工，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５
"K7(%%+ Ä * Å &$日竣工。建水源井２眼（大口
þ#K? IGá ( $
!)() g
}7 defÉÊU VW ( X + YZ[\３８２８
用，解决了马力、鸳鸯２镇９个行政村
户 井、泵房），配套安装潜水泵２
Uâ67>5l-G (台（套），修建２００
3$567I (%% ±
立
&'#(
hibjGklmno?
１．７２ 万人的饮水不安全问题。
®¯èG´7 ÚGâ １４０平方米，５００
&"% ®¯U$%% ±®¯é
方米清水池，上水泵房
立方米高

位蓄水池１座，铺设干管和村级支管
²³G´ & !7µ$íry_w¿r ７０５７１米，用
#%$#& ¯7}
户给水栓
$#&! °7ír»¼ &) !7¿r»¼
g¶G· ５７１３处，干管阀门井１８座，支管阀门井
&!*座，１０千伏输电线路
!7&% .À9¥;< １．２
&'( Á*7%'"
.À9¥;
１３６
公里，０．４千伏输电线
%') Á*?
KLbIc7%&'Údef()XU
路<０．８
公里。工程的建成，从根本上解决了六峰镇、
*EX &(村
_５９９６
$++* 户２．８６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g (')* hibjGlmno?
大像山镇１２
;.(4<=+,-"
./0 8 供水工
q GK
秦安县西川镇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L? ²Ã+lFö÷, ( Á*b,-X./_? Ã
程。位于秦安县城以西２公里的西川镇侯辛村。于
２００７年４月９日开工，２００８年６月
(%%# Ä " Å + þ"K7(%%) Ä * Å ３０日竣工。工
!% þ#K? K
L８８１．８万元，其中中央专项资金
))&') h70NNA $+)')
h
程总投资
５９８．８万
!"#()*&+
武山县马力供水站

元，地方配套及群众自筹
２８３ h?
万元。完成主要工程
çc¸4KL
7Ñ®>5123] ()!
包括新打机井３眼，安装潜水泵
£¤à5 ! 7l-G３台（套），修建水
! 3$567IG

甘谷县西北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23(456+,-" 7/0 8 供水工．
q GK
++$# h7KL$ÍqG 厂１处，泵房１座，井泵房
L? @ABËÌ ９９５７万元，工程设计供水
程。该项目预算总投资
Ô & °7â & !7â３座，３００
! !7!%% ±®¯ÕÖG
立方米净化水
!"# !
－! １５２－

>
农' 业

池、高位蓄水池各１座，安装加氯消毒设备１套，
!"#$%&!' ! ()*+,-./01 ! 23 公里，安装自动控制设备１台（套）。供水规模为
AB3*+457801 ! À«2¬H D&ÇÈÉ
自动化控制系统一套，架设输电线路
!"#$ 公里，埋
AB3C ９５０．８１立方米／日。工程建成后，解决了远门、土
456789:;23<0=>?@１．７６
&)*+.! s 0 ±H IJKLM3 NOPÊËÌ
设供水管
户。工程建成后，
0D&E１１２．９公里，入户
!!%"& AB3FG ４１０１
'!(! GH
IJKLM3
解决了西川镇１５
２．０６万人的饮水
TUV '!*!户
G %+*$
WXYZ&
NOPQRS !)个村庄４１０１
[*\]^H
不安全问题。

门、郭川、贾川４乡
１９个行政村
４０８１户２．０７万人
ËÍRÎR ' x !&
TÏÐU '*.!
G %"*# WX

YZ&|}H
的饮水困难。

/*#452'6)* 7,- . 饮水工
Z &I
清水县金集乡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JH $_¯&aQ°3ÑÒxSÓÔD&IJH I
程。位于清水县西部，是跨乡镇集中供水工程。工

程总投资
万元，于%**.
２００８年４月
１０ ±IK
日开工建
J~ １２０８
!%*. W3_
 '  !*

设，２００９
年１０月
３０日竣工。主要建设内容∶新打
!*  ,*
± IH mnK0²´ÕÖ
03%**& 
&×ØÙ３ ,眼，水源泵房
3&×¡½ ３, 座，一级泵站
(3;i¡¢ ,),"'
水源大口井
３５３．４

平方米，二级泵站
s3Úi¡¢９７．５
&#") 平方米；修建
s¾µK ５００
)** 立方米、
s
!** 立方米高位蓄水池各１座，３００
s#$%&!' ! (3,** s¯&!
１００
立方米清水池
! (3,* sUil»!
#' (3
UiÛ&½ #'
１座，３０
立方米村级调压池７４
座，村级配水房
７４
座，架设
１０千伏输电线路０．２５公里，０．４千伏配电
(3<0 !*
ªÅ=>?@ *"%) AB3*"' ªÅÛ>
线路１公里；安装自动控制设备
１台! （套），
?@ ! AB¾ *+457801
À «2¬3
ＨＳＢ－１００ＳＺ
1234!**25型消毒设备
Ü./01 １台（套），新建给水栓
! À «2¬3 ÕKÝ&Þ
６０４９
$*'& 处，水表井６０４９处。供水规模１４７１立方米／
e3&ß $*'& eÄ D&ÇÈ !'#! s 6

!"#$%&'()*"+,秦安县西川
镇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 +,- . 供水工
D &I
秦安县兴国镇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日。该工程建成后，解决了金集、郭川、贾川３
乡
±Ä ®IJKLM3NOPàÓáÍRÎR , x
JH $_`*abcd , ABeYfgShRUH
程。位于秦安县城以南３公里处的兴国镇何川村。
% i3jRkl&3mnNOoepq#
IJ ! e 级，从川区调水，主要解决地处海拔高
工程１处２

（镇）３０个行政村
万人
«S¬,* TÏÐU ７４
#' 个自然村
T4âU６０４９
$*'& 户
G ２．７８
%+#. WX

度１２５０￣１７２９米的王尹、云山
２乡山区群众的吃
r !%)*-!#%& sYtu" vw %
xwkyzY{

YZ&*\]^H
的饮水安全问题。

水困难。工程总投资
１３２４万元，于２００８年６月开
W3_ %**.  $ 
&|}H IJ~ !,%'
工建设，２００８
年 !%
１２月竣工，建成每小时出水量
５０
IK03%**. 
I3KL& )*

奎 集 密 超 些 比 来 座丙 我 营 置 赔

sc USZ&Y ,３
立方米以上、符合村镇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机井
3  ,**至
 ５００
)** sY6&!#$%
眼，容积３００
立方米的净化水池和高位蓄
!'&+)&平方米、１７２．８５
s!#%+.) 平方

&!' ! (3K１４９．５９
水池各１座，建筑面积

米的泵站和管理所各
sY¡¢E£¤'１座，安装主、干、支及进户
! (3*+m¥¦§¨G
ªsHNOPfgtuvw , x«S¬
E© )&!+*%千米。解决了兴国、王尹、云山３乡（镇）
管网５９１．０２
,$ 村８７７０余户
U .##* G４．０５
'+*) WXYZ&*\]^H
３６
万余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012'()* +,- 3 供水工
D &I
清水县远门乡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0'()*"+,-123
清水县金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站
89:#;<='6)*+,-. Z&I
张家川县刘堡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饮水工
W
JH ®IJ$_¯&aQ°H IJ~ ..%
程。该工程位于清水县西部。工程总投资
８８２万
,*
ABH
JH
IJ$_ãäRaå°wk3æab
程。工程位于张家川县北部山区，距县城
３０公里。
3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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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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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于 ２００７年 ３ 月 １３ 日开工建设，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

３０,* 日竣工。该工程主要建设内容有∶修建箱式潜坝
± IH ®IJmnK0²³´µK¶·¸¹
! e７０．５
#*+) 米，安装
s3*+ /!)*
=&ºE '%$*
s3µK
１处
中１５０输水钢管
４２６０米，修建
)** s#$%&! ! (3KUil»! ,$
５００立方米高位蓄水池１座，建村级调压池
３６(3
座

IJ¼&&×Éçè&é3&×êë&ìíîH
工程取水水源为石峡水库，水源充足、水质良好。
工程审定总投资
万元，设计日供水规模
I J ï ð ~   ２９７８
%&#. W
3 0ñ±D&ÇÈ

２２１５．５
立方米，于２００９
%%!)+) s3
_ %**& 年５月５日正式开工建
)  ) ±ò·IK

03%*!!  $ 月底全面竣工，并交付使用。共修建
ó\ I3ôõö÷H øµK
设，２０１１年６
!..+% 平方米取水泵房
s¼&¡½ !１座；在泵站内安装潜
(¾¿¡¢²*+¸
µK１８８．２
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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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3K&ù
! e«úû %#& 平方米净水
s&
À«2¬3* +ÁÂ ¡ ! À«2¬3 Ã J ,.*
&¡２% 台（套），安装排污泵１台（套），扬程
水泵
３８０ 取水工程１处，建水厂１处（包括２７９
üý １座，４２０
! (3'%* 平方米综合办公楼１座，１６０平方
sþÿA! ! (3!$*

车间
sÄ <0１０千伏高压线路
!* ªÅ#»?@１．６
!+$ 公里，低压线路０．４
AB3Æ»?@ *+'
米。架设
s¡½ ! (3)** 立方米清水池１座），安装自动化
s¯&! ! (¬3*+456
米泵房１座，５００
7801 ! À«2¬3;"6&01 ! 23<0=
控制设备１台（套），一体化净水设备１套，架设输

电线路３００米，３１５
千伏安变压器１台，高扬程泵
>?@ ,** s3,!) ªÅ*#»$
! À3 #ÃJ¡
' À «2¬3)** s#$%&!
! (3,* s
４台（套），５００
立方米高位蓄水池１座，３０立方米

减压调蓄池
%»l%!３０座，安装各类管道
,* (3*+'&E' ５５６．４公里，其中
))$+' AB3(Ô
水源至水厂２８０米，水厂至高位蓄水池５３００米，
&×&ù %.* s3 &ù#$%&! ),** s3

供水主干支管
５３２．２公里。累
D&m¥¦E１８．６公里，村级管道
!.+$ AB3UiE) ),%+%
ABH *

清水县远门饮水安全工程管理站
.*#4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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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国家投资
W3(Ôgä１９６２
!&$% 万元，
W3
计完成投资
,-Û2à ２５４万元，群众自筹２３９
%)' W3yz4. %,& 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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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配套资金
万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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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建成后，解决了刘堡、川王、木河、张棉、龙山、张川
!"#$%&'()*+,*-.*/0*12*/+
６ !乡（镇）５０个行政村
户 &'("
４．２５<=>?@A
万人的饮水不
3456 "# 789: ８６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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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DEF
安全问题。

全县乡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 -jëì12
CÚ3+Z,-./0 １３４１．０３公里，梯田面积
累计达到
万亩，解决了８０
个特困村及部分
á/0 ７５．７７
+"'++ <3j
%&' $# ª4t+ºJæ
重点村增收难、饮水难、行路难的突出困难。林果
ÎÏ+56u?@u8Zu>78tuF 9:
业得到快速发展∶全县以苹果、花椒为主的林果业
f;0<=Q>?CÚ@A:[BaR>9:f
栽植面积达到７２
Cõ12/0 +(万亩。养殖业不断发展壮大∶２０
<3F ö÷fADQ>EF?(#
多年引进良种牛１．６４
GmHþ Iô J )'!&万头，养猪
<K j öL４．９６
&'*! 万头，羊
<KjM
)'(& <NjO )$
<NjPQ *!++
%fR1K
１．２４万只，鸡
１８万只，獭兔
９６７７NF
只。产业化龙头
Sf;0<=Q>j°T:UVWXYZ[\]
企业得到快速发展，长城果汁厂、兴源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和盈动果品有限责任公司等龙头企业为全
^_Ë`a:Z[\]^_Æ1KSfaC
县林果业和养殖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Ú9:fËö÷f><=Q>bc'defgF
科技扶贫效益显著∶１９８３
、维修
øNOhijk?)*$%年以来，累计新修
m@ljámnon

学校
个重点村的教学条件，
"! 所，大大改善了５６
rjFF!"' "! ªÎÏ+>spüýj
pq５６

刘堡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泵组
!"#$%&'()*+,-

解决了学生上学难问题。新建村文化卫生设施
６２
%&'ptupuDEF m!+vRwtg¹ !(

&'()
扶贫开发

处，解决了村无阵地、村民培训无场地等突出困难
xj%&'+yzb+{£¤y|bÆ78tu

天水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 政府工作部门。天
9GHIJKF L
@MNOPQHI>RSJKF TUVWX%Y
水市扶贫开发工作的主管部门。位于秦州区解放
Z[\]XF ^_`aL@bXcdef!gh
路花园小区。其前身为天水地区渭北农业建设指

挥部，成立于１９８４
iJj klU )*$& 年１月
m ) n１０日，下设办公室。
)# oj pgqrsF
)*$" 年成立天水市困难地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mklL@MtubXvIwx]yj pg
１９８５
qrsjzL@Mcdef!ghiJ{|=}j
办公室，与天水市渭北农业建设指挥部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１９８７年２月１５日，天水市渭北农业建
~F )*$+ m ( n )" ojL@Mcdef!
ghiJa
L@MOtbX PQhi
设指挥部更名为＂天水市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指挥
部＂。１９９７
JF )**+ 年４月，天水市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指挥
m & njL@MOtbX PQhi

部更名为天水市扶贫开发办公室。２０１０
JaL@MNOPQqsF (#)#年，天水市
mjL@M
扶贫开发办公室（加挂天水市外资扶贫项目管理
NOPQqs L@MNO
中心和中共天水市委帮助基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L@MvIwx]yq

和问题。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基本形成，科学技术得
ËDEF ef ø}¨~kj pø;
到全面推广应用。１９８３年以来，累计开展林果业、
0C1ùúF )*$% m@ljáP>9:f
养殖等各类技术培训
万余人次，推广科技项
ö÷Æ ø£¤ １３．４
)%'& <=j
ùú ø
目５９
"* 个，引进新品种
ªjHþmZô ５２
"( 种，推广面积６．８６
ôjùú12 !'$! 万亩，
<3j
øeft%>Ë1mbF
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率和覆盖面逐年提高。
!"*04&'56789: 扶贫项目。
NOF
天水市西部扶贫世行贷款项目
·JNO8È8èÉbc
西部扶贫世行贷款项目是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旨
O>¶±j U#ßÉ9G
在减贫的第三期贷款项目，用于支持我国政府
)**% mb8>

NOF )**+å(##!
１９９３年提出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１９９７—２００６
mjL@M¸¹'·JNO8jó
年，天水市实施了西部扶贫世行贷款项目，首次利
P>8f>F ¡ F²(>0+0;
用外资开展跨行业的大范围、大规模的到村到户

扶贫项目。项目覆盖全市五县两区项目区７７个乡
NOF CM¢Ú~XX ++ ª3
镇７５９
万人受益。扶持贫困户
７３５７０
5 +"*个行政村，３５
ª89+j%" <=£iF
NßOt; +%"+#

室牌子）内设办公室、计划统计科
s6gqs 、信息培训科、社
¡¢£¤ ¥

户，贫困人口
;jOt=¤ ３５１６８２人，分别占全市乡（镇）、村数
%")!$( =jæç¥CM356+¦

会帮扶科、财务审计科、外资项目科
¦N  §¨©   !６个职能科
ª«¬

的
> ５１．３？
")'%,Ë２６．３？？项目总投资４５３２９．５
(!'%,F ,â &"%(*'" 万元（人
<ä =

室。主要担负全市扶贫开发中长期规划的编制，年
sF R®¯CMNOPQ°±²>³´jm
度计划编制，全市扶贫开发、＂三西＂建设、外资扶
µ³´jCMNOPQ
¶·!gN

民币），其中∶世行贷款
２７６３．９９<©äjÉª|
万美元，国内配套
{§6j^¨8 (+!%'**
(($#('*& <äF æaébze;PQ@óz
２２８０２．９４万元。项目分为土地与农户开发、水利与

贫项目的实施及跟踪检查，扶贫资金的管理，审
O>¸¹º»¼½¾j NO¿>Sj©

ñ«e+ûg¹!ge+SfÀ¨Á8¬
灌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企业劳务输出、机

j¥¦NjÀ¨ÁÂ£¤jÃ¾ÄÅÆvIÇ
计，社会帮扶，劳务输转培训，调查研究等工作。
.
/0123 扶贫项目。天水市是国家和省
NOF L@MÈÉÊËÌ
＂两西＂建设
Í>ÎÏNOPQbXÐ{F
)*$% mÉÊPÑ

¶
列的重点扶贫开发地区之一。１９８３
年国家开始＂三

!g ! ªæ&( 个子项目。通过世行项目的
ªF ®¯8>
构建设６个分项目、４２

西＂（甘肃省的定西、河西地区和宁夏的西海固地
·ÒÓÌ>Ô· Õ·bXËÖ×>·ØÙb

*)"元，增加４０９
äj5 &#*元；解决了１８
ä³%&' )$
<=%'"万头（只）
<KN6
９１５
万人、３．５
Fµ¶>?@tu³35®Z/0
)##,je;
大牲畜的饮水困难；乡镇通路率达到 １００？？农户
®·/0 )##,F 8>¸¹¸Xe
通电率达到１００？？世行项目的实施使项目区农

区）农业建设，秦安县被列入甘肃省
３９ ª
个＂两西＂
~·
X6ef!gjVBÚÛÍÜÒÓÌ %*
ÒÓÌÔ·Õ·bX6ef!gÎÏXÝÞN
（甘肃省定西、河西地区）农业建设重点区域性扶
持的贫困县。１９８３—２００７年，国家累计投入秦安县
ß>OtÚÇ )*$%à(##+ mjÉÊáâÜVBÚ

¸¹j0 (##&
实施，到
２００４ mjL@M>e{=°¥[±Y/
年，天水市的农民人均占有粮食达
0
%##
²j5
到 ３００ 公斤，增加)%!
１３６²³e{=°´6Ü/0
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农民收入显著
+t%t¹üýºj!"je{6Üjk

提高，贫困状况得到较大程度缓解，各项指标均
bjOt»¼;0½F.µ¾%j h¿°

¶·ãNO¿１３４０８．７７
)%&#$'++ 万元，财政扶贫资
<äj§9NO
＂三西＂专项扶贫资金
金
万元。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秦安县累计投入
¿２５３５．５２
("%"'"( <äF
(##)å(##+ mjVBÚáâÜ

明显优化，为全市争取、实施外资项目提供了组织
ºjÀRjaCMÁÂ¸¹bc'yÃ

ÄgF
%$$) 万元，分别投向土坎梯
<äjæçâèéêë 保障。

¶·ãNO¿３８８１
＂三西＂专项扶贫资金

田ìíîïðñ*]ò@ó*ôõfb!g*ö÷f
、集雨节灌、小型水利、种植业基地建设、养殖业
b!g* øùúÆF VBÚ>efûü
基地建设、科技推广等项目。秦安县的农业基础条
ýþ{ÿ!"j#$%f&'²(j) (##+
m*j
件进一步改善，支柱产业初具规模，至
２００７年底，

天水市五七扶贫攻坚计划
!"*;<&'=>?@ 扶贫计划。１９９４
NOF )**&
mj L@M={9GÅÆ ÇÉÊÈNO
年，天水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七八扶贫攻坚计

划》和《全省四七扶贫攻坚计划》制定了《天水市五
ÉËÇCÌÊNOË´Ô'ÇL@M¢

! !"# !－
－１５４

& 6
农业

七扶贫攻坚计划》。市委、市政府决定从１９９４年到
!"#$%&'() *+,*-./01 !""# 23
２０００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
$%%% 245678,98,:84;<=>?@AB
力量，力争用７年时间，基本解决全市农村
万
8C48DE & 2FG4HIJ/K*LM ５７
'& N
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并对已初步解决温饱的地
OP7QBRSTU4 VWXYZJ/RSB[
方继续巩固提高。《计划》提出天水市扶贫开发的
@\]^_`a) b&'(`cde*fOghB
重点是全市五县两区的
个贫困乡，奋斗目标
() pOPq4
rstu
ijkK*lmnoB ８３
kvwxyz{|848D3 $%２０世纪末，使全市农民
}~4K*L
是∶（一）经过努力，力争到

村劳动力从事劳务输出，劳务收入占农民人均纯
MM;81xMÐNc4 MÐ yL7

7 3 *+,%元，以１９９０
4 *""% 年不变价计算，
2&4
人均纯收入达到１０４０

Æ-,Ð,´ü,`,Î,
家政、宾馆服务、食品加工、服装纺织、机械制造、

８０？？上的贫困户人均收入达到
(%-BOP7 3５００元以上，同
'++ 4
时，不再出现人均纯收入
.%% 元以下的乡镇、５００
Bq,'%%
F4 c7 ６００
元以下的村。（二）到
２０ }~4K*7
世纪末，使全市人均生产
BM) wy3 $%
粮达到
公斤，８０？？贫困户人均生产粮达到
/'% 4(%-BOP73
3 ３５０
/%% 公斤，力争农村粮食基本上实现区域内的自求
48DLMHIoB
３００
¡) w¢y3 $%
平衡。（三）到
２０}~4K*q£¤¥¦
世纪末，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达
到3 １４０
１９９３2©nª«42¬®¯°
年翻两番半，年递补增率为
*,% 亿元，比
§4¨ *""/
３０．２？？来自乡镇企业中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0$-) ±q£¤6BL7 3
６００元左右，比
.++ ²³4¨１９９３
1""/年增加
2®´４２０元。（四）基本解决
,$+ )wµyHIJ/
人畜饮水困难，行政村基本通电，农户通电率达到
7¶·eP¸4¹-MHIº»4Lº»¯3

保安、铁路服务、农业种植等工作。２０００年组织劳
P,¼Ð,L¤]Áüý) $+++ 2_`M
务输出人口
年共组织劳务输出
ÐNc7Q３０
/+ 多万人，２００４
\N74$++, 2_`MÐNc
４８．７５万人，年创收入达
１０．７１亿元。按照＂内抓产
,(2&' N742  !+2&!
§)
¡
h
¢
业、外抓劳务
、增效增收＂的总体思路，着力完善服
¤,Ê¢MÐ,®®£B¥¤¥¼4¦8§å
Ð¤¨4´©*ªg4MÐNc7«®ò¬d)
务体系，加强市场开拓，劳务输出人数增长迅速。
&I®ÊcÐü7<
!!2(万人次，已建省、市级
N7,4X8,*æ
累计培训外出务工人员
１１．８
劳务输转培训示范基地
年共组
MÐNgI®¯öH[１７
!&个。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p) $++$ù$++& 2_
织劳务输出８．４万人，累计创收达
亿元。在贫
`MÐNc (2, N74&°３．６
/2. §)
ÔO
困地区劳务收入占当年纯收入的
３０？？右。劳务
P[oMÐ y±2 B /+-²³)
MÐ
输出已成为农民转移就业，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
NcXw°LgO¤4®´ B%|})

９５？？９５？？行政村通公路，乡乡通班车。（五）１９９７
"'-4"'-B¹-Mº¼4qqº½¾)wly!""&

整村推进扶贫
2345() 扶贫措施。整村推进是指在
fOuv) CM²k³Ô

2K*¿ÀYÁÂÃ4$+++ 年，除张家川县的部分
24ÄÅÆÇmBÈÉ
年全市普及初等教育，２０００
qÊ4K*ËÌ[o¿ÀÍ2ÎÏÐÂÃ4LMÑ
乡外，全市其他地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村非

掌握一到两门农业实用技术。农村医疗卫生条件
ØÙx3nÚL¤EÛÜ) LMÝÞßàá

-zB´µJ¶q4 ·¸OP¹ºJ=>?U
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依靠贫困群众和社会各界
BSTab4WOPMzW,=>hV¹»xõ
的广泛参与，对贫困村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统一规
',ij89,¼rgh,C¤²B¼rfO@
划、重点建设、综合开发、整体推进的综合扶贫方
½) ¾@½¿ÀÁÂÃfO !""( 2Ôde*
式。该方式首先由甘肃省扶贫办１９９８
年在天水市

明显改善，村级卫生室覆盖率达到
９５？？健康教育
âãäå4Mæßçèé¯3 "'-4êëÂÃ

秦安县郑川乡庙嘴村及平凉市静宁等县的
ÄPmÅÇqÆÇMÀ È*ÉÊÁmB １０
!+ 个
p

¿À¯3 １００？？地方病、传染病明显减少，人口
!++-4[@ì,íîìâãïð47Q
普及率达到
ñ®ò¯óÎÔôÆõ0Bö÷)
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

OPMËjwÌÍ¥FzÎ4VÔK²S4X
贫困村试点成功后总结经验，并在全省推广，现已
²S3KôOP[o)
±24de*Ï[ÐÑÒÓ
推广到全国贫困地区。当年，天水市将地处渭北浅

天水市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fO
扶贫
!"# !""#$!"$%

山干旱山区的秦安县郑川乡庙嘴村列为首批扶贫
ÔÕÖÔoBÄ×mÅÇqÆÇMØ°¿ÙfO
开发综合示范点，投入专项建设资金
万元。此
gh¼r¯öj4Ú ÛÜ89ÝÞ ２００
$++ N)
ß
后，市、县区积极推广庙嘴经验，全市整村推进项
Í4*,moàá²SÆÇzÎ4K*CM²Ü

文盲率达到
８５？？上，９０？？上的在乡知识青年
ÒÓ¯3 ('-4"+-BÔqÕÖ×2

计划。２００１年，天水市人民政府制定了《天水市
&') $++! 24 de*7-.Î0ø bde*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ù$+!+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提出天水市扶
2LM"Oghúû(4`cde*f

收入的三成以上。天水市委、市政府把劳务输出作
 B¢w) de*+,*-z{MÐNcý
为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采取各种行之
°OP[oL®Biû|}4 ~?]¹
有效的办法，拓宽劳务输出渠道，提高劳务人员的
%B4 MÐNc4`MÐ7<B
就业能力，确保劳务输出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
¤84MÐNc%_`,%&'[¹4
建成百人以上劳务基地
个，输出人员遍及
３２
8w7MÐH[ ３５２
/'$ p4
Nc7<À /$
p,*J !,'+ 个劳务基地，主要从事建筑施工、
pMÐH[4û1x8vü,
个省、市和１４５０

894:;<=>°ijB?@A894BC
建设，以退耕还林草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建设，调整

目村数量逐年扩大，由
１９９８2B
年的１县１
村发展到
tM«Câ2ãH4Á !""(
! m ! MhV3
$++( 年的
2B ７县区
& mo ７５
&' 村，１０
M4!+ 2K*vCM²
２００８
年全市共实施整村推
ijOPM ４２２
,$$ p4
ä CM ²f qÝ Þ
进重点贫困村
个，落实整村推进扶持资金
$,"&! N) º{eå,=æ,¶ç,èº,ÒÂß
２４９７１万元。通过水利、林果、畜牧、交通
、文教卫生
ÁÜtBv4 ÜtMC¤3ø"0J/R
等项目的实施，使项目村整体达到了稳定解决温
SBtu4éàáê3ëHìåcJ/øM
饱的目标，生产生活条件得到较大改善；解决了村
民增收难、饮水难、行路难、求医难、上学难和村级
®¸,·e¸,¹¼¸,Ý¸,í¸JMæ
班子无阵地，村民培训无场所的突出困难；项目村
½îïð[4MI®ïª^BñcP¸cÜtM

DEL¤FG4H8IÃJKHDL¤4MÐN
优化农业结构，大力培育和壮大优势产业，劳务输

('. 元增加到
®´3 !'+'
L7 Á¯öòB８５６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示范前的
１５０５

出，移民安置，科技扶贫等方面。同时《纲要》广泛
c4OPQ4RÛfOÁ@A) Fbúû(ST

元；项目村贫困面大幅度下降。２００１
年按照国家贫
cÜtMOPAHóôõ) $++! 2
¡ôÆO
困线标准，界定当年全市贫困人口
Pöu÷4U0±2K*OP7Q１０９．６６
!+"2.. 万人，通
N74º
过
年底的
{ ８年努力全市贫困人口减少至
( 2 | 8 K * O P 7 Q ï ð ø ２００８
$++( 2
ùB
５４．８６
２０００
',2(. 万人，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
N74OP7QyLM¥7QB¨iÁ $+++
2 ùB ３６．７？？降到
/.2&- õ 3 ２００８
$++( 2
B !&2"4 õø
年底的
年的
１７．９？？下降了
!(2( pÉj)
de*CM²fOBú4°K
１８．８
个百分点。天水市整村推进扶贫的实践，为全
*ûøK, KôCM²fOghüý`üø
市乃至全省、全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工作提供了

贫工作的奋斗目标是∶到
２００５ 2HIJ/þÿ!
年基本解决剩余绝
OüýBrstukv3 $++'
WOP7QBRSTU4ÈÉ3"0J/RS#
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部分达到稳定解决温饱；
$+!+ 2K*"0J/RS4
ÈÉ$
到3 ２０１０
年全市实现稳定解决温饱，部分实现脱
O4%àáB&'ë()) fOghBijW*É
贫，有条件的向小康迈进。扶贫开发的重点对象分
np+,v xk-.HIJ/RSB４．５９
,2'" N7À
两个层次∶一是尚未基本解决温饱的
万人及
/01OB
$&2(
N72
kXHIJ/RSB3
因灾返贫的 ２７．８ 万人；二是已基本解决温饱的相
对贫困人口。扶贫开发的基本内容包括农业基础
WOP7Q) fOghBHI456L¤H7

动员社会各界开展扶贫济困，帮助贫困地区开发
;<=>?UgVfOWP4 XYOP[ogh

892Z[\]^%ÎzW_`abfOghc<
建设；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参与扶贫开发；还
提出加速贫困地区十地流转，加大＂四荒＂地治理
`c´dOP[oe[fg4´H
hµij[kl
ghcmïnLopc%qfOghb&'
开发；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坚持扶贫开发与计划生
Ã3Fr4stóÎ7Q®òÁ)
育相结合，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等。

劳务输出扶贫
./01() 扶贫措施。天水市有三成农
fOuv) de*%¢wL

$&& !－
－! １５５

!"#$%
天水大辞典

理论和实践依据。２００４
月，世界银行将天水市
!"#$%&'( !""#年
) ５$ *+,-./0123

秦安县刘坪乡任吴村整村推进扶贫工作列入世界
456789:;<=<>?@ABCDE,银行在上海举办的全球扶贫大会议程进行了实地
./FGHIJKLM@ANOPQ?/R$S
参观考察，并将任吴村典型经验在大会上进行了
TUVW+ X0:;<YZ[\FNOG?/R
]^+_`RaNKbc(
交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家培训机构为普通技能培训基地。培训专业涉及
¤&'@AiB}%&'jS( &'=¾¿
建筑、家政服务
、餐饮服务 、美容美发、电焊 、缝纫、
CD¤nEFGHEFIJIKLMN
保安、计算机操作
、机械制造、食品加工等专业。至
O5PQRSCRTUVWXãBæ=(
¼
２００９
８７５７Y
名＂两后生＂进行了培训。每名
!..' 年，已有
)+Ñ &*$*
÷ø`?/R&'( ZY
＂两后生＂第一年补助
１０００

÷ø` [y)\１５００
($.. 元，第二年补助
É+ [])\ (...

村级扶贫互助资金 扶贫措施。是指以村为
&'()*+,@Ade( fgh<i

元，累计投入＂两后生＂培训费
２１８９．２５万元。通过
É+^PËE

÷ø`&'_ !(&'+!$
ÈÉ( }~

jklm+ nopqn@Arstuvwxyz
基本单位，政府从财政扶贫资金中无偿提供一笔

&'+

÷ø`,-Ry3K`a#b+cd
培训，使＂两后生＂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获得

rs+ {<|}~|I_`K!
tbt=ÿef#g¤th4Girjfk(
资金，由村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管理小组按照
中技、中专学历证和国家中级职业上岗资格证书。

＂民有、民管、民用，周转使用，滚动发展＂的原则，

|||++K+
在村内有偿周转使用，是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提
F<v+fA`_+w
高自我管理能力，促进产业发展的新的扶贫资金
!+ ?_K K@Ars
使用方式。２００６
)+123K£¤¥6¦§9¨©
¡¢( !""% 年，天水市的张家川县马鹿乡长宁
<#ª«9¬<２! 村、麦积区包家沟的
< ®¯°¤±K $
村和木河乡高山村
５ ²<
个村
!""& 年，全市试
)+L3¹
³DE´µ¶·¸¹º<( »¼２００８
被列入甘肃省首批试点村。截至
点的乡镇
１３４６ 
户 %$!*
６５２７
ºK9½４９个，村
#' ²+<８９
&' 个，涉及农户
²+¾¿À ()#%
人。试点村筹集的资金总量达到
Á( ¹º<ÂÃKrsÄÅÆÇ１３６５．８５
()%$+&$ 万元，其
ÈÉ+Ê
中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tËEqn@Ars１２７５
,!*$ 万元，会员入股
ÈÉ+ OÌEÍ ５０．８５
$"+&$
万元，其他资金
４０ ÈÉ(
万元。发展会员１７２５
ÈÉ+ÊÎrs #"
OÌ ,*!$ 户，占试
+Ï¹
º<ÐK３３？？已到期贷款
))-(ÑÇÒÓÔ
*&+$万元。回收
ÈÉ(ÕÖ %(+%
点村户数的
７８．５
６１．６
ÈÉ+ ÕÖ× *&+#-(
ØÙÚÛÜÓÔ ０．６６
.+%%
万元，回收率
７８．４？？有可能出现沉淀贷款
ÈÉ+Ï .+&#-(
Ý@ÞßàáâãB
万元，占
０．８４？？主要扶持种植业、养殖业、加工
ÓÔêëì× *+%-+í
业äåæ`_çèé(
、运输业等生产性项目。贷款平均利率７．６？？低

大部分＂两后生＂毕业后在北京、上海、深圳、西安

÷ø`úøFmnGHopq5
Nló
等城市的大型企业找到了工作，月工资待遇均在
ær3KNZstÇRBC+ *BruvëF
２０００
!...元以上，真正实现了＂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
ÉhG+wx$ÚR

&'yÁ+yyÁ+6
AyKéz(
贫一户＂的目标。

科技扶贫
56() 扶贫措施。科技扶贫是现代农业
@Ade( {b@AfÚ|À
科学技术在扶贫开发领域的运用。通过普及现代
{ÿb?F@A9}~Kä( }~B¿Ú|

农业知识，引进优良品种和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建
À`a+?Xß#>Ú|Àb?+C
立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
Ú|À{bEF + wAS¯À|K
素质，达到增加农民收入和脱贫致富的目的。每年
+ÆÇãÀ|ÖE#6A78KéK( Z)
扶贫开发项目中科技扶贫比例占到１５？？２００１
年
@A9èét{%@AÏÇ ($-( !..( )
¼ ２００９
!..' )+
123ËE{b@Ars ５００６．１５
$..%+($
至
年，天水市共投入科技扶贫资金
ÈÉ+}~èéb?O+

Ù+?
万元，通过成立项目技术协会，采取＂走出去，请进
KJ+IJÀ{%$%?&'
来＂的办法，共举办各类农业科技实用技术培训班

４９４期，培育农民技术人员９．６８
#'# Ò+&À|b?ÁÌ '+%& 万人次，推广各种
ÈÁ+>ß

农业技术
１５１．７ È(
万亩。全市
(#$ 项，推广种植面积
è+>ßà® ($(+*
L3
îï Ò ./ì×ð&+*%-ñ( ²òóº+íîôõ
Àb?１４５
于同期银行利率（８．７６？？１个百分点，低于信用社
建成市
、县、乡三级科技服务组织
７１６
个，初步形
ì×
ð
((+$!-ñ#
²òóº(
öì×
(!-+öíì
C369{bEF
*(%
²+ù
利率（１１．５２？？４个百分点。最高利率 １２？？最低利

× %-(
率６？？

成了县区有中心、乡有站、村村都有农民技术员
、
R6¯t¡9¢<<£À|b?Ì

.
/01234 扶贫项目。＂两后生＂指初、高
@Aèé(
÷ø`gù
＂两后生＂培训

中毕业未能继续升学的贫困家庭中的富余劳动
túûüýþÿKA¤!tK"#$
(
÷ø`%&'fAS¯$(&
力。＂两后生＂技能培训是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

组有科技示范户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网络，种子
{b¤¥KÀ{b>EF¦§+ ß¨
包衣、暖棚养畜、节水灌溉、新的良种品种引进等
°©ª«á¬2®¯ KßXß?æ
农业新技术得到大面积推广，间作套带等高产高
À %?dÇN®>+ °C±²æ_
效农业面积大幅度增长，主要农作物良种率达到
³À®N´µ¨+ ÝÀC¶ß×ÆÇ
９５？？上，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贡献率达到
'$-hG+ {bFÀ`_tK·¸¹×ÆÇ

#$-(
４５？？

社会帮扶
789(扶贫措施。１９９４
@Ade( (''#年)３) 月，天水市成
*+123
立了＂中共天水市委帮扶基层工作协调领导小
Rt123º@j»BC¼}½
+}½°6¾º+l¿À*°<+ÁlÀ*
组＂，采取领导包县联点，部门结对包村，干部结对
°

myK@Uµ+9õO@BC(
包户＂三位一体＂的帮扶制度，开展社会帮扶工作。

２００２
!..! 年甘肃省确定中国北方车辆集团公司、国家
)´µ¶Â3tgm¡ÃÄÃÅÆÇ g¤
È¶É tgÊËSÄÉ ３) ²g¤@Ì#1Í
文物局、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个国家机关和天津
3«m¯ÎÏ¯NÐ¯ÑÒ¯9¯ÓÔ
市河北区
、塘沽区、大港区 、宝坻区、开发区 、东丽
!"#$%&
'
()*+,-./
非洲官员考察＂两后生＂培训基地

区定点、对口帮扶天水市，另外还确定
２３ ²¶Ù
个省直
¯3º*Õ@123+Ö×ØÂ3 !)

'BCtKyè)NId+ÊéKf}~*

÷ø
训工作中的一项重大举措，其目的是通过对＂两后

单位定点帮扶天水市，市直及驻市
个单位参
lm3º@123+ 3Ù¿Ú3 １８９
(&' ²lmT

`?/iÒ÷)K%&'+Î+,-y%.
生＂进行为期两年的技能培训，使他们掌握一技之

与了全市的帮扶工作。１９８６年至
ÛRL3K@BC( ('&% )¼ ２００１年，国家、
!..( )+ g¤

省、市、县帮扶单位帮扶资金（含物资折价）２．３９
亿
¶36@lm@rsðÜ¶rÝÞñ!+)' ß
É( !..! )¼２００７年底，国家、省、市、县帮扶单位
!..* )à+g¤¶36@lm
元。２００２年至
@rsðÜ¶rÝÞñ(+(& ßÉ+Êtg¤È¶
帮扶资金（含物资折价）１．１８
亿元，其中国家文物
ø`&'èé+&;12À<124t=æ
后生＂培训项目，依托天水农校、天水职业中专等
(##$
ÈÉ+
tgm¡RÃÃÄBÃÅÆÇ
É
局
１４４５万元，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
(!
>tæ=%?ÿ<i

÷ø`&'jS+(%
１２ 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为＂两后生＂培训基地，１６

长，由农民变成产业工人，拥有稳定的职业和收
¨+ {À|/0_BÁ+ 123K4#Ö
入，从而脱贫致富。天水市从
２００７ )9:$e
年开始实施＂两

÷
E+p56A78( 123p !..*

!"# !－
－! １５６

' (
农业

１８４４．４４
万元，国家煤炭总局
万元，天津市
东西扶贫协作
年，党中央、
!"#$%$$ !"#
$%&'() ３０．８
&'%" !"#
*+,
!"#$%&扶贫措施。１９９６
=D\]7 +**^@V_`X
个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
()")%"* !"- ./01 +$)(,-& !"# ,234 国务院决定东部沿海
+/ ijk.,lmn=o
abcBdefgh １５
２０８０．８９万元，省直机关１４０２．６３万元，市级单位
部
f １１个欠发达省区市，通过对口支援、经贸协作、
(.*+,)* !"#5264 (($&,*&
!"7 89:;<
++ ipjk.q,@89lmrsXtuv?X
２７９１．０９万元，县级单位
２２４３．９３万元。通过社会帮
劳务合作
、人才交流等多种形式，支持西部贫困地
=>?@ ABCDEFGHGIJKLMENO
wbx?Xyz{|}M~rofDE
扶工作，解决了贫困户生产生活上的诸多困难和
区发展，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
PQ@RSTUCVWXYWZ[7
qj
j RKj
问题，同时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中固北车集由时谷考安毛坪高题低业赛她

标。对口帮扶甘肃省的是天津市。２０００年以来，天
7 lmn=.K*+,7 ())) ^*
+,89yYf{|
津市通过开展人员培训，干部交流挂职，派优秀教
 *¡,¢£X¤X¥¡X¦§X¨%©ª5r
师到天水市武山、甘谷、清水、秦安、张家川五县支

教，经济协作，捐款捐物等形式，多层次、全方位开
t«v?¬¬®¯M°±X²³4
展对口帮扶。２００２
２００９ ^¶·*¡,n=¸
年共投入天水市帮扶资
µ ())*
lmn=´ ())( 至
金
万元（含物资折价）。２００４年天水市扶
¹ ３０５４．８９
&)/$,"* !"
º»®¸¼½¾¿ ())$ ^*¡,=
贫办被国务院评为＂全国东西扶贫协作先进集
DÀÁabcÂÃÄ²aeo=Dv?ÅÆÇ

!"#$%&'(
中车集团扶贫基地

ÈÉ7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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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

! "
工业
通组，成立天水专署工业局，编制
人，内设秘书
Ö5]3)TUe£GH]Ø １４
%& ]ÃÄÅ
室Î°ÀÍGHÙGH]QÚf
、煤电科、重工业科、轻工业科，主管全区 %+
１７ l
个

&'()
机构组织

"º¸HGHA %")* . %%
1 %& ¢]GHÕÖ©
国营企业工业。１９６３年
１１月１４日，工业交通局改
TUe£GH]/ÕÖ¼ÛD] ÃGH
*+,-./0123456!"578 !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天水事务所
民 为天水专署工业局，（交通局划出），内设工业科、
GHQRÄ]§ %& ]X°±¹º
"#$%&' ()*!"+,-./!"#" .0$月，
12
国时期机构。成立于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２
手工业管理科、人秘科，编制１４人，下设煤炭经营

成立后，组建各种形式的生产合作社。民国三十一
3)4256789:;<=>?@A !"B,C
年（１９４２年），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军毯
./%"&$ .D23)EF"GH>?IJKLMN
OPQRSTUVS/WXYZ[G>\D]^. '
织造管理处天水分处（以下简称＂工合＂），同年５
1_3)E`abcSA[
G>\dTUefgh
月又成立了秦安办事处。＂工合＂在天水专区所辖
%& i]j456 １００
%(( kl<m>?@]nFoBp
１４县，先后组建
多个生产合作社，其中仅三阳
q;rO<m>?@s５６
') 个，促进了天水地区工
l]tuETUvfG
川的纺织生产合作社达
H;wxA y!"+,-./%"*" 年）至民国三十
.Dz!"B,
业的发展。从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处。１９６４年，手工业部分分出，成立天水专署手工
SA %")& .] GHVVÛ]3)TUe£ G
HQR]XÄÅ<mA e£GHÃ
业管理局，下设秘书科和生产科。专署工业局内部
%&ÜÝÙGHÍGH%ÞÄÅ]
机构调整为轻工业科
、重工业科、机械科、秘书科，
Ø " A %")- . , 1 ,' ¢]3)TUefßà
编制９人。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５日，成立天水专区革命
á¡JA X<mâã]ÃGH65]
委员会。下设生产指挥部，部内设工业建设组，主
QTUvfGHH¦A GH65ävå
管天水地区工业业务。工业建设组由地方干部与
军队代表联合组成。专署工业局机构瘫痪。１９７１年
Mæçèé>53Ae£GH%&êëA%"+% .

六年（１９４７
年），＂工合＂实际是组织管理天水工业
1]GH65>Ò*<mâã"!¹ì»¼5A
[
G>\|}~5OQRTUGH ４ &月，工业建设组合并于生产指挥部国民经济计划组。
{./%"&+ .D]
!"9:,-CDB 政府工作部门。１９６２
 G?®A %"),
生产的非官方机构。此外，各县政府建设科和天水
<=;%&A ]7i 6TU
天水专署工业交通局
. + 1 %) ¢]×Ëe£ÔCGHÔ+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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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７月１６日，撤销专署第一工业局、第二工业局、
金属冶制工业工会、纺织工业工会、火柴工业工会
ÕÖ]3)TUe£GHÕÖ]Ã»¼
GH<=;QRA
交通局，成立天水专署工业交通局，内设计划科、
也参与对工业生产的管理。
工业科、手工业管理科、交通运输科、人秘科。１９６３
GH GHQRÕÖÐíÄA %")*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F!"3)
天水专署工商劳动组
年
. １１月１４
%% 1 %& 日，专署工业交通局改为天水专署工
¢] e£GHÕÖ©TUe£G
$QRGH;%&A n %"&" .
1
初期管理工商业的机构。其前身为１９４９
年 %%
１１月
份成立的天水分区工商局，主管商业及手工业。工
3);TUVfG]QH GHA G
?¡ & A %"'( . ' 1 ,& ¢]()TUfe£
作人员４人。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４日，成立天水区专署
%* 人，实
2|
G]¤QG7¥H¦G?2§１３
工商科，接管工商局各项业务工作，编制
¨ ) ' %"'' .©ªGH' %"') ._©ªG
有６人。１９５５年改称工业科。１９５６年又改称工商

«¬5'
劳动组。

!"9:>?@A,-B 政府工作部门。
 G?®A
天水专署冶金第一工业局

H]îï3)ÕÖA
业局，单独成立交通局。
!"9EFGHI1JKLMN,-OP( %
天水专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工业建设组
机
&ðA %")- .２月
, 1２５
,' ¢3)TUefßàá¡
构名。１９６８年
日成立天水专区革命委员
J]X<mâãñ]ÃGH65]QT
会，下设生产指挥部，部内设工业建设组，主管天
UvfGHH¦A GH65ävåMæ
水地区工业业务。工业建设组由地方干部和军队
1]GH65>Ò*<
çèé>53]%"+% . &４月，工业建设组合并于生
代表联合组成，１９７１年

其前身为
２５ ¢3);TUe¡¯£
日成立的天水专员公署 产指挥部国民经济计划组。
mâã"!¹ì»¼5A
%"'- .９" 月
1 ,'
n１９５８年
!"QEFGHI1,-BFGRST( %
天水地区革命委员会工业局革命领导小组
机

GHTUe¡¯£°±GH2 G
冶金工业局和天水专员公署煤炭工业局，冶金工
H²§2Q³´nµGH¶°±
业局为行政编制，主管钢铁和其他冶金工业；煤炭
工业局系行政、企业合一的机构，为企业编制，主
GH·²¸H>C;%&2¸H§2

构名。１９７０年９
&ðA %"+( . "月1２７日成立，内设政办组、综合
,+ ¢3)]Ãb5ò>

5%Þ5Ù G ' 个小组，编制
ló5]Ø *%"+% .
组、机械组、轻手工５
３８ A
人。１９７１
年
管煤炭工业的生产和经营，以及计划平衡工作，兼
1 １１
%% ¢_ÜÝ
' l5]ôõG5bc5ò
Q°±GH;<m¹º2W»¼½¾G?]¿
２,月
日又调整为５个组，即∶政工组、办事组、综
管电力工业，两局内设人事秘书科、财务会计科、
>5öóGH5Ù GH5A Q°±÷GG
QÀÁGH]ÂÃcÄÅÆ¦J»
合组、五小工业组、轻手工业组。主管煤炭化工工
计划统计科、生产技术科、供销科、电业科等，编制
GHö
业HÀøGHùúû6üGHÙ
、电子工业、冶炼采掘、建材工业、轻手工业、五
»¼Ç»<mÈÉÊËÀHÌ]§
-- ]|¨ +(
A %"'" .
+ 1]©ªÍ
共８８人，实有
７０人。１９５９
年７月，冶金局改称重
GHA %"'" 年
. '５月
1 ,¢]°±GH©ª°±
工业局。１９５９
２８日，煤炭工业局改称煤炭
ÀÁGHA Ãb¯Îc°ÏQRÀ
电力工业局。内设办公室、人事科、煤矿管理科、电
HQR»¼Ç»Æ¦J»ÐËA %")%
业管理科、计划统计科、财务会计科、运销科。１９６１
年. １２月，煤炭电力工业局和１９５８
年成立的地质
%, 1] °±ÀÁGH %"'- .3);vÑ
局并入重工业局，改称第一工业局。
ÒÓÍGH]©ªÔCGHA
天水专署工业局
!"9:,-B 政府工作部门。１９５７
 G?®A %"'+ 年
. *３
月，专署设立工业交通组。１９５８
年８
月撤销工业交
1]e£)GHÕÖ5A %"'- .
- 1×ËGHÕ

óGHÌ -个直属企业。１９７２年
lý¸HA %"+, . %,
1dTUvf
小工业等８
１２月在天水地区
GHÃ3) GHQR5]Ø８ -人。
A
工业局内部成立手工业管理组，编制
!"QE,-B 政府工作部门。１９７４年
 G?®A %"+& . %,
天水地区工业局
１２
1]
TUvfßàá¡JGHßàþÿó5©
月，天水地区革命委员会工业局革命领导小组改
ªTUvfGH] ^#3)TUvfGÕb¯
称天水地区工业局，同时成立天水地区工交办公

室。管辖地区直属厂矿企业１０家。工业局内部设
ÎA Qhvfý!Ï¸H %( "A GHÃñ

立办公室、手工业管理科、轻重工业科及劳资科
)b¯Î
GHQR ÙÍGH«#
. ６月，内部机构又调整为政治处、轻工
) 1]Ãñ%&_ÜÝ$SÙG
ÌA %"+'年
等。１９７５

!"# !
－! １５８－

? 业
&
工

业科、计划财务科、安全劳资科。１９７６
年将手工业
!"#$%&'"()*+,"- !"#$ ./01!
管理科分出后，人员编制为
２９ 8=
人。１９７７年成立天
!"&& .>?@
23"456789:;< %"
水地区工业局物资站，为工业局直属事业单位，主
ABC1!DE,F7<G!DHIJ!KL7M
要承担省级各单位发放天水地区工业局管理的各
NOPQRSKLTU@ABCG!DV3WS
类物资的发运、分配、供应，编制
１５8=
人。１９７８年取
'"&) .^
XE,WTY(Z[(\]7:; '(
消工业局内重工业科，增设冶金科
、机电科、燃化
_1!D`a1!"7bcde"fgh"(ij
科和建材科。１９８１年６
月撤销地区工交办公室
、地
"klm"= '")' . $ nopBC1qrstfB

构。２００６
. " n@A´uvw9x@A´8
Ò- %++$ 年９月，在天水市经济委员会（天水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挂天水市中小
â¹ÁÕÖ,×ØV3w9x¡ ã@A´äå
企业局、天水市乡镇企业管理局牌子。采取四块牌
!Df@A´æÀ!V3D- ç^è
子，一套班子的体制，并按照职能范围，对应配合
éW¬;êëÜÌìí®][
省上四个部门开展工作。为方便工作的开展，同时
QîèµÃËï1Â- <ðñGÂWËï¢
将天水市政府国资委、中小企业局和乡镇企业管
/@A´¹ÁÕ,wf äå!DkæÀ!V

理局确定为正县级部门。市经委（市政府国资委、
3Dòó<ô RÃ- ´uw´¹ÁÕ,wf
市中小企业局、市乡镇企业局）设机关行政编制
４７
´äå!Df´æÀ!D¡cg©±¹:; .&

C1!D7>?@ABCuvw9x=
区工业局，成立天水地区经济委员会。
甘肃
省手工业联社天水专署办事处
机构
!"#
$% &'( )* +,- ./ gy
名。１９６４年５
n7>?{|Q01!}~@A
z= '"$* . (月，成立甘肃省手工业联社天水专署
办事处，编制
rJ7:; １０
'+ 人，下设秘书科、生产科。同年
87c"f "- . $６
月成立天水专署手工业管理局，与甘肃省手工业
n>?@A01!23D7 {|Q01!
}~@ArJr787联社天水办事处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 年
. ,２ n@ACw9x

１９６８
月并入天水专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
部。１９７２
年 ',
１２n@ABC1!D`>?01
月在天水地区工业局内部成立手工
- '"&, .
业管理组，１９７６
年- ３月
!23'"&$ .
n -+３０日，成立天水地区手工
7 >?@ABC01
业管理局和天水地区社队企业管理局（为县级单
!23Dk@ABC~!23D < RK
位），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同时撤销地区工业局手
L¡787= ¢opBC1!D0
1!V3"7:; '' 8= '"&) . $ n３ -日，撤销手
7op0
工业管理科，编制１１人。１９７８年６月
n２５
%( 日

1!V3Dk~!V3D= '"). . &月
工业管理局和社队企业管理局。１９８４年７
>?{|01!}~@ArJk@ABC£¤
成立甘肃手工业联社天水办事处和天水地区二轻

gÒ:;w9x"#7 $´uvw9xbc%
机构编制委员会研究，同意市经济委员会增设信
息产业科，并挂天水市国防动员委员会信息动员
&!"7 ã@A´Õ'(9w9x%&(9

工业公司，办事处为县级企业单位，是甘肃省手工
1!¥7rJ< R!KL7¦{|Q01

济管理局。２００２
年 -３月，与个体私营经济管理局合
vV3D= %++% .
n7,¬-.uvV3D

!}~W§5gy7 <@ABC¨R0}~k£
业联社的派出机构，为天水地区各级手联社和二

7làÕÖ;uvV3D=
并，组建非国有制经济管理局。

名，后勤服务事业编制
z6õö'J!:; ８名。２００７年
) z- %++& .１１
'' 月，单设天
nKc@
水市经济委员会（简称市经委），正县级建制。主要
A´uvw9x÷ø´uw¡ô Rl;- MN
职责为调节全市工业经济运行，负责工业行业规
ÜÑ<ùú*´G!uvY± ÐÑG!±!û
划，指导工业结构调整、企业技术创新和重大技术
È¸G!üÒùýf!»¼þÙkaÿ»¼

装备开发研制工作。２００８年
１８日，经天水市
!ÎËT";GÂ= %++) .１１
'' 月
n ')
7u@A´

rst= %+'+ .
n7op@A´uvw9x
办公室牌子。２０１０
年 (５月，撤销天水市经济委员会

成立天水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A´G!k%&jw9x=
天水市城镇
集体经济管理局
政府工作部
)*0678912:
;< ¹
ÁG Â
Ã= '")( .
门。１９８５
年８) n>?@A´¾´¿¬uvV3D7
月成立天水市城市集体经济管理局，
n*rs=
@A´+(ö's¥)'").年.５ (月）合署办公。
与天水市劳动服务公司（１９８４
'""( . .月，与二轻局合并后更名为城镇集体经
n7 £¤D6+z<¾À¿¬u
１９９５年４

轻企业的管理机关。１９８５年
¤!WV3g©= '")( .４.月
n ２２日，以原轻工
%% 7ª«¤1

天水市经济贸易委员会
) * 0 1 2 = > 3 4 5 政府工作部门。
¹ÁGÂÃ=

!D<M¬l£¤1!¥7 ¥01!
业局为主体组建二轻工业总公司，公司与手工业
}~7gy77®¯I!f£¤!
联社，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对所属企业、二轻企业

１９９７
'""& 年４
. .月，撤销天水市经济委员会，组建天水市
n7op@A´uvw9x7l@A´

( nop@ABC1!qÄf@ABC£¤D
５月，撤销天水地区工业交通处、天水地区二轻局，

经济贸易委员会。２００２
年４月，设置天水市经济贸
uvÓÔw9x= %++% .
. n7c/@A´uvÓ
易委员会。内设办公室、综合科、经济运行科、财金
Ôw9x= `crst(0"(uvY±"(ºe
科、企业科、投资与技术进步科、贸易市场科、经济
"(!"(1,»¼23"(ÓÔ´4"(uv
协作科、行业科
5Â"(±!" ９个职能科室，设行政编制
" ,ÜÌ"t7c±¹:;３４
-.名，
z7
机关事业编制１
g©J!:; '名，机关后勤服务事业编制
z7g©6õö'J!:;８ )名。
z=
主要职责是监测、分析全市国民经济态势并调节
MNÜÑ¦×6( 47*´Õâuv89ùú
日常运行，编制并组织实施区域经济运行调控目
:Y±7 :;;°<C=uvY±ù>?
标，协调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贯彻执行国
@75ùABuvY±äWaÿCDEFGH±Õ
家产业政策、组织拟定、实施全市工业产业政策和
I!¹J(;Kó(°<*´G!!¹Jk
有关经济政策并监督
、检查执行情况，指导区域产
Ö©uv¹J×Ø(LMH±NO7¸C=

成立天水市经济委员会。内设办公室、人事教育
>?@A´uvw9x- `crstf 8JÅÆ

业结构调整并提出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的调整方
!üÒùýP5aQ±!( aQRWùýð

科、生产计划科
、技术改造科 、技术开发科、能源设
"f ÇÈ"f»¼ÉÊ"f»¼ËT"fÌÍc

案；负责对全市非国有经济的政策引导和协调服
SE ÐÑ®*´àÕÖuvW¹JT¸k5ùö

实行归口管理。１９９１年４
°±²³23- '""' . . 月成立天水市二轻工业
n>?@A´£¤1!
局和天水市手工业联社，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两
Dk@A´01!}~7r787
个牌子，为副县级事业单位，编制
人，归口天水
µ7<¶ RJ!KL7:; １５
'( 87²³@A
市经济委员会领导，内设政办科、企业财务管理
´uvw9x·¸7 `c¹r"f !º'V3
"f »¼"f½p"- '""( 年
. .４ n7@A´£¤
科、生产技术科、供销科。１９９５
月，天水市二轻

工业局与城市集体经济管理局合并组建天水市城
1!D¾´¿¬uvV3Dl@A´¾
À¿¬uvV3D镇集体经济管理局。
)*012345 政府工作部门。１９８５
¹Á1ÂÃ- '")( .
天水市经济委员会
年

备科、企业管理科、商业科
µ"t- MNÐÑ´
Î"f!V3"fÏ!" ) ８个科室。主要负责市

务；研究指导全市流通体制改革，培育
、发展和完
'E"#¸*´UÄ¬;ÉV7WÆ(TïkX

直属
%+ µ!kKLW klc- '""& . . 月
n
HI ２０个企业和单位的生产和建设。１９９７年４

善市场流通体系；负责对企业实行宏观管理和指
Y´4UÄ¬ZE ÐÑ®!°±[\V3k

撤销机构。２００４
月撤销天水市经济贸易委员
opgÒ- %++. 年
.７
& nop@A´uvÓÔw9

导，组织落实企业改革的方针政策；指导企业直接
¸7;]°!ÉVWð^¹JE¸!H_

x >?@A´uvw9xk@A´ÕÖ,×
会，成立天水市经济委员会和天水市国有资产监

投、融资并审查和协调企业上市推荐工作；指导企
1(`,aMk5ù!î´bcGÂE¸

督管理委员会，新增国有资产管理等
９项职能，包
ØV3w9xÙbÕÖ,V3Ú "
ÛÜÌÝ
Þ!ßV3fÕÖ,×ØV3fàsÖ;u
括企业干部管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非公有制经
vV31ÂÚ- ´uw<´¹Á1ÂÃ´¹Á
济管理工作等。市经委为市政府工作部门，市政府

业管理，组织实施减轻企业负担工作；研究企业技
!V37;°<d¤!ÐPGÂE"#!»
¼23¹J7Kó*´»¼ÉÊWðe(aQfû
术进步政策，拟定全市技术改造的方向
、重点及规
g7¸!»¼ÉÊ(»¼þÙ(»¼T2(aÿ
模，指导企业技术改造、技术创新
、技术引进、重大

国资委为市政府监督管理国有资产的直属特设机
Õ,w<´¹Á×ØV3ÕÖ,WHIácg

装备国产化和重大技术装备开发研制工作。２００４
!ÎÕjkaÿ»¼!ÎËT";GÂ= %++.

!"# !－
－! １５９

天水大辞典
!"#$%

天水市非国有制经济管理局
!"&'()*+,- ./ 政府工作部
5 6@ AB

科5ÊË
、政策法规科（信访科）。主要职责是在相关法律
Ì? }~¬ÍÎÏËÐ
和行政法规下，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指导推
a^5Ë UÄ^789ÀÅ93¬ÑNÒ
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和
Ó78x²ÇaÔ0 EÕ789À =>a
监督工作；推动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调整。２０１０
;<@AÖÒ×78)*ØaÙj cÚ? $&,&

门。１９９７
! １２月５
"$ " %日，天水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加
D#&'()*+,-./E
C? "##!年

年
月，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企业国有
! ５% "U
¶789À;<=>-./ x78

挂天水市非国有制经济发展直辖市领导小组办公
F&'(G78H)*IJKL(MNO0PQ
室牌子，并内设非国有制经济管理办公室，对全市
RSTUVWXG78H)*=>PQRUYZ(

资产产权界定、登记、监督和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
9ÀÀÃÛÜÝÞ;<aß»789À »à
增值的职责划给市财政局，其他职责交市工业和
áà ¬â(5jU ãä¬å(@xa

非国有制经济统一实行宏观管理和协调服务。
G78H)*[\]^_`=>abcde?

¢-./?
信息化委员会。

年
! ７! 月，撤销天水市经济贸易委员会，组建天水市
"#$%&'()*+,-./#01&'(

经济委员会及天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2&'(3456789:;<=>
-./?
委员会。

２００２
$&&$ 年
! %５月，城镇集体经济管理局与个体私营经
"U fghi)*=>jklimn)
济管理局合并，组建非国有制经济管理局。天水市
*=>jopU01G78H)*=>j? &'(
非国有制经济管理局为县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G78H)*=>jqrsZtuvwxyzU
归口天水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主要职能是∶承担个
{|&'()*+,-./? }~l

!"&
( ) : ; - . / 政府工作部门。
56@AæC?
天水
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１１
** 月，天水市中小企业局（加挂天水市乡镇企业管
"U&'(OxjEF&'(gx=

定将天水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定为县级局，与市财
Ü¶&'(789:=>jÜqrsjU k(

理局牌子）成立，正县级建制，是市政府主管全市
>jSTUrs1HU(56}=Z(

政局分设，代表市政府独立行使天水市国有资产
5jõXU ö÷(56ø^ù&'(789:

OxgxaGQ)*@A
U
中小企业、乡
镇企业和非公经济工作的特属机构，

能科室。２０１０年
% "UX&'(@xk¢R? $+,& ! ５月，设立天水市工业与信息化委

$& 3UWXPQR
=> ^5UÜwxH ２０人，内设办公室、
管理的行政职能，定事业编制
x¡o^5wx? ,##' 年
! ,&
"U&'
企业科、综合科、行政事业科。１９９６
１０月，天水
(789:=>jú·56ûúU
q&'(3
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列入政府序列，成为天水市人
456 0æCü\? $&&$年
!３
( "%789
民政府的组成部门之一。２００２
月撤销国有资

员会（加挂天水市中小企业局牌子）。
./EF&'(OxjST?

:=>jUå(5j?
产管理局，职能交市财政局。

１９９０年，天水市财政局设有国有资产管理科，１９９２
,##& !U&'(5jX8789À=>U,##$
年
! ８月，在国有资产管理科的基础上，外挂国有资
- "UÍ789À=> çèéUêF789
产管理局的牌子，增加事业编制
,& 人，仍为科级
3Uëqs
À=>j STUáEwxH １０
体私营经济的管理、民营科技企业的管理、非国有
1HUì(56MN? µ! ８- "
imn)* =>4nx =>G78
DU(56í
建制，隶属市政府领导。同年
月 ,!
１７日，市政府常
制经济的管理等。内设办公室
、规划财经科、统计 务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天水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在
H)* =>? WXPQR)[
e/îïðñÜU&'(789:=>jUÍ
信息科、集体企业科、民营科技科
、个体私营科 '６ 市财政局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并成立天水市产权
hix4nlimn
(5j MN òJ@AU p&'(:Ã
个职能科室，设事业编制
３５ ?
名。２００４年７月撤销。
交易市场，为天水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直属事业单
lRUXwxH (%
$&&) ! ! "%?
å,(óU q&'(789:=>jKwxy
天水市中小企业局
年 位，实行企业化管理。１９９４年元月，市委、市政府决
!"&0123/ 政府工作部门。２００７
56@ABC? $&&! !
zU]^x¢=>? ,##) !ô"U(-(56ñ

服务于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和非公经济。机构下设
deOxgxaGQ)*?  X
办公室、综合科、中小企业科、乡镇企业科４个职
PQR¡oOxgx ) l

!"&4523-./ 政府工作部门。天
56@ABC? &
天水市乡镇企业管理局

天水市企业管理协会
１２
!"&23-.A@ 民间组织。１９８１
4ý0þ? ,#-, 年
! ,$

水市政府主管全市农业、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工
'(56}=Z(£x £¤)*agx@
作的政府工作部门。前身为
１９８０年成立的天水地
A 56@ABC? ¥¦q ,#-&
! &'§

月由原天水地区经济委员会开始筹备，１９８２
"ÿ½&'§¨)*-./ò!"#U,#-$ 年
! )４
月
日正式成立，名称为天水地区企业管理协
" ２２
$$ D$U
¯q&'§¨x=>b

区社队企业管理局，负责全区社队企业的管理。
¨©ªx=>jU «¬Z¨©ªx =>?
１９８３
,#-( 年，社队企业管理局与地区多种经营办公室
!U ©ªx=>jk§¨®)nPQR
合并，称多种经营处。次年，多种经营处改称乡镇
opU¯®)n°? ±!U®)n°²¯g
x°? ,#-% !U ²¯&'(gx=>j?
企业处。１９８５年，改称天水市乡镇企业管理局。
$&&)年
! ７! "U£xPQRkgx=>jopU
２００４
月，农业办公室与乡镇企业管理局合并，

/? ,#-% !&'²§1(%U²¯&'(x=>
会。１９８５
年天水改地建市后，改称天水市企业管理

协会。协会是由市内不同行业的各种所有制企业
b/? b/ÿ(W&µ^x '®(8Hx

自愿结成联合性的以研究、传播、推广现代企业管
)*Ø+o, -ïð./Ò01öx=
理理论，承办政府委托的有关企业管理事项的非
>>2U P56-3 8Ïx=>w4 G
营利性社会组织。协会领导机构为理事会，设理事
n5,©/0þ? b/MNq>w/UX>w

]^\l³´STU µ! ９# "¶(gx
6 , 3U786１人，副理事长
, 3U9>w6>w:;3U>w
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同年
月将市乡镇企业 长１人，秘书长
、理事若干人，理事
=>jp·()*-./U]^78)*g
ÿ/.ö÷</4}=>:?U@A ３年。
( !?
管理局并入市经济委员会，实行国有经济、乡镇企
由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任期
业、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四位一体＂的管理体制，
xOxaGQ)*
¸
¹z\iº =>iHU
!"&23BA@
4ý0þ?
,#-% ! ４) "
天水市企业家协会 民间组织。１９８５年
月

保留市农业办公室。２００７
!１１
,, 月，市中小企业局
"U(Oxj
»¼(£xPQR? $&&!年

筹备，７月１２正式成立。始称厂长（经理）工作研究
"#U! " ,$ $? !¯B6)>@Aïð

k½&'()*-./¾¿U yX&'(O
与原天水市经济委员会剥离，单设天水市中小企

/? ,#-- ! ! " ,)
DCq&'(xDb/?
会。１９８８年７月１４
日更名为天水市企业家协会。
'®(8Hx )n
b/ÿ(W&µ^x、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经营
协会是由市内不同行业
者自愿结成联合性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协会的
E)*Ø+o, Gn5,©/0þ? b/
权力机构为会员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理事会，任期
ÃFq/.</U4}=>:?>w/U@A
３年。理事会设会长１人，副会长若干人。主要组织
( !?>w/X/6 , 3U9/6:;3?}~0þ

xjEF&'(gx=>jST?
业局（加挂天水市乡镇企业管理局牌子）。

天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
!"&6789():;<=-.>?@ &
水市政府直属特设机构。２００７
'(56KX? $&&!年
! １１月，天水市人
,, "U&'(3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从天水市经济委
456789À;<=>-./Á&'()*员会剥离单设，正县级建制。市政府授权市政府国
./¾¿yXUrs1H? (56ÂÃ(567

会员学习国内外高新理论和技术、参加企业家协
/.GH7WêIJ>2aK LExDb

资委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监管天水市属企
9-Ä^789ÀÅ93¬U ;=&'(
/ GKåMN×Ò0OÓ x=>)PÖ>
会的学术交流活动、推广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举
x 789À?
XPQR 5@ Æ-PQ
业的国有资产。下设办公室、政工科（党委办公

P'®GKïð/QR/UpSTUDVGÓ^
办各种学术研究会、报告会，并邀请专家讲学进行

室）、企业改革发展科、产权管理科、考评监事工作
Rx²ÇIJÀÃ=>ÈÉ;w@A

经验交流；积极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企业经营
)PåMÖ WXY56a8ÏæCZ[x)n

! !"# !
－１６０－

) 业
*
工

者的合理建议和意见，维护企业经营者的合法权
!"#$%&'()* +,-./0!1234
益；积极参与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确立雇主工
56789:;<=>?@ABCD*EFGHI
作中心地位；维护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引导
JKLMN6+,-.'-.OP2345QRS
企业、企业家（雇主）加强自律。协会初期，会员以
-.T-.OUVHWXYZ[\ A]^_Q]`a
天水市企业管理协会会员中的厂长、经理、总工程
bcd-.e$A]]`KPfgT/$Thij

等。委员会内设办公室、组织人事科（挂党委办公
h\ `]iÊjklT ymUônjk
室牌子）、综合科、规划发展科
、经济运行科 、装备
lö÷WT92mTr1¶·mT/mbumTo¢
制造业科
、技术创新科、循环经济与节能科、企业
D¸.mTpqYZmT:;/m:56mT-.
改革科、考评监事科、资产经营管理科、中小企业
-.mTrÁümT£û/0ç$mTKõ-.
科、服务体系建设科、政策法规科（挂信访科牌子）
mTÌ>%ÊmTvQ3rmUôsmö÷W

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为会员。后期根据协会规
kTh]lkTh/mkn]`\ o_pqA]r

１４
!* 个职能科室。共有机关行政编制
x!6ml\ C=uvtD４６
*&名，后勤服
uQovÌ

定，凡企业的行政领导，个人自愿申请，经过协会
.wD +名。
sQt-.PuvwSQxyZz{|Q/}A] 务事业编制８
u\
审批成为会员。协会共有会员
~n]`\ A]]` １３２人。
!"# y\

天水市信用促进会
月
!"#$%&'( 民间组织。２００６
 \ $%%&年
 ５' 

天水高新技术工业园
!"0123)*4 工业园区。地处麦积
I.xî\ Myz7
城区东郊距天水火车站
２．５
公里处。２００１年
月
\î{|}bc~ $,' ky\ $%%)  ４* 
成立，是甘肃省第一个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
ÙFQ  xakD/mnHP

bcdvF\ A]s
２６$& 日由天水市民政局批准成立。该协会是由一定
P-.NZz
Pdu.Z
ZpqI.xî\ _Ï¶%ÊMn４７０
*-%亩，
Q
信用度的企事业单位自愿组成的全市信用行业自
高新技术工业园区。先期开发建设土地为

律性的非营利性团体，其业务主管单位是天水市
[P0Q .HeNbcd
经济委员会（后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具备法
/m`]Uoni. `]W*¡¢3

人资格，其合法权益和依照章程进行的活动受法
y£¤* 2345¥¦§j¨uP©ª«3

律保护。向全社会倡导诚信，为金融支持地方经济
[¬,\ ®]¯S°Qn±²³´Mµ/m
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建立天水市贷款项目信用评
¶·0¸¹º»¼6 %Fbcd½¾¿ÀÁ
价体系，征集天水市场主体信用资料，向社会提供
Â>QÃÄbcdÅH£ÆQ®]ÇÈ
Én]`N%ÊÇÈËS'ÌQ
信用信息；为会员单位信用建设提供指导和服务，
ÍÎ]`Ï·%ÊiJQÇÈcÐÉÑÒ
帮助会员开展信用建设工作，提供信用水平；对拟
½¾¿À¨uÁÂQÓ¡ÁÂ()QÔÕ]`
贷款项目进行信用评价，出具评价意见，要求会员
对评价通过的项目贷款进行互保，形成＂平辈压
ÑÁÂÖ}P¿À½¾¨u×¬Q ØÙÚ
ÐÛÜ
ÝÞ6ß¾Ðàáâã2äåP½¾¿À6AÎ
力＂；向借款平台推荐符合条件的贷款项目；协助
=Næº½¾¿ÀP½oç$iJ\
有关单位做好贷款项目的贷后管理工作。

投资
多万元用于园区基本设施建设。园区项
0£３１００
")%% ëxîÊX%Ê\
xî¿
À%Êh0£２．４
$,* Q%ÙP¿Àbcg\
目建设总投资
亿元，建成的项目有天水长城果
),%$ 亿元，占地１１３
QM ))"亩，
Q
ÆkQh0£１．０２
汁饮料有限公司，总投资
建成了年产２．５
%Ùû $,' 万吨浓缩苹果汁生产线，产品全部
Dû'Qûé
销往德国、俄罗斯、以色列
、英国等国家和地区，产
òúT Ta¡¢T£úhúO'MîQû
品已通过美国
¤Ö}¥ú ＨＡＣＣＰ
./001质量认证；天水家园饲料有
¦§¨©ÉbcOxªÆ
限公司投资
５０００ «¬2
吨果渣混合
k0£９００
234万元，建成年产
Q%Ùû '%%%
ªÆDû'QòJ *%%
饲料生产线，年销售值
４００ Ébc®%¬¯
万元；天水华建混凝土
Ijkh0£２６００
$&%% 万元，建成年产
Q %Ùû ４０
*% Fµ
工程公司总投资
万立方
米商品混凝土生产线；天水＂天盼＂防盗门厂投资
°)¬¯Dû'ÉbcÚb±Þ²³êf0£
!2%%万元，建成年产
Q%Ùû '５ ´²³êDû'Qé%
１９００
万樘防盗门生产线，全部建
Ê¤µÙf02Dû\
设已完成并投入生产。

!"# )* +$, -.
/( 政府工作部
v èi Jé
天水市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

56789:247 科技园区。位于麦积
mpxî\ Nëz7
麦积区甘泉科技园区

ê\Nëìíî%Êï ( ð\$%)%  ５' ñòób
门。位于秦州区建设路１号。２０１０年
月撤销原天

区甘泉镇。天宝高速公路甘泉出口处，麦贾公路贯
î¶·\ b¸¹kï¶ÓºyQz»kïM

水市经济委员会，设立天水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
cd/m`]Q ÊFbcdi.' `

穿全境并与
¼½¾:３１０
"!% 国道相连接。始建于
ú¿gÀÁ\ Â%ë１９９８
!22+ 年
 *４

会（加挂天水市中小企业局牌子），部门成立后取
]UXôbcdKõ-.ö÷WQéêÙFoø

消原天水市经济委员会、天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ùóbcd/m`]T bcdyvèú£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水市中小企业局承担的行
ûüýç$`]T bcdKõ-.þÿPu

月，１９９９
年2 ９月被天水市政府批准为市级＂乡镇企
Q!222 
ÃbcdvèndÄ
Ú
]·业示范区＂，２００４年
.ÅÆîÞQ$%%*  &６月被甘肃省乡镇企业管理局
Ç]·-.ç$
命名为省级乡镇企业科技园区，２００５
ÈunÄ]·-.mpxîQ$%%' 年１月更名
! Éu

政审批职责；将原天水市经济委员会、天水市人民
v~!"É#óbcd/m`]Tbcdy
vèú£ûüýç$`]T bcdKõ-.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水市中小企业
P!"$2Q %d&'(ç$!"'d)
局的职责整合，同全市无线电管理职责和市商务

为天水市麦积区甘泉科技园区，为全额拨款的正
nbcdz7î¶mpxîQ nÊË¾PÌ
mÄ.NwDQÍwy` !' y\
xîç]
科级事业单位编制，在编人员１５
人。园区管委会
ÎÊjklT92é'¿Àé\ xîiÏÐÑ下设办公室、综合部和项目部。园区内现有各类企

局承担的全市盐业行政管理和食盐流通管理职
þÿPd*.uvç$'+*,Öç$!
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担的工业和信息化固
"T d¶·'-.`]þÿPI.' /
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职责划入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s£û0£¿Àç$!"12dI.' 

"+ 户。其中∶农副产品加工企业
Ò\ KÓÔÕûXI-. ５' 户，生态农业
ÒQDcÔ.
业.３８
-. ８+ ÒQ
%Ö%×-. !!
Ø ÙÚ-. +８
企业
户，建筑建材企业
１１ ÒQ
户，文化旅游企业
ÒQmp-. &６ Ò\
ÏÛ¡ÜMÝyÞPÔO
户，科技企业
户。开办具有当地风土人情的农家
!'% 多家，创建标准化农家店
OQY%à ÔOá !"$
¶mp
乐ß １５０
１３２ x\
个。甘泉科技

员会。将除工业和通信业以外的节能减排综合协
`]\ #3I.'Ö.a4P567892A
职责，划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再生资源回收
!"Q1Bd¶·'-.`]\ #CD£<EF

xîâlR¨¿À２５$'个，建成并投产项目
xQ%Ùf0û¿À ２０个，
$% xQ
园区累计引进项目
µÙp-¿À４个，总投资
* xQh0£ ６３００
&"%% 万元，落实到位
Qã[äN
完成技改项目

管理职责，划给市商务局。将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界
ç$!"Q1Bd)\ #-.ú£ûû4G

资金
£± ４９００万元。天水市政府＂十一五＂规划将甘泉
*2%% \ bcdvè
Ú
åæÞr1#¶

定、登记、监督和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的职责
sTHITüý'E¬ú£ûP¬JKJP!"

Esn
Ú
mçèéÞM\
确定为＂科研教育＂基地。

调、发展循环经济、资源综合利用及应对气候变化
BT¶·:;/mT£<92=>Ñ?@A

1BdLv\ HÔ!"nMNOuI.'
划给市财政局。主要职责为贯彻执行工业和信息

二十里铺工业示范区
;<=>)*?@7 工业园区。地处麦积
I.xî\ Myz7

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协调解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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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和管理机制创新，实施城乡工业布局调

区城郊花牛镇，距中心城区约
î\|êë·Q}KL\îì３" 公里，规划面积
kQr1í7 $２
ÐµkUKI.M １．３平方公里）。示范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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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其中工业用地
1îiR¨ÐÑ¿À４４**项，协议总投资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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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区内共引进各类项目

整，监测分析工业运行态势，统计并发布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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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从业人员
１０００ ðy\
余人。建成项目和在建项目
Qï.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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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信息化布局规划、结构调整
、政策措施，推进
.' Tr1TUVB$TvQWXQá¨

!"! !－
－! １６１

!"#$%
天水大辞典

已累计完成投资
亿元，其中天水华圆医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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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 产，２００５
=*%((, 年１２月破产终结。２００３
 &% u=vw %(()年１１
&& 月，天水星
*-.F
械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医疗器械生产项目、甘肃
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星火厂）划归天水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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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纪药业有限公司生物药剂生产项目、天水万达
２０１０年，有固定资产５．５
人。主要
%CDE5678<FDG<=>?@ -.HI
%(&( *5{d'= ,", 亿元，职工１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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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有限公司系列封装线圈生产项目、天水长城
生产大型数控车床、大型数控端面车床、大型数控
<=QX~H@QX~nH@QX~
JK5678LMNOPQ<=>?@ -.RS
电工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新型高低压配电设备生产
轧辊磨床、大型数控轧辊车床、大型数控镗铣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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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甘肃天森药业有限公司中草药单味化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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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项目、天水广容电器有限公司系列真空断路
<=>?@ -.cdJ35678LMefgh
器项目、甘肃金维沙药业有限公司制药项目、天水
3>?@ABijkDE5678bD>?@-.

大型数控立式车床、大型精密轧辊磨床、重型卧式
QX~H@QXH@X

恒顺面粉有限公司粮食深加工项目等
２１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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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成投产。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石油钻机电气
!9%&=v -.JKwxyz{|}~JK
传动装置生产线项目、中国重汽天水兰凌汽车改
wxO<=P>? ,-. 
装公司重型汽车改装等
&& u>?9:
O78XOt １１个项目正在建设。
&'()*+,- 工业园区。位于麦积区
TE 
三阳川工业示范区

１５&, 大系列，品种规格可重构组合。产品广泛用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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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航空、军工
、船舶、冶金 、造纸、发电 、钢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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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伏变电站已投入使用，供电充裕，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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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学校、医院及各种社会服务机构齐全。示范
区内现有企业
Äø5¦E ３６个，２００９年完成乡镇企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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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亿元，其中工业企业总产值０．８２亿元，实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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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企业。２００９年９月，星火机床公司注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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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床、大型卧式车床、轧辊车床、双柱立式车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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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车床
、专用机床、自动精密低压铸造机、实验机

}@@W;tE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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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汽车、新能源等行业。２００６
１０ *78$
月，公司收购

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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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x¡¢y78*£¤¥ 304
x¦
  ＳＯＭＡＢ（索玛）公司，参股了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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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安）公司，成为甘肃省装备制造业首家跨国投资
西北部，北距秦安县城
１２公里。成立于１９９９
年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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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公司。１１月２１日，＂ＳＰＡＲＫ＂牌商标在国家工
月，２０００年
１２ AB
月经甘肃省政府同意被甘肃省乡镇
商总局国家商标注册正式注册成功。２００７年，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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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局批准为省级工业示范区，开发范围涉及中
全国
¦E§¨©ª«TE¬* ®¯°±²,
÷ ５００
,(( 强企业、甘肃省百强企业、天水市出口创
´¦E@ABµ´¦E@-.z¶Å·
滩、渭南、石佛三乡镇的川区地带。示范区管委会
汇先进企业。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
³´µ|¶·¤¥;¸¹º ¬»¼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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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科级事业单位，有工作人员
１３ Áv
人。区域内人
司生产的＂ＳＰＡＲ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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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7V ¬Ｃ６１系列重型车床被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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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Æ １２
&% 万，自然条件优越，投资环境好，地势平
H*ÇÈÉÊËÌ*&'ÍÎÏ*¹ÐÑ ２００７年度甘肃省名牌产品。同年，被国家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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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约
Ò*ÓÔÕh)&( Ö×ÎØÙ*ÚÛÛÜÝÞ 国务院国资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命名为中国首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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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陇海铁路、３１０国道穿境而过，交通、通讯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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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ＡＲＫ＂商标、＂ＸＨ＂牌商标，经甘肃省工商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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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批准，均被认定为甘肃省著名商标。２０１０年
&& 月，注册的＂ＳＰＡＲＫ＂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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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ýùþ１４２０万元，新增从业人员
&!%( H)*Wÿ!EÁÂ ,%(
"Á*Ä 为中国驰名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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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总额
５２０多人，区内
Á#$ãI% )#((元。先后通过招商引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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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收入达到３６００

各类项目１８个，落实到位资金
万元。以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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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商贸、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示范区发
展雏形已初步显现。总投资
亿元的华能热电联
567!89:ø ù&'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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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项目已落户示范区内，中滩温泉等项目正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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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 天水黑大机床有限素任公司

创新型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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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

Ｌ聂发国要果
中生全国总ｄ会

三００八年七月

!"23.45678 9: 机械制造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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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E
òBh
!&
C*DE-.FGH
业。位于麦积区社棠路４１号，原名天水星火机床
I*J
K·LMNO9%;PQXRSHbA
厂，是＂三五＂时期建成的我国大型二档机床制造

天水星火机床厂国家创新型企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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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9:

天水锻压机床有
限公司 4bA¦E
机械制造企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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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三线＂调迁企业。由沈阳第一机床厂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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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床厂各抽调部分人员和设备，开始筹建，始建
于麦积区滨河路，原名为天水锻压机床厂。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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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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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是国家＂三五＂期间投资建设的重点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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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１９６７ 年 ５月，原隶属于第一机械工业部，定名 １９６６

为第一机械工业部星火机床厂，１９７０
月下放
ª\]4TEFGHe*&$-( 年
 $９ fg
甘肃省管理，同年
AB»h* ¡ １２月划归甘肃省机械工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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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隶属原第一机械工业部，是国家大型二档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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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享有外贸自营权，是国家重点投资建成的生产

随着工厂隶属关系的变更，甘肃省革委会
１９７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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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锻压机械设备的骨干企业，部、省、市机电

１１
&& 月决定第一机械工业部星火机床厂更名为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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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出口基地之一。２００２年改制设立天水锻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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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机床厂。２００２
年６月改制成立天水星火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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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有限公司，２０１１年成立天水锻压机床（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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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星火厂为存续企业，２００４年列入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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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公司总部下辖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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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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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省制管及锻压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设有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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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依法政策性破产。该公司是国内设计制造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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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分厂和５
4567 " 个专业设备制造分公司。公司占地面
489()#:5;<= ;<>?@
积２８．７
亿元。有职工１０１０
A #$%&万平方米，资产总额５．６
BCDE2FGHI "%! 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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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２００名。主要产品有剪
M20NOP*+,-Q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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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机床、弯曲校正机床、液压机床、制管设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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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多
`a ２８个系列
#$ 4bc １８０多个规格，年生产能力
)$( d4ef2ghGij ６００
!(( d
台（套），产值近
１．１５
亿元。自主研发的预弯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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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机
、端头扩径机、钢管扩径机及水压试验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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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广泛应用于机械、汽车、船舶、石化、电力、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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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航空航天、国防军工、铁路车辆
、工程机械、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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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机械、风力发电
、天然气输送管道和钢结构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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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承担过国家＂１００
项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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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国家
８６３计划项目，国家火炬计划项目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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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径直缝埋弧焊成套设备制造＂项目被列为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公司所有产品于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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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ＴＳＤ＂标识注册商标，１９８８年开始出口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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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被国家经贸委批准为外贸扩权企业。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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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自营出口，主导出口产品剪板机系列有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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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Uef2- 次获部、省、市优产品，折弯机系列
ÐÑÒN"NÓÔGU2ÕZXbc
个产品规格，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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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有７个规格获省优产品，省级技术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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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口径直缝埋弧焊管成套设备
年获国家经

岩机械与气动工具的研制基地、天水市出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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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企业。主要产品有凿岩机、气动与液压凿岩钻
Ö×Ì9= STGU3;<XNÿ=^';<>
车、气动工具、凿岩钎具等
２３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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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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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国凿岩机械与气动工具行业中产品品种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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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厂家之一。主导产品
型气腿式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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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为甘肃省名牌产品，＂燎原＂牌气腿式凿岩机

１９９４年被评为全国用户满意产品，＂燎原＂牌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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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被评为中国机械工
1.#$型气腿式凿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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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委重点新产品奖，２００５
年获国家机械工业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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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二等奖。在
２００８年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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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司开发研制的数控折弯机荣获国家数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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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最高奖。２００７年获省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已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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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自营出口大型液压剪板

机、折弯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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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美国、德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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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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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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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和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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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凿岩机、气动工具有１０
多个品种。产品远销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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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南亚等近
１０多个国家和地区。２００８年，自营

出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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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风动机械有
限责任公
机械制造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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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位于麦积区社棠镇。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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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企业正式成立，始称天水燎原风动
工具厂。１９８１年更名为天水风动工具厂，２００２
年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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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GU= #()( g23R* )*!& M289,-*+
人员
４．２８JK2>?
亿元，占地５０万平方
QR６０
!( 名。有资产总值
M= 3FGHo *%#$
"( BCD
米，建筑面积１４．３７
万平方米。先后获得国家二级
cZÑY¥ÝP
E2&b@A )*%,& BCDE=
企业、国家安全级企业、机械工业管理基础规范化
Ì9N¥dCPÌ9NX *9$W/0e©
e»Ì9N G!"cÛÌ9N G!"O¸,-Ì
达标企业、甘肃省先进企业、甘肃省高新技术企
fÌ9N G!" )(( fÌ
9N 0X *9 "((
业、中国机械工业
５００强企业、甘肃省１００强企
9NG!",-gh¨©Ì9NCX *9$
业、甘肃省技术信息化示范企业、全国机械工业管
WÛÜ¨©Ì9N 0X *9dCiA»É
理进步示范企业、中国机械工业安全质量标准化
éPÌ92CX D9jklõ23m4hGn
一级企业，全国机械行业文明单位，有两个生产班
组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先进班组和全国＂工
#åÑ
¦CoépÿØqªcÛr#7C
¦*
g*
ú20uC
QcstªcÛr#)t= #(($年
人先锋号＂先进班组称号。２００８
４月，中华全国

H*ãvw;<*ã
¦
Cx©L*E¥ª)
月，在对该厂企业资产优化的基础上，组建成立天
ú2Þ-.6Ì9FGÔs/0ä2#&u( 总工会授予天风公司工会＂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称
¦
C~`ª)t=
t= *+yz{|}¶vw
|ÿX 3123;<2 +6２００６
#((!年
g １０
)( ú
水风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原厂于
月 号。工程师宋焕宇曾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 !－
－! １６３

!"#$%
天水大辞典

甘肃海林中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12 专业轴承
!"#$
生产企业。位于秦州区岷山路
号。是以原行业
!! 1(
23456
%&'"( )*+,-./0 ５５
大型骨干企业天水海林轴承厂改制的天水海林有
789:'";<=>#$?@AB;<=>C
限责任公司为主体，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DEFGHIJKL MNOP,QRSTUVW
等X４" 家单位参股，于
２００１年
１１ _@A`aBb
月改制组建的国
YZ)[\L ] #$$%
^ %%

集团出资
万元改制成立了外商独资企业。公
WXÎY ５００
!$$ Z[@A\LÀ]ß^Y'6
G
司现有员工４００名，工程技术人员
２７名。占地面
ÿ Ò;µ
H_Ä?i "$$ ÿLi¤ÇÈ`? #1
积E３．１７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１
万平方米。拥有数
02%1 ZabcLadµE
#3% Zabc
eÄf
控锯床
、磨床 、冲床等各类加工设备 ２００
#$$台（套）。
úl
ghikjikkiX~ÌiA
与江西中医学院、武汉工程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
mn6MPRokpqi¤7Rk\r¦tNÇ7

学合作，研制开发了中药制丸、微波干燥灭菌、自
Cc$!6&d'6( efMbghi6 ５００强、
RsýLUAtuÀMvAwkxy:z{|k}
!$$ jk
有轴承专业产销企业。列入中国机械工业
lmi6 ６０强和天水市
&$ jn;<o %$
j'6p GH!6%
~@kP{|X５! 大系列设备，共
7ãeAL 0$$
动包装、医用灭菌柜等
３００ ä
多个
甘肃工业
１０强企业。公司专业生
&qrstc$kuvstc$kwxyc$z{
B&Lë &¾¿ÀbÁÂ GH
不同规格的产品，部分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公司
产圆锥滚子轴承、圆柱滚子轴承、深沟球轴承及非

承担
#$ åëìNÇ ·MbY
|k!}c$X~8Bsc$L 
$ ２０余项部省级科技项目。其中国家火炬计划
标、专用轴承等类型的滚动轴承千余个品种，尺寸
%!''("$$''LGXＰ０（Ｇ）级到
)$* ３ 0项，国家重点产品计划２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LbY./& # LbYNÇ
１５ｍｍ￣４００ｍｍ，公差等从
范围从内径

７０％
)!+p I}A １项。拥有专利
% eÄ! ４４项，专利成果产值贡献率在
"" L!\&Í 1$Ｐ５（Ｄ）级。同时还为用户设计制造各种特殊结构或
{|!}c$ ~& ¡}]¢£ki
非标准专用轴承。各类产品广泛用于汽车、工

以上，在全国制药设备行业独树一帜。公司先后被
3ùLábAvA56^² GHçèô
øI)
áb!iýç¼Z))
lmì´
评为＂全国专利工作先进单位＂＂甘肃省创新试点
'6- #$$, ^L_&Í ５０００多万元，上缴利税
!$$$ äZ[Lù
企业＂。２００８年，实现产值
"$$ Z[
Äë &Î½kÌ37k7
近± ４００
万元。有部分产品出口日本、加拿大、澳大
k ¡X ８, bYn;-
利亚、东南亚等
个国家和地区。

!"#$$%&'()*+,-./
海林中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大楼
¤ghk¥gk¦gk§¨gk©ªghk«Qghk
程机械、农机
、电机、柴油机、冶矿机械、石化机械、
¬ghX®¯ °^C±²³´µ¶L·M
煤炭机械等领域。每年有近一百个新品面世，其中
¸¹º»¼½&¾¿ÀbÁÂÃ ÄÅÆBÇ
一些替代进口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有较高的技
ÈÉÊnËÌÍ Î½ÏÐAqrstc$IJ
术含量和附加值。出口以英制圆锥滚子轴承为主。
qrstc$IGHBJÑ&Ã ÒGH%&Ó
圆锥滚子轴承为公司的主导产品，占公司生产总
ÊB ８０？？圆锥滚子轴承产量连续六年居行业第
,$- qrstc$&ÊÔÕÖ^×56Ø
量的

!";<=
天水铁塔厂

012345
产品调试场景
¢0gh%&'6 )*+,
铁路机械生产企业。位于秦州

²kÙ)Ã2MbÚ7kÚÛÜBqrstc$A
一、二位，是中国最大、最优秀的圆锥滚子轴承制
造供应商，也是英制圆锥滚子轴承品种最全、系列
ÝÞßLà2ÐAqrstc$Úáâãe

-£¤¥ ¦a* %4&4 ^L!§¨ !$$56
区皂郊镇。始建于１９６９年，专门从事
５００ＫＶ z3
及以
下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铁塔、铁附件、变电构架、
©¦ªXB«¦¬0¢k¢Ë®k¯¦°k

ÚäB%&?Y Ä³å&æçèéêëkì
最多的生产厂家。有百余种产品曾先后获得部、省

xy"±3z²°k¬0U³k´iR³B
微波通讯塔以及钢结构架、线路金具、施工器具的

优称号，连续四年行业监督抽查产品质量全优，被
Ûí1ÃÔÕî^56ïðñò&óÊáÛÃô
AL2áb¢%&B9:'6 á?_Ä?i
制造，是全国铁塔生产的骨干企业。全厂现有员工
国家轴承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评为质量上台阶督促
bYc$óÊïðõöM÷øIóÊùúûðü
0&, `L~!6ÇÈ`? ５４
!" `L·MÆµ¶·
３６８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人，其中高级经济师
õòiýç¼'6 #$$$ ^JÑ&qrstc
检查工作先进企业。２０００年主导产品圆锥滚子轴
% ÿLÆi¤· "４名。工厂于１９９７年通过了英国
ÿ i?* %441 ^"#ÀÐb
１名，高级工程师
=>
$þélmÿ!&í1L#$$! ^"#$ø
承荣获甘肃名牌产品称号，２００５
年通过复评。海林
!ß|２００２
#$$# 年被评为甘肃省著名商标，并被确定
^ôøIlmì%ÿß|L&ô'(
牌商标
I
)
*+,-./01& &Jd2bkÌ3
为＂陇货精品＂重点培育产品。产品主销美国、加拿
7L4d56k789k:bX
大，远销巴西
、阿根廷、德国等#$２０äbYn;
多个国家和地
- #$$, ^LôábÆNÇ&6!<¼=lm>
区。２００８年，被全国高科技产业品牌推进会甘肃委
?=øI)
Mblm@AA56B7!-L
)
=
员会评为＂中国甘肃装备制造行业十大品牌＂，＂海
>
./!c$þé
)
MbCÿß|-í1
林＂（ＨＬ）牌轴承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

天水华圆制药设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
!"345678+,/09:12 gh
制造企业。位于麦积区二十铺工业园区花牛路
３７
A'6 )*DE-ÙBFi6G-HI0 01
号。２００１年５月，组建成立公司。２００４年６月，整
1 #$$% ^ ! JL`aKLGH #$$" ^ & JLM
体受让原甘肃省医疗器械厂。同年８月，香港金安
KNO4lmìPQRh? ^ , JLSTUV
!
!
－１６４－
!"#

天水联ｇ厂中日Ｉ电

6789,:;<=
天水铁塔厂生产车间

% 4
工业

摩迪质量体系认证公司的
ＧＢ／１９００１－ＩＳＯ９００１∶
!"#$%&'()*+
!"#$%&&$'()*%&&$,

包括氧枪喷头、冶金剪刃、导卫辊、导槽等产品。产
`a«vwÔmrsxymz{|mz}pF¨5 F

１９９４
$%%+ 质量认证和中国新时代质量体系认证中心的
#$'(-./012#3%&'(.4+
ＧＢ／Ｔ１９００２－ＩＳＯ９００２∶１９９４
质量认证。工厂装备精
!",-.%&&/'()*%&&/,$%%+ #3'(5
6789:
良，管理科学。拥有意大利和国产角钢加工自动线
;<=>?@5 ABCDE-/FGHI6JKL
各一条，数控半自动角钢加工线三条，联板仿形冲
MNO<PQRJKGHI6LSO<TUVWX

品远销鞍钢、首钢等多家大型钢厂；三是特种类产
¨~´Hm:Hp»DÎH7ÍS¡RF
品，主要为国家重点军工企业提供成品生产及零
¨<
¶ð/»¼½6wx¨lF³
部件配套供货。先后获国家重点新产品奖
. ¾m/
#ÑÞ5 01/»¼½0F¨ １项、国
家专利７项、省级优秀新产品奖
. ¾mD
»ÃE 2 ¾mO0F¨ １项、省十大优秀
专利１项、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省级科技进
ÃE . ¾mO?PNp . ¾mO?P
步二等奖
项；市级优秀新
qp４+ 项、市级科技进步奖
¾m·O?P +４ ¾Í·O0

孔线一条，电加热自动控温热浸镀锌线一条。高效
YLNO<ZI[JKQ\[]^_LNO5 `a

快捷的计算机已运用到了生产、经营等各个领域。
bc+defghijklFmnopMqrs5
!"#$!%&'()*+,- 铁路机械
tufv
天水中铁天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F¨ １. ¾5
M.]78501 ÎÊË¢«vw
产品奖
项。其中∶ＹＰ３５６
型锻压组合式氧枪喷

生产企业。位于麦积区前进北路１号。前身是始建
lFwx5 yz{|}~u $ 5 ~
于
年 2７+tu
月的兰州铁路局天水工务修配厂，
$%01 
6  <
z １９５６
１９９６
月，在兰州铁路局生产布局调整中与兰
.%%1年
 １０
.3 <tul.

头，于１９９９
１０月通过国家经贸委冶金局组织
Ô< z .%%% 年
 .3
!ä/»n8rs¢
+PQù< z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分别获得甘
/33/ m/335 þ
的技术成果鉴定，于
?Pqpm
·?PNpÍ
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天水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２００２
月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为
/33/ 年
 5３ þ/»i0ÎÃE<
ÃE/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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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11340òÍn?P¾+izF
＂ＺＬ０１２２８６６０．５＂；经甘肃省科技厅立项的用于该产
件等工务产品和铸钢、铸铁件、工业、医用氧气、乙
§p6¨-©Hm©t§m6xmªi«¬m 品的＂温热挤压成形技术工艺攻关＂项目于２００３
¨+ñ
\[ËWPQ6[ò ¾¿z /335
炔气等社会产品的开发、生产及销售。主要市场有
®¬p¯°¨+±²ml³´µ5
¶·¸B 年通过了山西省科技厅的技术成果鉴定，并得到
!äk.è?P+PQù< þj
局内工务大维修市场、国家重点铁路项目建设市
¹6Dº·¸m /»¼½tu¾¿ À·
¾y?P+'5 F¨z /335

立项单位甘肃省科技厅的认可。该产品于
２００３年
场¸mÁÂtu*-wxÃiL·¸p<ÄÅÆ
、地方铁路公司和企业专用线市场等，并长期出 获甘肃省经贸委创新项目资金支持，２００４
年被国
n80¾¿ s¡¢</33+ ö/
口越南。拥有铸钢、铸铁、锻压、机加工等专业化生
ÇÈÉ5 AB©Hm©tmÊËmfI6pÃxÌl 家科技部等四大部委评为全国重点新产品推广项
»?P#p£D#8¤ð¥/¼½0F¨¦§¾
FLÍ ¶F¨BMÎÏÐ£¤³ÑmÒO (m((
¿5 *JBF¨!äk ()*%33. /¨#3ô÷
产线；主要产品有各型普速道岔及配件、弹条Ｉ、ＩＩ
目。公司现有产品通过了ＩＳＯ９００１
国际质量标准
州铁路工务线上料厂合并成立兰州铁路局工务材
tu6L7tu6

料段。公司主营业务是各种铁路整组道岔、钢轨扣
5 * oxM¡tu¢£¤mH¥¦

型扣件、钢轨接头夹板
、轨距杆、各种铸钢、铸铁件
Î¦§mH¥ÓÔÕUm¥Ö×mM¡©Hm©t§
pÍlFØÙ¢£¤ 133
¢<`ÚHÛÜ .033
等；年生产能力整组道岔
６００组，高锰钢辙叉１５００
¢<ÒO
(m((
Î¦Ñ
033
ÝÞ<©t§
6
组，弹条１、Ⅱ型扣件 ５００万套，铸铁件 .033
１５００ ß5
吨。工
.45亿元。
åæ5
xàáFâãä . åæ< ´µçàãä
业入库产值超过１亿元，销售收入超过
１．３
èéD+LuÑlF7»-tu6
是西北最大的线路配件生产厂家和兰州铁路局工

%&'(< /ô#3%&'(³qO©V ª
体系认证，国军标质量体系认证及二级保密资格

'(5
认证。

F¨lFêÁ5 ëBF¨z /&&$
/»6ì
务产品生产基地。所有产品于
２００１年在国家工商
íîïð
ñ
6òóìô5ñ
6òó&õ¨ö
总局注册为＂天工＂牌商标。＂天工＂牌系列产品被

中国质量标准协会认定为＂国家权威机构认证质
./#3ô÷ø°'ùðñ
/»úûfü'(#
量信得过好产品＂。公司于１９９９
年通过了ＩＳＯ９００１
3ýþäÿF¨ò5 *z $%%% !äk
()*%&&$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２００１年被中国铁道工程建设
#3=>%&'(5 /&&$ ö./t£6" À
协会和铁道部运输局联合确定为铁道器材开发中
ø°-t£#h$T%ùðt£&±².

天水岷山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车间
!"#$%&'()*+,-./0

4'(²)êÁ5
心研究发展基地。
!"./01()*+ ,f v* +w
天水岷山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 机械制造企
x5 yz,}-.u 52 /5  z １９６９
$%1% 
2
业。位于秦州区岷山路３７号。始建于
年７

#2!"30%4()*+,- 机械制造
fv*+
中航天水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wx5 «¬5qq7<yz{®}¯°u４５+0号，
/<
企业。又称五七二二厂，位于麦积区花牛路

月，先后隶属国家第五机械工业部、兵器工业部、
<0123/»45fv6x#m6&6x#m

始建于
年，原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装备
 z １９７６
.%21 <±23./L²³´µ8S
#</33. ¶@3./·µ6x<=*</332
部，２００１年底归属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２００７

机械电子工业部、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首钢（集
fvZ76x#m/»fv6x89°m:H;<
=> í*5 /&&6  5 ?@·AB=>5
团）总公司。２００８年３月划归天水市政府管理。
/336
 6 < wxC*¢ -.fvB
２００８年８月，企业改制组建成立天水岷山机械有
DEF*5 67lF}GÁH 2+3 亩。公司现有
I5 *JB
限责任公司。工厂生产区占地约７４０
职工１３７０人（其中内退人员
K6 .523 L;M.¹NL9３９０人），拥有中、高
5%3 L><AB.m`
级技术人员
台（套），
OPQL9１０２
.3/人。现有各类设备２００２
L5 JBMRÀS /33/
T;Þ><
具有机械加工、精密铸造、锻造、冲压、焊接、表面
UBfvI6m:V©+mÊ+mXËmWÓmXY

处理、热处理等各种工艺加工手段。企业三大类产
Z>m[Z>pM¡6[I6\5 wxSDRF
¨]Nf^_Ø#ÑRF¨<`abUcmde
品∶一是机床功能部件类产品，包括溜板箱、小拖
UmÂfg-h^ijpF¨5 F¨´klmmn
板、方刀架和车床尾座等产品。产品销往宝鸡、云
ÉmoppÁ}ÍqrstufvSÑRF¨<
南、青海等地区；二是冶金石油机械备件类产品，

中航天水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航修车间
12!"3456'()*+,27/0

!"# !－
－! １６５

天水大辞典
!"#$%

年!３! "#$%&'()*+,
月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公司占地面积
４０余
*+-./0 "#
1
万平方米，现有职工
１５００ :;<
多人。公司质量保证体
*+=>?@A
234567'89 $%&&
系完善，先后通过了国军标认证、保密资格认证和
BCD6EFGHI&JKL@M?N)OL@P
武器装备生产许可认证。公司先后６
QRSTUVWXL@< *+EF ' 次被空军装
YZ[JS

备部授予＂质量先进工厂＂荣誉称号，自
年
(&&! !
T\]^_=>E`9abcdefgh ２００３
起，连续
ig jk ４年被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评为
" !Zl&m[9nopqr*+s%

和制造。产品主要品种有工业锅炉通、引风机、高
P$< V67'9n89GM:5M¤
压风机，一般用途中低压离心风机，选矿通、引风
¦5g;<íl¥¦=ï5g>?GM:5
机，物料输送风机，双极轴流风机，并根据用户需
g@äõö5gABCD5gEFGHI
求，设计生产非标专用风机。产品广泛用于环保、
Jg£ØUV¯KK5< Vòó³L?M
矿山、化工、冶金、烟草
、粮食、纺织、造纸、机械等
?MM±9MNOMPQMR¡MSTMUM¢

un<
行业。

_
tuvwE`xyb
_
vwUVE`xyb< z{
＂飞行安全先进单位＂＂安全生产先进单位＂。截至

!"56789:;4 机械制造企业。位
¢$n< y
天水市空心砖机制造厂

２００６
余架，连续!&３０年保
(&&'年底，大修各型飞机
!|g}~t １３００
$!&& 1gjk
!?

³VÂµWX¸３８!*号。生产场地
f< UVY.４５００
"%## 平方米，产
345gV
于秦州区罗玉路

证大修质量和飞行安全。公司是歼击飞机大型修
@}~=>Ptuvw< *+ t}~
理企业和通用型无人驾驶靶机制造企业，具备批
nPG;$ng T
量大修各型歼击飞机和通用型无人驾驶靶机制造
>}~ tPG;$
能力及批量制造四种型号武器挂梁等军品配套制
>$fQRJ$
V< V4/gEFI
造产品的能力。在开发民用产品方面，先后开发了
¡¢£TM¤¥¦§¨M©ªN«¬M9
成套食品机械设备、高低压软管、橡胶密封件、工
业用砂轮、大型非标焦化设备、平衡器等民用产品。
n®M}¯K°±£TM3²RV,
天水天力特种管有限公司
!"!&'()*+,- 机械制造企业。
¢$n,
位于麦积区峡口路
３号。是由天水锻压机床有限
y³´0µ¶·¸ !
f, ¹º»¼¦½'¾

品有３种系列，９
Z< ¤[\]n^%
' ! Båg) 个品种。高速对锟是企业的拳头
产品。ＪＺＫＸ４５／４５—１．５￣２．５、ＪＺＫＸ４０／４０—１．５
真空
V< 9:;-"%<"%_$=%0(=%M9:;-"&<"&_+=% `[
节能单机系列挤出机产品获国家专利，在节能单
axBåbîVc&×Kdg ax
机心脏部分、绞龙、转速优化组合与同类产品相比
ïe\fMghMi[j±kÈlúmVno
aÅ +&>0!&><
Ôjp;qgirs
节电
１０？０？？其优点是一机三用，转变机型快
t4ugôvwxMHyIz{|¦RMz{6
捷方便，适应性强、用户不需更换变压器
、更换主
机就能生产空心砖。符合国家墙改政策。主轴采用
}UV[ï~< È&×#< 6C
 *+gh ïMÅ¥MV>¤<
浮动结构，能自动调心、电流低、产量高。

天水市恒方铸业有限责任公司
!"5<=>?*+@A,- 机械制造企
¢$
业。位于秦州区暖和湾工业示范园区。成立于２０００
¿À*+MÁÂÃÄÅ9ÆÇ'¾*+È)ÉÊ
n<y³VÂµP9nÝÞµ< ³ (&&&
责任公司、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兴办
年! ７? "g;×KnUVmæM(¬
月，是一家专业生产各类铸钢、铸铁铸件的铸
n< n-./0 +!亩，产品主要面向机床
gV67/½
造企业。企业占地面积１３
UVM¢M.=M?MNOun< V
生产、石油机械、地质勘探、矿山冶金等行业。产品
³ (&&' ! % "GHI 567)&&+(&&& =>L@<
于２００６年５月通过了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质量认证。

!"!#$%&'()*+,-.
天水天力特种管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的股份制企业。总资产６９５０万元。２００１年８月，大
ÆÇ$n<Ë)V ')%& 2Ì<(&&$ ! * "g}
口径直缝埋弧焊管生产线及其制管项目被国家计
·ÍÎÏÐÑÒ¨UVÓÔ$¨ÕÖZ&×Ø
委授予＂国家
项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
Ù]^
_
&× １００
+## Õ¤ÚÛÜVn±ÝÞ9ßbÕ
目。天力公司大口径直缝埋弧焊管设计年产量为
Ö< º*+}·ÍÎÏÐÑÒ¨£Ø!V>%

Ｒｓ
!"/0123'(45)*67
天水市恒方铸业有限责任公司外景

"####
àg *+Xáâãä=%Ｑ２３５、Ｑ３４５
,(!%M,!"% 
４００
吨，公司可提供材料质为
及 -Ｘ

!"=B'(>CD 机械制造企业。位于
¢$n< y³
天水方盛特种铸钢厂

Bå¨Óæg çè ./'0'&11g
éÍ 2/3!&&4
系列管线钢等，壁厚
δ＝６￣６０ｍｍ，外径
Ｄ＝φ３００～

VÂµP9nÝÞµg-./0 +%

秦州区暖和湾工业示范园区，占地面积
１５ <
亩。始

$(&&11M¨Ãê}ë $(&&&11 的各种规格和用途
ìOPí
１２００ｍｍ、管长最大到１２０００ｍｍ
ÎÏÐÑÒ¨<
*+³
(&&(
! １２
$( "GHl&
的直缝埋弧焊管。公司于 ２００２年
月通过中国
`î·=>L@lï 567)##+8(### =>¨A
进出口质量认证中心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质量管理体
BL@g(##! ! + "Çðñ¦æ¨UVWX@<
系认证，２００３年１月份取得压力钢管生产许可证。
大口径直缝埋弧焊管产品，广泛适用于输送、建
}·ÍÎÏÐÑÒ¨Vg òóô³õöM÷

÷³ １９９７年，是专业生产特种铸钢件的股份制企
+))? !gKnUVæ¬ÆÇ$
建于

筑、制辊等行业，同时还可为桥梁、海上作业平台、
øM$ùungúûüX%ýMþÿ!n3"M

§Mº»©P.µ-'nªÇ«<
南、天水等省和地区占有相当的份额。

港口码头建设、电视通讯铁塔、电力铁塔等提供钢
#·$%÷£MÅ&G'()MÅ()áâæ

西北探矿机械厂
EFGH9I4 机械制造企业。位于武山
¢$n< y³QM
¬Ä®¯°g+)?! !÷ ±VgB&×.=?V
县城渭河北岸，１９７３年建成投产，系国家地质矿产
\}²³n< 67UV.=£TP?M
部大型骨干企业。主要生产地质勘探设备和矿山
÷ã£T< +))'年，迁往连云港。
!g´µj¶·<
建材设备。１９９６

*+¨<
结构管。

天水三勤通风设备厂
!"./01234 机械制造企业。位于
¢$n< y³
成纪大道西端，北靠
３１０ &2<
国道。从事通风机的设计
,}-./g01 !+#
34G5£Ø

ng'x9$gUV
业，具有较强的加工制造能力，能够生产各种形状
gÛÜ7J¤æMÈOæMyæ¬
复杂，技术要求高的碳素钢、合金钢、不锈钢铸件

和锰钢耐磨铸件等产品，年生产各类铸件
１８００
P æ¡¢¬Vg !UVm¬ +*&&
吨，高锰钢耐磨件已在西藏、金昌、甘南、兰州、陇
àg¤ æ¡¢¬£.¤MO¥M¦§MÁÂM¨

!"" !－
－! １６６

;
工: 业

甘肃祁连山佑安制动材料有限公司
机械制
!"#$%&'()*+,-./ !"#
造企业。位于甘谷县新兴路
号。是国内石油机
!!" 0'
12345!
$%&' ()*+,-./ ２２０
械厂和油田的主要配套企业。前身是
建厂的
"67589:;<=%&> ?@1 １９６８
#$%& A69
甘肃省甘谷县石棉厂。２００６
F '３月，经过国有企业
GHIJ2K%&
BCDB+,4E6> !""% 年
改制后形成以祁连山集团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的
L#MNOPQRSTUVWX:Y9Z[\9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为１７１８
K]^_`ab cdXeV ()(&万元人民币，生
f[ghibj

台生产能力，是行业中首家通过
质量管
j«67b 1Ò&¾8È9JＩＳＯ９０００
6.7$555 ÉÊ:

产用地７．８
万平方米。公司拥有先进的液压成型
klm )*& fnop>
`aqKrs9tuvw
机、磨片机、多孔钻、电烘箱等工艺生产设备。拥有
!xyz!xZ{|x}~jk> qK

/«¯Uåé4VW[&X YRO5«¯Z路器产品（开关柜核心元件）从老式少油产品向新

理体系
、ＩＳＯ１４０００=>:Ä
环境管理体系和
ＯＨＳＡＳ１８０００
ÄY;<6.7(2555
Y; 7 7,.-.(&555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三体系＂认证的企业。２０
?&@ABC:ÄY;
Í
ñY;ÐDE9%&Å !5
世纪
FG ７０年代中期，企业开始承担行业新产品的研
)5 FH¾Ib%&åêJKÒ&-«¯9°
发任务，先后开发成功
.8(5 系列少油断路器、
;NO55/P
±_Lb rMå±vMＳＮ１０

ＧＣ—１、ＧＣ—２
9+³(<9+³! 系列手车式开关柜，完成了中压断
;NQÑRåé4b SvT¾u5
RO5«¯[w/ ¾uåé4«¯ \]R«¯
式少油产品转型、中压开关柜产品从固定式产品

从美国引进的
+,-./试验机和汽车制动器、离合
!7#x 向手车式产品转型的两次更新换代，技术水平分
ZQÑR«¯[w9^_ý-`Hb ¹ºçna
2s9 ＣＨＡＳＴ
器试验台
、克劳斯试验台等大型检测设备。主要生
别达到了２０
７０年代和
８０年代国内中压开
FG )5
FH7 &5
FH23¾uå
xw>
:;j
b)cT !5 世纪
产各种类型石棉、无石棉制动器衬片、石油钻采设
关产品的领先水平。＂八五＂到＂十五＂期间，公司共
é«¯9drçnÅÍ
kw4Ex4E#zx45|
efÐc
Í
ÎfÐIgb`ah
备制动块、工矿机械摩擦材料
、橡胶板等，是我国 有１４
K (2项新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获得国家认定新
i-«¯jkT23lmbÆÇ2ÈD]#x!" ¡¢£x¤¥¦b1§2
¹º¸3 (2 ibrMJKT2È ８６３计划、火炬
¨©ª9 ¡¢£j«%&¬ qK®9«¯ 技术专利１４项，先后承担了国家
&%' nöPop
西部最大的摩擦材料生产企业。拥有自己的产品
´µ¨ ¡¢£°¶·> K¸&¹º
°±!²³´
nö72Èq¹rstnöiubSvDÀP2
研发机构——华西摩擦材料研究所。有专业技术
计划和国家科技合作重点计划项目，完成省级、国
人员
项，新产品产值率达到了６５？？
g» ３０人，其中高级工程师３人，工程师７人，助
ÈÀv]«¯ １１９
'0 g¼½¾¿ÀÁÂ ' g¼ÁÂ ) g¼Ã 家级鉴定产品
(($ ib-«¯«wx)cT
%1:Å
理工程师１２人，技术员８人。产品获得国家摩擦
两种主导断路器产品在国
ÄÁÂ (! g¼¹º» & gÅ «¯ÆÇ2È ¡ ２０００年，ＺＮ６３Ａ、ＺＮ６５Ａ
!555 Fb;8%'-P;8%1- ^:y5/«¯z2
材料质量银奖、国家＂十年好产品＂、中国汽车行业
ＫＥＭＡ 试验所通过了严格的型式试
¢£ÉÊËÌx2È
Í
ÎFÏ«¯Ðx¾2ÑÒ& 际著名的荷兰
{|ð9}~ 3<=·9JT9wR
协会＂双百推展＂、国家摩擦材料协会＂扶优推强＂
ÓÔ
ÕÖ×ØÙÚx2È ¡¢£ÓÔÕÛÜØÝÚ 验。２００３
 Å !55' 年，ＫＹＮ１８Ｃ、ＫＹＮ２８Ａ
F b3>8(&+<3>8!&- ^
åé47
两种开关柜和
Þßà0Å
;8%'-<;8%1- 两种断路器同时荣获中国工业质
^5/ÞÆ¾2&É
ＺＮ６３Ａ、ＺＮ６５Ａ
等荣誉称号。
Í
C2!"&l «¯Ð
Ê:ÄÓÔ9
量管理协会授予的＂全国机械工业用户满意产品＂
à0Å !552 Fb`a9
Í
äèÐ;Nl5/¾
称号。２００４年，公司的＂长城＂系列真空断路器被中
2¯Øs»ÔVÍ
¾2ð5
国品牌与市场战略推进委员会评为＂中国知名断
/Î¯Ð!55% 年，公司的主导产品取得了
Fb `a9:y«¯ïÇT
路器十佳品牌＂；２００６
国家电能中心颁发的
2È}6¾W±9 ＰＣＣＣ
?+++产品质量认证证书，
«¯ÉÊDEEb
vV23Ò&8ÈïE9%&Å !55% 年后，公司
FMb`a
成为国内同行业首家取证的企业。２００６

科研投入达到销售收入的
４？？上，共完成３４
项
q°W)c9 2:Pb
hSv '2 i

省级以上鉴定的新产品、新技术，其中
１３ i)2
项达国
DÀPv]9-«¯/-¹ºb½¾ ('
际先进水平，７
项达国内领先技术水平，３ i2
项被国
{rsçnb) i)23dr¹ºçnb'
科技部列为国家级重点新产品。主导产品具有
q¹©NV2ÈÀst-«¯Å :y«¯K
(55::«b +Ê Hs-¡X¯
１００？？主知识产权，并已大量替代进口及合资品
«¯Å !55& FbSv&þ«w 1@$ 亿元，上缴
![b¢
牌产品。２００８年，完成工业总产值５．９

!"#$
调试场景

3£ ２６００万元。出口供货完成
!%55 f[Å ,-¤¥Sv )(!5
f[Å rMÆ
利税
７１２０万元。先后获

0102
电子电器

C2
Í
f¦Ì§ÐPC2!"Ò&
Í
:Äs¨©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机械行业＂管理进步示
ª%&ÐPC2
Í
«¬®Ars¯(ÐÞßà
范企业＂、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称

3456789,-./ 电器制造企业。
}#$%&Å
天水长城开关厂有限公司
()áâãäå/ % 0Å ?@Væçäèåé6¼
位于秦州区长开路６号。前身为天水长城开关厂，
êA) ($%&年，从北京开关厂搬迁天水，取名天
F¼ ëìåé6íîæçbïðæ
始建于１９６８
çäèåé6b12È
ÍñòÐ&óôõö÷ø
水长城开关厂，是国家＂三线＂工业布局规划实施
ùA9úû}¾uåéü#9¸&j«6
筹建的输变电中压开关控制设备的专业生产厂

家。２００８年３月，更名为天水长城开关厂有限公
ÈÅ !""& F ' Gb ýðVæçäèåé6K]`
司，拥有资产总额
亿元，占地面积
１５ fno
万平方
ab qKX«þÿ８．５
&*1 ![b
"m#$ (1

大２层裁ｅ腐

pb:;j« "*2³(!%34 ¿¾%uåév=
米，主要生产０．４—１２６ＫＶ高中低压开关成套设备

和高中低压电器元件，产品覆盖面达
２０多个行
Z*Ò
7¿¾%u}[&b «¯'(#) !5
&b+,-./0/1/23.
业，并出口亚、非
、欧、澳大利亚等'1３５*2È7m
个国家和地
ãÅ F«¿uåé4１２０００
(!"""面，高压断路器
#b¿u5/ (!"""
区。年产高压开关柜
１２０００

!"# !
＿! １６７－

%&'$
厂区外景

天水大辞典
!"#$%
号；２００７
!"!""# 年，被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机
#$%&'()*+,-./0
1
&'(
械工业优秀企业＂和＂中国机械工业最具影响力品
)*+234+56
7
&'()*+89:;<=
牌＂称号，被中国电器工业协会评选为＂中国电器
>5?!$%&'@A*+B.CDE
7&'@A
工业最具竞争力企业＂；２００８年，公司被国务院国
*+89FG<4+5"!""$ #$ HI%'JK'
资委、科技部、全国总工会三部委确定为＂国家创
LMNOPQNR'S*.TQMUVE
7'WX

区
１９７０
i ２２号。原称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始建于
!! !\ {?ab@1a½Ybc$d` %&#"

YZ[4+5\
新试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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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至天水，为中国电气传动及自动化的主要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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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长城控制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电器制造 定，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技术水平，荣获国家重

企业。１９６６年由沈阳搬迁内地，是原国家机械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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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定点生产低压电器元件和成套电器设备的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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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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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渝线、神朔线
、朔黄线、沟海铁路区间等工程中，
:;B<=B=>B+,56?@AR
3>

提供大批量数字信号电缆。２００４年至
!((&年，相
>C
§©¤Bæç89EF/ !((2 Ù２００６

3ÈÝ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1)((#û!((( >
xyÉ
中心的
质量体系认证，获得了甘
ÊzË+,fpPQÈ9/
肃省乡镇企业名牌产品称号。
!"-4%56789)*+, 电工设备
ER@u
天水长城电工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 c2^ÌÍ¤$R,ÎÏ?
制造企业。位于天水羲皇大道二十铺工业示范区

花牛中心
ÐÑ3È １２号。组建于２０世纪
#! 9/ ÂZ2 !( ９０)(年代中期，前
Ò3®>Ó
#)*& ^ÖN¶EF×ØS>Ø
ÔÕZ2 １９８６年天水市秦城电缆桥架厂，是西
身是创建于
4U?¨Ù!Ú>
!¤ÝÛÜÝEF×
北地区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柜体结构和电缆桥
VWXY>Z
ØÝb,rPS/ <=TU\] #万平方米，建
架的专业生产厂家。公司占地面积１

筑面积
人，其中高级工程
[\]５０００
"(((平方米。有员工
WXY/ oeR ７６
'& a>g3hiR
师２人，工程师６
Þ ! a>R Þ &人，技师５
a>cÞ " 人，工程技术人员共
a>R cdaeß
计
人。拥有主要生产设备
台，其中包括数控
A １５
#" a/
àoNhrP@u ５２
"! w>g3áâæK
冲床、数控折弯机、数控剪床，大型型材滚压设备
ãäBæKåæ%BæKçä>¤YY(èI@u
A/ nR@u~>b,}Jéê/ NhrPpq
等。加工设备先进，专业实力雄厚。主要生产各种
vIRy§ë@u'p¦hvI§ëÛÜÝ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及各类高低压开关柜体结构；
áâ79:!*B;<:!B<<#=B>;<: Ap¦hIÛ
包括∶ＫＹＮ２８、ＸＧＮ２、ＧＧ１Ａ、ＨＸＧＮ等各类高压柜

!"# !－
－! １６９

!"#$%
天水大辞典

体及
、ＭＮＳ、ＧＣＳ、ＧＣＫ$%&'()*+,
等各种型材组装的抽 投资的高压电工触头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该项目
!" ＧＣＫＳ
!"#$#%&$#!"$#!"#
N0+gKJOP=Q"Q¸øù< Røù
出式开关柜；ＧＬＧ、ＧＦＫ
ＧＧＤ、 作为中国西电集团产业链的延伸，将为西电开关
345./01" !!)#
-./012!'!#!(# 等分隔式开关柜及
ï¢£MKÚÛ=\S+To< UMK/0
ＰＫ、ＸＬ
、柜体，产品 产业平台提供高品质、全系列高中低压电工触头。
=\l:VWg>¤;C¥Xg¢KJOPU
*##+'等固定式开关柜；各种非标台
367./012%&89:;1!<=>
广泛用于冶金、矿山、石油、化工、电力、机械、城市
?@ABCD;EF;GH;IJ;KL;MN#OP
QR3STU /V+WABXQJY"ZJ[\
建筑等部门。开发的适用于民建工程及军工企业

使用的防火、阻燃型桥架，大跨度桥架；高度可调
]A+^_;`a'bc<defbc2gfhi
j;klmnhop;q*rstuhvwxy<
节、水平方向可伸缩
、安装遇障碍物可随意躲避，
z{|}n+WA'bc< ~"# 
不影响走向的适用型桥架，以及重量轻、外形美
#+Dbc3<mq*<A
观、寿命长的铝合金桥架等，方便安装，得到用户
KLJ\S<MNJ\S
+U ,--. 年经电力工业部，机械工业部龙源公
的好评。１９９５
!"#$%&'()*+,-.
天水西电长城合金有限公司外景

<7/011!+\= U
司验收，定点为低压开关柜柜体的专业生产厂家。

２００３年
/001 ８ 2月，经中国质量体系认证中心检查认证，
¡<¢£¤!¥¦§¢¨©ª¦§<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3$45-0067/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同
¤¬!¥¦§§®<¯
获得
6/ ¡«¢£¤¦§¢¨°V+,年 １２
月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低压抽出
式开关柜
ＧＧＤ +£
的国家强制
./01 ＧＣＫＳ
!8#$ 及低压配电柜
"±K1 !!)
²³

´=>
µ
888¶§®U
性产品＂ＣＣ＂证书。

天水长城成套开关股份公司
!"&'()*+,-./ 电工电器设备
KJK·¸¹
制造企业。位于秦州区长开路
³º[\U »B¼½¾/¿ ４１号（原天水长城
96 ÀÁÂÃkO
ÄÅ/0ÆÇ ÄÈB 6--9年，是原机械工业部、
<ÉÂMNJ\S;
成套开关厂）。成立于１９９４
KLJ\S7=g1; gÊ'ÄÅ±
电力工业部定点生产高压柜、高级型低压成套配
K*Ë;:* 型农用低压配电装置
'ÌA±K*Ë;*#56;*#560
电装置、ＪＰ
、ＰＫ－１、ＰＫ－１０ '
型
¢ÍÎ³Ï;ÐÑKÏ;89ÄÅ*Ë"%&g
中央控制屏、直流电源屏、非标成套装置及各种高
ÒÓK·ÔÕ+\7= < Ö×Ø
低压智能电器元件的专业定点生产厂家，隶属甘
ÙOKJÚÛU ;002  6 ¡<[\Ü³Ãk
肃长城电工集团。２００８年１月，企业改制为天水长
OÄÅ/0ÝÞÇ ßà=%ág/
城成套开关股份公司。公司主要生产各类高压开

关柜和低压开关柜及高、低压电器元件。２００８
年与
01â/01"gãK·ÔÕU ;002 ä
国际知名品牌
£åæç>è ＡＢＢ
<== 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合作授权生
éêëìíîïðñ
产=ＡＢＢ
<==公司的
+ ＭＮＳ２．０
%&$;>0 智能型低压开关柜、ＡｕＴｒ
ÒÓ'/01;<?@A

!"7819:;< 电池制造企业。位于
KY³º[\U »B
天水特种电源研究所
¼½¾Z[¿ 1３号。为中国最早从事影视产品新
ÀU ¢£\]^_{`=>a
秦州区迎宾路
bc; deMKY; fK·g³â=+hgi
闻灯、摄像机电池、充电器研制和生产的科研单

位。共研制、生产、销售
６６ &{`=><ó¢
种影视产品，其中1.３５种
»U jg³;=;úû BB
&

为国内首创，３
项获国家专利。产品主要为中央电
£!Kk<1 ø«£
lU =>ßà¢ÍK
视台和省级电视台服务。研制成功具有国内先进
`:âmÊK`:üýU g³Än7/£!op
水平的笔记本电脑电池、数码照相机电池、电动车
kl+qrsKtKY;uvwxMKY;Kyz
{KY;KLi|KY;}~MKY;C*$ 电池、收
KY;
辆电池、电力调峰电池、对讲机电池、ＵＰＳ
发报机电池、太阳能电池、电暖服装等九种新产品。
VMKY;ÓKY;Kü*3&a=>U

天水电安电力有限公司
!"1=1>56./ 电力设备制造企
KL¸ ¹³ º[
业。位于秦州区瀛池路
号。原名天水电安电力
\U »B¼½¾Y¿ １２
6; ÀU
ÂçÃkKqKL
60 亩。是
U É
K·±ÕU ÄÈB 6--; <)"*+ １０
电器配件厂。成立于１９９２年，占地面积
L =K¿÷; ?õö÷";
一家生产输电线路铁塔、广播通信铁塔及桅杆、
110#D及以下钢梁构置架、输配电铁附件、低压配
"~Ëc;±K÷Õ;±
３３０ＫＶ
K1+\=[\U ßà=>/ K¿÷
电柜的专业生产企业。主要产品有∶输电线路铁
<?õö÷"<110#D "~Ë
塔，广播通信铁塔及桅杆，３３０ＫＶ及以下钢梁构置
c<;±;K÷ÕÁ<;;;
架，输、配、变电铁附件（包括横担、抱箍、拉线棒、

型低压开关柜、低压控制配电箱的企业。其产品广
'/01;Î³±Kò+[\U ó=>?
c3¥X=>Æ"±Kò;1U =>E
支架等系列产品）及低压配电箱、柜。产品均执行
泛应用于电力、石化、冶金、矿山、通信、建筑、铁路
@ôABKL;GI;CD;EF;õö;QR;÷¿ ＧＢ／Ｔ２６９４—２００３《输电线路铁塔制造技术条件》
!=E@/B-9/001 K¿÷³ºëìÕ ;
3JYøù<=>úûüýþÿ£!%"<#-$ ＧＢ５０１７３—９２
等工程项目，产品销售服务遍布国内各地，并出口
!=.06F1-;
"÷Õëì¡¢ 3£ 9£U
及《铁附件技术规范》等国家标准。
¢%;¢&"'3P(U )"*+ B>B ,l
中亚、中东及欧美等市场。公司占地面积６．６
万平
天水联众高科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ABCDEF56./ 程控设备
YÎ¸¹
m-<./670= ２０００
;000 1,Ô<h=%&
方米，拥有固定资产
多万元，年可生产各种 制造企业。位于秦州区合作南路
³º[\U »B¼½¾ï¤¿ ;6
ÀU ÄÈB
２１号。成立于
g±K*Ë
B200
:ÁÅÆ<gÔÕ 690
高低压配电装置
６８００
台（套），高低压元件
１４０ ,
万
余台。公司现有职工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2:U 3/4J ２２６
;;B 5U
ó¢JYëì56

２００２
;00; 年，初期是原长城电工集团天水电气传动研
< ¥¦ÉÂOKJÚÛÃkK§¨yg
究所自动化项目部、天水联想科技有限公司以及
©DªyIøùS; Ãk«¬hë/~"

１１５
66.人，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
5<7/gÊ48+\ëì56４４
99 人，中级
5<¢Ê

S4hë56®Ý)Ä+Ú=>¸=ä¡¯=
部分科技人员入股组成的集产品设计与规模生产

48+６５
B. 人。公司设有产品开发部，能够独立承
5U ¸/=>/VS<Ó9:È;
职称的

BL!+ÝÞ³[\U ßà=>/K°M
于一体的股份制企业。公司主要产品有电厂辅机

<g/0¸¹"%&ÔÕ+¸=; >J"
YÎ¥±Á²;IkÆ;³´k;±K~"J\
担高低压开关设备及各种元件的设计、施工及生
程控系统（输煤、化水）、给排水、变配电以及工业

产。公司获得国际
ＩＳＯ９００１
=U «£å
3$4-006（质量管理体系）、
Á¤  ¬  ! ¥Æ;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环境体系）、ＩＳＯ１８００１（健康安全体系）等
3$069006Á?@!¥Æ;3$462006ÁABqC!¥Æ3
各种认证，所生产产品均获得国家质量认证中心
%&¦§< D==>E«£ ¤¦§¢¨

=µYªyIÎ³¥±;¶Õ/V;·ÿ;
生产过程自动化控制系统、软件开发、综合布线、

颁发的各类
°V+%á３Ｃ
1"证书。
§®U

¾¿ÃkÀÁhë/ （原国营天水
ÁÂ£ÂÃk
司合并了天水凯隆科技有限公司

压力、温度、湿度
 L ; ¸ f ; ¹ f ;、气敏传感器及变送器等产品
§º¨»·"¼·3=>
的研制、开发、生产和技术服务。２００３
年年底公
+g³;/V;=âëìüýU ;001 ½

!"01&23456 ./ 电器制造企
K ·³ º[
天水西电长城合金有限公司
永红器材厂传感器事业部），２００４
年通过了天水
Ã Ä · (¨»·_\SÆ<;009 õµ¿Ãk
\U »B¼½¾&FGJ\H¾<É¢£K·I²
业。位于秦州区东十里工业园区，是中国电器百强
市民营科技企业资格认证和
质量
PXÂhë[\0Å¦§â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3$4-006;000 ¤
²[\JL+¢£MKÚÛ 体系认证。
[\JK< ¢£ .00
企业之首，中国
５００强企业之一的中国西电集团
!¥¦§U

!"# !
－! １７０－

A 业
B
工

天水西星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 电器研发制造
!"#$%& 研制生、销售的现代化高科技企业，是天水电器行
#%YlÖþ8ÿ!nÂTE'(H4"#!"$
企业。位于秦州区迎宾路３号，是１９９９
年成立的
'() *+,-./01 ! 234 "### 5678
一家集交、直流电器元件、电气装置的技术研究，
9:;<=>?!"@A=!BCD8EF#GH
产品开发、市场应用开拓及服务的科技型股份制
IJK$= LMNOKPQRS8TEUVW%
企业。是生产交直流接触器的专业厂家。占地面积
'(X 4YI<>?Z["8\(]:) ^_`a

４０$%亩，建筑面积
平方米。产品主要用于冶金、
bHcd`a ６０００
&%%% efgX
IJhiO+jkl

业首批通过
ＣＣＣ认证的
(%&s¦ '''
¬8 ４个企业之一。在高低压
$ '('9X (ÂÃÄ
元件及成套开关柜等产品中以高精尖的配套产品
@AQ6ÅKïÚ|IJúÂ÷)8ÊÅIJ
及系统产品上有一定技术优势，开关柜温度的在
QöIJ*×9æEF+,H KïÚ-.8(
/01|9>2(3$(45e*X
线监测等领域一直处在同行业领先水平上。

z{=z1<s|}~X 3'()* 

铁）、铁路交通等众多领域。其中，ＣＺ２８
系列属国

天水长洪变压器厂
!"-:;569 电器制造企业。位于秦
!"%&'(X *+,
州区暖和湾工业示范园区。１９９８年成立，是西北地
-.6À7Ñ(89:.X "##* 567H4;_
区生产干式变压器、电抗器、频敏变阻器产品的专
.YI<óÍÄ"l!="lè>ÍÛ"IJ8\

家级新产品，ＣＺ２８ＴＧ系列产品于
年被国家
)%%$ 5:
:IJ3'()*+, IJ+ ２００４

(nÑ]X hiIJ×ð?Kó 2, <ó!¾
业化工厂。主要产品有∶敞开式ＳＧ系列干式电力

mnlmopqlrL<stuvwx=yvx=_
石化、石油钻机、城市交通（无轨电车、轻轨车、地

５４ @ABCD?ÍÄ"l(2,
脉波移项整流变压器、ＺＳＧ
 0$

:IJ3'()*+ q
ÍÄ"l7(2, 系列
五部委评选为＂国家重点新产品＂，ＣＺ２８Ｔ
系列机 变压器、ＹＺＳＧ
系列整流变压器、ＤＧ
系列单相变压器、ＤＤＧ
系列
x\O>?Z["z
D?ÍÄ"l=,
EFÍÄ"l==,

车专用直流接触器已被铁道部运输局确定为定点
产品。ＣＺ２８－１６０／Ｂ１０、ＣＺ２８－３１５／Ｂ１０
两个产品用
IJ '()*-"&%./"%='()*-!"0./"% IJO

低电压大电流变压器、ＱＺＢ
ËHÍÄ"l/;
Ã!ÄG!?ÍÄ"l4(/ 系列自耦变压器、ＢＫ

+ )%%*年北京奥运会奥运村绿色电瓶车。系列产
5 ¡ ¢£¤w¥x I
于２００８

系列控制变压器
、ＪＭＢ IJÍÄ"lKÄÍÄ
系列照明变压器、恒压变压
Á%ÍÄ"l>9/

Js¦§¨©ª«¬®¯ ,/.+"#%%"°
"lLMÍÄ"l?; NA!="l>;
系列滤波电抗器、ＪＫ O/
系列进线
品通过了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ＧＢ／Ｔ１９００１— 器、隔离变压器、ＬＫ

、ＱＫ ¿Ð!="l@;
系列起动电抗器 、ＨＫeP!=
系列平衡电抗
)%%%±123#%%"²)%%% ³8ª«´¬3
YI8 电抗器
!="l4;
２０００—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版的质量体系认证，生产的
IJµ¶:·%¸IJ¬３Ｃ
!'证书。
¹
产品获得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器、ＣＫ
系列串联电抗器、ＰＫＫＦ eAST!R
系列平波空芯电抗
"l'; Qí!R"l8;;A
器；ＢＰ
"ì/8系列频敏变阻器。
è>ÍÛ"X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国家高新技术
:ÂEF
!ç#Ô%&'(X *+,-.UV1 １４
"$ 2X
4
电子研发制造企业。位于秦州区双桥路
号。是
W"5X"Y!çVW×Z®¯ t[Õ\]"
由天水华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原国营永红器
^]_hÔ¿`Habcd!¾efKÔ®¯l
材厂）为主发起人，与甘肃省电力投资开发公司、
g-hiY!çVW×Z®¯l j-kl!ç×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友旺电子有
Z®¯l*mnoVW×Z®¯lupqÐ¾Y!
限公司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无锡硅动力微电
ç×Z®¯ & :;6!1ÆrlTs%&'(a )
子有限公司６家集成电路设计、芯片制造企业与２
*Ët`íº678VW%ÂEF'(X uv
位自然人联合成立的股份制高新技术企业。注册
fw １．７４亿元，总资产１１．８６
"BC$ x@HyfI ""D*& x@Hcd`a
!D!&
资本
亿元，建筑面积３．３６

万平方米。有职工２６１２
名，专业技术人员
zefgX ×{Ñ )&")
|H\(EF`}６４５
&$0名，
|H

!"#$%&'()*+,-./0
天水西星电气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
!"-./0123'(+, 电器制造企
w"%&'
天水长城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０ 
多
ÂÑÓ~５９
0# 名。有各类生产设备、仪器
|X ×YIÆÇl" )%%%

台（套）。该公司主要从事半导体集成电路、半导体
îtÅX ®¯hiüý ´;6!1l ´
( *+,-.º»¼1 )" 2 49:hi½¾
业。位于秦州区合作南路２１号。是一家主要致力
于起重电器元件和控制装置、高低压成套设备、智
元器件产品的封装测试业务，其封装测试能力和
@"AIJ8C(SH CÉ¾À
+¿!"@AÀÁ%CDlÂÃÄ6ÅÆÇl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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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配电自动化、变电站综合自动化工业电气自动
ÉÊwËÌnl ÍwÎÏºËÐnÑ(!BËÐ 技术水平居国内内资控股企业中前三位，是甘肃
CÇ%&I(_'9H ;_.G8;6!
化、智能建筑电气及通信工程的科研开发、生产制
nlÈÉcd!BQsÒÑÓ8T#KÔlYI% 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之一，西北地区最大的集成电
1CYI_X ®¯V+ )%%C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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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
２０日
&lLMÕÖÀÑÓRS8ÂTE'(X ®¯8h 路封装生产基地。公司股票于２００７年
造、市场营销和工程服务的高科技企业。公司的主
(<6*LH4"5L:*L®¯X
iIJ×¿Á%IJ²4/ 系列保护柜、ＱＲ
ØÙÚl45 
要产品有起重控制产品∶ＱＢ
系列 在深圳交易所成功上市，是天水市首家上市公司。
wÛÜÝ!ÁÆÇl4( ËÞßÐ¾%ÐàÝ
电阻调速电控设备、ＱＺ
系列自激磁动力制动调速
!ÁÆál46 系列涡流调速电控设备、ＱＹ
â?àÝ!ÁÆál47 ã
电控设备、ＱＷ
系列晶
äåæçàÄàÝl48 ÍèàÝwÁÆál
闸管定子调压调速、ＱＰ系列变频调速电控设备、
4'系列全数字直流调速电控设备；联动控制台；
éêë>?ÜÝwÁÆáì íÐÁ%îì
ＱＣ
ÃÄñòóKïÚl
ÊwKïÆáð,'2l9:2 低压抽出式开关柜、
输配电开关设备∶ＧＣＳ、ＭＮＳ
,';( ÈÉUÃÄ6ÅÆÇl,(, 系列数控直流电
êÁ>?!
ＧＣＫＺ智能型低压成套设备、ＧＺＧ
ôÚl(</6
ÈÉUõóÍ!Îl'(6(
UÍ
源柜、ＺＸＢＷ系列智能型箱式变电站、ＣＺＷＺ型变

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工控系统。
!ÎÏºËÐnöìÑÁöX
天水长城高压电器元件厂
!"-.45%6789 电器制造企业。
w"%&'(X
位于秦州区精表路
*+,-.÷ø1４０$%号，是以光、机电一体化技
2ù4úûlq!9´nE
术，从事新型高低压成套设备及元件的综合开发，
FùüýUÂÃÄ6ÅÆÇQ@A8ÏºK$ù
!"! !
－! １７１－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1!2345'(+,-.60

!"#$%
天水大辞典

圳、上海
研发的多项先进封装技术可封装
ＤＩＰ、ＳＤＩＰ、ＳＩＰ、
!"#$%&'()*+,()
!"#-$!"#-$"#8,:ú 5４个电器产品生产基地。有职工
0rs;3·;¾OB ® ８５０名，
03, ¯i
ｓＯＰ、ｓｓｏＯＰ、ＴＳｓｏＰ、ＯＦＰ、ＬＱＦＰ、ＳＯＴ、ＴＯ
等 +,１０ /
多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名。占地面积２１０亩，总资
$%#-$$%#-&$$%#-'(#-)'*#-$%&-&% .
9Yâ^*+±²３００
-,, ¯B
O¢£ 2+, :i#ª
个系列１３０多个品种，封装成品率达
９９．８？？上，产
012 +-, /0345()6378 ../019:5;
品符合国际标准。产品畅销韩国、新加坡、马来西
3<=>?@AB ;3CDE>-FGH-IJK
亚等国家和地区。公司曾连续两年被中国半导体
L.>MNOPB QRSTUVWXY>Z[\
行业评选为中国最具成长性封装测试企业，２００５
]^_`aY>bc6de()fgh^i2,,3
WX>Mj*klma>MnoF*+h^B
年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产;３．８７
亿元，年产低压电器元件 ３００
万件，各种交
-/07 %¬iW;+Þrs¬¹
-,, ¤¹i;4ü
直流高低压成套装置
余套。自主研发生产的
<Âo+Þ6à)á ５０００
3,,, =àB
É³!"·;
以接触器为代表的工业控制电器，以断路器为代
9>?sa@A®^Btrsi 9C}sa@
表的配电电器，以高低压配电柜为代表的成套电
ADrrsi 9o+ÞDrEa@A6àr
s)áN9FÌBtsa@Arqrs¸;3
器装置和以智能控制器为代表的电子电器等产品

!"!&'()*+,-./ 电子电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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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天光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
达8 １０
类 -4,
３６０个规格品种。产品广泛应用于机械、

造企业。位于秦州区双桥南路，前身是
年在
uh^B vwxyPz{|}i~ １９６８
+.40 W
秦安县城北蔡店村筹建的国营天光集成电路厂。
x >6r}B
１９８９
+.0.年，搬迁到秦城区（今秦州区）。２００４年４月．
WixPxyPB 2,,5 W 5 i
改制分离组建天光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占地面
tZ[\QRB
¡¢
++/4 ¤¥¦§i ¨©ª« 3,+,
¤¬B ®
积£ １１．６万平方米，注册资本
５０１０万元。有职工
4+, ¯i®°*+±²１５０名。主要从事生产、研制
+3, ¯B ³´µ¶·;-!t
６１０名，工程技术人员
集成电路等电子元器件产品，出口产品肖特基势
6r}¸rq¬s¹;3i º»;3¼½¾¿
垒整流二极管芯片系列产品有∶ＩＮ５８１７、ＩＮ５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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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Ｒ１４０．ＳＲ１６０．ＳＲ２６０，ＳＲ３４０．ＳＲ３６０、ＳＲ５４０
ＳＲ５６０
$8+5,-$8+4,-$824,-$8-5,-$8-4,-$835,-$834,

机床、建筑、电力、铁路、电子、通讯、冶金、化工、轻
ëì,P,rÍ,Q},rq,RS,TU,V®,W
纺等
X¸ １０多个行业领域。甘肃省电器产品主要出口
+, /0]^YZB [\]rs;3³´º»
供应商，产品远销法国、德国等
１０ /0>MNO
多个国家和地
^L_i;3`Da>Ob>¸ +,
区。主导产品有８个１５
次获国优、省优名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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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三＂电器商标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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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２２０家机械工业特定振兴企业、中国
22, MëN®^½mhih^O Y> +,,
j
中国
１００强
机电行业影响企业、中国
家最大电器机械及
ër]^klh^O Y> ５００
3,, Mb-rsëNm
器材制造企业、全国机械工业质量效益型先进企
sntuh^O o>ëN®^pqrsÊ&'h
业等１３
^¸ +-项国家级荣誉。１９８８
%>MnetB +.00年，被国家经贸委批
WiX>Muvwx

等，自主研发的
ＳＲ１１００ ÊN
型和ＳＲ３１００
型功率肖特 准为首批外贸扩权企业。
¸i É³!" $8++,,
$8-+,, ÊË7¼½
Aayxzv{|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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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23789*+,-./ 电子
rq
基势垒整流二极管年生产能力１８万片，产值
４３００
天水六九一三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B ;3SÏ>MÐÑF;3ÒÓiÔÕj*'
R}ð~tuh^B vwxyP} 3 çB ~
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位于秦州区皂郊路５号。前身是
万元。产品曾获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天水市科技进
Ö×¸ØB 2,,+ WÙÚi;3³DÛÜ¸¡B
步一等奖。２００１年开始，产品主销香港等地。

建于
世纪 7,
７０年代初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
w ２０
2, 
W@Y>± 
×ê®B
O¢£ +4
P¢£ 4
九一三工厂。占地面积
１６ ¤¥¦§i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６
¤¥¦§iª;# 05+4
>MYÃÊh
万平方米，资产总额
８４１６ ¤¬B
万元。属国家中二型企
^i+..- W®öY> 3,,
业，１９９３年工厂跨入中国
５００ Mb-rqmR}
家最大电子及通信
ð~tu^]2i øWR®pq\1lÒi
设备制造业行列，同年通过军工质量体系认证，
+... 年
W -３ RY>F@lÒY3
１９９９
月通过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9:;<=.,,+
ＧＪＢ／Ｚ９００１

质量体系认证。２００３年
pq\1lÒB 2,,- W ４月，经中国新时代认证中
5 iuY>F@lÒY
心对该厂
版质量体系换版现场审核后，同意
3ñ ２０００
2,,, pq\1iø

推荐注册。１９９７年被授予省级＂文明单位＂。
¨©B +..7 WX]n
í ¡¢vïB

!"!#$%&'()*+,-./0
天水天光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设备
!"01234*+./ 国家低压电器基
>MÝÞrs¾
天水二一三电器有限公司

础元器件和成套装置专业制造骨干企业。位于秦
ß¬s¹N6à)áâ^tuãäh^B vwx
州区赤峪路
号。前身为沈阳二一三机床电器
yPåæ} ３５
-3 çB
~aèéÃ×êëìrs
厂。１９６９
B +.4.年＂三线＂建设，该厂部分搬迁天水，组建
W
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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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ｄ女九一二好ａＭ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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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１９９８
年，实施股份制改
造，入组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同年
１０月，
uiö÷ydr®ôõQRB øW +,
i
ídr®ï ôù:úÒûüýþÿ !:ÕB
＂长城电工＂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2,,3 W３月，企业改制更名为天水二一三电器有
- i h^t"¯aÔÃ×êrs
２００５年
QRB
2,,7 Wi#$ª １．５
+/3 %¬ÔÃ×êr
限公司。２００７年，总投资
亿元的天水二一三电
s®^j*&P'6B 2,,0 Wi(QR)"*6
器工业科技园区落成。２００８年，集团公司已发展成
集低压电器元件和成套装置研发、生产、营销于一
+Þrs¬¹N6à)á!",·;,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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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六九一三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大
门

天水华邦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3734*+./ 电子电器制造
rqrstu
h^B vwÔÕu£Ù"P¤¥®^&PB 6¦
企业。位于天水市经济开发区社棠工业园区。成立
w 2,,5 WB O¢£ ５３２８平方米。现有蚀刻生产
3-20 ¥¦§B §¨·;
于２００４年。占地面积

\-Ê;^(irs!.þ,/0g12
体的大型产业集团，建有电器研究所、理化试验室

线
万元。主要产品有
î ５条，年生产能力可达５０００
3 ©iW·;ÌÍ,8 3,,, ¤¬B
³´;3
和部级低压电器测试中心站。下辖天水、西安、深
各种高密度
;4oª« ＩＣ集成电路引线框架，ＶＦＤ
"> 6r}¬î®i?(@ 光栅，计
¯i°
Nkn+ÞrsfgY34B 56Ô,K,7
!"# !－
－! １７２

B 业
5
工

算机磁头平衡板等。产品主要出口日本、韩国。产
!"#$%&'() *+,-./01234) *
品工艺、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其中计算机用
+562 789:4;<=>%? @AB!"C
ＦＧＣＯ３０
!"#$%$磁头
#$ＧＢ
"&板填补了国内空白，产品被日本
'DEF4;GH? *+I01
ＴＤＫ
'()包销。被国家列入创新基金无偿资助项目和
JK) I4LMNOPQRSTUVWXY

＂鸳鸯牌＂为甘肃省驰名商标，有纯硅、普硅、中热
a
():e`-./;<ß?Þbc2dc2AM

业创新基金＂。生产的
ＶＩＰ系列、ＯＦＰ系列、ＬＯＦＰ
dOPQRe) f*g -./
hM20!/ hM210!/

低热、复合砌筑、石灰石硅酸盐、矿渣硅酸盐水泥
ÃM2µefg2hihcjk2lmcjk>0
等８
３２．５、
( ;大系列
4h M １８个品种。其中主导产品有
:; E+ ®) @ A,n *+ Þ
%E4,2
３２．５Ｒ、４２．５、４２．５Ｒ、４２．５Ｒ（低碱）普通硅酸盐水泥
%E4,I2CE4,2CE4,I2CE4,IèÃoédË cjk >0
及中热
６大系列８个品种产品
²AM ４２．５、复合、矿渣等
CE4,2µe2lm( B 4hM
; E+®*+
曾多次荣获省优、部优产品称号，普通
４２．５Ｒ水泥
pÚqrÄ/s2_s*+t?dË CE4,I
>0

系列引线框架正在客户试用鉴定阶段，该产品的
hMijklmnopqCrstu? v*+g

`-.
a:*+e) <uIv`-./awxy
为甘肃＂名牌产品＂。先后被评为甘肃省＂文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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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火炬计划，２００５
年被国家科技部列为＂中小企

wxY5678yiz4;{|}~dg 位＂＂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纳税先进单位＂＂重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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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和工艺技术将引起国内微电子封装行业的广

)
泛关注。

合同守信用＂企业、＂职业道德建设先进单位＂＂５８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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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长城弹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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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国有骨干企业＂和天水市工业
１０强企业荣誉

业。位于秦州区南郭路７号。原名天水长城弹簧
d)  2 ) > 称号。公司是西北地区首家通过２０００
t) õöÿØLËÌ E+++版
 ＩＳＯ９００１
.7+9++:
厂。是＂六五＂期间由国家机电工业部定点投资兴
4Í¾ôhßàÎÏg>0f*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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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认证的水泥生产企业。
¡g¢5£¤Y|}¥¦§¨©ª )
建的弹簧加工设备和电子双数显弹簧检测仪器。
cdf* 3+4*«5+4%66 j¬g®¯2°2±
企业生产φ０．２—φ０．３ｍｍ线径的各种压、拉、扭簧

及特殊复杂的异形簧、弹簧挂板
、挂钩 、联接件等，
²³´µ¶g·¸2¹'2¹º2»¼½(?
年产量
]*¾ ２０００万件以上。企业在高低压电器行业获
*+++ ¿½ÀÁ) cdnÂÃ¯| dÄ
得较高声誉，企业现已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０
ÅÆÂÇÈ?cdÉÊËÌ .789+++ 质量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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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器制造企业。位
| wcd) 
天水天源电气有限公司
ÐÑÒÓÔÕÖ :+
) ×ØÙÑ ;+++ Ú
于麦积区马跑泉镇东路
１０号。占地面积８０００
多
%ÛÜ?ÝÞßàáYâãgf*£¤?78ä
平方米，拥有标准厂房和齐全的生产设备，技术力
¾ å æ ? © q £ ¤ < = ) , -产品有∶ＧＺＳＩ
* + Þ ç"<7.
量雄厚，测试设备先进。主要
è)=>*;?«:*é2""(2"#72"#)2@>72 ê  ë
（ＫＹＮ２８Ａ—１２）、ＧＧＤ、ＧＣＳ、ＧＣＫ、ＭＮＳ、组装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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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ＧＮ２、ＧＧ—ＩＡ、ＸＬ—２１、ＫＹＮ６１—４０．５
箱式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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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直流屏柜及各种柜型柜体。公司拥有先进的数
÷ f * £ ¤ ? ø Å F A 4 ù ú û Í ¾ 体系
ôh
控生产设备，取得了中国船级社质量
.789++:ç*+++
ÎÏü###
ÎÏÏý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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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认证；ＣＣＣ认证证书；高压开关柜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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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家西安检测中心型式试验。

建筑材料与矿产业
./012345
天水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678"9'()* 建材企业。位于
¡$cd) 
%&'()Õ) *+`,¡ :92+ ]g-./%
武山县鸳鸯镇。前身为始建于１９７０年的甘肃省武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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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泥厂，１９８２年１月建成投产，是中国
强建
35dcdY4L4ó56cd78? 9*+
材工业企业和国家大型二档企业之一，注册产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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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牌＂水泥为甘肃省驰名商标。天水祁连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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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有限公司现有武山鸳鸯镇和甘谷二十里铺两个
f*QØ? @A%&()Õ1_ÝÞ8F :,++FGH
生产基地，其中武山鸳鸯镇本部拥有一条
１５００／ｄ

的新型干法窑生产线和一条
的立筒预热
gPóGHIf*jY8F１０００ｔ／ｄ
:+++FGH gJKLM

器回转窑生产线，年产能力达
１００ ¿Q)
万吨。２００３
年７
NOIf*j?]*Pä9 :++
E++% ]
2
月公司收购控股了原甘肃省浴佛水泥股份有限公
1õöRS÷TF-./UV>0TWÞ?õ

司
万吨的水泥生产线，组建了甘谷祁连山水泥
ö ３０
%+ ¿Qg>0f*j?ê¡F-@=>&>0
股份有限公司，年生产能力达
:%+ 万吨，成为陇东
¿Q?x`XÖ
TWÞ?õö?]f*Pä9 １３０

!"#$%"&'()*+,
天水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外景
!":;"9'(<=)* 建材企业。位
¡3cd) 
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Õ) A4A3g4ÞÁ
于秦州区关子镇。是中国中材集团旗下的国有上
õö÷Tg4ó>0wcd) E++9 ]
, 1 EE
市公司控股的大型水泥制造企业。２００９
年５月
２２
0? A3gÒdTWÞ?õ
日，由中材集团旗下的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
B4E g>
öY>>0õöZU６．２
司和天水永固水泥公司共同投资
亿元的天水
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EJE,++FGH PóGH>0
A3>0Þ?õö ２×２５００ｔ／ｄ新型干法水泥
f*j ¡bÃ¢£M¤|WXn
熟料生产线配套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在秦州区关
}Õ¥ABC¦më§¨©5) E+:+ ] % 1 B 0?
子镇七十里铺村正式破土动工。２０１０年３月６日，

按照中材集团先进管理模式及高于国家标准的技
ª«A3<=¬ë²Â4Lßàg7
术指标进行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的中材公司项目
8ß=f*YÍ¾÷wgA3õöWX
一号线正式生产。公司拥有
新型干法
8jmëf*) õöÝÞ ２×２５００／ｄ
EKE,++FGH PóGH
水泥生产线及配套
９ＭＷ 纯低温余热发电设备并
>0f*j² ¡ 9@L
bÃ¢£M¤|£¤®
ÝÞ]* :++万立方商品混凝土搅拌站两座。
¿JÛ<+¯°¨±²îD³)
拥有年产１００
>?678"9@A'()*
¡3cd)
甘谷祁连
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建材企业。
-@'4´&Õ5AC) OJ E++: ] C４月
1
位于甘谷县大像山镇二十铺。创立于２００１年
:;
0)
E++%
]
2
1?Y-.=>&>0TWÞ?
１８ 日。２００３ 年７ 月，和甘肃祁连山水泥股份有限
õö2-.()>0Þ?õöÀ*µ`¶·?¸w
公司、甘肃鸳鸯水泥有限公司以产权为纽带，改制
`a
-@=>&>0TWÞ?õöe) Þa5 E;+
为＂甘谷祁连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有员工
２８０
人，其中，中高级职称人员
人，专业技术人员 99
９９
`?@A?AÂút`a ２３
E% `?_d78`a

ØY4g>0cd? Z[\vØ]88
南地区最大的水泥企业，同时也是该地区唯一—
人。注册资本
`) 9U1４７８０万元，固定资产８４９５
C2;+ ¿?sU* ;C9,万元，年
¿?]
LPóGH>0f*cd) õöÉÞ^_d7 生产各类水泥
家新型干法水泥生产企业。公司现有各类专业技
万吨。公司生产的＂鸳鸯牌＂４２．５
f*^>0 ３０
%+ ¿Q)
õöf*g
a
():eCE4,
8`a ３００
%++ Ú?
78ä¾åæ) õö9<ß （Ｒ）、３２．５（Ｒ）等级普通硅酸盐水泥和
术人员
多名，技术力量雄厚。公司注册商标
３２．５ (úµ
等级复
èIé2%E4,èIé(údËcjk>0Y %E4,

! !"# !－
－１７３

!"#$%
天水大辞典

合水泥，出厂质量合格率、富裕标号
、袋重合格率
!"#$%&'()*+,-./0,12)*+

责任公司现有日产
吨熟料生产线三条，矿渣
1"" /01\]2m3$
45
-.ghV] ７００

345 !""#6
都达到
１００？？

微粉生产线两条，年产微粉
６０万吨，总计年产水
R/$úN]"
67\]283$N]67 ("
泥(１８０
３０
!," 万吨（其中陇南市武都区一条，年产水泥
R/*þ¸9:D;3?o3$N]"( &"
万吨）。拥有开采权的石灰石矿山
３．５
R/+K <V=>?@A@4B
&3%座，（秦州关
n$*rsC
子１．５
５０００
n$â>ãä,EF^ ! n+K GHºë %"""
D !3%座，麦积花牛、甘泉各１座）。储藏量约

天水华建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0 建材企业。
789:6
位于麦积区下曲湾天水市高新技术工业园。成立
;<=>?@ABC"DEFGHI:JK LM
于
年３月。占地
２．５６万平方米。有职工１２０
$""% N
& OK PQ $'%(
RSTUK VWI !$"
< ２００５
多人。主要生产各种强度等级砼及特种砼。公司已
XYK Z[\]^_`abcdef_dK ghi
7V !$")&*+ jklmn$!,")&*+ jklon$p
建有１２０ｍ２／ｈ搅拌楼三座，１８０ｍ２／ｈ搅拌楼一座，并
在秦州区天水郡设立了分站，配备
-./!$%0&1,
qrs?C"tuMvwx$ yz ＴＨＢ１２５－３７、

万吨。下属陇南天祥水泥有限公司，年产水泥
３０
R/K @î9:C&"(V,gh$ N]"( &"
R/C"C&@AV,gh$N]@A %５ RIT
万吨；天水天祥石灰有限公司，年产石灰
万立方

U C"C&JKV,gh$ N]L}/K $"""
米；天水天祥机砖有限公司，年产黏土标砖
２０００
ＴＨＢ１２５－４６、ＴＨＢ１２５－４８、ＴＨＢ１２５－５８
混凝土泵车
万块；天水天祥建材有限公司，年产水泥砖
２０
万
-./!$%02(,-./!$%02,,-./!$%0%, {|}~
RMC"C&É8V,gh$N]"(K $" R

七辆，ＨＢＴ６０
托式输送泵五台，混凝土搅拌车
３８
$./-(" 
~$ {|}k &,
K z\],~ T({|}
辆。具备连续生产、运输、泵送大方量混凝土的能
\] ３０００
&""" MTUN\]
R
力；日生产能力
立方米；年生产能力 !""
１００万
MTUK $"!" N)\]{|} &"
RM
立方米。２０１０年合计生产销售商品混凝土
３０万立
$ ¡¢£ ５００
%"" R
TU$ !3!亿元，上缴税金逾
方米，实现销售收入１．１
万
元。公司一站，二站均配备有混凝土试验室，各种
K ghox$¤x¥yzV{|}¦§¨$^_
试验仪器齐全，性能优越，技术先进。具有工程师
¦§©ª«¬$®¯$GH°±K VI²³
以上职称２人，试验技术人员
８人。２０１１年，被中
´Wµ $ Y$¦§GHY¶ ,
YK $"!! N$·¸
¹'º»¼9:½¾¿À
Á
¬¹'º»¼ 44444
国质量诚信企业协会评为＂全国质量诚信
ＡＡＡＡＡ

立方米。主导产品为＂羲皇＂牌
级复合硅酸盐
ITUK ZN]À
Á
OPÄÃ ３２．５
&$3% ÂQ)ÎÏÐ
水泥，４２．５
普通硅酸盐水泥。该产品
２００３N年２月
"($2$3% ÒRÎÏÐ"(K
S] $""&
$O
被甘肃省消费者协会誉为推荐产品，２００４
年 (６月
O
·ETUVWX½¾ÍÀYZ]$$""2 N
[\·ETUVWX½¾¿ÀYZ]K gh<
再次被甘肃省消费者协会评为推荐产品。公司于
$""! N１１
!! O·C"DÉ8]'º]^_§x
２００１年
月被天水市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誉为连续三年合格先进企业。２００１年
ÍÀ`mN)*°±9:K $""! N１２
!$月、２００３
O,$""&
年
N １１月被天水市消费者协会誉为天水市第五届、
!! O·C"DVWX½¾ÍÀC"Dab,
第六届诚信单位。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００８年３月被甘
acb»¼d;K $""% N !" O,$"", N & O·E
肃省消费者协会誉为＂诚信单位＂。２００７年５月被
TUVWX½¾ÍÀ
Á
»¼d;ÄK $""1 N % O·

C"DIÔÆÕÖeÍÀÁf)g2¼h9
天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誉为＂守合同重信用企
ÈÄ9:$$"!" N·¸¹É8DÊ½¾¿À
Á
'
N,$"!" N`8Ngh·¸iC"D
:ÄK $""5 年、２０１０年连续两年公司被中共天水市
５０%"户＂企业，２０１０
年被中国建材市场协会评为＂质
业＂。２００９
ÂÃ9:Ä$·C"DÅDÆÇ¿ÀC"Á
!" `
级品牌企业＂，被天水市委市政府评为天水＂１０
强

ºËÌ¼ÍÄ444
Â9:$·¸¹ÎÏÐ½¾Ñ
Å,C"DYjÆÇklC"D
Á
!" ` %"
量、服务
、信誉＂ＡＡＡ级企业，被中国硅酸盐协会科
委、天水市人民政府授予天水市＂１０强
５０ ÈÄ9:
户＂企业
ÒIÓÅ¶¾¿ÀÁ
¸¹{|}Ô:'ºÕ
m¡nK
普工作委员会评为＂中国商品混凝土行业质量管 纳税奖。
Ö×`9:Ä$·¸¹I²ÉuØÕÖÙ)¾¿À
理十强企业＂，被中国工程建设与管理联合会评为
Á
¬¹{|}ÚÛÆÇÜÝ'ºÞ¬ÕÖß
＂全国商品混凝土首批政府放心、质量安全管理双

àá°±9:ÄK
保障先进企业＂。

量算下
!"#$%&'(
公司投产庆典现场
!"1!2"3-.45/0 建材企业。
É89:K
天水市天祥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位于麦积区花牛镇张家河村。占地面积约
公
!2 g
;<â>?ãäåæçèéK PQê>ë １４
ìK
íîC"DïÙ$ðñ'ÀòóôK
õö÷
顷。隶属天水市残联，经济性质为股份制。集团注
øù¢６２２４万元，总资产
($$2 R$úù]１．８
!3, $ûüù]
!3!
册资金
亿元，固定资产１．１
K
VWI
2""
ýY$þ¸Þÿï!Y
,"
ýY$
亿元。有职工４００余人，其中安排残疾人 ８０余人，

)*+),*-./01!"23'4
天水市天祥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现场
!"6789':-./0 建材企业。位
É89:K ;
天水辰达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sK
<rs?opBI:qrJ?$ PQê>４５2%亩。
于秦州区暖和湾工业示范园区，占地面积

２００６
１０ OLIK
月成立。主要生产销售加气混凝土制品
$""( 年
N !"
Z[\]tu{|}ô
*vwxM+p 67
*v{81+K gh
（墙体砌块）和
ＣＬ Éywz81
建筑体系材料（墙板材料）。公司
uz>h'|}¹~R\]2$ ]h
设备采用的是仿德国伊通生产线，产品使用的原
1Z['7A, 4b$ ) hI:
料主要是粉煤灰、尾矿等，既能综合利用工业废
5,Ö$QK ]V2º
渣、治理环境污染，又不破坏耕地。产品具有重量
,àE$pb®$'¹
轻、保温性能高，吸音效果好和防火等优点，是国
çY L}KF¡Éy81K \
家推广的可代替传统黏土砖的新型建筑材料。生

管理人员
ÕÖY¶４２
2$ 人，有工程师２名，助理工程师
Y$VI²³ $ "$#ÖI²³ ６名，
( "$
属天水市＂１０强
îC"D
Á
!" `５０%"户＂企业。２００９
ÈÄ9:K $""5 年，集团实现工
N$õöI
业总产值１亿余元，销售收入
5""" 余万元，上缴
ýR$
:ú]$ ! ý$９０００
税金
产
３０ RSTU$
万平方米，生产粉
¡¢ ８００余万元。２０１０年有望实现工业总产值３．２
,"" ýRK $"!" NV%I:ú]$ &3$
67 网架板和空心砌块各
¢£{p¤ÝxM^ &"
\]7
] ＣＬ
$ & ýK
C&õö'´"(\]
亿元，销售收入３
亿余元。天祥集团是以水泥生产
¥@¦ ４万吨，年产值６１００
2 R/$N]$ (!"" R$N§
¡ !$""
刷石膏
万元，年创利税１２００
ÀZ:õögh$)ghC&"(*õö+V, 万元。
为主业的集团公司，母公司天祥水泥（集团）有限
RK
!"# !
－! １７４－

(
工A 业

天水海通钢构实业有限公司
!"#$%&'()*+, 建材企业。位
!"#$% &
于秦州区东十里工业示范园区。是与山东济宁兴
'()*+,-.$/01*% 234+567
唐工程集团公司携手联营创建的大型企业。占地
8.9:;<=>?@AB!CDE#$% FG
面积
万平方米。是专业从事设计、生产、安装
!"#$ JKLM%
2N$OPQRSTUSVW
HI１．２７

业总产值由建厂初的
４．３("+万元增加到
$:U¡¸!±vC
J¥&^õ２０．４
#&"( 万元，
J¥h

XYZ.9S[X\E]S[X^_]S`abcS
钢结构工程、彩钢压型板、彩钢加芯板
、球形网架、

ÌLMh0~.$:U¡ ３３．２
++"# J¥h·mU!¡
立方米，完成工业总产值
万元，固定资产原值

玻璃幕墙的专业企业，具有乙级设计资质，二级施
defgCN$#$hijklQRmnholp
工资质。公司拥有国内较先进的全套生产线，１２
台
.mn% <=qjrstuvCwxTUyh!# z

１６．６
万元，有职工２３人。此后，企业一直处于时断
!*"* J¥hjµ.
#+ ¶% yÅh#${z'(ý
(ÉTU{|h#&&+年 ４( 月宣告破产。
F}~GU%
时续生产状态，２００３

wr{|CuvQ}h !~G*{|CX
全国一流的先进设备，建成了西北地区一流的钢

34. "5 6"/ )* 78+ , 建材企
! "#
武山县水帘洞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 &'4¨å¬h²¨ª ２３公里。
#+ <-%
业。位于武山县鸳鸯镇盘古村南，距县城

结构全自动生产线。省内酒泉、定西、兰州、玉门、
YZwTUy% s SS)SS
陇南、临夏等地，省外辐射宁夏、陕西、青海、四川
SGh6SSS
等地，已建成或在建省内外大中型优良工程数十
Gh !~!sDE.9,

职工由
２２ ¶h
人，固定资产由
２．７６万元
!* 人增加到
¶&^õ ##
·mU¸ #"$*
J¥
µ.¸１６
增加到１４．７
１．３万
&^õ !("$ 万元，利润由１４００
J¥h >%¸ !(&& 元增加到
¥&^õ !"+
J
##&& 根，预制建筑构件
Qhw6!tZx '(&
¥% !))& hTULM２２００
元。１９９０年，生产电杆
５４０

区占地面积
*FGHI４０
(&亩。１９７２年创建，属国营企业，有职
³% !)$# B!h´rA#$hjµ
工１１４
. !!(人，固定资产４６．２５万元。由县财政投资
¶h·mU (*"#' J¥% ¸¨¹º»m )９
万元，购进设备开始生产。主要生产３２５＂水泥，年
J¥h¼vQ}½¾TU% ¿ÀTU +#', §Áh
产量
吨。由于设备落后等因素，企业连续７年
UÂ ６００
*&& Ã%
¸'Q}ÄÅÆÇh#$ÈÉ $

前身为武山县水泥厂，１９７２年建成投产。主导产品
®¯4¨§Á±h!)$# !~»U% ¿UB
,
３２５＂、４２５＂，普通硅酸盐水泥和
４２５＊早强水泥曾被
+#',S(#',h
;<=§Á8 (#'
Û§Á
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企业多次荣获＂质量信得
nÂ
¯)*nUBh #$¤
8`í'  j& Suv  &    %
过＂和＂重合同守信用＂单位、＂先进单位＂称号。
#&&#年 １０
!& Fh#$Uhµ.{V
２００２
月，企业产权整体转让，职工一次性安
置，重新组建为非公有制企业，改称水帘洞水泥有
h`©!¯<j6#$h §¡¢§Áj
限责任公司。现有总资产
£¤¥<=% Ôj:mU５００
'&&万元，其中∶固定资
J¥hN¦·m
产
万元，年产水泥
万
U ３００
+&& 万元，流动资产
J¥h |mU ２００
#&& J¥h
U§Á ５' J
吨，产值
２０００万元，有员工
１１５人。２００８年，生产
ÃhU¡ #&&&
J¥hj§. !!'
¶% #&&% hTU

亏损。１９８３年，县财政投资
ÊË% !)%+ h¨¹º»m $７万元，建成８立方米
J¥h!~ % ÌLM

§Á２．７
#"$ 万吨，产值
JÃhU¡ !&%&
水泥
１０８０ J¥%
万元。

#%&& 多万元。
¤J¥%
h U¡¢£２８００
处，年产值逾越
-"."/0 建材企业。位于清水县新城
!"#$% &'¦§¨©ª
清水县水泥厂

乡新城村。前身为县新城铁厂，距县城
公里。厂
#' <-%
±
«©ª¬% ®¯¨©ª°±h²¨ª ２５

ÏhÐÑS~`SÒÑLHÓÔÕ
CÌÍÎ１! 座，在上料、成球、喂料等方面实现机
的立式窑
Ö×hØÙ.¶ÚÛÜhÝÞßÑnÂ% à $７
械化，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提高熟料质量。自筹
Já¥h!~TÑSßÑâ×ãä !座，实现生料、
ÏhÓÔTÑS
万余元，建成生料、熟料均化库各１
ßÑ¥åÒÑÕÖ×h æçèÑéh êëìí
熟料元盘喂料机械化，保持配料准，技术参数合
,
理，配合成分稳定。淘汰
４２５＊
+#', §ÁhwóTU (#'
îhèí~ïð% ñò ３２５＊水泥，全部生产

34.9:;<= 建材企业。位于武山火
!"#$% &'4¨
武山县第一建材厂

车站南，距武山县城１公里。前身为武山县砖瓦
©ªh ²4¨ª ! <-% ®¯4¨s«
±h¾!' !)$!
* F%
UÕ¬s %&& Jh§
厂，始建于１９７１年６月。年产机红砖８００万块，水
®ú２００万块，米石
#&& JhMú １５００
!'&& 吨，白灰
Ãh¯° #&&&
!))&
磨石
２０００Ã%
吨。１９９０

îhjRøG½ùöúh~ûüýþÿ% ¿À!Ñ
理，有计划地开采矿石，成本不断降低。主要原料

m±h§®úSMúUB²EI\h#$È
Ê
年以来，水磨石
、米石产品滞销积压，企业连年亏
Ëh³´TUyµU% !))$
)
Fh 6¯¶·6
损，两条生产线停产。１９９７年
９月，改制为股份制
#$%
#&&(
h¸¹ÓpGUhµ.{V%
企业。２００４ 年，依法实施破产，职工一次性安置。

石灰石每吨成本降低到
ú"ú#Ã~ûþÿõ ３万元，企业利润增加。同
+ J¥h#$$%&^% '
时，由甘肃省建材局配备
(h¸)*!"+è} ５台检验设备，省、市有
' z,-Q}hS.j
关部门投资
万元，完成化验室土
/ó»m６．５
*"' 万元，自筹
J¥hà +３ J¥h0~×-12

张家川县水泥厂
>?@."/= 建材企业。位于张家川县
!"#$% &'Tº¨
城东
公里的上磨村，由张家川县经委主管。
ª+ ２．５
#"' <-CÐ®¬h
¸Tº¨»¼¿÷%
１９７０年５月筹建，１９７１年
７月建成投产，属国营
!)$&
' Fà!h!)$!
$ F!~»Uh ´rA

水泥，年产量达到
吨。１９８４
§Áh UÂôõ ４１００
(!&& Ã%
!)%( 年，加强矿山管
h^Ûö4÷

建工程，配齐设备，建立健全质量管理控制规程和
!.9hè3Q}h!Ì4wnÂ÷î56798 建材企业。１９７２
v½êë ¾h¸¨WÕ¿¾±
!"#$% !)$# 年进行技术改造，由县农机修造厂
,-?9% !)%$ h0~.$:U¡３２．２
+#"# 万元，实
J¥hÓ 技术协作，自制水泥磨机，一次试车成功，节省改
êëÀÁh6§Á®Õh{Â©~ÃhÄ
检验手段。１９８７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Ô$%６．１
*"! J¥%
!))& 年生产硅酸盐水泥
TU;<=§Á ('&&
¾mA２．７６
#"$* 万元。１９７５
J¥% !)$' 年至
u !)$%
h»ÅÆ ¾
现利润
万元。１９９０
４５００ 造资金
１９７８年，经挖潜改造
Ãh 0~.$:U¡ *#"'万元，实现利润
J¥h ÓÔ>%５．２
'"# J
ÅhÓÔGLrAÇ§ÁTUÕÖ×% !)$! u
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６２．５
万 后，实现了地方国营小水泥生产机械化。１９７１年至
¥hÐ?@A １．２
!"# J¥%
jµ. '*
!)$) 年累计生产２２５＂、２７５＂普通硅酸盐水泥
ÈRTU ##',S#$', ;<=§Á ２．８７
#"%$
元，上缴税金
万元。有职工
５６ ¶hUB¸Cm
人，产品由物资 １９７９
óDEE% #&&( ７月企业实施破产。
$ F#$ÓpGU%
部门代销或自销。２００４年

JÃ% !)%% 年至
u １９８９
!)%) 年，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
hv½D7ÉCêë ¾h
万吨。１９８８

清水县水泥电杆厂
-"."/120 建材企业。位于清水县
!"#$% &'¦§¨
¨ª/% FGHI )"* 亩。１９７５年建厂，属国营
³% !)$' !±h´rA
县城西关。占地面积９．６

新建三座水泥圆库和
'"( MEËÌ®Õh0Í.
©!ÊÏ§Ákã8 ５．４米定型拖轮磨机，完善工
Î|9% TUÏÐO!±v UÂ ３０００
+&&& ÃÐÑõ
艺流程。生产能力从建厂初年产量
吨上升到

,
J¥hµ. !* ¶%¿ÀTUH
$*&& Ãh &Ò１．５３倍。质量标准由
!"'+ Ó% nÂÔé¸ ##'
ÝÞõ
#$%·mU #"$* 万元，职工１６
企业。固定资产２．７６
人。主要生产环 ７６００吨，增长
２２５＊提高到

形钢筋混凝土电杆，其规格有６
米MS!&
、１０ M
米 +３
aXIJK2LMh N7Oj米、８
* MS%
种，年产电杆
根。产品主要供应清水、
Ph ULM １６００￣２５００
!*&&-#'&& Q%
UB¿ÀRS¦§S
张家川及秦安等县高低压农电线路及广播线路建
TUV(V¨Þÿ\WLyXVYZyX!
设。１９８０
Q% !)%&年，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在重点生产电杆
hQ[.\]^_×h`aTUbM
C'(hc&^WbyXèxUBdeSfygS
的同时，又增加农电线路配套产品横担、拉线棒、
ThijBS §Áklmn§Áo1pqS rG
生活日用品、水泥圆桌以及水泥花园围栏、铺地
sS§÷S§Á]!t"ÑTU% u !)%)
h.
砖、水管、水泥板等建筑材料生产。至
１９８９年，工

４２５＊和５２５＂。１９年累计生产水泥８．０５
(#', 8 '#',% !) ÈRTU§Á %"&' 万吨。完成
JÃ% 0~
工业总产值
万元。年均产量４２３６
.$:U¡４４４．６２
((("*# J¥%
âUÂ (#+*吨，产值
ÃhU¡
２３．４０万元。１９８２年至
万
#+"(& J¥% !)%# u１９８７年，生产水泥３．７９
!)%$ hTU§Á +"$) J
吨。总产值
２１７．３５万元，利润２２．７４万元。１９８９年
Ã% :U¡ #!$"+'
J¥h>% ##"$( J¥% !)%)
!)%) huÅÕS.

n
jµ. %% ¶h!)%+ u１９８９年，先后获省、市＂质
有职工８８人，１９８３年至
Â÷îuv#$

Ôé×÷îíÖ#$

×ØÙ
量管理先进企业＂＂标准化管理合格企业＂＂双文明
uvÚ&% yÅh¸'TUüÛÜh»Aü
先进单位＂称号。此后，由于生产不景气，经营不

!"# !－
－! １７５

天水大辞典
!"#$%
善，将该厂于
２００３ '
年 $８()*+,-./012
月租赁给江苏省漂阳市人
!"#$%& !""#

泉乡毕家村东南
RST9UVà３公里，牛头河下游西侧黑鹰西。
# áâWXYZ[ß\]^!O

经营。２００６年
(6789:;<$=>?@A
345 !""% '８$ 月按照国家政策对该厂进行了改

１９７５
９月，组建县白云石厂。在县内招收农民合
&'() 年
''
(uCJ_`%O aJ)bc°î
同工６０
dR %"人，用露天台阶式技术进行采矿。１９８５
2ef®ÍgÝ-B>?hOO &'$)年，
'

张家川县建筑材料厂
&'()*+,-. 建材企业。位于张家
CDEF5 G&H9
川县城峡口路。１９７０年
７月由手工业砖灰厂改建
(PQRFST%AC
IJKLMNO &'(" ' (

&*&+ 万吨，产品销往天水市建筑行业、
zhþi®¯1CV?Fb
gh_`１．１４
生产白云石

B5
制。

成国营建筑材料厂。１９７１年至
U84CVDW%5 &'(& 'X１９７５
&'()年，改造企业
'YAZEF
[\Y]^_`BSabBcabdeafghS
设备，购置小型制砖机、制瓦机、开始机械生产砖
cYijRk ８．４
$*+ l5
&'(% 'X
'YmCaS
瓦，提高工效
倍。１９７６
年至 &'$#
１９８３年，扩建机砖

车间，建起隧道窑与制砖机组配套，年产砖量由建
noYCpqrstBSauvwY'hSxPC
厂初
４００万块，产值由６万元增
&"" 万块，提高到
z{Yij| +""
z{Yh}P % z~
%y１００
至
X ２０万元，利润由１万元增至
!" z~P & z~X #３万元。万块机砖
z~O z{aS
耗煤由
+*! 吨降为１．８８
 &*$$ 吨。１９８４年至
O &'$+ 'X １９８６年，投
&'$% 'Y
P４．２
&" 万元购置推土机，改造制砖机组，添置生产
z~]^aYAZBSauY^gh
资１０
' (?)
[\YmCsbbO &'$( '
设备，扩建轮窑、宿舍、仓库。１９８７
年９月，试行租
赁经营。１９７０年至
年，累计生产机制砖
* 3 4 O &'(" ' X １９８９
&'$' '
 ghaBS
７１００．７
万块，机制平瓦
万片，手工小青瓦
(&""*( z{
aBc ９８．１
'$*& z
QR_c
８０９．０２
吨，工业总产值 ##)*)$
３３５．５８
$"'*"! 万片，烧白灰
zT １９００
&'"" RFh}
万元，销售收入
万
z~ ６５５．５９
%))*)' 万元，实现利润
z~
¡ ４６．１４
+%*&+ z
~¢£¤¥ #(*$+
z~O ¦§gh¨¢2© !#""
元，上缴税金
３７．８４万元。劳动生产率上人均
２３００
~ªj &'$# '2© #(""
~O &'$& 'X &'$'
元，最高为１９８３年人均
３７００元。１９８１年至
１９８９
'«¬.CDb®¯12°:±²³
´Scµ
年，甘肃省建材局、天水市人民政府授予＂砖瓦质
x¶·¸¹
´
º>EF¹
»¼
½¾µx¿ÀÁO
量第一名＂＂先进企业＂称号，并获质量银杯奖。
&'$' 年有固定职工
'ÂÃÄÅR ５１人，主要设备有
)& 2ÆÇ[\Â #!"
１９８９
３２０ `Sa
型砖机

兰州钢厂、兰州玻璃厂、宝鸡石英厂等单位，完成
jçk%bjçlm%bno`p%Ë?GqU
工业总产值１７．１万元。有职工４７
RFh} &(*& z~O ÂÅR +( 人，固定资产
2 ÃÄh
&+*!# 万元。１９８７年
z~O &'$( ' +
(r|st¢uv!wx
１４．２３
４月，遇到历史上罕见的暴雨，
WXY¯yz{>O|{}O` +""" 吨，矿区
O|
牛头河水陡涨冲进矿区，冲走矿石４０００

进水１米深，损失
>¯ & ~３万元。省、市、县共拨给白云石
# z~O .b1bJ+_`
矿
万元救灾款，用于生产自救。恢复生产后，
&" z~
 e&ghO ghð
O １０
１９８９
&'$'年生产白云石
'gh_`２．３４
!*#+ 万吨，白云砂１１００
z_ &&"" 吨，完
q
成工业总产值
万元。１９９０
URFh}３０．３
#"*# 万元，实现利润１．８
z~ ¡ &*$ z~O
&''"
'ÃÄh} ３２．２
#!*! z~qURFh}
年，固定资产原值
万元，完成工业总产值 !%*+
２６．４
z~ １．３
&*# z~ÂÅR
万元，亏损
万元，有职工 )+
５４2hþ&J)
人，产品销于县内
外。２００２
年７月企业整体转让，成立清水县白云石
O !""! '
( (EFUQ¯J_`

DÂìáíO
材有限公司。

清水县岩棉制品厂
=")ABCD. 矿产品加工企业。１９８５
OhþREFO &'$)
年成立，１９８６
年 &&
１１月建成投产。有制棉、制板、制
'U&'$% '
(CUhO ÂBbBbB
b +４条生产线，年产岩棉制品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ghõ'hBþ#"""-)"""
管、酚醛树脂
O &'$( ' & (ghÆÇhþÂb
吨。１９８７年１月投入生产，主要产品有保温管、缝
389CD
毡 b¡¢NËQ£+$%BþO
、半硬板等清欢牌岩棉系列制品。经国家建材局
lm¤¥µx¦§¨K©¯ª«ª¬C[®¯
玻璃纤维质量检测中心和水电部电力建设研究院
ú°§Ä @±²³´µ©¶|&·©ß¸dù
多次测定，各项物化指标均达到日本和西德同类

ub&$ ÈsbÉÊaË１３（台）件，有青海湖
&#ÌÍÎÏÂÐÑ
hþµ¹( (Fº.9-B»Ä&! (¼«¬.
组、１８门轮窑、链轨推土机等
产品标准，７月通过省级技术鉴定，１２
月被甘肃省
Òn １辆。设制坯、焙烧车间，年生产机制红砖
& ÓO [BÔb Õno 'ghaBÖS
3½¾Ä«¬.RFòhþO &'$$ '¾®¯1
汽车
经委确定为甘肃省工业新产品。１９８８
年获天水市
((+*+" z{O !""! ' + (6789:;×$%Ø
3½¿À!òhþÁO ¼89³R«¾ÄßÁ
７７４．４０万块。２００２年４月，按照国家政策对该厂以
经委颁发的新产品奖。被国家化工部确定为西北
ÙÚÛÜÝ>?@ABO
拍卖的形式进行了改制。

地区独家、全国
１６ 9#DWÄÅghEFO
家保温材料定点生产企业。产
Â|Ã9bÄ8 &%
h

甘谷甘翔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0/123,-4567 建材企业。位
CDEFO G
于甘谷县城西南
年
&«ÞJKßà１０
&"公里处的
áâãÛ３１６
#&% 国道旁。２００３
8äåO !""# '
(tæçèéêëDWÂìáíîï%Yº
１２&!月与杭州欧豪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合资办厂，先
#$" z~O
ñ>ò`óô êëD Wg h
ð ３８０
后投资
万元。引进新型钙塑装饰材料生产
õO ö3ÜU@÷gh % øùb!" úûüýþÿ
线。已经形成了可生产６大类、２０多个花样品种

品销往江苏、江西、河北、河南
、陕西、宁夏 、青海、
þi,-b,ßbYÁbYàbÆßbÇÈbÐb
四川、新疆等地。１９９０年生产散棉
９１
ÉIbòÊËÂO &''" 'ghË８５$)吨，棉毡
 '&

吨，棉管
吨，棉板 !'
２９ qURFh}
吨，完成工业总产值 ''*'
９９．９
 ９６
'% N
z~ １４．２
&+*! z~¢£89¤¥
z~O Ã
万元，亏损
万元，上缴国家税金 &!*$
１２．８万元。固
Äh}３６３．６
#%#*% 万元，净值２９０．４
z~Ì} !'"*+ z~ÂÅR
定资产原值
万元，有职工

!óô"#êëDW$%hþO &h &*) 吨，年产
'h
&&+ 人。１９９９
2O &''' 'EFã&ÍÎÍÏgh¨&'''
'
的钙塑环保装饰材料系列产品。日产１．５
１１４
年企业处于时断时续生产中，１９９９年

７００
("" 吨，生产出了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金翔＂牌
gh'@(Â8)º>¯!´¥*¹+

( ÐÑhO
９ '月实施破产。

科技产品，该产品为既耐火，又环保的室内装饰
,-hþ$hþ./01"#!2)êë

=")#E@. 矿产品加工企业。位于清
OhþREFO G&Q
清水县大理石厂
水县城西关，１９８５
年创建，１９８６'CU½g
年建成并投入生
¯JKßÒ&'$) 'ÓC&'$%

DWO
材料。

hO ÔÂÕÖ ２０亩，有厂房及辅助用房
!" ×Â%ØÙÚÛeØ &'++
Ü
产。占地面积
１９４４平方
&«ÞJò34ò3N２２２
!!! 号，前身为甘谷县水
¼56«ÞJ¯
wO gh
~øÝ`Raf ++
于甘谷县新兴镇新兴路
米，大理石加工机械
４４ ÍÙhO[\
台及采矿设备& １套。生产
大理石饰面板、大理石工艺品等。大理石饰面板有
7% eC& １９７０年。公司为甘肃省二级企业，
&'(" 'O áí«¬.89EF
øÝ`ëÕNbøÝ`RÞþËO øÝ`ëÕÂ
泥厂，始建于
晚霞红、墨绿、墨玉和云灰为主的
个
«¬.CD?F:;EF ®¯1:<EF=
ßàÖbáâbáã©_TÆ! + ４个系列１３
û$% &# û
甘肃省建材行业优良企业，天水市优秀企业，文
/089":45;<67 建材企业。位
CDEFO G
甘谷浴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明单位。现有职工２３５
１８
>?GO ¡ÂÅR !#)人，各类工程技术人员
2@ùRA-B2C &$
,
,
2OáíhD１０２５
&"!)万元。年产
z~O'h ４２５＊、５２５＂普通
+!) b)!) EF
人。公司资产总额
GHI¯7５万吨，空心砌块
) zJKL{ １５
&) 万块，楼板
z{MN &１万
z
硅酸盐水泥

{O
块。

清水县白云石厂
=")>?@. 矿山企业。位于清水县小
OPEFO G&Q¯J_

种类。大理石工艺品有墨玉笔筒、镇尺、砚台、笔
ÿùO øÝ`RÞþÂáãäåb4æbçÍbä

架、健身球
、台灯座、烟灰缸、台历板和墓碑、骨灰
èbé6êbÍëìbíTîbÍs©ïðbñT
òËhþO &'$(年，生产大理石饰面
'ghøÝ`ëÕ５６２
)%! 平方米，
Ü~
盒等产品。１９８７
øÝ`RÞþ !*&) zÏqURFh} １１．８
&&*$ z
大理石工艺品２．１５万件，完成工业总产值
万
%!! 平方米，大理
Ü~øÝ
~O &'$$ 'ghøÝ`ëÕ６２２
元。１９８８年，生产大理石饰面板

!"# !
－! １７６？－

&
工6 业

石工艺品
*: Ð¼d %*,& ;: %*,*年投产发电，装机容量
!"#$２．４７万件，完成工业总产值
!"#$ %&' ()"*+,-１４．５
%#"& 万元，
%./ 业。始建于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９
;²,oõ/*X+¬
实现利润
万元。１９９０
#'(( ./456789 １．０３
%"() %.:
%**( ２×１２ＭＷ，是＂三五＂期间应甘（谷）天（水）陇（西）
!0%!12/Â
Ø
,-Þ./0Ã[%\Æ[Ç\1[2\
0123４０００元，上缴国家税金
年，固定资产原值
万元，年生
;/<=>,?-７７．７
$$+$ 万元，净值７２．３
%./@- $!") %./;A
产大理石板材１１４１平方米，大理石工艺品
万
%"%, %
,BC!DE %%#% FGH/BI!J#K１．１６
&/LM!N !-% O/()J*+,- !( %./4
件，彩色石子２８１吨，完成工业总产值２０万元，上
5678P１．１
%"% 万元。有生产厂房
%.: QA,RS ３) T/UVWJ
缴国家税金
座，各类手工
XY２０!(台（件），机械设备
Z[&\/X]^_ %$
[&\: Q`J #$
机具
１７ Z
台（件）。有职工．４７
a/bKcdefg: !((,年
; ２! hijk,:
人，产品销于县内外。２００６
月宣告破产。

成县陇兴实业公司张家川分公司
!"#$%&'()*+,'( 矿产资源
l,>m
开发及加工企业。位于张家川县恭门镇灵台村。
nopqJr*: sdt7uevwxyZz:
２００６
!((, 年１０月成立。２００７年
; %( h){: !(($ ;１２
%! 月取得张家川县陈
h|}t7ue~
%!( 人（其中地质专业
a[*
7l: *a １２０
家庙铁矿开采权。从业人员
J ４人，高级工程师２
# a/J !人）。有采矿区一处，初
a\: Ql'
工程师
H -((
H
T &,(
步建成一座竖井
５６０米和斜井
８００米的联合开拓
系统。铁矿开采面积
 : l¡¢ ４．５４平方千米，矿山服务年限
#"&# FG£H/l¤¥¦;§
为７年，探明铁矿石储量为
¨ $ ;/©ªl!«¬¨１７１０．９６
%$%("*, 万吨、铜金属
%O®9¯
量为
万吨。项目总投资
１．６亿元，生产规模
¬¨８６７．６５
-,$",& %O:
°±+²> %",
³./Ab´µ
为
万吨／年，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０年７月主要以矿
¨ ３０
)( %O
. ;/!(($ ;¶
; $ h·¸¹º

大唐甘谷发电厂全景
!"#$%&'()
地区工农业生产的需要而实施的三线建设工程。
J3*A,4¸50ú,ì¼^J:

１９６５
月，国家计委批准甘谷电厂工程，由西
%*,& 年
; １２
%! h/67Ó678Ã%õRJ/92
北电力设计院根据三线建设对电力负荷的需求对
:õ$^Ó;<=,ì¼^ïõ$>?4@ï
甘谷电厂装机方案进行设计。一期工程装２
Ã%õR*XGAB¾^Ó: .J* !台
Z １．２
%+!
万千瓦中温中压凝气燃煤机组。电压等级有甘天、
%£CDEFGHIXJ: õE÷QÃÆ
山筹建为主。２０１０年８月至
%%(34 ÁìÃLÃMÃ
ÃKÃ1 １１０ＯＫＶ
¤»¼¨·: !(%( ; - h¶１０月进行试生产，共
%( h½¾¿Ab/À
甘秦、甘陇
出线和甘洛、甘姚、甘铁 )&34
３５ＫＶ
%O:
Áì: ²,./Ã%õR¨N{õO/PÃÆ
Ál! !+%,万吨。
出线。投产初期，甘谷电厂为孤立电网，供甘、天、
采出铁矿石２．１６
1J3*A,Qõ/ ·¸Qà¨１１３
%%)厂。
R:
)*-"./0&12'( 矿产品开采加
lbKq 陇地区工农业生产用电，其主要用户为
张家川县鑫达矿业开发公司
%*$!
;
*
h
!)
ý/
R7S¶T2U
))(34
Jr*:
sdt7uevwxyZz/ÂÃÄÅÆ
工企业。位于张家川县恭门镇灵台村，是甘肃省天 １９７２年９月 ２３ 日，刘家峡至陕西关中的 ３３０ＫＶ
EVõìWí¹X/Ã%õRÐYO))(34
ÇÈÉÊËÌ¯Í>NÎÏ: Ð¼d !((% ; %!
水昊峰集团所属的全资子公司。始建于２００１年
１２ 高压输电线路开通以后，甘谷电厂开始并网３３０ＫＶ
Z¾/ ¨ÆÇõO·$õR: !( [\]^_;
h/¹not7ueÑ7®l¨·/ÒºA, 运行，为天水电网的主力电厂。２０世纪七八十年
月，以开发张家川县陈家庙铁铜矿为主，选矿生产
´µ¨;^ÓA, ６３？？精粉
,)/ÔÕ
*"&万吨。２００７年，
%O: !(($ ;/ 代，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力供应紧张的局
`/ab67cdefog/õ$P0hti
规模为年设计生产
９．５
势日趋明显。由于青海龙羊峡下闸蓄水，甘肃火电
Ö×¨Ø
ÃÄÅÙÚr*Û8ÜÝr*Þ
Ø
ÆÇß
被评为＂甘肃省民营企业纳税百强企业＂＂天水市 jýkªl: 9dmnopSqrsÇ/ÃÄtõ

１０强
%( Ý５０户企业＂。２０１０年，有职工８６６人，其中管
&( àr*Þ: !(%( ;/Q`J -,, a/á
理人员
人（其中高级职称技术
Ia ６２人，技术人员
,! a/âãa １９
%* a
[`äâã

人员
１８２５８万元，实现销售
a ６人）。企业总资产为
, a\: r*+>,¨ %-!&%./01cå
收入
万元，上缴税金 %*-(
１９８０
æç１０２８３
%(!-)万元，利润
%./è3 ２４２０
!#!( %./4é89
%.: Óê²>３．９６８
)"*,- ³./¼ë;qJÔÒ
万元。计划投资
亿元，建成一条年加工精选
%OÔÕ%( %O®ÔÕA,ì/
íîï
４０#(万吨铁精粉、１０
万吨铜精粉生产线，通过对采

全开满发，在＂安全、经济
、满发、多供＂方针的指导
Ø
wÍcduoxPÞGyz{
Íuo/v
下，甘谷电厂进入了安全稳定、满负荷运行的非常
q/Ã%õRBç|wÍ}=u>?Z¾~
时期。截至
５０
.: ¶２００６
!((, 年５
; & 月，累计完成发电量超过
h/Ó()oõ¬î &(
³£C/01J*+,- &５亿元，创造了６个
³./ ô| , 
亿千瓦时，实现工业总产值近
£ÆwÍA,: !((! ;/ê6BÊË
超千天安全生产记录。２００２年，划归中国大唐集团

ÎÏ/!((# ;BÃÄoõQ§ÎÏ){X/)¯
公司，２００４
年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成立后，直属
ÎÏY¨fs/ 1Qv``J &&#
ðÒRñlòÍ¡âãóô¹pÇõA 该公司并为其内部核算单位，现有在职职工
场、选厂和尾矿坝的全面技术改造以及水、电、生
５５４
活等配套工程的实施，达到铁矿石日处理
３０００
ö÷øùJ0ú/ ûül!ýI )(((

吨，年处理
９０ %O/;,
万吨，年产,#/þÕ
６４？？铁精粉（干基）４０
O/;I *(
[ÿ!\#(

万吨；铜矿石日处理
%O"®l!ýI６００
,(( 吨，年处理１８万吨，年产
O/;I %- %O/;,
２０？？精粉（干基）１０
１５
!(/®þÕ [ÿ!\%( 万吨；铁矿石服务年限
%O" l!¥¦;§ %&
; / ® l ! ¥ ¦ ; § %#
;" ;01cåæç
年，铜矿石服务年限
１４年；年实现销售收入
３３６５５．１
万元，净利润
)),&&"% %
. / # è 3 ７２７３．１
$!$)"% %万元，上缴税金
./ 4é8P
$)%#"# %.:
７３１４．４万元。

3456
能源化工
789:2;< 电力企业。位于甘谷县磐
õ$r*: sdÃ%e&
大唐甘谷发电厂
'x: ?(Ã%õR/ ¨ÃÄÅõ$ÎÏ)¯r
安镇。原名甘谷电厂，为甘肃省电力公司直属企

a/`J !,#
 !(($ ; , h３０)(日起，
ý/
人，离退休职工
２６４ a:
人。从２００７年６月
老厂２×１２ＭＷ
R !5%!12机组正式关停。２×３００ＭＷ
XJU: !6)((12 技改工
âóJ
程建设于
月
!((,年８
; -月
h３０日启动，２００７
)( ý /!(($ 年
; １２
%! h
¼^d２００６
ý/BÃ%oõR !7)((12机组正式归调，
XJ/
２９!*日，大唐甘谷发电厂２×３００ＭＷ
Bç*ZÚ: %*$* 年
; *９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嘉
h/v6¦;
进入商业化运营。１９７９
奖全国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战线先进企业和劳动模
Í6J* í!¡¼^¢ì£Br*¤µ
范代表会议上，甘谷电厂被评为＂全国先进企业＂，
¥`¦§¨4/Ã%õRÖ×¨
Ø
Í6£Br*Þ/
受到国务院的通令嘉奖；１９９１年获得了甘肃电力
©ü6¦;íª"%**% ;«}|ÃÄõ$
 ¬7
Ø
û®Þsä¯:
系统首家＂双达标＂单位称号。
=>?@ABCD56EF'( 石油化工
!°J
中铁物资天水油脂化工有限公司
r*: sd±¢²³x/){d１９８９
%*-* 年，原名天
;/?(Æ
企业。位于麦积区社棠镇，成立于
ÇW°´JR/ Â6Wµ>2wQ§Î
水铁路油脂化工厂，是中国铁路物资西安有限公

!"" !
－! １７７－

天水大辞典
!"#$%

司于
世纪 #"８０年代末投资兴建的现代化石化企
!" ２０
!" #$
%&'()*+,-&./.0
业，系生产铁路机车用润滑油脂的专业厂商。主要
123456789:;<=>,?1@AB CD
经营铁路机车抱轴瓦油、铁路机车三代油、铁路机
EF6789GHI=J6789K&=J678
车四代油、铁路机车多级四代油
、工业齿轮油、工
9L&=J6789MNL&=JO1PQ=JO
程机械油、双曲线齿轮油、抗磨液压油、内燃机油。
R8S=JTUVPQ=JWXYZ=J[\8=B
通过多年不断的努力和创新，公司现已发展成为
]^M%_`,abcdef g!-hijkl
集科研、生产、储运、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
mnoJ4pJqrJstcuvlwx,yz{
企业，２０
多年来累计供应铁路润滑油脂超过 ２０
余
01|!" M%}~67;<=>^
!" 

滴
、耐老化、流滴耐老化、减雾流滴、减雾流滴耐老
t¿uv.¿stuv.¿wxst¿wxstuv

化、多功能转光、苫盖（防渗）、紫光、植树薄膜等，
.¿My¡õz¿{|}~m¿z¿Â´×
地膜有∶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流滴、黑
´í¹º»q©³:6|Â´¿st¿
色¿
、侧播、穴播、除草
、有色 、降解、渗水、保鲜地膜
¿¿¿¿¿½¿ÆÇ´
× g!l¹º»q©³:6|Â´á
等。公司为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国标
ＧＢ１３７３５－９２
标准的起草单位，农（棚）膜标准的参
34%(/()5$!
,³}µm´,
¿ÍÎØçMÂ´4p@M %$$$
与起草单位、甘肃省首家超薄地膜生产厂家。１９９９
%¿!""" 年多次获、省、市政府新产品开发、科技进
%M·T¿Ø¿â:;ep§i¿nùb
年、２０００
×S$
步奖等荣誉称号。

万吨，有力保证了铁路大动脉的畅通运行。
 |b67,]r
&'()*+,-./01 化工企业。位
.O01B 
甘肃福雨塑业有限责任公司
"O1k"
!""$

于秦安县西川工业园，成立于 ２００９ %B
年。占地面积

１．６６
万平方米。拥有能生产五大类几百个品种的
%&'' 
¡4p¢£¤¥¦§¨,
©ª«§4pV¬２６
!' 条，主要产品＂海宝＂牌农用
CDp§
®
¯°±²³:
塑料制品生产线共
2¶·4p
´Jµ´2%yz4p¡b %()"" 吨，其次生产
地膜、棚膜，年综合生产能力１３５００
抗旱聚乙烯塑料输水管、负压成型薄壁水龙带和
W¸¹º»©ª¼½¾¿ ÀZkÁÂÃ½ÄÅc
ÆÇÈB p§ÉsÊËÌJÍÎJÏJÐÑJ
保鲜袋。产品远销中西部地区、甘肃、陕西、宁夏、

青海、新疆、内蒙古、西藏等省区。２０１０年＂海宝＂牌
Ò¯JeÓJ[ÔÕJÖ×ØÌÙ !"%" %
Ú
¯°Û²
³´ÜÝÞßl
Ú
àáâãäåæçèéê§²Û
农膜先后被评为＂全国市场消费者首选放心品牌＂
Ú
Êáëì§²Û
Ú
ÍÎØì²p§ÛÙ !""# %h]
＂中国著名品牌＂＂甘肃省名牌产品＂。２００８年已通
*+,$""%í!""" îïx3ðñ³´p§îï
过^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质量体系认证及农膜产品质量
ðò" !"%" %óô]^ *+,$""%-!""# õöO
认证，并于２０１０年顺利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８
转版工
÷Ù
øÍÎØîïùúûüýðþ,zÿp§
作。属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认定的合格产品。
!"!2*+,-./01 化工企业。位
.O01 
天水天宝塑业有限责任公司
"!Ì"#7
./
$
%&l
%$'#
%k,Í
于秦州区莲亭路 ４７ 号。前身为 １９６８年成立的甘
Î'½©ª@ Ý(ìlÍÎ'½©ª01m)
肃天水塑料厂，后更名为甘肃天水塑料企业集团

!"!#$%&'()*+,-./
天水天宝塑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
3456!789,-01 化工企业。位
.O01 
西北永新天虹化工有限公司
"ÌH7 % $ %&ld+" !"""
%,Í
于麦积区同乐路１号。前身为创建于
２０００年的甘
谷油墨厂投资的甘肃天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后
=@(),ÍÎ'.O*+g! Ý
(ìle'.O*g! jO %$)
更名为西北永新天虹化工有限公司，有职工
１９５
ìORùúE\ %"
ì  '&) 万平方米，

名，工程技术人员
１０名。占地面积６．５

%&( ¡[
!""" % . ¢g!£á.O
)p １．３
资产总额
亿元。２０００年４月，公司与德国化工
和塑料编织涂覆产品两大类，公司主导产品为农
c©ª-./0p§1£ g!C2p§l³
¤ªg!z÷() ２５０
!)" ¥[
¦b#§Üb,
颜料公司合作投资
万美元，引进世界先进的

公司、甘肃天水塑料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生产农膜
g!¿ÍÎ'½©ª*+,g! CD4p³´

（棚）膜、地膜、塑料编织涂覆产品三大类，近千个
3µ4´¿´¿©ª5./6p§K£78¦
品种和规格。２００５年被甘肃省政府列为工业强省
§¨c9ÿ !"") %ÞÍÎØ:;<lO1=Ø

百强工程优秀企业和天水市＂１０强
>=OR?@01c'½â
A
%" =５０
)"户＂企业，全
B±01à
áîïCþzÿp§01A
'°±²³´lÊ
国质量稳定合格产品企业。＂天宝＂牌农地膜为中
DEF¬cáGO1Ë?@ep§¿ ÍÎØ?î
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优秀新产品、甘肃省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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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甘谷油墨厂
&':&;<=> 化工企业。位于甘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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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新恒达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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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料分厂、原甘肃恒达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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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新恒达化工有限公司技术开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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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油墨厂电化铝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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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岐黄药业研发人员
>?!"@ABC+ 医药加工企业。位于
]q0)*> 12
甘肃天水益生阿胶厂
r:s5tÂtW,２２
!! 号。是
:> è .$%)
nFG
张家川县城中城北路
１９８６ '
年! ２月建成
的一家集体企业，占地面积
´u:v)*bäXåæ８３００
%'""平方米，其中，加
w[RbvÂbx
0yåæ !.+"平方米，是县内较早发展起来的
w[Rbè5fz{¬ë|}´
工车间面积２１５０

龙头企业，也是西北地区生产阿胶和鹿角胶的唯
~)*b è=WXY$,Ti´
一企业。２０世纪
$" 'É
ò
ÎÏeÊ8Å
u)*> !"  ９０年代曾被授予＂甘肃省乡镇明
星企业＂荣誉称号。２０１０年有职工６２
)*¦M:> !"." 'LD0 )!人，技术人员
Eb¨ðEF
１６人，管理人员７人。有总资产
.) EbË EF ( E> LGî,３８０万元，固定资
'%"\]bôî

天水华硕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01234567 化工企业。位
/0)*> 1
2ßàYáiâ0*ÒÓãY> äXåæ３３''亩。
ç>
于秦州区暖和湾工业示范园区。占地面积
èÎÏé6êm§¨¬ëpqLì íHîïF
是甘肃长城电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兴建
´^¨ð)*bIJ¡¢µ¬$,ñ
ò
óô/
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研究开发生产高效＂光固化
õ¬ö¦Ú÷ø,KbFGù§¡µ¬O$,úû
引发剂＂等系列产品，建成以科研开发、生产相结

, .)%万元，流动资金
\]bî １５０万元。生产阿胶
.+" \]> $,TO
产１６８
、鹿角
)" 吨，鹿角
Zb
jUKY´Uýb'x0T６０
胶两个品种的四个规格，年加工阿胶

合的科研开发中心和规模化的生产基地，科技成
´§¡µ¬Âüiýþ/´$,wXb §¨G
果被列为甘肃省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年生
ÿÉøAÎÏeP§¨Gÿ,*/ÔÕ> '$

Û¦> v,K¡U２０多个省
!" ¢UeOØO£Yb%U
奖＂。其产品畅销全国
、市、自治区，远销
' １０
." n¨Ä
Â¤¥¦XY§o¹p:> !"") 年
中国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国家。２００６
月取得

,!"１０００
#&&& 吨，产品
Zb,K $&-#$b%U&O'O(Ú
产能力
９０？口，远销欧、美、日等

eL ＧＭＰ
45/认证证书。
©ªª«>
了省级

." 吨，年总产值
Zb 'G,[ ６６０
))" \]b
Ç ))
胶T １０
万元，实现利税金
６６ \
万
]> deA
ò
Ç¦> z{|ee
元。注册商标为＂凯可利＂。阿胶质量达到了省优标
WbÃ
ò
§¨GÿÛ¦
ò
O,K
准，曾荣获＂全国科技成果奖＂＂全国出口产品优秀

Xb,KIJ)N2*+ê,-./01/O23 óô/
地，产品主要应用于印刷电路板（ＰＣＢ）、ＵＶ光固化

!"DEF8GHI+ 医疗设
]^ ¬r
S)
天水市福音医疗电器厂
备制造企

油墨、ＵＶ
01O23 光固化固化涂料及无毒黏接剂等工业技
óô/ô/2345À67öÚ0*¨

业。位于秦州区岷山路。成立于１９８６
*> 12ßàY4,> GA2 .$%) 年，是国家中
'bè:Â
医药管理局第一批公布全国生产医疗仪器专业工
]Ë Ì®u¯ °$,]^±²Æ*0

ð89>
术领域。

厂之一。主要产品有场效应治疗仪、前列腺治疗
h³u> IJ,KL´ñ)^±O ?øµ^
±O¶·¸^±O¹ºhÑ¶·¸^±> !" 
仪、糖尿病治疗仪、双向同步糖尿病治疗仪。２０
世
8-9:
» ８０
%" 'ù}b)*¼½E¾%¿£ùv¬Å´
纪
年代以来，企业创办人沈存正自以其发明的
´ñ)^±ÀAIJ,Kb ÐÁÂ'´îx
!";<-=4567 制药企业。位于秦
r)*> 12ß
天水岐黄药业有限公司
场效应治疗仪作为主要产品，进行了几年的资本
æÃsbÄ;ÅàPÆFAÇÈb678* $É!z
àYéµ, ２! :>
è;ÎÏeÖ×rh´w
州区长开路
号。是在原甘肃省天水制药厂的基
积累后，又在兰州大学建立实验室，ｍｏｆ４
生物能量

医药食品

!"# !
－! １８０－

! "
工业

干涉系统课题进行了长达６年之久的研究，通过
!"#$%&'()*+ ! ,-./012 34 厂兼并扩建年产２
,N $万吨啤酒生产线，扩建后因排
Ìz{fN·2 }
大量的动物实验、临床试验，开发了糖尿病治疗
56/789:; <=>:2 ?@)ABCDE
仪，广谱型场效应治疗仪系列产品，完成了
ＡＴ肿
F2GHIJKLDEF#MNO2PQ) "#
R
瘤治疗机以及治疗软件系统，为企业储备了较成
SDETUVDEWX#$2 YZ[\])^Q
_/`ab
熟的技术。

天水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
#$%&&'()*+, 饮料食品生产企
cdeOfNZ
[g hijklmnop2qrsktuuvwx
业。位于秦州区东十里铺，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公
yz{|}~xy 2 i $%%%
司与新加坡乐维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于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投资成立的天水市规模最大的中外合资
&% Q/5/
经营企业。２００１年５
２０７５０万
QN2 $%('%

Z[g $%%& , '月建成投产，总投资
元，注册资本
１０３７５万元。共有员工
2 &%)('
g １０８
&%* 名，生产
2fN
厂房面积
$*%%% 平方米。公司引进美国、意大利、
¢£¤g xy¥¦§¨;©5ª;
 ¡２８０００
«¨;¬¨;ª®;¯°±¨²³¦¢/
德国
、英国、比利时、日本等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 ´µcd¶µfN·g ¸¹NO ５９６
'-! º»
ＰＥＴ瓶装饮料灌装生产线。主要产品有
毫升
瓶装纯净水、３３０
毫升非常可乐、
´µ¼½;))% 毫升矿化水、５００
º»¾¿;'%% º»ÀÁÂ~;
５００
毫升非常苹果等饮用品。
'%%毫升非常柠檬、５００
º»ÀÁÃÄ;'%% º»ÀÁÅÆ°cÇOg
日产
¯N９５
-' 万瓶纯净水或
´¼½È７０
(% 万瓶碳酸、果汁饮料，年
´ÉÊ;ÆËcd2,
产量达
１２０００万元。２００３
年７月，被
N6+１０万吨，产值
&% Ì2NÍ &$%%%
g $%%) ,
( 2Î
ÏÐÑÒÓÔÕÖ×ØÏÐÑÙÚÛ
甘肃省贸易经济合作厅授予甘肃省优秀外商投资
&% ß '%户＂企业。至２００８年，
àáZ[g â $%%*,2
Z[2ÜÝ/
Þ
企业，天水市确定的＂１０强５０
ãäPQNÍ７５０００
('%%%万元，上缴利税
2åæªç８０００
*%%% 万元。
g
累计完成产值
-$.
/0
1)*
23
4,
e
Oè
Z
天水恒顺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加工企
[g hié¡lêë5ìíp[îïlðñ{
业。位于麦积区羲皇大道廿铺工业示范区赵崖新

污不达标，到
$%%& ,3iNg $%%$年，
,2
+]2[ ２００１年基本处于停产状态。２００２
进行了二次改制，重新组建成立了甘肃天水奔马
¦()y2 {Q)ÏÐn
啤酒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中国啤酒三大驰名
z{xyg $%%/ , &$ 2¨z{h5
品牌兰州黄河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与世界啤酒
ß
OWkz{xyzz{ '５强
丹麦嘉士伯啤酒厂有限公司、丹麦发展中国家工
Vé ¡z¢xy; Vé@£¨\
[¿¤¥¦２２２．８３
$$$.*) §Q)
业化基金会联合出资
万美元成立了中外合
Z[g ６６６１．７４万元，注册资本
!!!&.(/ 2 )'('./

资企业。总投资
３５７５．４万
2£ &(*(.(
g *§£ &(*(.( 万元，外方出资１７８７．７
元。其中∶中方出资１７８７．７
g $%%! , ) ¨©Ng & /%% 2N
万元。２００６年３月正式投产。有职工４００名，资产

总额
万元。年产＂黄河嘉宝＂＂黄河奔马＂系
ª ８９２７．８６
*-$(.*! g
,N
Þ
«á
Þ
¬á#
列啤酒
万吨，产值上亿元。２００８年，完成产品
).' Ì2NÍå®g
$%%* ,2PQNO
Mz¢３．５
#¯９８８２．１１
-**$.&& 万元，实现利润
299ª° ２４４．２６
$//.$! 2åæª
销售
万元，上缴利
&!/.-( g
税ç１６４．９７万元。

天水长城果汁饮料有限公司
-$<=>?@A)*4, 饮料食品加工
cdeOè
Z[g hi+{0a[±lg rk*²
企业。位于天水市高新技术工业园区。由兰州长城

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８５？？陕西恒兴果汁饮料
³xy´ *'42
µ¶·¸ÆËcd
有限公司参股
月组建的股份制
xy¹ １５？？于
&'42i ２００１年
$%%& , ６! /
ºZ[g »¼½¾*²ÆËcdxy;j¿
民营企业。下辖陇南长城果汁饮料有限公司、秦安
*²ÆËcdxyPRÀxyg óô m (./
长城果汁饮料有限公司两个分公司。占地面积７．４
¢£¤2Nª /.&) ®2
'!% g 2
万平方米，资产总额４．１３
亿元，员工５６０名。拥有
¥¦¨²Á³¢/«¨;ÂÃ;©5ªZAÄ7
引进国际领先水平的德国、瑞典、意大利全套自动

化浓缩果汁生产线
、秦安两个分公
! 7ÇÈÉ½¾;j¿ÊRÀx
¿ÅÆÆËfN·６条（包括陇南

).$/ ¢£¤g $%%' , ! Q
l ! òg óô ¡ ３．２４万平方米。２００５年６月成
区６号。占地面积

yË2,èÆO ! DÌg $%%$ ,?uÌ2-*4
司），年加工果品６万余吨。２００２年开始出口，９８％
2 $%%
g õö÷øùúûf 的产品出口俄罗斯等
/NOÌÍÎÏ° １６
&! R¨\Ðôlg
xyøÇ
立注册，注册资本
２００万元。设有原粮采购部、生
个国家和地区。公司采用
Nú;üýú;þxÿ;!"ú;#$ú
!
%&'ú
Þ
xy
5
Ñà
6
ôáN[¿©2Ò
$%%& ,
产部、质检部、办公室 、财务部、销售部６ 个职能部 ＂公司＋农户＋基地＂产业化经营模式，从 ２００１
年

门。公司有职工６５人，其中高级职称人员
(g xy& !' )2*+,&-)１０&%名，
2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４５人。公司拥
*./[0a)１０
&% 人，普通职工
)213& /'
)g xy2
有新建的年加工处理小麦
万吨的专用粉生产
{/,è345é １０
&% Ì//Ç6fN

开始投资
万元，在两区五县栽种澳洲高酸苹
?u ５６２
'!$ 2
ÓÊlÔÕÖS×Ø+ÊÅ

线１条，存储
· & 72 8\８０００
*%%%吨小麦的现代化立筒仓１座，
Ì5é/9:¿;< & =2
óô ２０００
$%%% ¢£¤/QO>?=°@AõB2CÝ
占地
平方米的成品库一座等配套设施，固定
N ３０００
)%%% Dg
¸¹NOEFG 6;HI
资产
余万元。主要产品有牛肉拉面粉、馒头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曾连续五年被天水市政
[N[¿ÝÜIZ[g ÞßàÔ,Îá
âdYÌãä³¦Z[g $%%* ,2PQ[N
府评为出口创汇先进企业。２００８年，完成工业总产
&'('% 万元，出口创汇
2Ìãä $$%-./
§2hMZÑ
值Í １５７５０
２２０９．４万美元，位列全省

/Ç6; 7/Ç6;JK6;LM?ò6;KON
专用粉、面条专用粉、超精粉、雪花一号粉、精品特
?6;Ùü5é6;O5é6°P5#MnQR
一粉、优质小麦粉、天然小麦粉等两大系列十几个
品种规格，＂吾丹＂牌系列面粉经质检部门检测全
OST2
Þ
UVá W#M 6üýúXýYZ

Ìg ７位。
( hg
出口第

ú+[¨\]^gÞUVá Û]_34
012-%%&3
部达到国家标准。＂吾丹＂商标已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
Û]2fZ[ $%&$
Þjk
名商标，该企业
２０１２,ÎdYZ¨ghi
年被评为全国第三批＂放心

面积m５０亩，注册资本
７５００ 
万
'% Ú2５００
'%% 万元，资产总额
2Nª ('%%
元。有员工
g ６００名。主要从事芦笋罐头、甜（糯）玉
!%% g ¸¹ÒåæçèI;éêëËì
¤èI;íµÅÆèI;eÇî°ÆïðÑNO/
米罐头、干装苹果罐头、食用菌等果蔬类农产品的

÷lîïZ[ág
粮油示范企业＂。

加工与销售。自主开发生产的各种瓶装、罐装及真
èz#¯g Ä¸?@fN/ñS´µ;èµVò

甘肃天水奔马啤酒有限公司
56-$789:)*;, 饮料食品加工
cdeOè
企业。位于麦积区马跑泉镇东路６号。其前身为始
Z[g hiémlnopqmr ! òg *stYu

空包装罐头达６个大类
óôµèI+ ! R5ð６０!%多个品种，年生产加工
õROS2,fNè
能力
万吨，储藏保鲜能力１万吨。公司实行＂公
ö÷ ３) Ì2\øùúö÷
& Ìg xy9(
Þ
x

建于１９５８年的天水氮肥厂。１９８２年，企业转产改
i &-'* ,/vwg &-*$ ,2Z[xNy
z{fN·g &-*/ ,2Q,N '%%% Ìz{f
建啤酒生产线。１９８４年，建成年产５０００
吨啤酒生
Ng |}Z[~4;2[ &--! ,
产规模。后因企业负债过重、经营不善，到１９９６
年
_2< Ng &--( ,2rkz{
已资不抵债，濒临破产。１９９７年，由兰州黄河啤酒

司＋基地＋农户＂的订单农业生产模式，从
y 6 ô 6 Ñàá /ûüÑ[fN©2 Ò ２００３
$%%)
,?uÓjk; émÊlVýÕ * 个乡镇
Rþq $年开始在秦州、麦积两区及清水县共８
２９
R(áÿ)é ÇëË ì¤ö!dfN"L
个行政村建立了甜（糯）玉米原材料生产供应基
ôg $%%'年开始出口，产品远销德国、法国、西班
,?uÌ2NO##«¨;$¨;¶%
地。２００５

$%%*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２０１１年被评为甘肃省著
ü6`4a#bc2$%&& ,ÎdYÏÐÑe
２００８

果苗
万株。２００３
年，确定为甘肃
ÆÙ７８１１４
(*&&/亩，４６８．６８
Ú2/!*.!* Ûg
$%%) ,2ÜÝYÏÐ
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２００７
ÑÑ[N[¿ÜIZ[2$%%( 年，确定为国家级农
,2ÜÝY¨\,Ñ

-$BCD()*;, 食品加工企业。位
eOèZ[g h
天水昌盛食品有限公司
ijklmno[±lg ui ２００３年，占地
$%%) ,2óô
于秦州区东十里工业园区。始建于

!"! !－
－! １８１

天水大辞典
!"#$%
牙、美国等
１０&'$()
多个国家。与甘肃农业大学合作研
$8¡ wÞ 5
!"#$% !"
*+,-./0123 国—一线城市的
发的干装玉米罐头通过省科技厅、省经贸委新产
456789:;<=>?@AB >CDEFG 大中型蔬菜市
ÕÊ Í xÞ
品鉴定。２００４年，被省政府认定为农业产业化经营
ß   １５
HIJK #""$ LMN>OPQJR-.S.TCU 场拥有
!) ÷
个
龙头企业，＂秦岭泉＂牌芦笋罐头
２００７年获省优产
L`>aS 销售网点，＂羲
V;W.M
X
YZ[\]^_:; #""%
¶yz{Me|
品。已注册＂秦岭泉牌＂＂天玉牌＂＂秦乐牌＂三个商
HK bc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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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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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Yg]\h'i 皇＂牌食用菌
}\ ] {g h

通过了国家绿
<~ r$ (
yzK
{H =©Ê
色食品管理中
协议。
&'( )* +,- ./ 01 食品加工企
{ H| }W 心＂Ａ＂级绿色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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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长城果汁饮料有限公司
标。公司与德国舒乐达公司签订了长期出口供货
jK kl*m$ngoklpqrstuvwx

业。位于秦安县安伏工业园，是农产品深加工和出
.K ~Y}.M-SH |}u
口创汇型企业。始建于
#""&年
L８& 月，公司拥有资
Mkl
vW.) ２００８
产总额１．２亿元。建成了年产浓缩苹果汁
S !'# K rLS３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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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皇＂牌金针菇

{HQM ékT S5" `r$(
食品认证，工厂化生产的白色金针菇获得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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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食品认证。公司依托天水农业高新技术示范

设了污水处理站
、果渣烘干处理车间等环保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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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的辐射带动优势，采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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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全部销往美国、日本、欧盟
、俄罗斯等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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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户每年实现增收

年消化苹果原料
#! 万吨的果汁生产线，并配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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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公司引进了德国、瑞典、意大利等先进生产设
的废弃物，通过生物工程技术生产高蛋白有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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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相关技术，产品全部销往欧洲、俄罗斯等发达
用菌。２００５年，公司被天水市人民政府评定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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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市场需求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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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绿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定为＂民营科技型企业＂，２００８
年被甘肃省评定为
业。位于武山县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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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扶贫龙头企业＂，２００９年被甘肃省评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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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被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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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资产总额
家和地区。公司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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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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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蚕豆、扁豆 、豌豆等各类小杂粮，年收购加工出 ＂ＡＡ 级信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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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 １万多吨。公司开展产前统一提供化肥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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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料，产中统一进行田间管理，定期开展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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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引导武山县有６个乡镇
多
BM ÐCêë + ÷DE３０("多个村的
þ÷F5 ５０００
)""" þ
ý-GHIJ-+*-%-/2K６+ 万多亩，农户
þÇM-ý
户农民种植蚕豆、扁豆等豆类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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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元。２００４
þÂ #""$ LMNÞOPMJR
年均增收达
年，被市政府确定为

甘肃天河酒业有限公司
@A!BC=./01 酿酒企业。位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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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县永清镇泰山路
１９号，其前身是始建于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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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农业产业化重点营销企业＂＂市级龙头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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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酒、黄酒、清酒、饮料、沙棘综合加工于一体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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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型食品加工企业集团。产品有５大系列
个

年的清水县酒厂，２００５
年改制为民营企业，隶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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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水平的
Ê×§ñ5８& 条生产线，形成以白酒酿造为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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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其中国
家级金银奖
项。公司年酿造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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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众兴菌业有限
责任公司
食品加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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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位于麦积区中滩镇天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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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优秀企业，农业部认证的绿色食品生产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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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区域分布
¶yÁßµà１０
!" 多个省、市，２０多个地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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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精加工豆类产品主要出口美国、西班牙、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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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葡萄牙、加拿大、印度
、科威特、伊拉克、伊朗、

现有６个职能部室，８
个营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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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
年，是以生产食用菌为主的农业高科技
企业。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７亩。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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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三个食用菌生产工厂，日产食用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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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公司在北京、上海、郑州、西安、兰州、沈阳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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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要生产车间，员工
１６８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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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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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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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天
河源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加工企业。

位于秦州区暖和湾工业示范区。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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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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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最初的生产桶装饮用水的企业，逐渐发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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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专业生产果汁、果酒、果醋为一体的综合性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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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企业。２００８年初，搬迁至暖和湾工业示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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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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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RS４６６０平方米，有职工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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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投放市场。１９９０
st*-y (**+年，县酒厂生产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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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公司采用先进的两级反渗透设备，生产出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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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爽口的瓶装饮用水，深受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

果酒、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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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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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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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人。１９９８年８月兼并原天水酒厂，组
建天河酒业集团（公司），公司下设天河酒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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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酒厂）和天水公司。２００５年５月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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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生产采用一整套先进的酒发酵设备和经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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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改制，由天水兰天集团受让，成立天河酒业有

 O*O&ZBD 限公司，２００６年，转让给天水昊峰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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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灭菌，封闭式全自动罐装，严格的产品检验工

序，生产出营养丰富、口感纯正的沙棘系列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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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陇香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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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是甘肃省东南部最大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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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秦州区坚家河

品综合生产型企业，是甘肃省食品工业发展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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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兵，始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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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年代初，主要产品有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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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饼干、糖果、腐乳、酱油、味醋、豆面酱、面包等
１０大类１４０多个品种，年销售
(" Æ )$" ÇÈBÉO!ÊË ９８０万元以上，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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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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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新疆等省，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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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罐头食品厂
-$./0(1 食品加工企业。位于秦州
ABC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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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酒厂生产车间
¢£¤¥ １３１号。成立于１９８５年，前身为天水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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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坚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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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面粉厂 食品加工企业。位于清水县
!Oâ 城西关。创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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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厂饮料车间，占地面积５１６０平方米。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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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从江苏沙洲引进了一条饮料生产线和罐头生
人，厂房
平方米，动力设备有锅驼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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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线，主要产品为各种汽水、罐头和沙棘汁，年生
台。生产工艺采用石磨制粉，土法上马，由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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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4. 不好难以维持生产，投产后不久就停产。后转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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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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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拓建，造成企
/õZO!""" 年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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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b ４台新式磨粉机，才恢复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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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１９６６
天水杨师傅清真糕点坊有限公司
-$23456789)*+, 食品加工
ABCD １９８２年对原制粉设备又全面进行了更新改造，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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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位于秦州区环城西路
４６号。成立于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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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复式磨粉机２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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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ÿO&++ 型２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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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专业从事清真食品生产的企业。占地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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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瓦，磨粉机年生产能力达到
２００平方米，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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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及兰州、西安等市场。曾获＂第六届全国焙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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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万公斤，年榨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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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大赛＂两项金奖，＂第七届全国焙烤技术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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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奖励
年为建厂以来经济效益最好年
份，加工面粉
³ O C D R  ２９７．１万公斤，完成工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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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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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破产。

:$;<1 食品加工企业。位于清水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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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酒厂
Ò@>ABy²³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８年，工厂扩建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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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关三里铺。始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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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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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陆续试制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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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白酒质量评比中荣获＂优秀新产品奖＂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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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食品奖＂。１９８５
WAB<9y (*#' 年．清水酒厂与西北农学院、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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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食品加工厂
:$;0(@A1 食品加工企业。位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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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县城西关三里铺，属县商业局主管。１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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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县供销社经理部主办，从天水调入糕点、酱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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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Á¸O¥É5?ABCDày (*%' 年，国
!Oñ
品生产合作社，更名为县食品加工厂。１９６５

大学、山东莱阳梨酒厂、天水市经委工程师吴璧联
营商业与供销社分家，该厂的主管单位是县食品
_9Õªabc:à9ß-*dDefghi
¶/]'Ê¸n¤O âà&··Ê§?AB
?Oçb7:+z'(67OajPQ4RèÕc 公司，有糕点、酱醋
合，引进果酒饮料生产技术，先后试制成功了山梨
^_O W¹º9 À;２个生产车间，职工
! È'(áO XD２０!+人。
Yy
:9:989kl:y (*#% ! * m9(*#!
酒、沙棘酒、沙棘汁、草莓酒。１９８６年９
月、１９８７年
１９８０年，先后购进饼干机
(*#+ !OajËb»¼ １台，红外线大、小烤炉
( ÿOÌÍê9Î5Ï
４$ 月分别通过市级新产品鉴定和省级新产品鉴定，
mnopq*dØ(BrIJ©dØ(BrIO
２!台，和面机２
ÿOJR ! 台，冰棍机２
ÿOÐÑ ! 台，还自制打蛋机、洋
ÿOÒQÓÔ9Õ
!"# !－
－! １８３

!"#$%
天水大辞典

芋粉碎机、下粉机各１
年在天水市食品工
!"#$%&'$( ! 台。１９８５
)* !"#$ +,-./012

吨，其他副食品
３３０ *
万元。２００２年，县
Ï:IJ0;２００
'&& 吨，产值
Ï:>» --&
'&&' +:X

业鉴定评比会上，食品厂生产的面包被评为一等
3456789: 0;<=>?@AB6CDE
奖，桃酥被评为二等奖。至
年，食品厂经济效
F:GHB6CIEF* J １９９０
%""& +:0;<KLM
益逐年上升。２００６
年+６ (月，企业破产。
Q:R3S>*
NO+9P* '&&(

YýþKLM*
城改造时拆除。

武山县洛门镇金川水烟厂
456=>?@A"B9 食品加工企业。
0;T2R3*
位于武山县洛门镇裴家庄，陇海铁路南，距县城
１９
UVïðXñòNO¶P:&¯QîR:öXY %"

&'()*+,-./0123 食品加工
0;T2
甘肃省绿盛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公里，１９７８
年建成。主要产品＂金＂字牌水烟远销内
p÷:%"*. +e*
¡¢>;
%
S(T).UV¨ª

企业。位于清水县城东关工业园区。占地面积６６６６．７
R3*UVW.XYZ[23\]*^_`a(((()*
bcd* efV ２００６
'&&( +
( Q:ghW.Xijk
平方米。成立于
年６月，是由清水县绿宝沙

蒙古、四川、山西、上海、新疆等地，年产量
«¬$°±$ð²$9¯$~WE_:+>B ２００
'&& 吨，
Ï:
>» +$ * %""(年，改为非公有制企业。２００２
+:ýC:pnmR3* '&&'
产值４５万元。１９９６

lm;nopq: -.rstumvwxnop 年，产权整体出让。
+:>56ëX8*
棘制品有限公司，天水华圆设备制药科技有限公
司，台湾柯裕仁、郭新发两位先生合资共同组建的
CDE<FGH23 食品加工企业。位于
0;T2R3* UV
q:)yz{|%}~U= ?
郭槐农工商实业公司
合资企业。拥有总资产４７９
: >

ïðXñòNY¶Z[R:öXY %* p÷*
R3* n> +*"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武山县洛门镇文家寺村南，距县城１７
公里。组建
１９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２６．１？？
V
%""万元，固定资产１７９
:5> %*" :>
'()%,:
%""+::pnmR3*
%""+
+
+
Q:ø
%'&
于１９９３年，非公有制企业。１９９４年４月，投资１２０

现有职工３０
: -人，中级人
:
n2 -&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３
 ２人，初级５人，下岗就业人员
' : $ :& 3 %+
* pq¡¢
员
１４人。公司主要
=>kl£¤>;:¡¥>;kl¦§:¨©ª
生产沙棘系列产品，主导产品沙棘总黄酮，销往内
蒙古、北京、上海、四川、西安等各大城市制药厂
«¬%®%9¯%°±%²³E´µY/mv<
家。沙棘果油、沙棘籽油销往台湾。２００６
年%%１１月至
¶*kl·¸%kl¹¸¨©)y*'&&( +
QJ
２００８年
'&&. +１０月实现产值３００
%& Qº>» -&& 万元，实现销售收入
: º¨¼½¾
１８０万元，实现利税
万元。主要产品有沙棘黄
%.& : º¿À ４０
+& *
¡¢>;nkl¦
§%klÁÂÃ%klWÃ%kl·¸%klÄ%
酮、沙棘浓缩汁、沙棘清汁、沙棘果油、沙棘种子、
klÅ%klÆÇÈE£É>;* pqnkl¦§
沙棘茶、沙棘干燥粉等系列产品。公司有沙棘黄酮
生产线一条，年生产能力
万
=>ÊDË: +=>ÌÍ ２００公斤、产值
'&& pÎ% >» １５０
%$& 
:klÁÂÃ=>ÊDË:=>ÌÍ ３０
-& 吨、产值
Ï%>»
元，沙棘浓缩汁生产线一条，生产能力
３０-&万元，沙棘油生产线一条，年生产能力３吨、产
:kl¸=>ÊDË:+=>ÌÐ - Ï%>

万元，建成年库容量
吨恒温冷藏库１座，同
: e+@AB ３００
-&& Ï\]^_@
% `:
K:a2Sb?c<:deCefg$·;$hi
时，兼并金刚机砖厂，发展成为集蔬菜
、果品 、肉类
jk¨lm;>¨EêDë?º3pq* &
储运销及建材品产销等综合一体的实业公司。下
属
n １个恒温冷藏库、１个蔬菜果品经销部和金刚、
% á\]^_@$% áfg·;o¨pqSb$
冯庄２个机砖厂４个实体。拥有总资产５３４万元，
rP ' á?c< + áºë* n> $-+ :
其中固定资产３５８万元，流动资产１７６万元。从业
5> -$. :<> %*( * s3
人员
 ３２８人。年产值６００万元，销售收入７３０万元
-'. * +>» (&& :¨¼½¾ *-& 
t:u\]^_@AB -&&

户，其中∶恒温冷藏库容量
３００ Ï:¨¼½¾
吨，销售收入*&７０万
+.&&吨，销售收入
Ï:¨¼½¾ -&&
åfg·;jk¨B４８００
元；蔬菜果品储运销量
３００ 
万
å=>?c １８００万块，销售收入
%.&& v:¨¼½¾ -(&
* '&&.
元；生产机砖
３６０万元。２００８
+:º¨B½¾ .'&
*
年，实现销量收入
８２０万元。
456IJKL<F01MN23 食品加
0;T
武山县源丰粮油工商有限责任公司

值»３０万元，有实验室
工企业。位于武山县城渭河北岸，前身为源丰面粉
-& :nºÑÒ ３间，实验检测仪器４
- Ó:ºÑÔÕÖ× + 台，专
):Ø
2R3* UVïðXYwxy:z{C|}@È
ÔÕ２人。２００４年春，建立育苗基地２４亩，
' * '&&+ +Ù:ÚÛÜÝ_ '+ Þ:
<:%""+ + * Qeø>::pnmR3* '&&$ +
职检测人员
厂，１９９４年７月建成投产，非公有制企业。２００５年
ßà
'&
áâã?ÄÜäå'&&$
+:
Ûº=Ü
%)'
$
Q:Cno~pq* ¡¢s´Äú+½
引进 ２０个优良的种苗木；２００５年，育实生苗 １．２ ５ 月，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各种原粮收
亩，扦插育苗８
Þ:æçÛÜ . 亩，走育苗种植综合加工一体化的
Þ:èÛÜÄéêT2Dëì?
íî*
道路。

武山县面粉厂
456789 食品加工企业。位于武山县
0;T2R3* UVïðX

购、面粉加工及销售、大米运销、蔬菜恒温储存兼
$@ÈT2l¨¼$µDk¨$fg\]ja
批发零售；产品有特一粉、特二粉、精粉、农家乐等
¼å>;n#DÈ$#IÈ$ È$¶E
面粉，年加工量６０００
１０６８万元。２００８年，
@È:+T2B (&&&吨，产值
Ï:>» %&(.
* '&&. +:

洛门火车站北，距县城
ñòóôõ:öXY １６公里，１９５８年建成投产。
%( p÷:%"$. +eø>* 加工面粉
T2@È４０００
+&&&吨，产值
Ï:>» ８００
.&& 万元。
*
%""' +:ø %%&
:ùú@È=>Êàûü
456OP:/01MN23 食品加工企
0;T2R
１９９２年，投资
１１０万元，对原面粉生产线进行扩建
武山县益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ýþÿ:+=>ÌÐ!" ' Ï*
¡¢>;n#D
3* UVïðXñòN¶P[:öXY１６
%(公里，
p÷:
改造后，年生产能力达到２
万吨。主要产品有特一
业。位于武山县洛门镇贾家庄村，距县城
È$#IÈ:
%&Z'()£É@È '&&%
+B*¶
z{CN=5<::pnmR3* '&&%
粉、特二粉，＂陇东雪＂牌系列面粉
２００１年被国家
前身为益民生猪定点屠宰厂，非公有制企业。２００１
+0û3,86C
%
-./0>;(* %""- +:1ñ
+ % Qeø>:'&&( +
( Q:Cno~p
粮食行业协会评为＂信得过好产品＂。１９９３年，与洛
年１月建成投产，２００６
年６月，组建为有限责任公
ò+õ2:ý3+¸24pq*
'&&(
+
%&
Q:R
q:e=$$=$h;l
门粮站合并，改称粮油工商公司。２００６ 年 １０月，企 司，集生猪饲养、疫病防治、生猪屠宰 、肉品及肠衣
T2$^_$¨¼$xl-$wx
3>56ë78:9~C:pnmR3:ý3
加工、冷藏、销售、技术培训及信息咨询
、科技服务
业产权整体转让，重新组建为非公有制企业，改称

陇佳面粉厂。现有总资产
&;@È<* n>５８２
$.'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5>

CDë?T2R3* += ５万头，加工肉
$ :T2h
为一体的轻加工企业。年屠宰生猪

-** :<> '&$ 万元。年加工面粉
* +T2@È '２ Ï
*$& Ï: %& Ï:>» %$&&
* '&&. +:º
３７７万元，流动资产２０５
万吨 品; ７５０吨，肠衣１０吨，产值
１５００万元。２００８年，实

生产线１条，新型榨油机１台，库容量
万公
=>Ê % Ë: ~=>¸? % ): @AB９００
"&& p
斤。有员工
Î*n2 ３８人。２００８年，加工面粉
-. *'&&. +:T2@È ３０００
-&&& 吨，产值
Ï:>»

８４０万元。
.+& *

武山县食品加工厂
456:/;<9 食品加工企业。位于武
0;T2R3* UVï

>» "(&万元。
*
现产值９６０

甘肃天晨酒业有限责任
公司 0
食品加工企
&'!QRH01MN 23
;T 2R
业。位于武山县四门镇上湾村南，距县城
3* UVïðX°òN9y[R:öXY ２５公里，
'$ p÷:

２００４年
'&&+ +５月，组建了县内唯一一家规模较大、知名
$ Q: Xª¡DD¶¢£¤µ$¥

山县城中心，１９７９年建成投产。占地面积
４３００平
b
%'&& 
ðXYC:%"*" +eø>* ^_@a +-&&
¦¤?:pnm§¨=>R3* ø １２００
度较高的非公有制白酒生产企业。总投资
万
cD:E@a １７００
:s3 $$
%*&& bcD:5>
%.& :
¡¢s§¨=>$¨¼l©
方米，建筑面积
平方米，固定资产１８０万元，
元，从业人员
５５ *
人。主要从事白酒生产、销售及研
<> '&&
:2 +( *
+=>FGH $&&
mª:+>B ６００
(&& 吨，产值
Ï:>» %&&&
>;n
流动资产２００
万元，职工．４６
人。年生产豆瓣酱
５００ 制开发，年产量
１０００*
万元。产品有
!"# !－
－! １８４

工业
!

"

＂小陇山＂＂东方微笑＂两大系列八个品种。２００８年，
!
"#$%
!
&'()%*+,-./012 !""# 34

成产值
万元，上缴税金
３．６;<4
万元，实现利润
ôs:７０．１
*")% ;<4
åõö÷ $)+
øù|ð

生产白酒
３３０万元。
!""吨，产值
946: $$"
;<2
5678２００
张家川县面粉厂
#$%&'() 食品加工企业。位于张家
=0>?@A2 BCDE
川县城解放东路。始建于１９５８年
N4OGP=
FGHIJ&K2 LMC %&'# 3１１%%月，由县粮食
局主管。１９５９
3TP=UVWXYZ[\][\^
QRS2 %&'&年省粮食厅投资购进复式、单式、双
式磨粉机、两进口挑担筛、打麦机、发电机等设备，
[_`a\*Ybcde\fga\hiajkl4
一次安装试车投产，至年底，加工面粉
万公
mnopqrVs4 t3u4 >?v`４２．７
(!)* ;w

２．５６
!)'+ 万元。糖水杏仁罐头获市级优质产品银杯奖。
;<2 f{VYRSghijs0klm2
２００８
!""#年该厂实现产值
3nøùs:６１０
+%"万元，利税
;<4|ö ３０
$" 万元。
;<2

x4yz?As: #)%$ ;<2
%&+% 3 # N4T{
斤，首创工业产值８．１３
万元。１９６１年８月，省水

Ë\=x2 !" yz ７０年代，以面粉、食糖、食油为原
*" 3{4$v`\=f\=|
条、食醋。２０世纪

利、粮食厅投资购进１台
马力东方红柴油发电
'' ~&'hi
|\P=UVWXY % } ５５
机，为面粉厂配套安装动力设备，白天发电加工面
a4v` opkl4hi>?v
粉，晚间发电给县城部分单位供电照明。因磨粉机
`4hiGHBi2 _`a

料加工白糖饼干、蜜桃馓、糖江条、月饼等
１０ 1
多种
b>?f}~\T\f:Ë\N}j %"
清真糕点，以马铃薯为原料，加工粉条，以麦麸皮
uÂ4$~|b4>?`Ë4$g 

陈旧老化，多出故障，加工面粉产量低，质量差。
44>?v`s42

业厅专项投资贴息基建资金
AU./VW74MW÷１０
%" 万元，增置一批新
;<4¤vm£

１９６１年至
型钢磨，新增玉米杂
%&+% 3t１９６４年，改装
%&+( 34 p ２０８
!"# ¡¢_4£¤¥¦§
粮磨粉机，增加产值
')*# 万元，生产正常，扭亏为
;<45s¨©4ª«
P_`a4¤>s:５．７８

kl4 M²m*wÏÃr +６
设备，建起一幢两层办公楼和砖木结构的车间
4=0>?01¤>\s¤4s:\|ð3
栋，食品加工品种增加、产量增多，产值、利润逐年
递增。１９８８
¤2 %&##年实行租赁承包经营后，有和面、打蛋、
3øÖFüýû4ìÏv\f\
饼干、饮料机和烘炉等设备
~\abaÏ Mjkl８ #台（件）。年加工糕点
}ÄÅÆ2 3>?uÂ
能力６万￣８万公斤，产值
２２．５
¡ + ; ,# ;wx4 s:
!!)' 万元，利润１．１万
;<4 |ð %)% ;
元。１９８９
万元，缴纳税
<2 %&#&年有职工．１８
3ìí? %#人，产值
î4s: １８．１
%#)% ;<4õ¢ö
÷ １．１２
%)%! ;<2
ûüýþÿ4>£W÷¤¾þ¥4
金
万元。后因经营不善，加之资金严重不足，
&" 3{¦§4!""! 年实行破产改制。
3øÖ¨s *2
C ９０年代末退出，２００２
于

盈。１９７３年
¬2 %&*$ 3 １月，动力车间因操作失误引起易燃品
% N4r®¯°±²³´0
起火，烧毁发电机组，生产、照明供电暂停。同年
²µ4¶·hia¸45s\i¹º2 »3 #８
月，省粮食厅投资
万元，帮助重建面粉厂，选购
N4TP=UVW １６
%+ ;<4¼½¾Mv`4¿X
国家定点生产的新型磨粉机
４ (台，配套设备
台
ÀEÁÂ5sÃ£¡_`a
}4 kl １６
%+ }
ÄÅÆ4 aÇÈ?ÉÊmËÌ5sÍ4
（件），改机动六道工序为自动化一条龙生产线，改
¡aÏ #(
ÐÑhia¸kl4Ò
Î %)$' 型柴油机和
用１．３５
８４千瓦发电机组动力设备，提
Ó?Ô %( Õ2 %&*'年至
3t １９７８年，进行设备更新改
%&*# 34YÖkl×£
高工效１４倍。１９７５
Ø2
Ù
Ú
mÛÜeÝÞ%?ßàá
Ú
ÝYbcÒâ
造。变＂一打二筛四洗＂工艺流程为＂四进口挑提平
e%>?ã4 (４ }"¸ä_`a
% }à{Í4
筛＂加工法，改
台小组合磨粉机为１台流水线，
3såæç %+"
;wx2 £Mèr4 p
年产量上升到
１６０万公斤。新建榨油车间，装配
+#)&' 型榨油机，年产油品
¡èa43s0 １３．８
%$)# ;wx4éêë
６８．９５
万公斤，油籽兑换
0
$+
;wx2
%&#&
3ìí?
$& î4
?As:
油品 ３６万公斤。１９８９ 年有职工 ３９
人，工业产值

９０．５万元，净产值２９．８万元，利润
万元。１９５９
&")' ;<4ïs: !&)# ;<4|ð １．５
%)' ;<2
%&'&
年至
年，累计生产面粉
３２９０ ;wx4
万公斤，榨油
3t １９８９
%&#& 34
ñò5sv` $!&"
è
１８５
万元，上缴税金
%#' 万公斤，完成产值
;wx4 óôs: １７３０．５６
%*$")'+ ;<4
åõö÷
３７．０３
１６．３５ ;<2
万元。此后，由于经营
$*)"$ 万元，实现利润
;<4øù|ð %+)$'
úû4OCüý
þÿ4!""$ 3
不善，２００３
年 %!１２N!ÀE"#$%&'Ã(
月按照国家政策以整体出让的形
[YÖ) *2
式进行了改制。
#*%&+,-.) 食品加工企业。位于
=0>?@A2 BC
张家川县清真食品厂

#$/&-.0!) 食品加工企业。位于
=0>?@A2 BC
张家川县食品加工厂
N4 Mp
DEFGH&o2 LMC %&'# 3 %%
张家川县城东关。始建于１９５８年
１１月，建厂初

期，有６名职工利用民房手工加工糕点。以后职工
q4ì + rí?|Î0st?>?uÂ2 $ûí?
¤t１１
%% 人，购置磨粉机
î4Xv_`a %１台，粉碎机２
}4`wa ! 台，加工粉
}4>?`
增至

|b4Øx2 CGH2 %&#% 3T
为原料，酿造香醋。售销于县内城乡。１９８１年省商

123+,-.456789 食品加工企
=0>?@
伊味思清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A2 BCDEFG+$K %* ©2 LMC %&#' 34
业。位于张家川县前山路１７号。始建于１９８５年，
|ªG"¡Àì@A2 !""+ 3
+ N«YÖ)@A
原属县小型国有企业。２００６
年６月份进行了企业
*4ù¬«*0ý@A4ªGB"@Ah®
改制，现为股份制民营企业，隶属县中小企业发展
Q2 w¯°±v²１９０３
%&"$ 平方米，有职工６５人，拥
â'¦4ìí? +' î4³
局。公司占地面积
ì´ÁW÷
$+"
;<4àW÷
;<2 !""# 3
有固定资金 ３６０万元，流动资金 !""
２００万元。２００８年

进行了技术改造，有酱肉生产线、果蔬生产线、低
YÖ)µ¶ Ø4ì?P5sÍ\O·5sÍ\
温生产线３条生产线。年设计生产能力６５０吨，产
I5sÍ $ Ë5sÍ2 3kò5s¡ +'" 94s
值
年实现产值
: １５４４万元，利税
%'(( ;<4 |ö１４９
%(& 万元。２００８
;<2 !""# 3øùs:

６１０
３０万元。主要产品有∶清香牛肉、五
+%"万元，利税
;<4|ö $"
;<2 RNs0ì¸]P\¹
]P\º»]P\¼½]¾¿\À^\ÁÂP\
香牛肉、休闲牛肉、麻辣牛蹄筋、香酥鸡、腊羊肉、
½ÂÃ\ÄVYj014s0RNÅÆÇ\
香辣羊脖、蜜饯杏仁等品种，产品主要销往甘肃、
£È\ÉÊ\ËÌ\Íj±2 s0ÎÏgÐÜÑ
新疆、陕西、北京、天津等地。产品曾荣获第二届天

水旅游商品展销会一等奖，２０００
年荣获中国西北
DEFGH+$K2%&#( 3８# 月筹建。由张家川县
{ÒÓ0®Ômjm4!""" 3ÏgBÀÊË
N,M2ODEFG
张家川县城前山路。１９８４年
财政专项投资
万
-"./VW５' 万元，省民委筹措无息借款
;<4T01,23456 ４６
(+ ;

0Õ³Ô÷mÖ!""% 3Ïg×ÀØÙ0Ú±Û
商品交易会金奖；２００１
年荣获全国少数民族地区

元，贴息贷款
９４ ;<4¿X:;Á
万元，选购江苏定
($ 万元，共计
;<49ò &(
<47486 ４３

r\j\£\Üs0Õ³ÔjÝ®mÞ!""$ 3ß
名、优、新、特产品交易会优秀展销奖；２００３
年被天

¡>?=0kl4mn ôÍ43uqrô<2
型加工食品设备，一次配套成线，年底试车成功。

水市政府命名为名牌产品；２００５
年被天水市政府
{h"àárrâs0Þ!""' 3ß{h"à

=>M?\`Ër2 %&#*年
3 ９& N4ü@&*
并续建酱油、粉条车间。１９８７
月，经济体制改

-ãAsAüý¾Â
Ú
ÌS@A%4!""* 3 %%
N
列为农业产业经营重点＂龙头企业＂，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

革中，公开招标实行个人承包经营。１９８９
年有职工
AB4wCDEøÖ/îFGüý2 %&#& 3ìí?

被国家审批确定为民族特需商品重点生产企业。
ßÀEäåÁ0ÚÜæ0¾Â5s@A2
张家川建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456789 食品加工企
=0>?@

５５''人，有配套高压常温杀菌锅、２．５
吨锅炉等主要
î4 ì ÓH©IJKL\!)' 9LMjRN
设备
kl３０
$"台（件）。设水果、肉类罐头车间，主要生产
}ÄÅÆ2 k{O\PQRSr4RN5s
桃、梨、杏、橘、樱桃、杏仁、苹果、蕨菜、牛肉、鸡肉
T\U\V\W\XT\VY\ZO\[\\]P\^P
%&#+ 3t
RSÏ_`ab\?j %"
罐头和沙棘饮料、酱油等
１０ 1s02
多种产品。１９８６年至
%&#&年，累计生产水果罐头
34ñò5s{ORS ７１．３８
*%)$# ;c4PQRS
１９８９
万瓶，肉类罐头
１２４．２３万瓶，总产值２１０．５４万元，其中
１９８９年完
%!()!$ ;c4ds: !%")'( ;<4eB %&#&
3ó

A2BCDEFGH2!""$ 3ç|M=0
业。位于张家川县城。２００３年在原建明清真食品厂

基础上扩建，占地面积
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èåéM4°±v² ８３００
#$"" â'¦4Mêdv²
!("" 平方米。该公司为股份制民营企业，总资产
â'¦2 nw¯¬«*0ý@A4 dWs
２４００
$#" 万元。主导产品为系列清真香辛调味品，其生
;<2 Rës0,-ìíî04e5
３８０
%"" 9
34 s0ïðñÚ
Mòî
s¡ １００
产能力为
吨 - ／年，产品注册商标＂建明百味

!"# !－
－! １８５

!"#$%
天水大辞典

香＂，产品已取得中国商品条码。有年产
２０ 1!2
吨香辛
!"#$%&'()*+%,-. /0$ !"

投入流动资金
平方米的生
V|3}Â~８９６
*&' 万元，建起了１４００
ÃÄ;»` %#"" ¾¿À\9

料调味制品系列生产线，研制开发出清真炒菜香、
3456%789$:;<6=>?@ABC!D
麻辣香、火锅料
、炖羊肉料等系列调味品及鸡精产
EF!DGH3DIJK3L7845%MNO$
品，以及在张家川县商业城经营以调味品为主的
%# PMQRSTU+VWXYP45%Z[\
食品门市部，是张家川县规模最大的调味品经营
]%^_`; aRSTUbcde\45%XY

产公司。同时配置了比较齐全的生产设备及食品
$´µ. =` Õ\9$ÇÈM]%
消毒等卫生设备，形成了冲洗、裁剪
、加工、包装、
+LJ9ÇÈ;¢`DDDÙD
质检等一系列严格的生产工艺。产品以甘谷辣椒
aL78r\9$o. $%PzF¥
为原料，辅之以其他天然绿色食品为佐料，使该公
Z¤3;PÎCAB]%ZÞ3;´

企业。２００４
0gRSTUhijklmnojp
fV. !""# 年被张家川县物价局和技术监督局授
予价格计量信得过单位，２００７年由甘肃省民族事
qirstu(vwx;!""$ 0yz{|}~

司产品香辣可口，老少皆宜。包装采用国内先进的
µ$%!F;. Ù*_p\
lm.
彩塑技术。

务委员会、甘肃省财政厅和中国人民银行兰州支
D z{| k)*}

<=>?
包装印刷

Z

"}~+%9
行确定为＂十一五＂期间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
$fV.
产企业。

甘谷全录王辣椒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食品加
&'()*+,-./01234 ]%
工企业。位于甘谷县大像山工业园区，成立于
１９９０
fV. xzUeV ¡#¢£ %&&"
年，是在原甘谷县辣椒制品厂的基础上创立的一
0# aQ¤zUF¥6%¦\§¨©ª£\
家集辣椒研究、开发、种植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民
S«F¥<¬D=>D®D9$D¯°Z±\}

甘肃汉辅东方纸业公司
&@ABCDE.34 造纸企业。位于麦
 fV. x¡

积区渭南镇缑家社
号。前身是天水东方纸业
¹¡Y¢X£S¤ １６８
%'* h.
¥¦aCDg¿ V
公司，２０１１年初天水东方纸业有限公司与陕西汉
´µ;!"%% 0§CDg¿ V/¨´µl©úª
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股权重组形式组建了现在
öV««/¨´µP²¬®r®»`÷Q

营股份制企业。公司占地面积
亩，建筑面积
的甘肃汉辅东方纸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参照宁夏
Y²³6fV. ´µ¶·¸¹ ２０
!" º#
»¼¸¹
\z{ªg¿ V/¨´µ. ´µ¯°±²
６０００
多万元，拥有大小 中卫市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产业模式和
'"""多平方米，固定资产
½¾¿À;ÁÂ$ １５００
%("" ½ÃÄ;Å/eÆ
)J_)³´ø V²³/¨´µ\$Vcrk
辣椒加工设备
１５０
１５０多人，其
先进的工艺技术，在麦积区原南河川东方纸业公
F¥ÇÈ
%("多套（台），有职工
½ÉÊËÌ;/Í %("
½;Î
µ\olm; Q¡¹¡¤¢¶Tg¿ V´
中技术人员
司厂址及东南区域约
亩土地上投资建设造纸
)lm４０
#"多人，下设财务部、研发部、市场营
½;ÏÇ`D<>`D_ÐY
µ¦·Mg¢¡4¸ ３００
+"" º¹·©VÂ»Ç
销部、生产部、后勤部和办公室。研制开发的＂全录
¯`D9$`DÑÒ`kÓ´Ô. <6=>\

ÕÖ
×"Ø78F¥6%ÙÚÛ!ÜÝF¸;ÞßF
王＂牌系列辣椒制品包括五仁香油泼辣面，佐餐辣
¥àDáDâDãÛ!ÜÝFä;åæ!FçÜ;å
椒丝、丁、片、果仁香油泼辣子，高级香辣红油，高

纯度小磨辣子香油，小磨麻辣酱，香辣剁椒，辣椒
èéÆêFä!Ü;ÆêEFë;!Fì¥;F¥

肉丁５
２０００
Ká (大类
eí ２０多个系列产品，年加工能力
!" ½î78$%; 0ïð !"""
吨左右，年产值达到
４９０
1ñò;0$óôõ ２５００
!("" 万元以上，实现利税
ÃÄP©;ö÷øù #&"

万元，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辣椒深加工龙头企业。
ÃÄ;¢Zúû·¡de\F¥üýþfV.

产品畅销于全国各地及马来西亚
、韩国等国家，曾
$%ÿ¯Õ*!·M"#ú$D%*L*S;&

?º.
项目。

天水轩辕纸业有限公司
!"FGE.1234 造纸企业。位于清
 fV. x@
DUç»XV ¡;¶·¸¹ !*(*% ¾¿À. a
水县红堡镇工业园区，占地面积２８５８１平方米。是
y¼ý½D¾¿ÀÂ|²W»\PÁ Z¤3;9
由吉龙涛、孙旭合资入股兴建的以废纸为原料，生
$åÂéÃÄÅÆ \S÷k fV. ¢£
产高强度施胶瓦楞纸的一家现代造纸企业。成立
!""' 年９
0 & 月，公司总投资
i;´µÇVÂ ("""
于２００６
５０００ ½ÃÄ;»¢9
多万元，建成生
$ÈÉ４０００ｍｍ，车速
#""",,;ÊË ２８ｍ／ｍｉｎ，年生产高强瓦楞纸
!*,-,./;09$åÂÅÆ
产宽幅
(
Ã1;
a*_º¥3ÃÄÅÆ¤
39$
５ 万吨，是国内目前一流施胶瓦楞原纸一流生产

+,-u./0"

12345|¡6lmD 6$
消费者信誉金奖＂＂黄河流域九省区新技术、新产

:;V$óô１．６
%0' 亿。
Ì.
线，工业产值达
!"HI>?J
ÍÎfV. xÏ¡Ð
天水新华印刷厂 印刷企业。位于秦州区赤

品博览会金奖＂＂中国西部商品交易会名
、优、特、
%78/0"
)*ú`+%9:;D<DD

%"&号，占地面积
h;¶·¸¹ %"
az{|6
Ñd１０９
峪路
１０Ã¾¿À.
万平方米。是甘肃省新

新同类产品唯一金奖＂等
6=í$%>/0"L１０
%" 多项国家、省部级荣
½?*SD|`æ'
.;g@Z

)*AB]% )

CDe;
誉，被评为＂中国绿色食品
Ａ æ$%"
级产品＂＂天水十大名
Ø$%". fV\ªVEg)FGHËDI^J
牌产品＂。企业的创业事迹被中央电视台、澳门卫

节』约地球

荣获国家科技部和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食品
'(*S)l`k)*]%V*
)*]%

HD z{JHD CDGHËDK}LMN
Oz{L
视、甘肃卫视、天水电视台、《人民日报》《甘肃日
MP
Kz{XQMP
Kz{+MP
KCDLMP LR
报》《甘肃经济报》甘肃工商报》《天水日报》等诸
½6ST±MU. !""#年，公司投资
0;´µVÂ２００
!"" 多万元，
½ÃÄ;
多新闻媒体报道。２００４
Q6WXYD34·¡kZ[X\]^¡4_»
在新兴镇渭水流域地区和磐安镇毛坪村区域内建
¢`Ãº<aF¥®§·; fVb©`$Vc
成了万亩优质辣椒种植基地，企业走上了产业化
=>XY\dä.
开发经营的路子。

省

甘谷县恒盛辣椒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加
&'567+,8912:;34 ]%
工企业。位于甘谷县大像山镇康庄东路９号。创建
fV. xzUeXefgd & h. ª»
于
年元月，是一家容现代技术与传统工艺为
 １９９６
%&&' 0Äi;aSj÷klmlmnoZ

一体的股份制企业。１９９８年
月在国家工商局进
±\²³6fV. %&&* 0 ５( iQ*S+jp
qrst. [u9$F¥àDF¥¸DÜF
行正式注册。主要加工生产辣椒丝、辣椒面、油辣
¥;v$qw\z
çx"F¥6%ÿ¯Õ*y
椒，所产正宗的甘谷＂红娇＂辣椒制品畅销全国各

!"#$%&'()*+
天水新华印刷厂生产车间
S?ÒjÓÔ\*SæÕÖÍÎ¦. »
闻出版局直属的国家级定点书刊印刷厂。建于
%&'$ 0;ÁÂ$ '(""万，拥有各类进口、国产大
Ã;Å/yíµD*$e
１９６７年，固定资产６５００

中型设备
*" 余台（套），年生产能力由建厂初期的
ØËÊÉÌ;09$ïðy»¦§\
)×ÇÈ８０

１０万令纸发展到现在
万令纸。现有职工５４０
%" ÃÙ >Úõ÷Q ３０
+" ÃÙ
. ÷/Í (#"
·;0ö÷øù %!" ÃÄ. Q １９９６
%&&' 0Äiz{
地，年实现利税１２０万元。在
年元月一次性 人，专业技术人员５１人。具备制版（电子分色、电
;ÛVlm (% . ÜÈ6ÒÊÝäÞBDÝ
!"# !
－! １８６－

! 业
"
工

脑创意、激光照排）、印刷（单色至多色）、装订（精
!"#$%&'()$*+,-./0.)123,4
装平装特种装订）等全部印制工艺的加工设备和
2526723) 89:*;<=>?<@AB
制作技术，是甘肃省内大型综合印刷企业之一。工
;CDEFGHIJKLMNO*+PQRST <
厂设有秘密载体印刷（复制）工场，设备配套齐全，
U@VWXYZ*+,[;\<]F@A^_`9F
保密安全措施完善，全封闭式管理，工作场地隔
aXb9cdefF 9ghijkF <C]lm
离，内部生产、生活
、文化娱乐设施齐全，可安全保
nFK:op$oq$rstu@d`9Fvb9a
密地印制各种秘密印刷品，连续
年承印全省大
Xl*;w7WX*+xFyz １０
!" {|*9JL

娃哈哈集团天水分公司的生产配套需要，同时还
 ©ª®¯>op^_ßF ìM
生产各种不同规格、不同类型的高档纸箱，水果包
opw7ìz$ìM>ºàFªê¬
装箱。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à ·>ÙB*
武山造纸厂
;<=*> 造纸企业。位于武山县洛门镇，
ÂºPQ ÉVF
距县城
１９５７
V １５
!' 公里。前身为洛门造纸厂，始建于
®N ÔÕÂºUFÁÉ !&')
年，１９５８年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１９８５
{F!&'% {9 Z¡V;¢9£¡V; !&%'
年，改造扩建后更名为武山造纸厂，分设新、旧两
{F4Â¤Á+ÜÝÂºUF@$¥W

}~1FJ 

$} 厂区。拥有年产６０００
UÌ ¦V{p +"""吨文化用纸和
§rs¨ºB１．２
!*# ³§©ª
中专、成人考试卷，被省教委评为＂高、中级考试招
万吨白板

生工作信得过单位＂。２００２
１４１
{Jpx !$!
o<C- #""# 年荣获省优产品
种，部优产品
８０ 7
种。获得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授予
7F:px %"
HIJ
的＂甘肃省书刊印刷质量优秀企业＂称号。下设股
>

HIJ*+ ¡¢PQ£¤¥ ¦@§
份制企业天水新华包装装潢公司、总投资
¨;PQ©ª«¬22®¯1°±²９００
&""万元，
³´F
µ¶·LM¸¹ºop»1 ¼.ª½*+¾8¿
购置了大型瓦楞纸生产线、三色水性印刷机等相
À@AFÁÂUÃSÄF{ÅÆ １０００
!""" 万元以上。
³´ÇÈT
应设备，建造新厂房一栋，年销售
天水包装装潢厂
#$%&&'( 造纸包装企业。位于秦州
Âº¬2PQT ÉÊË
区工农路５１号，占地面积
Ì<ÍÎ '! ¥FÏlÐÑ３４３７．８６
($()*%+ 平方米。前身为
5ÒÓT ÔÕ
成立于
年更
ÖÉ １９５８年的市区纸盒厂，经演变
!&'% {>×ÌºØUF ÙÚÛ １９８６
!&%+ {Ü

纸两条生产线，年产值
ºWäop»F{p« ７２００
)#"" 万元。１９９０年以来，企
³´ !&&" {Ç¬FP
QoÉ®p¯°Fy{,o±²F³D=>²
业处于半停产状态，连年发生亏损，导致严重资不
´; !&&$ {１２月停产。１９９６年
!# ®p !&&+ {１月，租赁给天
! Fµ¶·©
抵债。１９９４年

水客商马延东经营。１９９８
年１月再次停产。２００１
! ¾¿®p #""!
ª¸¹º»¼Ù½ !&&% {
{ ２月，租赁给山西省闻喜县八一造纸厂经营。
# F µ¶·JÀVÁSÂºUÙ½
年
#""#年
{ ８月，对旧厂区全部资产依法出让，职工一
% FÂ¥UÌ9:²pÃGÄFÅ<S
２００２
次性安置。２００４
¿½b¶ #""$ 年，由于新厂区扩建贷款一直未偿
{F9ÉUÌ¤ÁÆÇSÈÉÊ
还，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新厂区判决给省信托投资
MF J£GËÌUÌÍÎ·JÏ±²
®¯FÇPQ²p´ÐÆÇsíÑ
公司，以企业资产抵顶贷款及行息。

名为天水包装装潢厂，主要产品有纸箱
、纸盒 、瓦
Ý©ª¬22UFÞßpxVºà1ºØ1¸

武山县均力塑料有限责任公司
;<?@ABC45DE67 包装企业。
¬2PQ

¹º1á*x8F{pºàºØ ５００
'"" ³âF¸¹º
楞纸、彩印品等，年产纸箱纸盒
万只，瓦楞纸
à1ãäºà16åæà1
çèéêºàHI
箱、薯条纸箱、特曲酒箱、＂花牛＂苹果纸箱被甘肃
JëìíQîSÝF ï9JðVSñ>òóT
省评比同行业第一名，在全省享有一定的声誉。
!&&) {Fôõö ３１６
(!+ »ÊË÷øùú<ûFPQ
１９９７年，因国道
线秦州过境段拓宽工程，企业
{PQÿh
ü9:ýþF!&&% 年企业关闭。
被迫全部拆除，１９９８

ÉV Ò~hÓ ÔÕV*+UF
位于武山县城渭河北岸。前身为武山县印刷厂，始
ÁÉ １９５７年。１９９８
!&') { !&&%年，投资
{F±² +""
建于
６００ ³´ÂQÔÕÖ
万元对原塑编袋
op»]í¤Á+F {op×Y9 '""
³äØ
生产线进行扩建后，年生产能力由
５００万条提高
Ù
#"""
³äFPQÜÝV¬2®¯
Þß
到 ２０００ 万条，企业更名为武山县包装公司。主要
pxVÔÕÚ$ÛÜÖF0_HIJ p
产品有塑编袋、网眼袋，多次被评为甘肃省优质产

)$*+,-( 造纸包装企业。位于秦州
Âº¬2PQ ÉÊË 品，企业多次荣获省、市、县＂先进企业＂称号。２００２
xFPQ0_J$×$V

\]PQ£¤¥ #""#
天水纸箱工艺厂
区五里铺金家庄，厂区占地面积５．３
亩。前身为
Ì!"#$%&F UÌÏlÐÑ '*( '
ÔÕ
{ + FPQpÝÞZ¢ÄF>ßÁà®V;
年６月，企业产权整体转让，重新组建为非公有制
１９５６
!&'+ 年成立的天水市修鞋生产合作社，后发展生
{Ö>©ª×()opOC*F +,-o
PQF4¤VáYÔQVâãä®¯ cV°
企业，改称武山县均力塑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总

产汽车保温套和弹簧椅等产品，１９８７年改名为沙
p./a0_B1238pxF!&%) {4Ý5
发坐垫厂，１９８８年改名为纸箱工艺厂，主要产品有
,67UF!&%% {4Ýºà<=UFÞßpxV
包装纸箱、沙发家具等。由于市场变化三角债务严
¬2ºà$5,%88 9É×]Ûs¼:;<=

资产
²p１１５９
!!'&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³´Få}æñ²p ７１９
)!& 万元，流动资
³´Fçè²
产p４４０万元，员工１１０
１０００
$$" ³´Fé< !!" 人。年生产水泥包装袋
 {opªê¬2Ú !"""

重，管理方式落后，历史包袱沉重，致使企业无法
>FjkÒi?+F@A¬BC>FDEPQFG
HIopF#""( 年企业宣告破产还债。
{PQJKLpM;
正常生产，２００３
)$./01234567 印刷企业。位
*+PQ 
天水秦瑞防伪印务有限公司

产值
p« １６００万元。２００８年生产塑编袋
!+"" ³´ #""% {opÔÕÚ２１６
#!+万条，产
³äFp

于秦州区五里铺桥。原天水秦税印刷厂，是秦州区
ÉÊËÌ!NOP Q©ªÊR*+UFGÊËÌ
R<"S>,TñU*+U%F ®¯ñU|*
税务局创办的发票定点印刷厂家，公司定点承印
©ª×õR$!VWÌ>,X*;<CFDEY
天水市国税局、五县两区的发票印制工作，技术力

量雄厚、生产设备先进，年印刷量可达
８３００ ³*
万印
¡Z[$op@A\]F{*+¡v^ %(""
_F{"`R %*' 万元左右。现有大小设备
³´ab cVLd@A２６#+台，
eF
次，年创利税８．５

³äFÔëÛÜÚ５００
'"" 万条，编织袋
³äFÕìÚ ５００
'"" ³äF{
万条，塑料网眼袋
万条，年
("" 万元。
³´
值«３００
FGHIBJKL4567;<M67 ¬
兰州鸿煜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武山分公司
包
2PQ ÉVíîÒ~LPhFV !'
装企业。位于武山县鸳鸯镇渭河大桥北，距县城
１５
®N ÖÉ ２００２年
#""# {１２
!# 月，系兰州鸿煜塑料制品
FiïËðñÔë;x
公里。成立于
Vâ®¯¦ò®¯ ¦V (３ äÕìÖop»B
有限公司下属分公司。拥有
条编织袋生产线和１!
条网眼袋生产线，扁丝拉丝机
äÛÜÖop»Fóôõô¾３( 台，圆丝拉丝机
eFöôõô¾ !１
eFöì¾ $!
eFÛÜ¾ #"
! eF*+
台，圆织机
４１台，网眼机
２０ eF÷ø¾
台，覆膜机１台，印刷

f ] g  > h L Ò H £ % & ' (  i j $ 机２台，以及其他辅助设备
üe ÞßpxV
¾ # eFÇsåùúû@A !"
引进最新的＂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版系统、
１０余台。主要产品有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数字图像处理软件、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１１．０ m
图
,-./.0-.1 klmnokpq$2.3456789!!*"
形制作软件以及较先进的数码复印机，使印件具
r;CpqÇst\]>ku[*¾F E*q8
有了新的特点，印刷速度快，价格低廉。
V·>6UF*+vwxFyz{|
天水裕霖包装有限公司
)$89:&4567 包装企业。位于秦
¬2PQ ÉÊ

州区滨河西路。占地面积
平方米。始建于
+$(# 5ÒÓ
ÁÉ
ËÌ}~Î ÏlÐÑ ６４３２
#""! { ! F GË ©ªopl^
２００１年１月，是杭州娃哈哈集团天水生产基地配
套生产系列包装箱的股份制企业。该企业满足了
_opi¬2à>§¨;PQ PQ·

水泥包装袋、各种塑编袋、网眼袋等，年生产能力
ªê¬2Ö$w7ÔÕÖ$ÛÜÖ8F{op×Y
２５００
１５００万元。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
年被县
#'""万条，产值
³äFp« !'""
³´ #""$ {$#""' {V
委
、县政府评为＂先进企业＂＂支持教育工作先进单
$Výþ

\]PQ£

ÿ! "<C\]位＂＂纳税先进单位＂，２００５年，被县工商局、县个体
£

#R\]-£F#""' {FV<¹$V$Z
%½&

\]%½PQ£F#""+ 年，被天水市
{F©ª×
私营协会评为＂先进私营企业＂，２００６
£ýþ

\]PQ£¤¥F'(©ª×

'"
人民政府授予＂先进企业＂称号，并列入天水市＂５０
)<QPQ£ #""% {F opw7¬2Ö !)""
³
户工业企业＂。２００８年，生产各种包装袋
１７００万

!"# !
－! １８７－

!"#$%
天水大辞典

条，实现产值
!"#$%&１６００
!"## 万元。
'()
张家川县造纸厂
&'()*+, 造纸企业。位于张家川县
*+,-) ./0123
城峡口路。１９７２年７月筹建，１９７４年９月建成投
4567) !$%& 8 % 9:;<!$%' = $ 9;>?
产。最初生产食糖、面糖、砂糖，因原料缺量大停
%) @AB%CDEFDEGD<HIJKLMN
产。１９７６
年９$ 月，在糖厂西侧筹建张家川县属国营
9<ODPQR:;0123STU
%) !$%" =
纸厂，至
１９７７年
１０9WXYZ?%)
月竣工验收投产。１９７８年３月
+P<V !$%%
= !#
!$%( = ) 9
DP[\]+P<,-^_`0123D+P<a
糖厂合并给纸厂，企业更名为张家川县糖纸厂，内
设造纸、制糖车间，统一管理，分别核算，各计盈
b*+EcDde<fghi<jklm<nop

万元，上缴税金
２万元，实现利润
１．６万元。后因生
'(< ÄO &
'(<à$± !,"
'() HB
产不景气，加之设备老化，于
２００３=年６月按照国
" 9T
%Þ<òbÍ</ &##)
家政策对该厂进行了破产改制。
1PP[áâã%yc)

/01234567
服装鞋帽纺织工艺品
甘肃春风纺织（
集团 ）有限公司 æ-)
纺织企业。
89:;34<=>?@ABC
./7 ! ) SF &*# < 
位于秦州区春风路１号。占地面积２５０亩，拥有麦

q) !$(# 8rscDde<D+P^t`*+P)
亏。１９８０年撤销制糖车间，糖纸厂更名为造纸厂。

ëÕ ·íB%P) ¡OI
积区社棠镇和秦州区两个主体生产厂区。是在原

１９８４
１５３ '(<jxy*z{|
万元，分期改造单缸小
!$('年省、市、县筹资
8uEvE3:w !*)

大型国有企业甘肃春风绒线有限责任公司和天水
M~T æ-BC¢ £¤¥¦ÕJ

+}` !#$&型多缸板纸机，新建四吨锅炉１座，
~{+}< ; ! <
纸机为１０９２

§g¨Pã%ñ©ªycQÔñg1«
第一毛纺厂破产的基础上改制重组的一家以纺织
增设
立方米蒸球１台，改建７立方米打浆机２
!' 
! < y; % } &
b １４
-`·¬<KXgíñ®¯cEUæ-) °5
业为主导，科工贸一体化的股份制民营企业。注册
<;>}%+ %+(吨生产线。１９７６
B%)!$%" 8
台，建成机械化日产黄板纸７￣８
年
!$($ 年，先后生产砂糖、水果糖计
8<B%GDEDo *,%%
')
至V１９８９
５．７７万公斤。
生产瓦楞、包装、卫生、有光、挂面、茶板、黄板７种
B%EEBE ¡E¢£E¤E % ¥
规格机制纸
万元，销售
¦§}c+６１００
"!##吨，累计产值
<¨o%& ４６２．４１
'"&,'! '(<s©
收入
Zª３６８．７５万元。１３年平均年产值
)"(,%* '() !) 8«¬8%& ３５．５７万元，其
)*,*% '(<
中６年亏损１２．５３
万元，７年盈利累计
® " 8¯° !&,*)
'(<% 8p±²o３．４１
),'!万元，
'(<

盈亏相抵尚亏９．１２
p¯³´µ¯ $,!&万元。经省主管部门批准，从投
'() ¶u·h¸¹º»<¼?
%8½¾¿ " 8ÀÁÂÃÄ<]ÅÆÇÈÉ) !$($
产年起连续６年免征所得税，给予优惠扶持。１９８９

年有职工
8 ÊX１３５
!)*人，主要设备有
Ë<·ÌbÍ ３４（台）件，厂部设生
)'ÎÏÐ<P¸bB
%EÑsEÒÓ-ÓÔÕÖ[×Ø) B%b
产、供销、财务业务组和综合办公室。生产线设蒸
ÙEcEÚ+EÑÛEÜÝde) H¶UÞßN
煮、制浆、操纸、供汽、维修车间。后因经营不善停
%<&##) 8
9àáâã%yc)
产，２００３
年 "６月实行了破产改制。
&'()-., 印刷企业。位于张家川县
äåæ-) ./0123
张家川县印刷厂

资本
１２５０
wn ２１００万元，总资产１．２６
&!## '(<w% !,&" 亿元，在岗员工
±(<O²³X !&*#
Ë<n´cdË³ !'#
µË) ·Ì%; ¶
·¸
人，各类技术人员
１４０余人。主要产品有＂春风＂牌
¹Eº¨E»¼ü?M½%;E
¶¾¿À¸ÁÂ
混纺、纯毛
、腈纶等三大系列产品、＂雪莱＂牌山羊

绒、羔羊绒、牦牛绒、驼绒等系列产品。拥有纺锭
¢EÃÂ¢EÄÅ¢EÆ¢ü½%;)  Ç
７２００
３００ µ)
余台。年产＂春风＂牌各类
%&##枚，毛针织设备
È<¨ÉbÍ )##
=%
¶
À¸n´
绒线
２５００ <n´¢Ê
吨，各类绒衫２０
¢３０００
)###吨，毛条
<¨! &*##
&# 万件，是
'Ð<¡
西北、西南地区最大的绒线生产企业。多年来名列
QçEQËS@Mñ¢B%æ-) =Ì_½
¶
!# Í５０*#户＂行列。曾经是纯毛、混纺、化纤
ÎÀá½) Ï¶¡º¨E¹EÐ
Jv
天水市＂１０强
¢  ＦＪ－７９
-./%$ h
»ñ½Ñc
Òz.) bÓâ
绒线
标准的起草
制定单位。通过
了
012$##!Ô&### ðLíÕi)
Ö×X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质量体系认证。先后多次获纺织工
业部、甘肃省政府授予的＂优质产品＂称号，＂雪莱＂
¶
Æð%;ÀÚ<
¶
¾¿À
-¸EBCuPØÙÅñ
¸¢Ê×ÛÜÝÞuðLßàAOáE
BC
牌绒衫获黄河流域九省区质量博览会金奖、甘肃
uÆð%;ÕBCuâãä;ñÚ< ¡BCu
省优质产品和甘肃省陇货精品的称号，是甘肃省

中城北路。由张家川县手工业联社主管，属手工业
®4ç7) è0123éX-êë·h<SéX-

å_gh) %;æs@T２０&#多个省市、自治区，出
 uvEoç<è
著名商标。产品畅销全国

集体企业。１９５７年
ìíæ-) !$*% 8 ８月，将集体性质的印刷加工能
( 9<îìíïðñäåòXó

éêTEnEëTüT1ÕS)
口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和地区。

力部改建为国营印刷厂。购置铸字机、圆盘印刷
ô¸y;`TUäåP) õö÷ø}E ùúäå
机、切纸机等，开始铅字排版，机械印刷。１９６２
年改
}Eû+}ü<ýþÿø!"<}äå) !$"& =y

甘谷＂大漠行＂麻编鞋业有限公司
8D
E
#FGHIJ1K@ABC 工艺品加
Xì;ò
工企业。为天水市＂１０强
í
!# Í ５０户＂企业。位于甘谷县
*# ÎÀæ-) ./Bî3
Xæ-) `Jv

为集体印刷社。承印卷宗、信封、文件、布告、档案
`ìíäåë) #ä$%E&'E(ÐE)*E+,
-E./0123ë4Xjé5E65E78E9:
袋、笔记本及农村社队工分手册、表册、票据、账簿
&# ¥%;) !$%# =y`äåP) ®<=g>
等ü２０多种产品。１９７０年改为印刷厂。中共十一届
?®@A<BCuoDEBCEDFG?w ７．５
%,*
三中全会后，甘肃省计委、甘肃民委专项投资
'(<BCuHX-IEJvKDFG?wLM
万元，甘肃省轻工业厅、天水市科委专项投资贴息

城西环路。２００５
年 )３月成立，是从事麻编工艺制品
4Qï7) &##* =
9><¡¼ðñòXìc;
设计、加工出口的民营企业。有员工
boEòXèéñEUæ-)
³X４００
'## 多人，占
Ë<
'«X<;óF １．２
!,& '«X<w
SF４'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地面积
万平方米，总资
&'## 万元。年产各类麻鞋及麻编制品
'() =%n´ñô1ñòc; ２００
&## '
产% ２４００
多万
õÎÐÏ<%& &###
%; ñöôEñ÷
双（件），产值
２０００'()
多万元。产品有麻凉鞋、麻拖

有偿资金８万元，张家川县财政投资
NwO ( '(< 0123ÒP?w３ )万元，共
'(<<

ôEøùô1n¥úEEûüEýþÿE!"E#
鞋、休闲鞋及各种帽、包、坐垫、装饰腰带、衣架、缆

１９．５
万元，重新规划厂地，扩建车间) ３栋及职工宿
!$,* '(<Q¦RPS<T;de
U1ÊXV

绳
多个花色品种。主要出口产品有麻凉鞋、
$ ３０００
)### 
%f;¥) ·Ìèé%; ñöôE

!$## 平方米，添置新型机械设备
«X< Yö~}bÍ
 ÎÐÏ)
舍W１９００
１３!)台（件）。
!$((年
= １１
!! 月，引进丝网印刷项目，有电子、微机、
9<Z[\]äåG^< _`Ea}E
１９８８

ñ÷ôE&ñôEøùô'
;¥<%;(sQ
麻拖鞋
、童麻鞋、休闲鞋近 !#
１０ 个品种，产品远销西
)*E+M±,EêTE-TEëTE.TEnüT
班牙、澳大利亚、美国、德国、法国
、英国、日本等国

四通、铅盘四种排版技术，印刷彩色商标、证件、书
bEÿú¥!"cd<äåefghEiÐEj

家及东南亚各国。２００５
=１０
!# 月，在第三届中国国
9<O§?>®TT
11/Ë,nT) &##*年

刊、日历、笔记、作业本等。主要设备有自动印刷、
kElE./Em-nü) ·ÌbÍ opäåE

际农产品交易会上获＂畅销产品奖＂，产品通过国
02%;12A×
¶æs%;áÀ<%;bÓT
际质量管理和环境管理两大体系认证，同时获得
3ðLhiÕï4hiMíÕi< 56×Ã
自营进出口经营权和发明专利保护权。同年
１１
oU[èé¶U7Õ89F±:;7) 5= !!

qäcrEbøE|~säEtuväE_`w
复印制版、四通打字、小型胶印、高速油印、电子扫

描、切纸
２５ 
台
x E û + 、眷印
E y ä E、排字、装订等现代化机械
! ø E  z ü $ {  }  &*

（件）。厂务管理设财务供销、生产调度、安全质量、
ÎÐÏ) PÓhibÒÓÑsEB%|}E~@ðLE
月，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国际鞋业博览会上，与意大
9<O-T<=>?T3ô-ßàA<@AM
cdEÖ[×ØB%fb!øEäåE
技术革新、综合办公室；生产系统设排字、印刷、装

订车间和销售门市部、打字复印部。年总产值
２１．５
zdeÕs©v¸Eøqä¸) =%& &!,*

±EêTEQ)*E-TTBzèéÑã[5 "#
利、美国、西班牙、德国四国签订出口供货合同
６０
'ê() &##% 年，＂大漠行＂牌产品被评为＂甘肃
=<
¶
MCáÀ¸%;DE`
¶
BC
多万美元。２００７

!"" !
－! １８８－

! 业
"
工

省名牌产品＂，公司被评为＂甘肃省农业产业化龙
!"#$%&'()*+,./!01$123
头企业＂。２００８年，出口供货
万元，累计自营出
$%& =>'?@AB9
45167 !""# 8'9:;< ４６９
!'% =C>7
口:２．６万美元。

天水兴国毛纺织有限公司
#$%&'()*+,- 毛毯纺织企业。
DEFG517
位于秦安县何川工业区。公司创建于
(&#) 8'S
HIJKLMNO1P7 ()QRI １９８５年，前

区自由路３６
PAÝ£ *%号，占地面积１２０７．２９
¤[defg (!"+'!& 平方米，企业前
hij[51S
身是
(&)$ 8¥¦c89:[uv$%r;<=
TU １９５４年成立的缝纫组，主要产品有各种男女
衬衫、风雪大衣、防寒服、男女套装和毛呢服装，年
>?^JKLç^MN5^<=ã6wD@56[8
产量
!" =B7 !""" 8[ÉCD£7EF_[51
$A ２０万件。２０００年，因城市道路加宽改造，企业

*GHI7
被迫关闭。

bcDE51[defg,４．８
$'# =hij[Rkf
体的毛毯企业，占地面积为
万平方米，建筑面

天水呢绒时装厂
.$;<=92 服装加工企业。位于秦州
567O517 HIJ
Pp£２号，占地面积４．２
! ¤[defg $'! 亩，企业前身是天水
ÿ[51STU¨
区南民路

g *'( =hij[ lmn$ )!"" 多万元的民营企
o=>cpB5
积３．１万平方米，固定资产５２００

*5ZOPQ0¥¦c[ uv²`$;5
市被服厂三车间分设成立的，主要以生产各种服

业，现有职工８５０
名。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有毛毯
()`$cuv$%rDE
1'qrsO #)" t7

装为主，年产量
万件。２００１年，企业破产。
() =B7
!""( 8[51Û$7
6,u[8$A １５

TUVWXYZ[U\F]^G_^`$DE,a
身是兴国绒线厂，是集纺纱、织造、生产毛毯为一

wDExy]7 Uz{|a}x1`$~D
和毛毯专用纱。是西北第一家专业生产拉舍尔毛

.$/>?@A 服装加工企业。位于秦州
567O517 HIJ
天水市工农鞋厂

毯的厂家，从高档到低档有
EcZ}[ r ２０
!" 多种产品，属国内
o$%[W
一流水平，产品主要销往西北，西南和中原市场，
ah[$%uvz{[zw[

PRS£ ++ ¤[defg １０亩，企业前身是
(" ÿ[51STU (&)$
区莲亭路７７号，占地面积
１９５４

并有一部分产品出口到俄罗斯、东南亚和中东一
ra$%9:^ wa
些国家。产品多年来被省、市质检部门评为优质产品。
W}7$%o8*!^+,$%7

年成立的鞋业生产小组。主要产品是各种布鞋。
8¥¦cë1`$ß:7 uv$%U;Të7
(&&+ 8U¨VWZÒ¥XYËøbn$^Z
１９９７年与天水市刃具厂达成了托管整体资产、妥
ÎK[sOc\][YË^[ÝIO_`ab
善安置职工的协议，托管后，由于工种性质差异较
大，企业未能恢复正常生产，于当年对职工进行了
L[51cde&fg`$[Ih8isOjÆX

天水市针织一厂
.$/0)12 纺织企业。位于秦州区解
FG517 HIJ P¡
放路
号。前身为成立于
１９５８年的天水棉纺织
¢£２０３
!"* ¤7
ST,¥¦I (&)#
§c¨©FG 安置。
K[7
厂。主要产品有毛巾类、无纺类、腈纶化纤童毯等，
天水市布鞋二厂
Z7 uv$%rDª«^¬F«^®2¯°E±[
.$/B@3C 服装加工企业。位于秦州
567O517 HIJ
以生产毛巾类产品为主。产品从
１９７６年开始出
²`$Dª«$%,u7 $% (&+%
8³´9 区忠义巷
Pklm２９
!& 号，占地面积１９５４．２平方米，企业前
¤[defg (&)$'! hij[51S
:[r®iª^®µª^¶·¸ª^®¹ª^
TU １９８４
(&#$ 8Ý¨56ën()oTëP
口，有腈纶方巾
、腈纶围巾、印花茶巾 、腈纶枕巾、 身是
年由天水市服装鞋帽公司直属布鞋车
间成立的，主要生产手工布底鞋、轮胎底鞋和皮底
º»¼ª^½·¼ª^¾¿¼ª^¾©iª^Àª^
Q¥¦c[uv`$âOTpë^qrpëwsp
彩条浴巾、提花浴巾、全白浴巾、全棉方巾、餐巾、
Të7 ^U¨tnZu[¥¦¨ënvZ[
½·ÁÂ±' ２０
!" oÃW}weP'Ä¾!Å
提花床单等，销往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省同 布鞋。后与天水制帽厂合并，成立天水鞋帽总厂，
因忠义巷开发，１９９８
Æ1drÇveH7
ÈZA
(&#+
8²'ÉÊ
851xÖHy[isOjÆ
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该厂自 １９８７ 年以来，因经 Éklm³w[(&&# 年企业依法关闭，对职工进行
8ÐÑÒ )**'+
XK[7
BËÌÍÎ±É'Ï8ÐÑ'A (&&*
营管理不善等原因，连年亏损，自
１９９３年亏损达
５３３．７ 了安置。
.$/DEC 服装加工企业。位于秦州区
567O517 HIJ P
天水市制帽厂
.$/0)32 纺织企业。位于秦州区南
FG517 HIJ P 解放路
¡¢£１７０
(+"号，占地面积１１４９．３
¤[defg (($&'* hij[51ST
天水市针织二厂
平方米，企业前身

=>'ÓnÍÔÕ'¬Ö×ØÊB'ÙÚÛ$7
万元，已资不抵债，无法继续经营，宣告破产。

明路
年分离
Ü£ ４号，由天水市针织厂小针纺部１９７０
$ ¤'Ý¨ÞGZßÞF (&+" 8à
出来的。主要产品有工作手套、民用线、松紧绳、花
9c7 uv$%rOáâã^pyY^äåæ^·
线绳、毛衣裤、力士鞋带等。其安字牌白纱线工作
Yæ^Dçè^éêëì±7 íKî#¿]YOá

是１９５４
U (&)$年组织起来的天水市帽业生产小组，主要
8:Gzc¨n1`$ß:[uv

生产各种款式帽子，其产品远销西北五省。进入
２０
`$;{|n}[í$%~z{!7 j !"
世纪
 ９０年代，由于设备技术落后，生产的帽子已
&" 8[ÝI0 ^[`$cn}Ó
远远不能适应市场需求，于
１９９３年企业全面停产，
~~Íd.[I (&&*
851¾f$[

手套在
年荣获甘肃省优质产品称号，１９８９
â ãÄ １９８８
(&## 8
ïð ./!   $ % ñ ¤ [(&#&
年，该产品又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部部优产
§[ È$%òïðóôpõwWöO$ ２００３
!""*年企业破产还债。
851Û$Õ7
品称号。２００２
%ñ¤7 !""!年，天水市针织二厂整体产权出让，
8[¨ÞG÷Zøb$ù9ú[
.$/FG>H3C 工艺品加工企业。位
O%7O517 H
天水市雕漆工艺二厂
¥¦pB51¨KîÞGrû()7
IJ P} +! ¤7 defg *%+#'!) hij7
成立民营企业天水安字针织有限公司。
于秦州区坚家河７２号。占地面积３６７８．２５平方米。
.$4567*+,- 纺织企业。位于秦
FG517 HIJ 前身为
ST, １９６３年成立的天水市木器供销生产合作
(&%* 8¥¦c¨;`$uá
天水璞瑞丙纶有限公司
PüýO1þP7 defg % 亩。原企业为
ÿ7 51,
州区东十里工业园区。占地面积６

[²`$·^^,u7 (&+) 8UO
社，以生产花板箱、水桶、棺木为主。１９７５年与工艺

(&++ 8Ä¨G!Zc"#$¥¦c¨%
１９７７年在天水市织袜厂的基础上成立的天水市丙

5u[Ft,¨OCZ[gw
服务社合并，改名为天水市工艺美术厂，积极发展
®Z[!""* 8[¨%®Z$ùøb9ú¥¦c
'¶^D^O±[`$ O
纶厂，２００３
年，天水市丙纶厂产权整体出让成立的 丝漆印刷、羽毛画、工艺镜框等，并生产雕漆工艺
民营企业，主要产品为丙纶复丝。２００７年经政府研
pB51[uv$%,%®&'7 !""+ 8Ê()* 产品，１９８５年更名为天水雕漆工艺二厂，主要产品
$%[(&#) 8¡t,¨ O÷Z[uv$%
+51Z,yIÊ-.y/cR0[ Ý1£ 销往美国、日本、东南亚各国，产品被省外贸列为
CW^¢£^;W[$%*!¤¥¦,
究原企业厂址用于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由罗玉路

６８%#号搬迁至东十里工业园区。
¤234üýO1þP7
天水市服装一厂
.$/8912 服装加工企业。位于秦州
567O517 HIJ

信得过产品和免检产品。１９９５年受外贸出口全面
§¨©$%wª$%7 (&&) 8«¤¥9:¾f

区解放路
P¡¢£１６１号，占地面积１１８２．８６
(%( ¤[defg ((#!'#% 平方米，企业
hij[51
前身是
STU１９５４
(&)$ 年成立的缝纫组，主要产品有各种男
8¥¦c89:[uv$%r;<
!" =B7
=>?^ <=ã6wD@56[ 8$A ２０万件。
女衬衫、男女套装和毛呢服装，年产量
!"""年，因城市道路加宽改造，企业被迫关闭。
8[ÉCD£7EF_[51*GHI7
２０００
.$/89:2 服装加工企业。位于秦州
567O517 HIJ
天水市服装二厂

业处于长达
1²I³Ò ６年的停产和半停产状态，２００２年全
% 8c$w´$µ¶[!""! 8¾

停止、内销市场漆器滞销，库存产品严重积压，企
¬^[®¯$%°Çg±[5
f$[!""* 8
·51Û$Õ7
面停产，２００３
年 )５月企业破产还债。
.$/IGJC 工艺品加工企业。位于秦
O%7O517 HIJ
天水市雕漆三厂
P¸÷£[defg ８５８０
#)#" hij[51ST
州区吕二南路，占地面积
平方米，企业前身
(&)% 年的天水市弹花生产合作社，１９７４
8c¨¹·`$uá[(&+$
,¥¦I １９５６
为成立于

!"# !
－! １８９－

天水大辞典
!"#$%

年改名为鼓风机厂，主要生产
型鼓风机，１９７８
!"#$%&'()*+,- ７５０
!"# .%&')$%!&
年中城刷子厂并入鼓风机厂，改名为天水市刷子厂。
!/012(34%&5()67$89:12(;
１９８７年开始生产雕漆产品，改称天水雕漆三厂。
'%&! !<=,->?-@A6B89>?C(;
天水新天丝毯有限公司
!"&!'()*+, 丝毯纺织企业。位
DEFGHI; J
于秦州区吕二沟。占地面积
年
!%(( 平方米。２００３
WXY; )##( !
KLMNOPQR STUV７９３３

环路。于
年５" 月组建，原属于清水县综合加
u¹R K １９７３
$%!( !
Zv·¢ýqKt9÷wiÙ
工厂的一个毛衣裤加工组，全组共有８
¢$%!~(fxÕs!WÙ~v¢ yvi &人，１９７４
年，在原清水县综合加工厂毛衣裤加工组的基础上
!¢lýt9÷wiÙ~(s!WÙ~vfnop
扩大建立。１９７６
年，中共天水地区革命委员会授予
}d~
z·eR $%!* !¢/89TN{|

t9÷G(_HIÿBÅR $%!& !
＂清水县针织厂先进集体企业＂光荣称号。１９７８
年

６*月由天水丝毯总厂经企业整体产权受让后成立
Z[89DE\(]HI^_-`abcde
的民营企业，主要产品有
道高档艺术
fghHIA *+-@i１８０
'&+道、２００
jk)## jlmno
挂毯、２００
道高级羊毛毯、亚麻地毯，产品曾多次获
pEk)## jlqrsEktuTEA-@vwxy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贯彻＂调整、改革、整
f%xC/yd¢l

^k6{k^

得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品＂百花奖＂。１９９６
! (３
z{|qk}q~no@; '%%* 年
月，受天水市委、天水市政府的委托，为中华人民
Z)a89: k89:f )$/g
共和国外交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中国驻日本大
k/k/

种腈纶毛衣、毛裤，具有色泽鲜艳、染色牢固、美观
Bs!ksW¢áikk
大方、拉断力强、易洗快干、不受虫蛀、保暖性好等
Xk ¡k¢À£¤k£a¥¦k§¨©ªÔ
特点。１９８８年，生产男开衣、细单背心等
３０ wÕ6
多个式
«¬R $%&& !¢,-<!k®¯°Ô (+
样和花色品种，国家计量局经过全面考核，颁发计
D@B¢|±V²]OyU³´¢µê±
V¶·i¸®¢ ¹ÁÂ}gº$
量验收合格证书，被甘肃省人民政府评为先进集
_R $%%+ !¢»7¸¼ %!
体。１９９０年，更新设备
９７ ½¢$ÁÂ}89g
台，为甘肃省天水绒线公
司成员厂家之一。２００１年６
¾d}(| xR )++$ ! * 月，企业终因资不抵
Z¢ HI¿1À£Á

使馆生产的三块以麦积山为背景图案的大型艺术
,-fCV$f.no
挂毯堪称丝毯之精品，不仅受到外交部领导的赞
pEBDE ¡@¢ £¤a¥¦§f¨
©¢ªyz

89«¬®R -@¯°±kk
扬，还获得＂天水奇葩＂证书。产品远销日本、美国、
欧盟以及东南亚地区。
²³´µ¶tTNR
天水宾乐地毯有限公司
!"-./()*+, 丝毯纺织企业。位
DEFGHIR J
于秦州区建设路２０１号。占地面积
KLMN·¸¹ )#' ºR STUV８２３５．６
&)(",*平方米。
WXYR
)++) 年，由天水地毯厂企业整体受让成立的民营
!¢ [89TE(HI^_abdefgh
２００２
HI¢*+-@»¼½~TE$*R ¾,-f %+
企业，主要产品以传统手工地毯为主。其生产的
９０
j'¿ÀTEyzÁÂ}ÃÄ-@BÅk }~n
道机抽洗地毯获得甘肃省优质产品称号、省工艺
o@AÆÇyzÈ~ÉÊR -@°Ë
美术品百花奖，同时获得轻工部银杯奖。产品销往
kÌkÍkÎÏkÐÑkÒÓkÔ $"
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约旦、日本等
１５
Õ|ÖTNR
个国家和地区。
!"0123 木器加工企业。位于秦州区
×ØÙ~HIR JKLMN
天水市木器厂

瀛池路４１号。占地面积
ÚÛ¹ -$ ÅR STUV９０１０．９８平方米。前身是
%+$+,%& WXYR ÜÝÞ

１９５８
$%"& 年成立的天水市木器合作工厂，主要产品有
!def89:×Øßà~(¢ *+-@i

木器家具、雕漆工艺品、树脂玻璃钢家具、牌匾沙
×Ø|ák>?~n@kâãäåæ|ákçèé
发软垫等。１９９８
êëìÔ; $%%&年后，外地家具涌入天水市场，对
!c¢T|áí489:î¢ï
企业冲击很大，２００３年企业破产。
HIðñò¢)++( !HIó-;

甘谷县服装厂
456783 服装加工企业。位于甘谷县
ôõÙ~HI; JKÁö÷
0øùúûøü¢ý/gÉþïU¢ÜÝ
城北大街文化馆北侧，原中国人民银行对面，前身

顿、提高＂方针的过程中，该厂采用甘肃绒线厂全
klXfO/¢(ÁÂ(y
7çÃÄ-@ ８８０
&&+ Gç$ýC¢
,-A
国名牌优质产品
红梅牌绒线为原料，生产各

Â¢ÃÄó-R
债，实施破产。

清水县综合厂
9"6<=3 纺织企业。位于清水县城东
FGHIR JKt9÷0µ
关。建于
ÅR ·K１９６１
$%*$ 年，属集体企业，是手工业系统建厂
!¢q_HI¢Þ½~IÆ¼·(
ÇÇÈÉfHI xR ·(Çir~２６
)*人，占地
¢ST *６
时间较早的企业之一。建厂时有职工
Ê¢iË×ÌÍÎÏ７! 间
Ç １４０
$-+ WXY¢ÐGÑ'
亩，有土木结构房屋
平方米，旧织布机 )２
½¢Ò!,-Ó@Ñ )２ ÔYR
(,-fÓ@ÑÞ
台，当年生产白棉布
万米。该厂生产的白棉布是
WÕf@GÖ¢ «¬Þ]×Ø×fÙÚÛÔÜ
平纹的棉织物，特点是经纱和纬纱的支数相等或
ÝÞ¢]ßØßÛÔÜÝÞR ÒÇwÚÈà
接近，经密和纬密相等或接近。当时大多数用较粗
f@×]ØG¢áBàÑ¢ÑÝàâãÃ¢àä
的棉纱经纬织，又称粗布，布身粗厚坚实，用作衬
CÜåÙ~c2ôõR $%!& !¢!æçd~
料或印染加工后做服装。１９７８年以来，年均完成工
I\-è １５万元，利润平均在１万元左右。１９８５
$" Ôé¢ÏêWæl $ ÔéëìR $%&"
业总产值

年后，停止了纺织布的生产，搞棉花加工纸筒和网
!c¢íîUFGÑf,-¢ï@Ù~ðñò
套加工生产，供应全县人民的生活用棉。１９９０年，
óÙ~,-¢ôõy÷gf,ö@R $%%+ !¢
固定资产原值
８０００ é¢
元，生产网套
÷À-ýè ４．１万元，净值
-,$ Ôé¢ øè &+++
,-òó
３１００
万元，亏损("++
３５００万
($++ 床，完成工业总产值
ù¢çd~I\-è １．３
$,( Ôé¢úû
Ô

元，上缴国家税金
２０００ Ôé¢ir~
万元，有职工１１人。２０００
é¢pü|ýþ )+++
$$ R )+++

为荣华衣庄，创办于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是民国
$ÿ!"¢#$Kg%&!'$%)* !(¢Þg

Z¢HIÿ!ó-R
年!１$月，企业依法破产。

Ç)ÁöôõI*+Å¢]h,-.ÿk-/d0
时期甘谷服装业老字号，经营者王继荣、王福成父

鸯镇时，他们为红军制作了大量的棉衣、棉裤、军
QRÇ¢ST$GH;àUVf@!k@WkH

>?@A;B 纺织企业。位于武山县城西１
FGHIR JKL÷0" $
武山毛纺织厂
g#NRÜÝ$ÁÂ}Läåæ(R$%!- 年
! ５" Z
公里处。前身为甘肃省武山玻璃钢厂。１９７４
月
·d$-R
$%&$
!
$
Z¢j-sFG@¢qÁÂ}
建成投产。１９８１年１月，转产毛纺织品，属甘肃省
Z¢
È~I%i/.xm~IHIR $%&%
轻工业厅国有中型一档工业企业。１９８９
年!１２$)月，
&þ¸±f~I',-$-d(¢
);*Ø
自行设计的工业用呢生产线投产成功，试制无纬
+sÑ,-U"ø&}fðþIf.ÓR $%%+
针刺毛布填补了西北五省造纸行业的空白。１９９０

帽。２０
年代，陇海铁路修建至甘谷时，承担
XR )+ 世纪
YZ ５０
"+ ![¢\]^¹_·`ÁöÇ¢ab

年以来，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２００１
!¢HINK/í-01R )++$ !年６月全面停
* ZyUí

子，因经营加工的服装做工讲究，款式新颖，享誉
2¢1]hÙ~fôõ2~34¢5678¢9:
甘谷城，主要加工制作中山装、列宁装、学生装、皮
Áö0¢*+Ù~;à/õk<=õk>,õk?
衣
、各种毛料大衣，服装式样时尚
k@! kABs
C  ! ¢ ô õ 6 D Ç E、新潮。
k7FR
!、棉衣
$%("年，红军长征由岷县经甘谷武山交界处，过鸳
!¢GHIJ[K÷]ÁöLMN¢OP
１９３５

了大量的工服制作。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中，转
UVf~ô;àR cd*e6fghih/¢j

-R )++(年
!３月，依法破产。
( Z¢ÿ2ó-R
产。２００３

k$ôõ,-iàc¢$%*" 年，在此基础上转变为
!¢lmnopjk$
变为服装生产合作社，１９６５

武山县工艺美术厂
>?6CDEFB 工艺美术加工企业。位
~noÙ~HIR J
于武山县山丹乡，距县城
KL÷34¢5÷0５公里，始建于
" g6¢=·K１９５８
$%"&年，
!¢
÷PÈ²7.È~HIR *+89:;~n@Ù
县二轻局小型轻工企业。主要从事玉石工艺品加
~¢!-è *+
)++" !¢ÿ2ó-¢r~xx
工，年产值
６０ ÔéR
万元。２００５年，依法破产，职工一次

县属国营企业甘谷服装厂，时有职工
÷qhHIÁöôõ(¢Çir~２６
)* 人，占地面
¢STU
%+年代因经营不善，破产
![1]h£s¢óV )+++ WXY¢)+ YZ９０
积２０００平方米，２０世纪
6;R
改制。
9"6:;3 纺织企业。位于清水县城北
FGHIR JKt9÷0ø
清水县针织厂

©<=R
性安置。

１９０－

! !"# !

"
工! 业

武山服装鞋帽厂
#$%&'() 服装加工企业。位于武山
!"#$%&' ()*+ ２１００
*1))双，产值１．６５万元。１９７７年开始，扩建厂房、
H0b 1.'$ 7 1"++ 8IJ0KBtLy
县城中心，原武山县二轻局小型轻工企业。１９８５
,-./0 1*+,234563$%&7 !"#$
年，承包给个人经营。１９８６年，改建为武山县二轻
89:;<=>?@7 %"&' 89ABC*+,23
供销公司。２０００年，武山县城改造时拆除。
DEFG7 ())) 80*+,-AHIJK7
业。位于武山县洛门镇东街村，距县城１５公里。原
&7 ()*+,NOPQRS9T,- !$ FU' 1
*+,234563V%&' !"&' 年，承包给个人
89:;W=>
武山县二轻局小型轻工企业。１９８６

车间，购置平缝机、平板硫化机等设备
1, 件，在天
0×
ÈÉ0MNÊ°·yÊOPï·Ú& １３
水、兰州、北京等地培训技术人员
２１人次，扩大经
ØyQRyST¡UVWX>¾ *1
>Î0KY?
营项目，首次生产全牛皮鞋。１９７８年生产全牛皮鞋
@Z[0ÍÎ´bà\G»7 1"+& 8´bà\G»
９５００
"$))双，并与兰州皮鞋厂签订合同，将产品投入兰
H0ÃQRG»t]^µã0_bivßQ
州市场。１９８７年
R`a7 1"&+ 8 ５月，生产的女式牛皮鞋在天水市
$ 50´bìbâ\G»×Ø`
G»biÜcÝd½cC2e7 1"&" 8»ª
皮鞋产品展评会上被评为二等奖。１９８９
年制鞋社

?@' !"") 89X&YZ[W\>]^_`&a7
经营。１９９０年，停业后租赁给私人从事其他业务。

fÇC»t0 Å$４２
-* 人，专用机具
> 0 gD ·h ２２
** '
更名为制鞋厂，有职工
台

２０００
*)))年企业产权整体出让。
8%&bcdefg7

（件），设帮工、底工车间和销售部。皮鞋制品工艺
(i0Új$yk$ÈÉ E!õ7 G»i$h
技术荣获天水市
WXlm×Ø` １９８８年度新科技进步三等奖。
1"&& 8nAoW 2p qe 7

*$+,-./012 34 服装加工企
L "M $%
武山县洛门缝纫生产合作社

*$+5678) 工艺品加工企业。位于
$hiM$%&7 ()
武山县龙泉柳编厂

武山洛门镇贾家庄村，距县城
１６公里。前身为武
*+NOPjklS9T,- %'
FU7 mnC* ２００８年，该厂生产总值达到６８万元。２００６
*))& 80rt´bsû= '& 7 *))' 8-.
年按照
山县龙泉乡粉丝厂。１９７６年建成投产。１９９６年，转
k/0ërtý3A7
+,opqrst7 %"+' 8Buvb7 %""' 80w 国家政策对该厂实行改制。
Cxy z{|}~$hiM$0 opx{
为柳、草编及彩陶等工艺品加工，改称龙泉柳编
t7 %""+ 80%&bcdewg0ACF%
厂。１９９７年，企业产权整体转让，改为非公有制企
皮毛加工
>?@A
业。年加工柳编、草编、彩陶等多种工艺品
万
&7 8MVx{yz{y}~ Vhi ３０
,) 
0b *&$
0biE0_
件，产值
２８５万元，产品畅销国内，尤其在沿海一

BCD>E) 皮革加工企业。位于现麦积
GtM$%&7 ()þuv
天水市皮革厂

带颇受赏识，并远销美国、日本、西欧等
１０ 多个国
0Eyy %)
=
家和地区。２００８年，加工２５
k ¡¢' *))& 89M$ *$万件，产值
9b ２６０万元。
*') '
9:;+<&) 服装加工企业。位于张家
L"M$%&' ()£k
张家川县服装厂
¤P>¥Q¦ % §' £k¤,¨$&©ª«¬'
川镇人民东路１号。张家川县手工业联社主管。
%"$' 8４- 户私人裁缝铺组成缝纫生产合作社，
®\>¯°±²u°³´bµ¶ª9
１９５６年由
°³·
%+
%"$& 8°³
有缝纫机 １７ >9«¸]^¹ºMV'
人，主要从事来料加工。１９５８年缝纫
»¼ªµwC@½Lª9 >¾¿À %*)
和制鞋两社合并转为国营被服社，人员增至
１２０

区花牛镇，占地面积３．２６
万平方米，前身为１９５４
¢w\P0x¡yv ,.*' ÊËÌ0mnC
1"$-

人。年产成衣４万件，产值８．７９
万元。１９６１年缝纫
>7 8buÁ - 9b &.+" 7
%"'% 8°³

yXb7
面停产。

8uzì×Ø`Gt´b²01"$& 8{|C¡Ë
年成立的天水市皮革生产组，１９５８
年过渡为地方

国营天水市制革厂，１９８０年搬迁到麦积区花牛镇。
@×Ø`tt01"&) 8}~=uv¢w\P7
1"&$ 8rt@24G·01"&' 8]STG
１９８５年该厂引进了精密片皮机，１９８６
年从北京皮
t@24 23法合成纺革生产线，１９８７年
µut´b01"&+ 8
革研究所引进了ＰＵ
àyBu0)Ú&+0Ïuì´b
全面建成，由于设备不配套，未形成有效的生产能
0%&)XbXb7 1""( 8%&à
力，企业一直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１９９２
年企业全

ªÂf@%&9 Ã»ªÄk9 ÅV ３１人。
,% >7
社退出国营企业，与制鞋社分家，有职工

天水市皮件厂
BCD>F) 皮革加工企业。位于秦州区
GtM$%&7 ()R¢

１９７１年被服社更名为服装社，建成车间
平方
%"+% 8½LªÆÇCL"ª9 BuÈÉ ３００
,)) ÊË

¦ - §0x¡yv -.,亩，原企业是
01%& 1"&)
8
南明路４号，占地面积４．３
１９８０年由

Ì9ÍÎÏuÐÑÒb２．２
*.* 万元，年产成衣
98buÁ １．８
%.& 
米，首次形成固定资产
万

天水市皮革厂皮件车间组建成立的，主要生产人
×Ø`GttGÈÉ²Buzì0 «¸´b>

件，产值
１５．６7
万元。１９７９年创制民族服装样品，参
9b %$.'
%"+" 8Ó¥ÔL"Õi9Ö
加天水地区服装鞋帽造型设计展销会，参展服装
M×Ø¡¢L"»ÙH6ÚÛÜEÝ9 ÖÜL"
列入全区定点定型服式。同年改社为厂。１９８１年调
Þßà¢ÑáÑ6Lâ7ã8AªCt7%"&% 8ä
d´båæ0«¸]^L"çè´b ¹ºMV0
整生产结构，主要从事服装批量生产和来料加工，
8buÁ '.'- 0b ４９．５０万元。１９８５年后，
-".$) 7 %"&$ 8Y0
年产成衣６．６４万件，产值

造革衣箱及皮革制品。皮件厂组建成立初期，经济
HtÁ|Gti7 Gt²Buz0?
效益和社会效益良好，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
 ªÝ0 `a?ì+¡¢,0

éê´bë¦ìí.îïðbi0bEñò0-q
安排生产对路的高中档化纤产品，产销衔接，城乡

9G;+>?HI 皮毛加工企业。集体性
GùM$%&7 %e°
张家川县皮毛公司
¤%&7mn£k¤,±µM$t71"'- 8
质企业。前身是张家川县综合加工厂。１９６４年由国
kvÒBu0I]&>¾ 1- >7 _Ú&²³0·
家投资建成，时有从业人员１４人。其设备简陋，机
´µ¶0·§¸F0¹ºD¨$Ëâ´b M
器陈旧，且无启动能力，均采用手工方式生产和加

óô0¿Ú¹ºM$õ08öïðy÷øyùúû÷
兼顾，增设来料加工部，年需化纤、呢绒、毛华达呢
 üº ,
/0000- Ì7 %&ýþÿ«?@0bi
等多种布料
３万￣４万米。企业实现自主经营，产品
$) >0
E!"á#ü,-$%P7 1"&" 8Å$５０人，
销售网点颁布县城各集镇。１９８９年有职工
´bÚ&
'()0Ú´bÈÉyM$õyE
有生产设备
８６&'台（件），设有生产车间、加工部、销

企业一直处于销售不畅，产品质次价高，企业又无
%&£)E!+0bi¤Î¥í0%&¦§
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的能力，企业严重亏损，
WXAHy AbiI¨ì0 %&©>ª«0
1""&年被迫停产。２００６
8½¬Xb7 ())' 年宣告破产。
8®¯b7
１９９８

整体出让的形式进行了改制。
defgìÏâ234A7

$»¼G½ÁyG¾bi0óM$A¶¿À7
工各种裘皮干衣
、皮袍等产品，兼加工新旧棉絮。
1"&1 80±µM$tXÁ0ÂÃÄd0¿Mv
１９８１年初，综合加工厂停办，在此基础上，增加投
1.(
ÒyÚ& >¾0AÁ,GùFG0x¡yv １．２
资、设备和人员，新办县皮毛公司，占地面积

张家川县制鞋厂
9:;+=') 制鞋企业。位于张家川镇
»%&7 ()£k¤P
人民东路１号。张家川县手工业联社主管。１９５６年
>¥Q¦ 1 §7£k¤,¨$&©ª«¬71"$' 8

定资产原值
ÑÒb1５．３
$.,万元、流动资金
yÇFÒÈ１２．５８万元，其中，
1(.$& 0_.0

!õ7 Y*?@+,0-.k/0) *))*
81
售部。后因经营不善，按照国家政策于
２００２年以

６月由
' 5９ "户鞋匠组成制鞋合作社，以绱、修鞋为主。
®»6²u»µ¶ª017y8»C«7
1"$"年至
8À １９６９年，制鞋社历经撤销、恢复、合并，
1"'" 80»ª9?:Ey;<yµ0
１９５９
1"+) 8 + 5>B»ª0AH?Ú&0@2A
到= １９７０年７月重建制鞋社，改造老设备，引进新
$h0 C×ØBCDiFG´bEùBFG»
工艺，为天水劳保用品公司生产翻毛劳动皮鞋

亩，建筑面积５５１．７６平方米，有职工１２人。拥有固
0BÅyv $$1.+' ÊËÌ0Å$ 1( >7 ÆÐ
自有资金
万元。其生产设
1).$& yÉÊÒÈ ( 7
_´bÚ
ÿÒÈ １０．５８万元、信贷资金２
备较齐全，主要生产滩二毛大衣筒
、干衣筒、短马
&ËÌà0«¸´bÍ2ùYÁÎy½ÁÎyÏÐ
ÑybâYÁÎyÒGbâYÁÎybÓÎyÔL
褂、女式大衣筒、羔皮女式大衣筒、女袄筒、男制服
GÎyÕ/ÎyYÁÎy¿GYÁÎy½ÁÎyÏÐ
皮筒、背心筒、大衣筒
、棉皮大衣筒 、干衣筒、短马

!"! !
－! １９１－

!"#$%
天水大辞典

私营企业。占地面积４８６０
平方米，资产总值８６０
eDZ[V no(p *)%& stu:
G;< )%&
年生产挂面成衣
件，年总产 万元；现有职工
!""件、各式衣筒
6789+" ８５６０
#$%& 6:2;4
=>fÒvwY１６０
+%& 名，其中工程技术人员８
g:4.Yh:;x7 )名。
gV
234'(5+３９９
褂筒、皮裤筒
、狗皮裤、挂面军大衣、干衣、背心等。
!"#$%"#&$%#'()*+,-+#./01

值<３５．８４万元，利润
万元。由于经营不善，生
'$()* =>:?@ １．９５
+("$ =>1
ABCDEF:3
产逐年下滑，２００２
2KLMNOPQ9RSTUV
GH2IJ:,&&, 年以整体出让的形式进行改制。
张家川县皮毛加工厂
&'()*+,-. 皮毛加工企业。集体
$WXYZ[V \M
性质企业。位于张家川镇解放西路。１９８４年筹建，
]^Z[_ `Babcdefgh_ +")* 2ijk
１９８７年
+")- 2１０
+&月建成投产。占地面积２２亩，建筑面积
lj5m4_ no(p ,, qkjr(p

有进口意大利设备
２３,!台（套），主要生产＂伊金月
vRijÜ?{©
¬YZ[:3Gkll
牌＂羊剪绒系列产品。２０１０年实现销售收入
１５８２
mnèªÅ?@GV ,&+& 2ÑÒ %& +$),
万元，其中出口产品创汇
２３０万美元，占企业销售
=>:4.NiG`o ,!&
=K>:nZ[
总额
万元。曾获全国科技成果
;p ２８？？上缴税金
,).:'() ３６
!% =>V
qrßLs:5t
uvw,STûxdZ[guGuvw:STû
优秀奖、甘肃省乡镇企业名优产品优秀奖，甘肃省

*-,-(% stu1
vwY ))
x1 yz{|}~
y9xdZ[,z·{|[G[U$W[ó}Z[V
４７２７．６
平方米。有职工
８８人。厂部设办公室和计
二级乡镇企业、天水市农业产业化皮毛业龙头企业。

划、供应、销售、生产四个业务组以及皮张鞣制、成
,, ,34[K$aU,5
品干加工两个生产车间。１９８９
年拥有固定资产原
-XY34V +")" 2v4

五金日用品
89:;<

+!,(% =>: ++)(+ =>V y
值<１３２．６万元，流动资金贷款１１８．１万元。厂区主

要建筑有办公、食宿的三层楼一幢，两层生产车间
jrv},P ¡¢£¤:¥34

天水炳兴股份有限公司
!"=>?@ABCD 火柴加工企业。民
~XYZ[V 
¢£¤K¦§¨0V {©vªW«２ ,台、取
¬7
楼一幢以及锅炉房等。主要设备有剪毛机
国八年（１９１９年）由天水人哈锐、胡中林、王鼎
x
L2Y+"+" 2[Az·x,. , !３人
* ¬7¯W« ,台、梳毛机１台、干铲机２
¬7°W« + ¬7-±« ,台、
¬7
®«４台、烫毛机２
\`V 3`B ¨Y
肉机
募集社会资金创办。厂址位于福林巷原黄烟房（今
缝皮机
、脱水机 +１ 秦州区合作巷），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正式投产，以
²$«７ -台、缝纫机
¬7²³«６% 台、搅拌机
¬7´µ« １台
+ ¬7¶·«
"[:L2Y+",& 2[9mG:K
台、打皮机１台、脱脂机１台、圆形刮软机１台、有
＂雄鸡＂为商标，时有职工
１２００
¬7¸$« + ¬7¶¹« + ¬7ºQ»¼« + ¬7v 
ù:vwY１０８
+&) 人，年产火柴
x:2G~ +,&&
轨跑车１台、２０门烘干机１台、湿皮剪毛机
箱，满足本地销售外还销往陇南、陇东各县和河西
½¾ + ¬7,& ¿À-« + ¬7 Á$ªW« １台、
+ ¬7
: o ¡¢£¤0,¤¥8\¦g
两吨锅炉１台。主要生产男女式剪绒服、坐垫、皮
Â¦§ + ¬1 34ÃÄ9ªÅÆ7ÇÈ7$
£§V
~mGë:¨z·x©£ª«'一带。＂雄鸡＂火柴投产后，使天水人第一次用上了
É7+Ê7Ë$+"7$ÌÍ01
+")- 2 +&１０月至
lÎ
帽、衣领、裘皮衣筒
、皮褥子等。１９８７年
当地的火柴。后来又开发了燃点高、发火快的＂山
¬oP~V ë®¯Ý-°±8,Ý~²P

]
+")) 年年底，共生产剪绒服
22Ï:Ð3GªÅÆ １２１件，帽子、衣领等
+,+ 6:ÉÍ7+Ê0
èm~:³´ oµ¶·¸:¹v

|_¸
１９８８
羊牌＂火柴，深受本地群众喜爱，流传有＂农村爱雄
１５４
万元，占计 鸡，城市抢山羊，一阴—阳好伴当，走到哪儿都吃
+$*件，裘皮衣筒
6:Ë$+" １０件，实现产值
+& 6:ÑÒG< ９．２
"(, =>:n
:/{º]è:£»£¼½¾¬:¿ÀÁÂñÃ
划产值６５
１４．１５？？占设计产值的４．５１？？
G< %$ 万元的
=>P +*(+$.:
n{G<P *($+.:
Än:CDÅÆÇÈ½V L ÉÊ2Y+"*% 年）到
2[À
香＂，经营状况非常好。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亏损
年实行承包经营，落实岗位责 １９４９
$&&& 元。１９８９
>1 +")" 2ÑSÕÖCD:×ÑØ`Ù
ÓÔ５０００
+"*" 年，外地火柴大量涌入，炳兴公司火柴严重积
2:¡o~ÜËÌ&:ÍÎ}Ï~ÐÑp
ÚU: $+3GvÛÜÝÞV ß2Ð3GªÅà
ÒV z·efë:ÓÔÕÖÍÎ}Ï:×G:J
任制，皮衣生产有较大发展。全年共生产剪绒背
压。天水解放后，政府扶持炳兴公司，推销产品，给
/,Ä9Ü+,áâ,$ãä,åæ+0 +!１３个品种
ç
Ø:ÙÚ}ÏëÛÓÔÜÜ:B +"$,年倒闭。
2ÝÞV
心、女式大衣、童装、皮夹克、防寒衣等
予贷款，终因公司后期亏损过大，于１９５２
３４２３
１６ 6,ªÅè$
件、剪绒羊皮
!*,!件，裘皮衣筒
6:Ë$+" ８８４
))* 件、皮垫
6,$È +%
!"E89.
ÊXYZ[V
`B
天水市五金厂 五金加工企业。位于秦州区
１．７
万张，并先后与江苏丹徒皮毛厂和四川成都、
+(- =a:
éêëìíîïð$Wyc5ñ,
ßàh + 1V no(p +(,万平方米。前身是成立
=stuV áâa52
双桥路１号。占地面积１．２

黑龙江佳木斯、武汉等商场及省内一些客商签订
òóíôõö, ÷ø0ùúûü£ýþùÿ!

产品销售合同，当年总产值
万元，销售收入
G "#: $2;G< ８９
)" =>:
 %&
２３．５１万元，上缴税金
,!($+ =>:'()３．６
!(%万元，实现利润
=>:ÑÒ?@７００
-&& 元。
>V
AB3GIJ*+,G:,&&, 年进行了改制。
2RS-TUV
由于生产下滑导致停产，２００２
&'()/0*+. 皮毛加工企业。位于
$WXYZ[V `B
张家川县阿阳皮毛厂
abcd./0h ,
1V 52B +")% 2
) l:ß
张家川镇中城南路
２号。成立于１９８６
年８月，全

于
B １９５８年的天水市小五金厂和天水市滚珠轴承
+"$) 2Pz·{ãÊ3z·{äåæÕ
厂，于
年合并为国营天水市五金制造厂。
3: B １９５９
+"$" 2"éLDz·
{Ê Uç 3V
+"%) 年天水市五金制造厂改为天水市五金厂。
2 z·{ Ê  U ç 3 T  z · { Ê  3 V
１９６８
+"%, 2Î１９６５
+"%$ 年，天水市五金厂以生产冷拔丝和
2:z·{Ê3K3Gèéê
１９６２年至
ºëf+"%% 2ë: 3Gìíîïêº
圆钉为主；１９６６年后，主要生产热镀锌铁丝和圆
ëf+"), 2TìíîYðñíîYð:GKñ
钉；１９８２年改热镀锌工艺为电镀锌工艺，产品以电

3ÐvwY８３)!人，其中管理人员
x:4.56x7 ８人，中、高级技
) x:.,89:
厂共有职工

镀锌铁丝和圆钉为主，鞋钉和扁丝为辅。１９８７
年
íîïêºë: HëòêóV +")- 2

;x7２６
,% 人，普通技术人员
x:<=:;x7 *"
3Gèª
术人员
４９xV
人。主要生产羊剪

/
k
ôõm+*/ íîïê 01
ºëörûu^G
＂银波牌＂１４＊镀锌铁丝和
５０＊圆钉荣获省优质产品

绒挂毯系列，羊剪绒拼花毯系列，羊剪绒汽车靠背
Å'>?@:èªÅAB>?@:èªÅCDEà

÷1V +"") 年因
2Ú 23%
称号。１９９８
３１６ Løùjú«:Dßû
国道拓建征用，主要车间全部

系列，沙发坐垫系列，裘皮拖鞋
、裘皮服装，防寒
?@:FÝÇÈ?@:Ë$GH,Ë$Æâ:åæ
%& Iç:GJKL,MN,O
Æ,à/0 ６０
服、背心等
多个品种，产品销给美国、欧盟、俄

üý:3""" 年企业关闭。
2Z[þÞV
拆除，１９９９
!"EF. 五金加工企业。位于秦州区南
ÊXYZ[V `B0
天水市锅厂

罗斯等国家及黑龙江、新疆、甘肃、江苏、江西等省
Pö0Lbòóí,QR,ST,íî,íg0û

,3 1V no(p ３３．１６
22(3% qV
áâ52B
ÿh ２１号。占地面积
郭路
亩。前身为成立于

区，形成了产、供、销一体化的管理体系。年加工细
:Q5-G,,£MUP56M?V 2XYV

１９６９
3"%" 年的天水市制锅厂。１９７９
2Pz·{U¦!V 3"-" 年以前，铁锅生产
2Ká:ï¦3G

毛羊皮
Wè$ ２０多万张
,& I=a １４０
+*& 多万平方尺，拥有固定资产
I=stW:vG

沿用泥模浇铸的落后工艺，产品笨重，光洁度差，
"«#$%&P×ëYð:G'Ñ:()*+:

１９８
+")万元，机械设备
=>:«X{©１２０
+,&多台（套）。
I¬YZ[V
成本高。１９８０年后，天水市锅厂采用泥模压铸新工
5 8V 3")1 2ë:z·{¦!,«-$Ò&QY
&'()1234567,-. 皮毛加工
$WXY
张家川县四方万祥羊剪绒加工厂
艺，铁锅产品和质量大大提高，当年被评为市优质
ð:ï¦G^ËÜÜ.8:¬2/0{u^
Z[V `Babc\ó]d^c_V `jB +""G:3")" 2Ò&¦/0u^GV
,1 12
企业。位于张家川县龙山镇韩川村。创建于
１９９７ 产品，１９８９
年压铸锅被评为优质产品。２０
世纪 "1
９０
年，是一家专业生产裘革、羊剪绒系列产品的独资
2:a£bb[3GËc,èªÅ?@GPd
23ë:{456789::MeD¦;<)=
年代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个体私营锅厂异军突
! !"# !
－１９２－

"
工! 业

起，越来越多的铁锅替代产品上市，致使生产经营
!"#$#%&'()*+,-./012+34

天水钢窗总厂
3$FGH> 加工企业。位于秦州区人民
«¬9:ï KLMNOq

逐年萎缩，企业效益日益下滑，２００４年被迫全面停
5678/ 9:;<=<>?/!""# 6@ABCD

天水市大鹏环保锅炉制造有限公司（天水华
#$%&'()*+,-./01 23$4
港房地产公司）
７７
IJ9:E KLMNOPQR %%
5678019 制造企业。位于秦州区莲亭路

路R１０４号。占地面积
３２００平方米。前身为
１９６０年
&"# Sï TCV +!""
ßáï XYZ &($"
6
成立的天水市农业机械厂。主要生产实腹钢门钢
[\]^_.:Q}jï rs2+2í2
窗、空腹钢门钢窗、固定纱窗、开启纱窗
、推拉门、
uS2í2uMuuíu
卷闸门、铝合金门窗、铝合金柜台和各种建筑构
 íu ¡bªíu ¡bªÜ¢î/0£

号。占地面积１５
１９６１年成立的天水市
SE TUCV &' 亩。前身为
WE XYZ &($&
6[\]^_.

件、非标设备的加工制作
¤u¥¦§¨]«¬Ic９( 类产品，近百种规格。
©+,ª«î¬ï

`a2+bcde&(%! 6fgZ^_.hij/
菜刀生产合作社，１９７２
年改名为天水市刃具厂，
!""! 6k^_.hij+lmnop[\]q4
２００２年由天水市刃具厂产权整体受让成立的民营
企业。主要产品有菜刀、斧头、铁锹、剪刀、铡刀、钳
9:E rs+,t`auvwu'xuyauzau{
工锤、钢球和油罐等。２０世纪
年代以来，先后研
)" 6*
|}u~E !"  ８０
制开发了反射炉、除尘器及
Ｌ４４６１０ +
轴承圈套等产
Iu *##$&"
品。１９９７年涉足房地产开发，目前已开发华苑小
X¡¢£¤
,E &((% 6+
Ou¥¦¤O¢§¤O¨
区、怡园小区和华港小区。

6+¢îí１０
&"万平方米。１９９７
®ßáï &((% 年受市场冲击，
6o.pno
年产各种门窗

+E !""$年宣告企业破产。
6FG9:H+E
产。２００６

3$:;<,=> 五金加工企业。位于秦
©ª«¬9:E KLM
天水市金属制品厂

州区瀛池路
亩。前身为成立于
NO®R１２
&! 号。占地面积１０
SE TUCV &" WE
XYZ[\L
１９５５
&('' 年的黑白铁生产小组。主要产品有水桶、烟
6]¯°'2+¤±E rs+,t_²u³
筒、火炉、床头、铁木椅等。１９８５年该厂从中国科学
´uµu¶wu'·¸E &()' 6¹jº»¼½¾
院广州电子技术研究所引进了快速除氧化皮新技
¿ÀNÁÂÃÄÅÆÇÈÉÊËÌÍÎÃ
Ä ºÏÐÑÒÓÔÕÅÆÇÈÔÕÖ×Ø
术，从河南省临汝冰花研究所引进了冰花烤漆型
|ÙÚÛÜÝÞ )"
工艺，先后开发了文档柜，可供
８０ßàáâã
平方米取暖和

«¯9:°±²³´0µ:÷¶êu·¸¹ºô
加之企业管理混乱，建筑行业不景气、三角债严重

等原因，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２００１年
$FGH
?»ÿLD+¼D+"½ï !""& 6 %７月宣告破

+¾¹ï
产还债。

天水兰天钢窗厂
3$I3FG> 加工企业。位于秦州区吕
«¬9:ï KLMNO¿
二北路
平方米。建于
１９８８
&& Sï TCV ３５００
+'"" ßáï
/L &())
ÀÁR １１号。占地面积
6ï ÂtÃ2í¡bªêÄí¡bªí
年。现有塑钢门窗，铝合金气密门窗，铝合金门窗，
Å~ÆÇí2íÈ:2+É # hï rs+,
静电喷涂门窗，钢门窗专业生产线４条。主要产品
以塑钢门窗
、铝合金门窗为主及钢门窗、铁艺围墙
Ã2íu¡bªíZr2íu'Ù{Ê
等，产品遍及天水两区五县及陇南地区，年产量约
+,Ë^_ÌO©ÍÎÐO6+ÏÐ
! ® -+ ®ßáï
２万￣３万平方米。

天水珅宝工贸有限公司
3$!JKL./01 加工企业。位于秦
«¬9:ï KLM
NO^_ÑÒÓRï TCV $""" 平方米。成立
ßáï [\
州区天水郡红山路。占地面积６０００

,îï kLðÂñuòóôuõö÷øÃÄù÷
品种。由于底子薄、包袱重、投资不力和技术跟不
-úûÌº &(() 6üýþÿLD+u!D
上发展变化，从１９９８
年开始长期处于停产、半停

6ï rs+,t
Ô
ÕÖ×°ØEFuÙØ;
L &(('年。主要产品有＂晶彩＂白色系列、双色共
于１９９５
ÚEFÃ2í
Ô
ªÖÛ¡bªêÄí¡bª
挤系列塑钢门窗，＂金彩＂铝合金气密门窗，铝合金
Ü Ý Þ ß àá â Ø Û > ã ä H  å æ ç è  
楼梯栏杆，＂智慧型＂高强度挂钩式单元排窗，
./011*2
ébêh»SëìíÇÈî¼¬Ùïë
ＳＷＩＧＧＬＥ
复合胶条中空玻璃（引进美国工艺），玻

+"#!""& 6BCD+!""+
6 ' $FGH+ï
产状态，２００１
年全面停产，２００３年５月宣告破产。
3$:?@> 企业名。位于秦州区双桥路
9:gï KLMNO%&R )８
天水市风机厂
Sï
XY'
&(')
6[\]^_.OI(2+bc
号。前身是 １９５８年成立的天水市区制鞋生产合作

ìðÊ $大类产品，占有本地区约
:©+, TtñOÐ２／３
!3+ òó].
璃幕墙６
左右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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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年销量以每年
３０？？右的速度增长，为陇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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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设备较先进、产品品种较多、生产规模较大、

社，后经多次演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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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名为天水轻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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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较健全的门窗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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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厂，发展建筑用钢模板。１９８６
年该厂与西安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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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塑料制品厂
M$NOP,=> 加工企业。１９８５年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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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金矿选场的基础上改建。开始生产时，采用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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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饭的第一代
、第二代暖气炉，防盗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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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

大学共同研发了适用于高原地区的低噪声锅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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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西宁等地天然气工程上马和城市集中供热

县酒厂的旧塑料设备，主要生产塑料包装袋，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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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种植技术，当年生产地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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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３月，依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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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五金厂 加工企业。位于清水县城东

条件成熟和政策要求，要重冲击风机市场，市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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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环路。前身为清水县修配社，原以镔制品及自行

风机系列产品，１９８８年增挂天水风机厂牌子。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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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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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错华电子衡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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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急剧萎缩，市场销路不畅。２００３年宣告企业破产。

于秦州区团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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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箱产品的制造。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又开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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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５月，五金厂在天水长城开关厂的帮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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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浙江引进低压铸造新技术，产品主要为铝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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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年，生产铝铸件
万件，完成工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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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秤、全电子汽车衡、垃圾中转站等适应市场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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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企业破产关闭。
M$NRST-> 加工企业。位于清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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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农机修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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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新产品。

城西关。前身为清水县手工业木器、铁器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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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新产品电子吊钩秤、电子平台秤、电子传输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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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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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４月改建国营厂，建厂时仅有职工７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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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陈旧简陋，只能生产锄、镰、铧小农具。１９６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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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根据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需要，陆续增加车、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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铣、钻、磨、冲、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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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生产五行播种机和山地步犁，其中压面机、弹

用品厂，占地
平方米。由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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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联社主管，系集体所有制企业。有职工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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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杆秤、木制家具、小五金 、镔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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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斤，订销木质家具、钢梁屋架、磨粉机罗
花机每年产量分别在
１００￣２００台之间，五行播种

机、山地步犁产量每年分别在
１０００ ]
台以上。１９７６
等，年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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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上缴国家税金
万元。２００５
年８$ 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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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班子受让的形式进行了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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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破产。
武山县城关日用器具厂
张家川县木材加工厂
&'()*+,-./ 加工企业。位于武
R.¨E ¬®
012(9:;</ 加工企业。位于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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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城中心，始建于１９５４年。主要生产办公桌椅、
川县城东台南路。占地５．３
亩。１９８０年将原属县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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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课桌、沙发等家具，１９９０
年后，新增蜂窝煤加 通局管理的马车运输合作社转产为木材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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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项目，年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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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２０００年，县城改造时拆
系集体企业，由手工业联社主管。１９８１年新建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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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职工一次性安置。
两栋，办公室、仓库、职工宿舍两栋，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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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县农机修造厂 加工企业。位于张家 平方米。购置圆盘锯、木工刨床、钻床等机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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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县城和平西路。１９５８年
$ ")Ï9NÐÊºË
]N,-. )"
Ë¯°hÌÍÎA )"6$ ! ８月建成投产，是张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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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制家具，年加工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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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产线设铸造、加工、钳工、木工、修理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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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产鞍杖、箱柜、桌椅、厨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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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经桌等有民族特色的产品，完成工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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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缴纳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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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后因经营不善，按照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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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于２００３年以整体出让的形式进行了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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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１９３５型自动上料磨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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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 年至 １９８９ 年，通过全面整顿，加强质量管理，

＂星火＂牌数控车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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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DEFGHI 知名产品。省市重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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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产品质量合格率稳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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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机械产品之一。由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２０世纪
ＳＭＴ公司、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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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 型磨粉机被列入省农机主管部门＂三定一包＂ 89 '+ ÊË ９０年代先后与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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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即定产地、定型号、定任务、包销售。１９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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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磨粉机填补了甘肃省空白；２Ｂ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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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型三用铡草机被天水市科委评为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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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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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县五金厂
年组织制
012(78/ 加工企业。１９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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秤、修钟表、配眼镜、织箩儿、做蒸笼、小炉匠
、银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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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个人为五金合作生产小组。后经关、停、并、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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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张家川县城阿阳西路建五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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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发生产。主要出口产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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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数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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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产品，这些产品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汽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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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机车车辆、汽轮机
、军工、石油、轧钢、造纸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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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端面、曲面、圆弧以及各种螺纹等成形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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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工程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动力工具。＂燎原＂牌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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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硬质合金钢、陶瓷等刀具对各种黑色、有色金属

邮数与气动工具研制基地
罚ＬＴＣ０ＳＴＮ

S:TU３２&'吨零件的外圆、端面、内孔、螺纹、曲
VWX2Y&%Z!%[\%,-%$
承重达到
!%&'.]01!^_`P3456!"#('%% 7
面、圆弧等成形表面进行粗、精加工；ＣＫ６４２００
型
89Z!=>LQabcPdefPghiPjk
数控端面车床具有功率大、转速高
、噪音小、刚性
lP3mf2nop?@BCqrsWX2=t4
强、精度高的特点，主要用于盘环类零件的车削加
5uvw=t*+WX2[Y&x%Z!%$!%&
工，也能车削各种零件的内外圆柱、端面、曲面、圆
'.]01!y!")($%% 型数控重型轧辊车床具
789:7z{=>L
弧等成形表面；ＣＫ８４１００
Qabc%|}de~jk%3mf2no?
有功率大、自动转速快、刚性好、精度高的特点，主
@BCG_BfeH DEFGKL24
要用于冶金行业利用高速钢或硬质合金刀具的加
5vM%H*+Ez{2{71!%
工，也可对铸铁、铸钢各种材质轧辊的辊型表面、
\7^_`%3=t45 (89=>
孔型进行粗、精车削加工修整。以上数控车床均配
Q !*+
0PKLPP45
有ＣＲＴ
图形显示、刀具补偿、故障诊断、加工同时
 ¡¢£¤ '%%# ¥¦
.aw $,,# 年开始出口供货。２００６
编程等功能。１９９６
年星火
89§>¨©ª«L¬®¯°±²u'%%- u³
数控机床获全国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２００７年，荣
¡¢ £¤ $&'
¨´µª¶²·¸±¹º'%%) 
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２００８
年．出口供货
１３２
台，出口供货创汇
万元。产品远销美国、德
» ¡¢£¤¼½８５４．５
).(/. ¾¿À
¸±ÁÂÃª%Ä
ª%Åª%ÆÇ. (%
国、法国、日本等
４０ ÈÉªÊËÌÍÎ
多个国家和地区。
#$% 知名产品。省市重点出口机电产品
Ï¶¸±Î Ð¬:o¡¢§Ñ¸±
剪板机
ÒÓÎ ÔÕÖ×Ø§>QÙÚÛÜÝÞ¸2ßB
之一。由天水锻压机床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实用

型专利产品，其功能对金属板材料进行多形状切
7à¸±u áawMGRâã^_È0äå
æ uçå èmé ６￣４０ｍｍ，宽度为
#0(%11uêm é １２５０￣１６００ｍｍ。
$'.%0$#%%11À
割，剪切厚度为

&'()*+,
凿岩机系列产品
-./012345
智能型中压开关设备

Ï¶&± Ð¬:o
知名产品。省市重点

出口电器产品之一。由天水长开厂有限公司研发
¡¢Ñ_&±ÒÓ ÔÕÖ`aQÙÚÛÜÝ
Þ& &±Xbcde©fugh@ijku?
生产。产品联锁简单安全可靠，操作方便灵活，主
@BClmËù &/#0'( nopqÑwrMs
要用于接受和分配３．６￣２４千伏网络电能并对开关
tß_9uvw)xy zÑ}gh{_d
柜实行控制、保护及监测。可选配电动操作执行单
¿Ë[w9u|}~wu ßs62|
│元和智能控制集团保护装置，实现开关设备的自
¨Ð5
}ghxy)9u &± '%%'
动操作、监测及运程控制。产品
２００２年获省工程

学会一等奖，２００７年，出口供货
 Ó.u'%%- u¡¢£¤ ６４８６．７４万元。
#()#/-( ¾¿
集成电路封装产品
6789:;<= 知名产品。省市重点出
Ï¶&± Ð¬:o¡
¢Ñ&±ÒÓ ÔÕÖÕ"#QÙÚÛ
口电子产品之一。由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Þ& ?@¡¢&±QＤＩＰ、ＳＯＰ、ＳＳＯＰ、ＱＦＰ、ＳＯＴ
9:;<=;<<=;2>;<=+
生产。主要出口产品有
7 . c&±u&±ìíBCÑuÕ
型５大系列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信息，航天
5pqò.f"#&ôõ Þ&w°T
军工、网络通信等高科技产业领域。年生产能力达

到
.% u&±Fª:E '%%( u
U ５０亿块，产品符合国际质量标准。２００４年，开始
É7ºu¸±ìíBCîïðñò
çâ§ëQ１４$(个型号，产品广泛用于建筑、交通、
剪板机共有
¡¢ )/) u'%%) u ¡¢ $( u ¡¢¼½
Gwó.ÈÉ¸ôõ $,)( öu2$'34$'5 出口８．８亿块，２００８年，出口１４亿块，出口创汇
冶金、能源等多个产业领域。１９８４年起，Ｑ１２Ｙ－１２×
$$'' 万美元。产品远销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¾Ã¿ &±ÁÂª01þ2%4.
'.%% 72$'34$'6&'%% 72$$34)7)%%% 7ç
２５００型、Ｑ１２Ｙ－１２×３２００型、Ｑ１１Ｙ－８×８０００
型剪 １１２２
ÈÉªÊËÌÍ
â§÷øùú¨Ðû¸±¹º $,))  üý １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板机先后分别获省优产品称号。１９８８年开始向陕
>?@ABC 知名产品。天光半导体有限
Ï¶&± ÕQÙ
肖特基二极管
西机械进出口公司出口供货
þ§ÿ^¡¢ÚÛ¡¢£¤５. 万美元，１９９４年开
¾Ã¿u$,,( 
45ÚÛ|?ÜÝÞ&2Ñ¿_X&
责任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半导体电子元器件产
始自营出口，２００６年，获科技部重点新产品称号。
|!¡¢u'%%# u ¨"#$:o%&±¹º

２００７
万美元，产品远销阿根廷、
'%%- 年，自营出口
u|!¡¢ ２３４
'&( ¾Ã¿u&±ÁÂ'()

秘鲁、墨西哥、孟加拉国、马来西亚等
４０ ÈÉªÊ
多个国家
*+,þ-.4/ª01þ2. (%

±u?@¡¢&±Q ＳＲ１１００
<*$$%% 型、ＳＲ３１００
7<*&$%% 7
品，主要出口产品有
型整流二

极管。生产工艺独特、科技含量高，产品广泛应用
¡ Þ&5¢£n"#¤fu&±ìíB

ËÌÍ
和地区。

CÕ§ÿñòò¥._*+%7Ñó
于航天、机械、交通、通讯等行业各种新型电源配

＂燎原＂牌凿岩机
&
'()*+,% 知名产品。省市重点出口
Ï¶&± Ð¬:o¡¢
产品之一。由天水风动有限责任公司自主设计研
&±ÒÓ ÔÕÖ3}QÙ45ÚÛ|?67Ü

7
©º ª« Õ¬ 2£ ® Ò Ó  <*$$%%型、
六号载人航天飞船的供应商之一。ＳＲ１１００

置系统。公司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制生产神舟
¦ ÚÛIµªÕ"#|}ÜuÞ&§¨

!"# !－
－! １９５

!"#$%
天水大辞典

ＳＲ３１００
年投入批量生产，年产
１８ １９９９
!"#$%%型二极管
!"#$ ２００１
&%%$ %&'()*+,
%+ $'
$999 年，引进德国第四代最新生产工艺技术研制
%, ;ú<A=>?@/*+yAaBj\
万片，新增产值
万元。２００４
年７月，ＳＲ１６０
和酞菁蓝
-., /0+1 ４３００
(#%% -23
&%%( %
) 4,!"$*% 批量生产。主要产品铜酞菁
"(#%%<: «DEF
()*+3 i~+ECDE Ｒ４３００－Ｔ
型、ＳＲ３６０
功率肖特基势垒整流二极管获国家重 ＲＩ２１６－０２，采用无溶剂＂连续式干法＂和＂紊流捏合
!5!"#*% 6789:;<=>"?$@ABC
"7&$*/%&,GuH ý
IJKªþ«
ý
L>M
点新产品。２００８年，累计出口创汇
法＂生产工艺。铜酞菁产品结晶微细、色泽鲜艳、不
$++ 万美元，产
-L2,+
D/+E3 &%%' %,FGHIJK１５５
ªþ*+yA3 CDE+EÅNOP5QRST5U
含
6=2ÏbWÒ,X+EYLAZ[x\Ìg
EMNLA5OPQRBSTU3
V ＰＣＢ（有毒物质），该产品是美国太阳化学公司
品远销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指定的专供产品。酞菁蓝粒子均匀、色泽鲜艳、一
微波干燥灭菌设备
&'()*+,- 知名产品。天水华圆制
VW+E3 XYZ[\
]^lmû+E3 DEF_º5QRST5²
]^_`abcdefghijk*+lRBm
`ab5cHad,i~uvefghij5ik
药设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国家专
致性好
、耐溶性强，主要用于各类胶版油墨、油漆
年
n/+E3 o!pb ,-./$+012
ÂH aij,lmuvnoYaij3 &%%$ %
利新产品。其型号有
ＷＭＧ－１５ＡＢ !5,-./&%012
型、ＷＭＧ－２０Ａ＼Ｂ 及溶剂性油墨，也适用于较高档水性油墨。２００１
型、ＷＭＧ－３０Ａ＼Ｂ型、ＷＭＧ－５０Ａ＼Ｂ型、ＷＭＧ－８０Ａ＼Ｂ
１２月，向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册＂麦积＂牌商
!5,-./#%012 !5,-./+%012 !5,-./'%012
$& 4,óy!|#$p%qrst
ý
uvþÿ!

型５种。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化工等多个
! + q3 +ErstuvwE5]E5xyQz{
行业，主要用于药丸干燥灭菌、中药片剂干燥灭
|}, i~uv]5 ]. 
菌、蔬菜水果干燥灭菌、化工合成物质干燥灭菌
5 Y5 xy
Q3 b5,55v
等。具有速度快、均匀，节能高效、操作简便、易于

标。２００４年开始出口美国、日本、泰国、澳大利亚等
ê3 &%%( %¢£HILA5OP5wA5x/n©Q
国家，２００８年，出口创汇
２５ -L2,(%@AB`
万美元，同年获国家科
AB,&%%' %,HIJK &+

\5 ¡Q9D3 &%%* 年开始自营出口，
%¢£h¤HI,
控制、安全无污染等特点。２００６

口通信产品之一。由天水铁路电缆工厂与西门子、
IÑ~+E±²3 ³XY°y¨º5

２００８年，出口
万美元。产品
&%%' %,HI５７
+) 台，出口创汇１４３．１
¥,HIJK $(#3$ -L23
+E
出口日本、马来西亚、法国等国家和地区，已累计
HIOP5¦§¨©5ªAQAB«TU,¬FG

°+E±²3 ³XY´µ``a¶·bcfg
电产品之一。由天水海林中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阿尔卡特、阿尔斯通等跨国公司合作，利用自行研
955ÑQAÌg,nuh|j
制掌握的电流软化连续放线和大功率电流软化装
\l°>xIJ«/7°>x×
置技术，配置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生产的铁路专
aB, ÙG¯^Gè*+lm
用信号电缆。其中，内屏蔽数字信号电缆已被铁道
u~p°3 o,Ê~p°¬)
y^Û 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6,<&%%%0信号系统的重点配套产品，
~pèlCDÙÚ+E,
部确定为

*+3 i~HI+Eb[¸¹º»¼5 ½¾¿»
生产。主要出口产品有圆锥滚子轴承、深沟球轴

在大秦线、兰新线、广深四线六大铁路干线，石太、
/5/5r½>z/,Z5

HIJK２００
&%% 万美元。
-L23
出口创汇

＂海林＂牌轴承
.
/01234 知名产品。省市重点出口机
VW+E3 ®CDHI¯

技部六部委颁发的＂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
ý
ABCD/+Eþí}3
ayzy+{|l
＂寰通＂牌信号电缆
9
:;<2=>?@ 知名产品。市列重点出
VW+E3 ®éCDH

¼5ÀÁ»¼ÂÃq9ÄÅÆmu»¼Q,ÇÈÉ
¨5 ¥¡5¡¢5£rQ¤¥m,¦§Q¨©
承、冶金轴承及各种特殊结构专用轴承等，尺寸从
郑西、甬台温、温福、武广等客运专线，京津等长三
ÊË
ª5«©ª5¬´®¯°±²³´Ñ«µ¶·
$+4(%%55,ÌÍQÎÉ
6%
Î
Ï
ÐÑ!ÒÓ6+
内径 １５￣４００ｍｍ，公差等级从 Ｐ０ 级（普通型）到Ｐ５ 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圈城际轨道交通和举世瞩
级（精密级）。产品以装备制造业的主机配套为主，
ÎÏÔÕÎÒ3 +EÖ×_\Ø}li¯ÙÚÛi,
ý¼ÑþÿX+El½u3
¸l¹ºQ»b
目的青藏铁路等都有＂寰通＂牌天缆产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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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ûü,&%%$
%, ì^ÛABCD
广泛应用于汽车、工程机械、农机 、军工 等行 １９９２ 年开始出口供货，２００１年，认定为国家重点
/+E,&%%( %,
@ý
AB/!mn+Eþ3 &%%'
新产品，２００４
年，获＂国家新型专利产品＂。２００８
%,h¤HIJK
)#3(
-L23 +EiNwA5<
年，自营出口创汇 ７３．４万美元。产品主销泰国、德
AQAB«TU3
国等国家和地区。

＂飞天＂牌地毯
9
A!<2BC 知名产品。省市列重点出口
VW+E3 ®éCDHI
产品之一。由天水宾乐地毯有限公司生产（原天水
+E±²3 ³XY¾¿TÀbcÌg*+ÏÁXY
®TÀÒ,HIlÂÃTÀbÄyTÀÅÆg
市地毯厂），出口的羊毛地毯有手工地毯与针刺胶
ÇTÀÈ/f3 ÉÊËÌb
5'%道、９０
59% 道、
5
背地毯两大类。按绞别分有
７０ )%
道、８０
$$%道、１２０
5$&% 道拉绞地毯；有
ÍÊTÀÎ b
59% 道、
5
１１０
７０ )%
道 5'%
、８０ 道、９０

!
()*%+,-./0
＂海林＂牌轴承
系列 产品

业领域。产品先后通过ＩＳＯ９００
系列、ＩＳＯＶＴＳ１６９４９∶
}ãä3 +EåæÑç 7!89%%
èé57!81:!$*9(9;
２００２
&%%& 质量标准认证。圆锥滚子轴承系列产品中有
)êëìí3 [¸¹º»¼èé+Eb
８个规格产品。１９８４年起
' {îï+E3 $9'( %ð１２次获国优、省优产品。
$& ñ@Aò5ò+E3
$9'' %¢£óôõ5ö÷5øùQ¯àúHIÌg
１９８８年开始向甘肃、湖南、辽宁等机械进出口公司
ûü,$99$ %¢£h¤HI3 &%%' % # 4,
ý
´µþ
供货，１９９１年开始自营出口。２００８年３月，＂海林＂
牌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中国驰名商
ÿ!ê"ABy!|#$$%&Ûý
A'W!
êþ3 (% $$ 4,
ý
´µþÿ»¼)A`a+}
标＂。同年１１月，＂海林＂牌轴承被全国高科技产业
品牌推进甘肃省委员会评为中国甘肃装备制造行
Eÿ*úôõ+,-&ÛAôõ×_\Ø|
}./Eÿ3 %0HIûü1 (#% -L2,
业十大品牌。全年省外出口供货完成４３０万美元，
(*9+3) -L23 +EiNLA,
h¤HIJK1４６９５．７万美元。产品主销美国，
自营出口创汇完成

$$%道、１２０
5$&% 5$+%
Ñb２．５／８＂、
&3+?'@5
１１０
道、１５０ ÏÐTÀ,
道抽绞地毯，厚度有
#?'@5(?'@ « +?'@ Q3 ÒÓ/Ô,ÕyÔP,QRS
３／８＂，４／８＂和５／８＂等。图案新颖，织工精细，色泽鲜
T,Ö×ØÙ,ÚÛÜØÝÞ,ßbàáâ,pã
艳，如绸似缎，花纹酷似浮雕，富有立体感，号称
ý
ÝÞþ,Yb?äåæ1lABçE3 $9'(
＂软浮雕＂，是具有极高欣赏价值的艺术珍品。１９８４
%¢£HI,
年开始出口，
$9') 年
% ，在
,
１９８７

TÀ
全省地毯质

)&è@
量评比中获
é 名。
W 3
第= 二

$9'' 年
% ，９０
,9%
１９８８

¯Ïê
道机抽洗高
MN23/54¨5567Q $%
远销加拿大、巴西、阿根廷等
１０ z{AB«TU3
多个国家和地区。
ÎëÃTÀ
＂麦积＂牌颜料
级纯毛地毯
.
561278 知名产品。省市重点出口化
VW+E3 ®CDHIx
@ABìy
工产品之一。由西北永新天虹化工有限公司生产，
y+E±²3 ³¨89/X:xybcÌg*+, 获国家轻工

! !"# !－
－１９６

!
"#$%&'
＂飞天＂牌地毯

! 业
"
工

２０００年，已累计出口创汇
万美元。产品远销
!$$$ (4567+,89 ２６００
!%$$ /:;<
%&=>
欧美、日本
、中东等 !$
２０ FGHIJKL<
多个国家和地区。
?:@AB@CDE
＂飞将＂牌丝毯
#
$%&'() 知名产品。省市列重点出口
MN%&< OPQRS+,

石、黄石、蚌皮和珊瑚、玛瑙、象牙
、珍珠、玉石、贝
g@lg@mnJop@qr@´s@¸ñ@tg@u
壳v@wxEyz²&4{[|}~lm4Ú
、螺钿等装饰物品，沿用古老的传统工艺，结合
现代科研技术，经过创新和发展精制而成。产品已
±®4q8YJÑü<v< %&5
有
多年的生产历史，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 F(`%
4 ³Þßàá<
\ ５０

产品之一。由天水新天丝毯有限公司生产（原天水
%&TU< VWXYWZ[\]^_`%abWX

它以选料严格、工艺精湛、造型奇特、图案古朴、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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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丝毯厂）。主要原料以绢丝、昌丝为主，工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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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坚硬、漆面光亮、耐酸、耐碱、耐高温，既供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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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需经图案设计、绘制大稿、点样、选丝、配丝、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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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实用的特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雕漆器具产品
[ßS4âH\b< ïZ%&

业部优质产品。年最大出口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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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线、配线、织毯、平毯、剪花、整理十几道工序
l

加工十分精细，每件成品都要经过木工、漆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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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图案主要有仿古图案，以寓意富贵、长寿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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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自然为主，常见的图案有博古、八宝、四艺、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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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龙凤、鸟兽、雷纹、蟠螭纹等，还有人、鱼、蚕、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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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工、镶嵌工
、描金工的苦心制作，有的要经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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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道工序才能完成。器具所采用的装饰方法，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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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镶嵌，即用五光十色的石料及象牙、珊瑚等装
g¦ð§4²[de|ggÔ´s@opEy

织等生活场景。艺术挂毯多以表现人物形象、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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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雕刻人物、山水
、花鸟、鱼虫
、走兽、文物等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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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峰、名兽珍禽
、奇花异草、琴棋书画为主，毯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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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在器面上，并交替使用镶金、贴银、印锦、胎
ð§â¿ÿ4¶·¸¹[ð#@º-@»¼@½

观逼真，着色古雅鲜明。早期产品主要有机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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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描金、彩绘等技术，使图案显得生动逼真，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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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８＂波斯丝毯等。新开发产品有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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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档艺术挂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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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高级羊毛、亚麻、毛麻合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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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等。产品从图案配色、染色
、织做、剪花等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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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套独特风格，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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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丝毯厂家中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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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茅，为西北仅有。产品被商检部门列为出口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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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１９８８年，生产的浮雕式镶珠毯《二龙戏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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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波斯毯，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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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轻工业出口产品展览会上获＂金龙腾飞＂铜牌奖

立体感。还有部分产品采用彩漆屏绘或雕填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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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方法。装饰图案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画面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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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选自中国古典名著、神话故事
、民间传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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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甘肃省轻纺工业出口优秀产品银质奖。年产量
J*+Oû,l!+,#µ%&-$)< (%-

室配套家具以及花瓶、果盘、首饰盒、壁挂、台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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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１万平方米，２０００年，已累计出口创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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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茶酒具等。＂飞天＂牌金漆石刻镶嵌屏风桌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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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

品多次获部、省优产品，１９８６
年，被轻工业部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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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创汇优质产品金牌奖，国家商检局定为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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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牌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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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产品。省市列重点出口
MN%&< OPQRS+,
产品之一。由甘肃春风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原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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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线厂）生产。１９８５年，主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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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纺、腈纶三大系列产品，品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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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颜色精纺绒线。主要出口纯羊粗绒线和腈纶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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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群们祝寿》《杨门女将》《文姬归汉》《海棠诗社》
Óö÷øùú
öÔìÕÖú
öµ×ØÙú
öÚÛÜÝú
öÞ/«¾úEß\y EÀ< Ó
"
à
《惜春作画》等；有的选自花鸟等自然景观。如＂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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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锦鸡＂＂松鹤延年＂＂玉兰海棠＂＂喜鹊登梅＂等；有
yé`«ÊcE4Ó
"
êër&
"
ìíîï&4
的选自当代生活题材等，如＂牧马图＂＂戈壁驼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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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品类众多，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美不胜数。
主要产品有各式围屏、沙发桌、套桌、组合家具、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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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检产品。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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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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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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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为同类产品第一名。１９９０年，最大出口供货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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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牌浓缩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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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农产品之一。由天水长城果汁饮料有限公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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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其产品以优质苹果为原料，采用纯物理加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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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加工而成，不含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是一种含
\*-5X6Ú²@、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纯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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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碳水化合物

到纯羊毛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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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 优质食品认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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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汁。产品通过了美国

特、利比亚
、墨西哥、巴西等国家。２０００
年以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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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ＧＦ认
41556
$-?9W<@?=ý*>?@þ
W

URS`%
"
/à&(5,2~< !((/ (4
"
/à&(
始重点生产＂春风＂牌混纺绒线。２００７年，＂春风＂牌

系列绒线获甘肃省名牌产品。２００８年，＂春风＂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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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以及犹太洁食认证。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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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吨，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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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等国家。２００８年，已累计出口

标被甘肃省认定为著名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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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汇

纯羊粗绒线获国家部优产品。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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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粗绒线获省优产品，曾两次被国家纺织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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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天＂牌雕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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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知名产品。省市列重点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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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之一。由天水飞天雕漆工艺品厂生产（原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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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雕漆工艺品厂）。产品选用我国东北红松、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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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甘肃陇南地区盛产的优质天然生漆为主要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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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配以五光十色的寿山石
、青田石、红石、绿冻

＂秦岭泉＂牌芦笋罐头
*
89:&';<=> 知名产品。市列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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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农产品之一。由天水昌盛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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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以鲜嫩芦笋为原料，引进利用国际先进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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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技术，解决了芦笋罐头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题，
保证了产品固有的营养成分。产品含有丰富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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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是预防心脏病、延缓衰老和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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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的最佳绿色食品之一。２００５
H8IJKLMNOPQ !""#年开始出口，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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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累计出口创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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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主销德国、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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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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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分级
、二次漂洗，运用干装技术加工而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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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人体所需的铁
、锰 、钙、铜等大量的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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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维生素（ＶＢ１、ＶＢ２、ＶＢ６、ＶＣ）和多种矿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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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甜、糯、嫩、香的特点，有较高的食用营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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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玉＂牌甜（
糯）玉米罐头 mnoNl
知名产品。市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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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食品，２００８
年开始出口５．３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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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出口农产品之一。由天水昌盛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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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产品远销英国、德国
、美国和爱尔兰等国家。

织蛋白、核酸
、叶酸、微量元素硒和天门冬酰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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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产品是以鲜嫩甜（糯）玉米为原料，经过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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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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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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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的互市市场。市场由官府派专职官吏监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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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官营为主。由于历代战和无常，榷场兴废不定，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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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与少数民族贸易往来的主要方式。到了宋代，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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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１年），北方女真族建立金国后，除与西夏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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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货物时有变化，铜铁等能铸造军器的物资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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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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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中原地区以金帛或茶叶之类
!"#$%&'()*+,-. 禁货。秦州榷场始兴于北宋英宗治平年间（１０６４—
!"$%年），马仲甫以天章阁待制知秦州时，榷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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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与西北少数民族的汉族换马交易的市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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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DEBF"GHIJKLMNOPQ RS8 要位于今通渭、甘谷、武山等环数百里，诏赐名甘
于唐代，盛于明代，到清乾隆时全部停止。天水的
谷堡（故址在今甘谷县治北
６０里）。南宋绍兴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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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互市最早起源于唐肃宗时期，是唐朝官方机
来北宋边界贸易外，又在秦州西关城设榷场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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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宋朝在秦州的古渭（今陇西县）和永宁（今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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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zGi]opq8!{|}~2v|} 宋和吐蕃开展贸易。参与贸易的商品物资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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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县磐安镇）两寨边设州置场买马。宋神宗熙宁三
木材、盐、粮、药材、丝、麻布等，是当时甘肃境内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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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秦凤路官员王韶又在秦州古渭寨专 处榷场中最大的一处。和茶马互市一样，秦州榷场
的设立，使秦州边界商业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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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用官钱设市易司控管互市。宋哲宗元祐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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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政府多次在古秦州设司，宋仁宗至和二年（１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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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朝廷派程之郡主管秦蜀茶马公事，以羡
y!"&" xG]j
¡-¢ep£+;¤¥G'¦
+:§;G¨©;ªm «1<=8/0¬+,
茶换战马，得良马益多。参与交易的商品除茶叶、

展。从此，秦州西关一带成为天水商业的繁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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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²³´µ¶Q ·Lpq¸¹12 贸易货栈等仍保存着宋、金时期的建筑风格。
马匹、丝绸之外，还有木材等。当时秦州成为与西
'(+,-.* 茶马贸易的市场。北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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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永宁博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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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了对付西夏的进攻和威胁，北宋曾委派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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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州入蕃界招马＂。同时，又在秦州永宁寨设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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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场进行茶马贸易，故＂蕃部马至，径鬻秦州＂。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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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每年市马
万匹。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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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二年（１０５５
年），宋廷令陕西转运司＂以银十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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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马秦州，岁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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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小
商品市
位于县城北郊。建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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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房
幢，服务楼５幢，拥有

摊位
多人，年营业额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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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茶马互市榷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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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０多万元。经营
１０大类
１．８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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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贸易的主要商业重镇，是甘肃陇东南地区最大
的茶马集散市场。秦州商业的兴旺，使货币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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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不足。宋神宗元丰四年（１０８１年），宋朝在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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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铸钱监，铸造货币以应急需，用于扩大市场交
=G ÔÕ!"pq'ÖY/»8×ØWHhÙ
易，这对古代秦州以及甘肃商业的发展起到了积

幕秦安

Ú8ÛÜÝ HhF]G pq+;T>ÞßÂ
极的促进作用。到了明朝，秦州茶马互市更加兴

盛，明太祖洪武五年（１３７２
年），在秦州、洮州
、河州
EDFàáâãxy!(%)
xzDopqäqåq
¶%r+;sDæç^+'=;D23èéêN
等地专设茶马司，贮备官茶以易马，西北各游牧部
落纷纷以马来售。清朝乾隆年间，由于所需马匹完全
ëìì';dí I]JKxîDïBðÒ;®ñM
ò'óôõgö4567%&÷øD'+=;8ù
可以税赋形式向少数民族地区征调，以茶易马的制
度失去意义，遂明令废止，秦州茶马司随之取消。
úûüýþGÿF!"PGpq+;s#-$%@
秦州榷场
'()* 宋、金等朝代由朝廷在天水边境
i (¶]"ï]joRS&

!"" !－
－! １９９

)*+,-&.
秦安小商品市场

天水大辞典
!"#$%
个品种的商品，具有商品小而全，价格低而廉，销
!"#$%"&'(%")*+&,-.*/&0

售系而专，信息灵而快，运销多而远的鲜明特色。
12*3&456*7&809*:$;<=>?
经营方式以批发为主，销售对象以货郎担为主，从
@ABCDEFGH&01IJDKLMGH&N
业人员以农民为主，日客流量达３
万多人次。上缴
[\
OPQDRSGH&TUVWX ! Y9PZ?

国家的税费占全县财政收入的
２５？？小商品市场
)%"gh
]^$_`a+bcdef$ "#$?

品等中低档地方产品为主营，价格低廉、做工精
".B{"GHA& ,-./l µ
细、式样新颖，深受城乡
广大群众欢迎。市场上有
gh[(
lC&rp?
天水生产的全毛、混纺和腈纶毛线，质量优良、花
mà{$+0l1«0(&Wl
色好，颇受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青睐。还有从上海、
>&+]`?$? D(N[ol
广州
、北京、天津、青岛等地采购来的流行时装、皮
¡$V"¢,lx
pqljklmnl

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浙江
、成都及本县
ijklmnl[olpqlrsltulvwxyb
自产商品于一处，远销青海、宁夏
、新疆、内蒙古、
z{%"|}~&:0olll l
西藏等整个大西北的边远农村，甚至流入了中印、
!j$:R&Vfl

鞋、针织品与百货、烟酒等达
类 +''
６００多个品种。
l&/"k|Kl}~X １５
&# £
9!"#?

中缅、中尼边界地区，成为城乡
商品流通的金桥，
l&vG%"V$&
直接或间接解决了
 ¡¢４ %万多人的就业，带动了宾馆、
Y9P$£O&¤¥¦§l
商店、运输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秦安小商品
%¨l8©$Fª«RSef$¬? ®¯)%"

服务能力较好的一处百货市场。１９８８
年被国家工
+¯°ª±$}~|Kgh? &(** ²³]^µ

市场连续
、县工商局评为＂文明集贸
gh°±１０年被省、市
&' ²³´lglbµ%¶·G
¸
¹<iº
市场＂，连续两次被国家工商局评为＂国家级文明
gh»&°±¼Z³]^µ%¶·G
¸]^½¹<

´&³]^ROÞµG¶Cgh&Ï]
区城区西郊，被国家农业部列为定点市场，是中国
R{"·ô³¸Ø]Á}? ¹º|２００１
"--& 年，投资
²&»¼
农产品协会理事单位之一。始建于
¥À +!(- Y[&alm +.+) YnBo? l½l
规模６３９０万元，占地面积６．６７万平方米。水、电、

gh»?
市场＂。

¤TPVWX４万人次，日成交额
% YPZ&Tv6Z３．１９
!,&( 万元，为秦
Y[&G®
每日人流量达
q¥À¦l%"§+l¨©ªl«¬lx®
州区规模最大、商品齐全、吸引力
、辐射面及综合
%"d²³¶·G+]¹<iºgh?
商行政管理局评为全国文明集贸市场。
!"34567812 市场名。位于秦州
gh\? ]|®q
天水赢池果蔬批发市场

&'()* 秦安县传统的经商模式之一。
®¯b¾¿$@%ÀCÁ}? 停车场等配套服务设施齐备，并建有果蔬信息网
¾#h¿À+¯BÁ§Â& Ãº(ÄÅ45Æ
秦安货郎担

秦安货郎常以担挑物品，走乡串村叫卖，人称＂秦
站和价格信息采集发布机构，天水市果蔬品种和
®¯KLÂDMÃÄ"&ÅÆÇÈ&PÉ¸®
Ç«,-45iFÈÉÊ& mgÄÅ"#«
安货郎担＂，俗称＂货郎儿＂。＂半年农活半年商，挑
价格信息由中央电视台第７
¯KLM»&ÊÉ
¸
KLË»?¸
Ì²RÍÌ²%&Ã
,-45ÿË½ÌzÍ ) 套节目每日向全国公
ÀÎÏ¤Tý+]Ð
担串乡当货郎＂是秦安货郎担的真实写照，这种辛
MÆÎKL»Ï®¯KLM$ÐÑÒÓ&Ô#Õ
Ö*×Ø$S ºÙÚC& }ÛÜÝÞßP$
苦而简单的民间贸易形式，一直维持着部分人的
àá? ®¯(âYP@ÂDKLM$ÚCÅãä
生计。秦安有近万人经常以货郎担的形式走南闯
j&åælollluçl[olè
北，范围至宁夏、青海、新疆、西藏、江苏、上海、河
ãlélèjl lêlëlìílîãlï
南、陕西、河北、内蒙古、山西、辽宁、四川、云南、贵
ql p? N &()*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
²ðñ}òó+ôõö
州、广西。从１９７８
&((*
²$
"'
²÷&
øG¾¿@%BC$KLM&
１９９８年的 ２０年里，作为传统经商方式的货郎担，
ùúûüNbl´Åý+]&]þ&ÿ¾¿$
足迹逐渐从县、省走向全国，甚至国外，由传统的
!ÃFªGDz"#l R$#UK%#G8©
肩挑发展为以自行车、农用车或客货汽车为运输

工具，经营商品从针头线脑扩大到服装、日用百
µ'& @A%"N&'()*ö+,l T$货、小五金、针织品、毛纺品等，经营方式由往日的
Kl).l&/"l01"&@ABCÿ2T$
DÄ3Ä4G56Ù& )KL7FªvG%
以物换物变为现金交易，小货郎也发展成为大商

贩。秦安小商品市场带动了约
万货郎担的发
8? ®¯)%"gh¤¥9 １０
&' YKLM$F
ª&($3:;R<=&($<f>?
展，有的专门跑农村进牧区，有的进入城镇或者大
g@ABC& D(}E(FG$²HP& I
城市摆摊设点，还有一些有胆识的年轻人，跨边

天水赢池果蔬批发市场
!"#$%&'()*
È? [gÄÑ ２０００
"--- 多种，日均客流量１万多人次，
9#&TÒUVW & Y9PZ&
布。上市果菜
T8ÓÉ¥#Ô ２００
"-- 9Ô&
+²ghÄÑ6Ù !日运载机动车辆
多辆，全年市场果菜交易
３０
YX&6ÙZ ３．６
!.+ Õ[&6Ù{"HÖ(×ÄlØÙ
万吨，交易额
亿元，交易产品主要有苹果、早酥
ÚlÛÜlÝÞ'(B=>$ÄÑ&ßà
梨、黄瓜、茄子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优质果菜，除充
ßáùyâãþ&DääåæF2jkl[ol
分满足本地需求外，还源源不断发往北京
、上海、

J&fKL&<"JºÙ? MzN°
境，入口岸，进行边境贸易。在西藏自治区连接尼
广东、浙江、四川、山西、河南、青海、新疆等
泊尔王国的樟木口岸，常年活跃着一支
１３００多人
paltulìílêlèãlol &!１３个
!
OPQ]$RSKL&Â²ÍTÝ}U &!''
9P
省
、市、自治区，已成为甘、陕、川毗邻地区规模较
´lglzN&çvGèlélíéê¥À±
$®¯%8VW&
²02J$KÄX
%*''
9
的秦安商贩队伍，年销往边境的货物达 ４８００ 多
大、辐射力较强的大型果菜批发市场。２００８
年果蔬
l«¬ª±ë$ìÄÑEFgh? "--* ²ÄÅ
X&Y01Z ９０００
(''' 多万元。
9Y[?
吨，总销售额
&+,-./0(12 市场名。位于秦州
gh\? ]|®q
秦城区自由路百货市场

年交易量２７３
７０？？年交
²6ÙW ")!万吨，占天水外销蔬菜的
YX&amþ0ÅÑ$ )-/&²6

ÙZ ８．２
*." Õ[?
"--! ² "--*
^&~_S_`&abcphlã
易额
亿元。２００３年至
２００８ ²°±³]^RO
年连续被国家农业
区城区中心，地处居民居住区，东临龙城广场、南
部评为＂市场信息联网先进单位＂。
Þ·G
¸
gh45íÆî<Ø]»?
°¡del6f&Ïÿzÿelgelh¥
连解放路、西接交通巷，是由自由路、大同路、劳动

路组成的日用百货与地方工业品为主营的市场。
eiv$T$jKkBµO"GHA$gh?
市场占地面积
平方米，设钢架玻璃瓦棚顶
ghalm ７４１０
)%&' nBo&
Bpqrstuv
２３００平方米，铁皮柜台长
４５０个摊位可
"!'' nBo&wxyz ２５１米，有
"#& o&( %#'
!A]{
[yz@A&(V¥AC &'' 9!&hNOPQ
上柜台经营，有流动摊点１００多个，场内从业人员
&%''多人。商品有针织、百货、五金、烟酒、副食、日
9P? %"(&/l|Kl.l}~llT
１４００
l¹$"? Dyø$+,l l&1/
杂、文化等用品。以本地制作的服装、鞋帽、针纺织

麦积区渭河桥南商
贸市场 市场名。位于渭
9:,;<=>?@12
gh\? ]|ï
èã&a３．４８
!.%* YnBo&ºðYlm
".# Y
河大桥南，占地
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２．５
万
nBo? ÏìñòóôCõ%h? ghB|
平方米。是大型二层楼长廊式室内商场。市场设百
货、文化、食品
Kl¹l" !３条街市，有固定摊位
ö÷g&(ø¶A] ３７５
!)# 个，临时
!&b¢
摊位
户，省内客商
)-- 多个，来自省外的客商
9!&¡z´þ$U% ３３
!! ù&´U%
A]７００
ù&¤mv6Z &- Y[úû? gh$|K÷&
３０!-户，每天成交金额１０万元左右。市场内的百货街，

!"" !
－! ２００－

EFGH
商业贸易

经营多种服装、鞋帽、布匹等，上市摊位
!"#$%&'()'*+,-./01４００
!"" 多个。
#23

２０多种。华东、华北、西南等
*& #$3 bc{bD{=}, #&１０多个省市的客商参
#2v/FGd

甘谷县成衣市场
!"#$%&' 市场名。１９８０年年底在甘
/453 #$%& 66789
谷县城城西街形成，１９８４
年迁至县城北面的商贸
:;<<=>?@A#$%! 6BC;<DEFGH
市场内。占地
#'( LMNO-PQRS %)& O3 T
/4I3 JK １．５万平方米，简易柜台８３０米。到

加交易。市场周围设立
cQ3 /4ßüùe ３０多户皮毛货栈，每逢集
)& #nVUÜf-[S\
日，发往外省、市的皮张约在
5-Òopv{/FVH;8 ２* 万张以上。
LHå.3
清水县金河北路综合市场
67#89:;<=&' 市场名。位于清
/453 1Ãg

#$%$ 6-UVWX01４３２
!)* 个，临时摊位
2-YZ01 #(#
23
１９８９年，共有固定摊位
１５１个。

Q;<=- AgQhµFijHQ/43 kÃ
水县城西关，是清水最大的综合贸易市场。建于

每集上市成衣
万件，价值
[\./@] ４．５
!'( L^A
_` #%１８万元；成交量
Lab @cd
)&&& ^A@ce #'*
! Lfhi /4
３０００件，成交额
１．２Labfgd
万元；人流量４万人次。市场

１９８１年，占地面积
平方米，市场建有营业房
#$%# 6-JKEK ４８７９
!%+$ MNO-/4kV"l
+$$ 平方米，长方形的钢架塑料棚顶
MNO- mN?FÖ×noÝN５０８
(&%平方米，
MNO７９９

jklmKGnopKqrpA stumvwx 砖彻水泥售货台
pqQRÛÜS１８７米。有固定经商者
#%+ O3 VWX!Gr１１０
##&户，流
n-g
除供应本地商户往外地运销外，还吸引本省邻近

１０
#& 多个县市和陕西、河南、宁夏、青海等省区的成
#2;/yz={|}'~{,vF@ 动摊点
=0s５１５
(#( 个，日人流量５０００
2-5fgd (&&& #f3
tuÞvw
多人。阴历四月二
衣客商前来采购。据统计，全县有
１．２
万 十八日物资交流大会期间，青海、陕西、湖南、河
#'*万户，１．７
LnA#'+ L
x5yzcgµ{?M-{z={|}{|
]G i A;V
多人从事成衣加工业，拥有缝纫机
９８３台，锁边机
#f@]AV $%)
D{ ~{ :,ý2v/FG }ëc
SA 北、宁夏、新疆等十几个省市的客商前来进行交
６２０
乡 易。骡、马、牛、驴上市量达
４０００ #Ë-cQf~8
多头，交易人员达
,*&多台。在城关、新兴、十里铺、六峰、渭阳
#S3 8<{{{{ (５ ¡
Q3 \{º{[{]./d8 !&&&
¢-V
*&
#2@]£¤3
¥¦§¤
*
L#f-6@ce
*&&
#La3
/4LÿV
２万多人，年成交金额
２００
多万元。市场中主要有
镇，有 ２０多个成衣加工专业村。如十里铺狄家村
!,$ 户，从事成衣加工的有
n-@]FV *$,
Ü{{5{{§ {§{¶Ü{Ï
UV４６９
、土特山货、蔬
共有
２９６ n-J¨n©
户，占总户数 百货、缝纫、日杂、粮油、家畜、家禽
的６７．８？？年产
F ,+'%--6ª５０万件，收入
Ð{,3 /40s-Ü3 /4.
(& L^-«¬３０
)& 多万元，户均收
#La-n« 菜、风味小吃等。市场摊点密布，货源充足。市场上
¬®¯a3 °§|¡-±§²{³§´{µ¶-·§
入千余元。赵家河乡，艾家坪、秦家湾、大山，白家
´¡¸§´{¹§´-¡º»¼,¤-½¾
湾乡安家湾、蒋家湾，十里铺乡马务沟等村，早已

成为成衣贩运专业村。如艾家坪村，共有
户
@¿@]Àq£¤3 ¥±§²¤- UV １５１
#(# n
f-Àq@]FV １３４
#)! n-J¨n©F
人，贩运成衣的有
户，占总户数的%%'+.-6r
８８．７？？年销
#+'+* 万件，获利收入
L^-ÁÂ«¬ #!'#%
La-n«¬
@]１７．７２
成衣
１４．１８万元，户均收入
®¯a3
千余元。
()*+,-.&' 市场名。位于武山县
/453 1ÃÄ¶;
洛门镇蔬菜批发市场
ÅÆ¢-ÇV
È
ÉÊËÌÍÎ3 ÏÐÑÒ/4JK *(
洛门镇，素有＂旱码头＂之称。蔬菜批发市场占地
２５
Ó- VÔÕÖ×ØÙÖÚÛÜÝU ２１００平方米。
*#&& MNO3
亩，有纵排钢架玻璃钢瓦售货棚共
/4ÞßVàI"à{»áâà-sVãä4
市场四周有室内营业室、业务洽谈室，还有停车场
åæ%»S{çèé,-êë{ìí{îï{ð¸{ñ
以及服务台、宣传栏等，银行、邮电、医疗、治安、旅

店、饮食和文化娱乐等服务设施齐全。洛门市场的
ò{óôyõö÷ø,%»ùúû3 ÅÆ/4F

!"#$%&'()*+
清水县金河北路综合市场
/F¶Ü{+{{){{
市的山货、竹柳编织品背斗、簸箕、筛子、竹席、扫

蔬菜，以镇周围几个乡村的生产为主，有韭菜、西
ÏÐ-å¢ßüý2¡¤Fþª¿ÿ-V!Ð{=
红柿、辣椒
、黄瓜、茄子等专业种植 !,
４６ 2+$-6
个品种，年
"#{$%{&'{(),£$*
上市
万多吨。洛门市场的蔬菜上市早，新鲜
、脆
./ ３) L#,3
ÅÆ/4FÏÐ./½--{.
/{©#{01{_2343 \5M./ÏÐ )&&/!&&
嫩、数多、质优、价格便宜。集日平均上市蔬菜３００￣４００
,- ./678 , L /+万人，日成交额
Lf- 5@ce )&
#L
吨，上市群众达６万￣７
３０多万
a3 ÏÐÀqFV８００
%&&多人，蔬菜远销新疆、
#f-ÏÐ9r:{
元。从事蔬菜贩运的有

帚等形式多样，应有尽有，成为全市较大的柳编物
,?#-lV V-@¿/¡µFy
集散地，外地客商争相收购，销往外地。１９８６
年至
\¢K-pKG£¤«-ropK3 #$%, 6C
１９９０
#$$&年，被评为省、市文明市场。
6-EF¿v{/õG/43

青海等
多个省市的 )&
３０ #2K
多个地区。每集约有
, １０
#& #2v/F
3 [ \;V

凤出资
µ¶z ８０００
%&&& 万元修建。２００３
La·k3 *&&) 年开业运营，占地面
6¸q"-JKE

#&/*& 辆运销蔬菜的机动车，还有不定期的火车发
<qrÏÐF=ä-sV>X?F@äÒ
１０￣２０

K )&万平方米。专设名品家私馆、国际陶瓷广场、
LMNO3 £ù5+§³¹{º»¼½¾4{
积３０
5+¿ÀþÁ¹{Â+ÃÄÅ/{ÆRµÇÈ{É
名品卫浴生活馆、精品洁具超市
、橱柜大展厅、木

运。洛门蔬菜批发市场，是驰名省内外的蔬菜交易
q3 ÅÆÏÐÑÒ/4-AB5vIpFÏÐcQ
/43 #$%! 年以来，洛门蔬菜批发市场连续
6å -ÅÆÏÐÑÒ/4CD )
市场。１９８４
３ hE
次被

>?@ABC0D&' 建材专业市场。位
k¥£/43 1
麦积桥南建材家居市场
Ã¦KG§}¨L©3 @eÃ *&&& 63 AªQ
于麦积区商埠南路中段。成立于２０００年。是天水
/«Guz¬s®3 ¯°k±²³´ÿ°
市招商引资重点项目。由福建莆田私企业主赵金

门木地板超市
、精品灯饰窗帘超市、电脑家电城 %８
ÆÉKÊÅ/{Â+ËÌÍÎÅ/{íÏ§í<

F¿v{/õG\H/43
评为省
、市文明集贸市场。

2Ð/4-#, 2£Ñ/4- "EK １６．５
#,'(
个区域市场，１６个专业分区市场，营业面积

张家川县龙山皮毛市场
/01#2345&' 市场名。位于张家
/453 1ÃH§
川县龙山镇。占地面积１３．３５
万平方米，中间有
I;J¶¢3 JKEK #)')( LMNOLMV

LMNO3 u}º ４０
!& ¯ÒGF51Â+
万平方米。引进全国
余厂商的名优精品 #&&&
１０００

２７４８
*+!%平方米钢架玻璃钢瓦棚顶覆盖，水泥地面。有
MNOÖ×ØÙÖÚÝNOP-QRKE3 V

多名。市场内设清洁、营销
、运输 、装卸、装饰 、物
#53 /4IùgÃ{"r{qÕ{&Ö{&Ì{y

多种。招商租赁经营业主有
１００ #§多家，员工６０００
#$3 «GÓÔ!"ÿV #&&
~ ,&&&

固定工商户
２０００多个。逢期
业管理等
个后勤保障服务部门。配备
WXGn３００
)&& 多户，流动摊位
#n-g=01 *&&&
#23 S?
×Ø, ８% 2ÙÚÛÜ%»ÝÆ3
Þß !４辆购物
<y
./f© )万多人。每集上市各种毛皮
L#f3 [\./T$UV１．６
#', L#
上市人数３
万多 免费直通车，日均货运车辆
àáâãä-5Üqä<２００
*&& 多次，年营业额
#h-6"e #１
H-@c # LHWX-@ce; #( La3
VHF$ 亿￣１．５
ä /#'(亿元。市场物流函盖天水及陇东南周边
äa3 /4ygåPªQææc}ß *&
张，成交１万张左右，成交额约１５
万元。皮张的种
２０
YVZV-[V-\{º{]V-^{_V{`{aV, 多个县区。２００６年５月，被中国建材市场协会授予
#2;3 *&&, 6 ( v-ELºk¥/4ç{èé
类有羊皮，牛皮，骡、马、驴皮，狗、猫皮、兔、狐皮等
! !"# !－
－２０１

!"#$%
天水大辞典

宴、万福楼火锅、兰天小吃、两岸咖啡西餐、艾韦德
＂中国百强建材市场＂荣誉称号。
!
"#$%&'()*+,-./
`taÐbc8Ddeàfghijklm
甘肃省万达实业总公司
国际健身、万佳家居超市、数码通信城等
&'()*+,-./ 公司名。位于麦积
012/ 3456
ºno<tP»pS(qrÁs (８个大的
f

区社棠路３１号。前身是甘肃省物资局天水综合材
789: !" ./ ;<=>?@ABCDEFG'
料站，成立于１９７６
年３! NO
月。隶属甘肃省物资局管
PQ>?@ABCR
HIJKL4 "#$% M
STUV&WTXYZ %& [T\]^_DE`ab
理，县级建制，有职工６０
人，主要承担天水及周边

地区计划物资的仓储与运输任务。１９９４年
c7deABfghijklmO "##' M８ (月，甘
NJ>
?@ABCn&>?@AopqrT 01s2>
肃省物资局组建甘肃省物产集团后，公司更名甘
?@tuvwx01T =>?@Aopqfyz
肃省万达实业总公司，是甘肃省物产集团的分支

经营机构，是甘肃东部地区最大的货物仓储、代发
{|}~T=>?c7fAgh 
"(%名，
2T
jAfwO XYZ１８６
代运、物流配送的大型流通企业。有职工

下辖仓储、运输、钢材等
gh jk ' '４个分公司。占地面积
y01O c6
１３．３
１．７ tTX
万平方米，有４
"!)! 万平方米，仓储库房面积
tTgh6 ")$
'
!)* 0f:
7/ {|¡¢X
条 ３．５
公里长的铁路专用线贯通库区。经营范围有
AghA£Q`&¤'H¥¦/ M
货物仓储、物流配送、金属及建筑材料贸易等。年
A§¨© １３０万吨，自营钢材销售
"!& tªT «|'¬ ３０万吨，年
!& tªTM
货物吞吐量

营业额
亿～４．５
| w ®３．５
!)* ¯
+,')* ¯亿元。２００７
° / -&&$ M年７月，通过
$ NT ±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同年９月，被国
./0#&&"²-&&& ³©RS´µ¶·/
¸M # NT¹º
家工商管理局评为重合同、守信用企业。２００８年，
»Z¼RSC½¾¿G¸ÀÁwO -&&( MJ
¹"ºAiÂÃÄGÅ½Æ¾
Ç
111*Vgh
被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评定为＂ＡＡＡ＂级仓储型
Aw/
物流企业。

经营项目。扩建后的兰天城市广场总营业面积达
{|tuO ã&rf8Ds(v)x|w6u
到１１万平方米，员工有１２００
[O =>?c7
ä "" twxZX "-&& 人。是甘肃东部地区
经营规模最大的商品购物、餐饮美食、健身休闲、
{|yzf¼#ÃAjM{öo<|}
商务娱乐等多业态、多功能、全方位服务的大型购
¼m~Qíwí3DmfÃ
A"wD ©t[á'O
物中心，每天客流量万人次以上。

天水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9:#;<=./ 综合商场名。位于
FG¼)2O 34
秦州区民主路６１号。成立于
１９６７年４月，前身是
<=7\: %" .O KL4 "#%$ M ' Nw;<=
东方红商店。１９６８
年 '４月，东方红商店一楼竣工开
Nw¼ÙÐZÕ
¼O "#%( M
wO "#$( M - Nw¼ÎÐZÕww|
业。１９７８年２月，东方红商店二、三楼竣工开业，营

业面积
３４５０平方米。１９８５年７月，东方红商店划
O "#(* M $ Nw¼e
w6 !'*&
DEc7¼wCwV&WO ¸M ""
Nw
归天水地区商业局领导，科级建制。同年
１１月，以
¼¾\KLDE(01w PQDE
东方红商店为主成立天水市百货公司，隶属天水
市商业委员会，副县级建制。有职工
(¼wxÅwõUV&WO XYZ２８５
-(* 名，柜组
2wn
５２
万种，是当时全市最大的国
*- 个，经营商品１．１９
w{|¼# ")"# t"w=Ö×(fº
营商业零售企业。１９８６
年７月，推出全市首家自选
|¼wÛwO "#(% M
$ Nw(ø»«
式购物商场，后改为家电
、工艺美术品商场。１９８８
ÓÃA¼)wrâ¾»úZ{#¼)O
"#((
! Nw;ÙÐFGõö¼) !３
年M ３月，在第一百货大楼、综合副食商场、批发部
{|v´"vÞ^{|WO "##' M１２"-月，市
Nw(
个经营实体中实行承包经营制。１９９４年

0123 商场名。位于麦积区商埠路东
¼)2/ 34567¼È: %É
¾&L wW ¡¢£3O "##$
秦州商场
６— 政府批准列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１９９７
( ./ "#((年，天水百货采购供应站投资
MT DE$ÂÃÊËIÌB !(&
t
８号。１９８８
３８０万
°T Í&ÎÏÐÑÒÓÃA¼)/ |w6 %*&&
元，新建三层楼封闭式购物商场。营业面积６５００

M ４' Nw
vÞ¤¥Wâ¦w n&ßAºX§[¨
年
月，实行股份制改造，组建了由国有法人控
¤w YZ©¤fDEªÐX«01O ¸M (８
股，职工参股的天水百货大楼有限公司。同年

/ "##& M９月
# N２８
-( 日开业，为当时天水百货
ÔÕwT¾Ö×DE$
NwÌB -*&&
t°|w6 " tfÍÐ
平方米。１９９０年
月，投资
２５００万元营业面积１万平方米的新大楼
ÂÃÊËIØXfÙ»ÚÏ«|Ûw/ "##'
ÕwO -&&& M １２
"- NwB
t°¬´ÃßD
采购供应站仅有的一家基层自营零售企业。１９９４
开业。２０００年
月，出资"!&&
１３００万元整体收购了天
年之后，商场进行了两次改、扩建，营业面积达到
MÜrT¼)ÝÞßàáâã&T|w6uä
E®i9Bow¯R°ëYZ
2O -&&"
水华西大厦全部资产，接管安置职工 !*&
３５０名。２００１

７２００
$-&&平方米。１９９９
O "###年起，开始招商租赁经营，安置
MåTÕæç¼èé{|Têë
社会下岗职工．４００多名。经营范围有百货、文化、
8ÅìYZ '&& í2O {|¡¢X$îï
针织、纺织、糖酒副食、金银首饰、家用电器、五金
ðñòñóôõö£÷øù»úûü£
交电、装饰材料共
２．３t!"¼#O
万余种商品。８年累计完成
ýúþù'Hÿ -)!
( M$d%K
¬®６．３
%)! 亿元，上缴利税
¯°&'()* **&
-&&" M+
销售额
５５０ ít°O
多万元。２００１年，
¹DE(xZÅ,Æ¾ìYZ-.wÚcO
被天水市总工会确定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基地。
-&&! 年起，连续
Må+ /0 !３年被甘肃省消费者协会评为省
M¹>?@1234Å½¾@
２００３
V5Á63O
级诚信单位。

年年底，有职工．４２２
名，下辖天水华联商厦、天水
MM±wXYZ '-- 2wDE®Ä¼9DE
华联大酒店，共有营业面积
万平方米，经营项
®Äô²wÿX|w6２．６
-)% tw{|t
目有零售、住宿、餐饮、休闲娱乐等，年营业额
４５００
uXÛ³´µM|}~QwM|w® '*&&

万元￣５２００万元。２００２年５月，实施产权制度改革，
t° +*-&& t°O -&&- M * Nwv¶o·W¸â¹w
K¾(¼¥µºÙ»»¼v¶o·âWf
成为全市商贸系统第一家率先实施产权改制的民
|wO âWrw\½¾¿|w)cèéjMD
营企业。改制后，主兼转向营业场地租赁、餐饮服

务mÀÁ^ÂÃy¼#ÄG{|{|wmO
、对外承包和部分商品联合经营等经营业务。
>?2@ 综合商场名。位于麦积区步行衔。
FG¼)2O 34567ÄÞÅO
金都商城

4!5678 综合商场名。原名兰天商厦，
FG¼)2O 728D¼9:
兰天城市广场

=567ç¼ÆBÇÈw >?ÉupqÌB
是麦积区政府招商引资入驻，甘肃盛达集团投资

位于在秦州区大众路官泉１号。２００１
34;<=7>:?@ " .O -&&"年，由兰天集
M:A8Dp

B&pÃA|} µM~Q4Ù´fFGÊ
兴建集购物休闲、餐饮娱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
¼sO -&&' M１１月开业，总投资
"" NÕwwxÌB１．２
")- 亿元，建筑面
¯°w&¤
商城。２００４年
!)*$ twXxZ
积6３．５７
万平方米，有员工 "&&&
１０００ í[w=567u
多人，是麦积区目

qÌB３．５
!)* 亿元兴建，２００３
¯°B&:-&&! M°N
|
团投资
年元月 "(
１８ÔÕwO
日开业。营
Ï:|w6 % tO
c
wÐ\´C~X７$ 层，营业面积６
业大楼主体结构有
万平方米。地

上五层经营服装、鞋、针织、化妆品、黄金珠宝、烟
'üÏ{|DþEðñïF#G£HIJ
ôKLö#MH»úûÁo# !&３０多个
í
酒茶叶、食品饮料、家用电器、通信产品等

大类３
平方
N !万多种商品；地下一层营业面积
tí"¼#OcÙÏ|w6 ６０００
%&&& 
米，为兰天综合佳乐开放式购物超市，地下二层是
+¾8DFGPQÕRÓÃAS(+cTÏ=
íZ:M|w®
UV):W¸×UXYV "&&
大型停车场，可同时停放汽车
１００多辆，年营业额
'¯°O -&&$ M１２
"- 月，在原大楼的基础上进行二
N:;7ÐfÚ['ÝÞT
上亿元。２００７年
áã&: Í\|w6 * t: \]^_º
次扩建，新增营业面积５万平方米，增设御鼎国

前经营规模最大的购物中心。商城分综合超市、医
;{|yzfÃA"O ¼syFGS(Ë
疗超市和手机超市三大经营区，最大的金都综合
ÌS(ÃÍ}S(Î{|7w f£ÎFG
超市经营面积超过
平方米，经营商品上万
S({|6S± ４０００
'&&& w
{|¼#'t

种。商城紧紧围绕大众消费，高、中、低档商品俱
"O ¼sÏÏ¢Ð>1ÑwÒ"ÓÔ¼#Õ
wÖ×Ø¦ÙªÚfÃADÛwÜÝv1Ñ3
全，竭力打造老百姓的购物天堂，赢得广大消费者
fÞ½O-&&% M|w®øáßà¯°áO¼s¼
的好评。２００６
年营业额首次突破亿元大关。商城先
r¹567âãÇ
¼Ýä|wå
Ç
-.w¼
后被麦积区政府授予＂先进私营企业＂＂再就业先

! !"! !
－２０２－

#$89
商业贸易

!"#$%&'()
进单位＂荣誉称号。

天水商业大厦
!"#$%& 综合商场名。位于秦州区中
*+,-.) #/0123
心广场。始建于１９８９
年经甘肃省体改委
4567 89/ !"#"年，１９９４
:;!""$ :<=>?@AB
批准进行股份制改造，成为天水第一家商业股份
CD!EFGHAI;JKLMNOP,QFG
:!STAI;JK<UFGVWX
HRQ) %&&' 年进产权改造，成为经营股份有限公
制企业。２００２

营企业。２００５
６００平方米
URQÐ '&&,年改造装修，一、二楼为
:AIåæÑOlr½K *&&
·¸¹
的宴会大厅，三楼为包厢雅座共
-'间。２００８年，有
ÁÐ '&&( :ÑV
ºsÙÌÑâ½KtuCDÜ１２
员工
Ｊ川菜、粤菜等
Ø³ ４０人，经营菜品有天水地方菜
$& Ñ<UJdVLMv¸JlwJlxJu
１００
-&& 多个品种。适合举办婚庆宴席、生日宴席。
[vdyÐ z+{|}~slzsÐ
天水饭店
!"*+ 餐饮服务企业。位于秦州区民主
qr¤¥RQÐ #/012@Å

司。２００８
年起多次进行经营结构调整，突出品牌品
Y) '&&( :Z[\!E<U]^_`abcded
<U;<Ufghi,Qjklmnoplqrs
经营，经营范围涉足商业零售、酒店旅游、餐饮娱

路６７号。１９７３
¨ *. (Ð -"./ 年１
: - 月在原北方酒楼地址上建成天
yò©¸m½vû9JL

tu[vwx) '&&"年
: １２
)' y
z; {|AI)
乐等多个领域。２００９
月 !'
１２日，升级改造。

llã\l¤¥ºV
(¤
好、规模大、档次高
、服务周到的国有＂老字号＂服

１９９６
!""*年以后，天水商厦累计投资
:}~LM, ２００
'+& 万元，资助贫
;
困大学生
５０万元，资助教育事业
"& 多人，资助金
[; ,&
Q
９０
投入
多万元。商业大厦先后荣获＂国家诚信单
 ８０
(& [
7 ,Q~%

P"
位＂＂甘肃省名牌商业企业＂＂全国百城万店无假货
#$

=>?.e,QRQ

 n

务企业，有职工
９０
,* 名，有普通间、标准间客房
.ÑV¿ÀÁlDÁÂÃ "&
¥RQÑV²³ ５６

¡fnu%&¢(£
示范店＂等荣誉称号。
!"'()*+ 餐饮服务企业。位于秦州
qr¤¥RQ) #/01
天水市建新饭店
区新华路９１号。原名天水建新旅社。１９７９年１月
2¦§¨ "- () ©.LM9¦oª) !"." : - y
成立，隶属天水市饮食服务公司，当时有职工
６５
J«; ¬LM®r¯¤¥XY; °±V²³ *,
名，建筑面积
３１２５ ·¸¹º»¼½O¾;V¿À
平方米的五层楼一幢，有普通
.;9´µ¶ /-',
间客房
ÁÂÃ４０间，２０１个床位，主营住宿，辅设小型餐
$+ Á;'+- vÄ#;ÅUÆÇ;ÈÉÊËq
ÌÍÊÎÏÐ -"(, : ( yÑ}9¦ÒnÍÓÔ2Õ
厅和小卖部。１９８５年８月，以建新饭店和北道区滨
ÖÒnKÅ@ÑJ«LM®op¤¥XYÑK×|
河饭店为主体，成立天水市旅游服务公司，为县级

MoªÑK '&
É,
水旅社，为
２０îï:ðLM®2
世纪七八十年代天水市区硬件设施

ÁÑÄ# '(&
äÐ :!UQ -&& [
1-'& [
间，床位
２８０张。年均营业额１００
多万￣１２０多万
Ð '&&' : １１月，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由原秦城区
-- yÑ!ESTH-A.Ñ/©02
元。２００２年

（今秦州区）餐饮服务公司经理陈德荣个人出资
１０
012qr¤¥XY<7%vc -&
`@>?RQVSTÑ ò²²³ -(*
万元整体受让企业国有产权，安置在职职工
１８６
.Ð AH~ý.@URQLM®¤¥VW
名。改制后更名民营企业天水市宏顺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天水饭店。２００６年，筹资
１５００万元，在泰山
XYLMÒnÐ '&&* :Ñ -,&&
Ñò
ö¨¦9¼Ñ 9´µ¶ ４５００
$,&& ·¸¹ºUQ
东路新建八层，建筑面积
平方米的营业大
½Ð '&&( : . yÑ ¦#/012ö¨-(
楼。２００８年７月，搬迁新址位于秦州区泰山东路１８

号。员工
(Ð Ø³ ３４名，有中档标准型、高档豪华型客房共
/$ .ÑV3ãDËlãá§ËÂÃÜ
,- ÁÑÄ#８１
(- 张。业务范围有住宿、餐饮和停车。
äÐ Q¥fgVÆÇlqrÍÛÿÐ
５１间，床位
1'&& Ñû¡¢３０万元。
/& Ð
:UQ -&&
年营业额１００万￣２００万元，上缴税金

9HÑ¬LM®,QBØÙ7 Ú: "
yÑÒnÛ
建制，隶属天水市商业委员会。同年
９月，饭店停
QAIÑÜ
-*/
ÑÝÞVÃÁAIJ¿À
业改造，共投资 １６３ 万元，将所有房间改造成普通

ｍ

$,间，８５
ÁÑ(, äÄ#7
ÁßàDÁlá§Áâvã\ÑÜ４５
间、标准间、豪华间三个档次，共
张床位。
åæÙçè ４间
$ Á ８００平方米，新建能接待
(++ ·¸¹Ñ ¦9éêë ３００
/++ 
装修会议室
人
Ú±ìqºqÌ - íÑµ¶ *++ ·¸¹7 AI~º
同时就餐的餐厅１处，面积６００平方米。改造后的
ÒnJK２０
'+ 世纪
îï (+
®ñO OP òz
饭店成为
８０ :ðLM
年代天水市唯一一家在日

本、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导游图上标明的旅游接
ól ¦ôõuö÷øPùpúûàüºopê
待饭店。１９８６年，更名为天水市建新饭店，科级建
ëÒn7 -"(* :Ñý.KLM®9¦ÒnÑþ|9
HÐ -""(年，有职工
:ÑV²³ １２６
-'* 名，经营业务有住宿、餐
.Ñ<UQ¥VÆÇlq
制。１９９８
厅、娱乐、停车等，年平均床位利用率６７？？１９９９年
ÌlstlÛÿuÑ:·!Ä#"#$ *.0Ð-""" :
Zc%<U&'(Ð '&&- :ÛQÑ²³Ø)*Ð
起出现经营性亏损。２００１年停业，职工全员下岗。
'&&' :１２-'月，实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由社会自
yÑ+,RQSTH-A.Ñ/ªÙ0
２００２年
123456Ñ©<7890l:<734;<
然人李文彦牵头，原经理宋陇秦、副经理文彦青参
=ÑjS>?VRQSTÑAH~ý.K@U
与，零资产受让国有企业产权，改制后更名为民营
RQLM9¦ÒnVWXYÑ<UQ¥ABÐ
企业天水建新饭店有限公司，经营业务未变。

!" ８０
#" #$%&'()
２０!"世纪
年代的天水饭店
!"/01234567 商业机构。位于
,Q£^Ð #/
天水百货批发采购供应站
¤¶2r¥¨ö *$ (Ð J«/ -",, : ( yÐ ¦§
麦积区二马路东６４号。成立于１９５５年８月。前身
¨3© XY=>LMCª«Ñ ¬=>?,
是中国百货公司甘肃天水批发站，隶属甘肃省商
QÌÐ ¨¬U© l®l¯®l°±l²³´µl3
业厅。是专营百货、针织、纺织、丝绸、照相器材、文
¶#du·,dºr|CªRQÐ
-"., : ５月，更
, yÑý
化用品等类商品的二级批发企业。１９７５年

,-%.+ 餐饮服务企业。位于秦州区自
qr¤¥RQÐ #/0120
秦州大酒店

名甘肃省百货公司天水采购供应站，隶属甘肃省
.=>?© XYLM¸¹º»«Ñ ¬=>?

/¨ ９８
"( (Ð
-"(, : " yJ«Ñ¬/LM®r¯
由路
号。１９８５年９月成立，隶属于天水市饮食
服务公司。有职工３５名，营业面积５４０平方米，雅
¤¥XYÐ V²³ /, .ÑUQµ¶ ,$& ·¸¹ÑC
座两处，辅设小卖铺。当时主要以经营西北菜肴为
DEíÑÈÉÊÎFÐ °±ÅG}<UHIJKK

© XYÐ -"(, : - yÑ)¼LM®,QBØÙk
百货公司。１９８５年１月，下划天水市商业委员会管

ÅÑLMNOÑCPÜQÐ RSTlUVWXlUV
主，风味独特，雅俗共赏。香酥鸡、清蒸甲鱼、清蒸
YZl[\]^l_`abuKðcJdÐ zd[
虾仁、什锦火锅、芙蓉干贝等为代表菜品。日最多

接待顾客
êëeÂ１２００
-'&&多人次。１９９６
[\Ð -""* 年，旧城改造中，原桥
:ÑfAI3Ñ©g
nhÒnij~`@êk²³２０
'& 名，饭店更名为
.ÑÒný.K
店子饭店拆除后整体接管职工
01mnÐ '&&' :ÑSTH-AH3Ñ/©01
秦州大酒店。２００２年，产权制度改制中，由原秦州
2r¯XYlmÏno pqv>?Ñ JK@
区饮食公司党支部书记万美兰个人受让，成为民

7Ñ Ú:８( 月，更名甘肃省天水百货批发公司。
yÑ ý.=>?LM© CªXYÐ
理，同年
-"(( : " yÑ ½{K=>?r|RQÐ -""& : *
１９８８年９月，晋升为甘肃省二级企业。１９９０年６
yÑý.=>?LM© ¸¹º»«Ð Ú: ９月，
" yÑ
月，更名甘肃省天水百货采购供应站。同年

秦州商场开业，营业面积６５００平方米。１９９１年９
01,-¾QÑUQµ¶ *,&& ·¸¹Ð -""- : "
月，徽县大岭选矿厂投产。之后有甘谷油墨专营批
yÑ¿×ÀÁÂÃSÐ Ä~V=ÅÆÇ¬UC
发站西安、郑州、西南等经销部开业。１９９２年，开始
ª«HlÈ1lH÷u<ÉÏ¾QÐ -""' :Ñ¾8
ò«ÊELËÌt<UÐ -"", : ' yÑÍLM®
在全站推行风险承包经营。１９９５年２月，被天水市
ÎÏÐK9«%ðRQH-ÑÒRQÐ -"". :ÑV
政府列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１９９７年，有

!"# !－
－! ２０３

!"#$%
天水大辞典

职工
亩，有道南库、道北
!"６６３
!!"名，占地面积
#$%&'( ８９．６６
#$%!! )$*+,-.+/
库、社棠３个库区，共有
"$ 幢仓库，１８辆货运汽
56-$&# 789:
-. 01 " 2-3$ 4*３９
车。下辖
;< =>１２
&'个经营（销）部。经营范围有百货、针
2?@ABCD< ?@EF*G8.H
织、文化、丝绸、家电
、副食、化工产品 、建材、矿产
I.JK.LM.NO.PQ.RSTU.VW.XT
品等
&( 2Z[$?@U\ '%" 万多个，年最高销售
]^2$_`aBb
UY１４个大类，经营品种２．３
额c１．５
&%) 亿元。批发供货业务函盖天水、陇南、定西、
de< fgh8ijklmn.o,.pq.
rs.tuY '&
2v< &$$# _w$fgh8ijx
平凉、兰州等
２１个市。１９９８年起，批发供货业务量
急剧萎缩，自营批发业务经营退出，实行大类品牌
yz{|$}@fgij?@~$Z[U
商品买断经营、小类商品单体经营、一般商品抽资
U ?@.[U?@.U
经营、矿业产品承包４种经营模式。１９９９
_ １１月，
&& $
?@.XiTU ( \?@< &$$$年
引进湖北鄂州兴进工业品公司投资
/uSiU５００
)**万元，将
]e$
原办公大楼改造成水芙蓉洗浴餐饮中心，由投资
Z n¡¢£¤¥¦§¨$ ©
方承租经营。之后，主业转向资产租赁业务，有
４００
ª«?@< ¬$®i¯°T«±ij$* (**
名职工自愿离开企业自谋职业。２００８
²!S}³´µ¶i}·!i< '**# 年２
_ '月，实施
$¸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更名为民营企业天水瑞泽实
¶iT¹º»¼$ ½²¾¿@¶imnÀÁ
业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有场地租赁、货物代理
i*ÂÃÄ< ?@EF*Å&«±.ÆÇÈÉ
仓储
、房地产开发等资产经营业务。
6Ê.Ë&TµgYT?@ij<
天水五交化采购供应站
!"&'()*+,- 商业机构。位于麦
iÌÍ< ÎÏÐ
(3ÑÒÓ ２２号。成立于１９５７
'' Ô< ÕÏ &$)+ _
+ < Ö×¾
积区一马路东
年７月。前身为
§ØÙÚÛOÜÝÞmnfgß$ àáÜÝ
中国五金交电公司甘肃省天水批发站，隶属甘肃
ÞÙÚ$áÞâãâfg¶i< &$#( _ １２月，
&' $
省五金公司，属省级二级批发企业。１９８４年
=ämn&3iå®æ<
&$#)
_
+
$½²mn
下划天水地区商业局主管。１９８５ 年７月，更名天水
$ @iZë
ÙÛRçèhéß< ê_ #８月，营业办公大楼竣
五交化采购供应站。同年
工，建筑面积
６０００平方米。１９８７年８月，桥南商贸
S$Vì'( !***
rªí< &$#+ _ # $î,ï
vÅ@iD Õ< ê_$ðÞñSòóôõÞö
市场营业部成立。同年，被省总工会授予全省先进
¶i<
&$#$年
_ １２
&' $ðÜÝÞ÷øóôõÞi
企业。１９８９
月，被甘肃省政府授予全省商业

先进企业，甘肃省一级企业。１９９０
ö¶i$ÜÝÞâ¶i< &$$* 年２
_ ' 月，麦积综
$Ð(ù
合零售商场开业，并投资
万元扩建社棠仓库
úûbÅµi$ ü ３００
"** ]eýV016-

１６５５
&!))平方米，货棚
rªí$8þ ５９４平方米，购置货运车
)$( rªí$èÿ89;９$ 辆。
7<
１９９４
１３．８)!Ð"#$%&vÅµ
亩的麦积家具装饰市场开
&$$(年
_ ５月，占地
) $%& &",#
i< &$$) _'$*!S '#!名，主营商品有五金、交
²$®@U*ÙÚ.Û
业。１９９５年底，有职工２８６
O.#O.RS$(@G8.H).J.*+,WY
电、家电、化工，兼营百货、针纺
、文体、照相器材等

水百货站。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６５
nG8ß< &$!( _W &$!)年，先后接管组并天水
_$öXæYümn
县3.mnvZ2OPfgD<
、天水市两个糖酒公司批发部。１９６９
&$!$ 年，糖酒批
_$OPf
发部又分别划归天水县和天水市。１９８４年２月，将
gDU[\ä]mn3^mnv< &$#( _ ' $_
QQ. RS?@ijä$ ` ÕabLÍ<
食盐、烟草经营业务划出，单独成立专卖机构。

１９８５年７月，更名为甘肃天水糖酒副食采购供应
&$#) _ + $ ½²¾ÜÝmnOPPQçèhé
站，隶属天水市商业委员会。１９９４年，有职工２１８
ß$àámnvic>d< &$$( _$*!S '&#
²$%&'" ")亩，其中库区面积
)$e§-3'" ")$6- &$
名，占地面积３５
３０亩，仓库
１９
5< h830AfÒÈ9C12gh.Pi.mn.o
幢。供货区域（铁路代运）涉及张掖、酒泉、天水、陇

南等
５０００
&! 2&.v.3A3C< _jOh8xkW )--,Y１６个地、市、县（区）。年仅糖供货量达到
.$fgBbc &+-- ] .'--- ]e< &$$) _$lm
吨，批发销售额１７００万￣２０００万元。１９９５年，首次

出现经营性亏损。１９９９
n?@opq< &$$$ 年，退出糖酒批发自营业务
_$~OPfg}@ij
经营，转向代理经销四川、安徽、陕西等省生产厂
?@$¯°ÈÉ?Brs.tu.vqYÞwTx
#!y[²z?P[U$ ¶i?@{|}~
家的各类名牌系列酒类商品，企业经营仍不尽人
_$¶iEi$!S &)"
< '--#年，企业整体歇业，在册职工
意。２００８
１５３ ²õ>
名全员
下岗。有账面资产１５８６万元，负债
=< *'T &)#! ]e$ ６９００
!$--万元，资
]e$
T ５３１４万元。
)"&( ]e<
产倒挂

天水市食品公司
!"21345 商业机构。位于秦州区环
iLÍ< ÎÏu3
城西路。成立于
１９５３ _
年６月。前身为中国食品公
qÒ<
ÕÏ &$)"
! < Ö×¾§ØQU
ÜÝÞmna3[$ ®æõ3 １１个县、市
&& 23.v
司甘肃省天水专区分公司，主管全区
肉..2[QU-è.B..ä?@
、禽 、蛋及三类肉食品的购、销、调、存计划经营
ij< &$!" _ (月，组建甘肃省食品公司天水分公
$YÜÝÞQUmn[
业务。１９６３年４
$
àáÜÝÞQU^mn&3<
司，隶属甘肃省食品公司和天水地区双重领导。
&$!$年
_ ９$ $mn[B$üVmn&3ïæ
１９６９
月，天水分公司撤销，并入天水地区贸管

站，市区业务下放给原天水市。１９７２
ß$v3ij=mnv< &$+' 年５
_ ) 月，人事
$~
管理权下放天水地区商业局管理后，成立了天水
æÉ¹=mn&3iåæÉ$
Õ9mn
地区食品公司，业务仍归省食品公司管理，实行
&3QU$ ij{]ÞQUæÉ$ 

省、地两级管理体制。经营范围扩展到猪、牛、羊、
Þ.&ZæÉº< ?@EFýW.N..
禽、蛋、烟酒、蔬菜等类产品。１９８５年７月，天水地
..RP. ¡Y[TU< &$#) _ + $mn&
区食品公司改称天水市食品公司，原由甘肃省食
3QU¢mnvQU$ ©ÜÝÞQ

品公司主管的北道肉联厂划归天水市食品公司。
U®æ-/+£xä]mnvQU<
&$## _$l¤?@ÃÄº$* # 2¥á¶
１９８８年，实行首轮承包经营责任制，有８个直属企
i-¦~È§'°z¨©Dµª«$ ¬
业的法人代表面向公司系统内部公开招标，竞争

[TU-fgh8ij$ _`ah8x４５００
()--吨，
.$
/< ê_ # 月．甘肃天水农工副贸易公司成立。
$ÜÝmnTSPï® Õ<
类产品的批发供货业务，年最高供货量
上岗。同年８
供货销售额上亿元。供货区域涉及天水地区
个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投资
h8Bbc/de< h83012mn&3 ７+ 2
&$$- _ &- $ ５３３．９１万元的北道肉联厂兔
)"",$& ]e-/+£x¯
33$rs&3
'
23$45&3
"
23$pq&
°Sxµi<
&$$'
_
( $±mnvQU¾
县区，平凉地区 ２ 个县，武都地区 ３个县，定西地 肉加工厂开业。１９９２年４月，以天水市食品公司为

区3 ５个县。１９９６年６月，与全站２６４名职工签订了
) 23< &$$! _ ! $6õß '!( ²!S789
劳动用工合同，推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管理。２００２
:;<Súê$=9õ>:;úêºæÉ< '--'
_$?¾@AúBºCD¶i< '--( _ ' $
年，列为股份合作制改造试点企业。２００４年２月，

主体，北道区、甘谷县、张家川县、庄浪县、礼县、徽
®$/+3.Ü²3.g#s3.³´3.µ3.u
3.q^ + 233-QU¶6$Y9ÜÝm
县、西和７
个县区的食品公司参与，组建了甘肃天
nQU·¸$àáÜÝÞi¹$ºõÞ
水食品集团公司，隶属甘肃省商业厅领导，是全省

首家集生产、科研、产品开发和科
、工、贸一体化的
l#·wT.»¼.TUµg^».S.ïR!
全民所有制企业。１９９３年，生猪收购加工
万
õ¿½*º¶i< &$$" _$w¾è°S １４．５
&(,) ]
头，调四川、湖北等省外
１０万头，市区地销
３００
¿$ rs. À/YÞÁ &]¿$ v3&B "-吨，省、市财政倒挂补贴
３００ ]e$lmnÅp
万元，首次实现扭亏
.$Þ.vÂ÷ÃÄ "-¾Æ #+ ]e< &$$( _$.N.~Çoä
为盈８７万元。１９９４年，猪、牛、羊退出指导性计划
È?µ?@< &$$) _
&- $·¸ÉÊË
序列放开经营。１９９５
年１０月，集团公司申请注册
6mnTPßúü< &$!' _
' $UüVÜÝÞm Ì
mÍÎz?ÏQºU«$_ÜÝmnQU
与天水农副站合并。１９６２
年２月，又并入甘肃省天
＂天肴＂牌系列熟食制品商标后，将甘肃天水食品

实施企业国有产权的整体受让，改制后更名为民
¸¶iØ*T¹-EFG$ º½²¾¿
营企业天水正隆实业有限公司。主业转业仓储服
@¶imnHIi*Â< ®i¯i6ÊJ
务、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等资产经营业务。
j.ËK«±.Ë&TµgYT?@ij<
天水糖酒副食采购供应站
!"./01)*+,- 商业机构。位于
iLÍ< ÎÏ
Ð"3MNÒ<&$)+ _ +  Õ<²ÜÝÞmn
麦积区花牛路。１９５７年７月成立。原名甘肃省天水
PQß$®@OPPQ.QQ.RS< &$)$ 年
_ $９月，
$
副食站，主营糖酒副食、食盐、烟草。１９５９

! !"# !
－２０４－

?<@A
商业贸易

集团公司更名为甘肃天肴食品集团公司。１９９６年，
!"#$%&'()*+,-!"#$. !""# /0
公司自主开发的＂天肴＂牌真空袋装熟肉食品，在
#$12345
6*+789:;<=>,-?@

中国第二届国际博览会上获名牌产品。２００１年，开
ABCDEBFGHIJK&8L-. $%%! /?3
发生产的山野菜真空袋装绿色食品有
T-UV
4ML5NOP9:;<QR,-S５&个品种。
２００３
月，天水市食品公司与秦城肉联厂、天水
$%%'年
/ ７( W?*XY,-#$Z[\>]^_*X
飞天冷冻厂、水产分公司
、果菜分公司、矿产分公
`*ab^_XLc#$_dPc#$_eLc#
司及南河川饲养场组并，改制成立了民营企业天水
$fghijklmn?opqrstuvw*X
功茂食品有限公司，新公司地址位于秦州区隍城路
xy,-Sz#$?{#$|}~[\

天水劳动防护用品综合公司
!")*+,-./01( 商业机构。位
wV ~

于秦州区解放路７２号。原名甘肃省天水劳保用品
[^_ ($ V &()*X`aÖ商店，是在原天水市百货公司劳保商店的基础上
? û@*XY=7#$`a5bcJ
经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批准，于１９７０
年
()SdefIML¸gÍhi? *"(% /
１１
** 月成立的劳防用品二级批发企业，科级建制，隶
Wqr5`jÖ-Dkh4vw?lkp?§
属甘肃省百货公司和天水地区商业局双重领导。
¨()=7#$D*X|w£mn©ªV
１９７１
*"(* 年４
/ -月正式开业，主营劳保防护用品、消防专
Woè3w?2u`ajpÖ-_qj
Örst４- 大类
uv ３１７
'*( U?
ÐwutÖ=7_x
用器材共
种，交叉经营民用百货、针

月，天水专署煤炭工业局成立，天水市、天水县两
W?*X ¡¢w£qr?*XY_*X
个煤建公司更名为煤炭供应站，隶属专署煤炭工
T#$%&'¤¥¦? §¨ ¡¢
业局领导。１９７２年６
w£©ªV *"($ / .月，天水地区收回天水市煤建
W?*X|«¬*XY

纺、五金
４２６ UV
种。供货区域除天水地区
１１个市县、
¤7¿¯*X| **
TY_
y_;< -$.
厂矿企事业单位外，还承担武都、康县、文县、静宁
^evzw{~²?³å|}~___
县、庄浪县等
１７T5`jÖ-¤7[ÃV
个县的劳防用品供货任务。１９８４
_J *(
*",年/９" 月，更名甘肃省天水劳动防护用品综合公司。
W?%&()*X`jpÖ-%&#$V
*",,年
/ ３' W?
^__`TYÍo'b
１９８８
月，将解放路、劳动路两个门市部改为基
** W?{`a
`aÖ-TÓV *""' /１１月，建新路劳保
层劳保用品零售商店。１９９３年
用品零售商店开业。２００２
Ö-TÓ3wV $%%$年７月，旧城改造时，将
/ ( W?E\oF?
公司办公楼及零售商店全部拆除后停业。２００８
#$#fTÓíÍM¯XwV $%%,年，
/?
有职工
S"¢８５
,& 名全员下岗，有账面资产
&íf? S0êL２２３
$$'万元，负
ëì?

#$?qr*X|®#$?§¨*X|w
公司，成立天水地区燃料公司，隶属天水地区商业

'.,万元，倒挂资产
ëì?êL １４５
*-& ëìV
债３６８
万元。

局。除经营煤炭、沥青外，还管理石油经营指标的
£V ¯u_°±²?³´µ¶·u¸¹5
#$?´µ*X|¸¹5cº?n½¾´µ
公司，管理天水地区煤炭指标的分配，并直接管理
u*XY_*X¿À__Á_ÂwÃ?
经营天水市、天水县区域煤炭购、销、调、存业务，
¤¥ÄÅÆf\Çt_ÈÉ_ÊË_Ì_ÍÎ_
供应范围涉及城区居民、学校、医院、机关、部队、

!"#234567.1( 商业机构。天
wV *
天水市五金交电工艺品公司
/ . W*X
XY;<Ð¢-#$ *",,
水市五金交电工艺品公司于
１９８８年６月经天水
YwefIhiqr5ítSpvw? 
市商业委员会批准成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副县
kpV §¨*XYe©ªV á/ , W月１日正式
* oè
级建制。隶属天水市商委领导。同年８
uwV #|}C@*XYeî? S"¢ '$
营业。办公地址设在天水市商委一楼，有职工
３２

厂矿等。１９８４
年５& 月，移交甘肃省煤炭运销公司领
^e. *",- /
W?ÏÐ()Ñ#$©

人，有两个经营机构，批发部位于秦城区（今秦州
?STu?h4Í~[\÷ø[

导，更名天水地区煤炭运输销售公司，供应城乡居
ª?%&*X|ÑÒÓ#$?¤¥\ÔÇ
民生活用煤，部分开始实行政策性定额补贴。同年
tMÕÖ?Íc3×ØÙÚÛÜÝÞßàV á/
７( 月，更名天水市煤炭运输销售公司。１９８８
年开
W? %&*XYÑÒÓ#$V *",, /3
始，城区生活供煤实行＂定额补贴，超亏不补＂的承
×?\MÕ¤ØÙ
6
ÝÞßà?âãäß75å
包经营形式。１９９２年，投资
１２０ ëìqíYCî
万元建成全市第一
æuçèV *""$ /?éê *$+

区）民主路６
t2 .号，综合经营部位于建设路
?%&uÍ~C４- 号，经
?

２３)'号。主营房屋租赁
、冷库租赁、房地产开发等。
V 2u _a_
|L34V
天水市燃料总公司
!"#$%&'( 商业机构。位于秦州区
wV ~[
新华路
号。成立于１９５１年
{１０８
*+, V
qr *"&* / １１月，原名甘肃省
** W?&()
煤建公司天水支公司，１９５７
月，天水煤建支公
/ ４- W?*X#
#$*X#$?*"&(年
司撤销，成立天水市
、天水县两个煤建公司，下辖
$?qr*XY_*XT#$?
两个煤炭经销店（场），主要经营煤炭。１９５８
年 ,８
Tl?2uV *"&, /

/?¶·u»¼?o&*X|
cºV *"(. 年，石油经营划出，改名天水地区煤炭
分配。１９７６

家石油液化气站在吕二沟开业。１９９３
３０
ï¶·ðñò¦@óDô3wV *""'年，投资
/?éê '+
õëìqö·¦@[\÷ø[ùN3
多万元建成加油站在秦城区（今秦州区）红山路开
wV úî/ûüvwuýþ5î/?í/À
业。这一年是该企业煤炭经营最好的一年，全年购
进煤炭
万吨。１９９４年，有职
ÿ１３．２７万吨，销售１１．９
*'/$( ë!?Ó **/" ë!V
*""- /?S"
¢ -&% &?[\c#$_#$c#$_ghi
工４５０名，下辖秦城分公司、北道分公司、南河川
Ñ¦_%&u#$_'()Ã#$_*+ÑÒ
运销站、综合经营公司、节能服务公司、汽车运输

营面积１３８平方米，仓储面积１２０平方米，营业场
u01 *', 456?01 *$% 456?uwl

地均属租用，流动资金由企业自筹，无国拨流动资
|¨Ö?ê<vw1?B ê
金。这两个营业网点均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
<V úTuw¡¢ØÙ£r¤¥?12u_
自负盈亏。经营范围有家电、百货、文化、针纺、糖
1¦ãV uÄÅSï_§7_ñ_xy_¨

酒副食品等有
多个品牌。经营方式有批零兼
©,-S ２００
$%% õT-8V
u5èShT:
uV /uwÞ@ ４００
-%% 万￣６００
ë 0.%% 万元。公司成立后，经
ëìV #$qrX?
营。年营业额在
uªdä«¬? //ãV *""- /? ®¯ã
营效果不尽人意，年年亏损。１９９４年，累计亏损
*&% 多万元，资产负债率达
õëì?êL°± *'.1V
2""& /?[\
１５０
１３６？？１９９５年，经秦城
÷ø[t²Ë³´µ²ØP¶LÌ·?
区（今秦州区）人民法院宣布依法实施破产关闭，
vw"¢¸Ú ¹º»V
企业职工由财政拨款安置。

#$_
|L34#$_ñ#$_,-. "
公司
、房地产开发公司、燃化公司、永鑫商贸
９T
个

89!:;<=>1( 医药生产企业。始
Ê¼MLvwV ×
甘肃天森药业有限公司

uØ/?uw0123 */, 万平方米，有货运汽
ë456?S7Ñ*
经营实体，营业面积达到１．８
$* 辆。主营煤炭、液化气，兼营五金、百货
9V 2u_ðñò?:u;<_=7_
8 ２１
车
、建
材、汽车运输等，开展多种经营是公司的主要特
>_ *?ÑÒ? 3@õUuû#$52A

 2"($年６月，位于麦积区羲皇路东。前身为
/ . W?~½1¾¿GV ÀÁ'
建于１９７２

色。从
年开始，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东关煤
RV B １９９５
*""& /3×?\YCDE\oF?GÌ
l_HÌl_IÌ_G"JlKLM¯?
场、西关煤场、北关煤炭、东团庄煤场相继拆除，煤

炭经营萎缩。２００２
１０月，实施产权制度改革，零
uNOV $%%$ 年
/ *%
W?ØPLQpRoS?T
êLU/VWBSvwLQV opX%&'tu
资产整体受让国有企业产权。改制后更名为民营
vw*X-Y®SzZ[#$V 2u\_]
企业天水鑫升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主营块煤、沫
煤_
、房屋租赁
、房地产开发等。
_
|L34V

天水生化制药厂，隶属北道（今麦积区）肉联厂管
*XMñp¼^?§¨ÂÃ÷ø½1>]^´
理，主营生产胃蛋白酶、糜蛋白酶等生化药品。
µ? 2uMLÄÅÆÇ_ ÈÅÉÇMñ¼-V
１９９４年５月，实行承包生产经营，推行全员劳动合
2""- / & W?ØÙåæMLu?ÊÙíf`&
同制管理。１９９５年
áp´µV 2""& / ８月，开始向国家药检局申报国
, W?3×ËBï¼Ì£ÍÎB

药准字批号８
¼iÏh , 个品种审批６个品种，次年有
T-UÐh . T-U? Ñ/S -４个
T

国药准字批号品种正式生产。１９９９
/ .月，从北道
W?BÂÃ
B¼iÏh-UoèMLV 2""" 年６
>]^»¼?ÒÓÔÕpoF?m£r²vw
肉联厂划出，通过股份制改造，组建独立法人企业
W?ØPLQp
()*Ö¼wSz#$V $++$ / "月，实施产权制
甘肃天森药业有限公司。２００２年９

!"# !－
－! ２０５

!"#$%
天水大辞典

度改革，由原企业经理个人出资，零资产受让国有
!"#$%&'()*+,-.$/.01234
企业产权，安置职工
!" 名，改制后企业名称未变。
<$"=>'(<?@AB
'(56789:; ４５
２００３
１２月，在麦积区花牛村征地
１０亩，投资
#$$% 年
C &#
D$ EFGHIJKLM &$
N7 O.

１２００
ＧＭＰ制
&#$$ 万元，建成符合国家药品生产标准的
PQ7RSTU3VWXY5Z[\ '()
=
药厂房１幢，面积１２８０平方米。２００４年３月，整体
W]^ & _7`G &#*$ abcB #$$! C % D7de

搬迁至新厂区麦积区羲皇路东。同年６月开始生
fghi]HFGHjklmB nC + DopY
0B #$$" C # Dq&&
D7r>Estuvwuvxu
产。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１
月，先后在北京、西安、西宁、

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天水无官方外贸经营
ÁÂ ³\,] Õ3SÆ7ÉÊ^_b-.)©
与管理机构，少量出口农畜产品收购均由私人商
ßÞ*äå7 `a-Zb0Xc%d,Ð
行经营。１９５０年至
')©Â &,"$ Ch１９５８年，天水农副购销站、天水
&,"* C7ÉÊõòuÉÊ
百货批发站、天水糖酒副食站分别承担各系统下
êë¤Lòu ÉÊîïõöòËef7ghÿÑ
达的出口产品收购任务。１９６０
１０月，甘肃外贸
i\-Z0X%óÂ &,+$ 年
C &$
D7jk-.
局天水购销站在北道埠一马路成立，专事经营出
ÝÉÊòEslm!nlS7 Î)©Z0Xoë(óÂ &,+! C * D7ÉÊÎÏ8口产品收购供货业务。１９６４年８月，天水专署对外

yzu {|}M~ , +B #$$+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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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银川等地设立９个销售办事处。２００６
年开 贸易局成立，与天水外贸购销站合署办公，实行企
(pÞ*Â &,-$ C & D7ÚÉÊ-.ò7(
业化管理。１９７０年１月，撤销天水外贸购销站，业
黄芪种植收购协议，１３００农户每户新增收入
２０００ 务并入天水农副站外贸科。１９７５
C + 月，恢复天水
D7rsÉÊ
7&%$$ i #$$$
óqÉÊõò-.Â &,-" 年６
外贸购销站。同年
１０
月，改称天水地区对外贸易
QB
#$$*
C74:;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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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Â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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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２００８年，有职工８０名，科研人员 ５名。共取得

始，在麦积区利桥乡吴河村签订
#$$$ 亩柴胡、红
Nu
p7 EFGH K２０００

审批国药准字号品种２７个，已生产
个。主营片
## +B
¨©ª
£¤3W[¥¦X #- +7§Y5２２
«u¬«u®«u¯°«uY±&²Wu³W´ª +６
剂、胶囊剂、散剂、颗粒剂、生物原料药、中药饮片
µ¶B C5·２３００
#%$$万元，上缴税金
PQ7¸¹º» １００
&$$ 多万元。
¼PQB
大类。年产值
天水市商务局
!"&'() 政府工作部门。位于秦州区
½¾;¿ÀÁÂ ÃÄÅzH
建设路
R~l１８２
&*# 号。前身是天水分区督查专署工商科，
¦B ÆÇÈÉÊËHÌÍÎÏ;Ð7
成立于
１６
SÄ １９５４年１２月，下辖国营专业公司有
&,"! C &# D7 ÑÒ3©Î(ÓÔ4 &+
家。１９５５
年２月，专署工商科和劳动人事科合并成
VB &,"" C
# D7ÎÏ;ÐÕÖ×,UØS
ÉÊÎÏ;ÐÖ×ÙB &,"- C & D7Ú;ÐÖ
立天水专署工商劳动组。１９５７年１月，撤销工商劳
C &#
×Ù7ÛÜSÉÊMHÎÏÐ(ÝB &,-, 年
动组，正式成立天水地区专署商业局。１９７９
１２

公司，与地区对外贸易局一套人员，政企合一，业
ÓÔ7ßMH8-./Ý!(,7½'U!7(

务上受省对外贸易局领导。１９８４年
ó¸1é8-./Ý"tÂ &,*! C ４月，改称天水
! D7"?ÉÊ
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公司。１９８７年１月，改称天水市
MH8-)I./ÓÔÂ &,*- C & D7"?ÉÊ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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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出单独分设机构。１９８５年７月，地改市后更名天

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受省对外贸易局和天水市
8-)I./çè7 1é8-./ÝÕÉÊæ
政府双重领导。同年
½¾uv"tÂ nC７月，内设业务科转变职能，
- D7;~(ówx:47
分别成立了粮油食品、土畜产品、纺织品、地毯、工
ËySz{9öXu|b0Xu}RXuM~u;
艺品共５个外贸专事经营支公司，后改为分公司，
X " +-.Î)©ÓÔ7>"ËÓ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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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甘肃省外贸进出口公司对口管理的专业公司。
&,,# 年，外贸体制改革，省地外贸脱钩，５
C7-.e="#7éM-.7" +-.
１９９２
个外贸
ËÓÔÑáMbÞ*7ã< 7¨)©7
分公司下划地方管理，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
Â nC + D7 SzÉÊæ8-./ÓÔ
盈亏。同年６月，成立了天水市对外贸易总公司
>7&'!(,7ü*þ+7½'U!\Þ*
后，仍实行一套人员，两块牌子，政企合一的管理

水市商业委员会。同年８
ÊæÐ(çèÂ nC 月，省管百货、五金、糖酒
* D7éÞêëìí»uîï

体制。１９９７
年２# 月，撤销天水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
e=Â &,,- C
D7ÚÉÊæ8-)I./ç

+ðñòÑáÉÊÞ*B &,,- C #月，撤销天水
D7ÚÉÊ
３%个二级站下划天水管理。１９９７年２

会，其行政职能机构与人员并入新组建的天水市对
è73'½:4äåß,qiÙR\ÉÊæ8

市商业委员会，成立天水市商务局。１９９９
æÐ(çè7SÉÊæÐóÝB &,,,年C７-月，
D7

-./)IÝÂ
外贸易经济局。

月，成立天水地区工商管理局，与商业局合署办
D7 SÉÊMH;ÐÞ*Ý7 ßÐ(ÝUÏ
ÓÂ &,*%年９月，地区商业局更名商业处，工商局
C , D7MHÐ(Ýà<Ð(7;ÐÝ
公。１９８３

将设在天水糖酒副食站代管的天水市酒类专卖事
ô~EÉÊîïõöò÷Þ\ÉÊæï¶Îø

天水市对外贸易总公司
!"&*+./345 商业机构。位于麦
Ð(äåÂ ÃÄF

业局划归市商务局，后改称天水市酒类商品管理
(ÝáùæÐóÝ7 >"?ÉÊæï¶ÐXÞ*
局。同年
ÝB nC１２
&# 月，天水市煤炭管理局成立，两局单独
D7ÉÊæúûÞ*ÝS7üÝâã
挂牌，由天水市商务局统一管理，领导兼任，实行
ýþ7%ÉÊæÐóÝÿ!Þ*7"#$%7&'

积区一马路东。成立于
１９９２年６月，隶属天水市
GH!nlmÂ SÄ &,,#
C + D7ÉÊæ
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管，县级建制。有职工．１８５
8-)I./çè¨Þ7ñR=Â 4:; &*"

!(,7)*þ+\Þ*e=Â #$$#年C３% 月，撤
D7Ú
一套人员，三块牌子的管理体制。２００２

销天水市商务局、天水市对外贸易经济局，两局合
ÉÊæÐóÝuÉÊæ,-./)0Ý7üÝU
并成立天水市贸易经济合作局。同时，撤销天水市
1SÉÊæ./)0U¿ÝÂ n27ÚÉÊæ
物资局，其行政职能划归天水市贸易经济合作局。
±.Ý73'½:4áùÉÊæ./)5U¿ÝÂ
２００４
#$$!年
C ７月，天水市政府机构改革中，天水市贸易
- D7ÉÊæ½¾äå"#³7ÉÊæ./

人，占地面积
万平方米，有果品冷藏恒温库一
,7M`G ３．５
%." Pabc74X!
7a & PÂ &,,* 年４月，主营外贸业务
C ! D7¨©-.(ó
座，存储容量１万吨。１９９８
->;[vÙ7voM.0oLß)©Â
退出后内部重组，重点开展资产开发与租赁经营。
>7-.-Z(ó242^Â #$$" 年，出口创汇
C7-Z
之后，外贸出口业务时有时无。２００５
&- P¡Q70X¢¡3u£¤u¥¦§u¨©y}
１７万美元，产品销往美国、日本、俄罗斯、乌克兰等
3VÕMHÂ #$$* C
D7ÉÊæ"#"tªÙ¤
国家和地区。２００８
年２# 月，天水市改革领导小组批

经济合作局更名天水市商务局。同时，原天水市经
)5U¿Ýà<ÉÊæÐóÝÂ n27&ÉÊæ)
.ç67\8-)5¿u SX9æ:Þ*};
贸委承担的对外经济协作、成品油市场管理等内
<7
.:4áùæÐóÝÞ*7 <='½>=
贸职能划归市商务局管理，核定行政编制
２６#+名，

[7&Sz06=!"#7/.012'(340
准，实施了产权制度改革，零资产受让企业国有产

事业编制７名。至此，天水市商务局的行政管理职
(>= - <Â h?7ÉÊæÐóÝ\'½Þ*:
能涵盖商业、外贸、物资行业的多个领域。主要职
4@AÐ(u-.u±.'(\¼+"BÂ ¨C:

艺品、干鲜果品、工矿产品、化工产品、机电产品、
Xu±²Xu;³0Xup;0Xuä´0Xu

4ÈDEF&3V4G;-./u 3H)IU¿
能是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内外贸易、国际经济合作
和对外招商引资的发展战略、方针和政策，组织实
Õ8-JÐK.\LMNOubPÕ½Q7ÙR&

施消费品市场流通管理，全市进出口
贸易、对外经
STUXæ:VWÞ*7XæY-Z./u8-)

.U¿}3H./(ó}Â
贸合作等国际贸易业务等。
!"&*+,-./0 12 政府工作部
½ ¾; ¿[
天水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67"?ÉÊæ«¬&(4®%ÓÔÂ "=>¨
权，改称天水市裕阳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主
C¯.0Õõ0Xu³W°u}RXu;
要从事资产租赁和农副产品、中药材、纺织品、工

包装材料、润滑油等产品的销售及进出口经营业务。
µ¶°²u·¸9}0X\¹Y-Z)©(óÂ
甘肃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天水分公司
商
6789:;<=>?45!"@45 Ð
业机构。位于麦积区一马路东。１９８７年
(äåÂ ÃÄFGH!nlmÂ &,*- C １月，甘肃
& D7jk
é-).ç¤[Sjké{9öXY-ZÓÔ
省外经贸委批准成立甘肃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
ÉÊÓÔÂ &,*, 年
C &$
D7jké-).ç¤[
天水支公司。１９８９
１０月，甘肃省外经贸委批准
改为分公司，行政上隶属天水市对外经济贸易委
"ËÓÔ7 '½¸ÉÊæ8-)5./ç

!"# !－
－! ２０６

DEF
G
商业
贸易

员会领导，业务上归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领导。
!"#$%&'()*+,-./01234$5

工艺品公司批准成立天水外贸支公司。１９８９
年 $'
１０
9Å.23·Djk235 $%(% g

共有职工７３
:%;<=>５７
#! 万元，属独立经营、
?@ABCDEFG
6789 !"人，注册资金
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企业。主营苹果
、蕨菜、蚕豆
HIJKLCMN:O&5 PFQRGSTGUV
等小杂粮商品的收购
、粗加工、储存与出口供货业
WXYZ[.L\]G^_9G`abc1de&
务。１９９２年，省地外贸脱钩后，业务划归市外经贸
'f $%%& gh*ijklmnh&'o)pjEk

月，甘肃省外经贸委批准改为分公司，行政上隶属
h*jEkq}23h(ÆB
天水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领导，业务上归省工
pjE kq!¡#$h &'()*9
艺品进出口公司管理。有职工
５０
Å./c123rs5 789 ２０人，注册资金
&' :h;¢=> +'

委管理，时年出口供货蚕豆
１０００
qrsh tgc1deuV３０００
"''' 吨，苹果
vh QR $'''
vw x １９９８年连续６年亏损，公司歇业改组后并
$%%( gyz ) gK{h23|&}~n
吨。到

工艺产品的收购、储存与出口供货业务。１９９２
9Å.L\]G`abc1de&'5 $%%&年，
gh
*ijklmnh&'o)pjEkqrsh
省地外贸脱钩后，业务划归天水市外经贸委管理，

pjk 23w
入天水市对外贸易总公司。

tg¾·c1de +(''
?@5 $%%( g * h|&
时年完成出口供货
５８００万元。１９９８年４月，歇业

甘肃省土畜产品进出口公司天水分公司
商
!"#$%&'()*+,-./+, [

?@hBCDEFLN:O&5 PFÇÈGÉÊW
万元，属独立经营的法人企业。主营雕漆、草编等

&w w $%(! g $ h
业机构。位于麦积区一马路东。１９８７年１月，甘肃

改组后并入天水市对外贸易总公司。
}~npjk 235
天水皮毛综合加工厂
-.:;<=>8? 皮毛加工机构。为天
«Ã_95 

省土畜产品公司批准成立天水支公司。１９８９
１０
*.23D23w $%(% 年
g $'

jkHBË7LÌc1.Í_9O&5
水外贸自属仅有的一家出口产品深加工企业。

月，甘肃省外经贸委批准改为分公司，行政上隶属
h*jEkq}23h(B

１９５６
$%+) 年在原天水农副购销畜产品加工厂的基础上
gÎÏÐÑ]Ò._9ÓLÔÕ(
·DÖ×L5 $%!+ gh*./c123
成立起来的。１９７５
年，甘肃省土畜产品进出口公司
·Dno)rs5 ØÙÚÛÜÝ $ Þh
成立后划归管理。位于秦州区石马坪莲亭路１号，
占地面积
１２００ ?@w
万元。主要收购加
ßià´５０
+' 亩，资产总值
áh= ¿ $&''
Pâ\]_
工的出口产品有裘皮制品、皮革制衣
、裘皮玩具和
9Lc1.7ã«ä.å«æäªGã«çèé
猪鬃等
£¤W３０
"' 多个品种。１９８６
êë.ì5 $%() 年，获甘肃省外贸系统
ghí*jkîï
先进企业。１９９２年，出口猪鬃
４０００箱，裘皮褥子２
ð/O&5 $%%& gh01£¤ *'''
±hã«¬ &
?ñhòEFóôLg5 $%(% 年
g $'
hõö
万条，为生产经营较好的一年。１９８９
１０月，下放
h÷øùúä
xpjEkqrs5 &''" g +月，实施产权制
到天水市外经贸委管理。２００３年５
û}æhü=ùýþO&ÿ7ùúh}än!"
度改革，零资产受让企业国有产权，改制后更名为
#$«Ã7%&'23h Pâ()*+,天水羲里皮毛有限责任公司，主要开展厂房租赁
W=ùEF&'w
等资产经营业务。

天水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领导，业务上归省土
pjE kq!¡4$A &'()*

畜产品进出口公司管理。有职工．
./c123rsw 789４９
*% 人，注册资金
:A;¢=>

５７+!万元，属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企业。
?@ABCDEFAHIJKLCDN:O&w
主营猪鬃、蜂蜜、大麻、肠衣、皮褥子、中药材等商
PF£¤G¥¦G§¨G©ªG«¬G®¯°W[
品的收购
、加工、储存与出口供货业务。１９９２年，省
.L\]G_9G`abc1de&'w
$%%& gA*
地外贸脱钩后业务划归市外经贸委管理，时年出
ijklmn&'o)pjEkqrsA tgc
口供货蜂蜜
万
1de¥¦１７８．５
$!(,+ 吨，猪鬃
vA £¤ ２３４７
&-*! 箱，肠衣
±A ²ª９．６
%,) ?
A|&}~npjk
³w $%%( g *月，歇业改组后并入天水市对外贸易
根。１９９８年４
23w
总公司。
0"12345)*+,-./+, [&
甘肃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天水分公司
商业
w ´w $%(! g $ A*µ¶
机构。位于麦积区一马路东。１９８７年１月，省纺织
.23·M23w $%(%年１０
g $'月，省外
A*j
品公司批准成立天水支公司。１９８９
Ekq}23A (Bpj
经贸委批准改为分公司，行政上隶属天水市对外
E kq!¡4$A &'()*µ¶./c1
经济贸易委员会领导，业务上归省纺织品进出口

公司管理。有职工２９
人，注册资金
23r¸w 789 &%
:A;¢=>５０
+' 万元，属独
?@ABC
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企业。主营棉纺织
MEFA HIJKLCMN:O&w PF¹µ¶
品、矿产品、化工颜料等商品的收购与出口供货业
.Gº.G»9¼½W[.L\]bc1de&
务。１９９２
年，省地外贸脱钩后，业务划归天水市外经
'w$%%& gA*ijklmnA&'o)pjE
kqrsAtg¾·c1de¿ ８４２９
(*&% ?@5$%%(
g
贸委管理，时年完成出口供货值
万元。１９９８年
h|&}~npjk 235
４ *月，歇业改组后并入天水市对外贸易总公司。

天水市物资总公司
-.@ABC+, 商业机构。位于秦州区
[&w ØÙ
./ ５１号。１９６３年
+$ Þw $%)" g １１月，天水专署物资管理局
$$ h012=rs3
新华路
·Dw
45rsh65òù=789EF
成立。既是行政管理机构，又是生产资料综合经营

公司，事业编制，实行一套人员，两块牌子，政企合
23h:&Êäh÷;:!h<=>hO9
Lrs?äh Pr@AB2=CoDEL
一的管理体制，主管全区三类物资计划指标的分

配与供应工作。１９６８年９月，撤销天水专区物资管
FbdG9Hw $%)( g % hIÒ02=r

理局、天水木材分公司、天水专区物资管理仓库、
s3GJ°23G02=rsKLG
09&MNrsOh 9·D02
天水专区工业煤炭管理站，合并成立天水专区物
=rsdGOw $%!' g ( h}PiæQq
资管理供应站。１９７０年８月，改称天水地区革命委

0"167()*+,-./+, 商业机
[&
甘肃省地毯进出口公司天水分公司
5 ´5 $%(! g $ h*i
构。位于麦积区一马路东。１９８７年１月，甘肃省地
À/c123·D235 $%(% 年
g $'
毯进出口公司批准成立天水支公司。１９８９
１０
h*jEkq}23h(B
月，甘肃省外经贸委批准改为分公司，行政上隶属
pjE kq!¡4$h &'()*i
天水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领导，业务上归省地
À/c1234$5 789７ !人，注册资金
:h;¢=> ４２
*& ?
毯进出口公司领导。有职工
万
@hBCDEFLN:O&5 PFiÀGÁÀG¹
元，属独立经营的法人企业。主营地毯、丝毯
、棉
ÂG ÃÂG ÄÃW[.L\]bc1de&'5
纱、毛纱、羊毛等商品的收购与出口供货业务。

!¡2=3w $%(" g１０月，改名天水地区物资公
$' h}"i2=2
员会物资局。１９８３年

１９９２年，省地外贸脱钩后，划归天水市外经贸委管
$%%& gh*ijklmnho)pjEkqr

指标的分配、调运、储备与供应工作。１９９０年
DiLFGj]G`kbdG9Hw $%%' g ２月，
& h
将天水市生产资料交易中心更名天水市物资贸易
lpòù=7m®no"p2=k
®nw $%%$ g * h·Dp2= 232=p
中心。１９９１年４月，成立天水市物资总公司物资协

理，时年完成出口供货８４２９．８万元。１９９８年
shtg¾·c1de (*&%,( ?@5 $%%( g ４月，
* h
|&}~npjk 235
歇业改组后并入天水市对外贸易总公司。
0"1894()*+,-./+, [&
甘肃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天水分公司
商业
$ h*
5 ´5 $%(! g １月，甘肃省
机构。位于麦积区一马路东。１９８７年

3hR8STEF÷?w $%(+ g $&月，改称
h}P
司，由行政职能变为经营实体。１９８５年１２
p2=
23h
UVWXp2=3L>
天水市物资总公司，恢复保留天水市物资局的牌
hYnhÏi2=KLéZ[\9h·
子，之后，原天水地区物资仓库和汽车队合并，成
Dp2=`]23w $%(! g & hÎ 23^
立天水市物资储运公司。１９８７年２月，在总公司各
&'_LÔÕ(h`·Dp>B°723G
业务科的基础上，分别成立天水市金属材料公司、

天水市机电设备公司、天水市建材化轻公司
pabc23G pd°»e23 "３个
ë
EF÷?w Pr@pïF2=h9fg]2=ho
经营实体。主管全市统配物资，合同订购物资计划

HEF23hYnIÒpa23w $%%&
作经营公司，之后撤销并入天水市机电公司。１９９２
gh2=EF(qrcDsthorsuvh2=
年，物资经营开始退出指令性计划管理序列，物资

!"# !
－! ２０７－

天水大辞典
!"#$%

经营市场放开。下辖天水市金属回收公司
、天水市
!"#$%&' ()*+,-./0123*+,
物资储运公司
、天水市金属材料公司 、天水市机电
4567123*+,-.89123*+,:;
设备公司、天水市建筑材料公司、天水市化轻公
<=123 *+,>?89123 *+,@A1
司、天水市物资贸易中心７家。经营范围有钢材、
23*+,45BCDE ! F' G"HIJK83
水泥、汽车、化工产品、机电产品、建材等，有职工
+L3MN3@OPQ3:;PR3>8STJUO
５６０
"#$名。物资供应区域有天水、陇南、定西、平凉等
V' 45WXYZJ*+3[\3]^3_`S
２２%%个市、县，年完成物资销售额在
亿￣１．５
亿
a,3 bT cde45fghi１．２
&'% j
(&') j
元。２００２年，撤销天水市物资局，行政职能划归天
k' %$$% cTlf*+,45mTnoUpqr*

水市贸易经济合作局管理，保留天水市物资总公
+,BCGstumvwT xy*+,45z1
司县级建制的独立法人企业。２００３年３月，天水市
2b{>|}~' %$$* c * T*+,
物资总公司与直属企业天水市物资储备公司合并
45z12 .*+,456=12t
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改制后更名天水汇洲物资实
nP|T |V*+45
J12'
业有限公司。
!"&'()* 商业机构。位于麦积区商
:' Y
天水市木材公司
埠路６２号。成立于１９５４年２月。前身是中国木材
 #% ' e &+), c % ' D ¡8
总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天水经销组。同年
z12¢£¤¥12*+Gf¦' §c４, 月，改称
T¨
天水经营处，后改称天水支公司。１９５６
*+G"©T¨*+ª12' &+)# 年，改名天
cTV*
水木材公司，业务经营归甘肃省木材公司垂直管
+¡812T «G"r¢£¤¡812¬v
w' &+#* 年，划归天水专署物资局领导。１９６８
cTqr*+®45m¯°' &+#- c
+
理。１９６３
年９
T*+¡812lfT3±34²Y45v
月，天水木材公司撤销，人
、财、物并入专区物资管
wWX³' &+!, c +月，恢复成立天水地区木材公
T´µe*+¶Y¡81
理供应站。１９７４年９
2' &+-)年，地改市后改称天水市木材公司，县级
cT¶,¨*+,¡812Tb{
司。１９８５
>|T«G"qr*+,·q¸¹ºvwTJ»
建制，业务经营划归天水市计划委员会管理，有土
½¾' ¿D¡8ÀÁ$ *处，北道埠货
©TÂÃÁ
¶¼ &$$多亩。其中木材存货场３
地面积１００

区物资局双重领导。１９８４年２月，又将两个公司划
Y45mú*¯°' &+-, c % T()#a12q
归天水地区物资局领导，并改称天水地区金属回
r*+¶Y45m¯°T ¨*+¶Y-./
收公司。同年
012' §c １１月，生产资料服务公司从金属回
&& TþP59ÿ«12+-./
收公司划出。１９８５年７月，天水地区行署批准成立
012q,' &+-) c ! T*+¶Yn®-.e
了天水地区金属回收管理办公室，同年８
T(
Ü*+¶Y-./0vw/10T§c - 月，又改
称为天水市金属回收公司。１９９２
年１月，回收市场
¨ö*+,-./012' &++% c
& T/0,$
%&T¨*+,451þ2312' 12Ä¶
放开后，改称天水市物资再生利用公司。公司占地
¾T45 -８ 6TÏÐG"HIJüý78-.3
１５&)亩，库房
幢，主要经营范围有废旧黑色金属、
废旧有色金属和报废汽车的回收拆解业务。下属
üýJ8-.Õ9üMN}/0:;«' (.
收购网点
个，主要回收网点有曹家埂子和吕二
&% aTÏÐ/0õìJ=F>&Õ?@
0<õì １２
沟收购站。２００３年，公司内部重组，成立了天水怡
A0<³' %$$* cT12BC*¦TeÜ*+D
通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同年
１０&$月，依法破产，
TFGPT
E451þ23J12' §c
oHIJKLMUO１１３
&&*人。
'
政府拨款共安置职工
!"&/012)* 物流企业，位于麦积
4NT 
天水市物资储运公司
区渭滨北路１号。成立于
YOPÂ & ' e１９８５年
&+-) c １２月，由天水市
&% TQ*+,
物资总公司下属的北道物资仓库和汽车队合并成
45z12(.}ÂÃ45R4ÕMNSte
立天水市物资储运公司，科级建制，隶属天水市物
*+,456712TT{>|TU.*+,4
资总公司领导。计划经营时期，承担全市金属材
5z12¯°' ·qG"VWT XYZ,-.8

料
、建材 、机电 、化轻产品等计划物资的储藏与运
93>83:;3@[PQS·q45}6\
7
输任务。装配有汽车吊、半挂汽车
、重型汽车等运
]^«' _`JMNa3bcMN3*dMNS7
]Oe' Jf^#©R4Tf4Ä¶¼ ** 亩、西
¾3^
输工具。有东西两处仓库，东库占地面积３３

库占地面积３９
米
4Ä¶¼ *+亩，并配有铁路专用线１条
¾T`Jg3h & Ó １６４
&., i

（１９８９
年８月拆除）。汽车队占地面积１２亩，有运
È&+-+ c
- :jÌ' MNSÄ¶¼ &% ¾TJ7
输汽车
吨吊车 *３辆，其他小型机动车６
]MN １４辆，６￣８
&, kT.(- laN
kT¿mnd:oN .

$ & ©TÄ¶３０．６
*$'. 亩；秦城区（今秦州区）货场
¾ÅÆÇYÈÉÊËYÌÁ$ &１ 辆。购置卧式车床、立式钻床、砂轮机、电焊机等多
k' <MpqNr3qsr3tu:3;v:S½
场１处，占地
©TÄ¶
*$
¾ÅÂÃY\ÍÎÁ$
&
©TÄ¶
)$
Ñ×wx=' yz{eÜX|a_}~x=TX7
处，占地 ３０亩；北道区南河川货场１处，占地 ５０ 种维修设备。初步形成了承接吊装较大设备，承运

亩。主要经营品种有原条木
、原木、锯材和纤维板、
¾' ÏÐG"QÑJÒÓ¡3Ò¡3Ô8ÕÖ×Ø3
刨花板、胶合板等。１９９２年
７月，天水市木材公司
ÙÚØ3ÛtØS' &++% c !
T*+,¡812
成立了天水市木材专业市场。同年
eÜ*+,¡8,$' §c１２
&%月，市木材
T,¡8
公司与天水市工商银行、清水县物资局３家联合
12 *+,OÝn3 Þ+b45m * Fßt
¦>Üàá|â+Úãä8J12T 12
组建了股份制企业清水花园石材有限公司，公司
åà １００
&$$ ækTÄ
,*/}àá' %$$$ cT*+,
参股
万元，占４３？？股份。２０００年后，天水市
¡812çèeÜÆÇ¥123ÂÃ¥123ä
木材公司相继成立了秦城分公司
、北道分公司、石

佛乡和中滩乡木材经营点，北道圆木加工制材厂、
éêÕDëê¡8G"ìTÂÃí¡îO|8ï3

超长超重等大宗物资的运输能力。１９９７年，改建成
*S~45}7]p' &++! cT>e
天水物资批发市场，新建营业门店
*+45-,$T>" ３００
*$$ 间，建筑面
T>?¼

积１．８５
万平方米，储货仓库 ,)$$
４５００ _iTZC
平方米，全部对
&'-) æ_iT6ÁR4
外出租。招商经营业主有１７０多户，员工１０００
多
,ò' G"ÏJ &!$ ½T¹O &$$$ ½
' ÏÐG"-.893>?893-Oe3:;
人。主要经营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工具、机电
PQ3+83;838393
产品、水暖器材、电力器材、照明器材、油漆涂料、
3453OðPQSæÑQ'
%$$* c * T
农用物资
、工矿产品等上万种商品。２００３年３月，
*+,45z12tÜP|'
与天水市物资总公司合并实施了产权制度改革。

*+ðPQG"123ÂÃKñØòó³3[\e
天水矿产品经营公司、北道钢模板租赁站、陇南成
县及西和钢模板租赁站等
多个营业网点。２００３
&$ ½a"õì'
%$$*
bô^ÕKñØòó³S １０

3 食
4
粮

% TP|DTVö*+÷øùB
年c２月，产权制度改革中，更名为天水永源洽商贸
J12'
有限公司。

56789 天水城内一处常平仓的字号。
*+ÇB!©_R}'
广益常平仓

天水市金属回收公司
!"&+,-.)* 商业机构。位于秦州
:' ÊË 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由知州赵世德组建。在城
@cÈ&.-) cÌTQË ¡¦>' iÇ
区双桥南路２８－２
年４月。１９７７年
Yúû\ %-0%号。成立于１９７５
'e &+!) c
, '&+!! c
２ %月，改称天水地区废旧金属回收公司，与天水地
T¨*+¶Yüý-./012T *+¶

内东街旧卫署内（今天水报社印刷厂），东西两废
Bf¢ý£®BÈÉ*+9¤¥¦ïÌTf^#§

各
间，北废６
间，中庭杞废神。民国十三年
¨ ２４
%, T
Â§ . T
D©ª§«' ¬ c

区生产资料服务公司一套机构，两块牌子，隶属地
YþP59ÿ«12!":T#$%&T'.¶
（１９２４年）孔繁锦改建电灯局，仓库仅留东激南面
È&+%, cÌ®¯°>;±mTR4²yf§\¼
Y·¸¯°' &+!+ cT()12¨ö¢£¤-. ３间，西废南面
区计委领导。１９７９年，又将公司改称为甘肃省金属
* T^§\¼６. 间。
'
/012*+¥12Õ¢£¤þP59ÿ«12
:;<89 天水城内一处常平仓的字号，
*+ÇB!©_R}T
回收公司天水分公司和甘肃省生产资料服务公司
丰裕常平仓
天水分公司，隶属甘肃省金属回收公司和天水地
*+¥12T '.¢£¤-./012Õ*+¶
iÇB^¢ý³Ã®BÈÉÊËYoHÌT3¿¶
在城内西街旧巡道署内（今秦州区政府），用其地
!"# !－
－! ２０８

?@AB
商业贸易

盖激
间，建于何时不可考。雍正十二年（１７３４
!" ３０
!" #$
%&'()*+, -./012#$!%

秦安常平仓
-.#$% 粮仓名。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
zg;P UV¦/³12)$""

年），知州贾圣桧又于后院南向盖敖
３９
13$456789&:;<=!"１８
#& 间，东向
>?@= !'
间，西向
３ >?F;<=G
间，前院南向盖
#?A= ４２
%( 间，另有南向废神庙
#?BC<="DE !

年），知县张联芬在城隍庙东，明朝巡按察院（为布
13?4WXYaZE@?[\]^;2\_
政分司政）旧址建常平仓，共
( 3H<%efg?R３３
!! 间。
>P
秦安广裕仓
-.!/%粮仓名。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秦
zg;P -.U12)$($ 13?`
安知县于鲸在县署内堂之西建广裕仓共
)" 间。后
>P :
a4&bcbè#A%degR１０
来称凝碧山庭。
ínfghiP
-.!0%粮仓名。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秦
zg;P -.U12)$($ 13?`
秦安广盈仓
a4&bcLO#@%djg? I=kl
安知县于鲸在县署大门之东建广盈仓，北向与土

３"间，东向
１２)(间，西向
! >?H=
>?A=６* 间，又北向盖废６
>?9I=J" *间，
#?
中另有大间，系仓正门。统前后院，共盖废
１２６
间，
KBCL#?MN.OP QF:;?RJ" )(* >?
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年），知州李德新添废
１５ #,
间。后又
STU1V)$%+ 13?45WXYZ" ),
:9
[%\]<^;P
改建为陇南书院。
!"#$% 天水城内一处常平仓字号。乾
_`abcdefghiP S
广积常平仓
隆五年（１７４０
年）知州李筮于城内中街南向盖敷
TU1V)$%" 1345W!&jbKk<=J" ,５
>P A=４０%"间，仓大门内另有废神厅。
>?glObBC"DmP
间。西向

DÊm?R３０
!" 间。
>P
神祠对，共

秦安裕新仓
年），秦
-./1%粮仓名。乾隆五年（１７４０
zg;P STU12)$%"
13?`

义仓
&% 又称义廪，封建社会时期仓储制度民
9nop? q%rs(tguvwx

办粮仓一种，为官督而绅办。民办粮仓分为义仓和
yzgc{?\|}~y, xyzg\og

安知县牛运震在城什字街西北门，东向建裕新仓，共
a4nopaqhkAIO? @=%eYg?R
(% >P
２４间。

及范围较大，一般在村镇设仓。道光五年（１８２５年）
l?cg, U1V)&(, 13

-.!+%粮仓名。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
zg;P ST/012)$%$
13?
秦安广丰仓
年），
`a4rscbLO#@? A=%dóg?R
秦安知县杜荫在县署内大门之东，西向建广丰仓，共

五月，知州应曙霞按上级文件规定设立义仓。其捐
U?45"ogP 

(" >P
２０间。

银一千两，官史汪拭捐银三百两，城乡士民捐粮一
¡c¢£?|¤¥# ¡¦§£?a¨©x zc

秦安广储仓
年），
-.!2%粮仓名。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
zg;P ST/012)$%$
13?
秦安知县杜荫在城隍庙大门东西建广储仓，共
１８
`a4tsaZELO@A%dug? R )&
间。其西即以旧马王庙基为正。
>P Au²Hv¶EK\.P
34*5% 粮仓名。嘉靖年间，知县周绍
zg;P wx1>? 4öy
清水县粮仓
ST1
z?{¾c|O}~g"?R %"
太，重修县署仪门外左右仓激，共
４０ >P
间。乾隆七年
2)$%( 13?4Û?^;H<%g"?
（１７４２年），知县林梦朱，在察院行台旧址建仓激，

社仓，义仓在县一级政府所在地设仓，而社仓则普
rg?ogc g?~rg

万五千石，商民捐银二千一百三缗。在城南十字街
ªU¢«?¬x ¡0¢c§¦P a</hk
（原龙城饭店院内）以九百三十缗购得王钧、程瑞
V®¯a°±;b3 ²³§¦/´µ¶·¸ ¹º
鹏、尉白修
、罗隐得 、罗凤鸣等房屋、铺面和地段，修
»¸¼½¾¸¿Àµ¸¿ÁÂÃÄÅ¸ÆÇÈÉ?¾

建西废９
间为种祠，南北废各１３
#?F ３! #\{Ê?<I"Ë
)! 间，东为
#?@\
%A" '间，前
OÌ?%ÍÎÏÐÑRÒÓÔ¢ÕPuz¢Õ«P
门楼，建筑材料及工价共花费四千余缗。储粮千余石。
'% 古代储粮制度。民办粮仓的一种，由南
Ö×uzvwP xyzgØc{?Ù<
社仓
宋朱熹首创，社仓不特指某个粮仓，而是一种储粮
ÚÛÜÝÞ?rgßàáâãzg?~äc{uz

共
R ３０
!" 间。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年），知县熊焯捐建县
>P ST/ 12)$,) 13?4$ %
cbg"?R１６
)* 间。
>P
署内仓废，共

制度。一般没有专门的仓库而在祠堂庙宇储藏粮
vwP cåCæOØgç~ÊèEéuêz

天水县田赋管理处
64*789:; 民国时机构名。民国三
x+(;P x+¦

ë?zëìíîäï ðñ ?òóôõP zëì
食，粮食的来源是劝捐或募捐，存丰补欠。粮食的
ö÷äøùìúû?cüýþÿ?!"\/
周转则是借贷的形式，一般春放秋收，利息为十分

各县改组田赋征收机构，成立田赋管理处。田赋的
Ë[ÿ?dP ì

之一。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９
月，甘肃布政司发文通
#cP $¦12)&$$ 13' ?%&'
()*
知各府州县建立社仓。城内以原义仓为社仓。民国
4Ë5%rgP ab²®og\rgP x+
十二年（１９２３年），城内社仓门楼毁于火灾，后稍事
/012)'(! 13?abrgOÌ,&-.?:/0

经征由田赋处办理，粮食经收由粮政局办理。民国
Ùdy?zëÿÙz yP x+
三十一年（１９４２年）经征、经收合二为一，由田赋管
¦/c12)'%( 13¸ÿ0\c?Ù
理处主办，同年元月，天水县田赋管理处成立，处
dy?1?_`d?d

修补改为军用粮秣处。四乡社仓有志可查的有∶社
¾ô[\12z3dP Ô¨rgC4*5ìC6r
7/>?f</>?89/>?«:/>P
棠镇十间，平南镇十间，关子镇十间，石佛镇十间。
()*+,% 粮仓名。建于民国四年（１９１５
zg;P %&x+Ô12)'),
甘谷县丰民仓

长由县长张印文兼任，副处长罗伟系省上指派。下
ÙW?d¿MáP

十年（１９４１
年），财政部甘肃田赋粮食管理处成立，
/12)'%) 13?
%&zëd?

设
、档案；二科办理田赋
 ３! 科；一科办理人事、文书
¡6c¡y¢0¸^¸£¤¥0¡y
¦¸ÿu¸§¨©¥¦¡ylª«¸¬¸®
稽征
、收储、拨付款；三科办理土地勘丈、绘图 、造

13?®<a=b®>?z@A(;b?gB ,""
¯¸°±¸dl²³´µ¶·P x+¦/Ô
年），原址在城区内原议价粮油公司院内，仓容
５００ 册、呈报、处理土地纠纷和买卖过户。民国三十四
CP(""$ 1D%&ÛEzç?FG¾HIHìJD?
吨。２００７年迁建于朱圉粮库，本着修旧如旧的精神，
KLMNO®ígPÇQ?gBRLS１５００
),""吨。
TP
基本保持了原来仓型面貌，仓容扩大至

年（１９４５
年）４?%&dkz
月，甘肃省田赋管理处与省粮政局
12)'%, 13%

¸?Ë¹[nzëdP x+¦/ 1
合并，各县均改称田赋粮食管理处。民国三十六年
（１９４７
年）奉省令精简机构，田粮处三科合为二科，
2)'%$ 13º»J¼?zd¦¡\0¡?
c¡y¸¦¸½ÿ¾¿¥0¡ygu¸
一科办理田赋、稽征、催收和总务；二科办理仓储、
ÀÐ¸ÁoP
ÂSKÃ¢xR+%P
加工
、集运。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天水市粮食局
64<5=> 政府工作部门。位于秦州区
ÐÄOP Å&`5=
建设路
月１６)*日，天水分区粮食
%Æ １６２号。１９５６年５
)*( iP )',* 1 ,
Ç?_`=zë
P )'," 1８& 月，更名为天水专署粮食局。
? È;\_`æczëP
局成立。１９５０年

!"#
丰民仓

１９５２年
１０
)',( 1１２
)( 月，改为专署粮食科。１９５６年元月
? [\æczë¡P )',* 1 )"
Ç?_`æczë¡[\_`æÉAczëP 
日，天水专署粮食科改为天水专员公署粮食局。同
1 & ?ÊÂìyË?ÌÍ ¸
年８月，实行省直管县的管理办法，撤销财政局、
zë?æczP )',$ 1 * ?9ÎÏ
粮食局，成立专署财粮组。１９５７年６月，又恢复财
! !"# !
－２０９－

!"#$%
天水大辞典

政局、粮食局机构。１９５８年
!"#$%"&'( !"#$ )４% 月，天水专区和武都
*+,-./012

业科。１９８４
月，在机构改革中撤销工业科，成
re¢ -"$/ 年
) １０
-+ *&X9Ïkdre?

专区合并，两个专粮局合并为天水专粮局。１９６０
年
./34+56.$"347,-.$"( !"&' )
８$月
日，中共天水地委决定成立专区粮食管理
* ２６
(& 8+
9:,-;<=>?@./$%AB
区分开，专粮局相应分家。１９６８年９
(& 日，天水
8+,/GH+.$"IJGK( !"&$ ) "月*２６

立了天水地区粮油工业公司，为科级建制。除直属
@Þ,-;/$Sdr\ 7eèét¢ êvw
管理几个企业外，负责制定下达全区（市）粮油工
ABë6Ürìíît>ïð¿/ñ_ò$Sd
业企业生产、财务、专用设备计划、监督、检查各企
rÜróiôfgQ.õaö÷ÛQøùQ~yÒÜ
业生产、财务
、经营成果及财经纪律的执行情况，
róiQfgQúû?üÐfúýþÝÿ[!"

专粮局、北道储运站、天水榨油厂联合成立天水地
.$"#LMNOPQ,-RSTU3?@,-;

考核企业管理，抓安全文明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ÜrAB%&¿'(ói)W*+,¡

/$VSABWJPX<D( !"&"年
) １０
!' *
! 8+
区粮棉油管理供应站革委会。１９６９
月１日，

组织粮油工业设备
、器材及专用物资调配、汇总上
-.$SdraöQ/0Ð.õ1hm2Q345

委员会。１９６１
年)１２!(月*２８
、武都两专
($日，随着天水
8+EF,-#125.
<CD( )"&!

更名为天水地区粮油管理站革委会。１９７０年
YZ7,-;/$SABPX<D( !"*+ ) "９月
*

报工业企业各类报表，负责上下级往来款项的交
6drÜrÒ768 íî5ïè9:;<ÝÑ

２８($ 日，更名为天水地区革委会粮食局。１９７１年７
8+ YZ7,-;/X<D$%"( !"*! ) *
月，更名为天水地区粮食局。１９８３年
*+YZ7,-;/$%"( !"$, )１０
-'月
* ２７日，
(* 8+
更名为天水地区行政公署粮食处。１９８５年９月
２６
YZ7,-;/[!\]$%^( !"$. ) " * (&

拨等，１９８９
年７* 月公司撤销。
=¾-"$" )
*\ Ïk¢

日，更名为天水市粮食局。内设办公室、政工科、财
8+YZ7,-_$%"( `ab\cQ!deQf

月，为保证国家粮食收购计划前提下，调剂市场余
*7»>K$%ºj÷Û?)ïmÙ_@A

ghiABeQ jkeQ lNmOe .５个职能科
6noe
务资产管理科、购销科、仓储调运科
Zu "vw_$%xyz
c+p[!qrst ((
室，有行政事业编制
２２名。局直属市粮食稽查支
队，市粮油防治检验中心，市第一粮库有限公司，
{+_$S|}~9+_$p\ +
市第二粮库，市第四粮库有限公司，市军粮特需供
_$+_$p\ +_$W

缺，价格随行就市，采取内购内销，外购内销，批零
BCDE[E_FG`j`kìj`kHI

JP &个单位。
6u
应站６

天水粮食支公司
年)４/月，中
!"&'()*商业机构。１９５０
r&u -".+
*9
$%\ G\ ,-a@$+ ;
国粮食公司宝鸡分公司在天水设立粮栈，地址在
*+,-$
/)$u )９" 月，天水粮栈改
今秦州区青年南路军粮库。同年
7,-$%z\ +-".( ) １２
-( *7,-_$%
为天水粮食支公司，１９５２年
月改为天水市粮食
\ + rg.]$%ev ¡¢ -"./ ) . *
公司，业务归专署粮食科直接领导。１９５４年５月
8+,-_$%\ £,-_¤¥!¦ ¡¢
２４(/日，天水市粮食公司改由天水市人民政府领导。

!"3&-4546)* 商业机构。天水
r&¢ ,天水市粮油议购议销公司
;/$%"ïweèét¢ ?@¯ -"$- ) -１
地区粮食局下属科级建制单位。成立于１９８１年

兼营，以保本微利为原则的经营公司。位于今秦州
Jûâ»KLM7NOÝúû\ ¢ ¯

区青年南路
/) ８０
$+ 号。起初是行政性管理公司，以后
²¢ PQR[!SAB\ âÍ
组建了下属经营实体天水地区粮油议购议销公司
-éÞïwúûTU,-;/$SVjVk\
秦州粮行。实行自负盈亏企业化经营管理，公司主
$[¢ T[WíXYÜråúûAB\ ¹
要业务负责议价粮油经营管理工作及秦州粮行和
ZrgíîVC$SúûABdÕÐ$[0
LMúûPH[9\rg¢ -"$$ )PT[]^ú
北道经营站批发中转业务。１９８８年起实行承包经
)EF$%úû_@å\ Ïk¢
ût¢ -""+年，随着粮食经营市场化，公司撤销。
营制。１９９０
!"378)* 饲料加工企业。２０
_Â¼dÜr¢ (+ 世纪
`ý *+
天水市饲料公司
７０
)aâ? ,-;/bp.cóid_ÂÝT
年代以前，天水地区没有专门生产商品饲料的厂
K¢ -"$+ )¨©ª$%"=>,-Ôé_Â¼
家。１９８０
年，甘肃省粮食局决定在天水新建饲料加

办，１０
月正式成立，位于今秦州区解放路１７４
b+-+ *®?@
¯/°± -*/号，
²

dT÷Û)i23_Â５０００
.+++吨，投资
efh ２６
(& 万元。
gh¢
工厂，计划年产配合饲料
) １１
-- *,-;/$%"iN,-Îjk$A
同年
月，天水地区粮食局将原天水县东泉粮管
lmno$Pé7_ÂT
põ0Ûçmno
所甘里铺粮站改建为饲料厂，征用和划出廿里铺

设业务、储运、财会、秘书４股。１９５５年支公司改为
argQNOQfDQ³´ / µ¢ -".. )z\ 7
分公司，人员编制扩大到
７２ ¤¢
人。主管天水专区油
G\ ¤Cst¶·¸ *(
¹A,-./S
脂收购、保管、加工、销售等全部业务。同时，在油
§ºjQ»AQ¼dQk½¾¿Àrg¢ ÁS

靠南１３．７
q -,0* 亩土地为厂址，开始筹建。１９８２年
rs;7TH«¬é¢ -"$( ) ,３月
*
天水地区粮食局饲料加工厂成立。１９８４年５月，更
,-;/$%"_Â¼dT?@¢ -"$/ ) . *Y
名为天水地区饲料公司。１９８５年地改市后，改名为
Z7,-;/_Â\ ¢ -"$. );_ÍZ7

料重点产区清水
、通渭、庄浪、陇西先后设立县公
ÂÃÄi/Å-QÆÇQÈÉQÊËÌÍa@Î\
¢ -".* ) . *,-.]=>Ïk9S§\
司。１９５７年５月，天水专署决定撤销中国油脂公司
,-G\  G\ ¤CÐ¿ÀrgÐl4
天水分公司，分公司人员及全部业务及仓库一并

天水市饲料公司。主要业务为生产各种配（混合）
,-__Â\ ¢ ¹Zrg7óiÒt2ñu3ò
_Âúvw)¶·óixyQóiozð¸)ig
饲料，经过逐年扩大生产规模、生产能力达到年产万
e¢ -"", 年
) -*â,-__ÂT7{|-é
吨。１９９３
１１月，以天水市饲料厂为基础组建第

交由天水专署粮食局接管，各县油脂公司也于同
Ñ£,-.]$%"A ÒÎS§\ Ó¯
年７月、８
) * *Q$ 月两个月全部撤销。１９６０年
*56*¿ÀÏk¢ -"&+ ) １１月，中共
-- *9:

}$¢
三粮库。

,-;<=>./0ÎÃÔ?@S§\  ./
天水地委决定专区和县重新成立油脂公司，专区

加工企业。位于秦州区岷山路６５
号。前身是汉口
¼dÜr¢ ¯/ &. ²¢
?R

油脂公司地址在秦州区合作巷。１９６２
年７月，天水
* *,S§\ ;/3ÕÖ¢ -"&( )
./S§\ Ïk rg0¤C¿À4,-.
专区油脂公司撤销，业务和人员全部归并天水专
]$%"¢ -"** ) ９月，中共天水地委决定再次成
" *9:,-;<=>×Ø?
署粮食局。１９７７年
立天水油脂公司。人员由粮食局内部调剂解决，在
@,-S§\ ¢ ¤C£$%"`ÀmÙ°=

Ô\ ,-GT-".& )Z,-_
福新第五面粉公司天水分厂，１９５６
年改名天水市

中国油脂公司天水支公司
+,-.)*!"()* 商业机构。１９５４
r&¢ -"./

年
) ７月，中国油脂公司甘肃省天水支公司开始筹
* *+ 9S§\ ¨©ª,-z\ H«¬

!"39:&;<=)* 粮食储藏及面粉
$%N~Ð
天水市第一粮库有限公司

\3ûT¨©ªdr ¡-"&' )
公私合营面粉厂，归甘肃省工业厅领导，１９６０
年底
Ñ,-.$"AB¢ -"&- );/$%dr&
移交天水专粮局管理。１９６１
年与地区粮食工业机

粮食局办公。１９８３年１２
$%"Ú\¢ -"$, ) -(月，油脂公司撤销，业务划
*S§\ ÏkrgÛ

械制造厂、麻袋厂合并。１９６２
年划归甘肃省粮食厅
tTQT34¢ -"&( )Û¨©ª$%
管理，１９６４年移交天水市粮食局管理。１９６８
年荣
AB-"&/ )Ñ,-_$%"AB¢ -"&$ )

$%"ÚB¢
归粮食局办理。

毅仁办公室将私股利息退回，成为国营企业。１９８５
b\ciµM?7ûÜr¢ -"$.

天水地区粮油工业公司
年地改市后收归地区粮食局管理，更名为秦城面
!"/0&-12)* 商业机构。天水地
r&¢ ,-;
);_Íº;/$%"AB YZ7
) １２月，天水
-( *,/$SdrÜrÝ¹A¢ -"."年
T¢ -""- )Ürt9_$%"nol
区粮油工业企业的主管单位。１９５９
粉厂。１９９１年企业改制中与市粮食局五里铺库仓
.]$%"7Þ¼ßà$SdrÜrÝ ¡a
34-é7,-_$-""( )ã34Þ
专署粮食局为了加强对粮油工业企业的领导，设
库合并组建为天水市第一粮库，１９９２年又合并了
立了综合科，以后又细化职能从综合科分设出工
@Þá3e âÍãäånoæá3eGaçd
,-_$SVjVk\ ?7dQQQ
天水市粮油议购议销公司，成为集工、商、贸
、网店
!"# !
－! ２１０－

2;<=
商业贸易

服务，加工储备为一体的综合型粮食企业。面粉加
!"#$%&'()*+,-./0123 45$ 谷子、糜子为主，兼有豆类等杂粮。各县除县城均
zjJ j(;M>UH/q FççÛ
工年产量５
9:#;<7=>
?@ABCDEFG 有粮食集市外，一些主要乡镇也有粮食集市，集市
>/0 vM);<n>/0 vM v
%678 !万吨，主要产品有＂禾蕊＂牌系列各种
等级粉、专用粉，挂面年产量
HI5JKL5MN4678２０００
åÑ)MZ)çÆM ®MJ7J
"### 吨，有龙须、蛋
:M>OPJQ 时间不一，在一个县内，毗邻集日交替，逢单、双、
白、荞麦等各类营养挂面。各类储粮仓库
$%幢，总
ZM[ 三日集不等。
RJSTHFUVWN43 FU&/XY１９
 Hq
仓容量１亿斤。总资产１０３０７
9aMYbcd4e
/01&-23 粮油交易场所。据
/Ã®!q  １９４９
$%)% 6
X\8 $ ]^_ [`7 $&'&(万元，库区占地面积
民国时粮油商行
年

天水县工商联合会调查统计，参与市场粮食经营
tuç%-&ÔM ¡v/0ÅV
f#>g% $*' 名。
h3
５４!)亩，有职工１６３
的面粉厂１４
家（购粮加工、批发销售），粮食商号
+45{ $)
!"#$%&'()*+ 粮食储备企业。
/0&i123
úË/$%J ¡¢£ÌM/0p
天水市第二粮库有限公司
jkTeblmno １号。１９９２
+ pq +%%" 6rstuv/
位于麦积区社棠路东
年由原天水市粮

úË¤¥þÿÌM¦Ã2ãT§ $&)
©
７６(*家（包括斗行），清油业大小共计
１０４ ¨q
户。这些商

食局北道仓库、北道面粉厂合并组建为天水市第
0wxyXYJ zy45{-|}~(tuv

p¦ªZÛbã«TøM ¢£ý[> ５! 9¬
号分布在城区大街小巷，销售对象有
万多居民
ì%ÿ2q /ÃÅVÏ®¯°¬MA±²³´v
和工商行业。粮油经营者虽然众多，但能够左右市

/YM"##' 6-|tuv/YM(
二粮库，２００３年又合并了天水市第三粮库，成为集
%JJJ/0&i()*+,-./01
工、商、贸、网店、粮食储备为一体的综合型粮食企

业。占地面积１４７．６９
２２幢，总仓容
23 cd4e +)(,*%亩，储粮仓房
fM&/X ""
ZM[X\
",&! 亿斤，有铁路专用线
]^M>nKL ６１２
*$" 米，以及综合楼，站
M,-M
２．０５
$"月，
M
M/MuH%q "&&%年6１２
台，罩粮棚，消防水池等附属工程。２００９
天水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储备粮兰州分公司协商同
tuv ¡¢£&i/¤¥¦§¨©ª
意，将天水市第二粮库移交上划中储粮兰州分公
«M ¬tuv/Y®¯°¢&/¤¥¦§
司管理，更名为中央储备粮天水直属库。
¨±²M³h(¢´&i/tuµYq

天水市第四粮库有
限公司 粮食储备企业。
!"#$,&'()*+
/0&i12q
jk¶¥b·¸¹º»xnq (£>¼½§¨M¾
位于秦州区五里铺藉河北路。为国有控股公司，注
$!& 9aM£>¼½c
Ybcd4e
¿`À１５０
册资本
万元，国有控股占(*-_
７６？？库区占地面积

场的只有几家。面粉加工业中有如福新面粉厂公
+µ>¶úq 45$%2¢>·¸{45{§
司天水分厂、广丰源、酥兴、玉兴、明德祥、复兴和、
¨tu¦{J¹º]J»0J0J¼½¾J¿0ìJ
ÀÁHq /¢·ì01JÂÃ½J7½JÄ0
仁记等。粮商中如和兴昶、存心德、双成德、裕兴
ÅJÆ0ÇHÈpq
茂、永兴吉等字号。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456789: 经济改革。是国家以确
ÅÉÊËq é£úÌ
保国家粮食安全为前提，以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快
Í£ú/0ÎÏ(ØRMÐSÅÉl&ÑÒJÓ
速发展为目的，对粮食收购、销售、调拨、储存
、加
Ô¡Õ(,+Mý/08ÖJ¢£J×J&ÂJ$
工管理政策、制度及企业管理组织形式进行不断
%±²ØJ ×Ù12±²}ÚÕÖSÿÛ
ÜìÝÞ+ßM é/0wNàár°ÅÉ
调整和完善的过程，是粮食流通领域由计划经济
â£úãä¼å+vÅÉßæ+ÊËM ;<
向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主要

%&&&平方米，粮食仓容量
ÁÂM/0X\8 ６００
*&& 9§^MÃ=Ä\8
¤¥Ö¢*×ÊËì±²*×ÊË+v¦q Ö¢
９０００
万公斤，油品罐容量 包括购销体制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的部分。购销

７３('万公斤，年经营量
１４００ 9§^MvÆÇ>È
万公斤，市内设有三处
9§^M6ÅV8 +)&&

经营门店。有职工．
") 人。
_
ÅVÉ_ >g%２４

*×ÊË;<é/ÃQç(èÃM Ýér£ú
体制改革主要是以粮油价格为核心，逐步由国家
/ÃÔÖÔ¢ÝéêâvÖ¢+ÊËßq ã
粮油统购统销逐步推向市场购销的改革过程。大

粮油集市
&-.#粮食、油料（油品）生产与消费，生
/0ÃÊËÃ=ÌÍ7¡ÎMÍ

体可分三步；一是双轨运行。１９７８
*ë¦éè)é7ìíÿq $%(.年6１２
$" 月，中国共
M¢£î

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交换的一种传统形式。秦州建
7Ï¡ÎÏÐÑ®Ò+)GÓÔÕÖ_ ¶¥~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天水市粮食市场
7ïh)ð¢Ï&ñòóM tuv/0v

制以前，就有粮食集市，建制以来，州城人口逐年
×ØMÙ>/0 vM~×ÚM¥ÛÜÝ6

迅速恢复和发展，国家开始粮油议购议销工作，
ôÔõ¿ì¡ÕM £úòö/Ã÷÷¢%øM

增加，集市规模逐渐扩大。到民国时期，天水县城
Þ$M vßàÝáâã3 ä£åæMtuçÛ
内有粮食集市三处∶一是柴集，即人民路和工农路
Æ>/0 vÈè)éê Mënì%ín
交接一带；二是关帝庙，即解放路红旗巷口一带；
®î)ïðéñòóMëôõnö÷øÜ)ïð
三是曹家崖，即民主东路秦州区地毯厂对面一带。
éùúûMë;on¶¥bdü{ý4)ï3
主要是斗行交易，斗行原多为政府官家操持，带有
;<éþÿ®!Mþÿs"( #ú$%Mï>
行会性质。各地都有斗行的＂行令＂，会有头目，又
ÿ&'(q Fd)>þÿ+
?
ÿ*BM&>+,M
称行头。民国晚期，天水县民族路（解放路）８０
号
-ÿ+q £.æMtuç/nËôõnÌ.& p

１９８０年，成立天水地区粮油议购议销公司。粮油购
$%.& 6Mùtudb/Ã÷÷¢§¨q /Ã
销体制开始由统购统销一统天下进入统购统销和
¢*×òörÔÔ¢)ÔtåSxÔÔ¢ì
议购议销双轨运行。二是逐步提高粮油统购统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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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兴昶＂粮行经理吴锐就是行头之一。斗行依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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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双方成交量收取斗佣，按官方规定每石收取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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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三升，但实际还有暗中＂吃斗＂的剥削。做粮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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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商贩用钱暗中打通斗行关节，买粮时压价，卖
/åRQM$¯ãþSJTþUMV¢WGq tuç
粮时提价，加上大斗进、小斗出，从中盘剥。天水县
城内天天有集，每天上市粮食约百石，成交在
９０％
ÛÆtt> M>t¯v/0XY?M®Z %&以上，成交对象主要是市民占
５０？？熟食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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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粮源主要来自四周农村，东路有甘泉、马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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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北道、社棠；西南路有藉口、三十甸子、皂郊、兴
cJxyJlmðfgn>ºÜJhijJkl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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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镇
、娘娘坝、平南 、关子、牡丹（特别关子集市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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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流入甘谷新阳）；北路有中滩、新阳、石佛、
云山、远门等，粮食品种以玉米
、小麦 、荞麦、高粱、
JÉHM/0=GJTTJSTJJ

价格，向市场价靠拢。第一次提高统销价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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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５月１日，按照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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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市标准粮每市斤（下同）销价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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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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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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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７元，提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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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提幅
２５？？？一粉由 ０．２４
元提高到０．３６元，提

幅
４７？？？粉由 ０．１１元提高到
& ３３．３？？提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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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提幅
１８．５？？第二次提价是
１９９２年４
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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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提高小麦 、稻谷、玉米定购价的同时提高粮
0Ô¢Qq 45JãJG/0Ô¢QûÏ
食统销价。面粉、大米、玉米三种粮食统销价格全

国平均每百市斤（下同）提高一角一分。甘肃省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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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统销价取消省内原定价区，实行全省一价。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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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属于其他价区，提价幅度略高于全省平均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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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标准粉由
２７元提高到
４０元，特一粉由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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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úä ５４元，特二粉由
!) aM s5r ３２元提高到
'" aRúä ４７元，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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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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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提高到２４
aRúä ")元，标二籼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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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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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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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３７元。１９９３年４月１日，甘肃全省放开粮食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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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价。三是
!" #$２００３
!""# 年粮油购销全部放开推向市场，国
%&'()*+,-./0123
家省
、市、县区只掌握一定数量的储备粮油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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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非常时期平衡市场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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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管理体制改革
&'()*+,- 经济改革。经历了两个
OPQRN OSTUV
阶段∶一是两条线运行。１９９５年７
月国务院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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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粮食部门深化改革实行两条线运行的通
cd e & f g h i j Q R k ] U Z [ \ ] l m
知》，＂两线运行＂就是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
n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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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劝商民募捐钱
^y¢:５９８０６
&%*+)缗（千文单位），募捐小麦
¥®¦y§½°p¢D
１５０
石多。其赈济方法，先
$&+多石，用钱购买小麦
3¨pF:©D 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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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城区和四乡各镇绅士调查摸底，编造各村各巷
,8x®¡±¯°±²³p ´µ±±¶
应当赈济的贫困户名册，分极贫困户和次贫困户
á9Pl[\%·¸p {[\%x¤[\%
两等，发放有存根的印票，由每一村书按极贫户和
UÁpa,ãD¹lº»pÇ¼<½ðg[%x
次贫户，分别填写赈济户主姓名，家中人数，将印
¤[%p{e¾¿9P%ÀÁ·p4>pùº
票正联发给本人，存根交乡镇所，来年二月开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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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政策性业务包括∶国家定购粮，中央和地方储
-N t|vw_}~Y34=&pxA

四月，赈济户持票据领取粮或钱。城区内由一绅士
®^p9PÅÆ»ÇÈÉ&p:N ,8ÊÇ<¯°

备粮的收购
、进出口 、储存、批发调运和城镇居民
&l 6D6a\x
基本口粮及农村需救助人口的粮食供应；军粮
、救
&l&f&6
灾救济粮和水库移民口粮的供应；吞吐粮食平抑
P&xC &l ¡¢&fL£

统一掌管印票存根，查对供粮。为了弥补遗漏或纠
Ë<:¬º»D¹p±8&N 'TÌÍÎÏpÐ
ÄÑÒpÓaEÔÕlº»pÖ×kØJ¾¿Ù
正错误，又发给空白的印票，允许实地随时填写更

换。开仓供粮时，由官员亲临监督，极贫户每个大
éN -&JpÇÚåÛoÜzp[Å¼V²

市场粮价。天水市从事政策性业务的机构是市、县
0¤&!N ¥0¦§tuvw_l¨©$07

人每月给麦６升，小孩３
Ý¤[Å¼V²¼^
¼^E ) ÝpDÞ # 升；次贫户每个大人每月

区粮食局和农村粮管所（站）及各大粮库
、军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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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麦
E３# 升，小孩减半。四乡设局命本地绅士负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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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性经营是政策性业务范围以外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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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赈济。东乡分设３
ã9PN ä¡{s 局∶街子镇、社棠镇、圆觜镇；
# ªYåæçèé

粮油零售企业（单位），加工企业、运输企业等。
&'¹º»w ®¼½°p ¾¿»w \À»wÁÂ
１９９６
月天水市政府正式批转由市粮食局和财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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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制定的
tªÉ=l 《天水市粮食部门深化改革推行两线
c¥0&fghijQR.]U[
运行体制实施方案》。在划分政策性和商业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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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乡分设
ê¡{s４ ,局∶皂郊堡、天水镇、牡丹园、李子园；
ªYëìí¥îïðñæð
西乡设
ò¡s３局∶三十里铺、士子镇（杨家寺）、关子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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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乡设
÷¡s３局∶沿河城（新阳下城），三阳川、金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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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贫户每个大人给钱
３００；次贫户大人
[Å¼V²E:６００，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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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３００、小孩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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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钱
１５０。临时补发造册的贫困户

业，政策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的基础上，落实了挂
wptuvw_xOzvw_@ÏÐpÑkT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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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停息政策，全市共挂账停息
２６３８ ×ØN
万元。二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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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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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整体改制。２００６
２５日《天水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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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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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当年基本实现全市国有粮食企业职工全员

发钱粮时，约减
２０？？过往难民也酌情给予施舍救
a:&Jpþ&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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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çèépÖèéä¿æç ２７５４
!'&, 人，共选聘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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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置换，共置换职工身份
ä¿ ９５０人，占原有职工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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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
２８．９？？按资产重
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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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做大做强国有粮食企业的目标，将部分粮管

《秦州直隶州新志》载，许多老少称赞是近二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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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站、面粉厂出售转让、部分依法破产，全市国有
ú¯ûüýþºÆÿ+{!"#òp*03ã
粮食购销企业由原来的
１４ %p
户，保留购
&f)»wÇî$l８６
*) 户减为
%&' $,
()
销网点
)*+３５个。全市城镇国有粮店原有
#& VN *0,3ã&-îã ５２个，基本
&! Vp
垄断城市居民粮食供应的局面，几年时间全部被
./,0&flªûp 0%J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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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恤鳏寡经费。

,++多个私营粮店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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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赈济
./01 清代对灾民的赈济。赈济钱粮的
758l9PN 9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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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规定额度为，一般为大口日给米五合，小口日

给米二合五勺，米谷不足则银米兼给。按灾害程度
EAÙFBGpAHIJKLAMEN ðNO>
赈济时间长短分为＂正赈＂＂大赈＂＂展赈＂等。如需
9PJ1PQ{'
q
Ä9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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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济—个月，称之为＂正赈＂，也叫＂普赈＂。按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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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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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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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 ' #月份又发给受重灾的三岔厅
^çÓaEZól#()６００
)++ 缗，而且
¥p*c
济。到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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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e1¤9P
宽限他们不再重捐各类额外负担。由于这次赈济
«2345678pµóU%9:;<N Ç
法庭灾安排比较完善，所以重灾之年道无饿殚。据

来从未有过之事。灾荒度过，还剩许多银两，用余
$¦DãÿU§N >ÿpEF×3LUpFG
款修吕二沟水堤花去
１７８４
缗，还余
HIJÙKL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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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缗，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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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赈济
2301 民国初年，募集粮食赈济灾民的
3U%p &f9Pl
规定未变，国民政府内政部规定，按照田赋、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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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房租及其他产业所生利息，比例提取储存备荒
YZ[ª-òw\]Õp^_`ÉD
救灾粮食，各地直到储足可供当地人口总数三个
&fp ±'Jaáï>#V
月的口粮方可停集。募集以粮食为主，特殊情况可
^l&aÔN µ&f'Àpd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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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收代金，再从市场购粮收储。到民国五年（１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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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秦州社仓存粮，因历经官史失察
、贪占，借出
&f:«mEpFI3l&fpá%ónp
粮食无法偿还，所剩不多的粮食，当年重遭灾荒，
经官绅商议决定全部散给贫民，待半年重新募捐
Og¯yop=*+qE[p rß%ó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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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程度和贫困状态范围如加大赈济力度的则为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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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赈＂。如果连年受灾并且特别严重则对极贫者

贮粮。但事与愿违，原来连年军阀混战，赋役太重，
s&N t§uvwpî$a%xyzpX{|óp

加赈五六个月甚至七八个月称为＂展赈＂。同时对
¾9BiV^jklmV^T'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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恤螯等局也逐渐消失。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甘肃

临时或突发性饥民设饭（粥）厂煮赈救济。清光绪
oJpqavrst®u°ýv9PN 7wx

省大旱，灾民用草根树皮充饥，饿婷遍野，粮价飞
5²pF¹rp;<p&!
涨。当时一个银元徽县仅买小麦一升许，天水、西
N áJ<VLØ7©D<Ý×p¥ò

#%®$*'' 年）省上行文督促各州、县再建社仓，劝
%°5Ð]yz{±|7}~p
三年（１８７７

民不聊生，储粮备荒之事无力再提。相继各类慈善
I}\p&U§:_}`N ~±/8

民募集粮食以备荒年救灾之用。秦州直隶州知州
&fµ%U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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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p á% ５& V^
陶模号令各县尽力筹办此事，恰逢当年
个月没
ãàp& pDIàp'óN
有下雨，秋粮干枯歉收，小麦不能下种，成为重灾。

和只买八合（四斤多不到五斤）。由于地方没有积
x9©C®®3I'B°N Çeã
D&fp*4oJp¥79e
存粮食，救灾全靠公私临时募集，天水县赈会于民

入冬，陶模积极号召各乡募捐，从十一月至次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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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继续募捐，一面分设四个粥厂施舍，一在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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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冬季仅募集粮食十七石，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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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贸易

外造币厂（岷山厂东），一在南教场营房（藉河南大
!"#$%&'$()*+,-./01%23-4

１９５０
!%"$ 年由原来天水市个体皮毛手工业者组织成立
¤yGM¬guvw=¯äxËÌeÚ

桥），一在西门外社稷坛（西靶场），一在北门行宫
56*+,78!9:;<7=/6*+,>8?@

的。１９５１年有社员
１０５５ ljy!%"!
万元；１９５１年
(& A*Ôî !$""
¤
[F !%"! ¤·9i２６人，股金
又组织一些个体皮毛手工业者
人，凑合股金
LËÌ+zguvw=¯äx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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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８
!*&+ 万元成立第二皮毛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４年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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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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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原天水市皮毛合作社改
i ４０
'$ 人，股金
A*Ô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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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水市第一皮毛生产合作社。次年以经营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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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自行解散，改行，其不愿改行的，参加了第

（人民路小学）。每日施食一次。又在大城文庙（中
<ABCDE6F GHIJ+KF L,4MNO<P
华西路小学）内设救济院，收养无人抚养的儿童、
Q7CDE)RSTUV*WXYAZX[\]^
妇女。每日供给两顿饭，三个月用粮七万余斤，救
_`F GHabcde*fghijklmn*T
活一百多人。院长杨继昌私人捐粮两石。由于当时
o+pqAF VrstuvAwjcxF yz{|
灾重面广，仅靠粥棚施饭，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又
}~*Ie* *YUz*L
加春夏时疫痢疾流行，天水城乡死亡１５５７０
|?*M !""#$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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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皮毛生产合作社。

北乡绝户
!!% * A
>１１９家，远道流离及远乡避舍死亡人数不
¡F
可计数。

天水购油票
!"#$% 票证。１９５６
¢£F !%"&年，由天水油脂公司
¤*y¥¦§¨
印制，发给城市居民和工商用油户在天水范围内
©ª* «bM¬B®¯°i¥,±²R
使用的一种购买食油的有价证券。
³i[+´µ¶J¥[·¸£¹F

甘谷县粮票
年
&'()% 票证。甘谷县粮食局于
¢£F º»¼jJ½z１９５５
!%"" ¤

印制，报请省粮食厅批准，在本县范围使用的地方
©ª*¾¿ÀjJÁÂÃ*,Ä¼±²³i[ÅÆ

j¢F
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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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5 民间经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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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县三阳川纺织生产合作社
ÊËÌF BÍÎÏÐ¤%!%'$ ¤6*PÑÒ?¼
作组织。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中央银行天水县

支行股长杨鸣岐，在中滩镇组织建立了三阳川纺
Ó?ÔrsÕÖ* ,P×ØËÌÙÚÛfÜÝÞ
ÌßàÉÊ9F áâãäåæçÒ?è¿ßàé
织生产合作社。其主要业务是向银行申请生产贷
ê*«ëìµíî*Wµïð^ñò^ïóôF õö
款，发放预购定金，收购棉花、土布、棉线等。以分
散生产、集中收购的方式生产土纺土布，每天平均
÷ßà^øPWµ[ÆùßàñÞñò*Gúû

!"6;+5 政府工作部门。位于秦州区
¯Ê8F z c
天水市供销社

合作南路。主要负责管理全市各级供销社工作，具
ÉÊ-CF âã¬a9¯Ê*
有指导、协调、监督和服务的职能。１９５０年
·6^^®å[F !%"$ ¤ + ８月７
h#
日甘肃省合作局天水专区合作办事处正式成立，
HºÀÉÊ½bcÉÊ1dùeÚ*
为甘肃省合作局在天水的派出机构，内部设秘书、
@ºÀÉÊ½,[F*RS^
组导、业务３
股，共有职工１４人。１９５８年８月，将
!' AF !%"+ ¤ + h*
Ë6^äå * Ô*·¯

专区合作办事处并入专署商业局，基层社改为国
bcÉÊ1d¡¢b£°ä½* [¤9<@Í
营商店。１９６８年
0°¥F !%&+ ¤２( 月２５
h (" 日，天水专区革命委员会
H*bc¦§¨i©
成立后，将合作办事处连同专区财贸办公室、商业
eÚf* ÉÊ1ª«/bc¬a1§^°ä
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外贸局合并为财贸组，由专
½^¯°?½^!a½É¡@¬aË*yb
c¦¨©ßà®¯* K¤ *３月成立了甘肃
heÚÛº
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接管，次年
ÀbcaPå°¦§¨i©F !%#$ ¤
省天水专区贸易服务管理站革命委员会。１９７０年
+ h*±a°*eÚ°ä½*aäå²³°ä
８月，撤销贸管站，成立商业局，供销业务归口商业
½F !%#& ¤
局。１９７６
年 '４ h*aäå´Xb£°ä½ö
月，供销业务也从专署商业局分离出
M*<µ@Åca9*RS1^¬¡^ä
来，改名为天水地区供销社，内部设政办、财计、业

务３科，有职工
å * ¶*·¯２７
(# 人。１９８２年３
AF !%+( ¤ * 月，改名为甘肃省
h*<µ@ºÀ
供销联社天水地区合作办事处，内部增加基层工
ag9ÅcÉÊ1ª* RJ[¤¯

收购土布千匹左右（一匹长
４２'(
尺，宽１．２
Wµñòüýþÿ<+ýr
!*" !)(尺），很大
!6*#4

Ê¶F !%+"年
¤ １０
!$ h*ÅcaÉÊ9<µ@
作科。１９８５
月，地区供销合作社改名为天水

程度上解决了三阳川、新阳等地人民的生活需要和
$%&'(ÛfÜÝ^)ÜôÅAB[ßo*ã®

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退出政府序列，实行独立核
¬aÉÊ9gÉ9*·¸¹*h?ºÚ»
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经营实体和企业法
¼^~âÈ0^~½¾*e@È0hu®¿äÀ
人。下设办公室和业务指导、计划财务、基层工作
AF ÁS1§®äå6^¡Â¬å^[¤¯Ê '４

穿衣困难。同年，举办起了官房子训导班，培训操
+,-.F /¤*012Û314567*859
作力量，改手摇单线纺为
２４('根、３２
根
Ê:;*<=>?óÞ@
A^*(根、３８根、４２
A^*+ A^'( A

线头的多头脚踏纺纱机，棉线日产量由原每人每
óB[qBCDÞEF* ïóHà;yGGAG
台半斤增加到８～１０
HInJK +,!$ 斤，布机由平机改为吊式布
n* òFyúF<@Lùò
机，日产量由原来半匹增加到１～１．５
F*Hà;yGMNýJK !-!)" 匹，上市交易
ý*&¬OP

个科室，职工
５４ A*Ãq¬g9aÄE
人，附属天水市联社供销干部学
g¶*¯ "'
Å®¬g9ÆÉµ§¨F !%++年９
¤ %月，分为
h*ö@
校和天水市联社综合购销公司。１９８８
¬g9YäßàÇÈ§¨®¬g9ñà
天水市联社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和天水市联社土产

[ñòQ°,üAõ&*RSTlA*GWñò
的土布客商在千人以上，最高达万人，每天收土布
#$$$多匹。中滩、渭南、石佛、新阳四镇，从事纺棉
qýF P×^U-^xV^)ÜWØ*XÞï
７０００

HÉ§¨cg§¨F ¬ag9rqÊ¼c
日杂公司两个公司。天水市供销联社所属五县两

线、织土布的农户达到了这四个镇农户的
７０？？
ó^ Ìñò[YTKÛZWgØY[ #$.õ

９９２
５８４８
%%(个零售网点，１０９２个双代点，职工总数为
gËÌÍÎ*!$%( gÏÐÎ*¯Ñ@ "+'+

&*[Ä&TKÛ
\
]^`Ì_[Y`ÞÌÉÊ*ø
上，基本上达到了＂男耕女织＂的农村纺织合作，集
¬aP[½F bcÉ1deÚf*<@¼f
市贸易的局面。专区合办处成立后，改为天水县三

名。１９９２年后，业务科和基层科合并为综合业务
µF !%%( ¤f* äå¶®[¤¶É¡@ÆÉäå

cg9·１１０
!!$个基层供销社，１９８
g[¤a9*!%+ 个供销分店，
gaö¥*
区联社共有

¶*¡eÚaÉÊÈUÒÓå§¨*¶
科，并成立天水供销合作经济技术服务公司，科室

¤h·9i４２０４
'($'人，
A*
ÜÝÞÌßàgÉ9F !%"!年实有社员
阳川纺织生产联合社。１９５１

Ô§¨+ÕAicÖ×4y aÄÅØ1¬
与公司一套人员两块牌子；供销干校创办天水市

股金
万元（旧币），到１９５２
年股金减少为
!+%+' lj
<kl6* K !%"( ¤Ôîmn@
Ôî １８９８４

供销干校综合服务公司，与干校两个牌子一套人
aÄÅÆÉå§¨* ÔÄÅcg×4+ÕA

１２３５１万元（旧币）。
!(*"! lj<kl6F
!"67812345
天水市机器生产合作社

i*Ù?YÇ°Ú^¯äÚ^ÛÜ^ÝÞ^ßà^áà
员，进行农资商品、工业品、信息、咨询、餐饮、矿产
BÇÈ UÉ ÊË
民间经济合作组

品等主、兼营业务，以增加效益。成立了天水市农
Úôâ^â0äå*õJãäF eÚÛ¬Y

织。１９５０
年在原西关机器生产合作社（原属工合事
<Gq¯É
ÌF !%"$ ¤,G7oFpßàÉÊ9

业生产资料公司、天水市土产日杂公司、天水市再
äßàÇÈ§¨^¬ñàHÉ§¨^¬å

务所领导）的基础上成立的。１９５１年有社员
års66[[t&eÚ[F !%"! ¤·9i ２４人，
(' A*

生资源开发公司、天水康隆实业公司
、天河工贸公
ßÇæç«§¨^èéhä§¨^3¯a§

Ôî１３７２
!*#( 万元。
ljF
股金
! " 6 9 : 3 4 5 民间经济合作组织。
BÇÈUÉÊËÌF
天水市皮毛合作社

¨^¬êëä§¨^ê1Åàç«§
司、天水市富天果业公司、天水富天房地产开发公
¨ôìq¬g9§¨*í1huÈ0*qsîçï
司等直属市联社公司，兴办实体经营，多领域开拓

!"# !
－! ２１３－

!"#$%
天水大辞典

经营业务，创造效益。１９８８
年多方筹资启动实施了
!"#$%&'()* !"#$ +,-./01234

员并入天水富天果业公司。
³C¥ô¥õD*

天水＂华西大厦＂工程项目，于
%""& 年投入营业，
+BC"D%
56
789:;<=>?@%A１９９２
经营业务涵盖商场、宾馆、酒家、影视、舞厅、展厅
E"D$FGHIJKLJMNJOPJQRJSR
等。２００２
T* &''&年，机构改革后，天水市供销合作联社改
+%UVWXY%56Z[\]^_`W
为天水市供销合作社，主要职能为对下级社履行
a56Z[\]^`% bcdefghi`jk

天水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01+, 商业机构。天水
HDUV* ¥
市供销社合作联社直属的一个经济实体和业务经
Z[\`]^_`{ö÷E¡rD$E
营部门。１９８８年９月成立，直属天水市供销社合作
"* %"$$ + " ª«%¥Z[\`]^

指导、协调、监督和服务。自此市供销社职能即回
lmJnoJpqrs$* tuZ[\`devw
xy !"$( +WXz{de* &'') 年市供销合作社
+Z[\]^`
归到１９８５年改革前的职能。２００７

农机具；兼营有农副土特产品、畜产品、议价粮油、
¸UþÞß"½¸¹¯Ñ°·Jÿ°·J!"á#J
$%±²J&'(·Js)*+J,Â-.J/M0
百货日杂、针纺织品、服装鞋冒、五金交电
、烟酒零

|C}~N$ {D* `U
列入《国家公务员法》管理范围的事业单位。社机

售等。１９８９
1T* %"$"年先后从陕西、宁夏、河北、四川、新疆
+2Y349J56J78J9:J;<

关内设科室为办公室、合作指导科
、综合业务科、财
aJ]^lmJ]D$J

等地购进计划外化肥、农药、农药械等以弥补计划
Tû¬=Î>ùúJ¸èJ¸èýTÒ?@Î

&(*
$% ２５人。
务审计科，定编

¿À%&D * ¿
»íA* Æ+H·\1BC +$,
内之不足。全年商品销售总额
３８３万元，创利６万
À*
hZº÷Eö÷F¥Z¸DË°
元。公司下设门市部两个∶一个是天水市农业生产

天水市土产日杂公司
!"&'()*+, 商业机构。天水市供
HDUV* 5Z[
销社合作联社直属的经济实体和业务经营部门。
\`]^_`{ErD$E"*
１９８６
%"$* 年６月，天水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向经济实
+ * % 5Z[\]^`_]` E
¡¢£¤E¥Z¦§¨©ª«¥Z[\]^
体转变中经天水市政府批准成立天水市供销合作
联社综合购销公司。１９８９
７ W®¥Z¯°
月改称天水市土产
_`]¬\* %"$"年
+)
日杂公司。并在公司内部分别成立了工业品和农
±²* ³´µ¶ª«4=D·r¸
副两科。公司成立之初，有固定资产
¹º* ª«»¼%½¾/°１１
%% 万元，自有
¿À%t½

联社领导。主营商品有化肥、农药、地膜、农药械、
_`øm* b"H·½ùúJ¸èJûüJ¸èýJ

资料公司综合门市部，主营商品有烟酒副食、日用
/Ì]Z%b"H·½/M¹ÛJ±Ú
百货
、服装鞋冒 、五金交电（含彩电），兼营农副土
G%Js)*+J,Â-H
ÍIJHÏ%ß"¸¹¯
特产品。有职工４
* Kö÷F¥Z¸DË°/
Ñ°·* ½d= - 人。另一个是天水市农业生产资

料门市部主营有化肥、农药、农膜、农药械、农机
ÌZb"½ùúJ¸èJ¸üJ¸èýJ¸U
具。兼营有日杂瓷器、土特产品、塑料制品、民用建
þ* ß"½±²LMJ¯Ñ°·JNÌO·JâÚã
材。因市场疲软、农资市场放开等原因一度发生亏
ä* éZIêëJ¸/ZIPQTRéöS×ËT

流动资金
Á1/Â１７
%) 万元，主要承担着向全市各县、区供
¿À%bcÃÄÅ ÆZÇÈJÉ[

损。２００２年
U* .''. +１２
%. 月，天水市深化企业改革领导小组
%¥ZVùWDWXømàX

Ê¸DË°/Ì Í%"$$ +
应农业生产资料（１９８８
年９" ¥Z¸DË°/
月天水市农业生产资
Ìª«Y% u?D$Îx¸DË°/Ì
料公司成立后，此项业务划归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E"ÏJ¬\¸Ðbc¸¹¯Ñ°·ÒÓ ÇÔÕ
经营）、购销农村主要农副土特产品以及向各基层
[\`Ö[H·¨×TD$* E"H·½¯°·J
供销社提供商品批发等业务。经营商品有土产品、
ØÙJ±Ú²·J¹Û·JÜÝÛ·TÞß"à²
棉麻、日用杂品、副食品、其他食品等；兼营小杂

办公室根据市农资公司深化企业改革实施方案。
YZZ¸/VùWDWX3-[*

粮áJâÚãä½¦åæçE"{¤èäT*
、民用建材有政策允许经营的中药材等。后因市
YéZ
场疲软、自身经营管理不善而倒闭。剩余资产、人
IêëJtìE"íîïðñ* òó/°J

并负责安置职工。解除原企业职工劳动关系，不再
³naopd=* qrRWDd=s1t%íu

\Z¸/E]^ªa;Xã{¥_8¸
由市农资公司经理苏吉成为新组建的天水林华农
/½`abcd% Z_`Ce １２
%. ¿À
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市联社入股
万元
Í
fBeg
.'/Ï%
hiZ[\`]^_`¨{
（占总股本 ２０？？，按照市供销社合作联社审批的
;ejkV%\;ÃÄRWDlml$%
新公司股权结构，由新公司承担原企业债券债务，

保留原集体企业职工身份，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vwRx¡WDd=ìy%z{ö|}E@~*

! !"# !
－２１４－

+",城市建设

!"#$
城市建设
旅游产业、制造业及物流业为发展重点的陇东南
ñòóP} ôPõö÷PLÆÇøù\ú/û

!"#$
城市规划

7,üý=<_ @Aèé56<8!þ,ÄÅÿ
地区中心城市。规划确定天水市行政辖区包括两
,!XF>"[L !'%!$ #$J%_ =<@A,>
区五县，总面积为１４３１７平方公里。城市规划区总
天水市规划局
7&['１１９６
!!#" 平方公里，范围包括秦州、麦积
#$J%F()ÄÅ*+}Z[
%&"'$( 政府工作部门。位于秦州区
!"#$%&' ()*+, 用地面积约
°,\=,õ*+,Ï\-./?} «01
-./0 １６号。１９７７年
!" 1' !#$$ 2３月，天水地区行署成立
% 34567,89:; 二区的城区及周边需要控制的自然山体、三阳川
滨河东路

天水市城市总体规划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为科
56<=<>?@ABCDEFGHIJKFLM

地区和麦积山风景名胜区。具体范围为∶东侧以社
7,WZ[/2Öp3,_ 4?()Lê/5ð6

级事业单位，负责天水市（今秦州区）和天水县（今
NOPQ(FRS56<TU*+,VW56XYU
Z[,V\]?@A^$_ !#&! 2F56<>?@
麦积区）的整体规划工作。１９８１年，天水市总体规
3F56
AIJK`56<=abcd' !#&' 2 (月，天水
划办公室归天水市城建局代管。１９８４年２

J%L:F ì5ð@A5é;
7} /8.9) * 公里为界，西侧以规划天定高
棠、东柯河外围２
<}5!;<=>?W@A5@A095L:Fû
速、天巉高速连接线和规划天平铁路外侧为界，南
%ð5B;<56CàDL:F í%ð«0E9
部以天宝高速天水过境段为界，北部以三阳川外
) * J%L:_ üFZ[/2Öp3,Ï()
围２公里为界。其中，麦积山风景名胜区控制范围
rFG()H9IÇ
J%F >"[JK ４５０
')+ #
由现有范围向外扩展２ *公里，总面积达到
平

市规划办公室与天水市市政设施管理处合并，成
<@AIJKe56<<!HfdghijF:
立天水市城市规划管理处；１９８５
;56<=<@Adghk!#&)年初，又与天水市
2lFme56<
理处更名为天水市城乡建设规划管理局，由科级
ghopL56<=qaH@AdgbF rMN

方公里。天水市域总人口近期
%") 万～３７０万人，
N,%$+ NLF
$J%_ 56<>LMáâ３６５
ãâ '++
NL_ =Û6@nOL %+-W
远期
４００万人。城镇化水平分别为
３０？')-P
４５？？

OPQ(stLuXNOPQ(_ *++* 2
% 35
事业单位升格为副县级事业单位。２００２
年３月天
6<<NvwxyFz{|7b}=qaH@Ad
水市市级机构改革，撤销土地局
、城乡建设规划管

QFü56<=,LM@ÌáâT(+.+ 年）为
2¥L "+
右，其中天水市城区人口规模近期（２０１０
６０
NLFãâT(+(+ 2¥L &+
±ºÆÇÈÉê2
万人，远期（２０２０年）为
８０ NL_
万人。经济发展目标∶年

理局，组建国土资源与规划局。２００４
2 $月，成立
3F:;
gbFEa~|e@Ab_ *++' 年７
天水市规划局，为正处级事业单位。２０１０年，规划
56<@AbFLhNOPQ(_ *+!+ 2F@A
局内设办公室
、城乡规划科、建设工程规划科 、建
bHIJK}=q@AM}aH^@AM}a
H7@AM} <!^@AM} =q@A 
设用地规划科、市政工程规划科、城乡规划监察

@R±ºST<UL .+-PQF(+(+
2<~V
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
１０？？右，２０２０年全市国民
Ýó>WJK ６８５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１．７
"&) XYFLRÝó>WJK ./$ N
生产总值达到
万

市政设施管理处分设。１９９８
月，天水市规划管
<!HfdghnH_ !##&年
2 ９# 3F56<@Ad

科、规划信息科。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市城市规划设
M}@AM_ SRS<=<@AH
\8Pdg^$kE<=?@Ak
计的行业管理工作；组织编制市域城镇体系规划；
S56<>?@A}n,@A}@AW
负责天水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详细规划和其他
@A\}Wfdg#$kRS=<
专项规划的编制、报批和实施管理工作；负责城市
@A, aH7W¡¢aHT£¤a¥
规划区内各类建设用地和各项当前建设（含临建）

元以上。２０１０
Yð·_ *+.+ 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2<~ZÝó>WJK２４０
*'+亿元，
XYF
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LRÝó>WJK ７０００元以上。生态建设目标∶
$+++ Yð·_ ÝÞaHÈÉê
¾F±ºST\¹[\]^'_6`Wßàa
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推进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
b_6`aHF cdöefWQ(óg\h
好型社会建设，主要污染物排放和单位产出的能
iÏ¾~ëGJÉ³ðk jk<ÝÞßà
耗控制在国家下达标准以内；加强全市生态环境
aHF<lmnopáâJK %)-PQFãâJ
建设，全市森林覆盖率近期达到
３５？？右，远期达

Ｌ天水市城市总体规划ｚｇ－２ｍ

类修脸为离

\@Adg^$F¦§=<@Af_
的规划管理工作，保证城市规划实施。

天水市城市总体规划
%&"!")*'$ 城市规划。《天水市城
=<@A_¨56<=
<>?@A©ª«¬F!#&$ 2:®¯¬\^
市总体规划》共三版，１９８７年完成第一版的编制工
作。１９９６
１２ 3:®°¬@A\F
月完成第二版规划的编制，并于
2 !*
j)
$_ !##" 年
２０００
１１月经省政府批准实施。２００５年至
２００９
*+++ 年
2 !!
3±²!"³f_ *++) 2´ *++#
年2７月，天水市委、市政府委托上海同济城市规划
$ 3F56<µ}<!"µ¶·¸¹º=<@A
研究院在第二版《天水市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
»¼½¾®°¬¨56<=<>?@A©\¿À·
Á¨56<=<>?@AT*++)Â*+*+V©F
编制了《天水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０５—２０２Ｏ）》，主
ÃÄÅ<=?@A}=<ÆÇÈÉ}Ê
要内容包括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发展目标、性
Ëe@Ì}=<ÍÎÆÇeÏ}=<7Ðb}
质与规模、城市空间发展与控制、城市用地布局、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城市景观
=<Ñ0ÒÓ@A}=<Ô7Õ@A}=<Ö×
Õ@A} ØÙÚÛp=¦Ü@A} <!Hf@
系统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市政设施规
划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近期建设规划，远景发展
A}ÝÞßà¦Ü@A}áâaH@A}ãÖÆÇ
设想、规划实施策略。该规划确定天水市城市性
Hä} @Afåæ_ ç@Aèé56<=<Ê

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西北地区宜居城市，以
Ëê~ëNØÙÚÛp=Fìí7,îï=<Fð

!"#$#%&'()
天水市城市总体规划图
K ４５？？规划建设平凉—天水—武都铁路，内经秦
')-_ @AaH#qÂ56ÂrsA0F±*
到
t}uû}<,Fgvvw>úû<rs,Fjk5
安、渭南、市区，出娘娘坝接陇南市武都区，加强天
水市与陇南地区的联系。预留西兰铁路客运专用
6<eúû7,\x_ yzì{A0|}
线通道，建议在天水城区和甘谷设站。搬迁现有军
?ÓÑFa~¾56=,WH_ FG

! !"# !－
－２１５

天水大辞典
!"#$%

用机场，建设中梁山军民合用机场，机场等级为
４Ｃ
!"#$%&'()*+,!"#$"#-./ !"
级。城区道路系统由城市主干道
、城市次干道和支
.0 1234567189:3;18<:3=>
路构成，其中包括局部人行步道、商业街和各类平
4?@$A'BCDEFGH3;IJK=LMN
面交岔口组成，形成＂三横十二纵＂的道路网骨架。
OPQRS@$T@
U
VWXYZ[\34]^_0

古城格局，加强对历史街区的整治，严格执行文物
1D$x4UK2\ÒÓ$jvGz
古迹的保护要求，使天水名城传统风貌和格局在旧
\ª«Ú]$w¾1x6WX=Dyz
城基础设施改造建设的同时能得以延续和发扬。
1pq&Tst%&\Å{ä|}~=k0

远景规划是三阳川地区作为城市新区开发，依托
`abcdVefg2h/18i2jk$ lm

城市建设机构
+01234

良好的区位、交通条件，重点发展新兴加工业、物
no\2p;Pqrs$tukviwxyJ;z

流、高新技术产业。城市总体结构形成＂一带一区，
{;|i}~J0 18?T@
U
2$
山城一体，组团发展＂的格局。＂一带＂为中心城区，
)1$S kv[\D0U
[/'12$

天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567+8129 政府工作部门。
ÀÁyhEð0
pë2*140 )*%* ³&2p
位于秦州区环城西路。１９５９年设立天水专区基本
%&Â$)*,& 年
³ (７ ¿$2p
%&Â
建设委员会，１９６２
月，天水专区基本建设委员

U2[Vefi2$T@18g2
＂一区＂即三阳川新区，形成城市与周边自然地区
no\50
$¬cÂ;ÆÂ;6¬
会撤销，与原专署计划委员会、经济委员会
、统计
良好的生态关系。

天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 城市规划。天
18bc0 
水有悠久的历史，域内文物古迹众多，有石窟
３０
\$ z$  #$
余处、古遗址
余处、古建筑类登记文物有 &!$
２４０
¡¢;£¤ ５００
%$$ ¡¢;%¥M¦§z
¢;¨©zª«u¬１０７
'$( 处，其中以寺庙
¢$A'®¯
多处、古墓葬有文物保护点计
和石窟最为突出。１９９４年，天水市被国务院公布为
= °/±²0 )**! ³$8´µ¶·¸¹/
第三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２００１年
ºV»µ¼.½¾10 &+$) ³１２
)&月，市政
¿$8À
府委托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
ÁÂmÃÄÅÆ18bc&¬ÇÈ·ÉÊË@Ì
《天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划确定的保护
Í½¾1ª«bcÎ0 bcÏÐ\ª«
ÑBC8zª«;1ª«;
内容包括市域文物古迹保护
、天水古城保护、历史

局等单位合并为天水专区经济计划委员会。１９６６
D-p,/2Æ¬cÂ0 )*,,
年后，机构撤销。１９７７年
月，恢复成立了天水地
³$"?0 )*(( ³ ９* ¿$@Ìg
2p %&Â0 )*-# ³１０
)$月，成立天水地区
¿$@g2
区基本建设委员会。１９８３年
1%&*+ª«¢$ g2p %&Â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处，撤销天水地区基本建设委
员会和环境保护办公室。１９８５
=*+ª«¸0 )*-% 年天水地改市后，成
³gs8$@
立天水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１９８６
81%&*+ª«D0 )*-,年³４! 月，更名
¿$¾
为天水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１９９７年
/81%&*+ª«Â0 )**( ³４ !月，
¿$
更名为天水市建设委员会。２００２
¾/8%&Â0 &$$& 年３
³ # 月，更名为天
¿$¾/

K2ª«ÒÓ=tuz\ªÔÕÖ0 ª«tu×
街区保护整治和重点文物的保存修缮。保护重点∶

水市建设局。２０１０
³ )& 月，更名为天水市住房和
¿$¾/8=
8%&D0 &$)$ 年１２
城乡建设局，内设办公室、人事科、法制科、计划财
1%&D$&¸;F;Ê;¬c

Ø)Ù8tÚzÛÜÝ;½ÜÝ;ÞßÜ
（１）市域重要文物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观赏价
ÝàOáGâÜ$ tuª«ÜÝã|\z
值多方面进行评价，重点保护价值较高的文物古
=äåæçè½;  ½=Vµ
迹和能够体现天水伏羲文化、石窟文化和三国文

¶;1%&;¸!J/;ª;
务科
、城乡建设科、公用事业管理科、住房保障科、
g8#/;%¥J/;&¬;
房地产市场管理科、建筑业管理科、勘察设计科、
} C- １１个科室。下辖
)) ¡0 ¢£ ２１个单位，其中事
&) ¡¤p$A'
科技教育科等

化的文物古迹，主要包括
处文物古迹（古遗址
½\z$9ÚBC １９
)* ¢z
Ø£¤

业单位
J¤p １５个，分别为；天水市房地产管理局、天水
)% ¡$a¥/×8g/D;

类；大地湾遗址
、秦亭遗址、街亭遗址、天水关 、卦
M×égê£¤;ëì£¤;Kì£¤;;í

市市场建设处、天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天水
88#%&¢;8¸÷¦/';

台山遗址
、木门道遗址 、宣化岗拱北遗址等 (７ ¢õ
处；
î)£¤;ïð3£¤;ñ½òóô£¤-

市招投标交易中心、天水市建设工程招投标办公
8§¨©Pª'; 8%&y«§¨©¸

石窟类∶麦积山石窟
 M×ö÷) 、水帘洞石窟、木梯寺石窟、大
;øù ;ïú® ;é

室、天水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天水
;8½¾1ª«Â¸;
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处、天水市建筑市
8%&y«¬®V¯°/¢; 8%¥8
场管理办公室
、天水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天水
#/¸;8%&y«tÜ/±;
市城建档案馆
、天水市城市绿化办、天水市墙体革
81%²³´;818.½;8µ¶
新与建筑节能办公室、天水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
i%¥·ä¸; 818¸¹º¬»
管理办公室、天水市城区外环路收取车辆通行费
/¸; 812¼*4½¾¿ÀqGÁ
管理处、天水市村镇建设管理办公室；企业
/¢;8ÂÃ%&/¸.ÄJ ６个，分
, ¡$Å
别为∶天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公司、天水市建筑
¥/×818%&¨ÆÇ ¸È;8%¥

像山石窟等
û) -４处；古建筑类∶兴国寺、官寺、仙人
! ¢õ%¥M×wµ®;ü®;ýF

崖、石门山等
þ;ð)- ４处；古墓葬类∶赵充国墓、李广墓、
! ¢õ¨©M×ÿ!µ¨;"#¨;
姜维墓、放马滩墓群等
$%¨;&'(¨)-４处）。（２）古城的总体格局
! ¢Ù0Ø&Ù1\D
和环境整治，通过用地调整
、绿化建设、环境治理、
=*+ÒÓ$q,!g-Ò;.½%&;*+Ó/;
高度控制等手段，强化城市历史上形成的＂两山夹
|01Ê-23$4½18ÃT@\
U
5)6
峙、五城相连＂的空间格局和城市内部的街巷格
7; 819:[ \;<D=18E\K=
局。（３）主要历史街区规划整治，如伏羲庙、枣园
D0 Ø#Ù9ÚK2bcÒÓ$>çè¯;?@
巷
、三新巷、澄源巷 、育生巷等大小巷道历史街区
=;Vi=;AB=;C=-éD=3K2

&¬·; 8É¸È; 8ÊË¸
勘察设计院、天水市自来水公司、天水市供热公

郭寺、南北宅子、瑞莲寺、城隍庙
、文庙大成殿、红
H®;GôIJ;KL®;1M¯;¯é@N;O

È; 8Ì¢/Í; 8%&y«ÎÏ¸
司、天水市污水处理厂、天水市建设工程检测公
司。主要职责是；负责拟订全市基本建设、工程建
È0 9ÚÐÑd×ÒÑÓÔ8p %&;y«%

台清真寺等
îPQ®-１１
)) 处文物古迹为保护重点，制订文物
¢z/ª«tu$ÊRz

设、城市建设、村镇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
、建筑
&;18%&;ÂÃ%&;ªl%&;%¥

古迹保护措施，对其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筑高度、
ª«ST$UA%&1Êg\%¥|0;

业、住宅房地产业、勘察设计咨询业、市政公用事
J;IgJ;&¬ÕÖJ;8À¸!

体量、风格等方面制订与文物古迹环境风貌相适
V; W-àOÊRz*+WX9Y
应的控制引导要求。天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目
Z\1Ê[\Ú]0 ½¾1ª«\^

业的规章制度，以及相关的发展战略并组织实施，
J\b×ÊØ$Ù9\kvÚÛÜSÝdT$

标规划采用分阶段实施的措施，近期目标以保护
_bc`!abcdT\ST$ ef^_ª«
/9$gh^iËo\K2;záG
为主，对一些目前完好的历史街区、文物古迹进行
jª«$Êk%&lmn$/¾1ª«^_\
严格保护，制止建设性破坏，为名城保护总目标的

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管理。
ÒÑ=1%&GJ/0
!"0+012:;<=>?@A 天水市
8
天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等。（４）城区的文物古迹确定以伏羲庙、玉泉观、南
-0Ø!Ù12\zÏÐçè¯;EFÞ;G

实施奠定基础。远期目标是适当改造、整治、完善
dToÐpq0 `f^_dYrst;ÒÓ;Ëu

研究提出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重大问题的建议；
ÇÈÞ²8=1%&téßà\%áõ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属的国有独资企业。位于秦
=1%&D¢â\µãÆÄJ0 pë
州区环城西路（天水市建设局四楼），２００４
月
2*14 Ø8%&DäåÙ$&++!年
³ ３# ¿

! !"# !
－２１６？－

城市建设
7#$(
成立，注册资金
亿元。天水市城市建设投资
!"# $%&'３．０８
!"#$ ()*
+,-.-/01&
（集团）有限公司、天水市土地储备中心和天水市
23456789:+,-;<=>?@A+,城市建设投资中心，实行＂三块牌子、一套班子＂的
.-/01&?@#BC
D
EFGH:IJKHLM
管理体制。公司内设办公室、计划财务部、工程管
NOPQR 89S0T8U:VWXYZ:[\N
理部
、房地产开发部、土地储备部、工程造价部和
OZ:]<^_`Za;<=>Z:[\bcZA
资产经营部等＂一室六部＂。下设天河供热公司
、天
&^deZf
g
IUhZLi j0+klm89:+
kno89ap)89apqrs89a+,tN
河物业公司、羲元公司、羲秦拆迁公司、天水湖管

前身为
<= １９９３
(++! 年成立的天水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y!"M+,-«]&'NO?@#
隶属于天水市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经费
º®²+,-«]Q>?Ã|ÄT8UR d@
自收自理。２００３年，撤销天水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î8îOR &''! y#AB+,-«]&'NO?@
及两区五县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成立天水市住房
ÌC´D¯«]&'NO?@# !"+,-«]
公积金管理中心。２００６
y#!"E¶NOZR &''+
8ô'NO?@R &''* 年，成立武山管理部。２００９
年，成立张家川、清水管理部。同时，机关增设稽核
y#!"FGHaI,NOZR JK#L0MN

理处等
Ouf ５个子公司。截至
% vH89i wx２００８
&''$ 年底，公司共有员
yz#89{6|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划归天水市住房和城乡建
-«]8ô'NO?@WR+,-«]A.¬/

工
人，具有本科以上
&(' }#~?89 ４８
)$ }#6

[ ２１０人，其中总公司机关
学历
２０ }R
人。公司
!* 人，高级职称
}# $８人，中级职称
}#? &'
89
３６
（集团）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组建运行，代行
345oQM/C#C
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构建以资金为纽带的母
6&^&}M# / &'M

设局管理。内设办公室、计划财务科、归集管理科、
0NOR S0T8UaVWXYaR3NOa
信贷科、稽核科和信息技术科
STa MNASUVW *６个科室。下设秦
vUR j0q
州、麦积、甘谷、武山、秦安、清水
、张家川, vNO
７个管理
³aXôaYZaE¶aq[aI,aFGH

子公司经营管理体制。对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
H89deNOPQi
¡¢£¤¥SM6
&^¦C&^NO:&'NO:§Z}¨NOA/
资产进行资产管理、资金管理、干部人事管理和建

科。２０１０
R &'('年，在市政府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将天水
y#O-¡¢:IP>??#Q+,

部。其主要职责是∶负责编制、执行住房公积金的
ZR ~\]^â_`^aQabC«]8ô'M
归集使用计划；负责记载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
R3c×VWd`^ef[«]8ô'Mgha
提取、使用等情况；负责住房公积金的核算和提
ija c×fklm `^«]8ô'MNnAi

设项目管理。
取、使用的审批；负责住房公积金的保值和归还；
0©ªNOi
jac×MÜom`^«]8ô'MpëARqm
天水市建筑勘察设计院
承办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负责住房公积金的行
!"#$%&'()* 天水市住房和城乡
+,-«]A.¬
rT«]8ô'TsoYm `^«]8ô'MC
建设局下属的县级事业单位。位于秦州区岷山路。
/0j®M¯¨o°±* ±²q³´µ¶·* 政执法检查工作；负责其他政策性房改资金的管
¡btÎÝ[um `^~v¡wx]>&'MN
理；承办市政府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定
１９７９
(+,+ 年６
y *月，成立天水市（今秦州区）设计室，隶属
¸#!"+,-¹q³´50VU#º®
Om rT-¡¢A-«]8ô'NOÃ|Äyz
+,-./* (+$' y !月，更名为天水市建筑设
¸#»¼+,-/½0 的其他事宜。
M~v¨{R
天水市城建局。１９８０年３
!"#+,4./国家机关、国有企业
Ga6oa.
VU* (+$& y * ¸#!"+,<´/½0VU#
计室。１９８２年６月，成立天水地区建筑设计室，为
天水市住房公积金
、城
¨o°±* (+$% y $月，天水地区建筑设计室
¸#+,<´/½0VU 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
|3Poa}ú1&oa.|~eoÌ~v
科级事业单位。１９８５年８
A+,-/½0VU¾¿!"+,-/½0V
.|oa¨o°±a!To°±aÄ4P
和天水市建筑设计室合并成立天水市建筑设计
城镇企业
、事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
À#Á¯¨o°±#BCoÂNO#º®+
 j°±5Ì~O[ghM«]=
院，为副县级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隶属天
（以下统称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
水市建设委员会领导。１９９３
年７月，更名为天水市
,-/0Ã|ÄÅÆi (++! y
, ¸#»¼+,-

'R +,-«]8ô'NO?@î １９９３
(++! y!"
金。天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自
年成立以

建筑勘察设计院。１９９５
月，升格为正县级事业
/½ÇÈ0VÀi (++%年
y ４) ¸#ÉÊË¯¨o
单位。天水市建筑勘察设计院具备建筑设计、工程
°±i +,-/½ÇÈ0VÀ>/½0Va[\

ï#
D
.IDL &'(' y58ô'yTs
来，到＂十一五＂末（２０１０
年）公积金年贷款额达到
(-)*
()#Ts
!"',
１．４６ 亿元，贷款余额达到 ３．０７()myR3
亿元；年归集额达到

勘察及岩土工程检测甲级资质，工程监理、工程招
ÇÈÌÍ;[\ÎÏÐ&Ñ#[\ÒOa[\Ó

４．６３
１１．０７亿元。公积金缴存
)"*! 亿元，归集余额达到
()#R3 (("',
()R 8ô'gh

标代理乙级资质，项目代建二级资质，城市规划、
ÔOÕ&Ñ#©ª/Ö&Ñ#.-Wa
市政公用、工程咨询及施工图审查丙级资质。可开
-¡8×a[\ØÙÌÚ[ÛÜÝÞ&ÑR ß_

总额达
１５６３９０万元，缴存余额达
(%*!+' í)# gh１１０７３４．３
((',!)"!万元，
í)#

展建筑设计、工程咨询、项目代建、岩土工程勘察
à/½0Va[\ØÙa©ª/aÍ;[\ÇÈ
AÏáa.-Wa-¡8×a[\ÒOa[\ÓÔ
和测量、城市规划、市政公用、工程监理、工程招标

存覆盖率达
万
hù ８８．４３？？公积金年使用额达
$$")!.R 8ô'yc×２２５４４
&&%)) í
)#ðVc×４６３４７．２
)*!),"& 万元。＂十一五＂期间，公
í)RD
.IDL#8
元，累计使用额达
ô'yTs`()%%$万元，５
í)#% yðVTs`
积金年贷款发放额达１４５５８
年累计贷款发

代理、施工图审查
、岩土工程施工等业务，是有较
OaÚ[ÛÜÝaÍ;[\Ú[foY#â6ã

新增缴存单位
:Lgh°±１９６５个，缴存人数达１５５６４０
(+*% v#gh} (%%*)'人，缴
}#g

ä¼Må¾Ð0VÀR &'('年，全院下设
y#æÀj0 %５ 放额达
３６４７２．５
!*),&"% í)#
9 !(&)
高知名度的综合甲级设计院。２０１０
万元，支持了
３１２４ [G
户职工家庭购
３．０７()myij«]8ô'
亿元；年提取住房公积金
v0Vça! vT8UA !３个公司。共有职工
v89R {6[ (&%
]#Ts !"',
个设计所、３个办公室和
１２５ 房需求，贷款余额达

人，大专以上学历
１０５ }R
人。其中高级工程师２５人，
}#èé  ('%
~?[\ê &% }#

 ,+$*"'!万元，５年累计提取
í)#% yðVij &$%&("!*
í)R 8
达７９８６．０３
２８５２１．３６万元。公

工程师
２０００万元。设计院自成立
!, 人，年产值近
}#y^ëì &'''
í)R 0VÀî!"
[\ê ３７

(!'*"& 万元，５
í)#% y{BLë
ô'yLë8１３０６．２
积金年增值收益达
年共实现增值
8
!!&,",
í)m%
yðVij]&
收益达 ３３２７．７ 万元；５年累计提取廉租房补充资
&')*"% í)#
«]8ô'Opx«]/0?
金' ２０４６．５
万元，住房公积金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

ï#ðVñ!ÇÈ0V©ª２５００
&%'' 多项，建筑面
ò©#/½ó
以来，累计完成勘察设计项目
òíõö÷#øùT8aúoaûüa«ýa
ô ('''多万平方米，涵盖办公、商业、宾馆、住宅、
积１０００

学校等工业与民用建筑，设计成果遍及省内及广
þf[oÿ!×/½# 0V!"#Ì$SÌ%
东、宁波、陕西、青海、宁夏等地区。有十多项工程
&a'(a)*a+,a'-f<´R 6.ò©[\
/$01ÇÈa0V2#ò©/$/½[\
D3
获省级优秀勘察、设计奖，多项获省建筑工程＂飞

天奖＂，一项住宅设计方案获省住宅设计方案竞赛
+2L#I©«ý0Vö4/$«ý0Vö456
D
012LR
＂优秀奖＂。

`]u×R
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水市市场建设处
!"##5$(6 政府工作部门。位于秦
¡¢[uZR ±²q
州区建设路
³´/0· ８号。成立于
$ R !"²１９９７
(++, 年，当时名称为天
y#K¼+
水市市场建设服务处，隶属天水市工商局管理。
,-- /0¡Yu# º®+,-[úNOR

１９９８年２
(++$ y &月，工商系统实行垂直领导，市场建设服
¸#[ú¢BC£7ÅÆ#- /0¡

!"#+,-./0123 天水市政府直
+,-¡¢7
天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属正县级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位于秦州区新华路。
®Ë¯î8î9¨o°±R ±²q³´:;·R

Yu² (+++年移交市政府管理。２０００
y¤¥-¡¢NOR &''' y
! ¸#+
务处于１９９９
年３月，天
,-- /0¡Yuÿ:!"M+,-vP~e
水市市场建设服务处与新成立的天水市个体私营

! !"# !
－２１７－

天水大辞典
!"#$%
经济管理局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机构，为正县
!"#$%&'()*+,-./012*345
级事业单位。２００２
< ! =*>?@12ABC*D
6789:; !""!年２月，在全市机构改革中，天
水市个体私营经济管理局和天水市集体经济管理
E@FGHI!"#$%JDE@KG!"#$
局合并，成立了天水市非国有制经济管理局，保留
%&L*MNODE@PQRS!"#$%*TU
了天水市市场建设服务处，同时更名为天水市市
ODE@@VWXYZ[* \]^_3DE@@
场建设处。２０１０年７月，在市政府新一轮机构改革
VWX[; !"#" < $ =*>@`ab/c12AB

接着又更名为天水地区行政公署房地产管理公
$%à^_3DEù¥È`n'hùú#$n

司。１９８５年
&; ,%*( <６月，更名为天水市房地产公司，隶属
) =*^_3DE@hùún&*Þß
天水市人民政府城乡建设口管理，同时挂天水市
DE@q'`aijWX(#$* \]½DE@
房地产管理局的牌子，为县级事业单位。２０１０年机
hùú#$%-.*356789:; !"," <1
构改革中，将天水市房地产管理局划归天水市住
2ABC* dDE@hùú#$%efDE@g

中，将天水市市场建设处划归天水市住房和城乡
C* dDE@@VWX[efDE@ghJij

房与城乡建设局管理。主要负责全市住房保障工
hijWX%#$; wxåz?@ghT)
作和房地产行业管理工作，内设办公室、财务科、
JhùúÈ8#$*lXmnop*Zrp

建设局管理，仍为正县级事业单位，内设办公室、
WX%#$*k3456789:*lXmnop

hArph`rpghT)rp+8rphùúñ,
房改科
、房政科、住房保障科、物业科、房地产交易

人事科、规划建设科、市场管理科和市场督查科。
q7rpseWXrp@t#$rJ@Vuvr;
主要职责是贯彻实施市场建设的有关法律、法规、
wxyz{|}~@tWXRpsp
规章，参与拟定全市城乡市场建设发展规划，受
s*
?@ij@tWXse*

管理科、执法监察科
个科室。市房管局下辖天水
#$rpÉr *８ Fro;
@h#%º-DE
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服务中心、天水市经济适用房
@hùúñ,#$YZC.p DE@!"/þh
发展中心、天水市天房供热中心、天水市物业维修
C.pDE@Dh01C.pDE@+823
专项资金管理中心
F676¿789:*D
45#$C.４+ 个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天

理、论证、审核市场开发建设的申请，筹集、引进市
$pp@tWX*Kp@
WXp#$;
建设、管理等。

水市天房开发公司、天水市天房物业公司、天水市
E@Dhn&pDE@Dh+8n&pDE@
天房服务部
' F88; %19S３９
'%人，局属事
q*%ß7
DhYZ ３个企业。局机关编制

天水市综合执法管理局
!"&'()*+,- 政府工作部门。位
`a ¡; :
于秦州区藉河南路。前身为天水市市容监察大队。
¢£¤¥¦§¨©; ª«3DE@@¬®¯;
１９９２年１月成立，设在市建设局（原市建委），为县
#%%! < # =MN*X>@WX%°±@W²³*35
级事业单位。１９９７
6789:; #%%$年，更名为城建监察大队。１９９９
<*^_3iW´®¯; #%%%
<µ*MNDE@i@#$²¶·°¸¹i#²³*
年底，成立天水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简称城管委），

业单位自收自支编制
年两次
89:6:6¿9S９６人。１９９９
%) q; ,%%%年、２００３
<p!""' <+;
被建设部评为＂全国房地产业管理先进单位＂。
<WX =3
>
?Qhùú8#$Ì9:?;
天水市房地产产权交易管理服务中心
!"&./00123+,4567 天水
DE
市房地产管理局下属的副县级自收自支事业单
@hùú#$%ºßá56676¿789
:; :¢£¤¥b@© $ A; lX ,"
FroJB
位。位于秦州区新华路７号。内设
１０个科室和测

下设办公室（简称城管办），暂挂靠在天水市建设
ºXmno°¸»i#m³*¼½¾>DE@WX

绘队（办公室、财务科、产权监督科、产权交易科、
C¯°mnop*ZrpúÏurpúÏñ,rp

%* dDE@iW´®¯^_3DE@iW
局，将天水市城建监察大队更名为天水市城建监
´¿¯*35
°[³6789:; ÀÁ~i@se
察支队，为县（处）级事业单位。重点实施城市规划
´JÂ@¬@ÃÄÅ´#$yÆ*@i#
监察和对市容市貌的宏观监察管理职能，与市城管

KGDùrp@VEFrpGCHrpIJ
集体土地发证科、市场信息科、测绘鉴定科
、租赁
rpKLm7[JMNo³*Rq¶
)!
q;
w
科、麦积办事处和档案室），有工作人员 ６２ 人。主
xåzDE@hùúñ,hOúÏúP#$p
要负责天水市房地产交易与房屋产权产籍管理、

办两块牌子一套机构。２００３
m+,-./012; !&&' 年９
< % 月，成立天水市城
=*MNDE@i
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是在全省率先实施城市
@#$Ç&È`É%* {>?ÊËÌ~i@

房屋登记等工作。是天水市房地产管理行业的重
hOQR; {DE@hùú#$È8À

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和综合行政执法的
#$ÍÂKCÈ`[ÎÏJÇ&È`É

年被建设部命名为＂文明服务示范窗口单位＂；
<<WX [_3\]^YZ_`S(9:?a

试点单位，正县级建制，内设一室三科，即办公室、
ÐÁ9:*456WS*lX/oÑr*Òmnop
执法科、法制科
、督查科。同时，撤销原天水市城市
ÉrpSrpuvr;
\]*ÓÔ±DE@i@

２００１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省级文明单位＂称号；
!"", <<Ê²pÊ`abc
\
Ê6]^9:?»Aa

管理委员会和天水市城建监察支队，其承担的制
#$²¶·JDE@iW¿¯* ÕÖ×S

属登记规范化管理先进单位＂。
ßQRs`í#$Ì9:?;

场建设发展资金，指导
、协调、监督全市城乡市场
tWX*ppu?@ij@V

要服务窗口之一。曾多次受到省
、部级表彰。２０００
xYZS(T/; UVWXÊp
6YZ; !"""

２００３
!""' 年被建设部授予＂全国房地产产权交易与权
<<WX bc\
?QhùúúÏñ,Ï

订政策、行政审批职能划转市建设局，监督检查、
Ø`ÙpÈ`ÚyÆeÛ@WX%*uÜÝp
~[ÎyÆeÛ@É%; !&&( <MNODE
实施处罚职能划转市执法局。２００５
年成立了天水
@i@#$Ç&È`É®¯°4r6³*Þß@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正科级），隶属市
执法局。２００６
É%; !&&) 年又改设为天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
<àAX3DE@i@#$Ç&È
政执法支队，为副县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隶属天
`É¿¯*3á56?âãä789:*ÞßD

&89:
市区街道
6;<=>?@A9 城区街道。东起进步巷
i¥de; öfgh
中华东、西路步行街
Ci*jk®l©*mn<¨©3öpjiôo;
中段，西至大众路，以青年南路为东、西段分界。

E@i@#$Ç&È`É%; wxåzÂ@¥
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主要负责对市区
@¬È?æÇ&#$* Èç@¬èéêë
市容进行全面综合监察管理，行使市容环境卫生

管理、城市规划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市政管理、环
#$pi@se#$pi@ìí#$p@`#$pè
éTî#$pïÈ`#$pnðñò#$óæ
境保护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公安交通管理等方面

的部分或全部行政处罚权。
 ôõ? È`[ÎÏ;

天水市房地产管理局
!"&./0+,- 政府工作部门。位于
`a ¡; :¢
秦城区东桥头房地产大厦。１９８０年４月１日，成立
£i¥ö÷øhùú®û; #%*" < + = , ü*MN
天水地区机关房地产管理局，隶属天水地区行政
DEù¥1hùú#$%* ÞßDEù¥È`

公署。房管局统一管理天水地区机关公用房地产
n'; h#%ý/#$DEù¥1nþhùú
J1yÿß!"; ,%*+ 年机构改革中，天水地
<12ABC*DEù
和机关职工家属宿舍。１９８４
¥1hùú#$%^_3DEù¥hún#*
区机关房地产管理局更名为天水地区房产公司，

! !"# !
－２１８－

!"#$%&'()
中华西路步行街全景

34$%
城市建设

２００２年
!""! !４ #月，中华东西路，马廊巷，箭场里等片区
"#$%&'(#)*+#,-./01
实施旧城拆迁改造。２００３年９月，由咸阳市古建园
23456789: !""$ ! % "#;<=>?@A
林设计院设计，秦城区市政建设工程公司施工建
BCDECDF G51>H@CIJKL3I@
成集商业、休闲
、购物于一体的仿古步行街。步行
MNOPQRSQTUVWXYZ?[\]:
[\
街全长
米，面积
１．３６万平方米，花岗岩铺
&'()& `F
ab *)$+
cde`F fghi
]^_５７８．５
设，配套设施有砖砌圆形检查井
CFjkC3lmnopqrs２０
!" 座，条形进水
t#upvw
t#yz{ ２７０
!'" 盏，花灯
|#f{ １２
*! }
口x２０!"座，立柱灯
组 (*+
８１６ |#~
盏，金卤
{ !$ |{１９６
*%+ 盏，座椅
|#t *"
u:  l?
灯２３盏，节能灯
１０条。对原有古树

羲皇大道
&'() 天水市区主干道。东起七里墩，西
w>1Å & $.ñ'
至天水郡十字路。１９９９
!23×§89Ö ()
¹w%&'(Å *%%% 年实施拓宽改造，将原莲亭
路、南郭路、长开路整合，２０００
年( ８月建成并投入
(Q*+(Q_,(-Â!""" !
"@M.Ó/
使用。羲皇大道为
国道过境路段，全长
７２８４
$*" ²34(5
^_ '!(#
0ÌÅ 12á¬ ３１０
米，路幅
４０米，其中机动车道宽
米，双向四车
`(6 #"
`7$8¦§ １６
*+ `9:;¦
道，设计结构为三块板道路，铺筑沥青混凝土路
 CD<=¬>Ñ½( iÄ¿ÀÍÎ¯(
aÅ º»?8¦@§４．５
#)& 米，绿化分车带两侧
`Aüì¦Bº»
面。两侧非机动车道各宽
#§ ３米，人行道各宽
$ `°\#§ ４．５米，采用彩色釉面砼块
#)& `CÌDEFaGÑ
各宽
砖铺设。总投资
万元。由兰州市政工程公司
'&'& cÕÅ
;èé>HIJKL
miCÅ äÓÔ ７５７５

围设花坛加以保护，布置移动式石材花钵

Cf# f１０*"个，
建成汉白玉喷泉１座。
@M * t:
民主路
!"# 天水市区主干道。东起共和巷口，西
w>1 & ¡¢+x#'

CD3IÅ
设计施工。

到天水市中心广场，全长
'*& 米，行车道原宽度
`#\¦ §¨ (８
£w>$¤¥-#^_７１５

桥南端，西至天水郡藉河大桥，为
３１６ ²34(
国道过境路
Û*I'¹w%JÚáÛ¬ $*+

`: ©ª«¬5#¬®¯(a$%°±
米。清时即为城内主干道，为沙土路面，中华人民

KÅ *%%%年拓宽改造，将原人民路、坚家河路并入
!×§89Ö °±(QLMÚ(N/
段。１９９９
89NO7PQRS±!""" !
' "TIÅ
^
改造，并拆迁安置周边居民，２０００
年７
月完工。全
长
４２米，其中机动车道宽
１６米，
_ ３７２２
$'!! 米，路幅宽
`("§ #!
`7$8¦§ *+
`
为双向四车道，设计为三块板结构，铺筑沥青混凝
¬9:;¦CD¬>Ñ½<=iÄ¿ÀÍÎ
土路面。两侧非机动车道各宽
¯(aÅ º»?8¦@§４．５
#)& 米，绿化分隔带
`AüìïB

¡¢²My³8¬±(: *%&( !´µ¶±(
共和国成立后改为民主路。１９５８年，首次在民主路

修建长
平方米的水泥路面。
·@_６４６
+#+ 米，面积
` a b ５１６８
&*+( de
`Y w¸( a:
１９６１年３月至
１３８０
*%+* ! $ "¹１９６２年
*%+! !４ #月，铺砌两侧道沿
" inº»¼ *$("
米，行道板
４１４０ de`:
平方米。１９６４
年实现沥青碎石合
`\½ #*#"
*%+# !2¾¿ÀÁÂ
作路面铺筑。１９７８
Ã(aiÄÅ *%'( 年后进行二次维修罩面和沥青
!³v\ÆµÇ·Èa¢¿À
Èa#ÉCÊ°\Ë#ÌÍÎ¯ÏÐÑin
罩面，并设置了人行道护栏，用混凝土预制块铺砌
#")!+ 万元，将车行道
cÕÖ¦\
Ê°\: *%(& !ÒÓÔ４０．２６
了人行道。１９８５年初，投资
×§£１４
*# 米，两侧人行道拓宽到３米，形成沥青
`º»°\×§£ $ `pM¿À
拓宽到
ÍÎ¯(a:
混凝土路面。
$%# 天水市区主干道。东起罗峪河东桥
w>1: & ØÙÚ&Û
建设路
头，西至共和巷口。新中国成立前称东关大街、逸
Ü'¹¡¢+x: Ý$²MyÞß&àá]âã

成纪大道
*+(, 天水市区主干道。东起罗峪河北
w>1Å & ØÙÚH

两侧各宽３
米，铺设彩色釉面
º»@§ $米，人行道各宽
`°\@§５．５
&)& `iCDEFa
GÑmÅ IJUV５５７３
&&'$万元。
cÕÅ
砼块砖。工程概算
-./# 天水市区次干道二级。位于藉河
w>1µÆWÅ XVJÚ
藉河南路
*Yì¬'K¢&KÅ 'K¬Ý@( Z¬
南岸，分为西段和东段。西段为新建道路，起点为
[Ù(ÛÜ\*]Ú^_`¬aE(^_ !)"!
b
赤峪路桥头（南沟河），终点为师院路，全长
２．０２千
`¦\§ *+
`°\º»dê§¨ #４米，沥
`¿
米，车行道宽
１６米，人行道两侧平均宽度
青混凝土路面。东段起点为师院路，终点为迎宾桥
ÀÍÎ¯(aÅ &K `¬aE(_`¬cdÛ

民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建设路。１９６０
年
±($%°±¡¢²My³8¬@C(: *%+" !

（接羲皇大道），为拓建改造工程（旧路于
１９８７ !
年
\e12á^¬×@89IJ\4(V *%('

后建成水泥混凝土路面。１９８５
³@Mw¸ÍÎ¯(a: *%(& 年，拓宽建成沥青混
!×§@M¿ÀÍ

建成），全长
４．６千米，车行道宽
@M^^_ #)+
b`¦\§ %９米，人行道两侧
`°\º»

凝土路面，全长
１９３０米，宽１４米，人行道宽６米，
Î¯(a^_ *%$"
`§ *# `°\§ + `
总面积
１８００
äab３．８６万平方米。２００３
$)(+ cde`: !""$年，市政府投资
!>HåÓÔ *(""
万元，由天水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负责，兰州市政
cÕ;w>5>@CÓÔKLæçèé>H

藉河南路拓建改造工程
JÚ*(×@89IJ２００９
!""%年
! ２! 月开工修建，６
",I·@+

平均宽度
dê§¨１．５
*)& 米，沥青混凝土路面，耐火砖人行道。
`¿ÀÍÎ¯(afgm°\Å
"hiIÅ
月底竣工。

工程公司施工，路面和人行道均以花岗岩铺设，部
IJKL3I(a¢°\êfghiCë
ì(aÌ¿Àií: °\CZ?{QîE
分路面用沥青铺装。人行道设置石材仿古灯、庭院
{Qyz{ïðñQotQòóôfQ
灯、立柱灯，石材隔离墩、圆座椅
、站台椅及花钵、
/õö]-÷ø¢ùúûüýþYC3¢ÿ
喷泉等突显街场空间和旅游文化效果的设施和小
!Å 89³Y(^_１９３０米，拓宽路幅
*%$" `×§(" ３０米，
$" `
品。改造后的道路全长

藉河北路
-.0# 天水市区主干道。东起五里铺大
w>1Å & j.iá
Û'eMkálÝ@89(Å ì>K89
桥，西接成纪大道，属新建改造道路。分三段改造
@Cm!""* 年，拓宽改造五里铺大桥至花鸟市场
! ×§89j.iáÛ¹fn>建设；２００１
K¬Ýo(_ ２３２０米，车行道宽
!$!" `¦\§ １６
*+ 米，沥青
`¿À
段，为新辟道路，长

车行道宽
¦\§１４米，人行道两侧各宽８
*# `°\º»#§ (米。
`Å

DpqrXsÞ\ t5&(Qt5$(^(K(
计生局单位门前（原环城东路、环城中路）路段，路
幅
米，车行道宽*+１６米，其中公园至秦州区计生
6 ２３
!$ `¦\§
`7$KA¹Gé1Dp
qsÞKY(aCD¬ÆÑ½(<=¿ÀÍ
局门前段的路面，设计为二块板道路结构，沥青混

混凝土路面。２００６
ÍÎ¯(aÅ !""+ 年，拓宽改造花鸟市场至秦州区
!×§89fn>-¹Gé1

凝土路面；人行道两侧平均宽度为
$)&米，防水耐
`vwf
Î¯(au°\º»dê§¨¬３．５

火青砖铺设。２００３
８ "o@G51Dpq¼J
月，辟建秦城区计生局沿藉
gÀmiCÅ !""$ 年
!(
河延伸至成纪大道段，长
Úwx¹MkáK_２２０５
!!"&米，路幅
`(6 ２２
!! 米，车
`¦
行道宽
米，沥青混凝土路面；人行道两侧各宽 $３
\§ １６
*+ `¿ÀÍÎ¯(au°\º»@§

!"#$%
建设路全景

米，彩色釉面砼块铺设。
`DEFaGÑiCÅ
12# 天水市区主干道。东起建设路东口，
w>1Å & @C(&x
新华路
'¹áy(Hx^_ !$*!
!""$ !×@³ì
西至大众路北口，全长
２３１２ `Å
米。２００３
年拓建后分
",%'!段，长
K_ %'!
`¦
¬;K7$&zfA ０＋９７２
为四段，其中东升花园起
９７２米，车
! !"# !
－２１９－

天水大辞典
!"#$%

行道宽１４．２米，人行道两侧各宽３．５
至
!"# !"#$ $% &!'()*+ %#& 米；０＋９７２
$,'()*$ ０＋１６３７段长
１４米，人行道两侧
+(!,%* ./６５５
,&&米，车行道宽
$01!2# !"
$0&!2()
各宽６米；Ｏ＋１６３７
3+ , $,+(!,%*至北关大众北路段长
-456748./ ３４４米，车
%"" $01
行道宽
!$ $0&!2()3# & $,49/:;
!2# １２米，人行道两侧各宽５米；北关长途站
盛源小区段长
１６米，人行道两
%%! $01!2+ !,
$0&!2(
<=>?.@３３１米，车行道宽
侧各宽６．５
A*+ ,#&米。路面铺筑沥青混凝土，人行道采用
$B 8CDEFGHIJ0&!2KL

车行道宽
|!2+ １６米；次干道长
!, $,oV2@１１２
!!$ 米，宽
$0+ !"１４米。均为
$B Åe
沥青混凝土路面。２００７年，进行二次拓宽改造，改
FGHIJ8CB $++* g0m!Æov+Áx0Á
造后全长
米，其中天巉公路至成纪大道段路
xyl@４１２．５
"!$#& $0{bR!Ã8-À2.8
幅达
２４米，两侧人行道各宽６．５
%* $0|!2+ $"
$0(A&!2*+ ,#&
zÇ ３７米，车行道宽
米；成纪大道至新华路车行道宽
$,À2-¾8|!2+ １６米，两侧人行
!, $0(A&!
道各宽９米。用沥青混凝土铺筑路面，以彩色釉面
2*+ ) $B LFGHIJDE8C0}~MC

MCNOPDQB
釉面砼块砖铺装。

ND¥&!2B
砼块铺设人行道。

&'(天水市区主干道。东接大众路，西至
RST?UV2B WX6780Y!/( 为城市道路和公路两用路，是秦州
e¦T28ÈÃ8(L80 ÉÊË
解放路
天北路
Z[8B \]^_Y56`abc`B defJ8
ÌXÍrµV2B Î(80Ï8ÉÊËÃÎÐ|
双桥路。民国时称西关大街、中正街。原为沙土路
连接麦积的干道。共分两路，一路是秦州公共汽车
面，１９６４年建成沥青碎石路面，全长
９１２米。１９８０
$B !)-+
C0!)," ghiFGjk8C0l@ )!$
;-42Ñ|;0 Ï8ÉRSÒÓÔ
站经七里墩至北道火车站，一路是天水郡沿南山
经七里墩至火车站，全长
年，建成天
gm!FGHIJnopC0
qCr
*$!,
st
ÃB !)", g0hR
年进行沥青混凝土二次罩面，总面积 ７２１６ 平方 -Ñ|;0l@２３$%公里。１９４６

米。２００１
１０月，进行拓宽改造，拓建后道路全长
g !+
u0m!v+wx0vhy'8l@
$B $++! 年
)-+ $08z %, $0{b|!2+ １８米，沥青混凝
!- $0FGHI
９８０米，路幅３６米，其中车行道宽
) $0}~MCNPDQB
J8C,&!2*+９米，以彩色釉面砼块砖铺装。
土路面；人行道各宽
大众路
#)( 天水市区主干道。北起成纪大道，经
RST?UV2B 4620
藉河南大桥，南至羲皇大道，全长
１１２８米。１９７３年
6[0-620l@ !!$$B !)*% g
９月始建，当时北起团结路，南至石马坪，全长
) uh0 ^480 -k0 l@
１３６５米。１９７８
１９８０年进行扩建。２００４年扩建
!%,& $B!)*- 年至
g- !)-+
gm!hB$++" gh
y4aba.62-.d
后分北、中、南三段∶成纪大道至华联商厦段（原工
农路），长
２３３米，车行道宽
１２ $0&!2(A*
米，人行道两侧各
$0|!2+ !$
80@ $%%

泉路，线路为天水郡沿南山经七里墩至马跑泉，全
«80Õ8eRSÒÓÔ-ª«0l
@ ２１公里，宽约６米，为沙砾路面。宝天铁路建成
$! Ã0+Ö , $0ef×8CB ØRÙ8h
长
!)*+ g0RS
y08CÚÛ-42B !),- g , u- １９７０年，天水
后，路面延伸至北道。１９６８年６月至
公路总段对天泉路进行改扩建，路基从
米加宽
Ã8q.ÜR«8m!Áh08ÝÞ ６．５
,#& $ß+
到à １２米，路面宽７米，总投资
１６３．６º½B
万元。１９８０年
!$ $08C+ * $0q»¼ !,%#,
!)-+ g
１１
!! 月至翌年９月，由天水公路总段工程队施工，完
u-ág ) u0âRSÃ8q.ãäå0æ
成天北路自
公里处分岔，沿渭河南岸至原渭
R48ç １３．６
!%#, Ãèé0
Óêë-dê
6[.28ãB 28q@ , Ã0+ １２米，铺
!$ $0D
河大桥段道路工程。道路总长６公里，宽
ºst$0ì¼ ４７．７２
"*#*$ º½B
í¶
¥FG8C *#$$万平方米，耗资
设沥青路面７．２２
万元。实现
îRï48|ðñ0òóîdô8.õö0÷ø
了天门北路车辆分流，减轻了原有路段压力，提高

-#& $,- 6[4.0@ ５８０米，
&-+ $0
宽+８．５米；华联商厦至藉河南大桥北段，长
|!2+
!$
$0&!2(A*+
!+
$,
6
车行道宽 １２ 米，人行道两侧各宽 １０ 米；藉河南大
桥南至羲皇大道段，长
%!&米，车行道宽
$0|!2+ １２
!$ 米，人
$0&
[-62.0@３１５

î|!ùúB
了车行速度。

行道两侧各宽
!2(A*+１０
!+ 米。路面以沥青混凝土铺筑，人
$B 8C}FGHIJDE0&

YRûü0W-Ír?êý[0Éþ
西起七里墩天河广场，东至麦积区渭滨桥南，是贯

!2L~MCNPDQB
行道用彩色釉面砼块砖铺装。

¨ÊËÿÍr(?µ!¨6±"B $++$ g
* u0Á
通秦州与麦积两区的交通大动脉。２００２
年７月，改
x#¡-RS$%&8.0
¥'e¹
造七里墩涵洞至天水啤酒厂路段，设计为三块板

岷山路
*+( 天水市区主干道。东起七里墩渡槽
RST?UV2B W
洞，西至东关罗峪河桥头，接建设路，全长
２７４２
¡0 Y-W5¢£[¤0 Xh¥80 l@ $*"$
米，原车行道宽
$0d|!2+ -８米。民国时为城外通往马跑泉大
$B \]^e¦§¨©ª«6
车道。１９６４
年进行改造，修建为渣油路
|2B !),"年、１９６８
ga!),- gm!wx0
¬he®8

面。１９８６
１４米，两
CB !)-,年拓宽至
gv+- ４０米，其中车行道宽
"+ $0{b|!2+ !"
$0(
A¯°±|!2* & $0|²*１．５
!#& 米，人行道
$0&!2
侧非机动车行道各５米，分车带各
* * $0e³´µ¶·¸¹280DEHIJ
各７米，为典型的现代化三块板道路，铺筑混凝土
8C５．３
&#% 万平方米，总投资
ºst$0q»¼ !&&#%"
º½B
路面
１５５．３４万元。
,-( 天水市区主干道。北起新华路，经东
RST?UV2B 4¾80W
合作路

!/0123 秦州区连接麦积区的干道。
ÊË?ÌXÍr?µV2B
天北快速干道

道路结构，沥青混凝土路面。改造后路长
28(0FGHIJ8CB Áxy8@２３００
$%++米，
$0

车行道宽
|!2+３６．５
%,#&米，人行道两侧各宽
$0&!2(A*+４．７５
"#*& 米。
$B
青年南北路
456/( 天水市区主干道。南至藉河北
RST?UV2B - 4

¿ À[0-À20l@９８２．２
)-$#$ $B
!)),
团庄藉河大桥，南至羲皇大道，全长
米。１９９６

路，北接新华路，横穿市区中心，全长
米，是城
804X¾80)*T?b+0l@ ８１５
-!& $0É¦
?U,-`2B !)))年，完成人行道改造，铺设
g0æ&!2Áx0D¥
区主要商业街道。１９９９
~MCNPB $++- g $月，市政府投资
u0T./»¼ ４２８．３
"$-#%
彩色釉面砼块砖。２００８年２
º½Ü08.m!Áx1`2340 U,íå5
万元对该路段进行改造及街景整治，主要实施部
hE678a Ó`92:¸a Dï;`23
分建筑物拆迁、沿街园景绿化、商铺门店街景整
4a<ÕÁxa283¬=0>?@dô!2AB Á
治、杆线改造、道路整修等，并保留原有行道树。改

年，改造新华路至藉河北路段，其中新华路至建设
g0Áx¾8- 48.0{b¾8-h¥
8.0|!2+ １５
!& $0&!2(A*+
,#$ $,h
路段，车行道宽
米，人行道两侧各宽６．２
米；建

$0 Gg8-dÃ98.
xyµGg48+ )９米，青年南路至原公园路段
造后的青年北路宽
8B+
$+
$0C|!2
) $B D¾D¥ESFG
路幅宽 ２０米，含车行道９米。重新铺设排水管网

$*) $0|!2+ !"
*,$ 米。全部路面以高密度沥青混凝土铺筑，人行
$B l58C}øHúFGHIJDE0&!
¥8- 48.0Áxy@ ２７９米，车行道宽
设路至藉河北路段，改造后长
１４ ７６２

道用防水耐火青砖铺设。同时，改造成仿古式临街
$0FGHIJ8C0&!2(A*+ ,#$
$B $++"
2LISJÑGPD¥B K^0ÁxLMNO`
米，沥青混凝土路面，人行道两侧各宽
６．２米。２００４
年，投资
万元，改造藉河南路至羲皇大道段
g0 »¼６５．２
,&#$ º½0
Áx 8-À2. 楼体
PQ１４栋，商铺
!" R0D９１
)! 户。
SB
（原桃源路），改造后长
４２５．５$0|!2+
米，车行道宽７米，沥
dÂ=80Áxy@ "$&#&
* $0F

青混凝土罩面，人行道两侧各宽
GHIJpC0&!2(A*+ ４米。
" $B
.+( 天水市区主干道。北接天巉公路口，
RST?UV2B 4XR!Ã8Ä0
泰山路
-¾8B !)),年６月，投资
g , u0»¼ １０５．２
!+&#$ º½m!
南至新华路。１９９６
万元进行扩
建，扩建后主干道长
３０米，其中
%!*#$- $08z+ %+
$0{b
h0hyUV2@ ３１７．２８米，路幅宽

泉湖路
78( 麦积区主干道。原名马跑泉路，北起
Ír?UV2B dTª«804
渭河２
９月，原为
ê $号桥，南接潘集路。建于１９８６
U[0XVW8B hX !)-, 年
g)
u0de
YZ8C0yhe¦TÏ[V20l@９７９
)*) 米，
$0
简易路面，后扩建为城市一级干道，全长
8B+ ３５米，车行道宽
%& $0 |!2+ ２２
$$ $0
eFGHIJ8
路幅宽
米，为沥青混凝土路
$0KL~2PD¥,b\:¸
C,&!2+ -米，采用彩色道砖铺设；中间绿化
面；人行道宽８

! !!" !
－２２０－

城市建设
;BCD
隔离带宽
米，栽植小灌木有红叶小檗、瓜子黄
!"#$ ５! %&
'()*+,-.)/0 123
杨、小叶女贞，以图案式栽植，中间植常青草坪，并
40).56&789:'(&;<(=>?@&A
栽植高
６０厘米粗的雪松
１６
'(B３米、树干直径平均为
" %0CDEFGHI #$
J%KLMN %#
株，人行道上栽植金丝柳，整个路段绿树成荫，小
O&PQRS'(TUV&WXYZ[C\]&)

６#月由政府投资
Ò¹»ý²³ １７８０
%'-$ 万元对路段进行拓宽改造。
µ¶úYZñQþ$ÿ!|

灌木红绿黄相间，层次感强。路含涵洞
４７&'座g0hi
、雨水
*+-[3^<&_`abc Ydef

[¬#÷$ % %|
绿化带各宽１米。

管（φ３００—φ２０００）１６４６
、雨水检查井 １９
座、单
j()"$$k*+$$$l%#&#米
%0himno
%, g0p

育才路
01. 麦积区道北片区城市道路规划网络
}~R¾ RY'()*
LDR| +ñ¾Y&R¾),&¢
的二级主干道。西起前进北路，东至道北小学，全

算收水口
qris３８"-座、双排路灯
g0tuYv ５４盏、相式变压器
!& w0^:xyz １台。
%{|
!"#$%&'( 麦积区马跑泉新城片区
}~ 
麦积区马跑泉大道
东西向交通的城市二级主干道。位于麦积区桥南，
LDR| }~&

２００４年４月底竣工。改造后路幅宽
３３""米，车行道
+$$& Ñ & ÒÔ"¼| ÿ!#Yà$
%&ÚQR
宽２０米，为沥青混凝土路面；两侧人行道各宽
$ +$ %&IÛ>ÜÝÞYß$æöPQR÷$ ４．５
&.!
米，采用人行道砖铺设；中间排洪渠宽
４米，两侧
%&îïPQRðò§$;<u%&$ &
%&æö

"'& %| +$$# 年，对该路实施重修，为
Ñ&ú-Y./ûÓ&I +$２０厘米厚
J%0
长£ ３７４米。２００６
ÜÝÞYß|
混凝土路面。

I| RY&Y| 
为东西走向。大道西起埠南路，东至泉湖路。分别

麦社路
!2. 麦积区主干道，东起社棠收费站、西
}~DR&12r340
与天河南路、石佛路、甘泉路相交。道路全长
１５６８ 至风动西路。始建于２０
5ãY| 6¦ +$世纪
78 ８０年代初。２００７年，
-$ Ñ9:| +$$' Ñ&
Y Y¡Y^| RY¢£ %!#米，红线宽度为
%&-¤$¥I４０
&$ 米，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排水、
%&¦§¨©ª«RYui 区政府投资
#$$ µ¶ú
ZñQ ûÓ & ¢£
»ý²³ ６００
万元对城区段进行重修，全长
[¬®&¯°±²³´ &$$$
&-#"米，路面拓宽为
%&Yßþ$I １２
%+ 米，其中车行道为
%&á;ÚQRI %$
%&
绿化、景观，概算总投资约
４０００ µ¶&·¸¹;º
万元，项目由中国 ４８６３
１０米，
%&îï<=Rð
»¼½¾§¿ÀÁÂ§¿& iÃÄ¦§¼
IÛ>ÜÝÞYß;PQRI２+ 米，采用彩色道砖
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设计，天水鑫业建设工
为沥青混凝土路面；人行道为
程监理公司监理，由兰州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
ò§| >?&@AuiBCD§/|
½ÅÆÇÈÅÆ& ¹ÉÊ»¦§ËÌ,ÍÎÏ 铺设。同时，配套排水和照明设施。
伏羲路
ÇÈÐ¦c +$$,年Ñ３"月修建，年底完工。
ÒÓ¦&ÑÔÕ¼c
34. 天水市区次干道。东起双桥路十字，
i`DR| tYEF&
公司承建。２００９
天河南路
７６０ %|
米。民国时期称为伏羲大
)*+, 麦积区城区主干道。北起兴陇路，
}~DRc ¾Ö×Y& 西至成纪大道，全长
\8R&¢£ '#$
Gº?HIIJØ
南至羲皇大道，２００７年
１４１３ 街、伏羲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改为朝阳
ØÙR&+$$' Ñ ,９月建成通车，全长
Ò¦\Ú& ¢£ %&%"
K0 JØY| ;LPGìBº\M#NÿIOP
%&Û>ÜÝÞYß&Yà$ &$
%| á;âãÚR
Y| QIRÞYß&%,#& Ñ¦\Û>STUY
米，沥青混凝土路面，路幅宽
４０米。其中机动车道
路。原为砂土路面，１９６４
年建成沥青碎石合作路
+.+! µGä%&
åâãÚR %.&! µGä%|
ß~ ２．２５
ÒÕ\ÿ¦| ÿ¦#RYIæZV
ß| +$$" Ñ
面积
万平方米，非机动车道１．４５万平方米。
面。２００３
年９, 月完成改建。改建后道路分为两段；
§Ú#æç&$¥I １．２米，总面积
JØZY£４２１米，宽
%.+ %&±ß~ !$$".&
Gä 伏羲城段路长
&+% %&$ ３０
"$ 米，大理石铺筑路面；
%&ÆòWYßX
设分车带两条，宽度为
５００３．４平方
%&#¨7è>I&éIêë&ì'(QRC
JØZ£
"",
%&ÚQR$
%# %&æöPQ
米，带内以冬青为主，石榴为点缀，共栽植行道树 伏羲城西段长 ３３９ 米，车行道宽 １６
米，两侧人行
&,&株，分别为大叶女贞、国槐。人行道
O&I.560ºí| PQR １．７８
%.'- µG
R÷$ ' %&Û>ÜÝÞò§|
４９４
万平 道各宽７米，沥青混凝土铺设。
方米，采用人行道砖进行铺设。全路含涵洞
ä%&îïPQRðñQò§| ¢Ydef３ "座、
g0
雨水管（φ３００—φ１０００）２６１０
米、雨水检查井
４２
hijó/"$$k0%$$$l+#%$ %0h
imn o &+

567 天水市区次干道。北接成纪大道，南
i`DR| ¾Y\8R&
重新街
YZ¹Ys| QI[R&+$$$ 年改建成次干道，
Ñÿ¦\`DR&
接自由路东口。原为巷道，２０００

天河北路
)*-. 麦积区城区主干道。北起陇昌路，
}~DR| ¾×ôY&
南至商埠路。路段全长
２４米，为
õY| YZ¢£１１６
%%#米，车行道宽
%&ÚQR$ +&
%&I

全长
¢£ ２４０米，车行道宽７米，人行道两侧各宽
+&$ %&ÚQR$ ' %&PQRæö÷$２米。
+%|
沥青混凝土路面，彩色釉面砼块砖人行道。
Û>ÜÝÞYß&\=]ß^_ðPQR|
大同路
89. 天水市区次干道。北接自由路，南接
i`DR| ¾YZ¹Y&Y
解放路。民国时称立新巷，１９７９
年铺筑沥青混凝土
`aY| Gº?bM[&%,', ÑòWÛ>ÜÝÞ

沥青混凝土路面，两侧人行道各宽
Û>ÜÝÞYß&æöPQR÷$３" 米，采用人行
%&îïPQ
Rðò§&YvI +$
!$ øùv|
+$$% ÑúÚQ
道砖铺设，路灯为
２０ w
盏５０
瓦钠灯。２００１年对车行

路面。２００１年完成拓宽改造，全长
１３２米，路幅３３
Yß| +$$% ÑÕ\þ$ÿ!&¢£ %"+
%&Yà ""
%&á;ÚQR$ ２５米，人行道两侧各
+! %&PQRæö÷ &
%&Û>
米，其中车行道宽
４米，沥青

RñQûòü|
道进行重新铺油。

ÜÝÞYß|
混凝土路面。

/+. 麦积区桥南片区由北向南主干道。
}~ ¹¾DR|
埠南路
¾Ö×Y&ØÙR&¢£ %&!%&+$$" Ñ
北起兴陇路，南至羲皇大道，全长
１４５８米，２００３年

至藉河北路，为新辟道路。２００３
２９０
e¾Y&IfRY| +$$" 年修建，全长
ÑÓ¦&¢£ +,$

座、单算收水口
g0pqris１２３８
%+"-座、双排路灯
g0tuYv ７６
'# 盏、相式变
w0^:x
yz % {|
压器１台。

:;<. 天水市区次干道。北接岷山路，南
i`DR| ¾YcdY&
环城东路
%&ÚQR$１６
%# 米，人行道两侧各宽
%&PQRæö÷$３．５
".! 米，沥青
%&Û>
米，车行道宽
ÜÝÞYß|
混凝土路面。

岷玉路
=>. 天水市区次干道。１９９２
i`DR| %,,+年修建，北起
ÑÓ¦&¾
cdY& e¾Y& ¢£ !'%& Yß$ %+
岷山路，南至藉河北路，全长
５７８米，路面宽
１２

米，沥青混凝土路面。
%&Û>ÜÝÞYß|
东兴路
<?. 天水市区次干道。北起藉河南路，南
i`DR| ¾eY&

接羲皇大道。２００４年新建，全长
YØÙR| +$$& Ñ¦&¢£ ４６５．３米，车行道
&#!." %&ÚQR
宽７米，人行道两侧各宽
$ ' %&PQRæö÷$２米，沥青混凝土路面。
+ %&Û>ÜÝÞYß|
@A, 天水市区次干道。北起藉河南路，南
i`DR| ¾eY&
师院路
ØÙR| %,,% ÑÓ¦&¢£４６２
&#+ 米，车行道宽
%&ÚQR$
至羲皇大道。１９９１年修建，全长
!"#$%
埠南路大街

９, 米，人行道两侧各宽３米，沥青混凝土路面。
%&PQRæö÷$ " %&Û>ÜÝÞYß|
!!" !
－! ２２１－

!"#$%
天水大辞典

双桥路
&'( 天水市区次干道。北起成纪大道，纵
!"#$%&'( )*+,-./0
连双桥便桥，南至羲皇大道。１９９２
;/<=234
12343/56789.: !""# 年，修建双桥便
桥南至羲皇大道段，长
１９１米，宽７米，人行道各
356789.>/? !"!
@/A $ @/BC'D

４２９米，车行道宽８米，为
２０厘米厚水泥混凝土路
.#" @/SC.A * @/t #(
Þ@ß"àWXMI
面，人行道宽６米，采用人行道砖铺设。１９９５年７
J/BC'A , @/BC'Eu_ +""/ ; $

@/S
=23)IOPQI62343>R/? )*+
建双桥北路（永庆路至双桥便桥段），长
２８１米，车
行道宽９米；成纪大道至永庆路段，长６８６．４米，车
C'A " @T+,9.6PQI>/? ,*,-. @/S

宽６米，为
A , @/t ２０厘米厚的水泥混凝土路面，人行道
#( Þ@ß"àWXMIJ/BC'

C.A２４米，人行道两侧各宽
). @/BC.UVDA *８米，沥青混凝土
@/GHWXM
行道宽

UáDA % @/YZ.Eu_ +""$ ; * =+_
两边各宽３米，采用彩色道砖铺设。１９９７年８月建成。

石佛路
78( 麦积区次干道。北接兴陇路，全长
$^&.: dyÜÝI/ h?

%&% @/EFGHIJKLMBC.:
#'(! ;/N 月建成。
=+_
宽A３．３
米，铺筑沥青路面，素土人行道。２００１年，拓

五龙路
9:( 麦积区次干道。全长
$^&'_ h? ４１４米，车行道
.+. @/SC'

IJ/YZ[J\]BC.:
路面，彩色釉面砼块人行道。

;<( 麦积区次干道。全长
$^&._ h?４２５
.#/米，车行道
@/SC.
甘泉路

罗玉路
)*( 天水市区次干道。东起罗峪河北桥，
!"#$^&._ `*abcd3/
西至烟铺村。全长
+)+/ @iA " @/+"*"年修建，
;<=/
e6fEg: h?１２１５米，宽９米，１９８９
+"")年铺筑成沥青路面。
;EF+GHIJ:
１９９２

永庆路
+,( 天水市区次干道。东起双桥路，西至
!"#$^&.: `*23I/e6
jkclmn_ +"".年修建，车行道宽
;<=iSC.A "
@iGH
坚家河排洪渠。１９９４
９米，沥青
$)*-, @iS
IJ_ )((. ;NAopiopqh?７２８．６米，车
路面。２００４年拓宽改造，改造后全长
行道宽
C.A ９．５米，人行道两侧各宽４米。局部为沥青
"-/ @iBC.UVDA . @_ rstGH
混凝土路面，铺设彩色釉面砼块人行道，安装路灯。
WXMIJiEuYZ[J\]BC.ivwIx_
皇城路
-.( 天水市区次干道。西起罗峪河北桥，
!"#$^&._ e*abcd3/
东接岷山路。２００３
１４３２米，路幅
`yz{I_ )((% 年完成拓建，全长
;|+N=/h? +.%)
@/I}
)( @/SC'A１５米，人行道两侧各宽２．５
+/ @/BC'UVDA )-/米，铺
@/E
２０米，车行道宽
FGHWXMIJ_ ~Iabcd<=i
筑沥青混凝土路面。该路因沿罗峪河北岸修建，共
u５座，砌筑河堤
/ iFc ２５７米，石挡墙
)/$ @i %/(
@i
设涵洞
３５０米，砖

)((
@iu
/$(
@_
挡墙 ２００米，设置扩栏 ５７０米。
/0( 麦积区次干道。东起泉湖路北，西至
$^&._ `*I)Ke6
兴陇路

收费站。全长
_ h?１５３８
+/%*米，车行道宽
@KSC.A １８
+* 米，为混凝土
@KtWXM
路面，人行道宽
７．０米（其中—号大桥至收费站的
IJKBC.A $-(
@O-36

人行道宽３．０米、长
BC.A %-( @?４１１米），采用人行道砖铺设。
.++ @RiBC.Eu_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由公路段对此路进行重新硬化。
K I>¡¢I£C¤¥¦§_

潘集路
12( 麦积区次干道。东起马跑泉镇潘集
$^&._ `*¨©ª«¬
寨，西至分路口，属羲皇大道附属路段。２００１年
Ke6®I¯/°789'±°I>( )((+ ; "９

月完成拓建，全长
４０米。其中∶机
|+N=/h? ３９０９
%"(" 米，路幅宽
@/I}A .(
@( ²³
´S.J ９．７７万平方米；人行道
"-$$ µ¶·@T BC'４．２５４
.-)/. µ¶·
动车道面积
万平方
@/YZBC'Eu( ¸¹/<=3 １座，
+ /
米，采用彩色人行道砖铺设。同时，修建中桥
º» )座，涵洞
/ １５+/座，雨水管（φ３００—φ１０００）
/ ¼"½¾0%((¿1+(((À
渡槽２

５８３３
/*%%米，雨水检查井
@/¼"ÁÂÃ１１３
++%座，单箅收水口
/ÄÅ"¯１６２
+,# 座，
/
ÄlIx３３０
%%(盏，相式变压器
Æ/ÇÈÉÊË２#台。
Ì(
单排路灯
3"4( 麦积区次干道。原林水巷，东起埠
$^&.( ÍÎ"Ï/`*Ð
林水西路
南路，西至党校路，修建于
２０世纪
８０ ;Õ:
年代。２００７
5I/e6ÑÒI/<=Ó #(
Ô, *(
#(($

宽A １０米，为
２０ Þ@ß"àWXMIJ/BC.U
厘米厚水泥混凝土路面，人行道两
+( @/t #(
$ =+_
áDA , @/YZ.Eu_+"", ;
边各宽６米，采用彩色道砖铺设。１９９６
年７月建成。
=>(
$^&._
h?
.%%
@/SC.
琥珀路 麦积区次干道。全长 ４３３ 米，车行道

宽
２０ Þ@ß"àWXMIJ/BC.U
厘米厚水泥混凝土路面，人行道两
, @/t #(
A ６米，为
áDA３米，采用彩色道砖铺设。１９９８年
% @/YZ.Eu_+""* ; /
=+_
边各宽
５月建成。
?@( 麦积区次干道。全长
$^&._ h?
".-"/米，车行
@/SC
新阳路
９４．９５
道宽
.A １２米，为沥青混凝土路面，人行道两边各宽
+# @/tGHWXMIJ/BC.UáDA .４
米，采用彩色道砖铺设。１９９７
@/YZ.Eu_ +""$年
;３% 月建成。
=+_
凤凰路
AB( 麦积区次干道。全长
$^&._ h?４１５米，车行道
.+/ @/SC.
宽
A ８米，为水泥混凝土路面，人行道两边各宽
* @/ t"àWXMIJ/ BC.UáDA #２
@/YZ.Eu_ +""*年
;３% 月建成。
=+_
米，采用彩色道砖铺设。１９９８
CD( 麦积区次干道。原名红旗路，西起西
$^&._ ÍâãäI/e*e
区府路
lmn/ `6`åæ3_ #((. 年６
; ,月进行拓建，
£CN=/
排洪渠，东至东立交桥。２００４
#((/
;
+(
çè_
N=qI>h?
#+#.-+"米，
@/
２００５ 年 １０月竣工。拓建后路段全长 ２１２４．１９
%( @/SC'A１６
+,米，沥青混凝土路面。
@/GHWXMIJ_
I}A３０米，车行道宽
路幅宽
EFG( 麦积区次干道。南起区府路，北至
$^&'_ 5*$éI/d6
前进北路
dêI/ h?６７４．１２米。１９８６
,$.-+# @_ +"*, 年
; ++
NA=+/
北环路，全长
１１月拓宽建成，
#((.
;
,
£CN=/#((/
;
+(
çè_
N=q
２００４年６月进行拓建，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竣工。拓建后

路幅宽
米，沥青混凝土路
I}A３０米，其中车行道宽
%( @/SC.A １６
+, @/GHWXMI
面；人行道两侧各宽７米，采用人行道板砖铺设。
JTBC.UVDA $ @/BC.ëEu_
前进南路
EFH( 麦积区次干道。南起渭滨北路，北
$^&'_ 5*ìídI/d
6ÝîI/5dïðÝîIñÐIìídI_
至陇昌路，南北贯通陇昌路、商埠路、渭滨北路。
+"*/ ;NA=+/#((. ; , £CN=/#((/ ;
１９８５年拓宽建成，２００４年６月进行拓建，２００５
年
çè_ h? ２５０
#/( @/I}A
@/SC.
１０+(月竣工。全长
米，路幅宽 %(
３０米，其中车行道
A １６
+, @/
tGHWXMIJT UVBC.DA $７
宽
米，为沥青混凝土路面；两侧人行道各宽
@/BC.ëEu_ #(($ ;£C¤¥Eò_
米，采用人行道板砖铺设。２００７年进行重新铺油。
IJ( 麦积区次干道。北起育才路，西至前
$^&._ d*óôI/e6õ
为民路

宽A９米，铺筑沥青砼路面；两侧人行道各宽
" @/EFGH\IJTUVBC.DA３ %米，
@/

£CN=/N=q? ４００米，宽
.(( @/A
£I_ #((, ; ,月进行拓建，拓建后长
进路。２００６年６
,-* 米，为
@/t #(
Þ@ßWXMIJ_
６．８
２０厘米厚混凝土路面。
GKLMNCO( 麦积区次干道。原为土
$^&._ ÍtM
北山公园景区道路
路，南起北环路，北至恬园水池，全长
I/ 5*dêI/ d6ö÷"ø/ h?１．５
+-/公里。
ù_

BC.Eu:
采用人行道砖铺设。

２００６
２０ Þ@ß
厘米厚
#((, 年５月进行重修，路辐宽
; / £C¤</IúA ６米，为
, @/t #(

年重修，全长
１５ @/SC.
米，其中车行道
;¤</h? ４３８．６５米，路幅宽
.%*-,/ @/I}A +/

健康路
56(麦积区次干道。原健康巷，北起秦麦
$^&.: ÍÖ×Ï/d*Ø
高速公路附道，南至林水西路，全长
ÙÚ I±'/56Î"eI/h?３８６．４
%*,-. 米，修建
@/<=
#( Ô,８０*(年代。２００７
;Û: #(($ 年重修，路幅宽１５
;¤</I}A +/ 米，其
@/
于Ó２０世纪
SC.A９" 米，为沥青混凝土路面；两侧人行道
@/tGHWXMIJTUVBC.
中车行道宽
@/BC.Eu:
DA３%米，采用人行道砖铺设。
各宽

WXMIJ_
混凝土路面。

陇昌路
0P( 麦积区次干道。原一马路，东起麦积
$^&._ Í¨I/`*
;¥þ/#( Ô,
`lmn/e6eûüý._ +"/$ 年新辟，２０
东排洪渠，西至西货场铁道。１９５７
世纪
$( 年代即铺筑沥青混凝土路面并拓长，１９８１年、
;ÕÿEFGHWXMIJ!N?/+"*+ ;
７０
+"*# 年重新罩面。２００２年重新铺油。全长
;¤¥"J_ #((# ;¤¥Eò_ h? #./%
１９８２
２４５３

! !!! !－
－２２２

城市建设
689:

米，车行道宽
米，人行道两侧各宽 #４米，采用人
!"#$%& １６
!" !"'$%()*&
!+,-'

至渭滨北路，贯通陇昌路、商埠路、渭滨北路。２００２
A½{ :+ÃY¨¾:t]Ä:t½{ :1 -++-

$%./01
行道砖铺设。

年
年１２
月竣工。全长
２３５．５
I １０
&+ 月开工拓建，２００２
¹J\KP+-++- I
&- ¹Å\1
GH -,%1%
米，车行道宽
１５．６ !+Scdefg:hj()'
米，为沥青混凝土路面；两侧人
!+b$%& &%1"
行道各宽为
#1% 米，采用人行道砖铺设。
!+,-'$%./01
$%*&S４．５

商埠路
!"# 麦积区次干道。原二马路，东起东排
23456%1 789:+;<;=
洪渠，西至区文化管门口，全长
１４５５米。１９５７年至
!1 &'%( IA
>?"@A4BCDEF+GH !$%%

１９６４
１９８７年进行了拓宽改造，
&'"# 年开拓。１９８６
IJK1 &')" 年至
IA &')(
IL$MK&NO+

天河北路
,-&' 麦积区次干道。北起陇昌路，南至
23456%1
<¨¾:+qA

２００３
*++, 年进行拓建，拓建后分为三段；东段（交通路
IL$KP+KPQRSTUV;UWXY:

商埠路。全长
２４米，为沥青混凝
]Æ:1 GH１１６
&&" 米，车行道宽
!+b$%& -#
!+Scdef
g:hj ()'$%&S ３米，采用人行道砖铺
, !+ ,-'$%./
土路面；两侧人行道宽为

FA;=>?+Z[\]:^+:_& ２４
-$ 米，其中
!+`a
口至东排洪渠，始称工商路），路幅宽

b$%&１８
!) 米，为沥青混凝土路面，人行道两侧
!+Scdefg:h+'$%() 设。２００１
01 -++&年重新铺油。
I/Ç1
车行道宽
. !+i-'$%./0jaUWXY:FA
./' 麦积区次干道。南起渭滨北路，北至
23456%1 q<½{ :+ A
*& ３米，采用人行道砖铺设；中段（交通路口至
各宽
东环路
１０月竣工。全
.+ !",-mno/0j@U
I % 月修建，２００５年
¹P+-++% I &+
¹Å\1 G
kl:F^:_& ３０
¨¾:1 -++# 年５
解放路口）路幅宽
米，采用花岗岩铺设；西段 陇昌路。２００４
长
６００
米，路幅宽
１５
米，其中车行道宽
１２
W
kl:FApLq:+Z[rs:^:_&S
H
-$
"++
!+:_&
&%
!+`ab$%&
&- 米，为
!+S
（解放路口至前进南路，始称自由路）路幅宽为 ２４

米，采用花岗岩铺设。中段、西段为步行街道，禁止
!+,-mno/01 aUt@USu$v%+wx

车辆通行。

沥青混凝土路面；两侧人行道各宽１．５
!+,-'
cdefg:hj()'$%*& &1%米，采用人
$%./01
行道砖铺设。

byY$1

$%&' 麦积区次干道。原名滨河北路。东
23456%1 7z{|}:1 ;
渭滨北路
<;~%+ @AP+ GH ３１４１米。
./$! !1
起东环道，西至省建五公司一处，全长

!+'012 麦积区城区街道。２００３
2344v%1 -++, 年
I "６
商埠路步行街
月动工，在原二马路主要路段进行拓建，同年
１１
¹È\+ ¦789:©ª:UL$KP+ ÉI &&
月竣工。总投资
¹Å\1 Ê ２２００
--++ 万元。步行街为东西走向，全
1 u$vS;@ËÌ+G
长
２４米，中
H １４５５米，分东、中、西三部分，东西宽
&#%% !+R;tat@TÍR+;@& -#
!+a
段宽
８４０米用花岗岩铺设。全街总
U& ３０米，中西段
,+ !+a@U )#+
!-mno/01 GvÊ
ÎCh3 ")& ÏÐ!+a@UÑÒÓÔS©+v
绿化面积６８１平方米，中西段以园林小品为主，街
+mÜÝ %５处。东
1 ;
aÕÖ×ØÙ+0ÚmÛ &+
中栽植银杏树，设有花坛
１０处，花架廊
UtaUq)ÚÞß]t¢à]ÂtáÑâã
段、中段南侧有金都商城、秦州商场
、景园大厦等
äåæ]1
大型购物商城。

!"#$%&
渭滨北路街景
!')! I Y@AU 01!
g:
１９８１年打通县医院以西至五公司段
２．１公里土路
h1 !')$年新拓桥头地段
IKU１００
!23米，１９８７
!+&')( I@
面。１９８４
年续修西
U: ６８０米，宽
")+ !+ & １２米，至１９８８
&- !+ A &'))年铺筑完工。
I/\1
段路基

２００６
万元进行
-++"年，由天水市城投公司投资
I+s １８６８．５
&)")1% L$
&) 米，为沥青混凝
!+Scdef
K&1 KPQb$%&１８
拓宽和重修。拓建后车行道宽
g:h+'$%& " !1
土路面，人行道宽６米。

渭滨南路
$%(' 麦积区次干道。东起泉湖路北端，
23456%1 ;<: ¡+
@A¢2£¤:¥F+ ¦7§¨:©ª:UL
西至秦麦高速公路出口，在原兴陇路主要路段进
$KP1 :UGH１５３８米，水泥路面，车行道宽
&%,) !+«:h+b$%& &)
行拓建。路段全长
１８
米，人行道宽７米（其中一号大桥至收费站的人行
!+'$%& ( !W`a¬A®¯°±'$
%& , !+H４１１米），采用人行道砖铺设，照明设
#&& !^+,-'$%./0+²³0
道宽３米，长
&#"
µ
-%+
¶·¸1 -++" I
% ¹s:Uº
´S
施为１４６ 盏２５０ 瓦钠灯。２００６
年５月由公路段对

'($)*%+&
商埠路步行街全景

3 场
4
广
5674 原名天水市中心广场，１９９２年
7zaçÁÂ+&''- I &龙城广场
１２
¹Pè+Êéh3 &1& ÏÐ!1
&''( IÑÒ
月建成，总占地面积１．１
万平方米。１９９７年市园林

陇昌路。２００７
¨¾:1 -++(年修建，全长
IP+GH３０２
,+-米，路幅宽
!+:_& ２４米，
-# !+

处对广场的花坛进行了扩建改造，共栽植冠径
ºÁÂ±mÛL$MêPNO+ëÕÖìí １．５
&1%
!î±ïðñò５２
%- 株，大叶黄杨绿篱
ó+ïðñÎô -"+
Ï
米以上的大叶黄杨球
２６０平
Ð!+õö -(++
ÏÐ!+øù &"
方米，草坪
２７００ ÏÐ!+2÷
平方米，麦冬 ,-+
３２０平方米，剑麻
１６
ó1 -+++ 年进行二次改造，改造后总面积１．７３
IL$85NO+NOQÊh3 &1(, 
株。２０００
万

其中车行道宽
&% !+Scdefg:hj()'
`ab$%& １５米，为沥青混凝土路面；两侧人

",#, ÏÐ!+
úûh3
ÏÐ!+ `aÎh3 ６３４３
平方米，其中绿地面积
平方米，清扫面积

»:UL$M¼C1
该路段进行了重新硬化。
西环路
)*' 麦积区次干道。南起渭滨北路，北至
23456%1 q<½{ :+ A

&1+' ÏÐ!+õö¸ -)
µ1 -++" IL$üT5
１．０９万平方米，草坪灯
２８盏。２００６
年进行第三次
行道各宽
$%*&４．５米，采用人行道板砖铺设。
#1% !+i-'$%¿./01
万平方米，其中主广场９７００
&1, ÏÐ!+`a©ÁÂ
'(++
NO+NOQh3 １．３
埠北路
+&' 麦积区次干道。北起火车站广场，南
23456%1
<Àb°ÁÂ+q 改造，改造后面积

!!" !－
－! ２２３

天水大辞典
!"#$%

平方米，由花岗岩、青石、广场砖三种材料铺筑地
!"#$%&'()*+),-./012345
面，设计背景墙２
=>,-?@%AB@ ""#盏、
CD
6789:;< !堵，广场路灯由庭院灯１１６
景观灯２０盏、射灯１８盏、草坪灯
７７盏组成。２００７
;E@ !$ C)F@ "% CDGH@ &&
CIJK !$$&
年秦州区政府对广场进行了全面改造，将以前的
LMNOPQR,STUVW6XY7 Z[\]
行政广场改为休闲集会广场，并将文庙广场纳入
UP,-X^_`ab,-7 cZde,-fg

角亭、商铺和石牌坊等仿古建筑群组成。广场北端
ôõDö3÷+øù¶ØÙ4úIq ,Sûü
大理石碑正面镌刻着江泽民
１９９２年视察天水时
·ý+ò6þæÿ!"# "))!
L$%¿¦&
题写的＂羲皇故里＂四个大字，背面刻有唐代史学
'(ðÌÓ)*Ïé+·,7:6æ-./01
家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中有关伏羲的记载。
23450678/)9:;-ÑÒÓð6<q
广场周围散布绿色草坪
、９５ ABw7CDÿÒÓE
棵柏树，寓意着伏羲居
,S=i>?j@GHD)'

改造范围，绿化面积达到了８５００平方米。栽植雪
XYhi7jk6lmnV %'$$ !opq rst ＂九五之尊＂的崇高地位。此外还配套照明、给水、
Ì
FGHIÏðJK¡q ÔLMNOPDQ¦D
uDvwDxyDz{D|yD}~~
松、椴树、樱花、合欢、桂花、红叶小檗
、金叶女贞等
y #() 万余株。此后，中心广场正式更
q 7,S
乔木及花灌木６．９

R¦ÈÉq
排水工程。

^,Sq
名为龙城广场。

+,-./$%0
伏羲祭祀广场全景
-./'( 市政设施。位于秦州区玉泉观
P8q MNOS«E
玉泉观广场
!"#$%&
龙城广场全貌

TOgUVq !$$! 年
L +４ Õ%ÇW¸X89B8
景区入口处。２００２
月由省城乡规划设计院设

!&'( 市政设施。位于秦州区七里墩。
P8q MNOq
97MNO8Y876l +$$$
天河广场
计，秦州区建设局建设，面积
４０００ !op7,S
平方米，广场建

２００８
万平方米，总投资
２０００
!$$%年建成，占地
L>
¡ ２．６７
!(#& !op>
¢£¤ !$$$
¥ %jk)¦§)¨©ª«)¬)®¯3°[
万。由绿化
、水体、音乐喷泉、雕塑、灯光、铺装以及
±²8I¥ jk6l "&%*平方米，栽植雪松、
!op>rstu
其他设施组成。绿化面积１７８３
³´¦µxy¶·¸¹１２６
"!# 株，石榴、黄杨
>+º»¼
银杏、水杉、樱花等大规格乔木
"%#
>}~¾¿À~»¼
½¶·
球等大灌木 １８６ 株，红叶小檗、南天竹、小叶黄杨
¶３．２
*(! ÁK
!$$& L>¿Â,SÃÄ^Å
等小灌木
万多株。２００７年，天河广场被评为甘

8ZO¡[ÐK\]H^_7¢§¹Y`abc7
设依照地形西高东低之特征，总体格局呈阶梯状，
de*.+f387g°há®１５
"' 盏，高压钠灯
C7Kij®
采用青砖石材铺设，安装立柱灯

ÆÇ8ÈÉÊË
Ì
Í¿ÎÏ¥
肃省建设工程质量＂飞天金奖＂。

%*+D»w(÷x./0f234¡6789·
由青石、黄冈岩和陶砖三种材料铺筑地面，设计大

１２"!盏，金卤灯
１５盏，同期完成山门至
C7k® +４盏，草坪灯
C7GH® "'
C7lmnopq
成纪大道段路面铺筑。
:·rs?634q
0123'( 市政设施。位于秦州区中华
P8q MNOt
中华西路广场
Ð?uUvq !$$& 年１月建成，面积
L " Õ76l +&&'
!op7
西路步行街。２００７
４７７５平方米，
理石指示墙
、草坪灯 "$
１０
ý+yz<１" 堵，路灯由庭院灯５５盏
=7?®%AB® '' CDGH®
CD¡{® １１０
""$ 盏组成。
CIq
盏、地埋灯

4567
住宅小区
岷山安居小区
89:;67 住宅小区。位于秦州区岷山
|}Oq MNO~o
路１号。始建于１９９８
? " q  "))%年６月，由天水天房房地产
L # Õ7%¿¦¿¡
- 38q ¡6l ７．９７万平方米。
&()& !opq
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占地面积
¢§8¸^ ,D-D.D/D0 G+IOq
8¢
总体建设规划分为Ａ、Ｂ、Ｃ、Ｄ、Ｅ
五个组区。建设总
£¤ ! ×7 46l "+(* !
投资约２亿元，建成各类房屋建筑面积１４．３
万平
opq ±7e| ２７栋、９４个单元、１２１９
!& D)+ +×D"!")
方米。其中，经济适用住房
天河广场一角
)*+,'( 市政设施。位于秦州区西关
P8¥ MNOÐÑ
N １２．６
"!(# !op
z ３栋
*  １．０５
"($' !op
伏羲祭祀广场
套
万平方米；综合楼
万平方米；车
ÒÓ?ÒÓeÔ¥
!$$#
L
%
ÕÖ>¢£¤
")'!
& V *)%'(&!
!opö3±²4
伏羲路伏羲庙外。２００６年８ 月建成，总投资 １９５２ 库（棚）７处
３９８５．７２平方米；商铺及其他辅助建筑
×>
5 １．１４
"("+ !op>
±,S 56l
"""%('& !op01)2|} "+!#($#
!
万元，占地
万平方米，其中广场占地面积
１１８．５７平方米；Ｅ－９＃（廉租房）住宅楼
１４２６．０６平
)!$$ !op>ØÙÖ4 ２１６３平方米。由主祭台、休
!"#* !op¥ %ÚÛÜ_
方米。完成绿化面积约
万平方米，绿化率为
９２００平方米，仿古建筑
!(!% !op7
jk^
opq njk6l ２．２８
闲广场旱渠、图腾柱、洛书、河图、阴阳刻六十四
`,SÝÞDßàáDâãDÂßDäåæçèé
３１．４？？建成中心花园１座占地
４．５５
*"(+3qy " ¡ ¡
+(''亩，健身、活动
¢7£¤D¥¦
'(#$)*

êDëèìí+¶îïÒÓdkðñDòóDé
S§¨V８６０
%#$ 平方米。
!opq
卦、二十八宿石等反映伏羲文化的小品、碑廊、四
场所两处约

! !!" !－
－２２４

<*=>
城市建设

１８５００ \do@<
万元，共建有７
康苑小区
Z[５１４００
!"#$ 住宅小区。位于秦州区光明巷中
!"#$% &'()$*+,- 面积
().%% 平方米，总投资
]^_ bc )/(%%
+
段。１９９３年由天水市永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Øð!"F((, qy
!"$Ïñ<3òN
./ !""# 0123456789:;<=>?: 栋小高层住宅楼，５５３
套房。住宅区内没有水泥路
发建设，２０００年竣工。小区由
商住楼和阳
;@AB$%%% 0CD/ #$1 １＃～５＃
!&'(& E!FGH
光饭店、中华西路仿古步行街组成。完成土地拆迁
*IJK-LMNOPQRSTU/ VUW8XY
)*!+ 万平方米，累计投资
\]^_B`abc "%%%
Z[１．１７
面积
９０００ \dB@eZ
万元，建筑面
[ ,*)万平方米，绿化率３０？？小区基础设施完善，
\]f_Bghi ,%-j#$klAmVnB
积３．１
>opqrsBA<gh$Ktu$Kvw&xy #
公共配套齐全，设有绿化区、休闲区、停车位等。小
区物业管理实行全封闭式管理，专职保安
２４ #
小时
$z{|}~Rs|}B $.

y
轮流值班。

阳光花苑小区
%&'"($ 住宅小区。位于秦州区自由
!"#$y &')$1
路北侧。１９９８年由天水市永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Ny )""/ 01234568:;<=>
司开发建设，２００６年竣工。完成拆迁土地面积
)*,1
?:;@A$%%0 0CD% VXYWZ[ １．３２
\]^_`abc ８８６０
//0% 余万元，建筑面积
\d@eZ[ (
万平方米，累计投资
５\
万

!"#$%&'(
盛世桃园小区
一角

)23)%2住宅楼，基础设施完善，
!"FkAmVn
]^_y #$１＃～１０＃
平方米。小区分

面，依据地势的跌宕起伏，分别采用花岗岩、大理
Zóôõö÷øéùúûÂÍüýKÃ}

公共配套齐全，设有绿化区、休闲区、停车位等。小
>opqrsA<gh$tu$Kv&y #

石、雨花石
、拱桥等铺设连接，建有楼台亭榭、水车
þKÿÍþK!x¨A"#@<F$%&K3w
拱桥、残岩叠水、休闲草坪、花间曲境等景观，将现
!K'ý(3Ktu)*KÍ§+ìxÞß,代建筑风格与细腻灵秀的园林风景充分融合，环
.@e/0Å1234öî5/Þ678ë

$z{|}~Rs|} ２４
$. #
区物业管理实行全封闭式管理，专职保安
小时
y
轮流值班。

都市花园小区
)*+,($ 住宅小区。位于秦州区奋斗
!"#$y &')$
巷。２００２
,y $%%$ 年由天水市金桥房地产公司开发建设，
01234>?:;@A
$%%/年底竣工。总投资
0CDy
bc７８００
+/%%万元，建筑面积
\d@eZ[ ３．１４
,*).
２００８
\]^_ghi¡¢ ,%-y
#$o@< ４. £E!
万平方米，绿化率达到
３０？？小区共建有
栋商住
F)% 个单元、１５９
¤¥d)(" ¦!¦G
楼、１０
户住户和 ９" §¨Zp©ª«
间铺面，配备门卫、
¬®A<¯°A©y
活动室，设有监控设备。
-.,($
金怡园小区

!"#$y &')$±²N
住宅小区。位于秦州区解放路

³y $%%$ 01234>?:;@A
南侧。２００２年由天水市金桥房地产公司开发建设，

２００８
$%%/ 年底竣工。总投资
0CDy
bc ５６００
(0%% 万元，建筑面积２．７８
\d@eZ[ $*+/

万平方米，绿化率达到３５？？小区共建有５栋商住
\]^_ghi´¢ ,(-y #$o@< ( £E!
楼、１５个单元、１６７
户住户和).１４间铺面。小区配备
F)( ¤¥d)0+ ¦!¦G
§¨Zy #$p©
ª«¬®A<¯°Amy
门卫、活动室，设有监控设施。
织锦园小区
/0,($ 住宅小区。位于秦州区解放路
!"#$y &')$±²N
µ¶,y $%%) 01234·¸>?:;@
育生巷。２００１年由天水市鑫厦房地产公司开发建
Ay #$@< /栋商住楼，占地面积１．２
£E!F¹Z[ )*$ 万平方米。
\]^_y
设。小区建有８
bc ２８３４万元，绿化率达到
$/,. \dghi´¢ ,%-y
#$ºN»
总投资
３０？？小区道路畅
¼>½z|w¾¿ÀÁ>ÂpqAmVnj
通，公厕、物管、车棚（库）等公用配套设施完善。
-1+" 住宅小区。位于秦州区大众南路
!"#$j &')$ÃÄ³N
金宇花苑

境优美，绿化率达
３５？？荣获＂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中国
;<
à
$%%(=$%%0 0->
ì9:ghi´ ,(-y
94Þß!"$ã?y
房地产优秀景观住宅区＂奖。
6789" 住宅小区。位于秦州区建新路。
!"#$y &')$@@Ny
兰天新华苑
1A2:;<=>?:;@A bc １．５
)*(
由兰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总投资
Bd$%%.
0
,
CVDy
@eZ[D
+*$
\]^
亿元，２００４年 ３月底完工。建筑面积约７．２ 万平方
.). qFØ １２
)$ ðghZ[
_o@<q ４１４套，楼高
米，共建有套房
层，绿化面积 $%%
２００
]^_y
#$ÏAvwEKRw¾KFGEHI
平方米。小区内设停车场、自行车棚、健身场所以
JäåxKLHAmrsöØM!"#$y
及喷泉等，是一所设施齐全的高档住宅小区。

兰天嘉园
67:, 住宅小区。位于秦州区合作北路
!"#$y &')$8NN
与泰山路交叉处，由兰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ÅOPNÈQÊ 1A2:;<=>?:
发建设，是天水市第一家天然气入户楼盘。总投资
;@AK234RLS2TUá¦FVy
bc

约D８０００
万平方米，共建有套
/%%%万元，建筑面积为
\d@eZ[Ì ４．１
.*) \]^_o@<q
,+$ qy
ghZ[´ )*.
\]^_WNZ[´
 ３７２
房
套。绿化面积达
１．４万平方米，道路面积达
)/%% ]^_y #$ÏAvwEKRw¾KFGE
１８００平方米。小区内设停车场、自行车棚、健身场
HIJäåKXPxklAmrsKëì9:y
所以及喷泉、假山等，基础设施齐全、环境优美。
7;:, 住宅小区。位于秦州区东团庄东
!"#$y &')$ïYZï
天庆嘉园
K³[N-\ó³P]^_`³abcLN
侧、南廓路中段，依南山临藉河，距南郭寺仅一路
Údy $%%0 0
Ce $%%/
0 )% C1fg2h
之隔。２００６
年)%１０月至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由甘肃天庆房

<=>?:;@A bc ,３亿元，占地面积
Bd¹Z[
ÅÆÇÃºÈÉÊj 1Ë:;<=>? 地产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总投资
与羲皇大道交汇处。由金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_@eZ[D
)$
\]^_ghi
:;@A$%%.
0CDj
¹Z[
$*0$
\]^
开发建设，２００４年底竣工。占地面积 ２．６２ 万平方 ５．１６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１２ 万平方米，绿化率
i３０？？小区由２
,%-y #$1栋
$£
ðØFK( £#ØðK)%
£
\d@eZ[Ì +*$0 万平方米，
\]^_ 近
_ bc 0/$.
２６$0层高楼、５
栋小高层、１０栋
米，总投资
６８２４万元，建筑面积为７．２６

共建有
５３０ qj
套房。花苑内铺人行道１
o@< １１栋商住楼
)) £E!F (,%
ÍÎÏ¨ÐRº )
条，绿化覆盖率达
３５？？小区内整体空间呈南高北
ÑghÒÓi´ ,(-j
#$ÏÔÕÖ§×³Ø
低之态，主要景观有＂入口观景＂＂喷泉水景＂＂小桥
ÙÚÛÜÝÞß<
à
áâßÞã
à
äå3Þã
à
#
流水景观＂＂灯饰夜景＂＂起居环境景观＂等。
3Þßã
à
æçèÞã
à
éêëìÞßãxy
-12345, 住宅小区。位于秦州区桃园
!"#$y &')$íî
金宇·盛世桃园
Nïy $%%( 年由金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
01Ë:;<=>?:;
路东侧。２００５
@A$%%0 0@Uy ¹Z[ $$%+, ]^_@e
建设，２００６年建成。占地面积２２０７３平方米，建筑

多层及附属商铺、会所、地下车库等附属项目工程
jðklmE¨KnHKowÀxlmpqDr
组成，主户型为
８０～１４０平方米。所有建筑均为纯
TUÜ¦sÌ /%4).%
]^_y H<@etÌu

板式建筑结构，庭院由全天然石材地面铺装。整个
v@ewxyz1s2Tþ{Z¨|y Ô¤
#$}Ì~ÃTY¼+3Kgh¼KÖ§
小区划分为两大组团，通过曲水
、绿化通廊、空间
~ÃTYUÌ
ö:Åhx"^
的开敞与闭合变化等连接方式，使两大组团成为
一个有机的整体，总体构造高度统一，结构清晰，
L¤<öÔÕ ÕxØLwx
y 1%)% 0 )) C!@ 15 !"
功能紧凑。２０１０年１１月，获得住建部２Ａ级住宅性能

!!" !－
－! ２２５

!"#$%
天水大辞典
!"#$%
认定证书。

成。占地
D% I8９．３７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 QJKLMNOP¤３& 亿元，共建有
¥RMv@<

各类建筑
&'() 住宅小区。位于秦州区泰山东路。
&'()% *+,-)./01%
T¨Z[&'４３
#&栋，幼儿园、会所、超
TM©ª«u¬u®
¦§@W４７#$栋（其中住宅
嘉秀花园

由天水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２００４
23456789:;<=>?:;@AB!""#
年建成交付使用。占地７７１０平方米，总投资
万
C@DEFGH% I8 $$%" JKLMNOP ２３６２
!&'! Q
元。小区由
# TUVDMN@WXY４．２５
#(!) 万平方米，
QJKLM
RS ()2４栋楼组成，总建筑面积
其中住宅１７８套，商业用房
１００？？
Z[&' %$* \M]^H7 ３０套，入住率达
&" \M_&`a %""+S

市各１栋），总建筑面积约
万平方米，总户数约
¦ % T¯MN@WXY¤ ２０
!" QJKLMNlk¤
２０００
!""" 户。小区配套有购物中心、医疗保健中心和社
l% ()w\<°±[ u²³´µ[ ¶
区服务中心等，并开通了两辆直达市中心区
、教学
)·¸[ ¹Mº:»¼½¾¿a[ )uÀÁ

路。１９９７
1S %,,$ 年由天水聚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工
C234ef789:;<=>?:g
建设，２００１
年竣工交付使用。占地面积１万平方
I8XY % QJK
@AM!""% ChgEFGHS
米，建筑面积２．７１
３５００万元。小
QJKLMNOP &)""
QRS (
LM@WXY !($% 万平方米，总投资
区整体由６
套，户型面积
)ij2 '栋楼组成，总套数
TUVDM N\k ２９５
!,) \M
lmXY
７０￣１３０平方米。小区绿化面积３２００平方米，道路
$"-%&" JKLS ()noXY &!"" JKLBp1
XYq８２０平方米。小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配套
*!" JKLS ()rsAtu>vAtw\
面积为

ÃS 234@AÄÅ:;<=>?:
重新街。由天水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开

)>EÂS ()no`q &"+S
区的公交车。小区绿化率为
３０？？
聚宝盆小区
*+,-. 住宅小区。位于秦州区双桥北
&'()S *+,-)bcd
56789:-. 住宅小区。位于秦州区
&'()S *+,-)
工农路重新街小区

xyS
齐全。

梧林苑小区
/01-. 住宅小区。位于秦州区解放路。
&'()S *+,-)z{1S
２００１
!""% 年由天水聚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工建
C234ef789:;<=>?:g@
设，２００５
年竣工交付使用。占地面积１．３
万平方
AM!"") ChgEFGHS
I8XY %(& QJK
米，建筑面积２．９８万平方米，总投资
５５００万元。小
LM@WXY !(,* QJKLMNOP ))""
QRS (
)ij2 ' TUVDM Z[]| ２８间，住宅
!* }M &' !""
区整体由６栋楼组成，其中商铺
２００
\MlmXY $"-%&" JKLS
()noXY #!%"
套，户型面积７０￣１３０
平方米。小区绿化面积４２１０
JKLMp1XYq !*'%
JKLS ()rsAtu
平方米，道路面积为
２８６１平方米。小区基础设施、
>vAtw\xyS
公共设施配套齐全。
!21-. 住宅小区。位于秦州区天水郡
&'()S *+,-)34~
天润苑小区
瀛池路。由天水聚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
1S 234ef789:;<=>?:;@
AB!""* ChgEFGHS
I8XY １．１６
%(%' QJK
设，２００８
年竣工交付使用。占地面积
万平方

发建设，１９９９
年竣工交付使用。共建有７栋住宅楼
v@< $ T&'U
;@AM%,,, ChgEFGHS
２８８
３．２８ QJKLS
万平方米。其中，重新街
!**套，建筑面积为
\M@WXYq &(!*
Z[MÃ
%.-#. U2@Æ>?Ç@MNOP
,&)(#%万元，
QRM
１＃４＃楼由市建二公司承建，总投资
９３５．４１

建筑面积为
%(!% QJKL ¨Z[È&'@WXY
@WXYq １．２１万平方米（其中非住宅建筑面积
%("* QJKL¯Mv<
*# \7ÉgÊ1 ).５＃楼由市
U2
１．０８
万平方米），共有８４套房；工农路
@Æ>?Ç@M NOP !%'($% QRM @WXYq
建二公司承建，总投资２１６．７１万元，建筑面积为
４３３４．２８平方米，共７２
６＃、７＃楼由临洮
#&&#(!* JKLMv $! 套；工农路
\ÉgÊ1 '.u$.
U2ËÌ
建筑公司承建，总投资
万元，建筑面积为
@W>?Ç@M NOP１８５．９３
%*)(,& QRM
@WXYq
３８７０．２２平方米，共有
&*$"(!! JKLMv<４８
#* 套房。
\7S
天北小区
!;-. 住宅小区。位于天水市第一师范
&'()S *+34ÍÎÏÐ
ÁÑÒÓ¨,-)ÔÕ1２６
!'号），由天水市城市
Ö¯M234
学校附近（秦州区滨河西路
@AÄÅ:;<=>?:;@AM%,,! ChgE
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１９９２
年竣工交
FGHS v@< %*栋楼
TU５９０
)," 套房，建筑面积为
\7 M@W XYq
付使用。共建有１８
&(!)
QJKLS
Z[
%.u!.u&.u#.u*.u%%.u%$.
2
３．２５万平方米。其中１＃、２＃、３＃、４＃、８＃、１１＃、１７＃由
@Æ>?Ç@M).u'.u$.u%#.u%). U2×@Ø
市建二公司承建，５＃、６＃、７＃、１４＃、１５＃
楼由省建五
>?Ç@M,. U2ÙÚ>?Ç@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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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建筑面积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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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小

罗玉小区
<=-. 住宅小区。位于秦州区岷玉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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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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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户型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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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绿化面积为
３８２０平方米，道路面积为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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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城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天水华信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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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小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配套齐全。

开发有限公司和秦州区城建综合开发公司联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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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建设，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建成第一批住宅楼，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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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家园
p[1 ２００米处，是为解决城市重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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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JKLM
共建成
皇大道中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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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拆迁安置用房和平抑市场房价投资建设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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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小区绿化率为&)+M>vp1½
３５？？公共道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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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０平方米。
济适用房住宅小区。位于天水市建设中的天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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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核心区，距天河广场不足
５００米。２００７年建

>?@-. 住宅小区。位于秦州区东团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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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团庄小区

始建于
４．９６万平方米，属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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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月，占地
íMI8 #(,'
QJKLMîï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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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家园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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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水家园住宅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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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和天水秦州区兰天＂新花苑＂等。所承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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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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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由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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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建筑技术设计研究院设计，麦积区第一建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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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全国质量、安全、信誉
３Ａ 级优秀企业＂。
E
7
¯¯I¤ #.
¡¢lm;

&;_`>?BJK>?( CD0E)&;!*
建筑勘察设计院负责设计，麦积区第一建筑工程

天水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0!"+,-. 建筑企业。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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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负责施工，共建成经济适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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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区民主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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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结构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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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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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企业
天水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 建筑企业。位于
&;lmk n+
秦州区环城中路，前身为
１９６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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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９月，企业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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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天水市（现秦州区）建筑公司。１９６２年

天水市（现秦州区）人民委员会批准成立地方国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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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之一。２００３年６月，公司通过了ＩＳＯ９００１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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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企业内设生产技术质量部、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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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专业分公司。共有管理人员和各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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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È(ÙqØm<=È ２００
!"" È
ÞF
!""' ,
-(lm

 ...
¡ 技术人员
人。拥有
ß5Ã
#!""
67(
Ùqke5õ
$'"
67Zl
¢lm£
¤¥¦
xV[
&;L!3§¨l
秀企业＂荣誉称号。现为二级建筑施工总承包企 固定资产 ３２００万元，其中流动资金 ４６０万元；塔

业，同时具备三级市政工程企业资质。公司内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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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7
\]^_&;lm;·¤¥¦
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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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秦州区精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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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属国家一级建筑安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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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前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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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公司注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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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社会信誉，跻身北京、上海、江苏、江西、安徽、
«p¬®¯A°±²³g´µ¶µ·Q¸

陕西、青海、宁夏等八个省、市（区）的建筑市场承
¹·º´»¼½¾¿ÀÁÂp78¿Ã<
79:) ¥Ä7jÅÆ!ÇÈ9É[ÊËÌ
建工程。先后建成涉及国防、核工、冶金
、机械、电

子、轻纺、化工等
１０ Ñ!ÒÓÆ¿
多个国家部委及省、市（区）的
ÍÎÏÐ9½ .,
ÀÁÂp
大中型建设项目近
年至
k { Ô 7 P Õ Ö ×１０００
.,,, 万平方米。１９９０
\ d V e ) .&&, *
Ø
!,,-年，公司先后创部优质样板工程
*SBX¥ÄÙÒÚ#ÛÜ9:２ !项，省、市
ÕS¿
２００７
+, ÕSÝ[Þ ８( ßSàÞ
ßá 79
Ú9:５０余项，获金奖
优工程
枚，银奖.,１０枚。所建工
程麦积山石窟山体加固工程受到文化部和甘肃省
:âcãUäã%åæ9:çèéÐÒêë

ø
ü
Or+,®-ÿ12á
评为＂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123+,-./0 建筑企业。位于
7812á
E
天水市永生建筑工程公司
秦州区莲亭路博爱居小区南。１９８３年，张天永组织
FGÁ CúÁá '&(0 *S(
成立天水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第四工程队。１９９３
jJ()LR789:BXL9:Ká '&&0
年
* ７月，在第四工程队的基础上，以入股形式，建
- RSL9:KpDgSf©S7

立天水永生建筑工程公司。２００３
J()789:BXá !,,0 年，晋升为房屋建
*S567
8^9;<=R?12S YZ@[ !')!万元，总
\]S;
筑施工总承包二级企业，注册资金２１４２
++,, \]á
htuÝ}~p/2vwxy
@a ５５００
资产达
万元。有各类获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
§¨xy１５１
'+'人，二级项目经理
xS R?ÕÖ¨１６
'* 人，二
xSR
和经济管理人员

３００ká
余台。经过２０多年
ìípîïðñS òó５７２２
?7VW１３
+-!! 工厂
9ô !/
'0 人，机械设备
xSÊËP4 0,,
, !, Ñ*
政府的联名表彰，兰空
２＃ õö÷ø
住宅楼被评 级建造师
!7PÒÚ#ÛÜ9:) !""+ *^9pg´
为国家建设部优质样板工程。２００５年施工的上海

pÙ2SBX0j5678E5þa
的艰苦创业，公司已发展成为集房屋建筑、房地产

¼ÑùúÁûÝg´¿üéý9þÿ !"9:á
夏多园小区荣获上海市＂文明工地＂观摩工程。

开发、铝塑门窗加工、建材物资经销、机械租赁为
E ¡¢£å9E7¤¥@¦EÊË

１９８５年以来，企业连续
２０ Ñ*êë9&'ì
多年被甘肃省工商行政
.&(+ *f#S12$% !"

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企业内设行政办公室、生产安
>%pqr§12á 12¨P'ì©BEaQ

管理局、天水市人民政府和天水市工商行政管理
§¨E ()¿x*ìí()¿9&'ì§¨

全科
、技术质量科、材料设备科、财务科 、经营预算
BªEvw#$ªE¤P4ªE«oªE¬[

局评为＂重合同守信用＂企业。１９９１年被国务院发
ø
ü
Or+,®-ÿ12á .&&. *!o./
展研究中心评为＂中国五百家最大建筑企业和最
012{øü
{!345k78125
佳效益建筑企业＂之一。１９９３年被评为＂甘肃省建
6787812ÿ9>á .&&0 *ø
ü
êë7
筑施工企业
年被评为＂天水市十强建
8^912５０
+" 强＂。２００７
:ÿá !""- *ø
ü
()¿;:7

科等。下设
９个土建工程部和天水鸿恩建材经销
ª½á P &
T79:Ò()®¯7¤¦

8^912ÿá
筑施工企业＂。

甘肃省第八建筑工程公司
&'()*+,-./0 建筑企业。是甘
7812á <ê
ë7P=@À>?Â@A;BXpB@ÍBXS
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õ5CD7PÒÈp56789:^
为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准的房屋建筑工程施
9;<=>?@#12á
EFGÁ7PC .*.
工总承包一级资质企业。位于秦州区建设路
１６１

公司、天水永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２００７
年企业
BXE()5þah°BXá !,,- *12

年产值达
亿。１９９３年至
２００７年底，企业共承
*a±１．５
'2+ aá
'&&0 *Ø !,,*²S12³<
建工程
３４２．５ \dVeS;V´
万平方米，总造价
79:９６
&* 项，总建筑面积
ÕS;78bc 0)!2+
0,0(+2+) \]Sgµ¶[ １００２．７
',,!2- \]á
<79:
３０３８５．５４万元，上缴税金
万元。所承建工程
Ýü
([Þÿ!
ÕS
ü
(Þÿ!项，＂麦积奖＂９
ÕS
ü
âcÞÿ&项，
ÕS
获＂飞天金奖＂２
项，＂飞天奖＂２
ü
Ú#9:ÿ( 项。先后荣获＂全国诚信守法乡镇企
Õá ¥ÄûÝ
ü
B!·®,¸D¹1
＂优质工程＂８

2ÿ
ü
êëº¦»¼½7P;:¾¿12ÿ
ü
ÚÀ
业＂＂甘肃省推进新农村建设十强示范企业＂＂优秀
78212ÿ½û¯~H
'*
á
!,,*12ø
建筑业企业＂等荣誉称号 １６个。２００７年企业被评
为＂天水市十强建筑施工企业＂。
HS zI± １９５１年成立的天水市建筑工程队。
.&+. *jJp()¿789:Ká
()¿;:78^912ÿá

ü
号，其前身为
.&+*
*Sg´¿LR789:BXIMêëSz{
!"145+,-./0 建筑企业。位于
7812á
E
１９５６ 年，上海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前来甘肃，其中
天水市嘉通建筑工程公司
((号。成立于
Há jJE １９９８
'&&( 年，为国家二级
*S!R?
kÒN()¿789:KrOS jJêë7
FGÁ C８８
大部分与天水市建筑工程队合并，成立甘肃省建
秦州区莲亭路

工局第三工程公司。以后多次更名，１９８３
年 ..
１１月
9LW9:BXá fÄÑPQïS.&(0 *
R
改称甘肃省第八建筑工程公司，隶属甘肃省建筑
S~êëL¾789:BXS TUêë78
总公司。至
;BXá Ø１９８９
.&(& 年，发展为国家一级建筑安装企
*S/0!>?78QK1
业。２０１０年有职工１８６６人，各类专业技术及管理
2á !"." *h}9 .(** xStu/2vwÆ§¨
*0* xá z{|?}~xy５９
+& 人，中级职称
xS{?}~
xy ６３６人。其中高级职称人员
人员
xy ２３８
!0( xS
>?7VW !!
R?7VW *"
人员
人，一级建造师
２２xS
人，二级建造师６０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从事工业、民用建筑、大型机
78^912á ijÁÂ92E*-78EkÔÊ
械设备租赁
、宾馆服务等项目。内设经营预算部、
ËP4EÃÄÅo½ÕÖá
¨P¬[ÒE
财务统计部、材料供应部、机械动力部、工程部、安
«oÆÒE¤ÇÈÒEÊËÉ`ÒE9:ÒEQ
全部、管理中心、工会组织等。下设
２０个施工项目
BÒE§¨{E9½á P !,
^9ÕÖ
ÒS' )ÌQKÕÖÒ ' ÊËÐ^9Ká `
部，１个水电安装项目部和１个机械化施工队。拥
hæ@a ',(,万元，流动资产
\]SÊÉ@a -)!\]SYZ
有固定资产１０８０
７４２７万元，注册
xá BXPT7BXEÊËÐ^9BXE)
+'+, \]á `htkE{Ô78ÊËP4
@[ ５１５０万元。拥有各种大、中型建筑机械设备
人。公司下设土建分公司、机械化施工分公司、水
资金
!!" !
－! ２２８－

城市建设
9#&:

１８３
万千瓦，人均动力装备率
!"# 台，总动力达
!" #$%& １．２９
!$%& '()*
+,$%-./
４．５８千瓦，具有年产值
'$(" ()* 01234 ２)亿元以上的施工能力。
56789:;<%=
从业人员
>?+@ ２５６０人，专业技术管理人员
*(+, +* A?BCDE+@ ３１８人，其
-!" +*F
中中级职称以上６８人。公司先后通过了ＩＳＯ９００１
GGHIJ78 +" += KLMNOPQ ./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ＧＢ／Ｔ２４００１－２００４
环境管理体
RSDETUVW"2345%'6678966' XYDET
系认证，ＧＢ／Ｔ２８００１－２００１
安全体系认证。截至
U V W "23:59"66789667 Z
[TUVW= \]

人，其中二级以上１６人。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７
+*FGÃH78 7+ += 9669 2] 966>年，企业
2*^?
累计施工面积
８９３４万元，
7+万平方米，完成产值
'*`aÔ4 "&-'
'6*
åæ:;１６
实现利税
万元。共承建兰化公司西固区临洮
 ５８６
("+ '6=
_0îKLe%c12
街k Ｇ６＃住宅楼、天水天花房产公司花苑小区
３＃住
2+; ÎÏno}~}3ÉÔKL3õÐc -;
Î
Ïno }~b¦x[u45ÎÏn|6Kn
宅楼、天水市国家安全局干警住宅楼及办公楼等
;２５
9( 项。
=
工程

２０１０年，企业共完成市区中华西路仿古步行街商
9676 2" ^?_`abcGdefghijkl

,234&'(1*+ 建筑企业。位于甘
^?= ³¹
甘肃高桥建筑工程公司

7; 商业楼、武山县电信局生产楼、秦安县财政
l?nopqrstuv3nowxryz
场m１＃

ørù7k89f= a¿¹ １９８８年
7&"" 2 １０
76 À=
966谷县新城街康庄路。成立于
月。２００３

局办公楼以及天水市天河家园一期工程
楼
';<"; n
u{Kn7|}~b}; ４＃￣８＃
等建设工程
766 余项，建筑面积
* ５８
(" 万多平方米，
'*
;１００
上缴税金
万元，实现利润9(96
２５２０万元。所承建
8 １８４８
7"'" '6*
'6= 

年，公司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2* KLOP ./0&667A9666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ÒRSDETU
和ＧＢ／Ｔ１９００１－２０００目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２００５
Ë 23:57&66789666 Û:RSDETUVW= 966(
年，晋升为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二级企业。公司拥
2*;<ÁÉÊ:;#ÂÃH^?= KL$
有固定资产１５２２
１４４０万元，机械
1%&ßÔ 7(99万元，流动资金
'6*áâß 7''6
'6*)*
.４００多台。共有员工
'66 != _1@;８００
"66 名，其中高级工程师
=*FGãH;>
设备
=*;> 9'
=*?æ> 7 =*F@A?BC+
２9名，工程师
２４名，会计师１名，其他专业技术人
员
名，二级资质项目经
@ ６８名，各类技术工人
+" =*'(BC;+ ６５０
+(6 =*ÃHßRÛ/
理
名。下设甘谷县高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和甘谷
E １３
7- ==
ÆørãçÉAÔBCKLËø

天巉公路、清北公路、北贾公路等
项工程获甘肃
}!KfoKfoKf "８ ;
省建设工程质量＂飞天奖＂。公司先后荣获＂全国诚
;RS
¡
¢}£¤= KLMN¥
¡
[¦§
信守法乡镇企业＂＂全国安全生产优秀施工企业＂
t¨©ª«^?¤
¡[¦x[v3¬:;^?¤

＂甘肃省建设工程造价工作先进单位＂＂天水市建
¡ ;®¯;°M±²³¤
¡}~b
筑业十强施工企业＂等荣誉称号。
?´µ:;^?¤ ¥¶·¸=
天水市达宝建筑工程公司
!"#$%&'()*+ 建筑企业。位于
^?= ³¹
麦积区桥南琥珀路。成立于
１９９０2年４月。现为建
ºc»¼½¾f= a¿¹ 7&&6
' À= Á
:;#ÂÃH^?= 01Ä ２８
9" Å7Æ²Ç
筑施工总承包二级企业。具有承担
层以下单跨
-+ 7Æ9ÉÊË
7Æ9ÌÍ
度È ３６
米以下的房屋建筑和 796
１２０米以下的构筑物
<%*7| 79 '7Æ9ÎÏ
建设能力，以及建筑面积１２
万平方米以下的住宅
Ð c 和建筑群体的施工能
Ë   Ñ T 9 : ; <力。
% = ２００３
966- 2
OP
小区
年通过
./0&667=9666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公司内设
¦ÒRSDETUVW= KLÓ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生产科
、技术科 、预算科 、质量科、安全科 、财务科
vÔÕoBCÕoÖ×ÕoRSÕox[ÕoØÙÕ

ã»DÙ1EKL= \] ２００７年底，企业所
966> 2ä*^?
高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截至

承建工程中有８项被评为市优工程和＂麦积奖＂工
;G1 " ö÷Áb¬;Ë
¡
º£¤;
= êë;1ør89fFGÐcoek
程。重点建设工程有甘谷县康庄路居民小区、西街
lÎnFGÐcoHIfãçlJ7FGÐcoK
商住楼居民小区、渭川路高达商贸城居民小区、东
kãçlÎn = 966> 2^?ö÷Á
¡
}~b´µ
街高达商住楼等。２００７
年企业被评为＂天水市十强
:;^?¤=
建筑施工企业＂。
,256&'(1*+ 建筑企业。位于甘
^?= ³¹
甘肃永兴建筑工程公司
øróLq«eMNO= a¿¹ ２００３年，建筑
966- 2*
谷县大像山镇西关北巷口。成立于

等，下设８个建筑施工项目部。注册资金
万
*Æ " Ú:;ÛÜ= ÝÞß ２０００
9666 '
元，净资产
２５１６ '6*áâß
万元，流动资金"+6
８６０万元。共有专
6*àß3 9(7+
'6= _1A

;#ÂÃH^?= 966(年，企业通过
2*^?OPＩＳＯ９００１∶
./0&667B
工程总承包二级企业。２００５
9666
¦ÒRSDETUVW=
^?$1%&ßÔ
２０００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企业拥有固定资产

业技术人员
?BC+@１５１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7(7 +*FGãHA?BC+@ ３人，
- +*
GHA?BC+@４０人。截至
'6 += \] ２００８年底，企业所
966" 2ä*^?
中级专业技术人员

１６８０万元，注册资金
１２１０万
7+"6 '6*ÝPß ２０１８万元，流动资金
967" '6*áâß 7976
'
元，机械设备９５０
台（件），总装备率
万千瓦，
6*)*. &(6
!+,-*#-./ ０．８７９
6?">& '()*

承建工程累计达
;åæç２８
9" 万多平方米，完成总产值
'* `a#34 ２．８
9$"
亿元，增加值２１７８．６万元，实现利税３７８６
56*èé4 97>"?+ '6* ->"+ 万元。所
'6= 
9êë;1}~ìçíîïðo ñòó
承建的重点工程有天水四达石化招待所、星火大
１＃、２＃住宅楼、天水麦积佳苑
7;o9; ÎÏno}~ºôõ１＃、２＃
7;o9; 商住楼、
lÎno
家园

技术装备率
BC-./１．３
7?# 万元／人，年产值８０００
'6 : +*2Ô4 "666 万元，下设
'6*Æ
５部１室及１５个项目部。截至
( Ü 7 Q| 7( ÚÛÜ= \]２００８年底，企业共
966" 2ä*^?_
1@; 79"6
+*FGBC;+ "(6 人，各类技术
+*'(BC
有员工．
１２８０人，其中技术工人８５０
+@ １５６人（高级工程师
7(+ ++ãH;> +６人，工程师２４人，经济
+*;> 9' +*/R
人员

}~ºôõ ３＃～５＃住宅楼等。２００７年企业被评
-;@(; ÎÏn = 966> 2^?ö÷ 师２
> 9人，会计师６人，初级职称人员
+*?æ> + +*SHI·+@
77"人），二级
+-*ÃH
天水麦积佳苑
１１８
Á
¡
}~b´µ:;^?¤=
78Û/E 79人，三级项目经理１人。企业累
+*þHÛ/E 7 += ^?å
以上项目经理１２
为＂天水市十强建筑施工企业＂。
,-./0&'(1*+ 建筑企业。位于
^?= ³¹ 计完成建设工程项目
æ`a;Û６２
+9 项，建筑面积
*  ３０
#6 '
多万平
甘谷县义萌建筑工程公司
9669 年
2'
À*Fûü
' 56*8 １６００
7+66 '6*
ørùú«»¼= a¿¹２００２
*#Ô4 ４亿元，上缴税金
甘谷县新兴镇桥南。成立于
４月，其前身
方米，总产值
万元，实现利
Á 7&>+年
2 １０
76 Àa¿9ørKLýþ;
9966 万元。工程所在地涉及兰州市、天水市、甘
'6= ;TAU|0Vbo}~bo
为１９７６
月成立的甘谷县建筑公司第三工程 润２２００
ÿ= ÁÉÊ:;#ÂÃHßR^?*!"
ør A= `a9êë;1ør+GW
处。现为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企业，可独
谷县等地。完成的重点建设工程有甘谷县人民医

立承建
３６米及以下的房屋建筑
¿ ２８层以下、跨度
9" #7Æo ÇÈ -+
|7Æ9ÉÊ
工程，以及高度
１２０米及以下的构筑物、建筑面积
;*7|ãÈ 796
|7Æ9ÌÍo
１２
79 万平方米以下的住宅小区和建筑群体。公司拥
'7Æ9ÎÏÐcËÑT= KL$

有固定资产
台
1 % & ß Ô １５００
7(66 万元，各类机械设备
' 6 * ' ( ) *  . ６３０
+-6 !
+,-= _1@; 7"+6
+*FGBC;+ (96 ++
（件）。共有员工
１８６０人，其中技术工人５２０人（平
,BC Hç. + H-*'(BC+@１６３
7+- 人（中
++G
均技术等级达到６级），各类技术人员
9> +-* 0.þH78ßR9Û/E 7>
H78２７人），具备三级以上资质的项目经理
级以上
１７

院门诊楼、甘肃省鸳鸯水泥厂生产线、天水市中心
XYZno [\~]^vÔ_o}~bG`
血站综合楼、甘谷县第六中学教学楼、甘谷县中医
abcdnoørýeGfgfnoørGW
医院门诊楼以及天水市伏羲庙民居古建筑工程等。
WXYZn7|}~bhijGFh; =
!"78(1*+ 建筑企业。位于秦州区东
^?=³¹wVcK
天水金峰工程公司
´kl= m¹ 9666 2*;#ÂÃH^?=
十里村。创建于２０００年，建筑工程总承包二级企业。
no/p;?oGq|ór)*.st =
主要经营工业、民用建筑及大型机械设备租赁等。
MNOP ./0&667 RSDETUVWo23:59'66787&&+
先后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ＧＢ／Ｔ２４００１－１９９６

!!" －
!
－! ２２９

!"#$%
天水大辞典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ＧＢ／Ｔ２８００１－２００１职业
健康安
!"#$%&'()!"#$%&'()*%(() * + ,
-.
全体系认证。公司有固定资产１４０７
89:;<6
/ %&'(0 1234567 )+(,万元，流动资
产7２９９３
２１５０ 89@
万元。拥有各种建筑
%--. 万元，注册资金
89:=>6? %)/(
A3BCDE
机械设备
３８３６千瓦，人均动力
,)/ 台，总动力达
J:K<LM .&.0
NO:PQ<L
FGHI７１５
装备率４．５３
NO@T7U ) V9WX@12Y3Z
RIS +1/.千瓦。年产值１亿元以上。公司现有从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１０２人，项目经理
１８人。２００３
`a:\+]^P[ )(%
P:jkl$ )&
P@ %((.
年至
Tn ２００７年，企业先后承建临夏市北滨河东路道
%((, T:£+-.zD/0¡½þ¼ê¾Ü
路一期、二期，天水市皇城路、环城路污水截流管
¾É1)g1:|}¡2Ö¾)!Ö¾3}m;#
道铺设，平凉市泾川县巨荔公路，麦积区二十里铺
Ü4H:v5¡6789:1¾:¢ug²;4
工业园
３０ é
多
e+ ４号路，秦州区东十里工业园路网等
+ °¾:¹ºê²;e+¾< .(

业人员
人，专业技术及管理人员
１５０人。其
+P[ ２８０
%&( P:
\+]^_#$P[ )/(
P@ `
a:bc*d ４人，中级以上工程技术人员
+ P:acWXef]^P[５８
/&人，
P:
中，高级职称

个工程项目，累计完成产值１．５亿元。其中，市区渭
'efjk:pqrs7U )2/ V9@ `a:¡=
滨北路市政工程分别获得省优＂飞天奖＂和市优
þ½¾¡µef>? @
| õ¡

二级建造师５人，二级项目经理
gcDhi / P:gcjkl$１２
)% 人，专业管理
P:\+#$


¢u@
＂麦积奖＂。

人员
人。截至
２００８年底，公司累计完成工程面
+0 P@
mn %((&
To:12pqrseft
P[４６
积u３０
万平方米。所承建工程中的天水税务学校干
.( 8vwx@
yzDefa{|}~
训综合楼、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楼、天水嘉
 +*+]^)|}
秀花园住宅小区等建设工程被评为省优＂飞天
DHef|

天水市德源市政工程公司
!"&./&'()*+ 市政工程施工．总
¡µef´eK
承包三级企业。位于秦州区藉河南路。成立于
１９９０
z¶öc£+@·¸¹º»¼A¾@s¿¸ )--(
年，注册资金
２０ 89@
万元。原为秦州区市政建设公司，
T:=>6? %(
B¹º¡µDH12:

奖＂，其他建设工程获市优＂麦积奖＂１２
: `DHef ¡
¢u)% 项。２００３
j@ %((.
年，企业被评为省级＂重合同守信用＂企业。２００４
T:£+c
¤ ¥¦§¨£+@ %((+

维修和一些零星工程。２００３年改制为民营企业。截
EFõÉGHIef@%((. TÑÌËÒ£+@m

年，被商务部等部委联合授予＂企业管理成就奖＂
T:©ªª«¬ ®
£+#$s¯
称号。２００７年，被市建设局评为＂天水市十强施工
d°@ %((, T:¡DH±

|}¡²³´e

£+@
企业＂。

天水市市政工程公司
!"&&'()*+ 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
¡µef´eKz¶
gc£+@ ·¸¹º»¼½¾:s¿¸ )-,)年，
T:
二级企业。位于秦州区藉河北路，成立于１９７１
)(月，在市政
Ã:Ä¡µ
ÀÁd|}¡¡µefÂ0 )-,& T１０
当时称天水市市政工程队。１９７８年
efÂ{ÅÆXs¿|}¡¡µH´#$120
工程队的基础上成立天水市市政设施管理公司。

隶属于秦城区建设局领导。主要从事城区道路的
CD¸¹ÖDH±ÏÐ@ ÓÔZÊÖÜ¾{
%((, To:12A34567
/-& 万元，各类
89:BJ
n ２００７
至
年底，公司拥有固定资产５９８
施工机械设备
２２
´eFGHI４６+0台（辆），测量仪器及试验仪器
J*K,:LýMN_OPMN %%
J*+,@ â3*e 0& P@ %((/ Tn %((,
To:£
台（套）。共有职工６８人。２００５年至
２００７年底，企

业先后承建了武山县城给水扩建工程、武山县滨
+-.zDQRS8ÖÞ}TDef) RS8þ
河路市政工程、张家川县滨河路排水工程、徐礼公
¼¾¡µef)UV78þ¼¾ß}ef)WX1
¾Ñhef)UV78YZ¾¡µef:Khä
路改造工程、张家川县解放路市政工程等，总造价
%+0,万元，平均年产值
89:vQT7U １１００
))(( 万元。
89@
２４６７
!"&-0&'()12*+ 市政工程施
¡µef´
天水市兴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１９８０年
)-&( T５/ 月，天水市市政设施公司析置市政工程
Ã: |}¡¡µH´12ÇÈ¡µef

eKz¶öcõ#Üef\+z¶öc6í£
工总承包三级和管道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企

公司，为专一从事工程施工管理的全民所有制事
12: \ÉZÊef´e#${/Ëy3ÌÊ

+@ ·¸¹º[¾ 0 °: s¿¸ １９８９年
)-&- T )(
业。位于秦州区桃园路６号，成立于
１０

Ã:ÿ!|}¡\]}12^<_12:CD
月，前身为天水市自来水公司劳动服务公司，隶属
+:ÓÔzÕÖ¡ÅÆDH_1¾DH:×ØÙÚ
¸|}¡\]}12@ %((. T１０
)(月，更名为天水
Ã:`a|}
业，主要承担城市基础建设及公路建设，大型桥梁
于天水市自来水公司。２００３年
工程、隧道、高速公路、给排水以及大型土石方工
efÛÜbÝ1¾Þß}W_×Øàáwe
¡bè¡µef3c12:=>6?
Ó
市兴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0((
６００ 89@
万元。主
- ÃÑÌËÒ£
+Í·:Î¡D«ÏÐ0 %((% T
业单位，归市建委领导。２００２
年９
月改制为民营企

+0000-万平方米，造价３５１１１
8vwx:hä ./))) 万元，上缴税金
89:Xå~?
积u４６６６９
&&(万元，实现利润２４
89:æYçè %+ 8é9@
yzDefa{ê
８８０
万多元。所承建工程中的东

要承建城市道路、桥梁
、广场工程，城市供水、排
ÔzDÖ¡Ü¾)ÙÚ)deef:Ö¡f})ß
水、污水处理工程，以及各类管道工程及其配套工
})3}#$ef:W_BJ#Üef_`g+e
程施工。２００７年２月，企业通过
f´e@%((, T % Ã:£+ï$ＩＳ０９００１∶２０００国际
34(-(()5%((( hi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公司下设１０个部门，拥有固
íý#$%&'(@ 12&H )( 'ª):A34
567４８５
+&/ 万元，共有员工
89:â3[e /&
定资产
５８ P:`aöcjk
人，其中三级项目
l$ &人，二级建造师２
P:gcDhi % P@
%((, T:£+T7U
经理８
人。２００７年，企业年产值

ëì»¼×Ùef DHª
¡µefí:
团庄藉河大桥工程获建设部＂市政工程优质奖＂，

)%/+20 89@ 12s¿W]:-.zDQ|}¡
达M １２５４．６万元。公司成立以来，先后承建了天水市

¢uîï¾)|½ðÝÜ)¹.sñ×Ü¹ò
麦积区交通路、天北快速干道、秦安成纪大道秦静

Öf}ef)jS.kÞ}ef)ASÖ
城区供水工程、岷山安居小区给水工程、南山城区

路等工程获甘肃省＂飞天奖＂，秦安成纪大道东段
¾ef 
|:¹.sñ×Üêó

外环路给水工程、民主路—建设路给水管网改造
l!¾Þ}ef) ËÓ¾mDH¾Þ}#<Ñh

程、公民建工程等项目建设。注册资金
f)1ËDefjkDH@ =>6?６０２０
0(%(万元。
89@
共有职工
８４人。其中，高级
â3*e１１２
))%人，专业技术人员
P:\+]^P[ &+
P@ `a:bc
*d\+]^P[ / 人，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
P: ac*d\+]^P[
职称专业技术人员５
１０)(人。截至
２００７年底，公司累计完成工程竣工面
P@ mn %((,
To:12pqrsefãet

工程、兰州卷烟厂天水分厂给水管道安装工程、二
ôDÜ¾ |}¡DHef¢uõ
öÉ
ef)nºopq|}>qÞ}#Ü.Ref)g
新建道路获天水市建设工程＂麦积奖＂和＂三优一
÷øeùd°:|}¡»¼Öóúû!"ü$
文明＂工地称号，天水市藉河城区段生态环境治理

²;4e+Þ}#<ef) |}¡ÖÞ}
十里铺工业园区给水管网工程、天水市城区给水

ef 
÷øeù d°õ¡efíý
工程获＂甘肃省文明工地＂称号和市优工程质量

rs#<4Hef１７
),项。
j@
老化管网铺设工程等


¢u@
＂麦积奖＂。

甘肃金胜电力工程公司
345678()*+ 送变电施工二级企
tuv´egc£

天水市昌兴市政工程公司
!"&,-&'()*+ 市政工程施工总
¡µef´eK
承包二级企业。位于秦州区滨河东路
号。成立
z¶gc£+@ ·¸¹ºþ¼ê¾ １５
)/ °@
s¿
于
年，前身为天水市市政公司第二施工处，
¸ ２００３
%((. T:
ÿ!|}¡¡µ12"g´e#:
%((, 万元。２００５
89@ %((/ 年１
T ) 月，企业通过三标
Ã:£+ï$ö%
=>6?２００７
注册资金
'(@ 12&H 0 '*(ª)))( 'efjkª@
认证。公司下设６个职能部门、１０个工程项目部。
J*+,@ â3*e１９６
)-0 人，
P:
A3BCFGHI
拥有各种机械设备
６８0&台（套）。共有职工

业。位于甘谷县新康庄东路。成立于１９７９年，主要
+@ ·¸w8ô-ìê¾@ s¿¸ )-,- T:ÓÔ
从事高压输电线路工程建设。截至
ZÊbxyvz¾efDH@ mn２００７
%((, 年底，公
To:1

司有固定资产
234567２０００
%(((多万元，流动资金
é89:;<6?１１３７
))., 万元，
89:
/00 台（套）。公司下设６
J *+,@ 12&H 0 {
A3BCFGHI５６６
拥有各种机械设备
科 )１
|õ１１个施工项目部，共有职工
)) '´ejkª:â3*e１２００
)%(( 多人，其中
éP:`a
室和
%(( éP
*}3ac*d{]
BJ\+]^P[ ２００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多人（具有中级职称的技

!"# !
－! ２３０－

城市
建设
>?@
A
术人员
４８ "%*+,人，专业技工$#%
２８０
!"#４１
!"人），各级管理人员
"$%&'()"# !#
人，项目经理
１１ "1
人。１９８５年至
２００７年底，公司先
"%./0) ""
"&#' 23 $%%(
24%567
后在甘肃、湖北、安徽、四川、贵州、广西、广东、云
89:;<=><?@<AB<CD<EF<EG<H
南、浙江、江苏等十几个省区进行施工，总计架设
I<JK<KLMNOPQRSTU-%VWXY
安装
千伏至 '%%
５００ [\M']^_`abc
千伏等级的高压输电线路 &%
９０
)' [\3
?Z ３５

平方米；清水永清路金水河桥加宽工程，北环路金
FGîçHÈIHcvÈ!ë¶J-n%>Kcv

..!% gr1 ,&#(年，该公司施工的葛双
2%{56U-]|} ５００
'%% [\
２２４０万元。１９８７
千伏

水河桥加宽工程；武山城关至嘴头四级公路改造
È!ë¶J-nç @¡ÀL3MNA'5c3o
工程，路基
万平方
-n% cO ２８．０４４公里，沥青路面
.#+1!! 5h% PQc´ １６．６２
*/+/. gFG
米，小桥两座（长
２５米），预应力空心板桥
î%ëRíÞf .'
î$%STUVúë *１座（长
íÞf
５４．５
道；清水红崖观大桥，长(1７０米；
'!+' 米），涵洞
î$%=W (#７８/çHÈXYZ"ë%f
îç
礼县雷填野马河桥，该桥为
４－２０预应力空心板
[\]^_!ë% {ë !3.1
STUVú
桥；秦州任家门至油料库工程，长
万公里；贺
ëç¾D`a3Cbc-n%f ２８．５４
.#+'! g5hçA
B5c3Cbcd5c3o-n%Èefghc
岷公路至油料库国防公路改造工程，水泥混凝土路

电压等级的跨江架线工程因质量好、工期短，受到
a_M']~KXb-n<-% 
了国家电力部的表彰。２０００
2%:
a]1 .%%% 年，为甘谷县华沟自然
村投资
２００８
２０
.% 多万元，修建了＂胜华＂小学。截至
dgr%

1 3 .%%#

)1+'( g5h%))+1! îSTUVë１座。
"í1
´%Df ３０．５７万公里，３３．０４米预应力空心桥
面，全长
!"-.'()* 城市道路照明工程专业
ÀÉ/cij-n*+
天水聚海工程公司
¸¹è'»+1 ¼½¾DRk!Gc1 ÂÃ½
承包三级资质企业。位于秦州区滨河东路。成立于

年，公司先后捐资
１０ dgr:v¡¢£
多万元为甘谷县金山乡魏家
2%5678  ,%

２００１年１月，注册资金
３８０伏
.11" 2 " Ä%ÓÔv２００
.11万元，主要承揽
gr%>?¸l )#1
\
<mn]ÀÉEo</c<5c<ïpqÃ´<5
及以下的城市广场、道路、公路、建筑物外立面、公
ârsMij<tu-n1 56nY²5v<Ww
共绿地等照明、亮化工程。公司下设办公室、计财
部、工程管理部、材料供应部、土建施工队、安装施
<-n()<xbyT<hU-Í<?ZU
工队和预制构件厂等。共有技术人员
-Í¦Sz{ß|M1 â§,!"#３０)1余人。
}"1
２００１年至
年底，公司先后承建麦积区交通
.11" 23２００７
.11( 24%
5678¸~ERÊ¤
路、渭滨北路、泉湖路、羲皇大道等
１１P/cij
个道路照明
c<k>c<=c<"/M ""
<tu-n%éW+ÂÒð &'1万元，上缴税金
gr%stuv .1
及亮化工程，累计完成产值９５０
２０
dgr1 ò-n§d.#ÇÈÉY-n

~E
多万元。所建工程有多项获天水市建设工程＂麦积

多条，长
１．８万多公里，验收合格率
１００？？工程总
de%f *+#
gd5h%ijklm ,%%-1
-nV
op２．８
.+# qr%
stuv &'!+#
gr% wxyz
造价
亿元，上缴税金
９５４．８万元，实现利润

村架通了农电线路和有线广播线路，修通了一条
X¤¥abc¦§bE¨bc% ¤©e
长３
f )公里的乡村公路，维修了魏家山村小学校舍，
5h]¢5c%ª£¡«¬%

扶助贫困村民办起了面粉加工坊。
®¯°±²³´µ¶-·1
天水陆桥交通工程公司
!"#$%&'()*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
5c-nU-V¸
包二级企业。位于秦州区隍城路
号。成立于
¹º'»+1 ¼½¾DR¿Àc １３９
,)& Á1
ÂÃ½
１９９７年
,&&( 2１２
,. 月。前身为天水市交通工程公司，由天
Ä1 ÅÆÇÈÉÊ¤-n56%ËÇ
ÈÉ5c()Ì¦ÇÈÉ5c-nÍÎkÏ1
水市公路管理处和天水市公路工程队联合组建。
)%/)万元，注册资金
gr%ÓÔv ３０６７
)%/( 万元，流
gr%Õ
»+ÐÑÒ３０６３
企业固定资产
Öv １４１０万元，净资产３５４０
,!,% gr%×Ò )'!% gr1
Ø§&ÙÚ
动资金
万元。拥有各类机

奖＂。公司积极资助社会公益事业，先后为民主路、
û1 56E® 5+%78±>c<

械设备
万元，动力
ÛYÜ３４４
)!!台（件），设备净资产２７３２
ÝÞß$%YÜ×Ò .(). gr%Ö

Yc3o-n  )３万元，为残疾人捐赠保障
gr% " 
建设路改造工程捐款

,)+! [à 0 "% ,!ZÜmá２３５３３
.)')) 元
r 0／
YÜm １３．４千瓦／人，技术装备率达
设备率

vgr1
金近万元。

"1 â§ã- #' 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äå&Ù*+,!"# (1
"
人。共有职工８５
７０人

天水兴政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0123456)* 城市道路照明
ÀÉ/cij

Þ^<å'ãæ"# '.
（高、中级职称人员
５２ "$çº'./0)
人）；二级资质项目经理 "1
１０

三级资质企业。位于秦州区双桥路。成立于
１９９６
è'»+1 ¼½¾DR}ëc1 ÂÃ½ "&&/

人，三级资质项目经理５
"%è'./0) '人。截至
"1 3 ２００７
.11( 年底，企业
24%»+

年
2 １１月。企业拥有固定资产
"" Ä1 »+Ø§ÐÑÒ２１９
."&万，各类专业技
g%&Ù*+,

éW^ê5c
")+.公里，二级公路
5h%º'5c１６８
"/# 公里，
5h%
累计修建高速公路
１３．２

术人员
、财务科、技术质量
!"#２０
.1 余人。内设办公室
}"1 Y²5v<w&<,!
科、经营科
、安全科，下设第一项目部、第二项目
&<0&<?D&%nY©./<º./
部。公司成立以来，承建的工程有市区南山道路照
1 56ÂÃm%¸]-n§ÉRI¡/ci

三级公路
５１０公里。修建各类
è'5c２４８
.!# 公里，四级公路
5h%A'5c '"1
5h1 &Ù

桥梁
２９００
ëì５２
'. 座，共计４７６０米。实现建筑业总产值
í%âW !(/1 î1 wxï+VÒð .&11
万元，增加值
万元，净利润 "#1
１８０gr1
万元。所承建
gr%ñ¶ð ４８０
!#1 gr%×yz
ò¸
-nijó

ôõ'1 äå%Ç>^ê5c-n
工程验收均为＂优良级＂。其中，天北高速公路工程
öQY÷ø
ôùú-n©MûçÇ>^
被省建设厅评为＂优质样板工程＂一等奖；天北高
ê5cüÃÊë¦ýhþÿ!"ë#QÊ¤
速公路董家沟立交桥和五里铺藉河大桥获省交通
$%&,S'ºMû1
系统科技进步二等奖。
!"+,%&'()*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
5c-nU-V¸
天水秦泰交通工程公司
包三级资质企业。位于秦州区泰山路
４号。成立于
ÂÃ½
¹è'»+1 ¼½¾DR(¡c2Á1

１９８５
月，原为秦城区交通局工程队。截至
*&#' 年
2 !４ Ä%
)¾ÀRÊ¤*-nÍ1 3

明工程
、迎宾大桥照明工程和解放路、自由路、大
j-n<"ëij-n¦c<Ëc<"
c<Yc<}ëc<"c/cij-n%
同路、建设路、双桥路、大众路道路照明工程，重新
街、胜利巷
、进步巷、奋斗巷道路拓建工程，商干路
<y<S'</c
-n%¡¢c
/cY-n%m</c</c£?Z-nM
道路建设工程，以及道路、巷道路灯安装工程等
!789:;<= 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位
¤¥ruU-»+1 ¼
天彩园艺开发中心
½~ER_¦c
/1
Á1
ÂÃ½
"&&&年2８#月，注
Ä%Ó
于麦积区马跑泉路 ６０号。成立于
１９９９

册资金
万元，为小陇山林业科学研究所下属
"#1 gr%
§¡¥+&¨©ònª
Ôv １８０
]¤¥ruYWU-<ru«¬<®¯Ò»
的国营园林绿化设计施工、绿化苗木、花卉生产企

.11# 年，公司累计完成建设工程总投资
2% 56éW+ÂY-nV１．１２
*+*. q
２００８
亿

+%wTV0)°±z1 Y²5v<-n&<0
业，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内设办公室、工程科、经营

元。所承建中型桥梁
６４７．３
座，大型桥梁
r1 ò¸å,ëì
/!(+)延米
-î／１３
0*) í%",ëì
５５２．０４
／１２ í1
座。修筑高级、次高级公路
５１．３９
''.+1! 延米
-î 0*.
ï^'< .^'5c '*+)&
公里，高速公路５
公
5h%^ê5c '公里，二、三级高速公路
5h%º<è'^ê5c ８３．６
#)+/ 5

科、质检科
、财务科 、设备科、项目部、设计室等业
&<²&<w&<YÜ&<./<YWvM+
务科室，以及党支部、团支部、妇联、工会等群团组
&v%m<³´<µ´<¶Î<- M·µÏ
织。有职工
¸1 §ã- ９８人，其中管理人员６人，工程技术人
&# "%äå()"# / "%-n,!"

里。其中，１９９５年，国道
３１０b0123-nö
线牛背段改建工程被
h1 äå%*&&' 2%/ )*1

89:;û1 .11' 23 ２００７年，先
.11( 2%7
É4567
市政府授予＂特别贡献奖＂。２００５年至
8¸/c<ë=Y-n１１
** .1
>?§@¡A
后承建道路及桥涵建设工程
项。主要有武山贺
.'+'&' 5h%´E ３３．５２
))+'. g
BA'Cc-n%Df２５．５９５公里，面积
岷四级油路工程，全长
万

员#４０
!1 人，技术工人５２
"%,!-" '.人，工程、经济、会计、统计
"%-n<0¹< W<%W
åVÂÃ
M*+,!"#ºã-V"»] !(-1
等专业技术人员占职工总人数的
４７？？中心成立
m%78YW<U-+ÂÇÈÉ¼³«%Éå
以来，先后设计、施工完成了天水市委党校，市中
½¾<åV¿À<ÁÂ\áÀ%ÉRÊ¤c<I¡
医院、中心血站、气象雷达站，市区交通路、南山

! !"# !
－２３１－

!"#$%
天水大辞典

路，甘谷一中
、清水县医院 、秦安县文化广场、礼县
!"#$%&'()*+,'-.*/012'3*

１０
,) 亿。先后为秦安县修桥、建路及＂崔永元公益基
5O hÆg-J*KL'Z!=
M
NO¶P
金——乡村教师培训＂项目、＂５·１２＂地震灾区捐款
RSTUºoVWïð'
X
!Y,*WZ[5\]
âQR
水巷小区、铁路中学等
、道路 共·６３．０５
万元。２００６
年，该公司在第七届全国创业
)AB5'C!&DE５０
!" 多个单位的庭院
FGHIJK,'6!
&-%)! t¶O
*))& m]^®ñ_`abcd
绿化工程。设计和施工质量均达到了建设单位要
之星经验交流表彰大会上被评为＂创业之星＂；
ef°ghijk×¼-afgXdefW9
L0MNO PQRSMTUVWXYZPHI[
求，其中部分单位的绿化被省
、市、县（区）评为绿
２００８
*))$ 年，被天水市建设局、市房地产业协会评为
m] aÈ)cZPÓ' cÜµl¼fg
\]^&_`HIJL0ab'c'*
d5efgL
化先进单位和园林化单位。截至
＂天水市十强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开发的楼盘被
#""$年底，培植
mn]op X
È)c¡mÜµÞß~WO nÞßJ%oa
0hiHIRj@0HIO kl２００８
j@L0MNqrqs８．６７
fg
$%&'万平方米，８０
tuvw]$( FGx
M
pqrstuW
M
vwb¬x¾yz×ù{
园林绿化工程苗木苗圃
多个品 评为＂最受欢迎户型＂＂甘肃省物业管理优秀大厦＂
城区道路
、某部队营区 、某团营区，以及麦积区林
456!'789:5'7;:5"<=>?5@

!) FtzO
种y５０多万株。

M
|}&c¹}~%o{O
＂安居中国人居环境典范楼盘＂。

天水天锦园林绿化公司
!"!&'()*+, 园林绿化施工三级
j@L0SM{|
资质企业。位于秦州区环城中路。成立于
年
*))! m
}T~O I-54&!O  ２００５
６ &月，是一家集绿化设计、组织施工、绿地养护、苗
]%L0PQ'SM'L'q

239:;-./01+, 房地产开发企
ÜµÞß~
甘肃省兴陇房地产开发公司
,,) t¶]gc
O  ,+$$ m & ]àá}â １１０万元，为国
业。成立于１９８８年６月，注册资金

木推介、技术咨询和园林工程（包括园路、小景、假
r'Rj@MNdj!'B'

有四级资质企业。公司内设工程部、经营部、财务
|}T~O ®äPMN_'°:_'çè
部、办公室。公司自成立以来，先后完成了
１５ tF
万多
_'åæO ®õ<Å]hÆFY ,!

山''ypeEg%Jj@L0SM~]
、照明、种植）等为一体的园林绿化施工企业，拥

uvwJÜÞßZP]F4}１．８６
,%$& 5¶O
ÞM
平方米的房屋开发建设，完成投资
亿元。开工

有两个苗木基地，培植几十万株适应西北地区生
Gqr] op ¡tz¢£¤¥5¦

ZP%o=B5[ >?5`!>â B5
建设楼盘及小区主要有∶麦积区分路口金兴小区

长的乔、灌、花卉及地被植物。公司下设工程部、经
§J¨'©'ª«=ap¬O ®¯PMN_'°
营部、综合部，拥有固定资产
９６t¶O
万元。共有职工
:_'±²_]³´}µ +&
·¸M
１０１人，其中工程师５名，会计师１名，助理工程师
,), ¹]^&MNº ! »]¼Qº , »]½¾M¿º
１３,-名，预算员１
２５名，高级技工５６名。
»]ÀÁÂ , 名，技术员
»]Â *!
»]Ã|M !& »O
®Ä<Å]hÆÇZYÈ)cÉ)Ê¾Ë'È
公司成立以来，先后承建了天水市污水处理厂、天

１＃、２＃、３＃、４＃、６＃、７＃、８＃
楼，建筑面积-0'+
３．７９tuv
万平方
,/'*/'-/'./'&/''/'$/ %]ZîÛ?
米，投资约
４０００ t9ÞMZPJ
万；即将开工建设的 ５＃、９＃楼，建
w]4} .)))
!/'+/ %]Z
筑面积１．３４
１２８０ t9ñZ
万；正在建
îÛ? ,%-.万平方米，投资预计
tuvw]4}ÀQ ,*$)
设的
楼，建筑面积 ++!)
９９５０ uvw]8}
平方米，投资约
PJ１０＃、１１＃
,)/',,/ %]ZîÛ?
,)+)万。张家川县康乐小区
tO ÎÏ*B5 ,/1./
%]ZîÛ
１０９０
１＃￣４＃住宅楼，建筑面
*%* tuvw]8}
^®Fm
积?２．２
万平方米，投资 ,&!)
１６５０t¶O
万元。该公司连续多年
acM(_
M
²~{ôO
被市工商部门授予＂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荣誉称号。
!"<=-./015678+, Üµ
天水北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房地产
,+++ 年６月，注册资金
m & ]àá}â １５０
,!) t
Þß~O １９９９
开发企业。成立于
万

Ì1Í'ÎÏ*Ð&'È)cÑÒÓ'Ô41Í'
河广场、张家川县五中、天水市供电局、龙城广场、
/Õ1Í' cÖ×,' ØÌ&ÙÚEÊJL0M
文庙广场、市委大院、藉河中隔墙等处的绿化工
N]L0Û? ,*
tuvwO
程，绿化面积
１２万平方米。

房地产开发
-./01
甘肃景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34'-./015678+, 房地产
ÜÝ

¶]|}T~O ~äP°:_'MN_'
元，四级资质企业。企业内设经营部、工程部、技术
_'åæ'çèæO
®hÆÞßÜÛ? -%'$
部、办公室
、财务室。公司先后开发房屋面积
３．７８
tuvw]
^&Û?
,%!$
tuvw]
34}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１．５８ 万平方米，总投资

开发企业。成立于２００２
万
Þß~O  *))*年７月，注册资金
m ' ]àá}â ５０００
!))) t

３８３９
-$-+ 万元。２００１年，开工建设秦州区南郭寺山门
t¶O *)), m]ÞMZP-5/

元，二级资质企业。企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工程
¶]ã|}T~O ~äPåæ'çè_'MN
部、销售部、企划部、宣传部，下设１个建筑公司
_'éê_'~ë_'ìí_]¯P , GZî® *２

景区
5 １＃￣６＃楼，２００３年８
,/1&/ %]*))- m $ 月竣工，为仿古建筑，建
M] g Zî]Z
筑面积１．６８
îÛ? ,%&$万平方米，总投资
tuvw]38} １７４２
,'.* 万元；同年，新
t¶¡¢m]£
征土地
¤¥ ５０００平方米，开工建设秦州区东兴路金龙
!))) uvw]ÞMZP-5¦ !âÔ
B 5 ３＃￣４＃
-/1./ 
 % ]& §层砖混结构，建筑面积
¨©ª«] ZîÛ?
小区
住宅楼，６
+$.'%+' uvw] 38}７２８
'*$ 万元，２００２
t¶]*))* m年６月竣
& 
９８４７．９７平方米，总投资

个项目部，有在册职工２５８
Gïð_]ñá¸M *!$ 名，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ò¹Â
３０余名，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８名，中级职称
１６
-) ó»]Ã|¸ôJ¹Â $ »]&|¸ô ,&
»O ®õ<Å]hÆÞßZPYö÷j'
名。公司自成立以来，先后开发建设了怡心家园、
øj×ù'úû±²c2'jüý'þÌZÿ!
桃园大厦、农贸综合市场、景园宾馆、银河建材装

M]afgcyMNO *))* 年，开工建设了秦城区
m]ÞMZPY-45
工，被评为市优工程。２００２

饰市场、县医院沿街综合楼、金盛花苑、景园大厦、
"c2'*+,#$±²%'â&ª''j×ù'

¬A±²%]& §®¯°«]
ZîÛ? ５９７２．１６
!+'*%,&
奋斗巷综合楼，６
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

þÌ±²%'/*j(ù')*jB5'+B
银河综合楼
、文县景园商厦、锦绣园小区、虹景小

uvw]38} ４６１万元，２００３
.&, t¶]*))- 年
m ,)
MO *)).
平方米，总投资
１０ 月竣工。２００４

区、陇上江南、景园·水岸都市等，总建筑面积
４２．２
5',-./'j0)12cE]3ZîÛ? .*%*

年５
m !月，开工建设了天水市秦宝斋商场，框架结
] ÞMZPYÈ)c-±²(2] ®¯°

tuvw]34} ３．１
-%, 5¶O
^&])6jB5
万平方米，总投资
亿元。其中，锦绣园小区于

«] ZîÛ? !,*+%)! 平方米，总投资
uvw] 38} ９０８万元，
+)$ t¶]
构，建筑面积５１２９．０５

*))$年开工建设，建筑面积６３００
mÞMZP]ZîÛ? &-)) 平方米，总投资
uvw]34}
２００８

*))&年
m ６& 月竣工。
MO
２００６

!$) t¶7+B5ZîÛ? ,%&& tuvw]38
５８０万元；虹景小区建筑面积１．６６万平方米，总投

天水成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房地产
!">?-./015678+, Üµ
开发企业。成立于
万
Þß~O  １９９９年３月，注册资金
,+++ m - ]àá}â ８００
$)) t
元，三级资质企业。企业内设综合部、工程部、后勤
¶]{|}T~O ~äP±²_'MN_'Æ³
部。公司自成立以来，先后开发建设了秦州区解放
_O ®õ<Å]hÆÞßZPY-5´µ
!¶ªj ,/'*/ (%]£zª' ,/1,*/
(
路成纪花园１＃、２＃商住楼，新秀花苑
１＃￣１２＃商住
% ] · ¸ B 5 １＃￣７＃
,/1'/ 
%] ,@¹j 2
楼，宏源小区
住宅楼，陇林佳园
Ａ5
区

资}２１６０万元；陇上江南建筑面积
*,&) t¶9 ,-./ZîÛ?６．３２万平方米，
&%-* tuvw]
总投资
亿元；景园·水岸都市建筑面积１８
万平
38}１．１
,%, 5¶9j
0):2cZîÛ? ,$ tu
vw]Që38} ４．２
.%* 5¶O
;ñ<'Ì/=>'
方米，计划总投资
亿元。还在兰州、河南周口、

宁夏固原、陇南岩昌、陕西周至等多个省市投资房
?@³A',/BC'D¤=lEFGbc4}Ü
µÞßïð] EQFÞßÛ? ,!) tó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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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广源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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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４￣１２层为住宅，共
万平方
.76* £®+１４４
6.. 套，建筑面积１．５２
@+`|} 6,)* 0~

元，三级资质企业。企业内设工程部、销售部、财务
1+23.4#$% #$56789:;<9:=>
部、策划部、物管部和办公室，下设天水金色阳光
9:?@9:AB9CDEF+G6HI/JKL
实业有限公司、天水金色阳光旅行社有限公司和
M$NOEP: HI/JKLQRSNOEPC
永康化工塑料分公司。在秦州区先后开发建设了
TUV7WXYEP% Z[\]^_!"`6a

米。２０１０年
6* *`&A$% *+. ９９３５万元。
""$) 01%
% *363 )１２月建成营业。项目投资
亚太购物中心商场位于麦积区商埠路东头，建成于
ûü(Ag.yîÈ(}]yÒjÓB+`&(
１９９２
２０１１年４月进行改扩建，２０１２年４月
6""* 年，于
)+ ( *366
) . *3RÛ/`+*36* ) . *
全部投入使用，扩建后面积
平方米，项目
++)3,"$ ~+*+
ú9>CÁ+/`_|}８８５０．９３
总投资
、运
.２６００
*&33 万元。亚太购物中心以年轻时尚
01% ûü(Ag.¶)DEF:G

康苑小区、阳光花苑、阳光饭店、中华西路步行街、
Ubc]:KLdb:KLef:ghijkRl:
阳光大厦、阳光新天地和阳光官泉丽景湾等工程，
KLmn:KLoHpCKLqrstuv78+

éHI:JKLM®,ÎëÈy$$NOP+QÎ
动休闲、餐饮娱乐为一体定位商业业态布局，具体

wx!"yz{|}２０'(万平方米，完成投资
0~+&. ５) 
累计开发商品房面积
亿

NRRDE¤A$mS:T/U4VW:VXz%
有银行办公及营业大厅、黄金珠宝首饰、化妆品专

多元。其中，康苑小区共建有６幢住宅楼，建筑面
1%
g+Ubc]`N & +`|
积}３２３８６．９
$*$+&," 平方米，总投资
~+. ８０００余万元，２＃、３＃、５＃
+((( 01+'-:$-:)楼分别荣获天水市市优工程和天水市样板工程；
YHI78CHI78
阳光饭店总投资
.&(( 余万元，阳光花苑建筑总面
01+KLdb`|
KLef.４６００
)((( ~+.１０余万元，１＃、２＃、３＃
!( 01+!-:'-:$- 
积}５０００余平方米，总投资
楼

卖、肯德基专卖、体育品牌服饰及户外用品、数字
Y:Z[\%Y:Î²z]ñW¤^_Áz:`a
影院等。新亚购物广场二期工程项目
２０１３年破土
)dÙ
bcv% oû(A)î¨-78*+ *36$

荣获天水市建筑工程＂麦积奖＂，２＃
楼获甘肃省建
HI`78
}+'- `

设工程＂飞天奖＂；阳光新天地占地面积
３３４６．６８平
678

HKLoHpp|} $$.&,&+
~
方米，总建筑面积
亿；
+`|}４．５
.,)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0~+. １．５
!,) 
KLqrstu $
! ¥¦
阳光官泉丽景湾由
３ ¡¢£y¤
幢板式高层商住楼及１条精

品街组成，地下二层，地上三十层，总建筑面积
zl§&+pG¨£+p©2ª£+`|}
%,&% 万平方米，总投资２．４
0~+. ',. 1+'((%
& *!7
７．６７
亿元，２００７)年６月开工
) !'
*«¬7% #$^_®L¯
`6+( '(("
建设，于
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底竣工。该企业先后为光彩

é7+*36% )7% *+ÁpefyÒjkRl+
动工，２０１７年完工。项目用地北至商埠路步行街，

南至渭滨北路，东至新亚一期项目用地，西至金都
gfhijj+Ófoû,-*+Áp+if/k
商城东侧规划道路，占地面积约
ylÓmn@oj+p|}１．５２
6,)* 万平方米，总
0~+
建筑面积约
万平方米。新亚购物广场一期项
&,%% 0~%
oû(A)î,-*
`|} ６．７７

目被评为天水市优质工程，被授予
２０１２年度建设
+¾¿®HI478+¾pq *36*
)r`6
78

}%
工程＂麦积奖＂。

天安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物业管理企业。位
!01)23,-./
A$BÍ#$% È
于秦州区莲亭路
([\]stj５５号。成立于
)) Ô% &'(２００１
*336年)１１
66 月，是
*+Õ
HI=u!"EPHvEPÛÜw&Ý,ø
由天水电力开发总公司天兴公司改制而成的一家
xN#$+yz(HIÖ=EP+QN23A$
国有企业，隶属于天水市供电公司，具有三级物业
.4+,-./ )6,)
{N % |A$c]+
资质，注册资金
５１．５01%
万元。辖有７个物业小区，其
g]
.
}+DE]
$
}+|}
6% 0~% N
中住宅区 ４ 座，办公区 ３ 座，面积１７万平方米。有
)3 "%
A$ñ>
å7 6*3 "+ g~A"å ５０
员工１２０人，其中经营人员
多人。除物业服务

°$:±²°$:³´°$:Eµ°$¶¤·¸¹
事业、教育事业、民族事业、公益事业以及抗震救
º: º_»`v¼½ ３００
$(( 01%
^_¾¿®3
灾、灾后重建等捐款
万元。先后被评为省级
$/信用企业＂＂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和市级＂房地
ÀÁ#$

»ÂÃÄÀÁ#$C3

{p

＂３Ａ
产开发诚信单位＂＂天水市房地产开发十强企业＂。
Å!"ÆÀÇÈ

HI{pÅ!"ªÉ#$%
_+@Nf: :ñ +Zc]
外，配套有干洗店、印刷厂、服装厂，在各小区配置
'((&年，该企业通过
)+#$ÊË 012"3(!
4ÌBÍÎÏÐÑ%
a7:>% ñ>[\:}÷]%
２００６
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了职工食堂、医务所。服务范围辐射秦州、麦积两区。
!"&'()*+,-./
{pÅ!"#
!41),-56./ 物业管理企业。位
A$BÍ#$% È
天水华阳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企
天房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业。位于麦积区商埠路东
４２号，是
２００８年９月由
$% È(}]yÒjÓ .'
Ô+Õ '((+
)"*
甘肃省供销合作联社天水土特产品公司改制后成
Ö;Â×ØSHIÙÚÅzEPÛÜ_&
立的综合性公司，为房地产开发四级资质。注册资
'ÝÞÂßEP+®{pÅ!"à3.4% ,-.

金/２３３８万元，其中甘肃省供销合作社控股５４．７５？？
'$$+ 01+ gÖ;Â×Sáâ).,%)4+
HIÙÚÅzEP7ãäå7æçâ .),*)5% .
天水土特产品公司工会（员工）参股４５．２５？？总资
+.)"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１９０９
01+ gèé.Å 6"3" 万元，固定资产
01+êë.Å
产Å８４５９

于秦州区东团庄，成立于２０００
１０月，是国家三
([\]Ó6+&'( *333 年
) 63
*+Õxø2
级资质物业企业，负责管理天水市房管局直管小
3.4A$#$+ BÍHI{BPBc
区的物业管理工作。主要托管东团庄、公园高层
]ÝA$BÍ7×% ìBÓ6: E¢£
:eö:c] . |c]% NZ-¡
楼、北园子、岷山安居小区４个小区。有在册正式
7 ７人。
% "%
职工

7"7879
供水供热供气

)36) 万元。业务以房地产开发为主，房屋场地租
01% $>¶{pÅ!"®ì+ {íîpï
５０１５
ð:A$ñ>Cò.Vó;<®ô% EPõNöE
赁、物业服务和农资化肥销售为辅。公司拥有子公
P÷ø+ ùú.öEPHIûüA$ñ>NOE
司两家，即全资子公司天水亚太物业服务有限公

!":;<"./ 供水企业。位于秦州区
ÖI#$% È([\]
天水市自来水公司

司和控股子公司天水瑞禾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PCáâöEPHIýþò$ÿÅ.XNOEP

6" Ô%
®xøg¨$ÖI#$+
mj １９
大众路
号。为国家中型二类供水企业，甘肃省

（控股
７５？？。在岗员工１２７
äáâ %)5æ%
Z!å7 6*% 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
"+ g#$%$&'
,3#$%
[\:}÷]l]¡ÝÖI¢
一级企业。担负秦州、麦积两区城市区域的供水任
)3 "% EP!"`6&aoû(A)î
"å ５０多人。公司开发建设完成了新亚购物广场
>%
£¤®HIä¥[\]æ¦§IBÍ+¨
人员
务。其前身为天水市（今秦州区）自来水管理所，始
项目一期工程、二期工程和亚太购物中心改扩建
*+,-78: ¨-78Cûü(Ag.Û/`
`( １９５７年，隶属天水市（今秦州区）建设局。
6")% )+ yzHI ä¥[\]æ `6P%
建于
工程。新亚购物广场位于麦积区商埠路东
78% oû(A)îÈ(}]yÒjÓ４２.*号，
Ô+
*+!"Áp２．３８
*,$+ 0~
.0３．２
$,* 
项目开发用地
万平方米；总投资额约
亿

１９６２年
6"&* )１１
66 月，更名为天水市公用事业公司自来水
*+©ª®HIEÁ°$EP¦§I
管理所。１９６８年９月，天水市公用事业公司撤销，
BÍ% 6"&+ ) " *+HIEÁ°$EP«;+
将原城建业务与自来水管理所合并，成立天水市
¬l`$>®¦§IBÍÂ¯+ &'HI

元，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３．３２
1+,-78`|} $,$*万平方米，１３
0~+6$ 层，其
£+
6* 层，地上１￣３
£+p© 67$ £®yî+`|}
6,$&
gp©１２
中地上
层为商场，建筑面积１．３６
城建管理所，管理城建业务和自来水业务。１９７０年
l`BÍ+BÍl`$>C¦§I$>% 6"%3 )
0~ ÊË1y23a4y56ø789
" *+l`BÍ«;+&'HI¦§IBÍ+
万平方米；通过招商引进了宝商集团家美佳超市
９月，城建管理所撤销，成立天水市自来水管理所，
H I : ; f C H I T < ø = H I ; : f > ? + 隶属天水市城市建设局。１９７７年
yzHIl`6P% 6"%% ) ９月，改名为天水
" *+Ûª®HI
天水旗舰店和天水永盛家电天水舰旗店入驻，
!"# !－
－! ２３６

城市
建设
9*:
;
市自来水公司。１９９１
月，与北道区水管所合
!"#$%&' !""! 年
( #５ )*
+,-.$/01

承担着甘肃陇南、平凉、庆阳及陕西电网的转供电
IJK45Pµ7Z7[\V]l-zHQ-

并。公司内设办公室、监察室、建设办、财务部和生
2' %&345%678967:457;<=>?
产技术设备部等机构，下设秦州
、麦积两个水厂和
@AB4C=DEF*G4HI7JKLM$N>
营业部等
个供水生产经营单位以及兴润安装公
OP=D ３$ MQ$?@ROSTUVWXYZ%
司、材料公司、物业公司等
M^%&_ `abc
&7[\%&7]P%&D $ ３个子公司。在岗职工

任务。有职工１５６０余名，其中初、中、高级职称人员
^<ß gbc '+/, ?_*Â{`7{7aÄbbdk
４６８
&/*名。曾先后获得＂全国供电系统优质服务先进单
_ßcdefg
h
i(Q-§¨jÏ@<dkS
位＂、部级＂安全、文明生产达标＂企业等多项荣誉。
m
Yi7no?@,l8PDpqrß
Tl7=Ä

２４４
４１人。公司拥有秦
%&& 人，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defghijPABdk &'
d' %&fgH

家河７号，成立于
r¯ ) 1*¢Çª１９８９
'"*" 年
( +５月，为科级建制全民
)*¸uÄ:viw

Ilmn7 op>JKqrs３ $个水源地、２
M$tu7( M$
州西十里、皂郊和麦积慕家滩
个水

0gv8P*ÙOxyæ!Qz*3Ì¤$!:{
所有制企业，主营冬季城市供暖，隶属天水市建委

厂、２
处补压水源井 、４Mz{|x}>$ty
个网中加压站和水源井 )*
７８
N7( vwx$ty7&

2|¤$!:4}Þß '""+ 年
( %２ )S
)*:¢¤
（现天水市建设局）。１９９５
月至 ''
１１月，建成天

眼（秦州
、接
~HI５４
+&眼、麦积
~JK ２４眼）、大口井泵房
%& ~7y ４ &座
7
触水塔
毫米以上长达 '&,
１４０ %
多公
UV １００
',, U
$２% 座以及直径
里的输配水管网，日供水设计能力
n$/zeQ$4１１．７
''-) 万吨，实际
e

水市人民路集中供热工程，设计供热面积
万平
$/ 
$!dwò~{Qsc*4QsÀK ３６
方米，当年供暖
１０Áß
万平方米。１９９７年７月至
２００１
'"") ( ) )S %,,'
Á*Ô(Qz ',
年
( １１月，建成天水市东关区集中供热工程，设计
'' )*:¢¤$!«.~{Qsc*4
供热面积
月企业改制，职
Áß %,,& 年
( １０
', )8Pv*b
QsÀK５４+&万平方米。２００４
ck£ ß %,,/ 年６
( / 月，原甘肃省摩擦密
)*456
工进行了身份置换。２００６
[\N@* !({"N =ÿ
封材料厂破产，市政府国资委把该厂锅炉房部分
无偿划转市供热公司经营，成立了甘谷供热站，供
H!Qs%&RO*¢Ç£4Qs}*Q
暖面积
万平方米。公司下设办公室、经营管理
zÀK２．５
%-+ Áß
%&G45%67RO/
部、财务计划部、材料管理部等
科 '１6ß
室。市供热
=7;<=7[\/=D ３$ u
!Qs
公司下属东关供热站、公园供热站、人民路供热
%&GÌ«Qs}7 %Qs}7 dwòQs
}7µoòQs}7[Qs}>4Qs}D /６
站、南明路供热站、庆华供热站和甘谷供热站等
MQs}*QsÀK ２０５
%,+ Á*Qs.«
个供热站点，供热面积
万平方米，供热区域东
S¼Y.*lS;úò*,S¯Uµ*
至岷山安居小区，西至伏羲路，北至罗峪河以南，
µS²¯U,î / Á%nß %&|fg O
南至藉河以北约６平方公里。公司现拥有固定资
@ "$'' ¡*`¢bc '/$ dß
(£C¤× '',,
产９３１１万元，在册职工１６３
人。年销售收入１１００

日平均供水量
万吨。已形成了天水市区完整的
¡¢£¤$!.¥¦
Q$ ５+ _
Q$§¨_
供水系统。

西十里水源地
!"#$%& 供水设施。位于秦州区西部，
Q$4©_ TªHI.l=e

东起平峪沟河床东岸，西以藉口镇东侧南北垂线
«¬®¯°«±e lU²³«´µ,¶·
为界，南北基本以两山山根为界，保护面积为
¸¹eµ,º»UL¼¼½¸¹e¾¿ÀK¸ １８．９
'*-"
平方公里。其中一级保护区
Á%n_ Â{ÃÄ¾¿.７) 平方公里，二级和准
Á%n*ÅÄ>Æ
保护区为
平方公里。水源地设
¾¿.¸９．７平方公里和
"-) Á%n>２．２
(-( Á%n_
$tu4
计供水能力
万立方米／日，水源井５４眼，平均
Q$ ４．９
&-" ÇÁ
. *$ty +& ~*

+0', *Ì
yÈ (/ ÉÊ*$tuuG$TËÈ ５￣１０米，属
井深２６米左右，水源地地下水位埋深
ÍÎuG$*$ÏÐÑ_ $tuuG$wÒ#tÓ
浅层地下水，水质良好。水源地地下水补给来源除
ÔuÕ$Ö×Ø*ÙÚ#tªuÛÜÝ²¯¯
当地降水渗入外，主要来源于地表径流（即藉河河
$ÞV¼.Õ$ß àªáâã?äåVæ!ç$
水）及山区降水。由于持续发生旱情及城市用水量

的逐年增加，水源地产水能力持续下降。２００８
è(é|e$tu@$áâGÕß %,,*年，
(e
可供水开采的最大水量约
êQ$ëìí$î３．５
$-+ 万吨／日左右。
 . ÉÊß

)$*+./0 供热企业。位于秦州区坚
Qs8Pß TªHI.t
天水市供热公司

¡*¥¦§ ３５
$+ 万元。
¡ß
万元，上缴税金
/1.23 天水市供热公司下属的供热站
¤$!Qs%&GÌQs}
公园热力站

慕滩水源地
'($%& 供水设施。位于麦积区慕滩镇，
Q$4©ß TªJK.qs³e

ß '"**年(４& 月筹建投运，总投资
)¨:©ª*«© ９００
",, 万元，安装
¡*YZ
点。１９８８

东起牛头河铁路东侧与石嘴村东面山根边线，西
«¬ïð¯ñò«´+óôõ«À¼½ö·el
部边界线以藉河与渭河交汇处为界，南部边界线
=ö¹·U²¯+÷¯øùv¸¹e µ=ö¹·
以羲皇大道北侧沿线为界，北部边界以渭河河堤
Uúû-,´ü·¸¹e ,=ö¹U÷¯¯ý
为界，保护面积１９．７
平方公里，其中一级保护区约
¸¹e¾¿ÀK '"-) Á%neÂ{ÃÄ¾¿.î

',3.4 s$
& =* 4QsÀK３６
$/万平方米。
Áß
１０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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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路供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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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年更名为天水梓裕热力有限
园，北至泰山路秦州区交通局，ＤＮ１００￣ＤＮ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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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进行扩容改建，安装大小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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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市供热公司下属的供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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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HIJK.H
C: ($$$ D３月筹建，２００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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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小时热水锅
TU0<V 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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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M ３６５０万元，安装
[æ５２万平方米。
入资金
麦积区桥南集中供热工程
W.XY/0Z[ *$万平方米。２００６
N\]^: ($$* 年
D )３月，对东
E._`
89:;<=/()>? 外国政府贷款项
Èçèéêëì
炉，设计供热面积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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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EJRS(S9

是城市交通和城市旅游客运，兼营出租汽车
、汽车
kMGNkM,YFX-/X租赁、汽车修理和汽车配件供销以及广告业务等。
/X-X- ¡¢£2¤¥S9¦(
集团下设部门有党政工综合办公室、人力资源部、
)*§¨$©4&ª«5v7/'¬®§/
计划财务部、安全技术部、生产经营部、保卫部、服
;¯89§/°x±²§/³´µ§/¶·§/¸
9¹Zº»§/¼½¾¿7/À/ghvG务质量监管部、法律顾问室、修理厂、秦州公交车
站、麦积公交车站、物资供应公司
、客运一公司、客
Á/ÂrvG-Á/Ã¡ÄvH/,YÅvH/,
YvH/ÃSvH( )*KLMÆÇvWGN$
运二公司、物业公司。下设天水市众益公共交通有

限公司、天水市大众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天水市羲
vH/KLM+ÆvWGN$vH/KLM
NvG¤¥$vH/ KLMÈkÅÉNÊË¸
通公交广告有限公司、天水市龙城一卡通网络服

参股了天水长路交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和兰州运
}~ÝKL.mGNY/9$vH0hY
输集团，形成以客运为主，以汽车驾驶、维修、餐
F1I£,YJF£X-23/4/5
饮、房地产、建材为辅的多元化、跨行业、跨地区的
6/7p´/BJ89ñ:/;3S/;pi
综合企业集团。集团下设６个分公司、１
个一级汽
ª«RS( )* ) <åvH/. <ÅX
车站、２
个二级汽车站、４个三级汽车站
、２ <>S
个专业
<=X-Á/$
-Á/$ <-X-Á/+

市场、１
所驾驶学校 、１家保修厂、２
个控股子公司
M?/. z2@AB/.
C¶À/$ DE~ÌvH
（天水陇运快速客运有限公司、天水天运快速有限
ÒKLFYGH,Y$vH/KLKYGH$
公司）以及天嘉房地产公司和天嘉旅行社、天嘉宾
vHÓ£2KI7p´vHKI3J/KIK
馆。公司拥有金龙、亚星奔驰、宇通、海格等各类运
L( vHÔ$MÈ/NOPQ/RN/Sí¦TUY
-Î３２９
&$" 辆，运营线路四通八达，遍布省内外，
ÎFY×mVNWXFYZ[\]F
营车辆
^_PX[\`h/ab/c/de/sf/cg/
近可直达省内兰州、白银、定西、临夏、平凉、西峰、
hi¦TphM×mFjk;[lcm/bn/
武威等各地州市的线路，远能跨省到西宁
、银川、
c°/op/q/rs/tu/+S¦+kM(
ç
西安 、宝鸡、汉中、洛阳、深圳、上海等大中城市。同
vwN>×F$xyÂr'/z'{/|¨¦
时开通旅游专线，有发往麦积山、仙人崖、石门等

务公司、天水市羲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等子公司。
96H/KLMNX-$6H¦Ì6H(
从业人员
２３８台；其中羲通（集
wS'Í１０８０
./0% 人，运营车辆
'FY-Î $&0
ÏÐÑNÒ
团）公司
人，拥有大、中、小型公交营运车辆
ÓvH ６６１
)). 'FÔ$+//0ÕvGY-Î

市内各景点的线路，还有发往宁夏沙湖、平凉崆峒
M}T~×mF$xyme/sf

３１０
&.% 辆，在秦州、麦积运营线路有２７条。２０１０年，
ÎFÖgh/ÂrY×m$ $- Ø( $%.% EF
客运量
,YZ３１６４万人次，年周转量
&.)+ \']FE^_Z ８５１３
01.& 万人公里，年
\'6`FE
运行里程
Y3`a７６６．８７
-((*0-万公里，年耗油量
\6`FEbcZ１４６７．７９
.+(-*-" 吨，日
ÙFÚ
均客运量
万人次。２０１０年
1*"" \'](
$%.% E １１月，企业通过了
.. !FRSNÜÝ
Û,YZ５．９９
234"5%.6$55# ¹Z»Þßàá(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８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0-(-. 天水市羲通公共交通有限责
KLMN6#GN$
众益公交公司

城区的出租汽车行业是以个体出租车营运为主。
kiX-3S£<Þ-YJ(
出租车公司为减少经营风险，在取得营运权资质
-vHJµF ÖY¹
后，私下将营运权倒卖给个体户营运。２０００
F)Y<ÞY( $%%%年，为
EFJ

6H)QÌ6H( ."""年E１１
.. 月成立，是由天
!Iâ"ãK
任公司下属的子公司。１９９９

-M¬»( ®２００７
$%%7 年底，市区共有银
E¯FMiW$b
出租车市场的管理。截至

LMvGvHäå%æWçè~éyvG
水市公交公司部分职工共同入股组建的民营公交
RSFê$ëâì'íFîïð $55
ò
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本
２００ \ñ(
万元。初

桥、玉祥、祥达、羲通、银通
家出租汽车有限公
°/±²/²X/N/bN 1 ５CX-$v

++) 人，公交线路１条，从业人
'FvG×m . ØFwS'
óê$ôõ'~ö４４６
期具有自然人股东
Í ２３８
$&# '(
Y- 15
ÎFvG×m 1５条，总里程
ØF?`a
员
人。营运车
５０辆，公交线路

µ`¶/·¸/¹X¦(
千里马、富康
、捷达等。
!">%:;=?&.
-,YRS(
天水银通出租车分公司 出租车客运企业。

７４８０公里。２００８年，众益公司年客运量１８６７
万人
7+05 v`( $550 EFÆÇvHE,YZ .0)7 \'

KLbNX-º»$ vH)Q¼e( e
天水银通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下属单位。位
于秦州区岷山路。成立于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０１０年有
fghi½'m( Iâf $%%1 E ) !( $%.% E$

次，年周转量８１７０
万人
]FE^_Z 0.75 万人公里，日均客运量５
\'v`FÚÛ,YZ 1 \'
次，车辆完好率
９９？？工作车率 ""8FEY3`a
９９？？年运行里程
]F-Î÷øù ""8Fæú-ù
４１０万公里，年耗油量
+.% \v`FEbcZ ５７３吨。
17& û(

天水市大众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2(%)*-. 天水市羲通
KLMN
vWGN$ vH)QÌvH( pü*Ö
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的子公司。地址设在
Âri( ãì'~öôõ'}~~ý{R
麦积区。是由法人股东和自然人参股的股份制企
业。２００５年７月，由羲通公交公司投入８００余万
S( $%%1 E 7 !F ãNvGvHþè 0%% ÿ\

山、九寨沟等全国各旅游胜地的包车出行业务。
'/ ¦x|p-3S9(
:;<= 客运方式。２０
,Y( $%
９０"%年代中期，
EóF
出租汽车
世纪

提高出租车行业的服务水平，天水市政府提出出
-3S/9LsF KLM4 
-vH¡¢£¤x[-3S»¥¦§
租车公司必须按照全省出租车行业管理的规范要
求，实行营运权和产权归企业的管理机制，规范了
¨F©3Y´ªRS»«{F¥¦Ý

HFþèM¬Y-Î .+%"辆，主要车型有铃羊、
ÎF§-Õ$³´/
司，投入市场营运车辆１４０９

管理人员９
»'Í "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F+>£+¾¿aÀ６) 人，拥有各类
'FÔ$TÁ
出租汽车
X-１５６
.1)辆，车型有捷达、富康、千里马，从业
ÎF-Õ$¹X/·¸/µ`¶FwS
人员
多人。２００７
年被甘肃省运管局授予＂文明
'Í １６０
.)% 9'(
$%%7 EÂÃ[Y»OÄÅ
Æ
¾Ç
ÈÉÊ¦RSËFÌÍÎEMæÏ34»§¨
诚信示范企业＂，连续三年被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JÆ
Ð«çÑÉÒ¼eÓF$%%0 EKLMY»
评为＂重合同守信用单位＂，２００８
年被天水市运管
Æ
ÔÕÞÓUn(Æ
bNÓÖIJKL
OÄÅ
局授予＂先进集体＂称号。＂银通出租＂已成为天水

!"# !
－! ２３９－

!"#$%
天水大辞典

出租车行业的品牌。
!"#$%&'()

路３—４号。成立于
5 /., hI 67.１９７９年，科级事业单位。１９８５
-"(" 8:äpÝ%-I -"%&

天水银桥出租车公司
!"&'()*+, 出租车客运企业。位
!"#*+,%) 于秦州区滨河西路。成立于
./012345) 67.１９９８年
!""# 8１０
!$月，现有管
9:;<=
理人员
" ?:A<BC!"# １８５
!%& 辆，从业驾驶人
D:E%FG?
>?@９人，拥有各种出租车

年前隶属天水市（现秦州区）公用事业局。１９８５
年
8/0ËRST1;/012L3Ý%úI -"%& 8
天水地改市后，划归天水市建委（现天水市建设
RS45Tk: 67RST89 1;RST8á
局）管辖。１９８８年
１２ 9:l;RST896<=/
月，又由天水市建委划转至秦
ú2=:I -"%% 8 -*
城区（现秦州区）建设局管理至今。主要承担秦州
x11;/0128áú=>=>I qÜ?@/0
区城市绿化、美化及对城市公共绿地的管理工作。
1xTA¿¬B¿CxTLDA4&=>ÍI
秦州区园林处内设办公室、财务股、生产技术股、
/01EFGHáâLã¬ I¬JKLMI¬

员
年，银桥公司出资兼并了天水市
'($ 多人。２００１
H?I )$$! 8:JKLM!NOPQRST
@３７０

仁和汽车运输公司。２００２
年公司荣获国家交通部
UVW#+XLMI *+$* 8LMYZ[\]^_
`a&
bcd,%eYfghijklHmnoT
授予的＂文明企业＂荣誉称号，之后又多次被省市
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评为＂先进企业＂。
p]^+Xq=_rst
b
uv,%eI
天水市羲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0*12+, 出租车客运
!"#*+
企业。位于秦州区环城东路７号。成立于
２００４年
8
,%I -./01wxy5 ( hI 67. *$$,
４,月１７
9 -( 日，是一个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经营
zi {|}~<7,%?N&

NOII ÊáA¿|P¬QP¬²PVRSÍ%P
督查股。下设绿化一队、二队、三队和修剪作业队

以及人民公园、花圃、苗圃、天锦园林绿化工程有
é?ÚLE¬TU¬VU¬RWEFA¿X<
限公司等。共有职工．１１４人，其中干部
２１人，大专
YLMI D<Z --, ?:[_ *?:¨è
以上人员
人（工程师
éê?@２４
*, 人，专业技术人员
?: è%LM?@ ２２
** ?
1X\ /３

单位，公司财务体制为独立核算。现有管理人员９
-iLM t7I ;<=>?@ "

?¬]>X\１３-/人、技术员６
?¬LM@ .人）。
?2I
人、助理工程师

名，出租汽车
i!"W#１９６
!". 辆，其中挂靠经营车辆
Di#D１０１
-+-台，
i

BC@:;DEA 机构名。位于麦积区渭
,-I -.^_1`
麦积区园林管理处
3Kabc5ÊI 67. １９７８年
-"(% 8 ９月，时为天水
" 9:dtRS
河桥北盘旋路下。成立于
县城建局园林所，为股级事业单位。１９９１年
ex8úEFf:tIpÝ%-I -""- 8 ７月，
( 9:
更名为北道区园林处。１９９７年
gtaÅ1EFGI -""( 8１０
-+月，更名为北道
9:gtaÅ
区园林管理处，为副科级事业单位。２００５
1EF=>G:thäpÝ%-I *++& 年
8 １月，
- 9:
更名为麦积区园林管理处。主要负责麦积区城市
gt^_1EF=>GI qÜij^_1xT
A¿klml¾6: xTLDA¿&8á
绿化短期及中长期规划，城市公共绿化的建设及
=>:é¯noLE¬apLE&=>I
管理，以及马跑泉公园、北山公园的经营管理等。
^_1EFGHáâLã¬
I¬LMã /３ }
麦积区园林处内设办公室
、财务股、技术室等
个

公司自营车辆
台。公司及员工多次受到省市嘉
"& I
LM@HmoT
LM#D ９５

奖，被授予全省＂出租车文明使者＂＂青年文明号出
in`ao

!"#cde

8cdh!
"#eYfghI
租车＂等荣誉称号。

天水祥达运输有限
责任公司 !"#*+,
出租车客运企
!"34561278+,
业。位于秦州区新华路
１０
%I -./015 ５１号。成立于
&- hI 67.１９９８
-""% 年
8 -+
月，经营客货运输等，系五级资质的运输企业，现
9i* +Xi¡¢pN£&+X,%i;
有管理人员
人，为天水市实力较强的出租车公
( ?i
tRST¤¥¦§&!"#L
<=>?@ ７
Mj|I LMA<¨©#D *,+
Di !"#
司之一。公司拥有大小车辆
２４０辆，其中出租车

股室。下设马跑泉公园管理所、北山公园管理所和
-"+ Di<ª«¬®¯¬°±²C#³I *++, 8
/
IãI Êá¯noLE=>f¬apLE=>fV
１９０辆，有羚羊、千里马、富康三种车型。２００４
年３

月，成立了天水祥达公司秦安分公司，有出租车
６０
9i67QRS´µLM/¶·LMi<!"# .+

A¿=>P¬A¿qrP¬VstéRSþu
绿化管理队
、绿化养护队、苗木中心以及天水佳艺

Di/¶&!"#T¸¹º»¼½¾¿=>:n
辆，使秦安的出租车市场逐步走向正规化管理，被

园林建设有限公司等６个基层单位。共有职工１１０
EF8á<YLM . }vw-I D<Z --+

授予＂全省出租车行业文明使者示范车＂＂天水市
`a
o!"#$%cdÀÁ#Â

RST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è%LM?@２１
*-人，管理人员９
?:=>?@ "人。
?I

!"#$%２００７年度青年文明号＂等荣誉称号。
*++( 8Ã8cdhÂYfghI
出租车行业

人民公园
FG+: 公园名。位于秦州区青年南路与
LEI -./018x5y

藉河北路交界处，最早为水月寺，始建年代无考。
!"-930*5612+, 出租车客运
!"#*+
z3a5]{G:|}tS9~:88I
天水市玉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企业。位于秦州区成纪大道西路。是＂陕西玉祥集
,%I -./016Ä¨Å45I {

Æ4Ç´È
团＂下属的一个子公司，作为招商引资项目于
２００２
ÉÂÊË&|}ÌLMiÍtÎÏÐNÑÒ. *++*
年７
１０００ ØÙ?Ú
万元人民
8 (月
9５& 日落户天水市，注册资本
zÓÔRST:ÕÖN× -+++

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
Ú[QýQ81-"// 年）改建为城南公园，新中国
8258txxLE:[
成立后改为大众公园，公园部分面积划归公园小
67k5t¨÷LE: LE_·_67LE©

=>?@１２
-* 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８
?:¨èéêëì % ?I
LM6
管理人员
人。公司成

学。现占地
万平方米，属综合性公园。园内以中
ëI;4 ２．８
*0% Ø
:ËLEIEHé
p¬p¬?¬K¬Et8q
山厅、假山、人造湖、独孔曲桥、动物园为建筑主
:¬¬¬¬Ìê}
体，栽植雪松、油松、云杉、侧柏、竹子等上百个植
'C:/$$$ ' ¬¡sI LEA¿_ *0., Ø
物品种，３０００余株乔、灌木。公园绿化面积２．６４
万
:A¿¢£¤ ",1I S_２０２０
*+*+ 平方米。
I
平方米，绿化覆盖率９４？？湖水面积

立以来，通过竞拍取得
辆出租车营运权，全部
7éí:^îïðñò ３５７
/&( D!"#+ó:_

!""/ 年，园内增设碰碰车、游船等儿童游乐设施。
8:EH¥á¦¦#¬§¨©ª§«á¬I
１９９３

投入市场营运。公司以优质的服务及规范的公司
ÞôT¸+I LMéõ£&ö¾Á&LM
¿=>öRSÚ÷: HmnøùoL5+X=
化管理服务天水民众，多次被甘肃省公路运输管
>ú¬RST]^ú_rst
+Xûü-Â
理局、天水市交通局等部门评为＂运输贡献单位＂
＂先进集体＂，授予＂十佳出租车行＂＂文明诚信示范

uvÈÂ:`a

ýþ!"#$Â

cdÿ!ÀÁ

在植物养护上注重三季有花、四季常青观赏效果，
qrêÕ®²¯<T¬°¯±²³´µ:

ÛI qÜEÝL5!"*+VW#!":¡¢
币。主要从事公路出租客运和汽车出租经营，系五
pN£+X,%I ÞNßàt２５００
*&++万元，公司下
ØÙ:LMÊ
级资质运输企业。投资总额为

设办公室
、经营管理科 、保险理赔科和财务科，有
áâLã¬=>ä¬åæ>çäV
ä:<

单位＂等荣誉称号。驾驶人员拾金不味的好人好事
-ÂYfghI FG?@"#$%&&?&Ý
<１２０余起，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
-*+ '(:)òQ?Ú*÷&+fI
有

:;<=
园林绿化
>?@:;A 机构名。位于秦州区环城西
,-I -./01wx4
秦州区园林处

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健身的良好环境。１９９５
tTÚ¶·Q¸¹¬º«¬»¼&½&w¾I !""&
8:¿wx45ÀÁ:ÂÃÄÅ:_·Æ4nÇ3:
年，因环城西路拓宽，围墙拆除，部分土地被征用，
此后恢复成透孔围墙，长
１９５米。１９９９
年投资１３．２８
ÈkÉÊ6ËÂÃ:m !"&
I !""" 8ÞN!/0*%
余万元，改造大门，新建园内龙墙
１００ I
米。２００１
年
'ØÙ:5¨r:8EHÌÃ !++
*++! 8
建成小型动物园
86©³E１处，圈养动物有猴子、老虎、狮
! G:Íq<ÎÌ¬ÏÐ¬Ñ
子、骆驼等。２００６
年 ,４月，人民公园纳入天水市藉
Ì¬ÒÓI *++. 8
9:?ÚLEÔôRSTz
3JÕw¾Ö>X8áI
河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建设。
HIJ: 公园名。儿童乐园地处市中心民
LEI ©ª«E4GTtÚ
儿童乐园

主路
号，占地面积１．２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 h:
4_ !0* Ø
: 8_
q5 ７４

!"# !
－! ２４０－

城市建设
6789
１１９８．８５平方米。１９８５年５
!!"#$%& !"#$ '"%& % &月至
&'１０
!( 月兴建，总投资
&()*+,-

园、中心园已对游人开放，年接待游人５万多人次。
06nv0ºêu»%¼½ & .O5V

１１９．７５万元。园内种植油松、日本樱花、红叶李、榆
!!"$)& ./$ 0123456789:6;<=6>
叶梅等乔灌近百种。园林建筑有六角亭
、雕像、荷
<?@ABCD2E 0FGHIJKL6MNOP
花池、喷泉等景观。园内绿化带内设有
:Q6RS@TUV 01WXY1ZI ４Ｄ
*+ 影院、星
[\6]
球大战、欢乐旅行、高空揽月、ＣＳ
h`OijkOl
^_`OabcdOefg&O,- 枪战、音幻屋、鬼

青牛园
)*% 公园名。位于麦积区桥南石佛路、伯
¤0¥V ¦§<À«³¶ß¾A6¿
阳路交口，与仿古一条街在同一条中轴线上。该园
sAÀÁÂLMèÃÄÙÔèÃnÅÆGV Ç0
由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兴建，历时８个月，于
Èt\ÃÉÊËua«,-(GZ % ¸&§
１９９５年８月建成，占地
!""& % % &GF½¾ ２３３３．３５平方米。园前置大
6...$.& !Á¹V 0ÆÌ_

屋、林中飞鼠、碰碰车、混天球、开心乐园、摩天环
kOmnopOqqrOst^Ouvb0Owtx
车
、赛车等十几种惊险 、新颖、刺激的大型游乐项
rOyr@z{2|}O~6_b

型石雕牛头方碑１座，园中置铁铸青牛雕塑
ßMÍÎÁç ! Ï0nÌíÐúÍMÑ１座，
! Ï

V 01Wx67
目。园内绿树葱葱，环境幽雅、干净整洁，节假日期
间，游人络绎不绝，是广大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_ b¡¢£V
天水藉河园
!"#$% 公园名。位于秦州城区藉河北
¤0¥V ¦§¨©ª«¬®
岸，西起秦州区双桥中路，东至南大桥，全长
９０３
¯°±¨©«²³n´µ'¶_³·¸ "(.

0EGKLXK１处，长廊内置《兴建伯阳青牛园
! ¼XK1ÌÒ(GÓsúÍ0
园后建角亭长廊
ÔÕÖç×ØÌÖÐüTÙÃ}V 013Ú
记》铜碑，两侧置铜铸老子道德经文。园内广植银

米，南北最宽处
¹ ¶®º»¼ ４３米，占地面积１．８６万平方米。
/0 ¹ ½¾¿À 1$%2 .!Á#E

杏、龙柏、红豆杉、合欢、紫薇等各类名花异木，栽
Û6!Ü6;Ý)6Þa6ß.@¯à¥:á
植冬青、侧柏，置圆形草坪造型，彰显了天圆地方的
3âú6ØÜÌãj÷ø9äåtã¾Á
传统文化意蕴，绿化覆盖率达
８０？？园四角巧用太
æç}XÕèÅXÈÉ¦Ç %(4V
0éKêeë
湖之石堆成
Ïáïðñ16òóôõöI
ìíßîF４ *座假山，千姿百态、玲珑剔透，颇有

１９９３
1""0 年开始，经逐年绿化，目前绿地面积达
%uÂ ÃÄ%ÅX ÆÅ¾¿ÀÇ １．３４
1$0*

÷¶0míøV
江南园林之风。

万平方米，绿地覆盖率７２．１４？？１９９７
.!Á¹Å¾ÈÉÊ )3$1*4E 1"") 年５月，设立
% & &ZË

+,-(% 公园名。位于麦积区马跑泉莲
¤0¥V ¦§<À«ùúSû
马跑泉公园
湖路东侧，国家
ＡＡ þÿT«V
级旅游景区。相传唐朝开国大
ìAµ/üý 99
!æ"#uü_

藉河园管理机构，有职工
¬0ÌÍÎÏIÐÑ５ &人。１９９９
E 1"""年
%９" 月，经市
&Ã
政府同意，日本友人出资
万元，在藉河园设立
ÒÓÔÕ7Ö×Ø- １０
15 ./Ù¬0ZË
日本式凉亭，种植
7ÖÚÛL23３２
.6 株樱花，配以石橙、凉亭、假
Ü9:ÝÞßà6ÛL6
山等，并立＂中日友好樱花园＂纪念碑一块，以对日
á@âË
ã
n7×¡9:0äåæçèéÞê7
Ö×§ １９５０年援建天兰铁路表示纪念，因此又
1"&5 %ëGtìí´îïåæðñò
本友人于
ó9:0V 01ôõö÷ø«6ùú«6ûT«6n
称樱花园。园内布局为草坪区、常青区、秋景区、中
ü%ýþ«23ÿ5３７.)株、龙柏
Ü6!" １２
16 株、垂柳
Ü6#$ *&
老年活动区，种植雪松
４５
%6;<&
.*
%6ß'^
6%
%6()
2)
%6*<
棵、红叶李 ３４ 棵、石榴球 ２８ 棵、云杉６７ 棵、小叶
+,２５6&棵、蔷薇
%6-. １３７棵、侧柏
1.) %6/"４９
*"株
Ü6÷ø
女贞
、草坪 1"*2
１９４６ !
平

Y$%&Ù°'A(ñ¾t)*+,-./
将尉迟敬德西征路过此地，天热酷暑，士卒疲惫，

将军见路旁有高大古槐，勒马近观，马蹄刨地而清
Y01A2Ie_M34ùCUù56¾78
\9ØÀ\Fì:¥ù6SE;ùúSV ÂG
水涌出，积水成湖，故名马刨泉，后称马跑泉。始建
§ !"%&年，至
%' !"%%
%<ÑV ½¾¿À )$) .!Á
于１９８５
１９８８年竣工。占地面积７．７万平方

米，其中湖水面积
３．４.!Á¹V
万平方米。公园内的建筑以
¤01GHÞ
¹=nì\¿À .$*
M>0mö?@GILMøAL6V6B6C³
古典园林为基调，建有仿古风格的亭、台、楼、阁及
k[øADE@V ÝÞGH¥?@3ÞF6
现代风格的门庭等。配合建筑物的基调植以梅、
ì6G6³÷øHIÞÿ5@ùú2V ÅXÈ
兰、竹、菊及草坪，点缀以雪松等常青树种。绿化覆

方米。２００６
年藉河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启动，次年藉
Á¹V 6552 %¬01x2ÍÑ34þ5%¬

盖率达
９０？？上。怡仙桥将整个公园自然地分为
É¦Ç "(4ÞGV
¹J³Y¸¤0KL¾Mö

06789GZ:;V
河园纳入改造建设范围。

南北两大部分，南区为荷花池、长廊、游泳池等西
¶®×_NM¶«öP:Q6XK6OQ@°

北山公园
&'(% 公园名。位于麦积区北郊，北依北
¤0¥V ¦§<À«®=®>®
山，南临环城路，占地
３７．５３ .!Á¹B<À@«
万平方米，距麦积城区
á¶?x@A½¾ .)7&.
２公里。始建于
6 ¤CV ÂG§１９９４年，先后建成北上馆、六角亭、
!""* %DEGF®GH6IKL6
折廊等仿古式建筑小品，面积
５００ O!Á¹PQZ
多平方米；铺设
JK@LMÚGH*N¿À &((

洋建筑风格景点，与北区的水榭、盆景园
、湖心岛
PGHøATHÂ®«\Q6RT06ìvS

花岗岩游道和景观台阶
多米的长
:RSTUTUVW５００
&(( 多米；在
O¹PÙ ８０
%( O¹X
KGY ２０
6( O¦Z[t\¥]^_`Ua0
廊上将
多位历代天水名人的主要事迹和发生

等中国古典建筑景点相映成趣。１９９０
@nüM>GHTH!TFUV !""(年以后，对公
%ÞEê¤

园进行了整修、绿化，先后引进了滚动滑梯、弹跳
0VdW6ÅXDEVXþYZ6[\

床、奔月飞车、猫戏老鼠、恐怖城、迷宫、森林打靶、
]6^&o_6`aüp6bc@6de6fmgh6
海陆空大战等十几个游乐项目。２００２
ijf_`@z{¸b V 6((6年，完成了南
%kF¶

在天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用优美的图画形式表现
Ùt\ZbGc__defghijÚîk

ì !$%)万平方米水域的清淤、电路改造及亮化、垂
.!Á¹\l8m6nA89³oX6p
湖１．８７
ÅX³P:QÅX6áÆRSWq@Ñ3r
直绿化及荷花池绿化、假山前喷泉的修缮等工程；

Ølmn
ãopiqrstä
ãåuvwxyzä
出来，诸如＂伏羲画卦三阳川＂＂纪信忠烈替汉王＂

并修建了餐饮一条街，建筑面积
９８０平方米。园内
âWGstèÃÄGH¿À "%(
!Á¹V 01

＂若兰回文织锦台＂＂李广月夜射石虎＂＂缵宗刚直
ã
{ì|}~Vä
ã&&ßä
ã 

TU9]^Þ÷øö>ue;<*v6&®@
景观造型主要以草坪为依托，用红叶小檗
、月季等

参鲁王＂等，使游人在欣赏公园景色的同时，了解
zä@Ù¤0TÔ

Vdhw9r~G3¥9 ５处，在沿湖地区及
& ¼Ùxì¾«³
进行图案造型；新建植物造型

历史，加深对天水深厚文化积淀的理解。１９９７
年以
Zbêt\}XÀÍV !"") %Þ

;yéz3&®6 ¬6 {|6 }á@:
围墙四周栽植月季、牡丹、芍药、爬山虎等花卉

l¤02_<6<^6ß'66
来，公园栽种大叶黄杨
、子叶黄杨球、石榴、栾树、

１０００
!((( 余株；对北湖环湖游园道路进行了全面整修，
~Üê®ìxì0TAVd·¿W

青桐、菊花等苗木花卉
万株。２００２
年投资 *%
４８
.8!) .ÜV
6((6 %,ú6:@: ３．１７

Y®ìÎWGF¿À２０
6( 多平方米的仿古建筑。
O!Á¹LMGHV
将北湖码头修建成面积
豹子沟珍稀植物园
./01234% 公园名。位于秦州区南
¤0¥V ¦§¨©«¶
山，面积
４６ .!Á¹6((.
万平方米，２００３年开始建设，隶属秦州
á¿À *2
%uÂGZ¨©
区林业局管理。园内栽植了红叶李、七叶树、白皮
«mõÌÍV 013;<&6<6 

万元建成引水上山浇灌工程，解决了长期以来拉
./GF\GáBÑ3  XÞl¡
水浇灌的问题，提高了栽植植物的成活率。２００３
年
\B¢£¤e33¥Fý¦V 6((. %
EO§T¨©-ª ８２
%6 ./Ù01ò«Z¬
后，多渠道筹措资金
万元，在园内又增设牡丹

园、月季园各
06&®0¯ !１处并加大荒坡治理、道路硬化及路
¼â_°±2Í6TA²X³A
6((%年底，园内栽植各
%·013¯
´µZ@Ñ3GZV ¶'２００８
灯架设等工程建设。截至
2: 6(多个品种
O¸N2３０
.( 多万株，绿化面积
O.Ü ÅX¿À 6(
种苗木花卉２０
２０

松、海棠等珍稀树种，并建成了牡丹园，品种有
３０
56i@2âGF¬0N2I .(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
８０？？上。目前，公园怡
.!Á¹ÅXÈÉ¦Ç %(4ÞGV
Æ¤0¹

天水湖
!"5 城市景观。位于秦州区藉河城区段。
@TUV ¦§¨©«¬@«V

余种。园内苗木生长旺盛，林木覆盖面积大，郁闭
~2V 010XmÈÉ¿À_
eºFö6:¾V
度高，已成为市民休闲、赏花的胜地。

!"# !－
－! ２４１

!"#$%
天水大辞典

２００５
!""# 年市委市政府规划筹建，在干枯已久的藉河
!"#"$%&'()* +,-./012
河道引水筑坝，蓄水修建天水湖，于
２００７ !=)
年春建
234567*859):5;*< !""$
成蓄水区景观工程。共投资
>85?@ABCD EFG ３亿元，建设藉河风情
% HI*)J12KL
线，结合天水人文历史和城市特色，在藉河沿岸设
M*NO:5PQRSTU"VW*+12XYJ
计、建造了景观、雕塑、照明、文化墙等。天水湖西
Z[)\]@A[^_[`a[QbcdD :5;e

员
人。主要负责对辖区内单位和个人履行环保
6 １８
&* PD
ÒêKLMN?Û7ÔT½POÑÄÏ

法律、法规，执行环境保护各项政策
、标准的情况
ñò[ñ&*PÑÄÅÏÐ¦Q$R[ST0LU
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对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负
'ÑGVõöWX*MYñÑ9îñ'ÑZà¬K
责市级以上排污单位污水
、废气、固体废弃物、噪
L"~[\èå7Ôå5[]^[_#]`º[a
声、放射性物质等超标排污费的征收工作；负责对
b[cDdºedfSèåg0hiBË¬KLM
污染防治设施、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åæ÷øJj[)JQk
l
mnÉoIpPÑLU[
限期治理项目进行现场监督检查；负责对生态破
qÇøàQk'ÑGVõöWX¬ KLMÂÃr
坏事件
、环境污染事故、纠纷 、群众来信来访的调
stu[ÄÅåætv[wx[y×z{z|0}

查处理；负责全市环境监察业务指导
、专业培训、
XZà¬~Lp"ÄÅõ=5[[
( [WXdD
经验交流、检查评比等。

天水市环境监测站
!"*&',01 天水市环境保护局下属
:5"ÄÅÏÐ/01
的科级科研事业单位。位于秦州区大众南路
６９
0ß~ßt7ÔD Ô<ÕÖ?i×Ø )+
号。１９７９
年成立，现有职工４２人，有专业技术人员
ÙD &+$+ !>Ú*GxëB
(! P*xP6
P*é[~ë0P6t #!,D ÛJ
２７!$ 人，其中高、中级职称的技术人员占５２？？内设

!"#$%
天水湖掠影
办公室、业务室、质量控制室、大气物测室、水质生
ÜsÝ[5Ý[eIÝ[i^ºÝ[5eÂ
fghij*klmnoij*pqr
$
sn*t
起瀛池大桥，东止五里铺大桥，全长约 ７公里，占 化室。主要承担全市两区五县环境质量监测、污染
bÝD Òêp"?m3ÄÅeõ[åæ
&'( vwsnD Jx ) 3yz7*{>|} # ~[
地u１．４平方公里。设有６道橡胶坝，形成连续５级、
宽１２０米、长约
&!" [qr ３０００米的壮观水面，总面积
%""" 0A5* １２
&! 万
vw*;?Yb )'! 万平方米。沿河堤
vwD X2
平方米，湖区两岸绿化面积６．２
[[[[[
栽植紫穗槐、雪松、黄果栾树、红叶李、红叶碧桃、

叶女贞、月季、迎春、蔷薇、鸢尾等各类小灌木、爬
°±[²³[´=[µ£[¶·d¦§ª©[¸

源监测和为环境管理服务的各项监测任务。每年
õT9ÄÅÓà50¦Qõ5D !
向国家和省市环保部门定期上报各种环境质量监
T"ÄÏÌÍÇ\¦¿ÄÅeõ
 *9$%ÄÅÓàý¡R¢£>,D ¤
测报告，为政府环境管理与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多
¥»ÄÏ/[¦ÄÏ/9§'¨#*!""&
次被省环保局、国家环保总局评为先进集体，２００１
!©ª¦PtÌT¦ÄÏ/«¬0l
p
年荣获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环保总局授予的＂全国
ÄÅÏÐó§'¨#®©¯ÙD
!""(
!°±
环境保护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２００４年通过国
Æ~ÄÅõ=²³STb)J iD
家二级环境监察机构标准化建设验收。

¹§º４０
(" 万株，地被植物
«* u»º ４( 万平方米，８０余个
vw**" ¼½
藤类植物

空气自动监测站
2345,61 机构名。是由仪器独立获
!"#$ %&´µ¶Úª

¾¿D !""* !２!月１８
² &*日，全长
À*pq (４公里的藉河城区
sn012U?
品种。２００８年
('#
ÁÂÃÄÅbÆÇBCÈB)J*b ４．５
段生态环境绿化二期工程开工建设，绿化面积

取环境监测数据，在微机控制下能无人值守自动
·ÄÅõ¸ï* +¹²I0ìºP»¼ã½

万平方米，历时
vw*RÉ ３０
%" 天完工，栽植乔木
:ÊB*¨© ２! 万余株、灌
¼«[ª

自动监测站的站房建设、仪器设备安装联机调试，
ã½õ:0:Â)J[´µJÃÄÅÆ²}Ç*
２００７年１月投入运行。包括
个子
!""$ ! & ²FÈ¾ÑD ÉÊ１个中心站和
& ½Ë:T ２! ½Ì
站，中心站设在市环境监测站。子站分别设在秦州
:*Ë:J+"ÄÅõ:D Ì:ÍÎJ+ÕÖ

[[[[ [¡¢[£[¤
樱花、银杏、垂柳、香花槐、丁香、榆叶梅、紫薇、侧
¥d¦§¨©[iª©１．７
&'$ 万株；栽植红叶小檗、金
«¬®[¯
柏等各类乔木、大灌木

¼«D
木©３% 万余株。

&'()
环境保护

运行的监测系统。２００６
¾Ñ0õóD !"") 年下半年，天水市开始空气
!0¿!*:5"ÈÀÁ^

区光明巷友谊宾馆和麦积区分路口恒利宾馆。空
?ÏaÐÑÒÓÔTÕ?ÍØÖ×ØÓÔD Á
^ã½õË:íÙxõ¸ïÚ¨[ÛÜ[Z
气自动监测中心站是所有监测数据采集、存储
、处

!"*&'()+ 政府工作部门。天水市
$%BËÌÍD :5"
天水市环境保护局
$%Î<ÄÅÏÐw0Ñ$ÒÓÌÍD Ô<Õ
政府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行政主管部门。位于秦

理、输出
、运行及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通过有线
à[ÝÞ[¾Ñßà½ó0IË*°±xM
通信设备对各子站监测数据进行采集、处理
、控
°{JÃM¦Ì:õ¸ï'ÑÚ¨[ Zà[

州区大众路６９
号。１９９５
日成立。内设办
ÙD&++#年
! ６月
) ² ２０
!" À>ÚDÛJÜ
Ö?i×Ø )+
公室、计财科、环境管理科、综合科
室 %３ ßD
科。２００５
sÝ[ZÞß[ÄÅÓàß[áOß １& Ý
!""#
年增设自然生态保护科，２００８
!âJãäÂÃÏÐß*!""* 年增设污染减排科。
!âJåæçèßD

I*áâNãäåxÎÌÍD ¦Ì:æ[¶Úª
制，并将结果传送到有关部门。各子站可以独立获

其主要职能是依据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统一监
éÒêëìíîïðñ[ñòTÑ$ñ&*óôõ
öÓàp"ÄÅÏÐBË*÷øåæTéùsú*
督管理全市环境保护工作，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ÏÐTûüÂÃÄÅýÂþÄÅ* Ïÿs!"#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与生活环境，保障公民身体

>*Në]Á^ìBÚíõ0RSD
成，结束了空气手工采样监测的历史。

$%*&'p"()T*+,}-.D
健康，促进全市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

境监察支队，下设办公室、监察一科和监察二科
Åõ=>?* 0JÜsÝ[ õ=ôßTõ=Æß

天水市环境保护局，为科级事业单位，编制
:5"ÄÅÏÐ/*9ß~t7Ô*HI１２
&!人。
PD
主要职能是承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污
Òêëìí)JQkÄÅïðñýÄÅå
染治理先进技术的引进与推广，是国家环保部批
æøà§'04'ýòó* í¦ÄÏÌô
T0)JQkÄÅïðñõ~7ÔD
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乙级单位。
&7?@AB
C
!"#$%D 热线电话。２００２
öM÷øD !""! !
环保举报热线＂１２３６９＂
年

（含核与辐射安全监察）。现有编制
人，实有人
@ABýCDEpõ=FD GxHI １６
&) P*JxP

开通。隶属于市环境监察支队，主要在办公时间受
È°D î1<"ÄÅõ=>?*Òê+ÜsÉùú

天水市环境监察支队
!"*&',-./ 天水市环境保护局下
:5"ÄÅÏÐ/0
属的副县级参照公务员管理单位。前身为
年
1023~4`s56Óà7ÔD 8"9 １９８５
&+*# !
成立的天水市环境监理站，２００２
年 &!
１２月更名为环
>Ú0:5"ÄÅõà:*!""! !
²;<9Ä

·¸ï*+Zç²I0ºP»¼ã½¾Ñ*èé
取数据，在计算机控制下无人值守自动运行，正式

上报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日报）。空气自动站的建
\Á^eõ¸ïêÀFD Á^ã½:0)
天水市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
!"*&'7)89: ;<= > 科研机
ß ²

构。位于秦州区大众南路
³DÔ<ÕÖ?i×Ø６９
)+ 号。１９９２年成立，隶属
ÙD&++! !>Ú*î1

! "&" !－
－２４２

城市建设
?@12
理群众电话投诉、意见和建议，在节假日和环境敏
!"#$%&'()*+,-./012+345
感时期均安排值班人员实行
!" 小时值班制度。
B7<=CDE
6789:;<=>?@A２４
２００８年，天水市环境监控中心建成投入使用，其中
!##$ F.GHI34JKLM,N&OPQ.RL

两次的专项检查，各县（区）涉源单位与本级环保
e`ªaÐ,-.´~µ5ÎÀÁça3

%$ TU,NVW
&!'()X YZ[\LM.]
&S ７８
投资
万元建成了＂１２３６９＂热线呼叫中心，将

查企业１３３
处。联系省核与辐
6.gV¤Íhi ３' ÿx
jAºæçè
-»¼ &''家，消除污染隐患

部门签订辐射环境安全管理责任书，落实安全管
bbcèé34:·ê!nde. f@:·ê
理责任。２００９
!ndx !##) 年全市共出动检查人员
F·I¸ð,->?４３０
"'# 人次，检
>`.,

枚废弃辐射
&!'()XYZ$%^_`I34JKLM.abc 射安全管理局，收处了天水卷烟厂１５
W
é:·ê!z.£ÿVGH?@= &+ kýþèé
＂１２３６９＂热线电话迁移至市环境监控中心，专门开
通了两条中继线用于＂１２３６９＂热线电话呼叫中心，
dVefLgZQh
W
&!'()XYZ$%[\LM.

源、天水祁连山水泥公司
枚废弃辐射源，消除了
Î(GHlmH<no ２! kýþèéÎ.gVV

由专人在工作时间负责接听，非工作时间由设备
ia>/jk7lmnop. qjk7lirs

¤Íhix
污染隐患。

进行电话录音，受理群众电话投诉、意见和建议。
tA$%uv.w!"#$%&'()*+,-x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0 环保制度。１９８１年，在
3CDx &)$& F./

自
年市局开通＂１２３６９＂热线电话之后，天水
y ２００２
!##! FIzcd
W
&!'()XYZ$%{|.GH
市辖两区五县环保部门相继开通了＂１２３６９＂热线
&!'()XYZ
I}e~3bgcdVW
电话，均隶属于环境监察大队，使用特服号，在工
$%.9 h34J.PQ./j

《基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中对环境影响
¡pa,rÐÑ34qê!§¨©LÚ34rs
评价的范围、内容、程序以及管理做出了具体规
tuªvw( Ûx( yz{üê!|ðV}~«
定，形成了环评制度的初步轮廓；１９８９
年国家颁布
¬.NV3tCDªÈá&)$) F6:

作时间受理群众电话投诉、意见和建议。２００９
k7lw!"#$%&')*+,-x !##)年，
F.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项目建
¡L> ¸+34q¨©. «¬ÐÑ,
设前期必须对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做出评
r8Úïîª¤Í+Ú34ªrs|ðt

武山县环保局、甘谷县环保局各投资
3z(3z&S２．９８
!*)$ 万元，建
TU.,
设＂１２３６９＂环保呼叫中心县级专用服务设备，于
&!'()X 3[\LMaQrs.h
rW

２００９年
!##) F８月
$ １２&!日正式启动运营。
2x
排污收费
!"#$ 环保措施。１９８２年，根据国务院
3x &)$! F. 
《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的规定，天水地区超标排
¡¢£;¤¥¦A§¨©ª«¬.GH~®¯;
污收费工作陆续在所辖
１２&!个县（市）开展。１９８５
年
¤£¥jk°±/²}
³´Iµc¶x &)$+ F
全地区共向省部属企业、地区和县属企业征收排
·~¸¹º »¼ ~+ »¼¢£;
&)*+ TU.c¢
½x ¾7.~ »¿¼À
¤¥１９．５
污费
万元，开征 %+
７５户。当时，地区属企事业单
Áª®¯;¤¥9ÂÃ´Iµc¶E &)$( 年后，开
F|.c
位的超标排污费均委托县（市）开展。１９８６
Ä@AI
´
~µe¢£+SÅPQ§¨.c¢
始实行市、县（区）两级征收和资金使用办法，开征
面逐步扩大。同年，开始使用环保补助资金，安排
ÆÇÈÉE ÊF.cÄPQ3ËÌSÅ.:;

价，规定防治措施，经项目主管部门预审并依照规
u.«¬RÏ.ÐÑ7êbQ«

定的程序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１９８９
年
¬ªyz(34qA7êbx &)$) F
后，随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完善，天水市逐步规
|.34rstuCDª.GHIÇÈ«
定了环评的适用范围、基本内容和审查制度。要求
¬V3tªQvw(paÛx+-CDx 8
可能影响环境的工程建设、规划或其他开发建设
"rs34ªjy,r( «Rc$,r
.,r8tA344-.QÕ+tu.
活动，建设前期必须进行环境调查，预测和评价，
ðRÏÚ+x
并提出防治对策和措施。
1234
5
6789/0 环保制度。１９８６
3CDx &)$( F
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
年
 34qÂ? (6àÂ(6Âj¡
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联合

颁布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具体规定
:V¡,rÐÑ34qê!§¨©.}~«¬

污染源治理项目。截至
¤ÍÎÏ!ÐÑE Ò`１９８９
&)$) 年底，共安排市属企
FÓ.¸:;I »

了＂三同时＂制度内容，即—切新建、改建、扩建的
V
W.Ê7XCDÛx.¢£¤¥,(¦,(É,ª

¼Ï!SÅ ４８．５４万元，安排治理项目
"$*+" TU. :;Ï!ÐÑ !+
³E Ô
业治理资金
２５个。此

企业，防治污染项目必须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¼.RÏ¤ÍÐÑ+7~jyÊ7rà(Ê

后，市环境监测站采取各种措施，对市境内各企业
|.I34JÕÖ×ØÙ.ÚI4Û»¼
严格执行排污收费制度。截至
ÜÝÞA;¤£¥CDx Ò` ２００８年，全市累计
!##$ F.·Ißà
征收排污费
¢£;¤¥５３７１
+'%&万元，其中２００６
TU.RL !##(年
F ３９４
')" 万元，开
TU.c
征户
６６５
¢½９１８
)&$ 户；
½á ２００８年
!##$ F
((+万元，开征户１１５０
TU.c¢½ &&+#户，
½.

7j(Ê7&ïx GH~3§nJÊFc¶
时施工、同时投产。天水地区环保办公室同年开展

âãä !(*),x
增长率２６．９？？

实施工作，要求辖区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技术
@jk.8}~Û¥,(¦,(É,ÐÑ(§¨
改造项目以及区域性开发建设项目的污染防治设
¦©ÐÑ{ü~ª«c$,rÐÑª¤ÍRÏr
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ç7~jyÊ7rà( Ê7j( Ê7&
产。此后，全市大中型建设项目和小型建设项目的
ïx Ô|.·IL¬,rÐÑ+B¬,rÐÑª

%&'( 环保工作。天水市环境监察支队
3jkx GHI34Jå
辐射管理

W
.Ê7XÞAä9®¯ %#,+
!###
＂三同时＂执行率分别达到
７０？ (#,{°x
６０？？上。２０００

核与辐射管理科监督管理核与辐射放射源的生
æçèéê!ëJìê!æçèéíéÎªî

F|.
W
.Ê7XÞAä^±².!##$ F®¯
年后，＂三同时＂执行率不断提高，２００８
年达到 )#,
９０％

ï(tðñ(òó(PQ(ô(õö+÷øáJìê
产、进出口、销售、使用、运输、储存和转让；监督管

{°x
以上。

":;<=>/ 环保工作。１９９２年１月，甘
3jkx &))! F & .
污染物总量控制

!$ùèéúûüýþÎª:·ÿûá mníé
理电磁辐射装置及废弃源的安全处置；负责放射
Î:·!"#æ$( %&èérûª;¤'()
源安全许可证核发、伴有辐射设置的排污申报登

³º34qz ¡³º´µj¼¤ÍÎ34ê
肃省环境保护局《甘肃省重点工业污染源环境管

记等工作；监督检查核与辐射建设项目＂三同时＂
W.Ê7X
*+jkáJì,-æçèé,rÐÑ

理办法（试行）》开始在全省范围内试行，要求重点
!§¨´IAµ©cÄ/·ºvwÛIA.8´µ

制度执行情况；负责核与辐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CDÞA/0á mnæçèé,rÐÑ1j2£

污染源企业要在每年
月底前编报下一年度主
¤ÍÎ»¼8/\F １１
&& Ó¶·¸£FD7

工作；负责辐射环境污染事故的调查工作。天水市
jkámnèé34¤Í¿3ª4-jkx GHI

8¤Í¹KC(º»ü@Z[ªFDà.3
要污染物控制、削减及实施方案的年度计划，经环

共有涉源单位
¸&5ÎÀÁ１４９
&")家，放射源与辐射装置
6.íéÎçèéúû２３６
!'(个，
³.

保局审核后，纳入下一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考
zæ|. ¼O¸£F34qÑ¯nde½
核。随后，按照国家环保总局要求＂到
２０００ F8À
年要把
æx |.¾63¿z8
W
¯ !###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在
年水平＂的目标及
78¤Í¹;íÁKC/ １９９５
&))+ FHÂXªÑ¯ü

主要分布在地质队、工业企业（水泥厂、化工厂、卷
789:/;(j¼»¼´H<=(>j=(?

烟厂自控系统）、医院放疗机构、学校试验室，广播
@=yKABµ(C íDEF(GHI2J.KL
电视和供电部门。为了有效预防核与辐射突发环
$M+N$bx OV&PQRæçèéS$3
4¿Tª$î.UVWæçèé34:·¿T.
境事件的发生，清除各类核与辐射环境安全事件，
C¬V ¡GHIÿûæçèéS$¿TXYZ
制定了《天水市处置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应急方

案》。天水市环保局每年都对涉源单位进行不少于
[©x GHI3z\F]Ú5ÎÀÁtA^_h

甘肃省环保局要求，天水市分别下达了＂九五＂＂十
³º3z8.GHI9¸®V
W
ÃX
W
Ä
X
W
Ä£X8l78¤Í¹;í¿ÁKCÅ¯.
五＂＂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Í¹;íÁÇF¸Æx !##+ 年，甘肃省政府与天
F.³ºÇçG
污染物排放量逐年下降。２００５
W
Ä£X>GÈÉÁ(Ê
HIÇbcV¡GHI
水市政府签订了《天水市＂十一五＂化学需氧量、二

!"# !
－! ２４３－

天水大辞典
!"#$%
氧化硫总量削减目标责任书》，天水市政府印发了
!"#$%&'()*+,-./0123456
《天水市＂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
7/0189:;<=>?@ABC$%'DEF
实施方案》，确定五年总目标为∶２０１０年，全市化学
GHIJ-.KL;M$()NO!"#" M.P1QR
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在
２００５年的基
$%!& XY.W !'"&
MZ[
S!%DT$%UVW１．２５万吨，在
础上削减
１８．３？？？氧化硫排放
"%!( XY.&'^ $(%)*_`!QaDT
\]&' ０．２８万吨，削减率
总量控制在
万吨，在
２００５MZ[\]&'
年的基础上削减
$bUVW２．５
!%& XY.
W !+"&

护目标责任书实施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规定
()*+,GH)¬3456e7-ZÖ×.L
了考核程序、评分标准及奖惩措施。１９９３
Ï.
89¤:s;t)<=>ÎHj $..)年M７-月，
甘肃省环境保护委员会与天水市人民政府签订了
./ÐÇ01&?/01@A23Bo
１９９３年至
$..) MC１９９５年三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１９９６
$..& M$MÇ()*+,j $..,
年，按照省上要求，天水市政府行政领导与各县
M. ÁÂÐ]@Å. /0123e2DE?ÈF
（区）政府行政领导签订了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
5ï7 23e2DEBoÇ()*+,j

０．０５１万吨，削减率
２？？火电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至此，全市、县区环境保护工作目标化、责任制体
"%"&$ XY.&'^ !*.cdef`!QaDT%
CG.P1sFïÇEF()Qs*+V
ghi "%$, XYj k２００７年开始，天水市政府每
!++- Mlm./0123n
不超过０．１６万吨。从

H[I¼j GJ.KL1sF5ï723tu?]
系基本形成。此后，历届市、县（区）政府分别与上

年制订年度污染减排计划，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
Ms!++.
MVoMpAB'Dqr.!++- Ms!++( 年、２００９
年，削减化学需氧量
０．０９１３
M. &'QRS!b
+/+.$)万吨、０．１１４７
X Ys+%$$0- 万吨、
X Ys
０．０３０８
万吨，排放总量为１．１４８５万吨、１．１０４１万
+%+)+( XY.
DT$bN #%#0(& XYs#%#+0# X
吨、１．１１４８６
万吨，分别比上年下降
２．９？？３．８７？
tuv]Mwx !%.1s)%(-2y
Ys#%##0(, XY.
]z03+)*_ &'`!Qa
+%+&-&
XYs+%#00) X
上升４．０３？？？减二氧化硫
０．０５７５
万吨、０．１４４３
万
XYs!%##&,
Ys+%+!&# XY. DT$bN #%.,+!万吨、２．１１５６
吨、０．０２５１万吨，排放总量为１．９６０２

级政府签订与其任期同步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
M23Bo?+=NìZÇ()*+
书，促进了全市环境保护工作。
,.P1ÇEFj
城市环境综
合整治定量考核
2&'(34
5 6 7 8 9 : 环保措施。
ÎHj
１９８８
$.(( 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做出《关于城市环
M.ÃÛOÇ01&PÌ7ÒÓ1

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的决定》，从
ÇLb89ZQL-.k １９９０
$..+ 年开始，由
M¯m.R
./ÐÇ01&3STU/01°ÐV 0４
甘肃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对天水市等省辖

１０ º
项
XYs!%#).. XY.
tuv]Mwx !%.4y{|
15WX1RÃÄYZ89 ２１项指标）进行
!$ º[)7e $+
万吨、２．１３９９
万吨，分别比上年下降
２．９？增加 市（兰州市由国家直接考核

７．９３？？１．１５？？污染减排工作的深入开展，促进了
-%.)5s$%$&6j AB'DEFZ}~l.

指标的考核。２００１年，对省辖５
个县级市
[)Z89j !++$ M.UÐV &市和
1y １１
$$ FM1

P1 bZj
全市环境质量的改善。

5F7¯1ÇLb89./01\
（县）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天水市除

天水市环境保护规划
!"&'()*+, 环保规划。１９９５
rj $..&年，天
M./
01VoP1:Z
水市环保局制订了全市第一个涉及环境保护的规
r7/011r-j $()
划《天水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其总体目标
２０００
!+++ 年城市环境污染基本得到控制，城市环
M1AB[V.1
是到

bj
$..(年，制订了《天水市环境保
M.Vo7/01
境质量有所改善。１９９８
 ¡¢£E¤r-. KL/01¥¦§
护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确定了天水市集中供

１９９０
项考核指标
$..+ 年与白银市并列全省第一名（１０
M?]^1½_PÐ:ò5$+ º89[)
`/01a"º(7 b. JcMdDòßJj
属天水市优势项目）外，其后几年均排名较后。
!++( 年，天水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结果
M. /011ÇLb89ef
２００８

热、天水市垃圾处理、天水市污水处理厂、天水长
¨s/01©ª«¬s/01A0«¬s/0®
开厂等
厂电镀污水处理、天水造纸厂废水治理
, d±A0«¬s
/0²³´0¬
¯° ６

'(;< 环保工作。１９７９
EFj $.-.年，成立了天水市
M.¼-/01
环境监测
Çopq.¯mUrs0srw0sEf´0sÔ
环境监测站，开始对地表水
、地下水、工业废水、生

及天水风动厂废气治理等
/0µ¶´·¬° ６个环保建设项目，计
, ¸¹º(.q

tA0sä·suvsw¶xy·Çz{S
活污水
、大气 、噪声、机动车尾气及环境科研所需

划在
年内建成并投入使用。按照国家环境保
rW ４￣５
07& M»¸¼½¾~¿Àj
ÁÂÃÄ
护五年规划的要求，天水市环保局分别制订了＂九
;MrZ@Å./01tuVo
8
Æ
五＂＂十五＂＂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划分了各个阶
;<
8
9;<
8
9:;<Çr.rtÈÉ

有关内容进行监测。环境监测平均半径
Ò»|eopj Çop}d~９８．５
.(3& 公里，
S.

段的环保目标要求，并提出了具体实施措施。２００６
ÊZ()@Å.½ËÌÍGHÎHj !++,
$! 月，省环保局转发了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印
Ï.ÐÑ5ÃÄ$7ÒÓ4
年M１２
发全国生态保护＂十一五＂规划的通知》，按照要
5PÃÔÕ89:;<rZÖ×-.ÁÂ@
Å./01Vo7/01ÔÕ89:
求，天水市环保局制订了《天水市生态保护＂十一

WPÐ １２个参与考核的城市中，位次由
$! g?89Z1¦. h%R ２００７
!++- M
在全省
年

的第
Z １１位上升到第
$$ h]z５& 位，彻底扭转了天水市＂城
h.ijkÑ/018
8<EFlMmZnJ*¶êæj
考＂工作多年来的落后被动局面。

年均完成数据７５００
２００５年，先
Md¼ -&++个。从
j k１９７９
$.-. 年至
MC !++&
M.

后对渭河、藉河、牛头河、葫芦河、榜沙河、后川河
JU sssssJ
等地表水的水质进行监测，监测项目由
°rs0Z0 eop. opº(R &５项增加
º{|
!& ºj
$.-. M/0ïÀ0âZ0
op.
到 ２５
项。１９７９
年天水城区饮用水源的水质监测，
h５个，监测指标
& .op[)１０项。２００５
$+ ºj !++&至C２００９
!++.年，
M.
选择井位
ophNXï9yï. %N
监测点位为秦州区西十里和麦积区慕滩，频次为

;<r-.KL ２０１０
!+$+ 年，以生态工业
M.ØÔÕEfsÔÕÙ
五＂规划》，确定到
、生态农
fsÔÕÚÛfN?ZÜÝÞßà5.á
业、生态服务业为主的循环经济得到较快发展，资

Ï $ /. º( !)项。２００５
ºj !++&年开展武山、甘
M¯s.
单月采样１天，项目２３

源综合利用率得到较大提高，农业面源污染和水
âãÀ^ßäËå. ÙfæâABy0

op.ÈFWÀ0âr¤s¥s}0=È $１
监测，各县在其饮用水源地枯、丰、平水期各采样
%.º( !)
$.(! MU´·ABâ¯mop.º
次，项目
２３ ºj
项。１９８２
年对废气污染源开始监测，项
(R¦§¨p©M{|ªps `!Qay«Q
目由烟尘黑度逐年增加到浓度、二氧化硫和氟化

土流失局面初步得到控制，天然林保护区、自然保
çèéêæëìV./íîïsðí

护区、风景名胜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得到有效保
ïs µñòóï°ô@ÔÕõöï÷
护，自然保护区和森林覆盖率有较大提高，生态破
.ðíïyøîùú^ßäËå.ÔÕû
坏的恢复治理率有所提高，生态恶化趋势得到初
üZýþ¬^Ëå. ÔÕÿQ!"ë
ì#Vj
步遏制。

s¡s¢0s£Ä & FïÀ0âr0
谷 、秦安、清水、张家川
５ 县城区饮用水源地水质

物等。２００８
年开始对国控、省控重点废气污染源和
C°j !++( M¯mUÃsÐô´·ABây
废水污染源每季度进行１次监测。降水监测工作
´0ABân¬pe $ %opj 0opEF
始于
mÓ１９８３年，在秦城区（今秦州区）、北道区（今麦
$.() M.Wï5®Xï7s¯°ï5®

积区）设
ï7¹ ２个点，监测项目
!  . o p º ( ３项，逢雨、雪必测。
) º.±²s³´pj
!++! M & Ï¯m{|N ) h.opº(N 89
２００２年５月开始增加为３个点位，监测项目为ｐＨ
µ¶py··gj ðí§ZopEFmÓ
酸碱度和气象参数。自然降尘的监测工作始于
M../ÐÇ01&w27./ÐÇ
$.(& M.¯¹ , .nÏop $ %j $.(( M¯m
年，甘肃省环境保护委员会下达了《甘肃省环境保
１９８５年，开设６个点，每月监测１次。１９８８年开始
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
'()*-./01 环保措施。１９８９
ÎHj $.(. 年
M &５
Ï.W$%PÃÇ&'].Ç*+
月，在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环境保护责任
VFN:º(ZÇ)¬Vp*+,K-j $..$
制作为一项新的环境管理制度被正式确立。１９９１

! !"" !
－２４４－

城市建设
-7<=

硫酸盐化速率的布点监测工作。１９８９
年１２
月开始 ５５ｄＢ
!"#$%&'()*+,-. !"#" /
!$ 012
--01 的国家标准，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低于国家
'ÈÏÐd 345678"#Ì&²È
.%01的标准。
'ÏÐ|
345678*+,-. $%%& /129:;<= 规定的二类区昼间低于
ÉÊ'zº3'Î&²６０ｄＢ
区域环境噪声监测工作。２００７年开始土壤及废渣
监测。至
*+. >２００８年，天水市环境监测站已建立了由
$%%' /?@AB56*+CDEFGH
空气自动站和水质自动站组成的自动监测系统，
IJKLCMANKLCOP'KL*+QR?

!"#$ 环保工作。１９７９
5a,-. ("&"年冬季开始，对天
/bc12dS@
空气监测

藉河城区段生态环境治理工程
+,-./01%&2*34 环保工程。
5a,(|
该工程是天水市为塑造城市景观、改善城市区域
),(*@ABv+,gB-.U /0gB34
生态环境、建设陇上最佳宜居环境城市而实施的
®156U Er23456756gB89'
城市重点建设项目。由水利部陕西水利电力勘察
gB:)Ertu| HA;å<=A;>Æ?@
rABrAdEr¹CDEFGUHmIUm½
设计院设计，建设内容包括堤防、河道清淤、道路

水地区秦城区（今秦州区）、北道区（今麦积区）城
Ae3fg3hifj3kUlm3hino3kg

JKUL$M$UHmNAU°AOúV .６大项目。
Ttu|
拓宽、绿化亮化、河道蓄水、污水截流等

区大气质量进行监测，两地各设监测点１个，监测
3TJNW^_*+dpeqr*+) ) sd*+
项目为飘尘、粉尘、二氧化硫。１９８１年在夏季和冬
tuvwxUyxUz{$!| !"'! /X}cMb
季开展了大气监测，点位增加到
c1~GTJ*+d) ８' 个，项目为二氧
sdtuvz{

建设范围为藉河天水市区上游西大桥至下游七里
ErPQvRH@AB33S=TT>]SUV
墩大桥，全长
米，按功能分为蓄水区、河滩
&)6&7-. ¶dZ»¼
vNA3UH[
WTTdXY ７１２７．５６

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１９９８
年７月开始进行
& 012^_
$! {$ M . !""' /

)"'. 年首次在秦城（今秦州区）、北道（今麦积
/³¤Xfghifj3klmhino
于² １９８６

面积
万平方米，蓄水量 &,
７０_FØ¶`®1L
万立方米；生态绿
^o３６．１５
+.7(- _"Ø¶dNAW
e^o '7''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_"Ø¶| tu§ab１９６００
(".,, 万元，其
_cd¢
地面积８．８８
\5aab (&.,, _c| 6,,- /１０
(, 月
0 +,
1,
中环保投资１７６００万元。２００５年
３０日开工
建设，２００７年
月建成投入使用，２００８/年８月
２１
Erd6,,& / ７& 0EPañ×d6,,'
' 0 6(
日通过了环保专项验收。藉河城区段生态环境治
«dG5aetfg| RHg3Ä®156ê
理工程建成后，对改善天水城区环境产生了积极
Ô,(EPhd S/0@Ag356i®Goj
的作用，不仅增加了城市景观，而且彻底解决了原
'-×dçkGgB-.d8lmnopGq
rsUtUu'vwdìí!öM56!öxy|
来脏、乱
、差的问题，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明显。
567689%&:; 环保工作。天水市
5a,-| @AB
天水市水源地环境保护
z²b{|}AgB~dO>２００８
6,,' 年底，全市
/ndXB
属于资源型缺水城市之一，截至
UUfUAU
;fjUno
6
武山、甘谷、秦安、清水、张家川５县及秦州、麦积２
3Àÿ\×A{e & sd ¢\ñ×e]A
区共有集中式饮用水源地７个，其中使用地下水

区）两区进行噪声环境质量普查工作，对区域环境
3kp3^_7856NW´µ,-dS3456

源的
{' ６个，张家川县城为湖库型水源。甘谷县、秦
. sdgv|A{| Uf

STJUAU78V56NWXYZ[\]^_K
对大气、水
、噪声等环境质量在微机控制下进行自
L*+`
动监测。

２４小时空气连续监测，项目未变，每周采样
$* IJ*+dtud３ +天。
@|
２００７
年７& 0
月１日开始在秦州区和麦积区各设１个
$,%& /
) 12Xfj3Mno3qr ) s

测点开展空气质量自动监测，２４小时连续采样，监
+)1~IJNWKL*+d$* d*
+tuvz{$!U z{$M |
测项目为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

１９９８
)""'年在武山、甘谷、秦安、清水、张家川
/XUUfUAU - ５县城区
g3
开始空气质量监测，各县分别在其城区设点
12IJNW*+dq ¡X¢g3r) １个，
) sd
*+£¤H/bc１次逐步增加到每年
) ¤¥¦/４ *次，
¤d
监测频次由每年冬季
tuvz{$!z{$M§¨© |
项目为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总悬浮颗粒物。
%&'()* 环保工作。为了控制交通噪
5a,-| vG[\ª«7
环境噪声管理
8E¬,78;®¯78V78°±d@AB
声、建筑施工噪声及生活噪声等噪声污染，天水市

®1Led¢\NA3 ５级、长
- ]UY +,,,
¶dNA
生态绿地，其中蓄水区连续
３０００米，蓄水

噪声在
78X ５００×５００米网格内设测点
-,,/-,, ¶·¸¹r+) １１２个，对各类
))$ sdSqº

UH²eN 'dAN§ä
安县、张家川县由于地质结构的影响，水质总硬度

噪声进行监测。１９８８
78^_*+| )"'' 年开展了功能区噪声监测工
/1~G»¼378*+,

超标外，秦州区、麦积区、清水县、武山县水质全部
ëÏdfj3Uno3UAUANXå

作，在５个功能区每年监测２次。１９８９年
月开
-dX - s»¼3/*+ $ ¤| )"'" /１２
)$ 01

达到
 ＧＢ／Ｔ１４８４８－１９９３
819:)*'*';)""< 地下水Ⅲ类质量标准。由于
e]A=ºNWÏÐ| H²
降水较少，部分河流出现季节性断流的现象，加之
Adå Húcèú'd~
高速公路通过水源地保护区、周边居民生活垃圾
Ñ%½«dA{ea3U 7®¯

始，对区域环境噪声和道路交通噪声进行监测，将
2dS345678Mm½ª«78^_*+d¾

市区划分为４个功能区，共布设监测点９个。１９９２
B3¿ v * s»¼3?À(r*+) " s` )""$
年至
１０条主要路段布设
１７ sª
个交
/> ２００９
$,," 年，在城区
/?Xg3 ),
ÁÂÃ½Ä(r )&
«78*+)?XÅc1~*+` ÆÇ¾ª«78
通噪声监测点，在秋季开展监测。力争将交通噪声
[\XÈÉÊ'm½ª«78ËÌ Í&,01234k
控制在国家规定的道路交通噪声限值（７０ｄＢ【Ａ】）

和生活污水以及工业污水等环境污染隐患，对水
M®¯°A;,Ý°AV56°±d SA
{e'56X,PÊ'| vG9
源地的环境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切实加强
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天水市环保局采取各种措
A{e56a,-d @AB5a q¡¢

¹` (""5至
> ２００９
6%%" /dXg3Àr345678·
daA{eANç£°±d*S7^
内。１９９５
年，在城区共设区域环境噪声网 施，保护水源地水质不受污染，一是对周边居民进
_A°±Gêï'¤¥¦§d Û¨©ª«%Ô
¸+) )%6个，监测时间在秋季。国家
sd*+ÎXÅc` È 6
格测点１０２
２ º378
类区噪声 行水污染防治法的宣传教育，指导农民科学合理
ÏÐËÌv６０ｄＢ（Ａ）。１９９６
.%01Í3k` )"". /12GÑÒ78Ó
×©¬U$Ue®d¯¨©¡°±²³´U
标准限值为
年开始了高考噪声管 施用农药、化肥、地膜，引导农民种植无公害蔬菜、
ÔV,-d\ÊGÕ@ABgB345678ÏÐ
理等工作，制定了《天水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Lµ¶·d¸^{°±| va@ABg3¹º
绿色食品，减少面源污染。为保护天水市城区这片

Ö×3¿ØÙÚd5678'[\ÛÏÜ_Õ,Ý
适用区划方案》，环境噪声的控制指标执行《工业

３２．５平方公里的＂第一水源地＂，已将秦州区太京、
<67- "ØV'
»
¼A{e½dD¾fj3¾¿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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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厂界噪声标准》和《建筑施工厂界噪声限值》。

藉口镇划为保护区，大力发展林果业和无公害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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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种植。二是加强对水源地保护的执法监察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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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设立警示牌和围栏，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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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内所有排污口，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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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调整
6%%' 年功能区噪声监测频次由每年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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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季度监测１
vcä*+ )次。环保部门不断加大管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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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治理噪声超标企业，制定了社会生活噪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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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施工噪声和交通噪声管理办法，加大了监测、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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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频次，使区域环境噪声在经济高速发展、文化生
活日益丰富、车流量剧增的情况下，得到了有效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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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监测和监管，禁止有毒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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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进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严防养殖业污染水

源，严禁直接或者间接向河道排放超标的工业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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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三是加强重点河段水环境治理，建设节水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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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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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加快城乡水务一体化建设，制订饮用水水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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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克／升。葫芦河庄浪出境断面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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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应急预案，强化水污染事故的预防和应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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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四是健全水源地保护的各项规章制度。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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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天水市政府制定并下发了《天水市关于加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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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地保护的决定》《天水市水源地保护管理办法》
2I34?]U^
ZQ'R'2I34_C`a^
等文件，规范和督促水源地的保护工作，确保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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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质安全。

葫芦河污染治理
&'()*+, 环保工作。葫芦河是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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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段的主要支流，发源于宁夏境内，流经平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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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秦安县，由麦积区汇入渭河。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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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结果表明，葫芦河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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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劣五类，属重度污染。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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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河污染综合整治列为环保八项专项整治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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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之一，多次与平凉市环保局协商，组织两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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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执法人员及秦安、庄浪、静宁三县的环保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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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查看平凉—天水段葫芦河流域部分工业企业

和水体污染的状况，召开葫芦河流域污染防治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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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会，成立葫芦河综合污染防治小组，建立了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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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断面水质共同采样会商制度。在污染源查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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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两市环保部门定期监测
、考核，同时监督各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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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从１１０毫克／升下降到１４５毫克／升。

天水奔马啤酒公司环境
污染治理
环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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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天水奔马啤酒有限公司地处麦积区马跑泉镇。
始建于
年，１９９６年被兰州黄河啤酒厂兼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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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士伯合资，成为中外合资甘肃天水奔马啤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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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由于奔马啤酒公司在建设初期未执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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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三同时＂制度，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工业废水
直接外排。１９９７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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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天水市政府多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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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要求该企业限期治理污染问题，建成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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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实现污染物的达标排放，但均未执行。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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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天水市、秦州区环保部门多次深入企业进行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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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提出意见和建议，将奔马啤酒公司违法排污问
题列为省级挂牌督办单位。２００６
月在天水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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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河流上游的污染治理情况，通过监测分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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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啤酒公司仍未开工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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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污染的原因，以达标本兼治的共同目的。向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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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天水市环保局报请市政府下达了停产治理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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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省市环保部门的监督下，该企业停产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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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环境保护局建议建立甘肃、宁夏两省区间葫芦

河污染防治联合机制。２００７
年１月，天水市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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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秦安县环保局组织环境监测、监察人员对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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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进行全流域调研，检查流域内小粉坊、绒线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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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水污染企业，并对葫芦河流域不同断面的

水质取样化验。通过检查调研、监测化验，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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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为上游平凉、固原地区的工业污染、造纸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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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矿污染，葫芦河上游入境断面水质中化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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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量ＣＯＤｅｒ浓度值为４０毫克／升，超出了２０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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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标准值。秦安县葫芦河段污染源主要是粉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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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开工建设污水处理站和排污管网，建成
!0"" 吨／日的污水处理设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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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并通过了省 、市验收。该企业污水处理设施，去

除率均符合国家环保有关规定和标准，处理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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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指标经监测均低于啤酒工业污染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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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标准一级标准，处理后的污水通过管道排入东

柯河，并在厂区排放口附近安装了在线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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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分，一辆从

群、毛纺织企业和城市生活污水，尤其是进入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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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粉高峰期，小粉坊未经处理的制粉废水直接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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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河流，对葫芦河水质造成严重污染。为解决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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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秦安县政府从
年开始，将小粉坊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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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列入县政府的十件大事之一，成立了整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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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领导小组，抽调执法人员，开展了小粉坊集中整

治活动，先后关闭分散小粉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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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初步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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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粉坊污染水质的问题，葫芦河及支流水洛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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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表面白色泡沫基本消除，颜色变清，水质感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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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钠泄漏事故现场

./01
城市建设

内，货运车严重受损，造成车上
人 $２ L
死１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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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地点位于半山坡处，周围无村庄，无农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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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距离天水市东部水源地下游５
公里。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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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依法关闭了舒洁造纸厂。企业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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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更换设备，改造技术，将造纸厂转变成了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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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厂，杜绝了对水源地的污染；在废气防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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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了天水永固水泥公司
号立窑和天水焦化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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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有
１１桶氰化钠金属桶破裂，其中９
桶内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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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焦炉等；噪声污染防治方面主要是在建设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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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未破裂，２
桶内包装破裂，１lxyz@
桶未抛酒，另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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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生噪声的设备采取减震措施，对车间加设隔

桶约有
l}k １公斤氰化钠洒落在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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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门窗等，如天水卷烟厂对产噪设备在基座加设

麦积区政府领导及安监、公安
、交警、环保等部门
 .f
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了紧急处理，市环保局接到
KOP)W@ d+
报告后，立即组织环境监测站和环境监察支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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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垫，对车间门窗加设双层真空玻璃等；固体废
½¾¿@C·º¤(ÀÁÂÃÄÅ§T!P
弃物主要是资源化再利用，如各企业机械加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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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产生的废铁屑等被回收送往冶炼企业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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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废水、烟尘、粉尘等工

体块状氰化钠，在行驶到
国道 !$%
３２７./
公里＋３００
!"#$%&' ()*+ ３１０
!"# ,&!##
米处下坡段，坠落到道路南侧路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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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深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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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人员赶赴现场，开展应急监测和事故处置。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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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鑫鹏化工轻工有限公司将
桶氰化钠转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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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进行铲除并装入塑料袋，与车辆破损残件一并

由该公司封存入库。随后，对受到污染的土壤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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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消毒处理，共喷洒漂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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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氰化钠泄漏事故现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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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进行了化验分析。结果表明，４份土样监测值分
õö )+%" ÷ø , .~#+!( ÷ø
, .~#+'" ÷ø ,
别为４．７１毫克／公斤、０．３９
毫克／公斤、０．５１毫克／
.~#+*( ÷ø
, .~@Ðsùk×úm%ûN *
公斤、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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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土壤进行集中消毒处理，喷洒硫代硫酸钠和

漂白粉，同时对事故现场进行警戒封锁、加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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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６月
日，市环境监测站对事故现场土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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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采样点进行采样化验分析，均未检出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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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经过先后６次的消毒处理，事故泄漏现场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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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符合环保标准，环境安全隐患彻底消除。
工业污染防治
!"#$%& 环保工作。工业污染防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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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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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及其他管理手段和措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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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量进行监督和控制。主

要有废水污染防治、废气污染防治、噪声污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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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等。近年来，天水市在废
<T!PUûÛÜ;<N VWX@c_d(Y
_Z<[\Ic_ $"!
]^.¹ _`a]
水防治方面完成了天水
２１３电器公司、航修厂电
bP_cd¶e@c_fgaP_W¶e@hi
镀废水技改工程，天水卷烟厂废水处理工程，甘肃

新恒达公司、天虹化工公司颜料废水处理工程等
jkl.¹ cm%¶.¹nuP_W¶e

项目。为保护天水市西部水源地，环保部门依法关
opN öqc_drf_`Q@fstu

闭了小冶炼、小电镀、小铸造等
vÄwx Ä]b ÄyH１３
"!家排污企业。
zHÛ{:N

２００４
月以前，秦州区太京镇杨家磨村的舒洁
$##) 年
W %７ è|}@
~z[< 
Ha@Hs<Û_@XY[<
造纸厂，因造纸生产中产生的污水，给周围村民的
X½@ Ó+X_
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危害，并且直接影响到自来水
厂４５
a )'号井的取水质量。为确保水源地安全，环保
<_JN ö_`QÊ@

:ÛÜûHIJÚµÛÜÝN
业污染物排放量呈减少趋势。

天水市污水处理厂
'()*(+,- 企业名称。位于秦州区
{:ÞßN ST~
东十里铺工业园区内。２００２
年２月，成立天水市秦
eàáâ¶:ã?N $##$ W
$ è@IÝc_d~
城区（今秦州区）污水处理厂，为国有独资企业，隶
äåæ~çÛ_Wa@ö,kè{:@é

天水市污水处理厂厂区
!"#$"%&''(
属天水市建设局领导。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秦城区（今秦
oc_d³(N $##% W
è@~äåæ~
州区）污水处理厂更名为天水市污水处理厂，内设
çÛ_Wa Þöc_dÛ_Wa@?(

办公室、生产部、技术部、设备部。２０１０年，共有职
ê.ëf?@f(¢fN $#"# W@àkì
¶ )" K@rsí:?@K ２８
$- KN
aîQ %+#%
工４１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人。厂区占地７．０７
0@ï １２６６７．９８
"$**%+(- @³(ðñöéW
万平方米，总投资
万元，建设规模为日处
NOÏó~c_ôõüeà
Û_ ６* òN
理污水
万吨。主要收集秦州区天水师院至东十
áâÇ<ädÛ_N $##% W５'月
è ３０日，天水市
!# é@c_d
里铺一带的城市污水。２００７年
Û_Wopö.³hi÷³(ø¨hi÷ù
污水处理项目通过了由甘肃省建设厅和甘肃省发
dúàÍ£¤<û¶ìÏ@* è
" éüýB
改委共同组织的竣工验收，６
月１日正式投产运
行。天水市污水处理厂采用强化除磷脱氮的加强
)N c_dÛ_Wa*>%%Òþÿ!<¤%
"#$%ＳＢＲ
./0工艺，经
¶%@h ./0
<Û_
型二级生化
ＳＢＲ &¬W
反应处理后的污水
各项指标平均去除率达到
８５？？上，达到国家
Èo=3+'Ò(l+ -'1|J@
l+,z
ＧＢ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
2/"-("-3$##$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äÛ_WaÛÜûHI34
的Ⅰ级
６０
< 4 $ Ｂ标准后排放。ＣＯＤｃｒ
/ 34 HIN 56789 控制指标为小于
LM=3öÄT *#
（毫克／升），目前实际日处理污水和日排污量
å÷ø , )ç@ p}*+éWÛ_¨éHÛJ ３．２
!+$
,N c_dÛ_Wa<³IB)@ï-~
万吨。天水市污水处理厂的建成运行，结束了秦州
.´|XÛ_H/0@ HI0__DEÛ
区长期以来污水直排藉河，造成河水水质严重污

染的现状，有效改善了水质，保护了藉河沿岸地下
Ü<#@k1d2_@q/034Q2
_¨ÿ¥@5K67<8!9:@;)
水和区域环境，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提升

! !"# !
－２４７－

!"#$%
天水大辞典

以来，秦州区先后开辟建设了陈家窑垃圾场、蓬家
了城市品位，优化美化了居住环境。
¢£&¤¥P¦§¨I8!©ª«¬®¯°ª
!"#$%&'()(!*+,-.
天水市麦积污水处理工程
山基建垃圾场
、暖和湾鸡儿嘴生活垃圾场、环城乡
!"&'()"*+,- 天水市重点国债
/0#1234
±6I¬®¯²|³´µ¶x·¬®¯,"¸
环保基础设施项目。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由甘肃省发改委
盐池村天然旱沟垃圾场，较好地解决了城市生活
,56789:;. !""# < $$
¹º/»¼½¬®& ¾¿ÀÁ!"#x·
=>?@ABCD
批复立项。该项目建设在天水市高新技术园区，社
EFG:. H:;I8J/0#KLMNOP&Q
棠镇铁路货运转运站南侧。初步设计变更总投资
RSTUVWXWYZ[. \]8^_`abc

垃圾污染的问题。２００７年由国债项目投资
万
¬oÂÃÄ. !""# <>34:;bc ３９４４
0&// e
元，兴建秦州区七里墩水家沟生活垃圾填埋场，该
f&ÅI¤¥PÆÇÈ0ª½x·¬ÉÊ®&H

约d１７８９８
万
$#%&% 万元。工程建设规模为日处理污水
ef. ghI8ijklmno0 ６' e

工程是天水市政府打造的城市基础设施重点建设
ghË/0#ÌÍÎÏ"#678912I8

pmnq (座。污水处理工艺采用
r. o0mngstu )*+,
gs&g
吨处理厂１
ＣＡＳＴ工艺，工

项目。项目占地面积
:;. :;ÐÑ３０００
0""" 万平方米，规模为日处
eÒÓÔ&ijklm

艺主要由生物选择区和ＣＡＳＴ反应池组成，污泥处
svw>xyz{P| )*+, }~&om

n¬６６５
''1吨，年处理垃圾量
p&<mn¬Õ ２４．２７
!/2!# ep&8^Ö
理垃圾
万吨，设计使

理采用机械浓缩脱水处理工艺。污水处理后达到Ｉ
ntu 0mngs. o0mn 级Ｂ排放标准。项目的建成，可完善麦积区污水排
. . :;I&Po0
放设施，有效改善渭河水质，保护渭河沿岸地下水
89&C0&50

用年限
$3 <&IWØ&ÙÚÛÉÊ"P
u<× １０年，建成运行后，可完全吸纳填埋城区
每天生活垃圾，进一步改变城市垃圾的污染问题。
Ü/x·¬&ÝÞ]C_"#¬oÂÃÄ.
麦积区
年建成了北山麻地沟生活垃圾处理
P １９９９
(&&& <I!ß±à½x·¬mn
场，２００１年建成伯阳老虎沟垃圾处理场，对城区生
®&!4"( <Iáâãä½¬mn®&å"Px

c |P¡,-.
资源和区域环境。
!"&./*+0 环保基础设施。１９９４
,56789. (&&/ <
天水市垃圾处理场
年

·¬ÝØæçmn.
活垃圾进行集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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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天水市交通局
!"#$%& 政府工作部门。位于秦州区
!"#$%&' ()*+, 实行军民合用。２００７
41;<_!Ñ°Ò%¹º¢
Î]=ÏvÐb 0//+ 年，天水市政府与西部机场集
-./0123) !"#" 4 $ 5'
678 %"&"
4 $ 团公司签署协议，将天水机场项目的建设及运营
XIÓJÔÕ1 Ö;<¹º×Ø:e3ÙQÚ
藉河北路，始设于１９４９年８
月。最早为
１９４９年８
539:;<=>?@ABCDEF1%"'( 4 %%
?SÛÜÝDÒ%¹º¢XI1%0 5
月设立的天水军事管制委员会交通处，１９５２年
１１ 管理整体移交西部机场集团公司，１２
月７+ Þßà
日正式
53G8;<H,HBIJDEK1%"') 4
á^e3o 0//$ 4９月
" 5２８
0$ 日正式开航。开通了西
Þßàáâo áEãÒ
月设置为天水专区专员公署交通科，１９５６
年９" 5
月 开工建设。２００８年
3G8;<H,HBIJDELIMN #ODE 安—天水—兰州往返航线。
äå;<åæ+çèâéo
设置为天水专区专员公署交通办公室、工业交通

组，１９５８
年' ５月设置为天水专区专员公署交通运
P1%"'$ 4
53G8;<H,HBIJDEQ
R?ST' %")* 4 + 53G8;<H,HBIJ
输管理局。１９６２年７月设置为天水专区专员公署
#ODET1,")- 4 !!
53G8;<H,HBI
工业交通局，１９６３年
１１月设置为天水专区专员公
53G8;<U,VWAB
JDET1!")" 4
署交通局，１９６９
年' ５月设置为天水地区革命委员
CDEQRXYWABC1!"+! 4 ７
+ 53G8;
会交通运输团革命委员会，１９７１年
月设置为天
<U,YWABCDEQR?SZ[\P1!"+'
水地区革命委员会交通运输管理领导小组，１９７５

) 道
*
古
+,* 古道名。起自宁夏固原，经木峡关，
êhao ëìíîïð1ñòóô1
瓦亭道
õö÷ø1 ùúûüÒýþÖÿ!"#$%&ù
越六盘山，沿马莲川至西吉县将台堡进入陇右，沿

'(<)*+.,-}*äo µ./&01´=
瓦亭水（今葫芦河）南下至秦安。东汉初，刘秀大军
年１月设置为天水地区革命委员会交通局，１９８３
4 ! 53G8;<U,YWABCDET1!"$. 沿瓦亭道在略阳大败隗嚣。唐贞观二十年（６４６
ù'(h234´567o89:È;4)&)
4,&
年），
年设置为天水地区行政公署工业交通处，１９８５年
43G8;<U,]!IJ^ODEF1,"$' 4 太宗李世民沿瓦亭道过陇山，曾于西瓦亭观牧马。
<=>?Ïù'(h@$ø&A)Ò'(:Búo
53G8;<_DET1*/!/ 4 ! 5`a8;
６) 月设置为天水市交通局，２０１０年１月更名为天
<_DEQRTb c?d_I0e3NI00!N
水市交通运输局。主管全市公路建设、公路路政、
I0fgNh0QR]O?SNDEijklND
公路养护、道路运输行业管理、交通规费征收、交
p1rs 0$ p' t
E]!mn^$o pBq@ 0)
通行政执法工作。人员编制
２６人，现有２８人。内
3LIMNuvKNe3QRKNp>n@wxKN
设办公室、综合科、建设运输科、人事法制教育科、

计划财务科。现下辖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市公路管
yz{|K' r}~_h0QR?ST_I0?
SFN_DEN_DEe# 
理处、市交通培训中心、市交通基建工程质量监督
N.I0lj?SFN_I0
站、麦积至贾家河高等级公路收费管理处、市公路
#  IN ;<uv +
工程队（陆桥公司）、天水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７
>O (1;<;¡DEQR¢Xs£I;
个事业单位，天水天嘉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天
<¤EI¥DE¦§¢Xs£I
;<¨©ª
水羲通公共交通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天水腾跃活

!"#
瓦亭道

-.* 古道名。为秦汉时官道。沿泾河西
êhao 8*.CDho ùE.Ò
塞汽修有限公司
鸡头道
«¬s£I３. 个企业单位。
®O (o
F&ñGHø)ÂIJKø,LMNOó&õ$
!"'( 交通设施。位于秦州区与麦积区
DE3¯o ()*+,°,
天水机场
上，经鸡头山（今平凉崆峒山）附近弹筝峡，越陇
２２０年，秦始皇
ø&@PQNRS&*äo ITÆ 00/
4&*2³
±²¤³´hµ¶1·*+,１３
%. 公里，距麦积区
I¸1·, .３ 山，过隆德、庄浪，至秦安。公元前
之间羲皇大道东段，距秦州区

公里。机场飞行区等级为
I¸o ¹º»],8 ３Ｃ，跑道长
.11 ¼h½ ２８００米，宽
0$// ¾1¿

沿鸡头道西巡陇西、北地二郡。东汉建武八年（３２
ùGHhÒU$ÒNVUÈWo µ.eXY4.0

4,&67Z[\]^GHh&_`01´=Ò"o
¾1À¹Á ９３００
".// 平方米，候机楼
ÂÃ¾1Ä¹Å ２１５８
0%'$ 平方米。
ÂÃ¾b 年），隗嚣派王孟驻扎鸡头道，阻止刘秀大军西进。
４５&'米，停机坪
Æ8Ç=È¹º10//0 年中央军委、国务院批准
4É=AÊ|ËÌÍ
前为空军二级机场，２００２

/0* 古道名。从长安沿渭水西行，经美阳
êhao a½äùb<Ò]&ñc4
陇坻道
)dÒXe,NføNgþ)dÒhi,N!j)
（今陕西武功）、岐山、雍县（今陕西凤翔）、瑜縻（今
dÒk4,N"þ)dÒ$þ,&@´lô&õ$
陕西千阳）、汗县（今陕西陇县），过大震关，越陇

山，经马鹿，南下至清水
、上邦，西去至冀县，再沿
ø&ñúm&-}n<NF#&Òopþ&qù
渭水西上，经南安去陇西。唐贞观三年（６２９
b<ÒF&ñ-äo$Òo 89:r4)0"年），高
4,&

僧玄奘法师经此道抵秦州，宿一夜而后前往印度
stunvñwhx*+& yz{|}Æç~

取经。唐乾元二年（７５９
4,&a +)dÒ
ño 8TÈ4+'"年）秋，杜甫从华州（今陕西
华县）沿此道至秦州，有诗云∶＂迟回渡陇怯，浩荡
þ,ùwh*+&s
$&

天水机场外景
$%&'()

及关愁。＂宋代，河西走廊为西夏控制，于是绕道河
Ùôo &.Ò8Òî@&)h.
西经青海通西域的青唐道繁荣起来，其东段即陇
ÒñEÒ:8hë& µ¶ $
! !"# !
－２４９－

－

天水大辞典
!"#$%

西道贯通秦州。元代，此道为兰州至长安的南干线
!"#$%&' ()*+",-&./01234
驿道。至元二十三年（１２８６
;=*>?@ABCDE
567 .(89:;<!"#$ 年），被世祖忽必烈下令
废除，所有驿马移平凉等站安置。清乾隆四年
FG* HI5JKLMNO0P' QRST;
（１７３９年），西宁道杨应琚奉命赴京述职，走的就是
<!%&' ;=*!U6VWXYZ[\]^*_1`a

过今天水市。中线，从长安到陇县后西行，过大震
~ÐX n4*/0k!*~
关，越陇山，向西北经略阳、平襄、定西抵金城。南
* *!ÎÏ¢Ll¢6!mnÓ 2

4*¨9"
线，即陇坻道。

bc6d*efghijklmnopqh]rs
这条道路，他在日记《据鞍录》中翔实地记述了沿

渭水陈仓道
5"67( 古道名。自关中平原经今陕西
y"z ÇnLoÐV!
宝鸡，沿渭水南岸逆行西上至秦州的东西交通线。
W;*s`2pq!.%&(M!r$4

t1uvwx7
途的风物掌故。

穿行于崇山峻岭，狭窄艰难，有些地段为栈道。东
sãtuv*wxyz*I{|i,}" M

&'( 古道名。丝绸之路过陇县一分为二，
y6z7 {|}d~,*
陇关道

£~089T;<"!'年），夏侯渊、张部等讨马超，
;=*¢"J *
汉建安二十四年（２１９

!c ~.*,6
ëne*H(
ü
]Zw"À`a+"
由关中入陇，所经的＂陈仓狭道＂就是此道。
向西一条越陇山过大震关至天水，为陇关道；从陇
陇南故道
古道名。一条从上邦南行，过祁
&+8( y"z c#2* ~
n6!1c,n6 
县向北经回中道西行的一条可称为回中道。前者
,{d26*,67 6,{d26*
为丝路南道，后者为北道。陇关道作为丝路南道，
1, % ¡¢£¤¥!¦§
历史上的作用最为重要。秦始皇
、汉武帝西巡均经

山，经武街（今成县）、河池（今徽县），过两当，经凤
*¤<Ð=¢><Ð=*~*
县西南行，穿褒斜谷，过汉中入川。魏太和二年
!2* sa* ~£neC :8;

~+6*¨©£¤¥ª«¬
过此道，大震关即因汉武帝行经陇山遭遇雷震而

（２２８
年），诸葛亮沿此道北上伐魏，因马谡失守街
<""# ;=*s+"P*©J

深州气

谢例

分群关

演＊

操关端

公

能

安漆英α疏椭

西的官道，改走兰州经摩云驿
、定羌、陇道、渭源、
!("*_-&5¢6¢"¢`¢

肩、将造脑

受

亭，退回汉中。清代，兰州经秦州、清水越陇山至陕
G*£n Q*-&%&¢Q .V

登
弱

漳县、宁远、伏羌、秦州、西河、成县，由两当进入陕
¢U¡¢¢¢%&¢!>¢*ëdeV
西凤县，北上入关中。另一条，从上邦经西县、祁山
!*en £c*#!¢
南行至武都，沿阴平小道越摩天岭进入江油，直达
2.¤¤*s¥L¦" vde§¨*Íî
成都平原。魏景元四年（２６３
¤Lo 4(T;<"$& 年），司马昭派三路大
;=*©Jª«:d

（ｋ取据用 产。根轴

®z7 ¯£°±*²³´j*µ,¶·*¸
得名。东汉初立，隗嚣割据天水，以陇山为屏障，与

¬P*dë®&¯°±Õ²Õ*
军伐蜀，一路由雍州刺史诸葛绪领兵从祁山起兵，
s+"2D.¥L*¸³"2D(´µ¶·*
沿此道南下至阴平，与从狄道南下的邓艾会师，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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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岭攻陷成都。唐乾元二年（７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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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邦沿故道经盐井（今礼县盐关）到成州同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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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成县），南行经河池入川。
秦州至静宁驿道
9:;<=>( 古道名。从秦州北行至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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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关蕴

翻州

磁山

Ｘａ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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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陇关道示意图

刘秀抗衡。刘秀曾＂数道上陇＂大兴征伐，后东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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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石滩渡渭河，经中滩、石佛镇沿葫芦河至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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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歙自番须、回中越陇山，斩山伐木开道，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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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再北经莲花镇至静宁州。秦州境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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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阳（今甘肃秦安陇城镇），用兵之道正是陇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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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称北大路。

汉唐间丝路畅通之时，汉使胡商，僧侣驿卒络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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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至徽县驿道
9:;?@>( 古道名。从秦州南行经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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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娘娘坝至李子园，过高桥、麻沿河到江洛镇，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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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大唐高僧玄奘去西印度取经，由秦州僧人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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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至秦州留住一夜，走的也是陇关道。唐朝在陇
ïð.%&ñòóô_1õa6 ×öf
山上设有分水驿，岑参《初过陇山》＂一驿过一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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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的诗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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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丝路干道的繁盛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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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须道
陇坻道和鸡头道之间。其道路沿泾河支流黑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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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行，经今甘肃泾川、崇信、华亭，越陇山，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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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峡，经龙山，至秦安。东汉初年，中郎将来歙从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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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回中伐树木开山道袭得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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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行至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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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至三岔至唐仓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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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经十里铺、二十里铺至马跑泉后，道分三路∶一路
Å`>M.ßà*2ÂÛ¢áCÛ*.Q
渡渭河东行至社棠，向北经南家铺、草川铺，至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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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二路沿渭河东下至伯阳镇，东行经五龙坪、元

嘴头
、冯家场至三岔厅治所吴砦，南向经墁坪、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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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陕西凤县唐仓；三路南经甘泉、党川接利桥。

秦州至礼县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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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堡，折而西南行经平南川
、天水镇、白环堡、罗家

南由道
+,( 古道名。自废丘（今陕西兴平）经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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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今陕西宝鸡市陈仓区虢镇）至陈仓（今陕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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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市东），复循渭水河谷过南由县至安夷关道，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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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天水。
./01234 古道名。从长安西行，翻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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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东段
陇山进入陇右，经河西走廊至阳关、玉门关。＂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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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东段，又分北、中、南三线。其中中线、南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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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子关
FG' 古关隘名。今名燕子关。《直隶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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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志》记载∶＂现子关，州东南一百一十里，俗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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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关。＂今考，位于麦积区党川乡境，是天水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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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通往内地的交通要隘，地势极险要。民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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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3 籍记载，汉武帝西巡至此，恰逢雷震，改名为大震
水县志》记载∶＂两山对峙，仅容一骑。＂清代在此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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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唐广德元年（７６３年），吐蕃兵
２０万入寇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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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首先攻击大震关，唐军溃败，京师长安震骇。大
gÖ×ØÙ¥¦L+ÚÛÜ+ÝÞ»¼¦ß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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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右，破吐蕃兵。吐蕃侵占陇右后，唐将薛逵遂于

大中六年（８５２
¥zd'!% 年）将关东移陇州（今陕西陇县）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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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故址在今固关镇。
()*+ 古关隘名。位于今清水县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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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屏山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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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即小陇山隘口，可通宝天铁路石拓车站。

小陇山隘
公里南
,-*+ 古关隘名。清水县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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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峡中，今为通宝天路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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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坡隘
./+ 古关隘名。清水县城南
KL*M/ E45X１０)&公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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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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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子关

01" 古关隘名。清水县城东北
KL*M/ E45W５５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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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河岭

!"#古关隘名。《直隶秦州新志》和《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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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岭关

县志》记载，石岭关，在东南九十里。今已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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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清水通华亭要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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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岭
2" 古关隘名。距县城西北
KL*M/ $5|２５公里，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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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牛关
$%# 古关隘名。《直隶秦州新志》记载∶
KL*M/ NOPQRS67 89: 呼热汤梁，是清水通秦安、兰州要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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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牛关，东南一百六十里。＂《天水县志》云∶＂野牛

牌楼关隘
34#+ 古关隘名。原名安戎关。据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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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ffQV+gWhijk<lmno+pqr 《清水县志》记载∶＂安戎关一名新关，在县城东北
关，在……秦岭，即东岔、仙坪两河发源处，林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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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里之牌楼山。唐宣宗大中六年（８５２年）陇州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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邃。＂今考，位于麦积区东部深山中，其西为利桥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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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坪村，东为东岔乡火烧沟。

石关
!#古关隘名。《直隶秦州新志》和《天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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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使薛逵奉诏移置陇山之上。＂今考，在距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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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处，黄家岭制高点东坡，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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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阎家店南屏障，控扼陕甘交通咽喉，也是张家川
志》均记载∶＂石关，（州）东九十里，有石关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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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在麦积区元龙乡之关峡村。
县通往陕西的主要关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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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8 古关隘名。地处陕甘交界，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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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驿关隘

&'# 古关隘名。北周天和元年（５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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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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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处，为军事要冲和丝绸之路南大道的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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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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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驿关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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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45W!WcC 喉。长宁驿是古代从长安出发的第一个驿站，谷口
置，在今清水县城东陇山东坡百家乡盘龙村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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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梁有明代修建的东、中、西三堡，为驿站西大
又称陇关、陇山关，因位于陇山之上而得名。《新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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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地理志》记载∶＂清水县……东南五十里有大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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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甘肃新通志·关梁》卷清水县条记载∶＂大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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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在县东七十里陇山下，即陇山下，即陇关也。凭
高据险、襟带华戎，自古为关中之襟要。＂汉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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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都城长安通往陇右的必经之路。此处地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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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控扼要道。东下秦川关中，西通甘州凉州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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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自明朝起，这里先后驻扎过百户、汛把总、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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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防营哨棚、保安团、护路大队、特务团等武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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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部队。明朝，在长宁驿设百户一员，招募民壮
军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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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百户，屯军于此，有２０余户。明宪宗成化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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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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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陕西巡抚马文迁兴平县百户所于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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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设立军站，将迁移户称＂站军＂。长宁驿站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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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户所等，负责保护关山道路，传递公文、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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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负责内地判刑后充发到边疆的罪犯运送和接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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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今马鹿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则为昔日专供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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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卧马关，（县）东北一百四十里，古为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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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今考，位于张家川县西北马关乡境内，西南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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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甘肃乡镇词典》张家川乡条云∶＂因境内万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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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简称得名，原属秦安县，万马关即今卧马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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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军站和驿站军马钱粮的仓库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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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棉驿关隘
&'()* 古关隘名。地处清水县城北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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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山西麓，是张家川通往庄浪、华亭
、平凉的要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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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相近而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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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城关
01) 古关隘名。陇城关设关年代久远，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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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今已无存。《甘肃新通志》记载∶＂陇城关在县城
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汉光武帝建武二年（２６
年）九
东北一百里，亦曰陇城镇，即宋代陇城寨，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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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今考，陇城关在秦安县东北陇城镇，距县城约
驿，进入陇山以西，径袭略阳，杀死隗嚣守将金梁，
5$«¬H®&$¯°±¢$²³´µ¶:·¸$ ４０公里。陇城关是古代关陇通道上的重要关隘，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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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过境，由龙山、川王进入
也是明清两代甘陕间的主要驿道，是历史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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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棉驿，转向庄浪县境。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夏历
四月间，海原、固原农民军南下时，派先遣部队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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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峙，中流清水河，陇山古道依山临河而过。
先占据了张棉驿，然后向平安乡进发，在大麻子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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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追赶的国民党新编预备第七师二十一团以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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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打击。

老爷岭关隘
+,-)* 古关隘名。位于关山顶，是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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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两省交界的重要关隘，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清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闰八月，秦州知州赵桂芳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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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弓门镇，派哨探驻老爷岭洪家滩。民国三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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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王震等率领＂南下支队＂进入马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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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占据了老爷岭关隘，给由固关赶来堵截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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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六十一师以迎头痛击，迫使六十一师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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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支队＂顺利地通过关山。１９４９
年７月，解放军

在老爷岭以东三桥子歼灭马继援部八十二军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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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旅后迅速占据老爷岭，解放了马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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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城关遗存
/2) 古关隘名。位于秦安县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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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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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郭嘉镇寺嘴村南。据清《秦安县志》记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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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山（今名墩梁）有马颊关遗址，下为马颊沟，亦曰

关门沟。＂马颊关是中西交通干线的必经过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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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安出发西行，过陇山（亦称关山）到张家川，经
3ßX&$ÆH!v<GHY $£
陇城关，取捷道通达成纪（治今叶堡），再西行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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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至马颊关，过关翻山进入甘谷县，通达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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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xy? leTß.¦§g¨©
踱移关

川的伏家峡到姬家峡间。明《秦安县志》记载；＂为
\ª«Y¬«Ï? PTß.RSuWX
=
n
衍阁川，为冀峡，鸡川水注焉，有蹿移关。＂遮移关
¨© $n«$® |¯°$A±;G? >±;G

老!"#$%
爷岭关隘

./) 古关隘名。《甘肃新通志》秦安条记
wGxy? P÷QéRSTßUV
õ2=wI>$È²³,£´µ¸$Æ¶·5N
卧马关
位于＂丝绸古道＂，由莲花镇经梨树梁，过黑窖驿、
ÔðY¨© $«+£ª«Y¬«f±;
下团庄到衍阁川，从峡门经伏家峡到姬家峡即蘧移

西压相

G$Æ¸«N¹¡Nºÿ N»Y)«G?
关，过朱家峡、胥家堡、逯家元川、寺嘴可到马峡关。

锁阳关
56) 古关隘名。俗称锁子峡。位于秦安县
wGxy? ¼<½â«? õ2Tß.
城北
}~７) 公里处，因峡窄谷深，其固如锁而得名。＂锁
MYz$a«¾¤¿$ÀÒÁ½kdy?=
½

峡秋光＂是明清时期＂秦安八景＂之一。明《秦安志》
«Â>{ÕÃ
=
TßKÄ>ï? PTßRS

记述∶＂峡长三里许，而山色苍葱，水声澎湃，三秋
=«3ÍYÆ$kHÇÈÉ$|ÊËÌ$ÍÂ
uÅX
风色漂漂，经行者飒然。＂有人于清道光二十六年
ÍÇÎÎ$£ÏÐÞ? >Ah2{I½9"

卧马关
&'$

（１８４６年）在锁峡口东悬崖断壁上刻有＂天开石镜＂
!!("# "l½«¦EÑÒÓÔ{ÕA
=
Ö×ØÙ>
¾ÚàÛ? ÜÉH!v<~ÝHa¶ÉHøày
四个大字。青龙山（亦称唐茂山）和黑龙山两大名
!"! !
－! ２５２－

A 通
B
交

山屹立在锁峡东西两侧，葫芦河从峡中流过，水流
!"#$%&'()*+,-./&012+31

南
 ９０
"' 里。三国时，木门关为重要关隘。蜀汉建兴九
gG cQM+ÕÏ;o¼};^G hijk2

湍急，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此关无路通
45+6789:;+<9=>?@A+B;CDE
行。后来几经勘修，直至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７
FG HIJKLM+NOPQRSTUV!"#$ UW%

年（２３１年）诸葛亮出祁山伐魏，因粮草不济退军
UV/,& UWlmn¨o!pq+rKÔstPu
时，在木门道布兵设伏。魏大将张部迂回抢道穷
M+ $ÕÏºvwx^G qyz!ùú{º|
追，兵至木门道深谷，蜀军伏兵四起，万弩齐发，张
}+wOÕÏºr+hu^wTÈ+<~+z
部中箭而亡。明代在此设置木门关，今修有诸葛
!0øG ¥$BxÕÏ;+ bM6lm

月X+YMEZ[\DG
，才修通华双公路。

观儿峡隘
１０
!"#$ 古关隘名。位于今秦安县城西
];^_G `abcdef( &'
公里处的王窑乡境内，为西小河中游峡谷，俗称上
n z! WG
\ghijklmn+o(p.0q&r+stu 亮、张邰等人祠庙。
j&G &vw １０公里，宽
!' \g+x !''
yz (''
y+{|A
123$ 古关隘名。在今张家川县西
];^_G $bzÃµe( ３０
,' g
王峡。峡长约
１００米到
２００米，地势险
断山口隘
里
要，相对高度大，是县境内最长、最宽
}+~+emnv x 、最深的峡
i&

!ÄÚG
龙山镇附近。

rG cde

&RSgo+
谷。清《秦安县志》记载∶＂观耳峡二十里为花玉沟，

文盈关
45. 古关隘名。在今武山县境。《甘肃新
];^_G $b!emG¡\]
通志》宁远县条记载，县境有文盈关，关址无考。
Ee`+em6;+;CG

有水宁桥（久废），有古关遗址（佚其名）。＂观耳峡
63VW+6];V_WG &
'NO~ i¡remnG
由东向南直至相邻的甘谷县境内。

607 古关隘名。在今甘谷县城南。
];^_G $b¡refG
天门隘

耀紫岭隘
公
%&'$ 古关隘名。位于今秦安县北
];^_G `abcde¢ ２０
(' \
ghi£¤l(G ¥cde

¦§
里处的郭嘉乡西南。明《秦安县志》记载∶＂其岭日
¨©ª+«¬®G ?ª®¦u¯ª®°+±²³´
出照耀，晴色鲜紫。＂耀紫岭上俯耀紫村，下瞰阳兀
µ+¶·(+NO¡re+
¸¹]º?ui8
川，绵延向西，直至甘谷县，是＂丝绸古道＂上的一

个重要隘口。
»¼}^½G
神仙岭隘
公
()'$ 古关隘名。位于今秦安县北
];^_G `abcde¢ ２０
(' \
里处郭嘉乡西北（即二神仙梁）。神仙岭隘自郭家
gh£¤l(¢V¾R¿ÀÁWG ¿À¦^Â£Ã
ÄÅÆÇÈ+(¢·É+KjÊlNOEËeÌ
镇峭然突起，向西北延伸，经王铺乡直至通渭县碧
ÄG ¥cd
7
(¢TSgÍ¿À!+
玉镇。明《秦安志》记载∶＂西北四十里曰神仙山，其
!Â³´µOÎÏ;+Ð¦ÑÒ+wÓSg+u
山自阳兀川至闭门关，沿岭低昂，约六十里，其上
ÔÕÖ×+ØÙÚÛG ¿À¦ÜÝo'!VÞß
草木荟蔚，岗峦近廓。＂神仙岭主峰为大东山（海拔
&")*+$ yW+cdemni!ÝG bàá\
１９８４．５米），是秦安县境内最高的山峰。今靖天公

通志》秦州条记载∶＂高桥上关，在州南一百二十
E cé`

u;+ $é8RS

路翻越神仙岭隘，蜿蜓
余公里到碧玉镇，过通
Dâã¿À¦^+äå ３０
,' æ\gzÌÄ+2E

里。四山环拱，军兴，守险处也。＂《天水县志》∶＂高
gG T!+uk+QAhG á3e



ËNçèéG
渭直达兰州。

;+$e'ÓSg+¥xaB
桥关，在县治东南六十里，明设巡检司于此……其
{!61:+SæG bÄm+E
地山麓有营寨，高十余丈。＂今娘娘坝镇南境，通往

佛耳峡隘古关隘名。位于今秦安县南
*+#$ ];^_G `abcde $５公
\
里处的郑川乡境内，是葫芦河流出秦安县境内最
ghiêµlmn+ ,-.1¨cdemn
南端的一个石质峡谷。佛耳峡长约
 ë i 8 » ì í & r G î  & v w６-公里，宽
\g+x
２００～３００
(''.#''米，峡谷两侧悬崖绝壁，左右参差，河流
y+&r)*ïðñò+óôõö+.1
蜿蜓蜒，顺势而行，迂回
次，才能出峡。在河水流出
äå+÷|øF+ùú " ９û+Yü¨&G
$.31¨

县境的最南端，有东西两山隔河对峙，叠然高耸，
emië+6'()!ý.þ+ÿÆ!+
在河东山上筑有一堡，名太坪堡，下有一村称太平
$.'!u"68#+_$%#+±68°t$&

!"#
天门隘
89. 古关隘名。又作高桥上关。《甘肃新
];^_G Bu;G¡\]
高桥关

e±;G
徽县高桥下关。
:;. 古关隘名。《秦州新通志》秦州条记
];^_G cé]Ecé`
石榴关


ì;+$é2SgG$bÄ ¡¢
载∶＂石榴关，在州南九十里。＂在今娘娘坝镇南部白音
&+cé }^+Ee+¥M$Bx£G
峡，是秦州南部要隘，通往徽县，明清时在此设防。
<=. 古关隘名。又称关子关。《甘肃新通
];^_G Bt;¤;G¡\]E
秦州关
cé`

cé;+$é(¢¥Sg;¤¦
志》秦州条记载∶＂秦州关，在州西北七十里关子岭

°Vb'()*W+(!_o+,-.!+u"8/
村（今属麦积区），西山名为五虎浪羊山，上筑一堡

下。＂今秦州区关子镇，距市区
３３ \gG
公里。秦州关位
±G bcé*;¤Ä+¦§* ,,
cé;`

称藏营堡，下有一村即九渡河村。相传藏营堡为唐
t01#+±68°¾23.°G ~401/o5
朝樊梨花征西路上堡寨，
出佛耳峡隘就是樊家城
6789(Du/:+ ¨î&^;7Ãf

置重要，居藉河上游河谷要冲，是古秦州西部的交
¼}+¨©.uq.r}ª+]cé(«i¬

和演营寺，为樊梨花所筑，向东为尉迟峡。浪羊山
<=1>+o78?"+'o@A&G -.!

上又有
uB6５$ 个小山峰（称五虎），俗称面谷堆，意在多
»p!ÝVt+CW+stDrE+F$G
HIJK+:JLM+78NOPQ01#G #
储备战粮，当战败时，樊梨花领兵退守藏营堡。堡
悬林密，天兵难破。佛耳峡隘历来为县境要隘，行
ïRS+áOTUG î&^VIoem}^+F
人实难通行。久闭不开的佛耳峡隘，今已修通了秦
WXTEFG ÎY>iî&^+bZME[c

通要隘，设置时间不详。清代纪元有《秦关》诗一
E}^+xMs®G ¯°6c;±8
²

W³¥Xzc;+b´õöµìG ¶·¸¹
首∶＂人随明月到秦关，树影参差泉石间。遥望卦台
º»h+¼½¾2+Ý!G 
云气处，数声雁过五峰山。＂
>?. 古关隘名。是南宋时期为抗击金兵
];^_G ¿MÀoÁÂÃw
黑谷关
øM"i/:+
Ä¶¼gG NÅcé]
而修筑的堡寨，连绵数百里。《直隶秦州新志》记


Ær;+VéW¥SægG á3e6
载∶＂黑谷关，（州）南七十余里。＂《天水县志》有∶

安到南河川公路。
dz.µ\DG
槐树关
,-.古关隘名。《甘肃新通志》伏羌县条
];^_G ¡\]E^_e`


ab;+ $e'cSgab¦+ dcée
记载∶＂槐树关，在县东三十里槐树岭，与秦州接

＂宋绍兴间，郡守程俊置。＂今无考。

¿Çk+ÈQÉÊG bCG

fG bCgG
界。＂今无存。

为天水通往陇南的重要关口。其中北面铁堂峡两
oá3EÐi¼};½G 0¢DÑÒ&)
岸山崖对峙耸立，谷口狭窄，地势险要，唐代诗人
Ó!ðþ!#+r½ÔÕ+{|A}+5±W

木门关古关隘名。即木门道，在今秦州区西
/0. ];^_G ¾ÕÏº+$bcé*(

天水关
6@. 古关隘名。在今天水镇，相传三国时
];^_G $bá3Ä+~4cQM

期姜维曾在此据守，唐宋等代设天水县，自古以来
ÀËÌÍ$BÎQ+5¿ xá3e+Â]ÏI

!"# !－
－! ２５３

天水大辞典
!"#$%

杜甫有《铁堂峡》诗一首∶＂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
!"#$%&'()*+,
./01234567
绝。峡形藏堂隍，壁色立积铁。径摩穹苍蟠，石与厚
89 ':;&<3=>?@%9 ABCDE3FGH
地裂。修纤无垠竹，嵌空太始雪。＂南宋抗金名将吴
IJ9 KLMNO3PQRST9 UVWXYZ[\
璘等人曾在此据守抵御金兵。《直隶秦州新志》记
!]^_`abcdeYf9 ghijklmno
载在南山上有姜维墓，并在这一带附近有山形如
p`V.q#rst3 u`v*wxy#.:z

山段建成简易公路。１９６４
.ÂÈÉêë¯°9 !%)& 年，甘肃省交通厅公路局
Å37\]^ì_¯°ó

环的白环堡，传为诸葛亮所筑。据《宋史·安丙传》
{|}{~3 9 b$W(
记载，安丙经略四川，因天水军孤城一座难以坚
op3 3 *

路，将原经杨家岘往东南到甘谷姚庄线改走杨家
°3 [gqÓrsäV178tu´&vqÓ

c3 `K }{~3 
守，便在天水军十里之外修筑白环堡，令军民共

守，与西和州连为一体，互为犄角。又据《直隶秦州
c3G ¡k¢*£3¤¥¦9 §bghijk
lmnop3`V.¨©ª«¬® 9
新志》记载，在南山下古城遗址传为司马懿所筑。

第三工程队对武山、甘谷间的马耳湾、十里铺、磐
`Ä"#aø9.ù78b|cdùÎùe
安等路段，沿原简易公里拓宽路基，降低纵坡，放
]°Â3fgêë¯ÊË°Ì3hiÚÛ3j
大平曲线半径，建永久性桥梁７
Ù'(´)A3 Èklmúû *座，涵洞
3 üý４ &道。
ç9
１９６５
!%)" 年，甘肃省交通厅基建处测设队重新选测线
Å3 7\]^ì_ÌÈUnoaFlpn´
rwV09.;3R79¯°9 !%)) Å１０
!- 月，对
x3ø
岘向南达武山县城，接甘武公路。１９６６年
9.³78äÄÎb°Â$%&H3 °ÌË
武山至甘谷东三十里铺间路段进行改造，路基宽

７．５
米，桥梁荷载汽－１３级，拖
－６０Õ9
级。１９７０年开
*#" Í3úûyp[
/!' Õ3z 0)!%*- ÅV
始，市境段逐年铺筑黑色渣油路面。１９８８
S3½µÂ{ÅÎ à>áâ°Ñ9 !%$$ 年统计，
Å|}3
~%æ１．０９
!#-% 万辆次。
öZ9
昼夜行车量

& 路
'
公
!"#国道
() 公路名。连云港至天水线，天水境
¯°Z9 ¢±²³´3µ
３１０

省道
*)２０８
%#&公路
&' 公路名。路线编号为
¯°Z9°´Ｓ２０８线，
1+-$´3
¯° G9.;3G¯°R3
四礼公路起点为武山县四门镇，与四马公路相接，
W    、杨河乡，通往礼县县城，天水市路
ùq+3ìs;;3½°
途经四门镇

¶·¸@¹º»¼³½¹¾3 ¿１５１．８公里。
!"!#$ ¯9
内从麦积区牛背村至市区天水郡，长
ÅÇÈÉ9
¾³ÀÁÂ3ÃÄÄÅÆ!%&&年）建成。
天水郡至马跑泉段，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
!%"' ÅÊË°Ì³ "()#" Í9 !%"* Å3Î ÉÏÐ
１９５３年拓宽路基至５￣６．５米。１９５７年，铺筑成沙砾

路面。１９６９
°Ñ9 !%)%年，按国家二级公路标准，路基拓宽至
Å3ÒÃÓÔÕ¯°Ö×3°ÌÊË³
１２!+ 米，最大纵坡
３．５？？１９７４—１９７８年，分段完成全
Í3ØÙÚÛ '#",9!%*&Ü!%*$
Å3ÝÂÞÉß
´à>áâ°ÑÎ 9 Ãã3ÀÁäå#Ù
线黑色渣油路面铺筑。民国时，马跑泉以东仅有大
æç³¸@.9 !%"% Å3ÀÁ³èé|êë¯°
车道至麦积山。１９５９
年，马跑泉至散岔的简易公路

通车。１９６２年，小陇山林业实验局投资
３６０．１万
ìæ9 !%)+ Å3 íî.ïðñòóôõ ')-#!
ö
÷3ø°Ìù°Ñùúûùüýþÿ!"#$%ßÑ
元，对路基、路面、桥梁、涵洞及防护工程进行全面

改建，路基拓宽至
米，最大纵坡７．５？？平曲线
&È3°ÌÊË³ ６．５
)#" Í3ØÙÚÛ
*#",3'(´
Øí)A +- Í9 !%*-Ü!%*& Å3ÀÁ³*Ó
!" ２０８
!"# #$$%
最小半径为２０米。１９７０—１９７４年，马跑泉至贾家
省道
公路路段
+Î
Éà>áâ°Ñ3,ÏÐ°Ñ9
èé³l
Â/9.;G;^U|.3
<=
河铺筑成黑色渣油路面，余为沙砾路面。散岔至新 段止于武山县与礼县交界处的界牌山，其中天水
-.Â/１９６７年建成，路基宽６．５
!%)* ÅÈÉ3°ÌË )#" 米，最大纵坡
Í3ØÙÚÛ
½µ¶ ４２．７６
&+#*) ¯9
°9.ìsîVù;]
民农场段于
市境内
公里。该路是武山通往陇南、礼县等
１０？？平曲线最小半径
!-,3'(´Øí)A２０米，达到四级公路标准。
+- Í301Õ¯°Ö×9
I|VÙ3îVù;]Iìs]4k|
地的南大门，也是陇南、礼县等地通往省城兰州的
新民农场至东岔段，１９６７年建成。路基宽６．５
Í3
l-.³äéÂ3!%)* ÅÈÉ9 °ÌË )#"米，
最大纵坡
３０米。为林区Ⅱ级
ØÙÚÛ ８？？平曲线最小半径
$,3'(´Øí)A 'Í9 ï¹.Õ
路。东岔至牛背段，１９８６年建成，路基宽
°9 äé³º»Â3!%$) ÅÈÉ3°ÌË７．５
*#" 米，沙
Í3Ï

主要通道。１９４９
ìç9 !%&%年前，由武山县洛门镇南行，经四
Å39.;V%3
门、杨河、越介牌山至礼县，过武都入四川，有一条
ùq+ùJ.³;393#*

Ð°Ñ3.2¹ÄÕ¯°9
砾路面，为山岭区三级公路。

１９
!% 公里。１９７５年，四门至介牌山土路路基建成，宽
¯9 !%*" Å3³.°°ÌÈÉ3Ë
&#" Í3#íú ' 9 !%*" Å¡
ÅVÂ
４．５米，有小桥３座。１９７５
年和 !%*)
１９７６年四门以南段
/3!%$! Å ¡¯¢¡£3FÈ°Ì°
毁于洪水，１９８１年采用民办公助办法，重建路基路
Ñ3 ¯°/ !%$" Å "¤¥|O¦$%K
面，该公路于１９８５年用以工代赈的方式进行修
È9 §/ +---Ü+--!
Å¨©ª«$%&HÎâ3
建。后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以扶贫项目进行改造铺油，
设置了部分防护及排水设施，道路的通行能力
、抗
o¬®Ýÿ!þ¯o°3 ç°|ì%±²ùX

!"$国道
() 公路名。福州至兰州线，天水境内
¯°Z9 3k³4k´3µ¶
３１６
56jk¹¡78ù9.:;3¿ １８７．７
!$*#* ¯9
<=
横穿秦州区和甘谷、武山两县，长
公里。其中

二级公路
２０ ¯3
公里，四级公路
ÔÕ¯°１５
!" 公里，三级公路
¯3 ÄÕ¯° +Õ¯°
１５２．７
!"+#* 公里，晴雨均可通车。双石至天水段，民国二
¯3>?@Aìæ9 BF³Â3ÃÔ

十七年（１９３８年）建成，为泥结砾石路面。１９６６年，
CÅÆ!%'$ ÅÇÈÉ3DEÐF°Ñ9 !%)) Å3

Ùç9 !%") Å3 K ³|êë¯°
商贸大道。１９５６年，修筑洛门至四门的简易公路

FG&HIJKL.|M2Û7Â3 ÊË°Ì¿ 灾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³±²´1*µ|¶·9
重点改造跨越齐寿山的稍子坡险段，拓宽路基长
""--多米，铺筑路面
NÍ3Î °Ñ ３．６７万平方米，建桥３
'#)* ö'OÍ3Èú ' 座，筑
3
*)３０４
!#' 公路
&' 公路名。路线编号
¯°Z9 °´Ｓ３０４
1'-&线，
´3
５５００
省道
涵洞
üý９道。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将皂郊以南路段路基拓
% ç9 !%*%Ü!%$- Å3[PQV°Â°ÌÊ
½¢R'¸I¹|*ìç9 Wjù7
是天水市连接平凉地区的一条通道。途经秦安、甘

宽至
道，接长小桥
Ë³１２米，新建和接长涵洞
!+ Í3 lÈ¡R¿üý ３９
'% ç3
R¿íú "５
座，建小桥１座，建驳岸
１１处。全段达到国家二级
3Èíú ! 3ÈST !!
U9 ßÂ01ÃÓÔÕ
公路标准。天水至武山段，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年）
¯°Ö×9 ³9.Â3ÃÔÄÅÆ!%'& ÅÇ
V"3=WXÈ9 ÃÄCÅÆ!%&$ ÅÇYK3Z
开工，中途停建。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复修，次
Å3³78ÂAì%[æ9 !%"* 年，甘谷至武
Å378³9
年，天水至甘谷段可通行汽车。１９５７

谷县。全长
8;9 ß¿ ２７６．８１公里，天水市境内全长
+*)#$! ¯3 ½µ¶ß¿ ９２．２２３
%+#++'
公里。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甘肃省建设厅设立
¯9 ÃÔCÅÆ!%'$ ÅÇ37\]Èo_o?
静秦公路工务所，建成秦安至静宁的土路路基。民
¹j¯°"º3ÈÉj³¹»|°°Ì9 

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完成路面铺筑，仅可通大
ÃÔ¼ÅÆ!%'% ÅÇ3ÞÉ°ÑÎ 3åAìÙ
æ9 !%") Å3ÈÉ½¾³j;ÏÐ°Ñêë
车。１９５６
年，建成莲花乡至秦安县城沙砾路面简易

%(' !－
－! ２５４

7 通
8
交

公路。１９７８年开始，分段铺筑黑色渣油路面。１９５９
!"# !"#$ $%&'()*+,-./"0# %"&"

二十三年（１５９５
年）由知州王吉人重修；清乾隆五
ÓÎ~$£+4"4 $¤'(û)*+DnsÈ,-.

年冬天，甘谷县姚庄至大营梁路段建成，长
公
$123456789:;<")=>3? ２８
'$ !
里。１９６３年和１９６４年，两次重点改建，拓宽路基，
@# !"() $A !"(* $3BCDEF=3GH"I3
降低纵坡。１９７６年，甘谷县城到金山开放旅客班
JKLM# +",( $3 456NOPQ%RSTU

年（１７４０年），知州程材传又重修。咸丰十年（１８６０
$£+#8. $¤3(ûw/01DnW 23Î$£+$6.
年）拆除。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改建为砖石小桥。
$¤45W ÌÍÎ6$£+"'# $¤F=7¦×«W

%"(( $
* [\]3$^
VW XY6Z945") １９６６
车。秦安县境至甘谷路段
年４月动工，年底
建成土路路基，长
２４公里。１９７８年，秦安、甘谷间
=>_""I3? -*
!@W !",$ $3XY`45a
%RUV# !"$& $X4!"bcd`e
f
g]hij
开放班车。１９８５
年秦甘公路列入省、地＂以工代赈＂

,-)*+' 城区交通设施。民国三十一
NËÕt±W ÌÍ~ÎÁ
北关罗峪河桥
$£+"8' $¤&=3+"4. $ ++ [D=W +"64 $8C
年（１９４２年）始建，１９５０年１１月重建。１９６５年再次

修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桥长
３９．１米，车行道宽７
n=©9:;_3«? )"3+
r3VqH #
rW ß １８．６
+$36 万元。
¡¢W
米。总投资

Fklm3n=op ５０道，长
&. q3? &**
改造项目，修建涵洞
５４４ rstuv]w
米；设防护工程

４*处，长
５００米。全线铺成沙砾路面，达到三级公路
x3? &..
rW yz*>{|"03}O~!"
标准。２００６
$3XY`45B6 /"]w
W /..(年，秦安、甘谷两县按照通乡油路工程
对其进行了改造，其中秦安段路面结构为
厘米
Fk3 XY)"0 ３0 r
厚沥青表处面层
厘米厚水泥稳定砂粒基层
1!$ rI

x0 ＋１８
＋１８
1!$ 厘米厚天然砂粒垫层，新建涵洞
r23 =op ２７道
/, q ２０９．９８
/."2"$
r3 > １２１７．９５
!/!,3"4 ¡¢s
45)"0
米，完成投资
万元；甘谷段路面结构为

（３＋２）厘米沥青碎石表处。改造旧涵洞
２１道
２２０
£)1-¤ r¥¦x# Fk§op -+
q --.
米，新建涵洞
道 +#１７２ r3Fk
米，改造+ ¨
１ 座１￣６０米钢架
r3=op １８
+$ q
+56. r©ª
桥«８６
１６５０万元。沿线无道班房等
$6 延米，完成投资
¬r3> +64.
¡¢# z®qU¯°
公路设施，全线路况稳定，桥涵运行良好。
!"t±3yz"²3«o³´µ#
!"３０５
!"# 公路
#$ 公路名。路线编号
!"¶# "z·¸
7).4线，
z3
省道
Ｓ３０５
29¹6z3º2»¼½¾¿ÀÁÂq3y
天水至陇县线，是天水市连接陕西的一条通道，全
+)'3)# !@3ÃÄÅÆÇ6`È6`ÉÊËB
长? １３２．３７
公里，途经张家川县、清水县、麦积区两
6ÁËW
ÌÍÎÁ$
£+"'' $¤3=>29ÏÐÑ
县一区。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建成天水至马鹿镇
$¤3=>2Ï!
ÀÏÒqW ÌÍÓÎÔ$£+")4年），建成天马公
的马驮道。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
"W +"48年，铺筑沙砾路面。１９６７年开始，对张家
$3*+{|"0W +"6# $%&3ÅÆ
路。１９５４
Ç6N9¾4ÕÖÀ 443) !@")ÔF
川县城至陕甘交界的５５．３
公里路段按四级标准改
=3"IH
#34
r3*+{|"0
4836$ !@3=o
建，路基宽 ７．５ 米，铺筑沙砾路面 ５４．６８
公里，建涵

.-)*+/'城区交通设施。１９８８
NËÕt±W +"$$年，由
$3'
东关罗峪河复桥
ø!<=>??@AB3C=>?««0DE3
于东关罗峪河河床淤高，原罗峪河桥桥面狭窄，通

行力弱，不能满足城市交通需要，市建委决定兴建
FG3#HIJN»ÕKL3»=MNO=
罗峪河复桥。复桥由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设计，按百
=>?P«W P«'dÕQRtSTtS3U
年一遇洪峰流量
立方米／秒要求设计。该桥位
$ÁVWXYZ ５７３
4#) [\r
; ]L^tSW Ý«÷
øC«Ø_3«? 8+38
r3VqH " r3B_+
于原桥北侧，桥长
４１．４米，车行道宽９米，两侧人
q０．２５米，为
.3-4 r3 )３孔
` +)
行道
１３rabÀ©9:;_cd
米跨度的钢筋混凝土空心
板桥，荷载汽车－２０级，拖车－１００
e«3fgòV <-. 3hV <+.. 级。１９８８年
W+"$$ $ 8４月
[
２８-$日，由省水利厅地质工程队中标承建，同年
１２
i3'djkel]wmn=3o$ +-4 iypq]W ]wkr３７．２４万元。
),3-8 ¡¢W
月[ ２５日全部竣工。工程造价

五里铺藉河大桥
0123+4' 城区交通设施。又名藉河
NËÕt±W 1¶s?
!:«3÷ø.@*s?tu3ºvÉÊÀwL
东大桥，位于五里铺藉河之上，是通往麦积的主要
«<W O=ø１９５８年６月，全长
+"4$ $ 6 [3y?１８０．６
+$.36 米，车行道
r3Vq
桥梁。兴建于
H , r3B_+qH
.3,4米，共
r3x ２２
-- 孔，孔跨
`3`a $８
宽７米，两侧人行道宽
０．７５
rW «yuz©9:;_¼{«<3|z©9
米。桥身上部为钢筋混凝土连续桥梁，下部为钢筋
+"". $１２
+- 月，拆除旧桥
[345§«
:;_}ª~W +"$4 $9１９９０年
混凝土排架桩。１９８５年至
D=«3y? ２０４．５４米，桥面宽
-.8348 r3«0H １８
+$ r3V
重建新桥，全长
米，其中车行
qH １４米，两侧人行道各宽
+8 r3B_+qH -２米。桥型上部为
rW «uz +.
道宽
１０
``
`a
-.
rÀ©9:;_í
=
<3
孔、孔跨 ２０米的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简支Ｔ型梁，

洞８３
１７¨3«
座，中桥１座。１９６８年开始对北
下部为直径
米的钢筋混凝土桩墩。桥梁底面距
p $)道，小桥
q3×« +#
+ ¨W +"6$ $%&Ø
|z １．２
+3- rÀ©9:;_~W
«<^0
道火车站（现麦积火车站）西道口至张家川县城段
米，按百年
qÙVÚ£ÛÉÊÙVÚ¤¿qÜ9ÅÆÇ6N) 河床
?@４．５
834 米，桥面标高比旧桥提高
r3«0B§«B２．８８
-3$$ r3$
进行改造。１９７５年，拓宽该段路基，降低纵坡，铺筑沙
FkW +"#4 $3GHÝ)"I3JKLM3*+{ 一遇洪峰量设计，荷载汽车－２０
ÁVWXZtS3fgòV <-.级，拖车－１００
3hV <+..级。
W
砾路面。其中Ｋ０＋０００—Ｋ９８＋０００为天水公路总段管
|"0W  9.:...Þ9"$1... 2!"ß)à 总投资
ß ４３５万元。
8)4 ¡¢W
á 39"$1...Þ9+'414'. 
È6Õâ à á 3
3+56' 城区交通设施。位于秦州区南
NËÕt±W ÷øXûËö
养，Ｋ９８＋０００—Ｋ１２５＋５２０
为清水县交通局管养，
藉河南大桥
9+'414'.Þ9+)'1)#. ÉÊËÕâàáW
Às?u3Ø½:"3ö2Ø!"W +",4 $8
Ｋ１２５＋５２０—Ｋ１３２＋３７０为麦积区交通局管养。
郊的藉河上，北接大众路，南通天北公路。１９７５年４
!% ３０６
!"$ 公路
&$ 公路名。天水至合作线，天水
!"¶W 29ãäz32
[ ２０
-. i\]n=3+",,
$ " [:«q]VW y
省道
月
日动工修建，１９７７年９月大桥竣工通车。全
境内长
Zå?３０．１１公里。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建成
).3++ !@W ÌÍ~Îæ$£+"8$ $¤3=>

长２２６．５
? --634 米，车行道宽９米，两侧人行道宽２米，荷
r3VqH " r3B_+qH - r3f

2çÆè9é6ÏVqW +"48 $3ê³¿A`
天水徐家店至礼县马车道。１９５４年，为调运西和、

gòV <+4级，拖车－８０
3hV <$. W
«uzc©
载汽车－１５
级。桥体上部为空腹式钢

[3%&ï 筋混凝土双曲拱，下部为重力式桥台和明挖基础
9:;_3 |zDF«A%I
é6ëì3Ý=>íî!"W +"44 $ 8月，开始季
礼县粮食，该建成简易公路。１９５５年４
ðñòVW
+"44
$9
+"46
$3F=çÆè9ó
节性通汽车。１９５５ 年至 １９５６年，改建徐家店至赵
+"#6 $*+õöO2Ñ
Æô")3? +4
家窑路段，长
１５ !@W
公里。１９７６
年铺筑平南到天水镇

黑色油渣路面
公里。１９７７年，铺筑徐家店至平
,-/."0１３
+) !@W
+"## $3*+çÆè9õ
南黑色渣油路面
ö,-./"0１２
+'公里。
!@W

' 梁
(
桥
)*+' 城区交通设施。位于李家窑城门
NËÕt±W ÷øùÆôNú
罗峪河桥
£XûËüãýþ»ÿ!¤W &n"a#$3%¡&
（秦州区综合批发市场东）。始修时间不详，明万历

! %## !－
－２５５

!"#$%
藉河南大桥

天水大辞典
!"#$%

柱式墩，共６孔，孔跨３６米。桥北端建有１孔、孔
米。１９５１年
!"#$% ! &$&' "! () *+,-. # &/&
() #-$# [１２
#& 月新桥建成，为钢筋混凝土排桩连
\Ê*-=$°Q2 Ë®Ì
跨'１５
型梁桥，与环城路形成立 续版桥，桥梁全长
１６４米，桥面净宽７米，２０孔，跨
#$ 米的少筋微弯版
(012345 Ｔ% 67*$89:;<=>
($*KÎ . ($&, &$'
Í5*$*7 #!'
交，东西盘道设有花坛。大桥总铺装面积２４８６．５５平
径总长
?$@ABCD.EF) G*HIJKL&'(!)$$M
ÏH２０米，设计荷载等级为汽车
&, ($DÐÑÒÓÔ°Õ－１０
2#, 级，现已
Ô$Ö×
方米，耗用钢材
６０３．１６立方米，水 废弃。
#"()'& 吨，木材
S$TR !*"+#!>N($U
N($OPQR１３８．４２
ØÙ)
罗峪河南桥
泥V２４８０吨，总投资
１６４万元。１９８６年
&'(, S$HWX #!'
YZ) #-(! [９月，由天水
-\$]^U
-.)/( 城区交通设施。位于藉河北路
:t?uDf) ~z{+;
市_建
政工
公e
司f
施 公共汽车公司东花园处，１９９４年由市建一公司修
- 委投
` W资
X ２６．９
d%Õde@ErÚ$#--' []_-Ûdes
&!)- 万
Y元
Z ，市
$_a
b程
cd
建，中承式拱桥结构，长
米，其中车
b$ghG*h,i-j8+,k60h>?*)
-$"*$４４米，宽
'' ($１６．６
#!)! ($
工，在南大桥南端兴建了与北端同型的南立交桥。
k[１１
## 月底完工。１９８７年
\lmb) #-(. [ １２
#& \m=no9Cp
同年
月完成两侧环道及

nqEr0-s)
两座花园的建修。

C １４
#' ($
CnoÜ &)(
() HÝÞ
行道宽
米，人行道两侧各宽
２．８米。总造价
#&!)( 万元。
YZ)
１２６．８

罗峪新桥
-.0( 城区交通设施。位于罗峪沟西端，
:t?uDf) ~ßàA,$
南北走向，２００８
月开工建设，２００９[年$ ５月竣
h+áâ$&,,( 年
[ '４ \Äb-D$&,,\ã
工，总投资
３５０万元。兰州市建设设计院设计，天
YZ) äå_-DDÐæDÐ$^
b$HWX "$,
水昌兴市政工程公司施工，西北信诚监理公司监
Uçi_abcdefb$ A+èéêëdeê

理。桥梁结构为１跨，长度
ë) *7° # '$ ３５米，预应力混凝土简
"$ ($ìíî ï

支梁桥，宽
ð7*$ １５
#$ 米（９米车道，两侧各
(£- (C$noÜ ３米人行道），
" (C©$
桩柱式桥台，基础为钻孔灌注桩，防洪标准为百年
®!"*ñ$òó°ô&õö®$÷¾øù°ú[
一遇，流量
５９６ >N(
立方米／秒。
Ûû$üý $-!
3 þ)
!"#$%
藉河南大桥
瀛池大桥
12#( 城区交通设施。位于原天水郡藉
:t?uDf) ~Ã^U¤z
&'#( 城区交通设施。又称东团庄藉河
:t?uDf) vw@xyz{
藉滨大桥
{G*@o １７０米处。２００７年３
#., (Ú) &,,. [ "月
\ ２２
&& ÿ]^U_
河大桥东侧
日由天水市
G*/|};z{G*$~|};h,$'z
大桥、合作路藉河大桥，位于合作路南端，横跨藉
\#
:_-DWX.!deÄb-D$&,,- [
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开工建设，２００９
年$ ５月１
{$uh+) #--! [-=P$
*
河，沟通南北。１９９６
年建成使用，混凝土空板桥结
ÿ"u$k¹#$%P^U¤z{G*) &'G
日前通车，同时封闭停用天水郡藉河大桥。瀛池大
($*１９０．４
#-,+'米，宽
($ １３．５
#"+$ ($
$&'１６#!米，桥长
* ５４２．８３４
$'&)("' ($
°()ÌÍ*7<"$·
构，孔经跨度
米，其 桥全长
米，为变高连续箱梁结构形式，双
中车行道宽９米。２００６
C - () &,,!年进行了加固维修。
[js)
' C$ÑÒ°:_ 45
G*h,8&+;
â ４车道，荷载为城市
向
－Ａ Ô)
级。大桥南端与瀛池路
z{h;,-.u>?$+,8=/GCM?$
藉河南路部分互通立交，北端与成纪大道平交，其
G* &(& ($h,0C １７３米，宽
#." ($ &#
(1+
中大桥长２８２米，南端引道长
２１米；北
,0C
(.+("'
($

&#
($5
2C
#!"+$&.
端引道长 ８７．８３４米，宽 ２１米，Ａ 匝道长 １６３．５２７
($6 2C２１１．７９５
&##).-$米，宽８．５
($ ()$ 米。
()
米，Ｂ匝道全长

麦积区渭河人行便桥
3456)789( 城区交通设施。位于
:t?uDf) ~
^U345h) ±²¼´6[£#-'. [©$7^8
天水火车站正南。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宝天铁

路工程部门修建
米长的多孔木架钢梁木面单
;bc,9s- ３００
",, (0:&T;Q7TK<
C»*$=>¾U?½) @[A-$#-$' [ (８月
\
行道便桥，后被洪水冲毁。次年复建，１９５４年
B@>½) k[$C?uDWX '$
再次被毁。同年，省交通厅投资
４５ YZi-Q2
万元兴建钢筋
!"!&$%
藉河藉滨
大桥

 Ê*$#-$$ 年
[ #,
*% ',
&$H
混凝土新桥，１９５５
１０ \ãb)
月竣工。全桥共
４０孔，总

&)*+( 城区交通设施。２０００
:t?uDf) &,,,年
[ １１
## \藉河迎宾桥
月建
成。北起迎宾路，横跨藉河，南至羲皇大道，中承式
=) +;$'z{$hGC$"

 ３２４米，高
"&' ($) !６米，车行道宽
($C .７米，两侧人行道各
($noCÜ
长
,).$
()
&,
E/6µ´[F$*GVHLIÿ)$
０．７５米。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桥下泥沙积淀日高，
有阻碍洪水之虞，北道埠渭河桥通车后，该桥被拆
.JK¾ULM$+CNO{*u=$P*>Á
Â) °N»h+Q±?u$#-(. [ " \ & ÿ #,
除。为方便南北居民交通，１９８７年３月２日至
１０
月１日，由甘肃省水利厅工程地质队在原旧桥址
\ # ÿ$ ]RSCUTDbcUVWgÃX*Y
兴建１座人行便桥。该桥全长
３５３．５
米，宽
i- # q»*) P*
"$")$
($５．６
$)!米，
($
为钢筋混凝土单柱板梁桥。总投资
°Q2 <!7*) HWX１５８．７１
#$().#万元。
YZ)

*$ ２５１米，车行道宽度
&$# ($C &,+#
($C
拱桥，全长
２０．１米，人行道宽
($^U_-D -D)
３ "米，天水市建设局建设。
!",&)( 桥梁名。又称西大桥，位于县
*7¡) vwAG*$~¢
天水郡藉河桥

道CＸ４４１（天水郡—松树湾）上，天水市区坚家河，
/''#£^U¤¥¦§¨©ª$^U_t«¬{$
* 7   ® ¯ °ＫＯ＋７８０。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
0,1.(,) ± ² ³ ´ µ [£#-"(
桥梁中心桩号为
[©$¶·d;¸-¹$s-ºU»*$ ５３．５米，
$")$ ($
年），华双公路初建时，修建过水便桥，长

瓦窑坡罗峪河人行便桥
:;<-.)789( 城区交通设施。位
:t?uDf) ~

宽
２．８米。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毁于洪水，同年重
&)( () ±²¼´[£#-'# [©½¾U$k[¿

于瓦窑坡外的罗峪河上，全长
２．５
Z[\]0ßà{ª$４３．６米，桥面宽
'")! ($*K &)$

-) ±²¼´À[£#-'! 年），拆除桥南原过水路
[©$ÁÂ*hÃºU;
建。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 ($8Ã*Ç
K$ÄÅ{Æ$-T®TKºU*
面，开挖河床，建木桩木面过水桥 ３５
米，与原桥相

($°Q2 "^_*) ]`åt-D
米，为钢筋混凝土中承式系杆拱桥。由秦州区建设
abfb) #-(-年
[ ９- \cb$[l?dP)
H
局组织施工。１９８９
月动工，年底交付使用。总

接。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
１０３
È) ±²¼´µ[£#-'(年），又将桥接长至
[©$vÉ*È #,"

#" 万元。
YZ)
WX１３
投资

!"# !
－! ２５６＿－

L
交K 通

左家场罗峪河人行便桥
!"#$%&'()* 城区交通设施。位
!"#$%&' (

制便桥，名广济桥，后毁于洪水。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
èDéêD³ë)ì^' -2 íî &2
Eïð

于左家场通往烟铺村的罗峪河上，全长
!" 96:
)*+,$-./0123456 78 ４０米，宽
２．１米，为鱼腹式钢桁结构架桥。１９８８年７月
日
#$% 96;<=>?@ABCD' %&'' E ( F ２８
#' G
秦州区建设局投资
)%$!! 万元，由市建二公司施工
NO6PQJRST&U
HI"J%KLM１１．４４

建成灌注桩Ｔ型梁式桥，１２孔，孔跨
２０米，桥长
9 D8
JÄñòÎ 7 ó~>D%- i i -2
２４４．０４米，桥面净宽８．５米。荷载汽－２０级，拖－１００级。
-!!,2! 9DÅ: ',+ 9' 0-2 }0%22 }'
武山县城渭河桥
;<=>.&* 桥梁名。位于武山县城北
D~' ()ÖÉ×pÛ
３１６
.%* 国道上，１９６６年兴建。为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简
¢5%&** EôJ' ;õö>?
支Ｔ型梁式桥，桥长
米，桥面净宽７米，５
® 7 ó~>D D8１１５．０２
%%+,2- 9
DÅ: ( 9+
ii -2
9' %&(& E÷Y«D¬J;øùúû
孔，孔跨
２０米。１９７９年，将双墩桥改建为浆砌片石

E １% FVUW
J%6%&'&年
建设，１９８９
月竣工。

双桥架管桥
+*,-* 城区交通设施。位于双桥南口
!"X$%&' ()YDZ[
1\45' P]^Q_`JaSTbJ6%&'* E
+
的藉河上。由天水市第一建筑公司承建，１９８６
年５
FVUW ABcdCeDfgW D8 １６５．６米，宽
)*+,* 96:
月竣工。结构与前架管桥相同。桥长

üýD«'
整体桥墩。
?"@.&* 桥梁名。位于武山县火车站东
D~' ()ÖÉ×»¼Ú
史家庄渭河桥

-96h & i6jklmn %$*
9W oLM .+,*. NOW
２米，共９孔，两边栏杆高
１．６米。总投资３５．６３万元。

./0* 城区交通设施。位于峡口处的藉
p"X$%&W ()q[r1\
þ+ ÿ4!"#$1Æ©S%5W %&(- E % F
渭峡吊桥
史家庄越渭河至鲁班沟的专用公路上。１９７２年１月

动工，次年８月建成，为双曲拱桥，桥长
&UÃE ' FJÄ;YÁÂDD8 ２０３．１８米，
-2.,%' 9
桥面净宽７米，７孔，孔跨２５米。荷载汽－１５
}
DÅ: ( 9( i i -+ 9W  0%+级，拖

河上。由麦积区交通局设计。１９８９
年３. 月开工。结
45W Pst"X$K%uW )&'& E
FvUW A
构为钢架柔式。全长
#)* 米，宽４米。总投资
96: ! 9W oLM ６２．７
*#,(
B;?Cw>W 78２１６
NO6xyzX${LM １２．７
)#,( NO6"|j}LM
万元，其中省交通厅投资
万元，区乡两级投资

0'2 }W
－－８０级。

北道埠渭河桥
123.&* 桥梁名。位于麦积区城区，渭
D~' ()st"p"
河人行便桥下游
4D ４００
!"" 米处，连接桥南与主城区。
9r DZcp"'
１９８２
%&'- 年，甘肃省交通厅投资修建，为钢筋混凝土
E zX${LMJ ;?
桥，１９８５年９月通车，桥长
３７８．５
１２米，
D%&'+ E & F$D8
.('$+米，净宽
9: %9
j: 米，１５
- 9%+ 孔，孔跨
ii -+
9jD
两侧人行道各宽２
２５米，两岸引桥

AB.&* 桥梁名。位于县Ｘ４５７（洛门—
D~W ()× 8!+('()Ê
洛门渭河桥
盘榆）上，武山县洛门镇，桥梁中心桩号为
ＫＯ＋５００，
*+¦5ÖÉ×()D~yÍÎÏ; 526+22
１９７６年７月建成，桥长
１８７．８米，净宽
%&(* E ( FJÄ D8
%'(,' 9 :４．５米，８
!,+ 9'
孔，孔跨２４米，同年８月被洪水冲毁，１９８６年重
i i -! 9 gE ' F,ì^-ë%&'* E.
建，次年
月建成通车，桥梁全长 ２６４．４
JÃE １０
%2 FJÄ$D~78
-*!,! 米，单孔
9Ñi
ÒÓÐ ２０米，桥梁结构形式Ｔ型梁桥，设计荷
-2 9D~AB/> 7 ó~D%u
最大跨径

(&( 9' 
}－１００
0)//级。
}'
７９７米。荷载汽
－２０0-/级，拖

9W
Ô} 0-2 }DÅ:Õ９&米。
载等级汽－２０级，桥面宽度

NOW
５０+/万元。

C@
. & * 桥梁名。位于通渭至甘谷
D~W ()$!0
姚
庄渭河桥
'82'(¦Ì50×¿ô1+ W D~yÍÎÏ
（ＸＯ８７）线上，甘谷县新兴镇姚家庄。桥梁中心桩号
5&(62'(W ¡¢£¤2E'%&!( E¦J3]S
; Ｋ９７＋０８７。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修建洮天公
为
%'43!]^¦5C%çCçÅD67ë)ì
路（临洮至天水）时，架设木架木面桥，不久毁于洪
^W³8Ã.J9,-ëW%&*2 EJÄ
水。后几次重建，均被冲毁。１９６０年，建成混凝土土
«:çÅDh & i8 -%&
( 9W %&(.
墩台木面桥，共９孔，长
２１９ 9:
米，净宽７米。１９７３

年，利用原桥墩台新建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桥梁
E¨©ªD«:¿J?YÁÂDD~
全长
１３．３５米。设计荷载等
78 ２２１．２０米，桥面宽度为
--%,-2 9DÅ:Õ; %.,.+
9W %uÔ
}; 0%+级。
}W
!"#$%&'()
级为汽－１５
麦积区北道埠渭河桥
南河
川渭河桥 桥梁名。位于麦积区渭南镇
磐安渭河桥
Ｙ６６
DE.&* 桥梁名。位于
D~W ()
9**线盘（安）—
Ì*';¦Ê
4&5.&*
D~' ()st"Z
<'+=¦50×>;»¼ÛD~yÍÎ
南河川孙家庄，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５月建成。
Z4+  ¡¢£¤E ¥)&!) E¦+ FJ§' 谢（家湾）上，甘谷县磐安镇火车站北，桥梁中心桩
Ï; Ｋ１＋１３０。１９８５年列入＂以工代赈＂扶助贫困地
5%6%.2W %&'+ E?Þ
@
AUïBCDEFGH
１９５５
号为
)&++ 年，甘肃省交通厅利用原桥墩改建混凝土简
E zX${¨©ªD«¬J
"1J%IJ%&'* E&U%&'( E１１
%%月
F ２５
-+ G
日
®¯°±^D8１５３．６２
)+.1*- 米，净宽
9 : ４! 9
支平板过水桥，长
米，荷载 %2
１０ 区的建设项目，１９８６年动工，１９８７年
VU$D~78 ２６４．０４米，桥面宽度为８
-*!,2! 9DÅ:Õ; '米，
9
²' １５年后，因质量问题弃用。１９６９
%+ E³´µ¶·¸¹©' %&*& 年，省交
EzX 竣工通车，桥梁全长
吨。行车
? 7 ó~>Dh
ii -2
9%
${LM １１０
%%/ NO
ºZ4»¼½¾¿JÀ 钢筋混凝土Ｔ型梁式桥，共
１３%.孔，孔跨
２０米，设
通厅投资
万元，在南河川火车站附近新建空
}W
uÔ}; 0%+级。
! ii ５０．４
+/3! 计荷载等级为汽－１５
=>YÁÂDÃE ' FJÄW h４孔，孔跨
腹式双曲拱桥，次年８月建成。共
FG.&*
D~W
KL£M¿D ()
9D8
-*.,-*
9DÅ:
(
9W

0%.
}
中滩渭河桥 桥梁名。又称三阳新桥，位于
米，桥长 ２６３．２６米，桥面净宽７米。荷载汽－１３ 级，
 0*" }W
拖－６０级。

8!!+线麦（积）—甘（谷）上，麦积区渭南镇火车站
Ìs't¦Ê'0¦5st"Z»¼
Ｘ４４５

鸳鸯渭河大桥
67.&8*桥梁名。位于专道
D~W ()ÆＺ１７８（马家
4%('ÇÈ+

北，桥梁中心桩号为
Ｋ１６＋５００。甘肃省交通厅投资
ÛD~yÍÎÏ; 5%*6+22W
zX${LM

山—李家山）线上，桥梁中心桩号为
Ｋ１＋９００，１９７８
ÉÊË+É¦Ì5D~yÍÎÏ; 5%6&22%&('

NO]^H"NE -2
７０(2 万元，天水地区补助
２０ NO£MSOL
万元，三阳川各公社投

年６
２７０
E *月建成通车，桥梁全长
FJ§$D~78２８５
-'+ 米，跨径总长
9Ðo8 -(2

劳施工，１９７９年
月建成通车。桥梁全长
P&U%&(& E ５+ FJÄ$W
D~78 ２２０米，
--2 9
净宽７
米，结构为空腹式双曲
 : (米，跨径总长
9   Ð o 8 ４０
!2 9
AB;À=>YÁ
}Q 0'2
}
Â D%uÔ} 0%+级，挂
拱桥，设计荷载等级汽－１５
－８０级，车行道

米，单孔最大跨径
9ÑiÒÓÐ ３０
.2 米，桥梁双曲拱，设计荷载等
9D~YÁÂ%uÔ
级为汽
0-2级，桥面宽度为
}DÅ:Õ; ６米。
* 9'
};－２０
鸳鸯广济大桥
桥梁名。位于武山县鸳鸯镇
679:8* D~' ()ÖÉ×ØÙ

: ( 9W
宽７米。

东北榜沙河入渭河下端。清康熙年间曾在此建木
ÚÛÜÝ4Þ4 ßà áâãEäåºæJç

!"# !
－! ２５７－

HE=IJ&8* 桥梁名。又名西大桥，位
D~W KRÓD(
秦安县葫芦河大桥

!"#$%
天水大辞典

于秦安县城西侧，横跨渭河上游一级支流的葫芦
!"#$%&'( )*+,-./012345
河。为空腹式等截面悬链线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
,6 789:;<=>?@ABCDEFGHI(
９孔净跨
! JK*２５"#米，桥长
L( IM ２５４米，桥面净宽
"$% L( I=KN６．５＋２×
&'$(")
０．７５
L(OPQRS ,-# 级，拖－６０
0(T ,&* 级，设计洪水
0(OPUV
*'+$ 米，设计荷载汽－１５
频率
４６００ Z[L
立方米 . ／秒。由省交通运输管
-.#*(2Y %&**
\6 ]^_`abc
WX１／５０，流量

板
9 ＋１－８ｍ矩形板），下部结构为四柱式桥墩钻孔桩
(-,14 789ð(=l£67j>:I?@J#
基础，县城南岸为
Ｕ型桥台，北岸为埋置式桥台。
CID(E§7FG:ID6
AB($%ý§7 5
社棠牛头河桥
12/0*+ 桥梁名。位于乡道
Iú6 Î!HËＹ６６４（星
6&&%ïI
火厂—麦积）上，１９８３年７月
+  １０
-* 日，由天水公路总
(]tVyz
JwKLMð-(-!10
段工程队施工建设。１９８５年
１１月１５
N¼g¢O6 -!1$
--  -$日，大桥工程
(I¼

理局测量设计队测设，中央四机部所属庆华、永
defYOPgfO( hijklmnopqr

全部完工。同时兴建桥头引道
%l6 ~O¢IPQË１９９９．４
-!!!'% 米，石拱涵洞
L(RHST

sq tuvwx^yz{|g}~
红、天光三厂与省公路团六队共同组成施工指挥

- Ë( UVWRXY４１．３３
%-'00 Z[L6
IßZ
１道，浆砌片石护坡
立方米。桥梁总造价
１９８．８６
万元。桥型为预制安装Ｔ
-!1'1& 6
IC7:[û\ 7 型梁式桥，下部钻
C:I(=l@
孔灌注桩，双柱式桥墩，组合式桥台。桥长
J]^#(F>:I?(.:ID6 IM ２３８．８
/01'1

l(! -!+&  ２５日开工，１９７３年５月竣工通
/$ (-!+0
$ `
部，于１９７１年６月

车。总投资８７．７１万元。竣工通车前的
４ %月２８/1日，
(
6  1+'+- 6 `3
葫芦河爆发一次
/* 3UV( 2Y
45,/ ２０年未遇的特大洪水，流量达
３０４０
小时，但桥梁完好无损。
0*%*立方米
Z[L／秒，历时
. \( ５$ (I
¡6
葫芦河大桥的建成，结束了两岸靠木船摆渡的历
45,I3¢( £¤¥¦§¨©ª«¬3
史。天巉公路开通后，随着葫芦河大桥车流量的迅
6 t!yz`®(¯°45,I2Y3±
速增加，该桥拱肋和拱波出现不同程度裂缝，外侧
²³´(µIH¶·H¸¹º»~¼½¾¿(ÀÁ

拱肋混凝土严重剥落，局部钢筋外露锈蚀，两侧人
H¶CDEÂÃÄÅ(elABÀÆÇÈ(¦ÁÉ
行道系向外位移，栏杆部分损坏，成为危桥。２００３
ÊËÌÍÀÎÏ(ÐÑlÒ¡Ó(7ÔI6 /**0
年，葫芦河大桥被省交通厅纳入天巉公路建设配
( 45,IÕ^_`Ö×Øt!yz¢OÙ
套项目进行改造加固，由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
ÚÛÜÝÊÞß´à( ]áâ^_`ãäåæO
PçèéOP( áâzIêëyz¼ìíyî
计院负责设计，甘肃路桥第二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ïáâ^yz¼yîêëÛÜlðñ¢6 ¼
（甘肃省公路工程总公司第二项目部）承建。工程

L(ÊËN ! L(¦ÁÉÊËN - L(QRS ,-$
米，车行道宽９米，两侧人行道宽１米，荷载汽－１５
0(T ,1* 级，共
0(} -J(J* /*２０米。桥梁中心桩号
L6 Ih"#$
级，拖－８０
１１孔，孔跨

为7Ｋ５＋０００，单孔最大跨径
2$(***(_J`*&２０米，桥面宽
/* L(I=N１２．５
-/'$ 米，
L(
OPQR;07yz806
设计荷载等级为公路Ⅱ级。
34567+ 桥梁名。１９６５
Iú6 -!&$ 年２/ a5
新阳工农吊桥
月动工修
建，上部结构为单链柔式微型吊桥，悬索为直径
４０
¢(-l£b7_?c:dCeI(>f7g& %*
毫米钢丝绳
hLAij９根，工字钢横梁，槽钢纵梁，门式塔
! k(lA)(mAn(o:p
高q ６．６
米，钢筋桥栏杆高
８５rL(
厘米，桥面初为木结
&'& L(
ABIÐÑq 1$
I=s7©£
构，后改为钢板。工程于
b(®Þ7A96 ¼! １９６５
-!&$ 年 !９月建成，投资
¢(
-*'/ 6
thuvwHxyz{|}~cd
１０．２
万元。其中以从各乡群众搞副业提取管理费
3 $５万元，从各公社积累款中支付
( vwy Mh1
的办法解决资金
0'/ (tV
I¢®Õú7
３．２
万元，天水市补助/２6
万元。桥建成后被命名为

! /**0
-  -$ (/**0
-/ 月
 0*
¢
于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５日开工，２００３年１２
３０日建
(/**%
ò:`6
óôÞ¢´à
!
J

I6
成，２００４年１月正式通车。主要改建加固９孔 /$
２５ ＂工农桥＂。
L>?:FGHI - õ ２５４米，桥面由原来的
/$% L( I=]ö÷3 1８
897+ 桥梁名。位于麦积区元龙乡境内
Iú6 Î!LM+H
元龙吊桥
米悬链式双曲拱桥１座
L´Nø
-+
L(
QR;07S
,/*
0(
ù
,-**
+,-()`E§3I6
-!!&年 １２
-/ 
米加宽到１７米，荷载等级为汽－２０ 级，挂－１００ 渭河上，是通往北岸元龙村的桥梁。１９９６
月
06 ３９８
0!1 万元。
6
¢`(４．０９
%'*! 万元，桥面净宽
(I=KN ２．６
/'& L(K*
级。总投资
建成通车，投资
米，净跨

-0% L(%M １４１米。上部结构为工字钢加劲，桥栏
-%- L6 -l£b7lA´(IÐ
１３４米，全长

高
厘米，该吊桥已废弃。现由铁路部门援建建
q ９０
!* rL(µI6
º]zlo¢¢
 - õABCDEI6
成１座钢筋混凝土桥。

!"#$%&'(
秦安县葫芦河大桥

伯阳吊桥
:47+ 桥梁名。位于麦积区伯阳乡境内
Iú6 Î!LM+H
渭河上，是沟通北岸南集村及清水县草川、旺兴乡
+,-()`E§ý *V$¡þq¢OH
3£/I6 -!+& １２-/月建成通车，投资
¢`( %'&%

的唯一桥梁。１９７６年
４．６４万
(-l£b7lA´(A9I=(I=KN
元，上部结构为工字钢加劲，钢板桥面，桥面净宽
/'& L(K* １０５米，全长１１２米，桥栏高
-*$ L(%M --/ L(IÐq１．２
-'/ 厘米，
rL(
２．６米，净跨
µI6 º]zlo¢¢ - õAB
该吊桥已废弃。现由铁路部门援建建成１座钢筋

-%/'&* L(I=KN + L(0 J(J* %*
L(*&
１４２．６０米，桥面净宽７米，３孔，孔跨
４０米，跨径总

+ðJ¬3ÃôI6 -!1* ¢`(-!!%
区）火车站的重要桥梁。１９８０年建成通车，１９９４年

CDEI6
&'()*+ 桥梁名。位于秦安至南河川
Iú6 Î!"ûüý,þ 混凝土桥。
庙嘴葫芦河桥
立远吊桥
;<7+ 桥梁名。位于麦积区三岔境内渭
Iú6 Î!LM+v¤+
-- yÿ ４３９米处，桥梁中心桩号为Ｋ１１＋４７４，
%0! L!( Ih"#$72--(%+%(
yz １１公里
公路
,-()`E§R¥¦
ïn§&^¨©ª«
-!11
!
¢`(
7FGHI(
I%M
１９８８年９ 月建成通车，为双曲拱桥，桥梁全长 河上，是通往北岸石家滩村（属陕西省宝鸡市陈仓

进行改建，投资
万元，上部结构为工字钢加
ÝÊÞ¢( １５．１６
-$'-& (-l£b7lA´
长M １１９．８８米，两边人行道各
--!'11 L(¦'ÉÊË( -１米，设计荷载等级为
L(OPQR;07
S ,/* 06
汽－２０级。

劲，桥面为木板。桥面净宽
１２４米，全
(I=7©96 I=KN３．１米，净跨
0'- L(K* -/%
L(%

清水县城牛头河桥
月 #５
,"-./0*+ 桥梁名。２００６
Iú6 /**& 年３0 

-0& 米。已拆除。
L6 ®6
长M１３６

琥珀吊桥
=>7+ 桥梁名。位于麦积区琥珀境内渭
Iú6 Î!LM+¯°+
¢O(/**+ 年６月
&  /*
( )*V$%
日开工建设，２００７
２０日竣工，是清水县城
! ¢6 I=KN２．６米，桥梁净
/'& L(IK
,-(-!1/
河上，１９８２年９月建成。桥面净宽
+,U-./d¼h3Ã0¼( 12yz3
区防洪综合治理工程中的重点工程，按照公路Ⅱ

级标准修建，全长
米，上部
0345¢(%M１４４．４８８
-%%'%11米，桥面宽
L(I=N １６
-& L(-l

--* L(%M １３４．６米，门式索塔高
-0%'& L(o:fpq &'0
L(>f
跨*１１０米，全长
６．３米，悬索

/ k(-l£b7lA´(=l7RV?q
w ２根，上部结构为工字钢加劲，下部为石砌墩、
结构为１－８ｍ（矩形板）＋１－２０ｍ（预应力混凝土空心
各
£67 -,14ï789ð(-,"*4ï:;<CDE8"

!"# !－
－! ２５８

L
交K 通

台，前面为钢板，栏杆为钢筋，高
１．１３米，吊杆主桥
Æ:  %! .es $"$$ .e * .: !()* n １０月建成。
!"#$%&'"()%*+,- !"!#
.,/012 处。长２１米，宽５．５５米，高６米。１９７６年
!& op¥:
硬崖隧道
$% 4,523 $５根，投资
4,67 !&"'(
89: ;2<=
@A05 隧道名。位于东马公路
½¾X: YZÓÖÄÛ２２
%% 公里
ÄÅ
各3５２根，引桥各
１０．８９万元。该桥重点
解决琥珀乡群众乘火车出行困难，后琥珀火车站
>?@ABCDEFGHIJK, L@AFMN

处。长２９米，宽５．１米，高４．５米。１９７６年
Æ:  %( .es $"! .e +"$ .: !()* n １０月建成。
!& op¥:

OPQ;2RSTUV:
撤销，该桥已失去作用。

B 路
C
铁

!"#$ 桥梁名。位于麦积区三岔境内渭
2WX: YZ[\]^_`ab
吴砦吊桥
河上，上部结构为工字钢加劲，桥面为钢板，１９７５
cdedfgh%ij&kle2$%&m,!()$
opqe67 ５．５
$"$ 89e2$rs
.er
年n１０!&月建成，投资
万元，桥面净宽 %"*
２．６米，净
.euv １１６
!!* 米。
.w
跨t９３(#米，全长

陇海路宝天段
DECFGH 铁路段名。民国二十四年
ÞÛßX à á¿â ãä n
×!(#( nÚyi
×!(#$ nÚÇåæçeá¿âãèn
（１９３５
年）开始勘测，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动工

东岔吊桥
%&#' 桥梁名。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６
2WX: !('# n ) o !* 日动工修
xyiz

zp: éVêëìíîeáiïðñòekói
│修建。采用包商承包形式，民工待遇低微，加之工

p,{2|}%&gh~&,&W&2$,
建，吊桥设计为钢结构双层钢索，钢梁钢板桥面，

ôõöe÷øùú¬ûüVýøeþÿû!"#$
程艰巨，枕木就地取材使用杂木，其他材料均从外
ú%&e
'()*e +,(-iw á¿^ã,n
地运入，进度缓慢，并一度停工。民国三十一年

净跨
米。主索用直径
４０ 毫
rt１４０．１４米，全长
!+&"!+ .,u １４６．８６
!+*"'* .w
1V +&
米钢丝绳，每边两根，横梁为
１８ ij&eW%
号工字钢，纵梁为
.*e4eW% !'
!% 号工字钢，用夹板连接；吊杆为直径
ij&eVm{0% !%
.
１２
１２ 毫米圆
.&Q
&Q % .Q2$V ',!&& 毫米扁钢铺装，门式
钢，间距２米，桥面用８×１００
索塔高
９０ .Q2$rs
厘米，桥面净宽
１０．５
!&"$米，桥栏为钢筋，高
.Q2(%&+Q (&
# .w !('+ n ( o
%' xiQ %!"$(万元。
89w
３米。１９８４年９月
２８日竣工，总造价２１．５９

桑家门吊桥
()*+' 桥梁名。位于麦积区吴砦乡境
2WXw YZ[\]¡¢B£
内渭河上，１９８７年建成。净跨１８７米，全长
abcd¤!(') np¥w rt !') .Qu ２００米，
%&& .Q

（１９４２年），成立宝天铁路工务局，下设
Ô!(+% nÚe¥Ü./ÞÛi01e2| $５个总段，
3ße
分段督修。次年，成立工赈处，用＂以工代赈＂名义，
4ß5zw Êne¥Üi6ÆeV

°i76¯X8e
9:;ázpw á¿^ã^nÔ!(++ nÚeÀ<=>
征招农民修建。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年），甘肃省政
?4@9ABC１１!!县民工
·ái３．６３
#"*# 万人修筑路基，
8DzEÛFe
府分两批征集陇南

由于工程艰巨，施工技术水平低，１１０
多名民工付
GZiôõöe HiIJKLñe!!& MXáiN
出生命。次年３月，在天水建殉职民工纪念堂。民
HO²w Ên # oeP/KpQRáiSTUw á
¿^ãänÔ!(+$ nÚ!% 月，辅轨至天水北道埠。
oeVWX/KY¾Zw
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１２

完成投资
¦¥67２０
%& 万元。
89w

次年１月１日正式通车。宝天段全长
１７２
Ên ! o ! x[\]w ./ßu
!)%公里，境
ÄÅe`
,-+' 桥梁名。原名金龙，位于麦积区三
2WXw §X¨©QYZ[\]^ 内段长
$! ÄÅw "^bºY_`ºaIw iôb
aß ５１公里。均从渭河北岸溯河而行。工程耗
惊龙吊桥
ªB`abcdQ!('* n
!% op¥w
d«gh% 资
7９０
(& 亿法币。宝天铁路穿行于渭河峡谷，隧道、桥
cdew ./ÞÛfIZbºgÁe½¾h2
岔乡境内渭河上，１９８６
年１２
月建成。上部结构为
工字钢加劲．桥面为钢板，栏杆高
２．６ 梁、涵洞极多（１９８９
ij&klQ2$%&mQ(0 １米，净宽
! .Qrs %"*
WhijkMÔ!('( 年统计，境内路段隧道
nl}e`aÛß½¾１８
!' 孔，
me
.Qrt １００
!&& .Qu
;2p¥LQ¬X ５５００多米；桥
$$&& M.2７６座，５６５６米）。平曲线半径
)* ne$*$* .Úw Lopq %#&
.
米，净跨
米，全长!!&
１１０.w
米。该桥建成后，取名
２３０米

®©2¯e2°±²Xw
³R´µw
Ô
rsútu
!(&
.Úe½¾r-v\Iwxñ
&"*
＂惊龙桥＂，桥以山命名。现已拆除。
（个别地方仅１９０ 米），隧道净高比通行标准低 ０．６
./+' 桥梁名。位于武山县桦林乡境内
2WXw YZ¶±·¸¹B`a
桦林吊桥

渭河上。１９７５年
bºdw !()$ n１０
!& 月建成。门式索塔高６．３米，直
op¥w  *"# .e

径４０
+& 毫米悬索各
.»3 ３根。结构为工字钢梁，钢板面，
# 4w gh%ij&We&m$e
角钢栏杆高
根。桥面净宽２．５
¼&(0１．０３米，吊杆各
!"&# .e {03 ２５
%$ 4w
2$rs %"$
米，净跨
１００米，投资
.ert ９３米，全长
(# .eu !&&
.e67 *６万元。
89w

0 道
1
隧
23405 隧道名。位于
½¾Xw YZ３１６
#!* 国道甘谷具城
¿¾ÀÁ·Â
鸡嘴山隧道

西
Ã １２公里处。１９６６年９月开挖，次年９月完工。长
!% ÄÅÆw !(** n ( oÇÈÉÊn ( o¦iw Ë
%%$"# .es ) .e６．５米。内设拱圈，浇注混凝土。
*"$ .w a|ÌÍeÎÏÐÑÒw
２２５．３米，宽７米，高
6705隧道名。位于麦积区东（岔）马（跑
½¾Xw YZ[\]ÓÔªÕÖ×Ø
石岭隧道
ÙÚÄÛ !! ÄÅÆ: 
$* .e
$ .es
#"(米。
.:
泉）公路１１公里处。长
５６米，高
５米，宽
３．９

.e rsv\Iwxy ! .w I]z{|} !&
米，净宽比通行标准窄１米。行车速度每小时
１０
ÄÅ~w
á¿^ãn
Ô
!(+*
nÚ\]
+'
/eá
公里左右。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通车 ４８天，民
¿^ãnÔ!(+' nÚ\] * roeÊn １—８
!' o\
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通车６个月，次年
月通

车
] ４个月。国民党军溃逃时，铁路遭到破坏。１９４９
+ row ¿á }eÞÛw !(+(
年秋，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组织修复，１９５０年
月
neÃYÞÛpiô1ze!($& n ２% o
恢复通车。１９５５—１９５８
\]w !($$!($'年，投资
ne67 $５亿元进行改造，
c9Ie
行车速度提高到每小时
I]z{-|}４０
+& 公里，后为防水患和滑
ÄÅeL%K
e k«Ûßw !()( nÇå
坡，改造和加固部分路段。１９７９
年开始电气化改
e!('& n !%
 ¡]¢5%£¡
造，１９８０年
１２ o¦iw
月完工。变蒸汽机车牵引为电力机
]¢5e¢5¤^ １４００
!+&& 吨增至
¥¦X ２８００
%'&& ¥eL"}z
车牵引，牵引量从
吨，平均时速
５０公里。１９８３—１９８７
$& ÄÅw !('#!(')年，又改造部分路段，将经常
ne§«Ûße¨©ª
«t¬®¯ß°±ß²%tbº%Iw ³³
塌方的葡萄园段和底川段改为跨渭河运行。现社
棠以东归郑州铁路局管理，以西由兰州铁路局管理。
´°Óµ¶·ÞÛ1¸¹e°ÃGº·ÞÛ1¸¹w

!()*年
n ３月建成。
# op¥:
１９７６

DICGJH 铁路段名。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
ÞÛßXw á¿^ãnÔ!(+!
陇海路天兰段

庙儿背杆隧道
89:;05 隧道名。位于麦积区立远乡
½¾X: YZ[\]ÜÝB

东马公路
５６$*米，宽
４．３３
ÓÖÄÛ１６!*公里处。长
ÄÅÆ: 
.es ４．７米，高
+") .e +"##
米。１９７５
.: !()$年n９( 月建成。
op¥:
白青石隧道
<=601 隧道名。位于麦积区立远乡东
½¾X: YZ[\]ÜÝBÓ
%! 公里处。长４９米，宽４．４７米，高
ÄÅÆ:  +( .es +"+) .e５．１米。
$"! .:
ÖÄÛ２１
马公路
!()* n *月建成。
op¥:
１９７６年６
3>?05 隧道名。位于东马公路
½¾X: YZÓÖÄÛ %!
ÄÅ
嘴头村隧道
２１公里

nÚÇåæç|}eá¿^ãnÔ!(+* nÚ»¼Ç
年）开始勘测设计，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年）零星开

工，修筑部分土方，未能铺轨，１９５０年，西北铁路干
iezE«Òte½¾We!($& neÃYÞÛ

线工程局负责天兰铁路兴修，采取边施工、边修建
piô1¿À/ºÞÛÁzeÂ¬ÃHihÃzp
便道，边运料、边铺轨的基建工序，１９５２年
１０ o
月１!
Ä¾eÃ%!hÃÅ¬FpiÆe!($% n !&
日全线通车。毛泽东主席致电祝贺∶＂庆祝天兰路
xup\]w ÇÈÓ1ÉÊËÌÍ

ÎË/ºÛ
\]eÏÐÑ£zEºÒÛw ¯`aß１３４
!#+公里。
ÄÅw
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境内段长
１９８４
!('+ 年５
n $月１
o !日，天兰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完工，
xe/ºÞÛiô¦ie

!"# !－
－! ２５９

!"#$%
天水大辞典
下行牵引量提高到
吨，上行牵引量达到３２５０
!"#$%&'( ２５００
!"## )*+"#$%,$!"#

站西有专用线通天水土特产品公司等商业单位。
GVWg= ¡¢£3¤S¥¦§¨5

吨，平均时速
对增至 $%
３４ １９８９
.* /012 ５０公里。列车对数从
"# 345 6789: ２３
!$ 8;<
&')' 年升为三等站。
N^RKSG5
对。天兰铁路由兰州铁路局管理。
85 =>?@A>B?@CDE5
天水站
!"& 火车站名。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
F7GH5 IJKLMNO&'%"年）
NP
建站，时为三等终端站，有站线
５２７
X*QYZ[ "!(
QG*1RKSTUG*VGW ３$ 股，建筑面积
平方米。１９５２年，升为二等站。１９８９
/\]5 &'"! N*^R_SG5 &')'年，建成车站
N*Q`7G
abc*defgh7i )$#
/\]*jkh7i
客运楼，其中普通候车室
８３０平方米，母子候车室
&&#平方米，软席候车室
/\]*lmh7i ９５
'" /\]*"no
/
１１０
平方米，行包房%($
４７３平
方米，售票厅２７１平方米。
\]*pqr !(& /\]5
社棠站
'(& 火车站名。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
F7GH5 IJKLMNO&'%"年）
NP

葡萄园站
)*+& 火车站名。四等中间站，位于麦积
F7GH5 MSe©G*¨ª«[
区元龙乡佃儿村。有站线
X*³W & 股，站台
X*G
¬®¯°±²5 VGW４ %股，货物线１

N*GW;< ５股，建新候车室
" X*Qh7i ４００
%## /\]*Q
年，站线增至
平方米，建货

·¸¯¹º²5 VGW ３股，货物线２股，站台
$ X*³W ! X*G $&(
伯阳乡南集村。有站线
３１７
/\]*h7i ６０
*# 平方米。
/\]5
平方米，候车室
槐树湾站
234& 火车站名。四等中间站，位于麦积
F7GH5 MSe©G*¨ª«[
区社棠镇嘴头山村西
¬~´»¼½²１．５
&+" 公里。
345

$&"平方米，候车室
/\]*h7i *"
/\]5
３１５
６５平方米。

元龙站
,-& 火车站名。四等中间站，位于麦积区
F7GH5 MSe©G*¨ª«[¬
®´*VGW ３$ X*³W
& X*G !'#
元龙镇，有站线
股，货物线１股，站台
２９０ /\
平方
米，候车室
]*h7i ４５
%" 平方米。
/\]5

./& 火车站名。四等中间站，位于麦积区
F7GH5 MSe©G*¨ª«[¬
渭滩站
X*³W & X*G !*(
®¯µ¶²5 VGW $股，货物线１股，站台
元龙乡渭滩村。有站线３
２６７
QG*V
$
Xs*RMtuG5
&'*"
N*vwxye
/\]*h7i
%#
/\]5
建站，有３股道，为四等小站。１９６５年，一些大、中 平方米，候车室 ４０ 平方米。
型工厂在社棠兴建，客、货运量增加，１９６８—１９７６
伯阳站
01& 火车站名。四等中间站，位于麦积区
F7GH5 MSe©G*¨ª«[¬
z{|}~Q*ayb%;*&'*)&'(*
& y)!'平方米，装备
/\]* １０
&# 吨门吊、５
.y" .7
场１座、８２９
吨叉车和

卸煤机各１台。电气化改造中，再增１股站线，并
 & 5 e*; & XGW*
建客运二站台。站东有专用线通天水星火机床厂，
Qab_G5 GVW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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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综合管理
78AB./

!"#$%&
经济综合管理
! ! 天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政府工作部门。
!"#$%&'
()*+,-./0 "#号。１９４９
1' $%#%年
2 ９月
% 3 ５日，天
& 456
位于秦州区民主西路３４

理权限。采用＂由下而上，一上一下＂的程序。专区
¢&' (¹
ß
ïè"ÒE¯Ò¯è)°*+ 8,
CDèùéñE ñÒóô8,CDèùé|-:
计划下达到县，县上根据专区计划下达到人民公

789:;<=>?@9A' '%&&年
2 ３" 3B=6
水专员公署设立财经委员会。１９５５
月成立天

n '%+) 2E¯¬,ÓVÀ¥CD¡¢À-°
社。１９７６
年，进一步扩大了地方在计划管理方法的

水专区计划委员会。１９５８年９月，计划委员会改称
78,CD@9A' '%&( 2 % 3ECD@9AFG

权限，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由上而下
、上下
&'E Y
ßZ¯CDEÖ×¡¢.ïÒ"è.Òè

?HCD@9A' '%)* 2 + 3ECD@9AI?H
经济计划委员会。１９６２年７月，计划委员会、经济

T.ÛàT)°CDlO '%+( 2ÙÚEÆV,
结合、条块结合＂的计划体制。１９７８年开始，将地区

委员会、基建委员会、物价委员会、编制委员会、劳
@9AIJK@9AILM@9AINO@9AIP

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H_`CDä^-?HanA_`C

Q#RSTUE <=678,?HCD@9A'
动工资科合并，设立天水专区经济计划委员会。
'%+# 2１２
'* 月，成立天水地区革命委员会计划委员
3EB=67V,WX@9ACD@9
１９７４年

D ¥?HCDh$ª/Ó[0g°$¹1¥
划。在经济计划工作中注重了市场调节的作用；在
YCD°¾¿ÒE /234?H56°$¹
执行计划的手段上，注意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

会。１９８３
月，改称天水地区行政公署计划统
2 １０
', 3EFG67V,Y!:;CDZ
A' '%(" 年

１９８４年
'%(# 2１０
'- 月，农业生产计划以年度指导性计划为
3Eqp78CD·29ÐCD^
主转化为以中期指导性计划为主。基本建设计划，
.þ^·ª:ÐCD^. JÑK<CDE
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执行了国家拨款改贷款的
Ì;<bJKmRE YÓÌ=>ä?>°
决定，纳入国家信贷计划的基建贷款，实行指令性
@EÊËÌA?CD°JK?>E YBÐ
ß
DÖD4EE
CD '%(& 2 YC°>!lO
计划。１９８５年实行新的财政体制＂划分税种，核定

计科。１９８５
年１２
CS' '%(& 2
'* 月，设立天水市计划委员会，２００２
3E<=67[CD@9AE*--*
年５
2 &月更名为天水市发展计划委员会，２００４
3\]^67[_`CD@9AE*--# 年
2 +７

月改为天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内设办公室
、综
3F^67[_`aFW@9AEb<c:dIe
TfgSIhijkSI?HlOFWSIK<m
合协调科
、工交能源科 、经济体制改革科、建设投
RSInAop_`SIqr?H_`SIstu
资科
、社会事业发展科 、农村经济发展科、项目规
划科
、稽查办公室 ９% 个职能科（室），人员编制
３７
DSIvwc:d
xyjSzd{E|9NO "+
名。主要职责是负责拟定并组织实施全市国民经
]' .}y~~U [-?
济和社会发展战略
、规划、计划，搞好经济总量平
HanA_`uDICDE?H

FGEÖ×HI$EJKL
ß
DÖFG.Ö×HI$O
收支，分级包干＂，取代原＂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制

度。１９８７年至
9 '%(+ 2¤ １９８８年，进一步减少指令性计划，扩
'%(( 2E¯¬MNBÐCDE,
大指导性计划，加强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适当
ÐCDEOPCDè°[0g ÄÅ
简化年度计划，逐步建立以五年计划为主，中长期
Q29CDE«¬K=·R2CD^.EªS:

衡，优化经济结构，安排重大建设项目，进行区域
E?HEK<stEY,

年度计划相结合，全面规划和专业规划相结合的计
29CD¶TE ÁuDa8puD¶T°C

经济调节，指导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HgEa?HlOFW
,-./012( 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工
- ?HC D¡ ¢h
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DlÝ
划体系。
!"3456789%:;<=>,- 天水分区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
国民

$£ '%&- 2¤１９５７
?H_`CD '%&*年，由西北局下达控制指标，
'%&+ 年，在经济恢复和建立社会主
2E¥?H¦§aK=nA. 经济发展计划。１９５２
2Eï/TUèùVOWE
作。１９５０年至

义公有制中，全区逐步执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
¨:©OªE ,«¬Y®ªZ¯°CD¡¢
体制，即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以集中管理
lOE±²³CD´µ³CD¶TE·®ª¡¢

为主的计划体制，主要运用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
^.°CDlOE .}¸¹Mºu»a¼Mi½
¾¿5U¥|>LÀÁÂÃÄÅ5ÆÇ?È
手段，并在人、财、物方面给予适当安排，将其经营
ÉQÊËÌCD5ÍÎlqp¾hp¼ Y
活动纳入国家计划，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等实行优

XYðC@Z[8,\è"Ò]VOW«×N
甘肃省计委通知专区自下而上按控制指标逐级编
OE"^Ò_!`abc ß
¯R)CD}dE
制，而后平衡上报政务院审批。＂一五＂计划要求，
'%&"
2¤
'%&+
2E,ef8gS
１９５３年至 １９５７年，全区粮食总产量增长 *).-"/E
２６．０３？？
:hùé６７．９１
)+.%' ij1klgS
期末达到
万吨；棉花增长 *&.'0E:hùé
２５．１？？期末达到
-.'( ij1mngS２４．１？？期末达到
*#.'0E:hùé１．０５
'.-& ij1
０．１８万吨；油料增长
万吨；

VÀhp8ºgS ２０？？期末达到
*-0E :hùé
)*#.)万元。
io
地方工业总产值增长
６２４．６
p¯q:Ehp8ºrs2gS #.#01>!F
这一时期，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４．４？？？政收
Ëatuvwx©y¯z{1 |}|-7É~
Ö×¡¢ØØ~°lO£ '%&( 2ÙÚE, Y
分级管理层层负责的体制。１９５８年开始，全区实行
入和客货汽车拥有量翻一番多；城乡人民生活明

质性的间接计划。１９５６
２３年，天水
2¤ １９７９
'%+% 年的
2° *"
2E67
ÏÐ°µ³CD£ '%&)年至
地区的计划管理体制基本上推行了＂统一计划＂，
V,°CD¡¢lOJÑÒYÓÔ
Z¯CDÕE
＂条条＂（指系统）＂块块＂（指地方）相结合，以＂块
ÔÛÛÕÜÝZÞ
ßààÕÜVÀÞ¶TE·Ôà

块＂为主的＂双轨制＂计划体制。从
àÕ^.°
Ô
áâOÕCDlO£ ã １９６１年开始，改
'%)' 2ÙÚEä

ä
显改善。

éèE Y
Ô
¯ÑêÕEëì
Ô
¯íîÕ£ CD
到下，实行＂一本账＂，坚持＂全国一盘棋＂。计划安
¥ªæZ¯çèïðZ¯E
8,añ
排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由省统一安排，专区和县

天水专区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
国
!"?45678$%:@<=>,- 
-?H_`CD Ö^x¿ '%&( 2¤
民经济发展计划。分前后两个阶段。１９５８年至
'%)* 2,qp}©¯x_` ^2
ß
¬g
１９６２年全区农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后两年＂初步调
!) '%)*年，全区粮食总产达到
2E,ef8ùé ３３
"" 亿公斤，油料
:Emn
整＂。１９６２
8 ' :Ekl8６００
)-- 万公斤，大家畜年末
i:EÌ2h
总产１亿公斤，棉花总产

（市）则根据省的安排，具体部署执行，保证完成省
Ü[Þòóôð°Eõl%;YEö÷øBð

 １００
'-- iE
7Jùé * i
1(
存栏
万头，小水电装机容量争取达到２
万￣８

下达的计划。１９６４
èù°CD£ '%)#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对计
2Eúû?Hüý°þEÍC

ij '%)' 2ªæ)
ß
g!## #
万吨。１９６１年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

划体制再行调整，实行＂由上而下、上下结合
、以块
DlOÿYg!E Y
ß
ïÒ"è#ÒèT#·à

)°ÀEÍg°-?HÝ
高＂的八字方针，对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

^.#ÛàT$°CDlO .}è%CD¡
为主、条块结合＂的计划体制。主要是下放计划管

Y¬g! '%)* 2Eëì
ß
·qp^J )°
进行初步调整。１９６２年，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指

å
Ô
áâOÕ¡¢lOE YªæZ¯çè°
Ô
Û
变＂双轨制＂管理体制，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条
ÛÕ^.a
Ô
ÛàÕT°CDlO£ -?HãÒ
条＂为主和＂条块＂结合的计划体制。国民经济从上

! !"# !－
－２６１

!"#$%
天水大辞典

油类、肉类、食盐
２０Z[\KL]^_`@ab
种主要商品年末库存总额比
VWBXWB,Y !"

公斤，１９８５年达到
亿￣２０．２
亿公斤，工业总
í$#$(* ]£; １８．０９
#('-$ ì
/!-'! ìí$
n(@
产值
#$(- ]£; &'!亿元，１９８５
ì§$#$(* 年达到
]£; ５．５亿元。
*'* ì§7
9¦１９８０年达到３．２
１９７５
#$+* 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 ¢wn'(@9¦£;４７０６７．５４万元，
,+-%+'*, ¤§$
比
#$+- ]cdGH ３２．３？？＂四五＂时期，全区粮食
&!'&)7
X4YÃ$¢w+,
b １９７０年实际增长

#$%# 年实际增长
]cdGH &$'()e
１９６１
３９．８？？

%'+!)$n(@9¦][G #*'(!)7
89]ZG ６．７２？？工业总产值年递增
生产年递增
１５．８２？？

导方针，大办农业、大抓粮食、积极解决＂饥荒＂问
!"#$%&'()%*+,)-./01
2345

题。农业生产得到初步恢复，粮食总产量、财政税
67 '(89:;<=>?$+,@9ABCDE
FGH$IJKLMNGO$PQRSTU$+,B
收增长，物资商品供应增加，城乡市场活跃，粮食、

天水专区国民经济调整
!"&'()*+,- 国民经济计划管理
fghijklm

天水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第五个五年计划
国民
!"7'()*+./0323456 fg

noe #$%& ] * p$qrstuvw #$%&x#$+! ]
工作。１９６３年５月，编印《天水专区１９６３—１９７２年

hijk7 #$++ ]９$ 月，编印天水地区＂五五＂
p$qrtuîw

4
经济发展计划。１９７７年

'(89ykz<{|}$yk; #$%%
\4fghiykM$yk¢w+,@
农业生产规划（初稿）》，规划到
１９６６]~
年人均占有 ＂六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设想，规划全区粮食总

粮食４８７
$+ &,- $,V .'(# #$+! ]~
+, ,(+斤，口粮３４０斤，食油１．８１斤；１９７２年人
均占有粮食
５４０
斤。１９６４
*,-斤，口粮
$+ ３７７斤，食油
&++ $,V ２．２
!'! 7
#$%,
+,
]<$ stuvw'(]

4yk
年初，下发《天水专区农业两年调整和＂三五＂规划

（初稿）》，提出在今后７年内，应以农田基本建设
z<{|}$ + ]$N'
$-.'(89$ 9¡9e #$%*
为中心，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力争稳产高产。１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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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专区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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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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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

$,#$$ !"^
HNIJKLcPQ
４０．４４
亿元。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
AB¡¢£¤/ab¥¦§/¨©ª«¬c®¯
农业基础薄弱，生产条件差，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十五＂末，全市生产总值达到
67IJKL-.^)
x+,÷/_>aDCE:;

弱；农业结构不合理，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农民收
¤5AB°±²³´/UVbWµ¶²·/A78

923¸¹/Aº»¼½¾¿ÀÁÂ^ @BIJK
入增长缓慢，农村扶贫攻坚难度较大。工业经济发

１０．９？？比＂九五＂平均增速提高
!,#"*/=
)
ö+,þi2ÿZZ３．５个百分点。第一
&#( stuv^o\
DB2qE:; %(#'
Á)ö+, ÷2H
产业增加值达到
２５．８!"/
亿元，较＂九五＂末增长

LÃÄÅÆÇÈ^ 892HÉÇÊËÌ2H#
展后劲明显不足。财政收入增长赶不上支出增长，

()#+*5oGDB2qE:;５６(+亿元，比＂九五＂末
!"/=
)
ö+,÷
５７．６？？？二产业增加值达到

赤字增大，部分职工工资拖欠；对外开放力度不
ÍÎ2Â/ ÏuÐ@@ÑÒ5 ÓXÔÕ¯ÀÇ

增长６９．４？？其中工业增加值达到
2H +"#$*/^>@B2qE:; ４１亿元，比＂九
$! !"/=
)
ö
五＂增长
６４．４
+,2H ５２．３？？？三产业增加值达到
(%#&*5opDB2qE:;
+$#$亿元，
!"/
比＂九五＂末增长
７４．７？？？次产业结构由＂九五＂末
=
)
ö+,÷2H )$#)*5pDB°±y
)
ö+,÷
的c１８∶４２∶４０调整到１７．６∶３８．３∶４４．１，人均生产
!'0$%1$, NO;!)#+2&'#&3$$#!/jiaD

大，尚未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引进资金、技术
Â/Ö×Ø(_ÙÚÔÕcgÛ/ÜÝÞß
ÓXàá@âãäåæçÝL^ èé®êë
和对外贸易工作没有突破性进展。交通、能源、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仍
>¡¢ìíîìïÃ/ jðñIJKLcòóô
«åÌ/jðõ¯qÂ^
然突出，人口压力加大。
!"#4%&5()*+,-6/0123
天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
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九五＂末全市国内生产总值
67IJKL-.^)
ö+,÷_>6`aD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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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 ÷2H +'#!*/
1i2H
１４６．２
亿元，比＂九五＂末增长
６８．１？？年均增长

总值达到４１８９元，比＂九五＂末增长
６２．７？？大口径
)
ö+,÷2H +%#)*^
Âðz
CE:; $!'" "/=
89:;１６．１６
!+#!+ !"/#ðz=
)
ö+,÷2H
财政收入达到
亿元，同口径比＂九五＂末增长
!#' ~/
1i2H %%#'!*^
_wxD
１．８
倍，年均增长
２２．８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 !－
－! ２６３

!"#$%
天水大辞典

２０１．３
１．５-.
倍。完成进出口
!"#$% 亿元，比＂九五＂时期增长
!"#$
%
&'()*+, &$'
/0123
总值９０００
２９ ;.
倍。城镇居
67"#8
%
&'9:+, !(
<=>
45 ()**万美元，比＂九五＂末增长
民可支配收入达到６９５７元，比＂九五＂末增加
２３７３
?@ABCDEF +(', "G8
H
&'9:+I !%,%
元，增长
５１．８？？？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１５５０元，比＂九
"G+, '&-./JK?LMNCDEF
&''* "G8
H
&
五＂末增加４９２元，增长４６．５？？九年义务教育覆盖率
'(:+I 0(! "G+, 0+$'/O &PQRSTUVW

速反应制度；组织开展经济社会重大问题专项调
./0ËÌJ ÇÈ1çuv²Ù¨23 b
查；根据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的授权，公布有
®J4Ãefsgüý®4©é56Gâ
关统计资料；完成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交办
7sg±ÓJ /0efsgüý®4©8¢
的其他事项。２００４
年被授予全国依法统计先进单
é9:;bO !**0 P<5=qe>¤sg?1@
位。２００９
yO !**( 年被甘肃省人事厅和国家统计局甘肃调
P<üýÊL;Atefsgüý

查总队评为全省调查队系统先进集体。
达到
EF９３．４？？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步伐加快，４个项
®4©BqÊ®©Cs?1DEO
(%$0/GXY1Z[Y\]^Z_I`G0 ab
cDdef８６３
.+% 计划。
ghO
目入选国家

!"&'(/0 学术团体。１９８１
F\GEO #(.#年
P １２
#! 0
天水市统计学会
月成

!"&'() 政府工作部门。主管全市统
ijklmnO opqrs
天水市统计局

立。举行天水地区统计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参加会
O H}sgFIJ·;GKI

计和国民经济核算工作。位于秦州区建设路
２６３
gte?uvwxklO yz{|}~ !+%

员 ７６
人，付明显当选
,+ 名，选举产生理事会成员
øGdLÍÎ·;0 １３
#% LGMNOPd
理事长，并通过了学会章程。１９８４年５月，召开第
·;,G&QRSFT$O #(.0 P ' GU1I
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改选了理事会，许明昌为名誉
VWÿX¨GdS·;GYNZø[
会长，余学文为理事长，理事会下设组织建设、学
,G\F]·;,G·;^ÇÈ~£F

号。１９５４年成立天水专员公署计划统计科，１９５６
. #('0 P0 ghsgXG#('+
年划归专署计划委员会统计科。１９６３
年统计业务
Ph ghsgX. #(+% PsgR
实行＂一垂三统＂，撤销天水地委秘书处统计室，成

%
s9GsgG0
立天水专署统计局。１９８３年９月，成立天水地区行
 sg. #(.% P ( G0}
署计划统计处。１９８４年８月，从行署计划统计处分
ghsg. #(.0 P . Gghsg

会活动、咨询服务
３ aÇG·;04Ãc,
个组，理事会成员根据特长分
_`£ab'R %

设出天水地区行署统计处，１９８５年７月，天水地区
2}sgG#(.' P , G}
统计处改为天水市统计局。有职工
sgrsgO  k４８
0.人，内设有
LG¡
办公室、法规科（市统计执法大队）、综合核算科、
¢£¤¥X¦rsg§¤¨©ª£«¬wxX£
农业统计调查科、工业商业统计科、投资和社会科
Ksg®X£k¯sgX£°±t²X
YsgX£³´±´sgX£sgµ¶p·
¦g
技统计科、能源资源统计科
、统计信息管理室（计
aX. o¼kl ³
x¸ªtr¹®º» (９个科室。主要工作职能
算站）和天水市普查中心

中心，并修改了学会章程。１９８５
º»G&efFT$O #(.' 年天水地改市后，
PrgG
天水地区统计学会改称为天水市统计学会。１９８６
}sgFhrsgFO #(.+
年
月，学会加入西北城市统计学会联合会。１９８８
P ８. GFIDij<rsgFk¬O
#(..
年，天水统计学会被天水市科协评为优秀学会。
PG sgF<rXdBlmFO
#(.( 年
P １０
#* GUnIW¨GdF·
１９８９
月，召开第三次会员大会，改选学会理
;0G dHopø[,G qrs·;
事会成员，选举陈华为名誉会长，张清泉为理事
,Gtu^ ７６
,+ øGuFÙ^vwGx
长，接纳新会员
名，经学会重新登记，共有会员
#,0
LO
#((%
P
.
GIyJ·;dHz{|£
１７４人。１９９３ 年８ 月，第四届理事会选举王洪宾、
qrs}ø[,G~}·;,GxGE
张清泉任名誉会长，韩伍子任理事长，共有团体会

有∶负责全市统计工作，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
½¾¿qrsgklGÀÁsgÂÃÄ£ÅÀ£
及时；组织实施国家及省、市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
Æ)JÇÈÉefÆÊ£re?uvwxËÌt
qr°DÍ2®Gwxqre¡ÎÍ45GÏÐ
全市投入产出调查，核算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汇编

提供国民经济算资料，监督管理各县区国民经济
ÑÒe?uvx±ÓG ÔÕp·Ö×}e?uv

核算工作；组织实施国家、省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普
wxklØÇÈÉef£ÊÙ¨eÚeÛ®¹

工，参与各组进行活动。加入天水市科协咨询服务
kGK[ÖÇ1_`O IDrXdab'R

员 ４２个，会员
３１８名。１９９６年９月，第五届理事会
0! aG %#.
øO #((+ P ( GI'J·;
dH£  Äø[,G ·;
选举吴存礼、苏守真为名誉会长，孙志军为理事

查工作，研究普查计划，组织实施全市人口、经济、
®klGÜÝ¹®ghGÇÈÉqrL3£uv£
农业等重大国情国力普查；组织全市经济
、社会、
KÞÙ¨eÚeÛ¹®JÇÈqruv£²£
科技和资源环境统计调查，统一核定
、管理、公布
XYt±´ßàsg®Gswá£p·£â
全市性基本统计资料，定期发布全市国民经济和
qrãäåsg±ÓG á*æâqre?uvt

,GaL+IF %.%
!**' P
# GIJ
长，个人会员增加到
３８３ øO
名。２００５
年１月，第六届

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
²æçÚèésgµ¶O
*+'()!",-. 国家统计局直属的
efsgêëé
国家统计局天水调查队

专家讲学，开展统计咨询服务，与有关单位举办统
fFGnçsgab'RG[7@yH¢s
gLG dsg¢sgm
计人员培训班，协助统计局办好统计干部电视函
5GKIF\8Gdnçsg Y\
授，参加外地学术交流，协助开展统计专业技术职

正处级统计调查机构。位于秦州区民主路
号
ìísg®îïO yz{|}?o ４８
0. 
¦eð«¬ñªO #(.' PGòór
¦ô{|}ª<
（国税综合楼）。１９８５
年，将原天水市（今秦州区）城

理事会选举马青林、韩伍子为名誉会长，孙志军为
·;dH£~ø[,G
理事长，团体会员单位
４００ LO
人。统计
·;,GGE@y５２
'! 个，会员近
aG 0**
sg
学会主要组织会员进行学术交流评选活动，邀请
Fo¼ÇÈ1F\8Bd_`G 

hBáÞO
称评定等。

rõö®©÷øefsg<r²u
市抽样调查队更名为国家统计局天水城市社会经

!"&1234*56 7s gk
天水市第一次全国农业
普查 K
农业统计工

济调查队，隶属于天水市统计局。１９９８年
v®©GùëzrsgO #((. P１０
#*月，成
G0

lO IWqeK¹®éÅ)! １９９６
#((+ P
作。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标准时间是
年 #!
１２

立天水市企业调查队，由甘肃省调查队委托天水
rú®©G ûüýÊ®©þ

月
 ３１日。主要普查对象是全市范围内各种类型的
%# O o¼¹® !qr¡¢¡Ö£¤¥é

rsgÿpG o¼R!Í®tú"#
市统计局代管，主要业务是产业调查和企业景气

程度监测。２００７
４ Gr<r²uv®
月，天水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
P0
$ÌÔ%O !**, 年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农村住户、乡镇企业
、行政村
KÎÍu¦@y£K§*+£¨=ú£i§
t¨=O K¹®XK§*+®X£©K§
和乡镇。农业普查表分为农村住户调查表、非农村

队与天水市企业调查队合并成立国家统计局天水
©[rú®©¬&0efsg

住户类农业生产经营单位调查表、行政村调查表、
*+¤KÎÍu¦@y®X£i§®X£

经济社会调查队，属国家统计局垂直管理。２００９
年
uv²®©Gëefsgêp·O !**( P
４ 0月，更名国家统计局天水调查队。职工２８
人。内
G÷øefsg®©O k !. LO
¡

ª«O ¹®éo¼¡®¯½KÎÍu¦@y
地卡片。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农业生产经营单位

设办公室
、综合科、企业调查科、社会调查科、服务
¢£«¬X£ú®X£²®X£'R
®X£ ()®X£ <r*+®X ７, aX
业调查科、价格调查科、城市住户调查科
个科
O o¼ ¿!½ÇÈÉefsgüý®4
室。主要职责是∶组织实施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

的数量、规模和结构；农村劳动力的数量、素质、行
éÂ°£¥±t²ïJK§³`ÛéÂ°£´µ£
ât`¶èJK¬éÂ°£µ°£ï0£
业分布和流动状况；农业用地的数量、质量、构成、
·¬Wt¸ÚèJKÎÍã¹á±ÍéÂ°£
利用率和流转情况；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数量、

队布置的各项常规性统计调查；组织实施统计快
©â,éÖb-¥ãsg®J ÇÈÉsg`

结构、性能和权属；农村村落的社会环境，乡镇企
²ï£ã³t6ëJK§§ºé²ßàG¨=ú

乡镇调查表、非农乡镇企业基本情况卡片、农业用
¨=®X£©K¨=úäåÚèª«£K¬

!"# !－
－! ２６４

经济综合管理
234567

业和乡建制镇的基本情况。
!"#$%&'()*+,

里范围内有中学。９．５７？？村有幼儿园、托儿所，
+XÁ"U ,(+*-Pj,-ßi .-M

天水
市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
!"#
$% &'( )* +, 农业统计工
- !. /0
作。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标准时间是
１２
1, 23456-!78'9:;<=２００６
!""# 年
> $!
月
时。天水市政府成立天水市第二次全
? ３１日
%$ @ ２４
!& ;,
ABCDEFGABCH345

括∶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以及农村经济和农民
Z!i!i!i!m-jv-

２．３１？？村有体育健身场所，７．１８？？村有图书室、
!(%$-Pj/01áM*($)-Pj234i
文化站，１５．１２？？村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６４．２％
5óÕM$+($!-Pj-!65óLQU #&(!的村有卫生室（站、所），８１．０６？？村有行医资格证
Pj(d47Õi8M)$(.#-Pj¿&y9:
书的医生，２９．９？？村有行医资格证书的接生员。
3P&dM!,(,-Pj¿&y9:3P;dU
全市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１７４．５６
万人，其中男
5C-j{|}y<=> $*&(+# ·M
ÀÁ?
{|}@４８．９？？农村从业人员
&)(,-M-j[!１５４．３２
$+&(%! 万人，占农
·M@劳动力占
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
８８．４１？？农村外出从业劳动
j{|}y<=P ))(&$-M
-jAB[!{|
力
万人，其中男劳动力占６９．３４？？农村居民
%*()* ·MÀÁ?{|}@
#,(%&-U -jÃ
} ３７．８７
平均每户拥有住宅面积
１００．７６ú®ûU
平方米。９９．５８？？
,,(+)-P
úCDcEF¯G $..(*#
住户拥有自己的住宅。２６．３１？？住户使用管道水，
cEHIPFU !#(%$-PcJuKLBM
６１．９７？？住户炊事能源以柴草为主，平均每百户
#$(,*-PcM\ì<NO>VM úCDPc

生活等。对象是全国范围内的农村住户
、城镇农业
d_U =5XP-ji&-!

EQÜ８８１１
))($$台。
ËU
拥有彩电

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普查的组织和实施工
6-!78IJKLM NO78PLQRST0

作。主要普查内容是∶从事第—产业活动的单位和
1U VW78XY=Z[\2]^!_`'abR
农户的生产经营情况；乡镇、村委会及社区环境情
-c'd^ef*+gh&ijklmnopq*
况；农业土地利用情况；农业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g-!rstu*+g-!v-jwxy^zy

情况；农村劳动力就业及流动情况；农民生活质量
*+g-j{|}~!m|*+g-d_
情况。普查的对象是全市境内从事第一产业的全
*+U 78P=5CqX[\H]^!P5
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所有农户，具体包
abi ^!_|abv-cM 

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乡
d^efci-!d^efabijkih

!"-$.&'(/0+, 统计工作。普
.Rµ1U 7
天水区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镇人民政府。主要内容包括∶农户人口与劳动力就
&D, VWXYZ-c ¡{|}~
业情况；农户家庭生活设施和生活条件；农户承包
!*+g-c¢£d_¤Tvd_¥¦g-§
与经营的农业用地；农户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生
¡efP-!usg --!d^¥¦v-!d

8STP9:;U= $,+%
%. @２４
!&时，登
;MS
查登记的标准时间是１９５３
年>６ #月?３０日
T=VABoXPÁW°R6×U
记范围是凡住天水区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产情况；各种企事业单位的农业生产经营情况；乡
^*+g¨©\!abP-!d^ef*+gh
镇和村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发展情况
&vjPneª+¡«¬*+ #６个方面。全
®¯, 5

天水专员公署成立人口普查登记小组及其办公
ABã×XFG 78STKLmÀY×
室，组织开展人口普查工作。按照方便群众的原
4M LQZ¬ 78µ1U [\®]^_P`

市共组织动员普查员、普查指导员和各级普查机
C°LQ|78i 78±JR¨²78³

aMbcFGSTÕMdecVfÕSTþ½8
则，分片成立登记站，采取户主到站登记或调查员
gchiSTP®M VWST±9jkil
逐户走访登记的方法，主要登记指标有姓名
、性

´Pµ1¶ '())万人，填报普查表
·¸¹º78» １２４．４２
$!&(&! ·
构的工作人员近１．８８
万

mi>nio & ４项。全天水专区十三个县市共普
pU 5ABãoqrsC°7
别、年龄、民族

¼, °½8¾ $!$ h²¿Dab¸ÀÁh６７#*个，
¸
张。共调查了１２１个乡级行政单位，其中乡

8ST４７４７０２
&*&*.! 户，２４４６２９７
cM!&&#!,* 
M ÀÁ? $!*&&%.
查登记
人，其中男
１２７４４３０

&# g!#"!个村级组织，其中
j²LQ¸ÀÁ ２５９２
!+,! jg#'()%
镇&４６个；２６０２
个村；６１．８３

人，占总人口的
５２．１？？？ $$*$)#*
１１７１８６７人，占４７．９？？
M@= P +!($-gt
M@ &*(,-U

o´F>uo@ ,+-M
vo@ &(,-M
wo $!
民族构成为汉族占
９５？？回族占
４．９？？满族
１２
６１．６１
#'(#' 万户。共有农业生产经营户６１．０３
·cU °-!d^efc #'("% 万户，农业
·c¸-!
Mxyo ! 人，藏族１人，维吾尔族１
Mzo $ M{|}o $ U
>n~
人，蒙古族２
人。年龄结
生产经营单位
个。全市共有农业从业人员
d^efab ４７６
&*# U
5C° -! [! 
´ > １６
$# 
   @ &$g$*/%. 周岁占
  @ !!构为
周岁以下占
４１？７￣３０
２２％；g
·c¸ ÀÁÂ-jÃ '１年以上的家庭户
>ÄP¢£c
万个住户，其中在农村居住

１４０．４３万人，农业技术人员
６１４３ U
人。共有大中型
'&"(&% ·¸-!ÅÆ #'&%
°ÇÁÈ
拖拉机
台，大中型拖
ÉÊ³１１５３
''+%台，小型拖拉机
Ë¸KÈÉÊ³ １５３４５
'+%&+ Ë¸ÇÁÈÉ
拉机配套农具
Ê³ÌÍ-１３１台，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２０８４
'%' Ë¸KÈÉÊ³ÌÍ- !")&台，
Ë¸
联合收割机
台。全市
９．７３？？乡镇地域内有火
ÎÏÐÑ³ ３２
%! ËU
5C ,(*%-Ph&sÒXÓ
ÔÕ¸%#(!)-Ph&sÒXÖ²Ä×ØÙÚ¸
车站，３６．２８？？乡镇地域内有二级以上公路通过，
*)(*#-Ph&ÛÜ¸,$($+-Ph&ÝÞM
７８．７６？？乡镇有邮电所，９１．１５？？乡镇有储蓄所，
*(,#-Ph&×ßM+,(*#-Ph&àÏCáM
７．９６？？乡镇有公园，５９．７６？？乡镇有综合市场，
!!($!-Ph&-^âã!CáU 5C %,($%-P
２２．１２？？乡镇有农产品专业市场。全市
３９．１３？？
&STäÁåBM#(+!-P&d_æBeÚäÁç
镇实施集中供水，６．５２？？镇生活污水经过集中处

３１￣５０周岁占
２４？０￣７０周岁占
１１？１￣９０周
%$/+. @ !&-g+./*.
 @ $$-g*$/,.

岁占２？０周岁以上６４
２４!&人，女
４０
@ !-g,. Ä人，其中男
#& MÀÁ?
Mt &.

人；年龄最大的１人，１１３
g>nÇP $ M$$%岁。
U
天水专区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
!"1-$%&'(/0+, 统计工作。
.Rµ1U
78STP9:;U= $,#&年６月
> # ?３０日
%. @２４!&时。
;U
普查登记的标准时间是１９６４
ABã×XFG 78IJKLmÀY×
天水专员公署成立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
4M ½ ))*#名普查员并吸收不脱产干部
k78 Ð^ $!..!
室，抽调８８７６
１２００２
MZ¬78µ1U 78degcSM\
人，开展普查工作。由普查员采取逐户登门，对照
c M«:M)mcVPYMg
户口册，发布证册，询问本人及户主的办法，逐人

理，２８．２６？？镇有垃圾处理站。全市
８７．２３？？村
èM!)(!#-P&éêçèÕU 5C )*(!%-Pj

STU cSTPeÚÁ-»i78
登记。入户登记的数字经过贫下中农代表会、普查
KL8MP¿STU 78
小组会等形式复查，有差错的进行重新登记。普查
,*(!#-PjìíÐÜîïðM#()%-PjñuBe 指标有姓名、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民族、出生、死
±9jki>nilmi5óioiBdi
９７．２６？？村能接收电视节目，６．８３？？村饮用水经
Ù × Ø M,,())- P j Ù Ü M,*(&+- P j Ù Ü ë M
通公路，９９．８８？？村通电，９７．４５？？村通电话，

过集中净化处理，５．２５？？村实施垃圾集中处理，
ÚäÁòóçèM+(!+-PjSTéêäÁçèM

亡７
 *项。经普查，全专区共有
pU e78M5ão°５０９９０３
+.,,.% 户，２２９７１５５
cM!!,*$++

１０．３？？村有沼
$.(%- P j  ô气池
õ ö，１３．２７？？村完成改厕，
M$%(!*- P j ÷ F ø ù M
１３．３９？？村地域内有
$%(%,-PjsÒX ５０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
+. ú®ûÄPàÏüý

人，其中男性占总人口的
５１．６７？？女性占４８．３３？？
MÀÁ?l@= P +$(#*-Mtl@
&)(%%-U
民族构成中，汉族占总人口的
９５．２８？？回族占
o´FÁM uo@= P ,+(!)-M
vo@

或超市。全市
þ ÿ C U 5 C ８．８５？？乡镇有职业技术学校，
)()+- P h &  ! ! Å Æ " # M ４．７１？？藏族
&(*$-Mzo２２人，维吾尔族３人，满族
!! M{|}o % Mwo９１
,$ 人，僮
M
*#($$-Ph&$%i ÜîÕM$..-Ph&&
７６．１１？？乡镇有广播、电视站，１００？？乡镇有医
'i(d'M&*(*,-Ph&)*'U 5C ,*($&院、卫生院，４７．７９？？乡镇有敬老院。全市
９７．１４％

的村在
公里范围内有小学，７０．３３？？村在 ５+ ×
公
PjÂ ３% ×+XK"M*.(%%-PjÂ

$* 人，朝鲜族
M£¤o
o7$,#+ >ø¡¢o8%$ Mxyo １７
族（１９６５年改称壮族）３１人，蒙古族
$. 人，东乡族６人，黎族１
M¥ho # M¦o $ M§¨©o
$ MªÊ
１０
人，俄罗斯族１人，撒拉
o ! M«o $ M¬o %人，民族不详的
MoP ４人，外
& MA
族２人，瑶族１人，傣族３

!"# !－
－! ２６５

!"#$%
天水大辞典

国人加入中国籍的１人。文化程度中，不识字的
!"#$%&'( ! ") *+,-%. /01(
１１５８１２８
５６９１３ ".34,人，初小程度２０５９６５
!!"#!$#人，粗识字的
".201( "%&!'
()"&%"
人，高小程度
人，高中
".54,- ８８３１５
##'*" 人，初中程度
".3%,- ５３８４１
"'#+* ".5%
程度的
２３７４ ".*+,-/
人，文化程度不
*+*++人，大学程度
".67,- $',+
,-(１４１４４
详的
人。总人口中非农业人口
１４６５００人。９０
'&' ")
9":%;<=": *+%"-)
") &)
8(３９３

询问清楚，逐项进行填写。全市抽调普查人员
õö¼½. ºùs») £ß¤¥FG"ª
３００３３人。经普查，全市有５８５０５０户，２９０．９８３１万
'))'' ") ÉFG.£ßW "#")") x.(&).&#'! û
人，其中男性有１５０．４０
人，性别
".Ê%Ë|W !").+)万人，女性
û".| １４０．５８
!+)."# ".|}
比为
１５ >
岁及
１５ >岁以上人口
!)%.&&) _ ` ß !"
ý !"
?@":
ü U １０６．９９。天水市
２０４７９６４
９８９２４８人。婚
()+,&%+ 人，其中男１０５８７１６人，女
".Ê%Ë !)"#,!% ". &#&(+#
") þ

>?@A"５３
"' 人。
")
岁以上老人

姻状况∶未婚
t ÿþ５４４１０１
"++!)!人，其中男
". Ê%Ë３２１３４３
'(!'+' 人，女
".

!"&'()*+,-./0 统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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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åW!"１３７０９３８人，其中男
!',)&'# ".Ê%Ë６８１３１９
%#!'!&人，
".
２２２７５８人；有配偶

普查登记的标准时间是
FGHI(JKLMN１９８２
!&#( 年７
O , 月１
P !日零时，普
QRL.F

%#&%!& 人；丧偶
"å#" １２２４９７人，其中男
!((+&, ".Ê%Ë ４７３０５
+,')" 人，
".
女 ６８９６１９

查对象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天水地区
GSTUVW%X"YZ[!!\] ^_`ab
内长期居住的人口，以居住一年以上为常住界限。
cdefg(":.?fghO?@Uigjk)
普查内容分按人和按户两种，按人填的有∶姓名、
FGclmn"onpqr.n"s(Wtuv]

女 ７５１９２
人，其中男
８７９４人，女
,"!&( 人；
"å 离婚
ïþ １０４７３
!)+,' ".
Ê%Ë #,&+
".
１６７９人。６岁及６岁以上人口２５２０５３８人中，大学
!%,& ") % >ý % >?@": ("()"'# "%.67
文化程度的１９１２７人，中专
１５９３９５
*$,-( !&!(, ".%%３０６５２
')%"(人，高中
".5% !"&'&"
人，初中
８６８８４４ ".*&'*&
人，文盲半文盲
".3% ４３０１６９
+')!%& 人，小学
".47 #%##++
!)!('"! ")
£ßW (, ÐY. Ê%Í (,!')%(
１０１２３５１
人。全市有２７个民，其中汉族
２７１３０６２

与户主的关系、性别、年龄、民族、常住人口登记状
wxy(z{]|}]O~]Y]ig":HI

况、文化程度
、行业 、职业 、不在业人口状况、婚姻
]*+,-]=]=]/^=":]
状况、妇女生育子女数和现存活的子女数、１９８１年
]o(]!&#! O

育龄女生育善
~１３
!' 项指标。按户填的有∶户的类别
J) nxs(Wtx(}
（家庭户或集体户）、本户住址编号、本户人数、本
xx]pg]p"]
户p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１年死亡人数（死亡
!&#! 年出生人数、本户
O"]p !&#!
O "
人的姓名
、年龄）、常住户口已外出一年以上的人
"(uv]O~]igp:¡¢hO?@("
J) £b¤¥a¦§¨©１７０２
!,)( 人，普查
".FG
数６% 项指标。全区抽调地县社干部
!('%! ")
FG«¬Um®¯":FGHI
ª １２３６１
员
人。普查方式为分片设立人口普查登记

".Ì9":( &'.(+/.(
!&+"") ".Ì%.%&/.
人，占总人口的
９３．２４？？回族１９４５５０
人，占６．６９？？

满族
０．０６？？蒙古族 !+#
１４８人，占０．０１？？
) １６２６人，占
!%(% ".Ì ).)%/.*+
".Ì ).)!/.
藏族
０．０１？？土家族
人，锡伯族
６４
,１４０
!+) 人，占
".Ì ).)!/.-
 ８６
#% "
../ %+
人，壮族
人，苗族 '+
３４ ".45
人，布依族
".0 ４９
+& 人，朝鲜族
".12 ４９
+& ".3
１２人，瑶族
人，达斡尔族７, ".:;
人，东乡族６人，彝
!( ".6 １１
!! ".789
% ".<
 % ".= ６人，土族６人，裕固族５人，畲族５
% ".- % ".>? " ".@ "
族６人，羌族
".ABC５人，白族
" ".D３' 人，维吾尔族
".EF9 ２( ".GH
人，俄罗斯族
人，保安
 ( ".I ２( ".J
! ".` ! ".KLM
族２人，黎族
人，侗族１人，水族１人，哈萨克族
! ".ÊÏÿ0}Y ! ".¢Ý"N$%Ý\ +
１人，其他未识别民族１人，外国人加入中国籍４
") _ `ß ^=" : １６１９６３４
!%!&%'+ "
. Ì9":(
人。天水市在业人口
人，占总人口的

站，由群众到站登记或普查员到户访查填报，按人
°.±²³´°HIµFGª´p¶Gs·.n"
:FG¸(¹.ºxº"ºs»¼½.¾¿±
口普查表的项目，逐户逐人逐项填写清楚，最后由
FGªÀÁ.Â·"ÃUÄÅ¿.Æ1ÇÈ) ÉF
普查员宣读，申报人认为无误后，签字盖章。经普
５５．６６？？其中男
人。行业分
查，全地区有
人，其中男性
G. £abW６８３０４８
%#')+# 户，３６０６７５９
p.'%)%,"& ".
Ê%Ë|
"".%%/.Ê%Ë ９０４４１１人，女７１５２２３
&)++!! ". ,!"((' ")
=m
!#%),!+ ".Ì "!.%/.| *,+%-+" ".Ì +#.+/)
4Ut<]O]P]Q]`R= !'%#++"
".Ì^=9
布为；农、林、牧、渔、水利业
１３６８４４５人，占在业总
１８６０７１４人，占５１．６？？女性１７４６０４５人，占４８．４？？
汉族占总人口的９５．０５？？回族占总人口的４．９２？？
ÍÌ9":( &".-"/.ÎÌ9":( +.&(/.
":(
#+."/.Ê%Ë
,',!+,
".
"å
人口的８４．５？？其中男 ７３７１４７人，女 %'!("&#
６３１２５９８人；
其他
人，占总人口的-.-'/)
０．０３？？文化
ÊÏ ２４个民族
(+ ÐY １０６４
*-%+ ".Ì9":(
*+

工业
人，占６．７？？其中男６３２５２人，女
D= １０８３９９
!)#'&& ".
Ì %.,/. Ê% Ë %'("( " .

程度中，大学毕业
,-%.67Ñ=９９１５
&&*"人，大学肄业
".67Ò= １１０６
**-% 人，高
".5

４５１４７人；地质普查及勘探业
３６７１人，占０．２？？其
+"!+, "åaSFGýTU= '%,!
".Ì ).(/.Ê

中程度１７２１７５人，初中程度
%,- *,(*," ".3%,-３５３３３８
'"'''# 人，小学程度
".47,９１３９５３人，不识字或浅识字
&*'&"' "./01µÓ01 １７２３８２８人。１９８１年，
*,('#(# ") *&#* O.
£abÔ ２２．２７？？死亡率
((.(,0. Ô ".%'1.ÕÖ×d
全地区出生率
５．６３？？自然增长

中男
人；
建筑业
１８９５８人，占
% Ë ２８５３
(#"' 人，女
" .  ８１８
#!# "
å V
W = !#&"#
".Ì
１．２？？其中男１６７２７人，女
!.(/.Ê%Ë !%,(, ". ２２３１人；交通运输、邮
(('! "åXYZ[]\

*%.%+2)
率Ô １６．６４？？

defogh=３４７５０
'+,") 人，占
".Ì (.(/åiajkl]
资供销和仓储业
２．２？？？地产管理、

!"1(2*+,-./0 统计工作。普
BCD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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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１６２８７
!%(#, 人，占１．０？？？业、公共饮食业、物
".Ì !.)/å_=]`Zab=]c
电通讯业
`ëm=] fYnoop õno =５５７８
"",# 人，占
" .Ì
公用事业、居民服务和咨询服务业

GHI(JKLMN !&&)
O % P３０
') QRL)
F ０．３？？？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
).'/å q] o§r sR m=
&%+&人，占
" .Ì
查登记的标准时间是
１９９０年６月
日零时。普
９６４９

查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行
GclØÙuv]|}]O~]Y]*+,-]
F
=]=] ]] ]Ú$]ÚÛ ('
业、职业、婚姻、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
２３ )
项。普

).%/åt]*$uvowx]y=２８８１８
(##!# 人，占
".Ì
０．６？？？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业

１．８？？？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
!.#/å z7{|o}~vnom=９６１
&%!人，占
".Ì
查的对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在市辖区
G(STNVW%Ü"YZoÝÝ\Þ^ßàb ０．０６？？？融、保险业
).)%/å]=３４５３人，占
'+"' ".Ì ).(/åÝz]
０．２？？？家机关、
cig(".?áªz{Uy(":.fgh
zo§r ()%(! ".Ì !.'/åÊÏ=
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２０６２１人，占
１．３？？？他行业
内常住的人，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的人口，居住一

处共同生活的作为一个家庭户；单身居住独自生
âZãä(EUhÐpå æçfgèÕ

++ ".Ì ).)'/)
４４人，占
０．０３？？

活的，也作为一个家庭户。采用按常住人口登记的
ä(.éEUhÐx) êënig":HI(

天水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1(3*+,-./0 统计工作。普
BCDE) F

原则，在本县、市但已离开本县、市一年以上的人，
ìí.^¦]ßî¡ïð¦]ßhO?@(".

查标准时间是
２０００年
１１月
GJKLMN ()))
O !!
P !１日零时。普查的对
QRL) FG(S

在户口所在地只登记人数，不计入户口所在地的
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在全市范围内常
^x:ñ^aòHI". /C$p:ñ^a(
TNVW%X"YZoÝÝ\Þ^£ßci
ig":c) yóêëFGª$pGôõö]÷
(#%&+ 人，普查方式
".FG«¬
g(") £ßZ¤¥FG"ª２８６９４
常住人口数内。主要采用普查员入户查点询问、当
住的人。全市共抽调普查人员
øs·(«¬ù. éêë^FGbc®¯HI
ê?xUæùHI.mUxox.
场填报的方式进行，也采用在普查区内设立登记
采取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分为家庭户和集体户，
站的方式进行。普查员按照普查项目逐户逐人地
°(«¬ù) FGªnúFG¹ºxº"a
±FGª$xGôõö]÷øs·(«¬ù.F
由普查员入户查点询问、当场填报的方式进行，普
!"" !－
－! ２６６

012345
经济综合管理

查员按照普查表列出的项目逐户逐人询问清楚，
!"#$%!&'()*+,-,./0123

调查，天水专区
１９４９ Ç<£P7P9
年有工业企业共 %%
１１个，其中
8!3MN»2 %#,#
Ð3=>

逐项进行填写。经普查，全市有７３９６１０
-3=>?
,*45678 9%!3:;< !"#$%& 户，其中家
庭户７２８６６８户，集体户
３２１９３２３
@- !'())( -3AB-１０９２２
%&#''户，总人口
-3C.D "'%#"'"
人，其中男性
１５６１４７４ .3FH
人，性别
.3=>EF １６５７８４９
%)*!(+# 人，女性
.3GF %*)%,!,
比I１０６．１７。市镇人口为
５７．２４万人。天水市在业人
%&)-%!8 ;J.DK *!-',
L.8 MN;OP.
口D１７４３５７人，行业分布为∶农、林、牧、渔业
１４９７３２
%!,"*! .35PQRKSTUVUWUXP %,#!"'

中央企业有铁路局工务修配厂、车辆段修配厂２
>:7P<;<=£>?@U ABC>?@ '
个，地方国营企业有天水人民电厂、天水印刷厂、
Ð3iD47P<MN.Ñ]@UMNEF@U
徽县铁厂３个，地方私营企业有天水胜利肥皂厂、
GH;@ " Ð3iD547P<MNImJK@U
天水官泉毛织厂、天水新秦面粉厂、天水陇兴火柴
MNLMøN@UMNOPQR@UMNSTUV
厂、天水七三砖瓦厂、徽县面粉厂６
@UMNWXYZ@UGHQR@ ) 个，均属小型
Ð3[\¸]

7P8 Cc^9+１４６．１９
.3YZP １０１
%&% .3[\P
.3]^U_`a 企业。总产值共计
%,)-%# 万元。
L_8
人，采掘业
人，制造业 !**(
７５５８人，电力、煤气及
N)bcdefP
.3ghP １８６８
%()( 人，地质
.3ij
!*#$%&'() 统计工作。普查标准
*+£¤8 %!`a
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３９０"#&人，建筑业

勘察业、水利管理业
')% .3pqrsUtuav
klPUNmnoP ２６１人，交通运输、仓储及邮
'&*" 人，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3xydz{|}U~P ,%(%
]qwP２０５３
电通信业
４１８１

人，金融、保险业
５５５人，房地产业
人，社会服
.3UP ***
.3icP １０５
%&* .3

务业
%&"& 人，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3bUBd mP１０９７
%&#!人，
.3
P１０３０
UBa]]P２９６３
'#)" 人，科学
.3
教育、文体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
%*)人，国家机关、政党机
.3?U
dP１５６
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关和社会团体
人，其他行业%!%
１７１人。未工作
d  B ２１３６
'%") .3=¡5P
.8 ¢£¤
人口
１３５５９人，料理家务
.D ４９９９３人，其中在校学生
,###" .3=>O¥b %"**#
.3¦o?
１６７５９
人，丧失工作能力９６２３
%)!*#人，离退休
.3§¨© ５００９
*&&# .3ª«£¤¬^
#)'"人，
.3
从未工作正在找工作
¢£¤®O¯£¤１８７０
%(!& 人，失去工作正在找工
.3«°£¤®O¯£
¤ (!) .3 =¡ ''#! .8
) ±a ) ±²³.D
作８７６人，其他２２９７
人。６岁及６岁以上人口
'#%)#'' .3 =>¢³´４８６０５０
,()&*& .3
µ¶·)
２９１６９２２人，其中未上过学
人，扫盲班的

时间为
１９８６年７月１日，普查内容是
１９８５年底
ËbK %#()
Ç ! . % c3 %!de- %#(*
Çf
辖区内工业企业、工业产值、职工人数、工资总额、
g2d£P7PU£Pc^Uh£.iU£jCkU
全员劳动生产率、全年能耗、全年盈利企业利润总
:"lmbcnU:Ç¬oU:Çpm7PmqC
额、全年亏损企业亏损总额等。成立天水市工业普
kU:Çrs7PrsCkt8 uvMN;£P%
!wx¸y3z{:;£P%!£¤3|£P7P
查领导小组，负责全市工业普查工作，各工业企业
u} ２２５个普查小组，乡镇企业成立
''* Ð%!¸y3 ñJ7Pu} ',"
Ð%!
成立
２４３个普查
小组，全市共抽调
人组成普查队伍，从 %#(,
１９８４
¸y3:;9~8 ７３７９
!"!# .yu%!3
年８月开始，历时３年时间完成。据普查，１９８５年
Ç ( .3Ë " ÇËbu8
%!3%#(* Ç
年底，天水市五县两区有工业企业
４６８个，工业总
Çf3MN;H2<£P7P ,)(
Ð3£PC
产值
c^８５１６７万元。按所有制划分，全民所有制工业
(*%)! L_8 #<[Q3:Ñ<[£P
%"# 个，工业总产值
Ð3£PCc^ !*,*&
L_3AB<[£P
１３９
７５４５０万元，集体所有制工业
"'#个，工业总产值
Ð3£PCc^ #!%!
L_8#£PQ3
３２９
９７１７万元。按轻重工业划分，轻
£P ２８３个，工业总产值
'(" Ð3 £PCc^ ",%(&
L_3 £P %(*
工业
３４１８０万元，重工业
１８５
Ð3£PCc^
*&#(!
L_8
#¼>¸]Q3¼]
个，工业总产值 ５０９８７ 万元。按大中小型划分，大型
工业企业
１９７３６万元，中型工业
£P7P １１个，工业总产值
%% Ð3£PCc^ %#!")
L_3>]£P

!*"&'人，小学
.3¸ %'#*%)%
.3¹> !*"(## 人，高中
.3º>
７５３０２
１２９５１６１人，初中７５３８９９
%#!&&&
.3>»
*#%&!
.3¼»
"#"',
.3¼
１９７０００ 人，中专 ５９１０７ 人，大学专科 ３９３２４ 人，大
%&!&) .3b ３６３
")" .8
%* ±a １５
%* ±²
½１０７０６人，研究生
学本科
人。１５岁及
岁以
³.D
''!*'&#
.3
=>¶.D
,*(,(&
.3
7P ２１个，工业总产值３１３６８万元，小型工业企业
'% Ð3£PCc^ "%")( L_3¸]£P7P
上人口 ２２７５２０９人，其中文盲人口 ４５８４８０人，文 企业
¶.D¾ %* ±a²³.DI¿ '&-%*.3MN;À ４６３个，工业总产值
,)" Ð3£PCc^ ",&)'
L_8 £Pc^ "&%,"
盲人口占１５岁及以上人口比例２０．１５？？天水市每
３４０６２万元。工业净产值３０１４３
ÁL.D>3
Â<¼»²³ÃÄÅ).K
%*,&
L_3Çh£.iK
(,((!
L
十万人口中，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为１５４０ 万元，年末职工人数为 ８４８８７ .3£jCk
人，工资总额#),(
９６４８万

人，较
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的
.3Æ %##&
ÇÈÉÊ.D%!Ë)６５７
)*! 人，增长
.3ÌÍ

元，全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１０３３１元／人，全年能耗
_3:Ç:"lmbcnK %&""%
_ 2 .3:Ç¬o

１．３
倍；拥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人为 ７９１７人，
%-" ÎÏÂ<º>d>»ÃÄÅ).K
!#%! .3

`_'*'#*) 3
:Çpm7PmqCkK
（折标煤）２５２９５６
吨，全年盈利企业利润总额为

较Æ １９９０
年的 )*"%
６５３１人，增长
２１．２２？？？有初中文
%##& Ç)
.3ÌÍ '%-''/ÏÂ<¹>
化程度
年的 %,!("
１４７８３ .3
人，增长
ÃÄÅ２３４１７
'",%! 人，较
.3 Æ １９９０
%##& Ç)
ÌÍ
*(-,08 :;< 1(
ÐÑÒ3=>ÓÒ２９９１８９７人，
'##%(#! .3
５８．４？？全市有３８
个民族，其中汉族

９５０３
#*&"万元，全年亏损企业亏损总额为
L_3:Çs7PrsCkK５０９
*&#万元。
L_8

ÚÒ１３４
%",人，苗族
.3ÛÒ １５５
%** 人，彝族
.3ÜÒ '&!
尔族
２０７ .3ÝÒ
人，壮族 %&"
１０３

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
１
!+#$%&'() 统计工作。１９９６
*+£¤8 %##)年
Ç%
. % c®8 %!01K:£P7P3
月１日正式实施。普查对象为全部工业企业，重点
-<7PUñJ7Pdj7P8 %!)
是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普查的主
deK １９９５年工业生产经营基本情况（包括生
%##* Ç£Pbc94½ ¡b
要内容为

.3RÞÒ ９６人，朝鲜族
#) .3ßàÒ １１７
%%! 人，满族
.3áÒ %,,)
.3â
人，布依族
１４４６人，侗

产、销售
c U ¢ {、库存和
U £ ¤ d成本
u ½、费用
U ¥ ¦ U、价格
§ ¨ U 、盈利等情
pmt

.3ãÒ ",
.3äÒ １３
%" .3å?Ò
(# 人，哈
.3æ
族Ò２２''人，瑶族
３４人，白族
人，土家族８９

©3jczª«a=¬u3bc¬^m¦a
况），资产负债状况及其构成，生产能力利用及技

.3éÒ ' .3êÒ 人，傈僳族
! .3ëìÒ３" 人，佤
.3í
çèÒ '人，傣族２人，黎族７
萨克族２

术装备状况等。普查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由全市
®«t8 %!)¯ByN£¤°:;

%* 人，畲族４
.3îÒ , 人，高山族
.3ºïÒ '２ .3NÒ
% .3ðñ
族Ò１５
人，水族１人，东乡

成立的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承
u})ÈXÊ:£P%!±x¸y²3³´

ÔÕÒ７８４
!(,人，回族２２３６３６
.3ÖÒ ''")") 人，藏族
.3×Ò "(*
.3ØÙ
蒙古族
３８５人，维吾

.3åÒ ")
# .3óôÒ
' .3õ
族Ò３９"# 人，土族
３６ .3òÚÒ
人，达尔族９
人，仫佬族２人，羌

µ8 9%!3%##* Ç3:;£P7Pdbc¶·
担。经普查，１９９５年末，全市工业企业和生产单位

族Ò５* 人，撒拉族９
.3ö÷Ò # 人，毛南族１人，锡伯族
.3øùÒ % .3úûÒ４４
,, 人，
.3
普米族１人，塔吉克族
３ "人，乌孜别克族
%üÒ % .3ýþèÒ
.3ÿ!HèÒ３" 人，俄
.3"
罗斯族５
#$Ò *人，保安族４人，裕固族４
.3%Ò , .3&'Ò ,人，塔塔尔族
.3ýýÚÒ %１
人，独龙族
.3()Ò３" 人。
.8
!"#$%&'() 统计工作。普查时间
*+£¤8 %!Ë,
第一次全国工业普查
- １９５０年
%#*& Ç ４, ./
# .3 %!01- １９４９
%#,# Ç:2
是
月到９月，普查对象是
年全区
公营、公私合营及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工矿企业。经
34U354a£Pbc¤ )£67P8 9

１５１７４个，工业增加值１５．２６
%*%!, Ð3£PÌ¸^ %*-') 亿元，工业总产值４５．１６
¹_3£PCc^,*-%)
¹_8
亿元。

基本单位普查
,-./() 统计工作。普查对象为所有
*+£¤8 %!01K<

的法人单位及法人单位所附属的产业活动单位，
)º.¶·aº.¶·»\)cP¼m¶·3
=>½¾|¿7Pº.U ÀP¶·º.U º
其中包括各类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
人、社团法人和其他法人，以及这些法人所附属的
.U
º.d=¡º.3²aÁÂº.»\)
TPU£PUghPUpqrsPUxyz{|}
农业、工业
、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贸易

!"# !
－! ２６７－

天水大辞典
!"#$%
业!"#$!%&'!%()*!+,-./012
、餐饮业、服务业、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
产业活动单位。普查内容主要有单位的经济类型、
3!45+,6 789:;<=+,>?@AB"
所属行业、从业人员、企业规模、营业状态等各
CD(!"E!FG%H!IJ%K!LM2N
类单位的基本属性和主要标识。第一次普查的标
A+,>OPDQ-;<RST UVW78>X
准时点为１９９６年
!$ ^ ３１日。第二次普查的标准
%& _` UaW78>XY
YZ[\ !""# ]１２月
? 7 8 e f g = h F + , ９７８８
"()) i
b E!FG
经普查全市共有法人单位
个，从业人员

业社会主义改选情况看，代销、经销、批购零销商
!./;2Â34oøõ%?õ%üýþõé
有
户，从业人员
３４２８人，资本额１２０．６７万
,(+" ëo
E!FG %*,)
Fo c½ô &,'.-( 
= ２７５９
元，１９５４年销售额
o&"+* ]õöô９６１．７
"-&.( 万元；合作小组（商店）３９
³t·¸÷é'ù%"
个，参加小组的商贩
io5Ï·¸>é6１８９
&)"户，从业人员
ëoE!FG ２０５
,'+ 人，资
Foc
本额６．７４万元，１９５４年销售额
万元。全地区
)*.)% `
e{
½ô -.(* o&"+* ]õöô８４．８３
私营饮食业
６２９１人，其中雇佣
èK$ê!５２１９
+,&" 户，从业人员
ëoE!FG -,"&
Fojkó0
职工．
９９ F
人，资本额
２４．９１万元，１９５４
年销售额
1 s ""
o c ½ ô ,*."&
  o&"+* ]
õöô

%'(*++ 人，其中企业法人
F b j k H ! h F ３０８４
%')* i
b E!FG
３０７４５５
个，从业人员

%)(.,( % %&ô１．１６
&.&- o&"++
]ú]õ
３８７．２７万元、收益额
万元，１９５５年上半年销

时点为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３１日，普查资料为
Z[\ $''! ] !$ ^
%! _b78cd\２００１年。
$''! ]T

售额
&",--( Fb*!hF １６３７个，从业人员
&-%( ibE!FG ５８５９０人，
+)+"' Fb
,++.)%万元、收益额
%%&ô０．８２
'.), 万元。
`
öô２５５．８３
１９２６６７人，事业法人
机关法人
个，从业人员
２１３１３人，社团法人
)+" ib
E!FG ,&%&%
Fb .0hF
lmhF８５９
４２９
*,"个，从业人员
ibE!FG１５７２９
&+(,"人，其他法人
FbjnhF ３７７９
%((" 个，从
ioE
业人员１９１５６
F` =3!45+,p &+-"+ ibE
!FG &"&+-人。有产业活动单位数１５６９５个，从
!FG３０８８４５
%'))*+ 人。
F`
业人员

第三产业普查
>?@:5A 统计工作。普查登记的标准
qrst` 7878>XY
时点为
月 %&
３１日。普查对象是辖区内从
Z[\ ２００３年
,''% ] １２
&, ^
_` 78æçvz{9E
事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
*U93!>eÝhF+,% 3!45+,-i
1séë` :1;</,''% ]=%>%?%@
体工商户。具体范围包括∶２００３年度农、林、牧、渔

&'()*+,-./01234*+56 q
基本建设项目和挖潜革新改造措施项目普查
统
计工作。普查时间是
月。普查项目是
rst` 78Zuv １９７８年
&"() ] ５—８
+w) ^`
78xyv
辖区内
凡投资在 +５ xy>OPx
万元以上项目的基本建设项
z{9|}c~
目、规模、资金
、工程、材料消耗、效果等情况。这些
y IJ%c%s%d%2`

项目包括全民所有制在建的基本建设项目，农村
xyeC=~>OPxyo 

&'!oABCD%EF-G)!oHIJD%rK
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
、计算

人民公社办的在建基本建设项目；不包括大修理
F.>~OPxy 

/e !ofg%1a-hi!o§g^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公共管理和
./¸¹2` 789:v+,Xj%E!FG%±
社会组织等。普查内容是单位标志、从业人员
、财

s  ¡s ¢£¤s ¥f¦¤s
工程、水利岁修工程、公路养护工程、城市维护工
§¨©>Fªs` «¬{r® ?®
程以及独立的人防工程。由天水地区计委、经委、

建委、银行、统计局、财政局联合成立普查领导小
® ¯( qr° ±)°²³´©78µ¶·
¸o¸¹º»78` ?78o¬¼=O½x
组，组织开展普查。经普查，天水没有基本建设项

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l&'-LÜ!oüM-þö!oNO-P$!o
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
Q!oR3!oST-é'&'!oUVWX%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资源和公共设
YZ&'-Ò[8!o %\]cÈ-g
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
Å^!o_&'!o`aobË%./cd-.

'%á%c3L2`
务收支、资产状况等。
>BCDEFG5A 统计工作。普查标准
qrst` 78XY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
&, ^ ３１日。普查对象是全市从事
%& _` 78æçvefE*
Zuv ,''* ]１２月
时间是２００４年

yog=¾¿ÀÁÂÃÄÅxy ３５
%+ 个，其中综合
iojkÆ³
Ua3!%U93!>eÝhF+,o3!45+
目，共有挖潜革新改造措施项目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
ÇcÈxy６个，提高生产能力项目
- io ÉÊË3ÌÍxy２３
,%个，增
ioÎ
,-i1?Kë` 78;<9:+,O½D
利用资源项目
位和个体经营户。普查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基本属

加产品品种项目
Ï3ÐÐÑxy ５个，提高产品质量项目１个，降
+ ioÉÊ3ÐÒÓxy & ioÔ

低原材料
ÕÖd、燃料、能源消耗项目
×d ÌÈxy +５个，更新设备项
ioØÁÙx
目２个，改革劳动条件项目１个。３５个项目全部措
y , ioÂÀÚ5ÛÜxy & i6 %+ ixyeÝÄ
施费
万元，其中
１９７７年年底累计支出费
ÅÞ １４８７
&*)( 
o j k &"((
]]ßàráâÞ

７９３．６
年安排了３９４．６万元。
("%.- 万元，１９７８
o&"() ]ãäå
%"*.- `
789:;<=:56 统计工作。普查标
qrst` 78X
私营商业及饮食业普查
YZuv１９５５
&"++年
] ８) ^
78æç\z{9
准时间是
月 %&
３１_`
日。普查对象为辖区内

性、就业人员
、财务状况、生产经营情况 、生产能
Q%k!FG%±'L%Ë3?K%Ë3Ì
力
、原材料和能源消耗、科技活动情况等。经普查
Í%Öd-ÌÈ%UY452`
?78
全市共有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
９０３８
efg=E*Ua% U93!>hF+, "'%)

个，其中企业法人
、事业法人 ,-)*
２６８４
iojkH!hF２８２２个，机关
,),, iolm%*!hF
个，社会团体法人
３３０８ i3!
个；产业
io./01hF ２２４个，其他法人
,,* iojnhF %%')
45+,１３９５４个，其中第二产业
&%"+* iojkUa3!１７３５
&(%+ 个，第三
ioU9
活动单位
3!１２２０８
&,,') 个；个体经营户
ii1?Kë ６８８９３
-))"% ëojkUa3
产业
户，其中第二产

C=èKé!-èK$ê!ë` 789:=éì 业!１１６１５
&&-&+户，第三产业
ëoU93! ５７２７８
+(,() 户。
ë`
所有私营商业和私营饮食业户。普查内容有商号
íî%!;ïí%ð%CD(!íî%é!AB%
名称、业主姓名
、地址、所属行业名称、商业类型、
?Kñò%;<?KÐÑ%eÝE!FG%ós%c
经营方式、主要经营品种、全部从业人员 、雇工、资
本额、１９５４年商品销售额（其中代售额）、１９５５
年
Pô%&"+* ]éÐõöô ÷jkøöôù%&"++ ]
ú]éÐô ÷jkøöôù%&"++ ] )８月份商品
^ûéÐ
上半年商品额（其中代售额）、１９５５年
õöô ÷jkøö?õüýþöô§ÿ!^õö
销售额（其中代售经销批购零售额及占当月销售

的百分比）、１９５４年全年收益额、１９５５
年上半年收
>"#$ù%&"+* ]e]%&ô%&"++ ]ú]%
益额、本店是否工商兼营户
１６个指标。天水专区
&ô%½'v(sé)Kë &i*X` ¬+{

和各县（市）均成立了普查办公室，组织开展普查。
-N,÷fù-´©å78.o¸¹º»78`
经普查∶全地区有私营商业
户，从业人员
?78/ e{=èKé! ７２５０
(,+' ëo
E!FG
)()% 人，其中雇佣职工３２９
Fo jkó01s %," 人，１９５４年全年销售
Fo&"+* ]e]õö
８７８３
&)%&.,, 万元、收益额７．９９
%%&ô (."" o&"++
额ô１８３１．２２
万元，１９５５]ú]
年上半年
%%&ô %.*)
EèKé
õöô )%).%-万元、收益额
销售额８３８．３６
３．４８`
万元。从私营商

HIJK 资料汇编。１９５８年，天水专区天水
cdlm` &"+) ]o¬+{¬
统计资料
fnWæ./º o&"+) ]¬fp?@qr
市首次对社会公开《１９５８
年天水市国民经济统计
«®qr.rmsåo&"*"
cdq` &"+" ]o
资料》。１９５９
年，由地委统计室整理编印了《１９４９
]w&"+" 年天水专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１９６６
]¬+{p?@qrcdt` &"-年—１９５９
^o¬+Guqr°rmso&"*" ]w
年]３% 月，天水专员公署统计局整理编印《１９４９
年—

１９６４年天水专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工业、文教
&"-* ]¬+{p?@qrcdt
÷s!% f`
部分）。１９６８年，天水专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
Ý#ù` &"-) ]o¬+{Àv®G/Ë3*wÝ
整理编印了《１９４９
年—１９６８年天水专区国民经济
rmsåo&"*" ]w&"-)
]¬+{p?@

统计资料》，９
月份编印了《天水专区
１９５０ ]w
年—
qrcdto" ^ûmså
o¬+{ &"+'

１９６４年统计参考资料（农、林、水、畜部分）》。１９７４
&"-* ]qr5xcd÷%>%%yÝ#ùt` &"(*
]ºzo {]=ms o¬{p?@qrc
年开始，每年度编印《天水地区国民经济统计资
o¬fqrcdto&""% ]Øí
dto&")- ]Â\
料》，１９８６
年改为《天水市统计资料》，１９９３
年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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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 综合管理
ST-F
为《天水统计年鉴》，２０００
年改为《天水经济年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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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甘肃省价格
æçë -?@RAá{jzÞ)
-+,-jz

１９８６年编成《今日天水》（内部发行）一书，１９８９
年
#$%& +23-45.$)
6789:;<=>'$%$ +
出版《天水四十年》，１９９２
?@-.$AB+)>'$$! 年编印《天水市统计志》，
+2C-.$D%EF)>
２０００
年出版《天
!"""年出版《天水发展五十年》，２００５
+?G-.$9HIB+)>!""( +?G
-.

管理条例》等价格法律、法规；起草并实施地方性
3¿BC)ujzÞDrÞä<EF0ëGè7
价格办法、规章；制定并组织实施价格改革方案。现
jz¾Þrän<l0ÛÜëjz~ïèé1 H
有人员编制
'*名，内设办公室、收费管理科、综合
Q>7c¾¬Jrã£3¿ÌrKý
I@a2１４
科
个职能科室，下设价格监督检查分局、工农业
Ì ３) ÅÉ;ÌJ>LcjzæçÎÏ¯/ràM«

$JDKB+)L%EMN1
水建市二十年》等统计资料。

天水县物价管制委员会
!"#$%&'()* 机构名。民国二十
OPQ1 RSTB
U+6'$)$ +;!
八年（１９３９
年）２V>W.$XYZ3[\]^_
月，原天水县政府成立平衡物价

产品成本调查队、价格监测中心、价格举报中心、价
Nx3OÏrjzæPQrjzRQrj

`ab>7cdef>g9hi^jklmn>o
委员会，内设纠察股，颁发战时物价评定简章，对

!"0%2345671 机构名。位于秦
OòQ1 óôõ
天水市价格监督检查分局
州区青年北路４４５号。１９８４年，成立天水地区物价
ö÷ø+ùú **( û1 '$%* +>3[.$*÷^j
检查所，为县级事业单位，隶属天水地区行政公署
ÎÏY>!Xµ«Xó>Z[.$G÷:Y¬Ä
物价处。１９８５
年地改市后，改称天水市物价检查
^jØ1 '$%( +G~DÝ>
~.$D^jÎÏ

粮油、布匹等
５２ vwxyljz1
种商品核定价格。民国三十二年
R{|BT+
pqrstu (!
（１９４３
年）７V>
月，平衡物价委员会改称天水物价管
\]^j`a}~.$^j
6'$*) +;+
制委员会，由专员兼保安司令张中宁负责主事，设
`a}>a >c

格认证中心、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办公室等单位。
zSTQrºUxjzVWÀ¾¬JuXó1

立经济纠察队，打击囤积居奇，对
２１ vx
种重要必需品
[/0de>>o !'

所，内设秘书科
、工农产品价格科、综合科等 ３) Å
个
Y>7c\=ÌràMNxjzÌrKýÌu

实行限价。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年）７
:j1 R{|B|+6'$** +;+ 月，天水经济
V>.$/0
纠察队取消。１９４５
类重要
+>jwx ! １３
') ¡
de1 '$*(年，限价商品调整为

ÌJ1 !""% +.Q!.$DjzæçÎÏ¯/>7
科室。２００８
年更名为天水市价格监督检查分局，内
cÌJ !¾¬JrÎÏ<ÌrÎÏTÌrÎÏ
设科室调整为办公室、检查一科
、检查二科、检查
三科。主要承担天水市范围内行政事业性收费、商
|Ì1 ]^.$D_`7:Y«7ã£rw
品价格的监督检查工作，开展价格和质量信得过
xjzêæçÎÏà!> aHjzábcdef
评比活动、价格和收费公示进校园、进社区等＂七
kghirjzáã£¬jklmrkn÷uo±

物资、运费
、工资等，对!'２１种日用品实行议价，对
^Mr¢£r¤Mu>o
v5¥x:¦j>o
其他物品责成各同业公会实行报价。１９４８年被经
§¨^x3©ª«¬}:j1 '$*% +®/
济管制委员会天水分会取代。
0`a}.$¯}°1
经济管制委员会天水分会
+,-'().!"/. 机构名。民国三
OPQ1 R{|
B±+6'$*% +;>.$XY²3[/0`a
十七年（１９４８
年），天水县政府成立经济管制委员
}.$¯}>a³´µ!¶`a>.$X·³
会天水分会，专员高增级为主任委员，天水县长高
¸¹!º¶`a>7c|»¼>¯½¾¿ÀÁr
德清为副主任委员，内设三个股，分别办理金融、
^jr¤MÂ1 Ãc/0de>Är.$X
物价、工资事项。另设经济纠察队，由专署、天水县
Y²u ７+ ÅOÆÇ5Èl³µÉa
' Q> ÊË
政府等
个机关逐日排定高级职员１名，警备司
令部科长
8Ì· １名为队长，执行检查任务，同时在南河
' Q!·>Í:ÎÏ¶Ð>ªiÑÒÓ

进＂活动以及商品标价签的规范管理活动。
kphi:ßwxqjrêä_(¿hi1
!"089:;<=>?6@ 机构名。位
OòQ1 ó
天水市工农业产品成本调查队
**( 号。１９８４年
û1 '$%* + +
V>.$*÷
ôõö÷ø+ùú４４５
于秦州区青年北路
７月，天水地区
MNx3OÏ3[>!Xµ«Xó>Z[.
农产品成本调查队成立，为县级事业单位，隶属天
$*÷:Y¬Ä^jØ1 '$%( +*~DÝ>~.
水地区行政公署物价处。１９８５年地改市后，改称天
$DMNx3OÏ1 '$$' +~!.$DàM
水市农产品成本调查队。１９９１年改为天水市工农

业产品成本调查队，增加工业产品成本监审职能。
«Nx3OÏ>´sà«Nx3OætÉ;1

川、天水车站、天水郡３处分设临时检查小组，组
Ôr.$ÕÖr.$× ) Ø¯cÙiÎÏÚÛ>Û

天水市工农业产品成本调查队成立以后，在全市
.$DàM«Nx3OÏ3[:Ý> ÑuD

织经济检查。经济管制委员会成立后，制定物价管
Ü/0ÎÏ1 /0`a}3[Ý>l^j

分设调查点
个，专职和兼职调查
¯cÏv３６个，调查户
)& Å>Ïw ５６
(& Å>ÉáÉÏ

制办法，对重要物资，商品价格及工资和劳务收费
¾Þ>o^M>wxjzßàMáâÐã£

员
、玉米、油菜籽、马铃薯、
a６０余人。主要承担小麦
&" x@1 ]^Úyrz{rq|}r~r
苹果、生猪成本调查，农户存粮、农户农资购买、农
r$3OÏ>MwprMwMM rM
户种植意向调查以及工业产品成本、高等学校教
wvÏ:ßà«Nx3Or ³ul

älå³j> æç^jèéêë>'$*$ +
规定最高限价，监督物价管制方案的实施，１９４９
年
ìí1
解散。

天水市物价局
!"0$%1 天水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挂
.$D9Hî~ï`a}ð
ñOò1óôõö÷ø+ùú **(
+!V
牌机构。位于秦州区青年北路
４４５ û1'$(%
号。１９５８年２月
.$Ä^jÛ3[>'$($ +
天水专署物价组成立，１９５９
年 )３ V~!.$^j
月改为天水物价
`a}>ª+ & Vî.$Eü`a}ýÄ¾¬>',
委员会，同年６月与天水计划委员会合署办公，１０
Vþÿ¯c1 '$&% + ! VÝ>^jà!.$"÷
月份又分设。１９６８年２月后，物价工作由天水地区
ï#`a}$%&'8(¿>'$+( +)Eü`a
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管理，１９７５
年归计划委员

育、自来水
、污水处理费、公共交通、管道天然气等
r$r$Ø¿£r¬Ar(.u
¬¥«jzjê3Oætà!1
公用事业价格调价前的成本监审工作。
!"0AB<%2?CDE-FGHIJK
天水市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管理领导小组办
LM 机构名。天水市政府对副食品价格采取临
OòQ1 .$DY²oºUxjzÙ
公室
iëêëOò>Z[.$D^j/1 óô
时干预措施的实施机构，隶属天水市物价局。位于
õö÷ø+ùú４４５
**( 号。１９９６年，成立天水市副食
û1 '$$& +>3[.$DºU
秦州区青年北路

+ ３月，成立天水地区物价委员会，
) V>3[.$*÷^j`a}>
}(¿1 '$+$年
会管理。１９７９
ª*÷Eü`a}ýÄ¾¬>
*÷Eü`a}º
同地区计划委员会合署办公，地区计划委员会副
V+,-.
¶^j`a}¶1 '$%) + ''
主任兼物价委员会主任。１９８３年
１１月称甘肃省天

xjzVWÀ3¿ÚÛ>Ìµ«Xó>@
品价格调节基金管理领导小组，科级事业单位，人

水地区物价委员会，１９８４
年(５月改称甘肃省天水
$*÷^j`a}>'$%* +
V~+,-.$

施办法》，累计征收价格调节基金
２３００ 万元。累计
ë¾Þ)>EãjzVWÀ !)""
¡1 E
投放使用价调基金
¢£6¥jWÀ １１４７．６
''*+-& 万元，扶持了一批农副
¡> ¤¥<¦Mº

地区行政公署物价处，１９８５年
７ V~.$D^
月改称天水市物
*÷:Y¬Ä^jØ>'$%( + +

价委员会，１９９７年更名为天水市物价局。２０１０
年
j`a}>'$$+ +.Q!.$D^j/1 !"'" +
机构改革中，并入天水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为挂
Oò~ï>01.$D9Hî~ï`a}>!ð
ñOò>2.$DY²êjz384>°5DY
牌机构，是天水市政府的价格主管部门，代表市政
²:6:Y«7ã£r /89Ð7ã£:ß©
府行使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服务性收费以及各
类商品价格的管理和监督检查职能；
贯彻执行和
¡wxjzê3¿áæçÎÏÉ;< =>Í:á

a2 ６名，负责天水市市区副食品价格调节基
& Q> .$DD÷ºUxjzVW
员编制
Àê(1 l-.$DºUxjzVWÀ
金的征管。拟定了《天水市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实

产品生产、加工及流通项目，对生猪生产和城区低
Nx$Nrsàß§Â¨>o$$Ná©÷ª
«¬®jz¯°1
保群众给予了价格补贴。
!"0%23NOPQR 机构名。位于秦
OòQ1 óôõ
天水市价格监测举报中心
ö÷ø+ùú ４４５
**( û1
!,,* + * V3[>sð.$
州区青年北路
号。２００４年４月成立，加挂天水

市价格举报中心牌子，合称天水市价格监测举报
DjzRQñ±> ý.$DjzæPR

!"# !－
－! ２６９

天水大辞典
!"#$%

中心。科级事业单位，人员编制
!"# $%&'()*+,-.３! 名，是天水市物
/*01234
价局监测商品价格及其变化趋势的职能机关，负
56789:5;<=>?@ABCDEF*G
责全市价格网络的建立并组织、协调价格监测工
HI35;JKBLMNOPQ RS5;78T
作，调查分析和监测商品、服务价格以及相关市场
U*SVWXY789:QZ[5;\<]F3^
供求变动的情况，实施价格预测、预警等。天水市
_`>aBbc*de5;f8Qfghi 123
价格举报中心是天水市物价局价格违法案件的投
5;jk!"01234565;lmnoBp
诉受理机关，设立了＂１２３５８＂举报专线电话。负责
qrsEF*tMu
v
"#!$%wjkxyz{| GH

身为
年'９月成立的天水专署工商行政管理
8 １９５９
-'$' 
MB12x9T9~Õs
局。１９７９
１２月，天水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成立，
 -)
*12íT9~Õs6M*
6| -'+' 年
与地区商业局合署办公，１９８０年７月，两局机关分
:í9'6÷9ªÞ*-'%*  + *;6EFW
设。１９８５
年 '９月，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处改称天水市
*íT9~ÕsÈÐ123
t| -'%$ 
工商行政管理局。１９９０年
*d~W6.*<
T9~Õs6| -''* １２-)月，实行分局制，原秦
城区（今秦州区）、北道区（今麦积区）工商行政管
=>?@QAB?CDET9~Õ
s6123T9~Õs6FGW6| -''%
理局成为天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直属分局。１９９８

对价格违法行为的举报受理，协调调查
、处理工作
}5;lm~Bjkrs*RSSVsTU

T9~Õs&.d~H\IJFÕs| )***
年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２０００

Yh|
和答复等。

年 ９' 
月 )&
２４ K*
日，天水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机构、编
123T9~ÕsêLEQ制.Q+,Q4MQ'øNOÝ123+ßÔPQ
、人员 、经费、资产正式由天水市人民政府上划

天水市价格认证中心
!"&'()*+, 机构名。天水市物价
E/| 12345
局价格认证机构。位于秦州区青年北路
65; E| )４４５
&&$号。
|
１９９６
"''( 年９月，成立天水市价格事务所，人员编制
 ' *M1235;&[*+,-. (６
/*d~.| CD0mQm
名，实行聘任制。主要职能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
YF *¡¢£¤¥_5;¦§¨©Z
和有关政策规定，面向社会提供价格信息、咨询服
务和办理价格鉴证、价格认证、价格评估等有偿服
[Yªs5;«5; 5;¬h®Z
务。２０００
[| )*** 年８月，更名为天水市价格认证中心。从
 % *¯/1235; !"| °
１９９７
２０３ ´µ'¶~uh%
家餐饮业进行了等级
"''+ 年开始，对全市共
±²* }I3³ )*!
评定工作，累计完成
项价格认证业务，涉及
¬ TU*·¸¹ １１１５
"""$ º5;
'[*»<
¼B½¾¿９３８７２．５８
'!%+),$% ÀÁ*=!Â»n4:5;«
标的金额达
万元，其中；涉案物品价格鉴
!'# 项、标的金额
º¼B½¾ #*$+(,$$
ÀÁÃ5;¬ 
定 ３９２
２０５７６．５５万元；价格评估认证

RHT96LSÕs|
到省工商局统一管理。

天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干部培训学校
!"&345678:;<=>? 培训机
TUE
/| -'%%  $ M*VW123T9~Õs
构名。１９８８年５月成立，挂靠天水市工商行政管理
6| CH0XYêLCTBm.Z[:TU*
局。主要职责是承担系统职工的法制教育与培训，
重点围绕＂依法行政＂加强队伍建设，结合全国＂三
å\]^
v
_m~w`abcLt*ö÷I
v
d
五＂普法教育，使全系统干部走上依法行政
、文明
ewfmZ[*âIêLgÖhP_m~Qij
%mBk|
执法的路子。

天水分区工商业普查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A34BCD T9~ÕsTU|
１９５１
３６人组成的工商
-'$- 年８月
 % １１
-- 日，天水市成立
K* 123M !(
+OBT9
'fVÉ,¤*ItfVTUl*fVltmnQ
业普查委员会，下设普查工作团，普查团设秘书、

'[QSV !３îo*p
-+ îfVqO| rsfVB
业务、调查
个股，辖１７个普查小组。此次普查的
Í]0*)WT9'tB45uO
Bv9Q~9Qw
范围是，不分工商业者的经营方式（坐商、行商、摊
务先进单位。２００８
２００６— 贩）、经济性质（国营、公营、公私合营
ÆÇÈÉ¬Ê )**(Ë
[Ä¶()i )**% 年被国家发改委评选为
xEQ4yz{B5QÞ5QÞ|÷5Q|5÷UE
、私营合作）

７２３
万元。先后于１９９６
+#!项，标的金额
º*¼B½¾ ７３２９６．０３
+!#'(,*! ÀÁi
ÄÅ -''( 年、

-''% 年和
Y )**!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 ÆÇÈÉ¬I5;&
年被国家发改委评为全国价格事

及地区（城镇、乡村），凡具有营利性质的各类工商
<íB=}Q~E*5z{BT9

２００８
)**% 年度价格认证机构规范化建设示范单位。
Ì5; EÍ?LtÎÍ()i

物价监督员制度
-'./012 又称物价义务监督员制
ÏÐ4 5Ñ[ 7Ò ,.

3'Q ¶~SVQ| 53'Fê
企业、均应进行调查、登记。国营企业因关系国家

度。是经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授权，在政府价格主管
Ìi 0ÓÔ5;ÕÖ×ØÙ*ÚÔ5;Õ

机密，指定专人调查。至
E* x+SV| -９月
' ２４)&日，除行商、摊贩
K*~9Qwx

部门之外设立，由公民、法人和社会群众组织义务
Ö×ÛÜtM*ÝÞßQm+Y£¤àáOPÑ[

外，全市工商业普查完毕。１９５１年９月
Ü*I3T9'fV¹| -'$-  '  ２６日，原由
)( K*<Ý

行使价格监督职能的制度。义务监督员的职责是
~â5;7ÒCDB.Ì| Ñ[7Ò,BCH0
协助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调查了解市场重要商品价
RãÔ5;ÕÖ×SVuä3^å9:5
格信息，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向社区和农民群众宣
;¦§*V5;lm~*¢£Yæßàáç
传价格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的有关价格政策，是政
è5;mm\<ÔBF5;* 0
府及价格主管部门联系群众的桥梁。１９８１
Ô<5;ÕÖ×éêàáBëì| -'%-年，天水
*12
地区
１２个县中有
９个县先后建立了物价义务检
í -) îï! ' îïÄÅLMu45Ñ[ð

各县抽调的干部，分返各县，组织本县普查工作。
ïSBgÖ*Wï*OPïfVTU|

查站。义务检查员采取组织和群众推荐相结合的
Vñ| Ñ[ðV,òóOPYàáôõ]ö÷B
办法产生，由同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发给物价检
ªmøù* Ýú%Ô5;ÕÖ×Çû45ð

查证，有权独立行使价格检查职能。２００３年《中华
V*ÙüM~â5;ðVCD| )**! ý!þ
+ß³Y~ÿ!m"#$Å*r%mÙ&'
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颁布后，受执法权主体资
格制约，义务检查员不能独立行使价格检查和行
;.(* Ñ[ðV,)DüM~â5;ðVY~

全区普查工作全面展开后，分区普委会要求各县，
IfVTUI¡Å*WfÉ¤`ï*
在普查工商业户数的同时，对
１９５０年已办理营业
ÚfVT9'Bú*} -'$*
ªs5'
t*Ç5'Ã} -'$*
<\7ª
登记者，只换发营业证照；对
１９５０年及以前未办
5't*ª5'Ü*ªs<
营业登记者，除补办营业证照外，还要办理漏户及
`T¤B| - １９５１年底，全区完成工商业
-'$- .*I¹T9'
加入工会的手续。至
fV[| I³QÞ53' ４２
&) 户，其中工业
*=!T'
普查任务。全区共有国、公营企业
*9 ' ２８
)% 户，另有合作社
*¡÷U£ ８５
%$ 户。
|
１４-&户，商贸业
天水市个体私营协会
!"&EFGHIJ 民间组织。设在天水
ß¢OP| tÚ12
市工商局。１９８２
月 )'
２９K*
日，天水县东泉公社
3T96| -'%)年
 １１
-- 
12ï£¤Þ£
B¥CD¦§¤}E B !'
（现麦积区马跑泉镇）的
３９ î&T9't¨©
家个体工商业者学习

北京等地的经验，在当地工商所的指导下民主选
** +÷5;ÕÖ×x'ðV,BT
ªhíB4«* Ú¬íT9BIßÊ
政处罚，主要配合价格主管部门专业检查员的工
举成立东泉公社个体工商业者联合委员会。１２
U| ,-２００８
jM£¤Þ£î&T9'té÷É,¤| -)月，
)**% 年底，全市共成立价格义务监督服
.*I3³M5;Ñ[7ÒZ
*
作。截至
务站
[ñ６２９个，聘请义务监督员
()' î*/Ñ[7Ò, １５３４
-$!& 人，其中人大
+*=!+0
代表１３８
人，政协委员
12 -!%
+*RÉ,２８
)%人。
+|
!"&3456789 政府工作部门。负
ÔTUÖ×| G
天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HI3T93'Y°&456aB()Yî+Õ
责全市工商企业和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管

成立了天水个体经营者联合会。１９８４年，天水地区
Mu12î&45té÷¤| -'%& *12í

理工作的工作部门。位于秦州区建设路
-%* *7
sTUBTUÖ×| )Lt １８０号，前

分会。１９８５
年年底，全市五县两区有证个体工商业
W¤| -'%$ .*I3eï;î&T9'

１２
-) 个县及乡的个体工商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按
îï<~Bî&T9'tY=®î&¯at
~°±P²ILMu±BOP* /ÐLS
行政区域自上而下建立了各自的组织，名称统一
Èï3î&¯atR¤Q ï3î&¯atR¤
改为县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县市个体劳动者协会

!"# !
－! ２７０－

经济综合管理
<=>?@5
者增加到
１５４５ &)
户。１９８６
!"#$ ２００９９４人户数达
!""##$ %&'( %&$&
%#'( *年９月
#+

查，无证生产的查处；依法对计量器具的制造
、修
Ð-ÛÜlkGÐÝvÞÅßàÌáâGãäRå

２７!) 日，天水市个体劳动者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
,- ./01234!56789:;<6=
开，宣布天水市个体劳动者协会正式成立。参加会
>-?@./01234!56ABCD) E#6
议的代表２０７
名，特邀代表７５
FG:; !") 名，正式代表１３２
H- AB:; %*! HIJ:; )&
名，其中个体户代表
名，个体户代表中少数民
H-KL12&:; １００
%"" H-12&:;LM'N

理、进口和强制检定实施监督管理规范和监督商品
ÔRæçÈzãÏÉÊÍÎÓÔÇèÈÍÎéÕ
量及市场计量行为；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质量
Ìn0êàÌëvopìÕlk#~íîGËÌ
卫生的日常监管，贯彻国家食品许可准入制度的法
ïlG,ðÍÓ-ñòóôìÕõö÷øãùGÅ
律、法规、规章和技术规程，审核企业申请和发放食
ÆRÅÇRÇcÈúûÇd-üý¢£þrÈÿì

族代表
O:;１３
%* 名。中共天水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
H) LP./0QR0%<R0STR0

品生产许可证。设办公室、纪检监察室、人事劳资
ÕlkõöÜ) !"#$R%ÏÍ&$R%3'

S5GUVWXYZ[6F) <6\]^_[`.
政协的主要领导出席了会议。大会讨论通过了《天

科、法制宣传教育科、质量监督科、标准计量科、特
(RÅã?)*+(RËÌÍÎ(R,÷àÌ(RI

水市个体劳动者协会筹备章程》《天水市个体劳动
/01234!56abcde
`./01234

-!b´Í&(RìÕËÌ´ÍÓ(È.Ð<
种设备安全监察科、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科和稽查大

者协会章程》《会员守则》、选举产生了天水市个体
!56cde
`6fgheRijkl[./012
劳动者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及负责人，通过了聘请
34!5678mQf6nop%- ^_[qr
１０
%" 个名誉主任的提名；做出了《关于加强个体劳动
1HsUtGuHvwY[`xy#z1234

队，省质检东部分中心、市计量所、市特检所和市纤
/-0ËÏ1¶2LR0àÌ3R0IÏ3È04

者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向全市个体劳动者发出
!{|S}~GFe- 01234!Y
了以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从事个体经济的信
[ 6UR
12G

门。成立于
!""! 年
* *３月，加挂天水市安全委员会
+-#8./0´Qf6
·) CDy２００２
9#$:;) CD<=£7¸-%fE>#?
办公室牌子。成立之初为事业单位，人员参照公务
fÓÔ-!""$ * ) +Ñ@0ST~¶·) !
员管理，２００４年７月调整为市政府工作部门。内设

心、为振兴天水经济做出贡献为中心内容的倡议
R ./wYLGF

书。２０００
年，更名为个体私营协会，在原个体劳动者
)!""" *-H1256-1234!
协会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私营企业。
56G -¡"#[¢£)
天水市消费者协会
月
!"#$%&'( 民间组织。１９８８
N¤¥¦) %#''年
* ９# +
２７
!) 日天水市消费者协会成立。各县区先后成立消
,./0§¨!56CD) ©ª«¬CD§
¨!56) %#'' 年，秦州区成立消费者协会。１９８９
*-®¯«CD§¨!56) %#'#
费者协会。１９８８
* % + !% ,-°±ªCD§¨!56-$ + %*日，
,年１月２１日，武山县成立消费者协会，４月１３
²³«CD§¨!56-& +
,-®´ªCD§
麦积区成立消费者协会，５
月 *%
３１日，秦安县成立消

Ï3４$ 个直属事业单位。
156£7¸)
检所
!"#
01 23.4 5/ 政府工作部
S T~ ¶
天水市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

9#$RÅÇ*+(RAB5Ñ(RÍÎ8(RÍÎ
办公室、法规教育科、综合协调科、监督一科、监督
C(R DEFGÕÍÎ( ６( 1($)
ýHã !(
二科、危险化学品监督科
个科室。核定编制
２６

名，其中行政
２３ H-Ix~J
名，机关工勤* H)
３名。直属事业单
H-KLëS !*
56£7
位∶天水市安全生产执法监察支队。
¸K./0´lkLÅÍMN/)
天水市安全生产执法监察支队
!"#012678-9:; 天水市安全
./0´

!"#)*+,-./ 政府工作部门。位
ST~¶·) ¸
天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lk ÍÎÓ ÔOP6QªR£7¸) CDy
生产监督管理局下属副县级事业单位。成立于
!""# 年３月。内设机构综合科、监察科，事业编制９
* * +) !ISAB(RÍM(-£Tã #
２００９
H)
UVÂpÄopÍÎÍM0©lk7¸
名。主要职责是负责监督监察全市各生产经营单位
U
VWXYZ
ñòLë´lkÅÆRÅÇRÇcn
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及＂三同时＂情

于秦州区石马坪街道藉河南路。主要工作职能是
y®¯«¹º»¼½¾¿ÀÁ) UV~ÂÃÄ

况和安全生产条件、设备设施安全、作业场所职业
ÙÈ´lk[\R!b!Ê´R£ê3Â£

负责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组织实施；负责质量监督
opÅÆRÅÇÈÇcG¥¦ÉÊvopËÌÍÎ

卫生
、安全培训教育、事故隐患整改等情况，对违
ïlR´]^*+RÚ_`@abZÙ-ßc

费者协会，１２月
¨!56-%! + ３日，清水县成立了消费者协会。
* ,-µ/ªCD[§¨!56)

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教育和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d´lkÅÆÅÇ*+ÈÞÅÉÊëSÝe)
检验和仲裁检定；负责产品质量状况、事故的调
ÏÒÈÖ×Ïv opkÕËÌØÙR ÚGÑ 依法查处迟报、瞒报和漏报安全生产事故行为。
ÞÅÐÝfgRhgÈig´lkÚë)
检查，协调监督质量监督检验，管理产品质量仲裁
ÏÐ-5ÑÍÎËÌÍÎÏÒ-ÓÔkÕËÌÖ×

!"# !
－! ２７１－

天水大辞典
!"#$%

!"#$
财税金融
业综合开发的项目；汇总全市农业开发项目和资
zs-V¦§´ ê¹²7yz¦§Á~
c¿lëì4 Fí¦§l¼ÚGÛÜÁ~cÔÕ
金统计报表，分析项目计划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
情况，会同审计部门监督检查资金的使用效益。
ÛÜ4>âl%&iH×Ø~cVÔÕîïY

& 政
'
财
!"(&') 政府工作部门。位于秦州区
!"#$%&' ()*+,
天水市财政局
-$./ !" 号。１９４９
0' #$%$ 1
& 2 ! 3456789:
合作北路６２
年８月６日，天水市军事管

制委员会下设财经处。８月１５
;<=>?@ABC' & 2 #' 日成立天水分区行
3DE56F,G
政督察专员公署财政科，为甘肃省财政厅派驻天
!HIJ=KLA!MN OPQRA!STU5
6VWXY #$'!年
1 １月，撤销专员公署财政科，成
# 2NZ[J=KLA!MND
水的机构。１９５６
1 '月，撤销财粮组，设
2NZ[A\]N@
EJ=KLA\]' #$'(年５
立专员公署财粮组。１９５７
EA!]' #$'& 1 & 2N56JLA!]^_56
立财政组。１９５８年８月，天水专署财政组改称天水
JLA!`Na@A!bcdbefbghbiHbj
专署财政局，内设财政、金融、保险、基建、监督、税

!"(345678 机构名。位于秦州区
WXY ()*+,
天水市投资担保中心

合作北路６２
年８月成立。设办公室、投资
-$./ !"号。２０００
0Y"*** 1
& 2DEY@qKrbÇ~
担保业务科、债务追偿科
ez¡Mbð¡ñÓM３ )个科室，编制
Mr4;１０
#* 名，为
4O
«¬9z(Y ¤®¯°±òªvÅz!ó4
副县级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按照国家产业政策，
ô567a{z½9zeõö÷øG~àØ
对天水市内企业及事业担保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

与评估，按规定程序审批投资或担保；对全市的基
ùú4ò»ûüýþÇ~ÿe´ô²7Vg
础设施建设项目
!@¸h@¦§b、生产建设性项目、国际金融组
"h@#¦§b v$cd]
织，世行
、外国政府贷款投资项目 、科教文卫等部
¶bèGbv!¢äÍÇ~¦§bM%&%

收、计会７
大口。１９６８
年２月，改称天水专区革委
kbl> ( mnY
#$!& 1
" 2N^_56J,o<

门的相关项目进行投资担保；对企业流动资金、技
&V'¦§øGÇ~e´ô{z()~cb*

会财政局。１９７８年
##月，改称天水地区行政公署
2N^_56p,G!KL
>A!`Y #$(& 1１１

术改造贷款
、技术创新贷款、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
+^,äÍb*+-.äÍb?/0z÷=12ä

A!`N#$&) 1 １０
#* 2N
^_56p,G!KLA
财政局，１９８３年
月，改称天水地区行政公署财
#"月，成立天水市财政局。设办公
2NDE567A!`Y @qK
jCY #$&' 1１２
税处。１９８５年

Íeb34e²e5øGe´6°ÚG7A
款担保、诉讼保全担保等进行担保；负责执行市财
!`þ7V1¾³$l¼´ ;û7Ç~eK8
政局批准的年度工作计划；制定市投资担保公司
章程、投资担保资金运行实施细则，并报市财政局
9übÇ~e~c:G·¸;<4µë7A!`

rbs-MbtuMbvwMbG!!xMbyzMb
室、综合科、预算科、国库科、行政政法科、农业科、

企业科、经济建设科、国有资产管理科、税政科、社
{zMbB|h@Mbv}~:Mbj!Mb
保科
、教科文科 、外事科、监察科、信息科、采购处、
eMbMMb9MbiIMb
MbCb

公物仓办
#!个科室，财监局、非税局、农业综合开
Mr4Ai`bj`byzs-
Kq１６
qbGqbbebbt
发办、亚行办、采购中心、担保中心、干教中心、预
ubvwb #*
?
算审核中心、国库支付中心、评审中心
１０个下属

批准后实施；制定并执行内部的规章制度，负责投
þ7·¸´;ûµÚGa%V»9;¾46°Ç

资担保业务的经营管理；
~ez¡VB=:´ 向省同类机构申请再担
>Râ?WXõö@
保；
e´ 负责担保后跟踪检查以及依法对担保债务的
6°eAB×ØC½©xôeð¡V
DÓùñÓ´ûÊ>7A!`ëEÇ~e³$Y
代偿与追偿；定期向市财政局报告投资担保工作。
天水市政府采购中心机构名。位于秦州区
!"('9:;78 WXY ()*+,

(Y `WG!;４４%%名，事业编制２７
49z; "(名，后
4
单位。局机关行政编制

0Y "*** 年成立。设综合科、采购一
1DEY @s-MbÀ
-$./ !"号。２０００
合作北路６２

& '
 ¡; ８名。
勤服务编制

科
、采购二科 )３个科室，编制
１０名，为副县级事业
MbFM
¨Mr4; #*
4O«¬9z

天水市
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0
12 政府工作部
! ¢# $%

单位。主要职责是执行政府采购政策；组织实施本
(Y ¤®¯°±ÚG!¢!ó´]¶·¸G

门。位于秦州区民主西路
３４号。２００２年成立。设
0' "**" 1DE' @
&' ()*+,£¤¥/ )%

!¢H´ IJ?ÿKL÷<MV
级政府集中采购；接受下级或其他采购人委托的

科室综合科
、项目管理科２" ¨MrN;
个科室，编制６
名。为
Mrs-Mb¦§:M
! '
O

Nz¡´ ·¸1¾!¢§OÁl
代理采购业务；实施年度政府采购目录和采购计
划；
¼´ 负责编制招标文件及对定点供应商资格的初
6°;PQR½ôûSTUV~àVW
审和认定并报市政府采购管理处审批；发布招标
ÁXûµë7!¢:Cþ´ YPZ
采购信息，负责政府采购绩效统计，及时搜集、整
 46°!¢[î¿l4½\]Hb^
理、储存政府采购信息，建立政府采购信息库；负
b_`!¢ 4hE!¢ w´a
°3b!¢9¡4½\;c!¢def´
责日常政府采购事务，及时编制《政府采购指南》；

依照公务员管理的副县级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
©ªK¡=:V«¬9z(' ¤®¯°±

管理全市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编制并组织实施全
:²7yzs-³$´ ;µ]¶·¸²

市农业综合开发总体规划及年度计划；统一管理
7yzs-¹º»¼½1¾l¼´ ¿À:
和统筹安排国家、省上和市上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Á¿ÂÃÄvÅbRÆÁ7Æyzs-~cN
;A!ÇÈyzs-~cVÉÊl¼b
编制财政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中长期计划、
1¾tuÁËu´ qA!yzs-~c1
年度预算和决算；办理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年
¾ÌÍbÎÍ³$´¿ÀFÏb:ÐÊÑkV
度拨款、借款工作；统一分配、管理到期回收的中
ÒbRÆÁ7A!yzs-}ÓÔÕ~c´
央、省上和市级财政农业综合开发有偿使用资金；
组织考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检查在建农业综合
]¶Öyzs-¦§N ×ØÙhyzs-

a°gIhV:bæÏÁip,bi%&
负责直接采购物料的管理、调配和跨地区、跨部门
9¡Våæ½¦§jÕVkul´ a°
采购事务的协调及采购项目费用的结算等；负责
]¶¬b ,:÷=ÁJzm+÷=Vn
组织县、区级采购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培

oY
训。

开发项目执行情况；组织验收竣工项目，签发项目
¦§ÚGÛÜ´]¶ÝkÞ#¦§4ß¦§

!"(&'<=>?78 培训机构。位于
noWXY ()
天水市财政干部培训中心

验收合格证，会同农业银行天水支行安排农业综
Ýk-àá4 >âyzãG56GÃÄyzs
合开发专项贷款，协调安排农业综合开发的各级
-J¦äÍ4 åæÃÄyzs-Vç

秦州区民主东路。１９８２
年，由天水专署财政局批
q56JLA!`þ
*+,£¤p/Y #$&" 14

财政资金；统筹安排世界银行贷款用于天水市农
A!~c´ ¿ÂÃÄèéãGäÍÕ)567y

成立了甘肃省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天水分校，与财
DEtPQRu>lvwxy56Fy4 ùA

准，成立天水财会训练班，事业编制
74DE56A>ors49z;３ )人。１９８７
÷Y #$&(年，
14

!"! !－
－! ２７２

会训练班合署办公，下设县、区
!"#$%&'()*+,-. ! ７个函授站。１９９０
/0123 "##$
年，天水财会训练班改名为天水市会计培训中心，
4)567!"89:;<56=>?@"AB)
为科级事业单位，编制７
人，仍与函授
<CDEFGH)IJ !人，职工
K)LM ７! K)NO01
学校合署办公。２００８年
""月，更名为天水市财政
S)T;<56=7U
PQ%&R(3 %$$& 4１１

财税金融
H6OP
部检查和对下级财政进行监督检查，并对其共同
Wþÿî*D7Uï{!"þÿ) æî-./
作弊行为依法进行处理；依法查处各类违犯财经
i0{<Ãï{1´ Ãÿ1Äó237)
法规的问题和群众举报的违反财经法纪问题。
f45678µf297):45ü
天水市非税收入管理局
!"#56789:4 机构名。位于秦州
mn;ü Hopq

VWXYAB) <56=7UZ*[\,DEF
干部教育中心，为天水市财政局下属副县级事业

(% 号。２０００年成立。内设综合科、法规
tü%$$$ 4u¦ü,+%C-
.%irs６２
区合作北路

单位。设办公室、教务科、培训科
个科室，编制 %$
２０
GH3 +R(]^X_C^@"C ３' /C])IJ
名，主要负责全市财会人员的业务培训、岗位培
;) `abcd=7>KefF_@"^ gH@
训、业务骨干培训工作及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天水
"^ F_hV@"MijAk>?01PQ56

票据科、计划会计科
个科室，为参照公务员法管
;ØC-?ß>?C ３' /C])<<ñ(_e

分校及下属７
/012fXPX_Mi3
lQj*[ !个函授站的教学教务工作。
天水市预算审核中心
!"#$%&'() 机构名。位于秦州区
mn;3 Hopq.
合作北路
６名，为副
%irs６２
(% 号。２００７年９月成立。编制
t3%$$! 4 # Suv3IJ (
;)<\

性收费、基金征收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和办法；组织
à@A-C@¬ÆÇf´JÜR#$
征收市直行政事业性收费
、基金及其他非税收入；
C@=§{UEFà@A-j-DEF@G
负责全市行政事业性收费、地方基金征收票据及
bcd={UEFà@A- HÆC@;Øj

县级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预算法》和
,DEFGH3 `aLcwxyz{|}~

其他收据的管理工作；负责提出有关收费、基金的
-D@Øf´Mibc@A-f
减征
、免征 、缓征意见，并报请市政府或市财政局
IC-JC-KCLM)æµN=UÀO=7UZ

《预算法实施条例》；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编制财
|}~ }~)IJ7

理的副县级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
´f\,DEFGHü `aLcwxyz{ø=-

省上有关收费、基金的法规、政策，制定我市行政
>?@A-f-UÅ)JB={U

7_^+«¬®¯°±)bcd=7U¨©Ke
财务、设备等基础数据库，负责全市财政供养人员

ÚRPQ >/RS¬WT¡@
批准办法有关手续；会同物价等部门初审有关收
费、基金
、集资、募捐项目立项标准的制订和调整；
A--ú-UVº½¦ºfJWXY
会同有关部门搞好收费
、基金年审、地方基金及其
>/WZ[@A-4¡-HÆj他非税收入的征收计划。
DEF@GfC@?ßü
天水市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管理办公室
机
!"#;<=>?@ABCD9:EFG m

信息管理工作及债务报表的统计和汇总；建立财
²³´Mijª_µ¶f·?£¤ ¸¦7

n;ü Hopq.%irs (% tü %$$# 年３
4 ' Su
构名。位于秦州区合作北路６２号。２００９
月成

政专项资金投放项目库；细化预算编制，为编制政
U¹º»¼º½±¾¿}~IJ)<IJU
ÀÁÂ}~¨Ã° <=§ÄWj,.¨
府采购预算提供依据；为市直各部门及县区提供
W}~UÅÆÇfÈÉ3
部门预算政策方面的咨询。
!"#*+,-() 机构名。位于秦州区
mn;3 Hopq.
天水市国库支付中心

¦ü IJ ) ;)<\,DEFGHü `aLcwb
立。编制５名，为副县级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负
cd=\]^ã÷{_Þº½fz{´Mi)
责全市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的执行管理工作，
`aº½bc*þÿÄº½,d-e
评估项目实施效果；检查各项目内容、产出和实施
fgh?Dz{mnfÙi*)J4ÜMi?
情况；在上级执行机构的指导下，制定年度工作计

合作北路６２号。成立于２００９年３
%irs (% t3 u¦o %$$# 4 月。编制
' S3 IJ８名，
& ;)

划和年度预算；监督采购活动；管理项目账户；编
ß4Ü}~!"ÁÂjk´º½ÏÐI

为副县级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负责管理财政直
<\,DEFGH3 `aLcwbc´7U§

写并向亚洲开发银行报送贷款账户的提款申请；
læm\]^ã÷{µn_ÞÏÐfÞoN

接支付零余额账户
、试点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 、特
ÊËÌÍÎÏÐ^ÑÒ}~GHÍÎÏÐ^Ó
设专户；管理预算单位的预留印鉴；根据预算指标
+¹Ð´}~GHf}ÔÕÖ×Ø}~Ù
和批准的季度分月用款计划，办理单位财政性资
ÚfÛÜlSÝÞ?ß) '´GH7Uà
金直接支付和授权支付业务；签发财政直接支付
§ÊËÌ1áËÌF_ âã7U§ÊËÌ

监管实物和财务；监督、督促各项目单位及时提供
!R7_!"-"pÄº½GHjû¨
配套资金；负责贷款归还；负责项目管理人员和业务
qbc_Þrsbcº½´KeF_

政综合预算；研究提出部门预算的定员
、定额标准
U%}~W}~fe-

及单位分类、分档标准；配合预算科制定有关部门
jGHl-l%}~CJW
预算的规范文件；负责市级部门预算编制审核、汇
}~f bc=DW}~IJ¡¢^£
总工作；建立市直部门机构
、财政供养人员、债务、
¤Mi¥¦=§Wmn^7U¨©Ke^ª_^

凭证，并审核填制财政直接支付汇总清算单；签发
äå)æ¡¢çJ7U§ÊËÌ£¤è~Gâã

财政受权支付额度通知单，并依据财政授权支付
7UéáËÌÜêëG) æÃØ7U1áËÌ

tuKe@"Miü
技术人员培训工作。

天水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
!"#H/IJK&() 机构名。位于秦
mn;ü Hop
州区合作北路
号。天水市财政局内部专司财政
q.%irs ６２
(% tü
56=7UZ,W¹v7U

会计核算的要求，对支付的资金进行总分类核算
>?¢~faò) îËÌfï{¤ló¢~

»`¡f`¡mnü %$$$ 年
4 +４月成立。编制
Su¦ü IJ !７
投资评审的评审机构。２０００
;)<CDEFGHü `aLcw×Øø=w
名，为科级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根据国家法律法
-JÜ¬)xÝ¹FtuPy}-z~¡
规、制度规定等，运用专业技术手段和预、决算审
¢Æ) î{|j7U»GfËº½ï{
核方法，对凡涉及财政资金投入的支出项目进行
E}-EA-E~¹Ftuàf¡¢O`S
事前、事中、事后专业技术性的审核与评价；加强

额度通知，汇总填制财政授权支付汇总清单额度
Üêë) £¤çJ7U1áËÌ£¤èGÜ
通知单；记录各项算单位的财政授权支付额度，并
êëGìíÄº~GHf7U1áËÌÜ)æ
î1áËÌÍÎÏÐËï{´ ðñ}~
对授权支付零余额账户支出进行管理；按照预算

和明细分类核算，定期与代理银行、预算单位对
ô¾l¢~) õOö´÷{- }~GHî

财政项目资金支出进度管理；加强财政项目执行
7Uº½ËïÜ´ 7Uº½z{

账，记录国库集中支付的总会计账务；建立支付信
Ï)ìíøùúAËÌf¤>?Ï_¸¦ËÌ²

绩效评价管理；受省财政厅委托对驻市省级单位
b`S´ é>7Uî=>DGH

³¯Øù)jû£¤-¨7UËÌè~²
息数据库，及时汇总、提供财政资金支付和清算信
息，对实行集中支付的预算单位进行业务培训。
³)î{úAËÌf}~GHï{F_@"ü
天水市财政监督检查局
!"#./01234 机构名。位于秦州
mn;ü Hopq

建设项目工程进行预决算审核；受委托代理记账
¸+º½Mï{}z~¡¢ éö´ìÏ

及相关基建财务会计业务咨询；市级财政性资金
j ¸7_>?F_ÈÉ =D7Uà
投资项目审核管理工作。
»º½¡¢´Miü

.%irs (% tü"#&#年成立。设综合科、企业检
4u¦ü+%C-ýFþ
区合作北路６２号。１９８９

天水市信托投资公司
!"#LMIJFN 机构名。位于秦州区
mn;ü Hopq.

查科、事业检查科
名，为依照公
ÿC-EFþÿC３' 个科室，编制
/C])IJ １１
"" ;)<Ãñ(
_e´f\,DEFGHü `aLcwbcd
务员管理的副县级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负责全
=7U!"þÿMi #$%&d='(7)!
市财政监督检查工作；组织安排全市日常财经监

合作北路。１９８０年７月成立。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天水
%irsü "#&$ 4 ! Su¦ü "#&) 4 "$ S)56

督和各专项监督检查；定期对本级别财政进行内
"Ä¹º!"þÿ õî*D+7Uï{,

"##$ 4 &月成立了代理业务科和天水市国债服务
Su¦ö´F_C56=øª_
１９９０年８

H.»²(vO56=»²(v%
地区投资信托公司与原天水市投资信托公司合

并，更名为天水市信托投资公司，副县级建制。
æ) T;<56=²»(v) \,D¸Jü

!"# !－
－! ２７３

天水大辞典
!"#$%
口径财政收入年均递增２２．９１？？其中非税收入从
部。内设办公室、会计科、信贷科、代理业务科
e"ÃÍh+Ö× &&'$!,J mb,ôÃÍ¸
!" #$%&'()*+(,-+(./01+ ! １室
'

３"科；下辖天水市国债服务部、天水房地产投资开
+23456789:1!(56;<=>?@
发公司、天信劳动服务公司
３个实体。另外，还有
A&B(5,CD:1&B "
EFG" HIJKL
与省物资局天水物资仓库合办的天信物资公司。
MNO?P56O?QRS%T5,O?&B"
公司现有职工
９１
"# 人，公司现有天水市民主西路
XJ&BUL567YZ[\ $!
&BULVW３６

１９９９
亿元增长到 &%%)
２００８年的１４．１４
!$$$年的
hT １．２９
!'&$ üÞ×$!
hT !('!( 亿元，
üÞJ
年均递增
h+Ö× ３０．４８？？２００８年与
"%'()," &%%) hM１９５３
!$*"年相比，财政收
h-àJÃ
!*+'+) 倍。
."
Í×$１５７．７８
入增长

业厅１３１．４平方米。２００２
0g !"!'( _`a" &%%& 年９月，撤销天水市信托
h $ iJjk567,l

天水市财政支出
!"0,-34 市财政满足社会共同需要
7/0)Ú12
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１９５３年，天水专区总支
34ÁT?ðTÄ5" !$*" hJ56½}ÉÄ
出
万元，其中支出教科文事业费
À １０３８
!%") ñÞJ
mbÄÀ6+708 ２６１万元，
&#! ñÞJ

>?&BJ mXno01pqrstuN,l>
投资公司，其人员随业务一并划转甘肃省信托投

Á/8 ６６０．６
##%'# ñÞJ
9:®);<=8
行政管理费
万元，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

?&B"
资公司。

天水会计师事务所
!"&'()*+ 机构名。位于秦州区建
vwx" yz{|}~
设路。１９８９年，经甘肃省财政厅批准，成立了甘肃
$\" !$)$ hJtuNgJ tu

９８万元。１９７８年，全市总支出８２１２．９
$) ñÞ" !$+) hJù7ÉÄÀ )&!&'$ 万元，其中基
ñÞJmbã
本建设支出
万元，挖潜改造资金及科技三
!*""'" ñÞJ
>?Ð@?ð¦+AB
ä~$ÄÀ １５３３．３
项费用支出
万元，工交商部门事业费支出
C8DÄÀ ４６４
(#( ñÞJ
WEó! F 08Ä À

省会计师事务所天水分所，１９９２
年更名为天水会
N)*156J!$$& hx56)

２２．９
１６９７．８万元，教科文
&&'$ 万元，支援农村生产支出
ñÞJÄGõHI=ÄÀ !#$+')
ñÞJ6+7

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化管理的科级事业单位。主要
*1J0/T+0y" Z
职责是负责代理委托人查账、验资、调解经济纠
V./lX( ?( 

J08ÄÀ １９５０．３
!$*%'" ñÞJ
9:®);<=
卫事业费支出
万元，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
8ÄÀ ##"万元，行政管理费支出
ñÞJ Á/8ÄÀ９２８．７
$&)'+ 万元，其
ñÞJm
费支出６６３
他支出
万元。１９８５
年，全市财政支出
÷ Ä À ９５２．９
$*&'$ ñ
Þ " !$)* h
J ù7ÄÀ
２００１９．３万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１４５２
&%%!$'" ñÞJmbãä~$>? !(*& 万元，教科
ñÞJ6+
文卫事业费
万
7J08６６５７．５
##*+'* 万元，行政管理费
ñÞJ Á/8３４０５．７
"(%*'+ ñ
元，其他部门事业费
万元，抚恤和社会福利救
ÞJm÷!F08 ８２５
)&* ñÞJ9:®);<=
8 １２０６．２
!&%#'& ñÞ"
&%%) hJ
ù7ÄÀÿ!
济费
万元。２００８
年，全市财政支出达到
+$+"%# 万元，占预算的
ñÞJ#ÊËT $*'"#,JKÊËêÄ
７９７３０６
９５．３６？？超预算多支 (&*+%
４２５７０
ñÞJàÕh×$ *&')*,"
&%%! h' &%%)
hù7
万元，比上年增长
５２．８５？？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８年全市
ÄÀh+Ö× ２７．８４？？财政收支连跨
&+')(,J ÃÄLM １０
!% ü
财政支出年均递增
亿
üÞ(&% üÞ("% üÞ((%
Þ(!* 亿元、２０亿元、３０
元、１５
亿元、４０ üÞ(*%
亿元、５０üÞ®
亿元和

号办公楼房１１０２
]%&^; !!%&平方米，天水市中华西路东口营
_`aJ567bc[\def

纷，鉴定经济案件，办理各种经济公证业务及资产
J ¡¢J%/£¤&¥01¦?=
评估认证工作。兼任社会公证和中介服务的双重
§¨©¥Wª" «¬)&¥®b¯:1T°±
业务性质。内设机构有业务部、资产评估部、会计
01²³" #$vwL01!(?=§¨!()*
咨询服务部、培训部和办公室。从业人员
´µ:1!(¶·!®%&'" ¸0Xn２０
&%人。
X"
!",-./ 财政工作管理模式。解放初，
Wª/¹º" »¼J
天水财政体制
天水专区作为省政府派出机构，省财政厅实行统
56½}ªN¾¿ÀvwJ NgFÁÂ
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１９５８
年开始建立专区财
ÃÂÄT/GÅ" !$*) h@Æ~
½}
/GÅJ!$*$ hÆ~½}®Ç7ÈÉÊËJ
政管理体制，１９５９
年始建专区和县市两级总预算，
FÁ
Ì
rÃÍJÎÏTGÅJ!$+# hÐ
实行＂划分收入，分类分成＂的财政体制，１９７６
年改

革为＂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
Ñ
Ì Ã ÄJÃÄÒÓJÉÔJphp Ï
的体制，１９８５
年改革为＂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
TGÅJ!$)* hÐÑ
Ì Ã ÄJÃÄÒÓJÉÔ

７０
+%亿元７
üÞ +个台阶。２００８
ENO" &%%)年与
hM １９５３
!$*" 年相比，财政支
h-àJÄ
À×$７６８．１１倍。
+#)'!! ."
出增长

分成，一年一定，上解递增包干＂的管理体制，１９８９
Jphp JÕÖ×ØÙÏT/GÅJ!$)$

5 *
税务

年改革为＂共享分成，总额分成，定额补助＂。２００９
hÐÑ
Ì
ÚÛJÉÔJ ÔÜÝÏ" &%%$
年元月起，市与县区实行＂比例分享，各有侧重＂的
hÞißJ7MÇ}FÁ
Ì
àáÛJ£Lâ±ÏT
财政体制，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乡镇财政
GÅJ~ ÇãäåæçvÅ" èé

从¸１９５６
!$*# 年起建立，多年实行＂收定挂钩，收支两条
hß~ JêhFÁ
Ì
Ã ÒÓJÃÄÈë
ìÏTGÅ"
线＂的财政体制。
!"0,-12 市财政筹集的一切资金的
7íîTpï?ðT
天水市财政收入
É®" !$*" hJ 56½}ÃÍ１８５０万元，其
!)*% ñÞJm
总和。１９５３年，天水专区财政收入

中∶工商税收
万元，企
bòWóôÃ９６０
$#% 万元，农牧业税收
ñÞJõö0ôÃ ８０８
)%) ñÞJ

农村税费改革
67589: 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收
PQõYR( STõHÃ

费行为的改革措施。２００２年４
8ÁTÐÑUV" &%%& h (月，天水市开展了农
iJ567@Wõ
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为取
Hô8ÐÑXYWª" ÐÑXYTZ#Z[
\èÂí( õH6]î?^½F_õY`ÃTÁ
消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
0²Ã8®¾²ãð(î?2[\abô2
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
cd[\ÂpS TCDefW®g1W2 h
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

0ÃÍ ! ñÞJm÷ÃÍ #* ñÞ" !$+) hJ56<
业收入１万元，其他收入６５万元。１９７８年，天水地
区财政收入６９７２．８
５２８２．８
ñÞJ mbò WóôÃ *&)&')
}ÃÍ #$+&') 万元，其中∶工商税收
ñÞJ0ÃÍ
!%(&'&
ñÞJõö0ôÃ
#!%'$
万元，企业收入１０４２．２ 万元，农牧业税收６１０．９ ñ
万
"#'$ ñÞ"
!$)* h<Ð7øJù7
ÞJm÷ÃÍ ３６．９
元，其他收入
万元。１９８５
年地改市后，全市财

农业税、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
õ0ô(ö0ô®õ0i=ôj2ÐÑHkl`
收使用办法的＂三个取消、三个调整、一项改革＂。
ÃmD%nTÌBE[\(BEh(pCÐÑÏ"

ÃÍúûüÞýþJÿ!１１３５９．５
!!"*$'* 万元，其中∶工
ñÞJmbòW
政收入突破亿元大关，达到

万元，其中∶税收收入６７５６．３４
万元，农民负担的费
ñÞJmb-ôÃÃÍ #+*#'"( ñÞJõYRT8
用
５０元，亩均负担
D ７７３９．７８万元。人均负担税费
++"$'+) ñÞ" X+Rô8 *%
ÞJ o+R

商税收８８９４
万元，农牧业税收
万元，企业收
óôÃ ))$(
ñÞJõö0ôÃ５３６．２
*"#'& ñÞJ0Ã
入
万元，其他收入 +('#
７４．６ ñÞ"
万元。２００８年，全市
Í １８５４．７
!)*('+ ñÞJm÷ÃÍ
&%%) hJù7
大口径财政收入
万元，占全年预算的
ý e "   Ã Í ２９１９０３
&$!$%" ñ
ÞJ #ùhÊËT
!!('*!,JàÕh×$ &)'&*,Jp%ÊËÃÍ&
１１４．５１？？比上年增长
２８．２５？？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 ñÞJ#ùhÊËT !%&'*#,JàÕh×$
９２９１６万元，占全年预算的
１０２．５６？？比上年增长
!)'%$," &%%! h'２００８年的
&%%) hT８年时间里，全市大
) h()*Jù7ý
１８．０９？？２００１年至

o( =( ôõHô8ÐÑWªTpq#Z
定亩、定产、定税是农村税费改革工作的核心内容
®±rsJÐÑtJù7õYô8ÉÔ !(($#'!&
和重要环节，改革前，全市农民税费总额１４４９６．１２

２６．２１元。１９９９年，全市农业人口
&#'&! Þ" !$$$ hJù7õ0Xe２８９．６２
&)$'#& 万人，二
ñXJu
轮承包土地面积
万
*($'+$万亩，计税面积
ñoJ*ôye ５５３．１８
**"'!) ñ
vwØx<ye５４９．７９

亩，其中∶农业税面积
５２３．７６万亩，特产税面积
oJ mbò õ0ôye *&"'+#
ñoJ i=ôye
&$'(& ño"
!$$& h' &%%%
hJù7z{ªO_+
２９．４２
万亩。１９９２年至
２０００年，全市粮食作物平均
|¤ye *&$'*)万亩，粮食平均总产量
ñoJ z{_+É=} ６５９５７．２４
#*$*+'&(
播种面积５２９．５８

! !"# !
－２７４－

财税金融
;)<=
万公斤，平均亩产量
１２４．５４公斤。改革后，全市农
!"#$%&'() !"#$%#
*#+ ,-./012
民负担税费总额
&'%# 万元，人均负担税费
!:/ ;&4567 ２７．４３
"&$#(
3456789７９５４
元，亩均负担１４．３８元。基本上制止了农村＂三乱＂
:/'&45 !#$() :< =>?@AB2C
D
EFG
（乱收费、乱罚款、乱指派），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全
HFI7JFKLJFMNOP2345QRST+ 0
市小口径减负
３９．５７？？全市
%"*) !:PS4XY ('+%&,<
01
1UVWS4 ５２０８万元，减负幅度
大口径减负
６５４２万元，减负幅度
４５．１３？？２００４
ZVW[4 -%#"
!:$ S4XY #%+!(,<
"**#
\$]^B2_6I`abcdef gh2_6i
年，开展了农业税收政策调整工作。即∶农业税下
调一个百分点（农业税税率从
７？？调到 ６？？，取
bjklmn H2_66op &,ibq
-,OPr
消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与
２００２年税费改革后全
s2_tu6vw_6x y "**" \67,-.0
市农民负担总额
&'%( 万元相比，２００４年直接减轻
!:z{P"**# \|}ST
1234589７９５３
农民负担
３０．３３？？人均减
2345 ２４８８万元，减负幅度达
"#)) !:PS4XY~ (*+((,P;&S
#+(- :x ,-PS
4 )+'# :P'&S4 ４．３６元。通过两次改革，共减
负８．９４元，亩均减负
T2345８２０１万元，人均减负
)"*! !:P;&S4３０．８９
(*+)' 元，亩减负
:P'S4
轻农民负担
!-+!' :P8S4XY~qB
%-+-,x "**%年，全面
\P0
１６．１９
元，总减负幅度达到了５６．６？？２００５
取消农业税，在农业生产环节实现了＂零税赋＂，再
rs2_6P 2_uB
D
6GP
[T2345６２９５
-"'%万元。
!:x
次减轻农民负担

农村综合开发
!"#$%& 保护、支持农业发展，改善农
2_^P,2
业生产基本条件，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提高
_u=>P2_v2CP
2_ (¡¢v £¤/ ¥¦§¨©ª«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设立专项资金对
\P´
2_©¬® ]¯°±²³+ "**-年，实施
农业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的活动。２００６
µ¶2_ ]¨·+ ¸¹２００８
"**)年底，先后有
\ºP».¼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截至
½¾¿ÀÁ¿vÂÃÄÅ½ÆÇÈ #４ kÉ±
秦州区、麦积区和甘谷、武山、秦安、清水
个县的
(* 个乡镇
kÊË "%
]¨·
３０
２５ !2ÌÍÎµ¶2_
万农户列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基地和脱毒马铃薯繁育基地、麦积区吴靳峡鲜食
<=v>?ABCOP<=J À:¿[\]^1
葡萄基地、甘谷县和武山县渭河川道无公害蔬菜
_`<=J ÂÃÉvÄÅÉÿßUVD*EFa
基地，项目区特色农产品种植面积由项目区特色
<=P ¨·¿tb2uRYZ:ø¨·¿tb
农产品种植面积由项目实施前的不足
2uRYZ:ø¨·´Ô±cd１０
!*万亩，扩
!'Pe
大到４０
Zq #*万亩以上，增加了近
!'Ñ?PûüBf #４倍。全市农业综合
þx 012_
开发已治理面积达
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  S Ú Û  : ~ ５６
%- !
'P gh=8:±
'+-,x¨·¿\ûu01２．５万吨，蔬菜４万吨，果
"+% !iPFa # !iP7
９．６？？项目区年增产粮食
品R１．５
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
２３００ :Ñ?P2
元以上，比实
!+% !iP23;&jIÎ~
:x
´Ô%&ûüB %**元。
施前平均增加了５００

甘南税厘总局
'()*+, 清代同治年间在天水设立的
ÇklÚ\m nÈ¥¦±
厘金征收机构。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陕甘总督左宗
oªpIqx lÚr\H!)-- \OPsÂ8tuv
棠为增加捐税，征收厘金，在天水设甘南税厘总
nÈ¥Âz6o8
wxûüy6P pIoªP
{P|}É¥oªm{P~_OËÝ
局，所属县设厘金分局，商业繁华镇及沿途交通要
Ë¥P« 9±¥Pj
镇设卡，对输出的货物沿途要隘节节设卡，每过一
卡收厘一次，逢卡必抽，是天水最早的厘金征收机
IojPPnÈ±oªpIq
构。课征的对象起征于百货，后扩及盐
、茶、烟、酒
x p±«plP.eÝJJJ
等，甚至＂只鸡、尺布亦行课税＂。光绪三十一年
öP¹DJ®6Gx E j\
H!'*% 年）裁撤。
\O¡¢x
（１９０５
-./01, 清朝至民国时期税收征收机
Ç£¹3µ¤¥6IpIq
百货统捐分局
x Çk\m nÈ¥¦±l¦yqx 
构。清代光绪年间在天水设立的百货统捐机构。光
E j\H!'*%年），秦州设立统捐分局，次年改
\OP½¾¥¦¦ym{P\,
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xl¦ym{P]§¦yP«9Î¥{J
为百货统捐分局，开办统捐，对出入货物设局、卡
¨©IªP6«¬°5®¯P°±Rc¡'5
查验收销，税则规定用担计算，贵重物品不能成担

¿PÏÐ~q )%,Ñ?PÒÍ0ÓÔÍf
».
区，覆盖面达到
８５？？上，位列全省前列。先后实
´ÕÖ(×,Ø¨·４９．４４
#'+## 万亩，生态综合治理项
!'PÙ ÚÛ¨
施中低产田改造项目
·
%+""
!'P(_Ü¨·
目 ５．２２ 万亩，产业化经营项目 !&
１７ kPÑÝÞßà
个，以及黄河流

者以斤计算，按货贵贱定科则轻重。百货统捐亦称
²Ñ5®¯P³°´è«T±x l¦yµ

域＂坡改梯＂示范项目、科技推广综合示范项目、四
á
â
ã,äåæç¨·Jèéêë æç¨·Jì
梁生态示范项目、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选项目、国
íÙæç¨·JÕîï¿Èðñ,ò¨·Jµ
家新农村建设示范项目等
个国家专项项目。全
óô2Cõ¥æç¨·ö ６- kµó§¨¨·<
0

菜、杂货、纸张、药材、棉花、瓷器、估衣、皮货、古玩
aJ¾J¿ÀJÁÂJÃÄJÅÆJÇÈJÉJÊË
玉器
、药
ÌÆ１４
!#类，输出货物水烟、丝绸、杂货、纸张
ÍP 9ÈJÎ¸J¾J¿ÀJÁ
材、土瓷、皮毛、皮货
ÂJÏÅJÉÐJÉ ) ８类。民国初年仍沿清制，设
Íx 3µÑ\ÒÇ@P¥
百货统捐分局，后改为百货统捐征收局。民国二十
l¦ym{P.,xl¦ypI{x 3µÓ
二年（１９３３
Ó\H!'((年），天水裁厘（金）改统（税），正式取消
\OPnÈÔoHªO,¦H6OPÕÖrs

市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由
12_ ]÷©ø１９９６
!''-年的７４０．７８
\± &#*+&) 万元，达
!:$~
q ２００８
"**) 年的
\± '"!'+*&
!''到
９２１９．０７!:$Õùú`©ªø
万元，中央财政资金由１９９６
\± ２００
"** !:$
ûüq ("&*
mýûüB
年的
万元，增加到
３２７０ !:$
万元，分别增加了
!!+## 倍和
þv １５．３５
!%+(% þx
2_ ] ÿßàáJ!
１１．４４
倍。农业综合开发在渭河流域、藉
ßàáJ"#ßàáJ$%Èàá&'Bj(£
河流域、葫芦河流域、西汉水流域建成了一批高效
2_¿vÅÈ)×* +Ú±Ù2_¿P¨
农业区和山水林田路综合防治的生态农业区，项
·¿2_ u¡¢,qBR-P ¨·¿
目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项目区
È©¬v¯°oø./±
0
水资源和利用率由原来的-*,qB
６０？？高到了'%,x
９５？？粮
!%* 4*5P
678%&'
1'u23¨·ü １５０
食亩产比非项目加
多公斤，经济果树平均亩

产比非项目区高出
多公斤。全市农业综合开
u23¨·¿9 １０００
!*** 4*5x
012_ ]

发先后实施了麦积区
».´BÀ:¿５０００
%*** 亩优质林基地、秦州区
';)<=J½¾¿
!*%# 万亩脱毒大蒜和马铃薯优质基地、甘谷县
!'>?Z@vABC;<=J ÂÃÉ !
１０５４
１

万亩无公害蔬菜基地、秦州区
亩双孢菇基
!'D*EFG<=J ½¾¿ １０００
!*** 'HIJ<
=JÀ:¿ %***
地、麦积区
５０００ KLMLNOP<=öQ2u
头肉牛肉羊繁育基地等优势农产
R<=&¥¨·P ST'½¾¿!ßUV;Z
品基地建设项目，已形成秦州区藉河川道优质大
蒜基地和优质苹果基地、西汉水流域的芦笋种植
@<=v;W7<=J $%Èàá±#XYZ

百货厘金，是对厘金征收的改进。百货分输入、输
loªP«oªpI±,x lm ÎJ
出两项，输入货物牲畜、绸缎、洋缎、洋货、布匹
、海
9¨P Î¶·J¸¹Jº¹JºJ»¼J½

l¦yP,×tYs76P,nÈl¦ym{
百货统捐，改办特种消费税，改天水百货统捐分局
xnÈtYs76{P pIØÙ,xÚ9nÈ
为天水特种消费税局，征收方法改为凡进出天水
±P Ûj{JItYs76P×ÛÜJª
的货物，在第一局、卡抽收特种消费税，办理运、销
ÝÞPßà{JP«áp6x nÈu±Ï
手续，经过其他局、卡，则不再征税。天水产的土布

及秦安加宽褐子免税。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
年），
Ý½Æüâãäå6x 3µÓ æ\ H!'()
\OP

局、卡归并后，下设张家川、天水
、秦安、大河店（今
{Jçè.Pi¥ÀóUJnÈJ½ÆJZßé
Hê
属西和县）、碧口（今属文县）、武都、徽县、杨家店
}$vÉOJëVHê}ìÉOJÄíJîÉJïóé

（今属两当县）、西和、武山、利桥等局、卡。民国三
Hê}ðÉOJ$vJÄÅJ¯ñö{Jx 3µE
十一年（１９４２年），裁撤特种消费税局、卡，移交甘
j\H!'#" \OP¡¢tYs76{JPòÂ
宁青区税务管理局天水分局接管。
óô¿6õöÛ{nÈm{}öx

甘宁青区货物税管理局天水分局
2345.6)78,9:1, 民国时期
3µ¤¥
pI6±6õqx ø.÷Ä6J6J¦
征收货物税的税务机构。由原印花税、烟酒税、统
税等税务机构逐步发展而来，局址设在天水中正
6ö6õqøù^ú/P {û¥ nÈÕÕ
路
(('号（今解放路）。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天水设
üHêýþ*Ox 3µì\H!'!% \OPnÈ¥
*３３９

!"# !－
－! ２７５

天水大辞典
!"#$%

立烟酒公卖分局，办理公卖费征收事宜，后来改为
!"#$%&'()*$%+,-./(0123

国三十—年（１９４２
9iFM;<&"(- 年），开办自治税捐，地方税捐统
;=CD{ÑÒAÐCÄÏAÐr

天水烟酒事务分局。民国六年（１９１７
;=(>!45
45"#.6&'7 89:;<!"!#年），设立天水

由县政府财政科设税捐股经征。民国三十五年
s]¯Ó®¯Ô>AÐ Õ,7 89iFj;
（１９４６
年）７C
月，天水督察专员公署在所辖各县设
<&"() ;=*
45Ö×ØÎ$Ù¦Ie]>
立税捐征收处（所），办理牙税、商畜税、交易税等
!AÐ,-B<I=C{*ÚATÛÜAT©ÝAc
地方各税。按当时的经济区域、收入多少划分，天
ÄÏA7 ÞbÕßnàT-áâãä&C4

印花税征收分处，开始征收印花税。民国十七年
?@A,-&BC DE,-?@A7 89FG;
（１９２８
年），印花税征收分处改为天水印花税分销
<!"$% ;=C
?@A,-&B2345?@A&H
所，后来又改称印花税分局。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
IC01J2K?@A&'7 89LFM;<&"'$
年），印花税局与烟酒税局合并，成立印花烟酒税
;=C?@A'N"#A'OP(Q!?@"#A
分局，计有天水、秦安、清水、武（山）甘（谷）、徽县、
&'(RS45TUVTW5TX<Y=Z<[=T\]T
成县、西和、礼县、两当等分局，共辖属
个分卡。
Q]T^_T`]Tabc&'(def ４３
(' g&h7

水为一等税捐处，秦安、甘谷为二等税捐处，清水、
53McAÐBCUVTZ[3LcAÐBCW5T

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C?@"#A&'2>3
89iFj;<&"() 年），印花烟酒税分局改设为
甘宁青（后改为甘宁青新）区货物税管理局天水分
Zkl<023Zklm=nopAq*'45&
局，统税改为货物税，由该局办理。局内设一、二两
'CrA23opACst')*7 'u>MTLa

已设税捐征收处
、所的县，一律改为税捐稽征处，
è>AÐ,-BTI]CMé23AÐ,BC
并增设了礼县、西和、通渭稽征处，两当仍委托代
Pê>ë`]T^_Tªå,BCabìÍæç
征。１９４９
年 %８ 45·¸0CÊ45ÂË.qÌÍ
月天水解放后，被天水市军事管制委
,7 &"(" ;

课，会计、统计、从事三室，辖秦安、甘谷、清水
、西
vCwRTrRTx.iyCeUzTZ[TW5T^
和、武山办公处和派驻炳兴、光华、建国、工合、陇
_TXY{$B_|}~TT9TOT
兴火柴厂，永利、官泉毛织厂的驻厂办事处。民国
 CT}).B7 89

Îwq7
员会接管。

三十七年（１９４８
月，该局与甘宁青新区直接
iFG;<&"(% 年）８
;=% Ct'NZklmn
税管理局天水分局合并，成立甘宁青新区国税管
Aq*'45&'OPC Q!Zklmn9Aq
理局天水稽征局。
*'45,'7
甘宁青新区直接税管理局天水分局
&'()*+,-./0!"10 民国时
89
,-IATATAA67
期征收各类所得税、租赁税
、遗产税的税务机构。
89LF:;<&"'* ;=C45>!IA{
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天水设立陇南所得税办
.B(Bu>,- T¡¢ T£¤ c(B
事处，处内机构设置征收股、调查股、审核股等，处
¥>¦§U¨n©ª«
* ¬(89LF;<!"(+
址设在现秦州区交通巷７号，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
年），改为财政部甘宁青直接税局天水直接税分
;=( 23®¯°ZklA'45A&

武山、徽县为征收所，西和、礼县、两当、通渭等县
XYT\]3,-IC^_T`]TabTªåc]
Íæ]¯Óç,7 89iF:;<&"(* ;=- 月，将
CÅ
委托县政府代征。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２

天水分区缉私队
!"1*789 隶属于天水分区督察专员
ÇfÀ45&nÖ×ØÎ
; ８% CQ!45&n
$ÙØíî7 &"("年
公署的专门稽私机构。１９４９
月，成立天水分区
缉私队，受分区缉私委员会领导，日常业务工作及
ïîðCñ&nïîÍÎwòóCôõö6÷ø
人员生活委托税务局管理，共配备
ÈÎùúÍæA6'q*Cdûü３０
'+ 人，有队长
ÈCSðý &１
人，指导员
人。主要查缉使用、运销、
ÈCþóÎ １人，队员
& ÈCðÎ ２８
-% È7
Áÿ¢ï!"T#HT
倒贩违禁物品（包括黄金
、白银、鸦片、海洛因 、吗
$%&'p(<)*+,T-.T/0T123T4
5T,6T789:c;(ø<=Ë =_A6T>
啡、金丹、罂粟果实等毒品及弹药军火）和税务
、盐
6&?@A7
务违章案件。
!":-;0 甘肃省税务局所属的正县级
ZBCA6'If´]D
天水市税务局
A67 EFG45ÄnH¯$Ù®ABA
税务机构。前身是天水地区行政公署财税处的税
¯Ô7 &"(" ;
政科。１９４９
年８% 45·¸0CQ!ë45&nÖ
月天水解放后，成立了天水分区督

'7 89iF;<&"(& ;=C'u2 3vTyC
局。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局内机构改股为课、室，

察专员公署税务局，局内设置直接税股、地方税
×ØÎ$ÙA6'C 'u>A T ÄÏA

'¥±²³´µ<¶U¨n·¸µ１８９—１９３
&%"¹&"'号）。
¬=7
局址迁到中正路（今秦州区解放路

股、货物税股、会计股、人事室。局址设在旧交通银
TopA TwR TÈ.y7 '¥>¦I©ª.

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
月，天水直接税分局和
89iFL;<&"(' 年）９
;=" (45A&'_
天水税务分局合并成立财政部甘宁青新区税务管
45A6&'OPQ!®¯°ZklmnA6q

行所在地（即今秦州区自由路
HI¦Ä <J¶U¨nÑsµ７７号）。１９５０
** ¬=7 &",+ 年
; ,５

月，该局分设，成立甘宁青新区直接税管理局天水
(t'&>(Q!ZklmnAq*'45

月，改天水分区税务局为天水区专员公署税务局，
C245&nA6'345nØÎ$ÙA6'C
到
²１９５３年底，专局内设秘书、监察、稽征、会计股，
&",' ;KCØ'u>LMTN×T,TwR C
辖天水市和天水、陇西、秦安、徽县、甘谷、武山
、漳
e45Â_45T^TUVT\]TZ[TXYTO

分局，下辖徽县、西和、张家川、甘谷、成县、秦安
&'(»e\]T^_T¼½¾TZ[TQ]TUz )６
g¢,I7 89iFG;<&"(% ;=% 月，该局与甘
Ct'NZ
个查征所。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８
klmnopAq*'45&'OPC Q!Zk
宁青新区货物税管理局天水分局合并，成立甘宁

县、通渭、庄浪、张家川、清水、两当
]TªåTPQT¼½¾TW5Tab &'１３个市县税务
gÂ]A6
'7 &",* ;３月，局址由自由路迁至东关建设路。
' C'¥sÑsµ±RST>µ7
局。１９５７年
&",% 年
; *７月，专署税务局并入专署财政组。１９６３
C ØÙA6'PáØÙ®¯U7 &")'
１９５８

青新区国税管理局天水稽征局。
lmn9Aq*'45,'7

CQ!45ØÙA6'7 &")" 年，天水专区
;C45Øn
年;７* 月，成立天水专署税务局。１９６９
A6VHC PáùþW°®XU{*A税务机构撤销，并入生产指挥部财贸组办理税收

理局天水税务征收局。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
*'45A6,-'7 89iFº; <&"(,年）７
;=*

&'()*2-./0!"340 89
甘宁青新区国税管理局天水稽征局
民国时

（１９４８年）８
月，甘宁青新区税务管理局直接税局
<&"(% ;=% C
ZklmnA6q*'A'

ö67 &"*( ;４ (月，地区财政局内设税政科，主管
CÄn®¯'u>A¯ÔCÁq
业务。１９７４年
税收业务。１９８３
月，成立地区财税处，处内仍
; １０
&+ CQ!Än®ABCBuì
A-ö67 &"%'年
>A¯Ô7 &"%, ;１２
&- 月，成立甘肃省天水市税务
CQ!ZBC45ÂA6
设税政科。１９８５年

45&'_ZklmnopA'45&'OPC
天水分局和甘宁青新区货物税局天水分局合并，

局，实行机构设置、干部管理、人员编制、经费开支
'C:H>TY°q*TÈÎZÌTÕ+D[

成立甘宁青新区国税管理局天水国税稽征局，将
Q!Zklmn9Aq*'459A,'CÅ

甘肃省税务局垂直管理，内设办公室、人事教育
ZBCA6'\q*C u>{$yT È.]^
科、税政医科、税政二科、征管科、计会统科。主要
ÔTA¯_ÔTA¯LÔT,qÔTRwrÔ7 Áÿ
职能是负责天水市辖区内各种税收和基金、附加
`aGbc45ÂenudA-_e,T fg
的征收管理工作。１９９４
,-q*÷7 &""( 年
; *７月，甘肃省天水市税务
CZBC45ÂA6

期的税务机构。位于天水中山路
A67 ¿À45³Yµ２３９
-'"号（今秦州区
¬<¶U¨n
民主路天水市针织厂所在地）。民国三十七年
8 Á µ 4 5 Â Ã   I ¦ Ä=7 8 9 i F G ;

原直接税查征所和货物税办公处合并为秦安、甘
ÆA¢,I_opA{$BOP3UzTZ
谷
、清水 、武山、西和
５个国税稽征所，隶属天水国
, g9A,ICÇf459
[TW5TXYT^_

税稽征局。１９４９
年;３月，局内设一、二两课，人事、
A,'7 &"("
' C'u>MTLavCÈ.T
wRayC »e,I５, 个。同年
g7 É; %
会计两室，下辖稽征所
８ 45·¸
月天水解放
0CÊ45ÂË.qÌÍÎwq7
后，被天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局分设为甘肃省天水市国家税务局和天水市地方
'&>3ZBC45Â9½A6'_45ÂÄÏ
A6'7
税务局。

税捐稽征处 民国时期的地方税捐机构。民
-5346
89ÄÏAÐ7 8

! !"# !－
－２７６

!":2<-;0 甘肃省国家税务局所属
ZBC9½A6'If
天水市国家税务局

财税金融
<&=>
的正县级税务机构。１９９４
!"#$%&'() !""# 年８
* $ 月，成立甘肃省天水
+,-./0123

１+ 名。天水市税务学会成立后，组织会员开展了税
3) 234%&-.8,*+>"#9%

市国家税务局，实行机构、人员、编制、经费由甘肃
456%&7,89:;<=><?@<ABC/0
省国家税务局垂直管理。主要职能是负责天水市
156%&DEFGH) IJKLMNO234
辖区内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等税种的征收管
PQRST%< STUVWX%Y%Z[\]G
理和稽查工作；增值税专用发票、普通发票和税收
H^_`abcde%fghi<jkhi^%]

收理论研究，税务学术交流，税收业务培训和税收
]H:,-,%&1;,%]â&ÔÕ^%]
<=£&>?)
咨询服务活动。

天水通瑞税务师事务所
!"12&'34'5 国家税务总局批
5@% &A DB
准，天水市工商管理局注册登记，具有法人资格的
C,234aDGHDEFÛG,òt=æH[

票证的管理工作；监督检查本系统的税收执法情
il[GHabc mno`pqr[%]stu

税务代理机构。２０００
%&äH:;) %&&& 年２
* % 月成立，向社会承担涉税
+-.,IÍJK%

况；税务行政处罚
、听证 、复议、诉讼和赔偿工作；
vc%&9wxy<zl<{|<}~^abc

服务和涉税鉴证两大项业务。涉税服务业务主要
£&^%LlMåâ&) %£&â&IJ

进出口税收和涉外税收的管理工作；税收会计、统
%]^ %][GHabc%]<r

NOPä%&ÛG,HÙ%QR,S`Ù%u
包括∶代办税务登记，办理纳税申报，审查纳税情
况、年终汇算清缴，提供税务咨询，办理亏损弥补，
v<*TUV¶W,XY%&<=,HZ[\],

计等工作。设有办公室、人事科、宣教科、监察科、
Yab) <=<<m<
流转税科
、地方税科、所得税科、征管科 、计会科、
%<UV%<%<\G<<
发票管理所、稽查大队、税务工会、税务学会、税务
hiGH<_`<%&a<%&<%&

H^_^@,S``_å<hiÊ¥ab,
办理建账建制，审查会计账项、发票领购手续，办

理扣缴税款、减免退税论证，制作涉税文书，受聘
HcW%d<ef«%:l,@b%gh,ó6

检察室。２００８
、政策法
+,<wt
o) %&&$年*６'月，科室设置有办公室
规科
、税政管理科、进出口税收管理科、征收管理
<%wGH<%]GH<\]GH

税务顾问、涉税社会培训和提供纳税筹划等。涉税
%&ij<%ÍÔÕ^XYÙ%kY) %
鉴证业务主要包括∶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
Llâ&IJNOP lâ%UV¶WÙ%Q

科
、财务管理科、计划统计科、人事教育科 、监察
<&GH<r<=<m

报的鉴证，企业税前弥补亏损和财产损失的鉴证，
R[Ll,lâ%m\]Z[^n[o[Ll,

室、信息中心、机关服务中心、车购办、税务学会，
< S¡<:¢£&S¡<¤¥<%&¦,
另设机关党委办公室、离退休干部管理办公室。下
§'¢¨©<ª«¬®GH) ¯
辖秦州区、麦积区
、秦安县、清水县、甘谷县、武山
P°±Q<²³Q<°´µ<¶3µ</·µ<¸¹

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国家税务总局和甘肃省国家
pUde%¶VLl,5@%&AD^/015@
税务局
、地税局规定的其他涉税鉴证业务。
%&D<U%Dq[ßr%Llâ&)
清代地丁赋税
67$89& 清代税制。雍正五年（１７２７
¶ä%@) s"t*u+)%)

µ<、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国家税务局和天水市国家
º6»¼½¾¿µ56%&D^23456
县

*v,°±"wx9
yz{Ú|},à~t*
年），秦州开始推行＂摊丁入亩＂，以康熙五十七年

%&DFÀÁD)
税务局直属分局。

天水市地方税务局
!"#$%&'( 政府工作部门。位于秦
wÂab®Ã) ÄÅ°
±QÆÇÈ) !""( *
) +,/01234%&DÁ
州区胜利巷。１９９４
年７月，甘肃省天水市税务局分
É/0123456%&D^234UV%&
设为甘肃省天水市国家税务局和天水市地方税务
D) $ +,89/01UV%&DEFÊËGHÌ
局。８月，实行甘肃省地方税务局垂直领导管理体

+)+$ *v{FÉC,
+ MzÚ{
+*
（１７１８
年）丁册为准，每粮银１两摊入丁银１钱５
Á " 厘３毫，遇闰每银１两加征银１钱７分４
 , , + M\ +  ) Á ( 
分９
厘８$
) °±ãÀp<Á,à
毫。秦州并所属田粮有本色、折色之分，以及折色
Y,s"*+)%$年），额征本色粮
*,\p ３５６２２
,*'%% 石，
,
银等，雍正六年（１７２８
{ ７８８８
)$$$ M)
* +"&" *
8\
丁银
两。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９
年）实征粮

('(*石，丁银
,{ %+$($
¶ä°±U{"
４６４５
２１８４８ M)
两。清代秦州羡余除地丁正赋
天水市地税系统现有干部职工
６０２ =,
人，全市设７
234U%qrÐ®Ka '&%
Ñ4 )
,å\, ¡<¢<£¤<¥¦<§
外，尚有各项附征，如耗羡、盈余、朝觐、课程、药
个县区地方税务局，６个稽查局，４５
个征收管理分 味、茜草等杂税。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秦州并所属
ÒµQUV%&D,' Ò_`D,(* Ò\]GHÁ
¨<©ªY«%) s"*+)%$ *v,°±ãÀ
制。主要负责地方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征管工作。
@) IJNOUV%]^Í¦ÎÏB[\Gab)

局，２１个税务所；市局机关干部职工
９１人，设９个
D,%+ Ò%&c4D'¢®Ka "+
=, " Ò
科室、３
个直属单位和１个干部教育培训中心。截
<, ÒFÀÓÄ^
+ Ò®ÔÕS¡) Ö
至
年底，全市纳入税务登记管理的户数
× ２００９
%&&" *
Ø, Ñ4ÙÚ%&ÛÜGH[ÝÞ
１２７５７
８８１３ ÝcW\
户；共征
+%)*)户，其中单位共
Ý,ßSÓÄW ３８７０
,$)& 户，个体
Ý,ÒÌ $$+,
]àáâ%ÉI[ +,个税种，以社会保险费为主
Ò%Z,àÍÎÏBÉI
收以营业税为主的１３
[ *个费种，并代收代征工会经费等
ÒBZ,ãä]ä\a¦ABY５* 个专项资金。
Òfåæç)
的５
!"#)*+,-&'+,. 天水市人民
234=è
天水市人民检察院税务检察室

检察院派驻税务部门的内设机构。１９８８
oéêë%&®Ã[R';) +"$$年
* ３月，天
, +,2
水市人民检察院税务检察室成立，办公地址设在
34=èoé%&o-., Uìí

随地丁额征朝觐、课程、地税、匠价、年例、料价、地
¬U{\£¤<¥¦<U%<®<*¯<°®<U
亩草价银
|ª® ９０５
"&*两。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９
M) *+"&"年），征耗羡
*v,\¡
银 ３２８０
石，杂赋银 %+))
２１７７ M)
两。地丁
,%$&两，耗羡粮
M,¡ ６９７
'") ,«
U{

钱粮由州、县户房负责征收，例分上忙（农历二月
C±<µÝ±NO\],¯Áõ²³´µ+
×t+v<¯²³´¶+×·+vM¸\],õ
至五月）、下忙（农历八月至十一月）两次征收，上
²à¹²ÉI,¯²àº·«ÉI,»4®\
忙以小麦为主，下忙以米谷杂粮为主，按市价折征
M)
银两。
*:&; 民国税务工作。民国初年，天水赋
è5%&ab) è5¼*,23
民国税制

234%&DR,=>C4oé<%&DWîï
天水市税务局内，人员由市检察院
、税务局共同选

税仍循清制，将清代地丁钱粮改称田赋，征收地
%½¾¶@, ¿¶äU{ÀÁ, \]U
{<£¤<¥¦<®<Â®<Ã¥<Ã<Ä¥<Å
丁、朝觐、课程、匠价
、脚价、盐课、盐厘、磨课、契

配，设主任１人。天水市人民检察院税务检察室具
ð,Iñ + =) 234=èoé%&oò

税、当税、平税、药税等。民国二年（１９１３
%<Æ%<Ç%<§%Y) è5µ*u+"+,年），整理
*,ÈH

体业务受检察院领导，行政上受税务局领导，主要
Ìâ&óôéÊË,9wõó%&DÊË,IJ

%@ãÁ5@%^UV%, ÀÅÉÊwÂGH
税制并划分国家税和地方税，属于北洋政府管理

查办偷税、抗税犯罪案件和税务人员贪污、受贿、
`ö%<÷%øùúû^%&=>üý<óþ<

的国家税有田赋、盐税、关税、常关税、统捐、厘金、
[5@%<Ã%<¢%<Ë¢%<rÌ<ç<
矿税、契税、牙税、当税、牙捐、当捐、烟税、酒税、茶
Í%<Å%<Î%<Æ%<ÎÌ<ÆÌ<Ï%<Ð%<Ñ
税、糖税、渔业税共
%<Ò%<Óâ%W +)１７项；属于地方政府管理的地
åcÀÅUVwÂGH[U

渎职等经济犯罪案件，开展税法宣传和预防犯罪
ÿKYA!øùúû, "#%t$^%&øù
工作，１９９７年
ab,+"") *９" 月撤销。
+'()

天水市税务学会
!"#&'/0 民间组织。天水市税务系
è)*+) 234%&q
r,-%][./012Ì) +"$) * ++
统研究税收科学的群众性学术团体。１９８７年
１１
+,-.234%&,H> ) 名，其
3,ß
月，成立天水市税务学会，有理事会会员７
中理事长１名，副理事长２
3,§6ñ37H4
SH4 + 3,5H4 %名，另聘任名誉理事长

方税有田赋附加税、商税
、牲畜税、杂税捐、粮米
V%%<D%<ÔÕ%<«%Ì<º
捐、土膏捐、油捐、酱油捐
、船捐 、店捐、房捐、戏捐、
Ì<pÖÌ<×Ì<Ø×Ì<ÙÌ<ÚÌ<±Ì<ÛÌ<

车捐、乐户捐、茶饭捐、饭馆捐、肉捐、鱼捐、屠捐、
¤Ì<ÜÝÌ<ÑÝÌ<ÝÞÌ<ßÌ<àÌ<áÌ<
夫行捐共
â9ÌW２０项。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
%& å) è5*+"%$年）８
*$ 月，确定
+,ãq

! !"" !
－２７７－

天水大辞典
!"#$%
中央税与地方税标准，划分为中央税的有盐税、常
!"#$%&#'()*+,!"#-./#01

关税、烟酒税、煤油税、卷烟特税、厘金及一切类似
2#034#056#0738#09:;<=>?
厘金的通过税、邮包税、印花税、矿税、所得税、遗
9:-@A#0BC#0DE#0F#0GH#0I

用牌照税、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屠宰税等
#0Ö\×Ø#0ÙÚ×Ø#0XY#P "９

Ä#µ
个税种。

赋、契税、牙税、当税、商税、屠宰税、营业税、市地
T0U#0V#0W#0M#0XY#0Z[#0\%

利改税
*+( 税务改革。也称＂以税代利＂。过去国
#¾ºÒ #$
à
¯#%ì A&g
营企业上缴利润形式改为国家征税形式的简称。
Zï['()*+º,g#*+-é$
１９８３
%"-& 年
k (６月
 %１日，天水地区开始实行利改税的第
,) ÛÜ%Ý-./º#-0

税、所得税附加、船捐、房捐，其他杂税杂捐等。民
#0GH#]^0_`0a`)bcd#d`Pe f
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
ghijkl!"#$年），确定县为自治单位，将土地
km)nop,qrst)uv%
税（田赋附加）、土地申报后正附溢额田赋的全部、
#lST]^m0v%wxyz]{|ST-}~

—步改革，对大中型国营企业按
５５？？比例税率
<1ºÒ) Â2!3gZï[4 '',-56#ö
征收所得税，税后利润根据不同企业的不同情况，
GH#)#y)Þß¨7ï[-¨789)
采取递增包干上交、固定比例上交、定额包干、调
Ê!:;C<'×0=o56'×0o|C<0>

印花税的三成、营业税的三成
、房捐、屠宰税及其
DE#-j0Z[#-j0a`0XY#;b
他依法许可的税捐，划为县级财政收入。民国二十
c-#`)*,p R fghi
四年（１９３５年），开征统税。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k l%"&' km) # fghikl%"&(

节税四种形式的分配办法。１９８４年
%) 月，进行利
)A/
?#µ*+-+@ë %"-$ k１０
改税的第二步改革，由税利并存过渡到完全的＂以
à
¯
º#-0h1ºÒ)¸#«BACDE}税代利＂，税后利润归企业自己安排使用。对小型
#%ì)#y)ï[qFGH  ÂI3

年）１０
月开征所得税。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年）１月
km%) GH#
fghikl%"&" km%

开征过分利得税，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
月开
A+H#)fghikl%"$)年）７
km* 
征遗产税。从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
km% 月起，属于
)
IJ# fgji<kl%"$+年）１

企业和预算外国营企业按新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
ï[JKógZï[LM N|OA#ö

国家税的有原属国民政府和省的一切税收；田赋、
g#-.gf-<=#QST0
契税、营业税收归国民政府。属于县市的税收有屠
U#0Z[#gf p\-#.X
宰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内捐
、筵席及娱乐
Y#0Z[# #¡`¢£;¤¥
税等，经费不足的县还可开征特产税，并有国民政
#P)¦§¨©-pª8J#)«.gf
+¬-v%# ２５？？营业税三成至五成、印花税
+',Z[#jDE#
府分给的土地税
jIJ#j®)¯;U#]^P fgji
三成、遗产税三成半，以及契税附加等。民国三十
kl%"$(年），又恢复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系，
km)°±²!"pj ³´)
五年（１９４６

性质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
种
TU*+,Jü#0 ;V#0 Z[#/# ４
$µ
税，对某些采掘业开征资源税；恢复和开征房产
#) ÂWXÊY[Z[#Q ±²aJ
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
#0v% #0Ô_ #Õ\\]^_# $４
种地方税，并适当放宽国营小型企业的划分标准。
µ%&#)«`WabgZI3ï[-*+'(
º#y)ugZï[c'(-)*+)%¯
利改税后，将国营企业原来上缴的利润形式，代以
4gdo-#µ#ö(e#:) #y)ñ
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缴纳税金，税后利润
留

产税、公司及商标注册税等；划入地方税的有田
J#0 KL;M'NO#PQ *R%&#-.S

税，对部分大中型国营企业在征收
５５？？所得税
#) Â~+2!3gZï[P '',-GH#

后再征收国营企业调节税；同时，把现行工商税按
yQgZï[>?#Q7R)îS/¿M#L

ï[Ì@
归企业支配。

'',mDE#GH#8µZ[#2#¶·
的-５５？？、印花税、所得税、特种营业税、关税、货物

,
-./.01+2 税务工作。＂征、管、查＂改
#¾¿Àà
0f0gìº
＂征、管、查＂改革
Òº
à
<ì-fh+,à+iì-fh+)º
革改＂统一＂的征管模式为＂分离＂的征管模式，改

税、盐税、矿税。省税有营业税（收入的
５０？？、土地
#/#F# #.Z[#lR- '),mv%

税务人员上门催（收）税为纳税人主动申报纳税制
#¾Åj'kllm#,e#Åmnwxe#Ð

税（收入的
２０？？、契税附加。县市税有营业税（由
#lR- +),mU#]^
p\#.Z[#l¸

度。１９８９
Ñ %"-"年在秦城区（今秦州区）税务局率先进行
kPoÕÝlpoqÝm#¾rösA/

¹¬５０？？、土地税（收入的
'),mv%#lR- ５０？？、契税、遗产
'),mU#IJ
省拨给

征管、检查两分离的试点，改革＂—员到户，征管查
f0tgu+i-vw)ºÒ
à
<jDx)fg

中央税有土地税（县市收入的
３０？？、遗产税（收入
!"#.v%#lp\R- &),mIJ#
lR

税、土地改良物税、屠宰税、使用牌照税、营业牌照
#v%º»·#XY# #Z[ 一人负责＂的征管体制为＂征管、检查分离，各负其
<Åyzì-f³Ð,
à
f0tg+i){yb
税、筵席及娱乐税、特别课税。
#¢£;¤¥#8¼½#
工商税制
&'() 税务工作。指对一切从事工商业
#¾¿Àe ÁÂ<=Ã¿M[
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就其销售收入、业务收入或采
¦Z-stÄÅ)ÆbÇÈR[¾RÉÊ

责，相互制约＂的征管体制。秦城区税务局的基层
z)|}Ð~ì-f³Ð oÕÝ#¾r-á
税务所分设为税务征管所和税务检查所，在全局
#¾G+_,#¾fG#¾tgG) P}r
形成征管
、检查、监控& ３个系列，即按经济区域设
*f0tg0
Ä´)L¦Ý _

ËÌÍ:|#Î-#ÏÐÑe %"'- k#
购支付金额征收税款的税收法律制度。１９５８
年税

制改革，将工商税收减为工商统—税、工商所得
ÐºÒ) u¿M#Ó,¿M<# ¿MGH
税、盐税
、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
、集市交
#/#Ô_
#Õ\a%J#Ö\×
易税、牲畜交易税、屠宰税、契税、关税
个税种。
Ø#ÙÚ×Ø#XY#U#2# １０
%) Ä#µe
１９７３
%"*& 年
k %１月工商税制改革，天水地区根据＂基本保
¿M#ÐºÒ)ÛÜ%ÝÞß
à
áâã

fG) *f´Q L¦TU_tg
置征管所，形成征管系列；按经济性质设置检查
G)*tg´QL#000>0Ö!
所，形成检查系列；按税政、考核、监控、协调、集中
-_è[¾0f0*´
的要求设置综合业务股、管理股
、形成监控系列。
%"") k %% )
à
0f0gìºÒP}\|/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征、管、查＂改革在全市相继推行。
%""& 年７月，甘谷县税务局结合甘谷实际，实行
k * ) p#¾rè.) ./
１９９３

ä#T-åæç)è«#µ)éê#ëì持原税赋的前提下，合并税种，简化征税办法＂的

à
0f0gj+iì-#fh+
à
ìÐÅ
＂征
、管、查三分离＂的税收征管模式和＂双聘＂制人

í)îÂ¿Mï[-¿M<#;b]^0
原则，把对工商企业征收的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

ÃÐÑºÒ
事制度改革。

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及盐税等
Õ\a%J#0Ô_ #0XY#;/#P

3()+2 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
L#µ*+!"%&Rc
分税制改革

５种税合并为工商税。仍保留城市房地产税、车船
' µ#è«,¿M# ðãñÕ\a%J#0Ô_

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１９９４年１月
[-<µf³Ð %""$ k %  %１日全面实
,}.

使用牌照税、屠宰税税种，仅对个人和外侨征收。
 #0XY##µ)òÂÄÅóô
把原工商统一税的税目由原
１０８
î¿M<#-#õ¸
%)-个减为
ÄÓ,４４
$$个，税
Ä)#
率由
个。简化了对连续生产的中间
ö¸１４１个减为
%$% ÄÓ, ８２
-+ Ä
éê÷ÂøùúJ-!û
Jü0ýþ^¿Jü-#ëÿù)!"÷!
产品、委托加工产品的征税办法和手续，取消了中
ûJü-# ¿M#ÐºÒy)¿M#é«,
间产品的征税。工商税制改革后，工商税收简并为

行规范化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改革、内资企
/dê;V#,m³-#ÐºÒ0 ¡Zï
业所得税为主要内容的所得税制改革。改革后的
[GH#,m¡-GH#ÐºÒ ºÒy-

工商税、工商所得税、盐税
、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
¿M#0¿MGH#0/#0Õ\a%J#0Ô_

中央税与地方税既自成体系又有机结合的，符合
!"#$%&#q³´°. è-) ¡è

流转税由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组成。取消产品
#¸;V#0"§#Z[# !"Jü
#¿M<# +#ÐºÒy)¿M#-#µ
税和工商统一税。分税制改革后，工商税收的税种
¸ ３２
&+ Ä,
%- Ä),#$GH#«-)
由
个变为１８个，成为流转税与所得税并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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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金融
E"!4
国际税收惯例的复合税制模式。
!"#$%&'()#*+,金税工程
!"#$ 全称全国增值税专用发票计算机
./.!01#2345678
稽核网络系统，是利用覆盖全国税务机关的计算
9:;<=>? @A3BC.!#D8EF67
机网络对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企业纳税状况进行严
8;<G01#2345HIJK#LMNOP
密监控的一个体系，包括＂一个网络、四个系统＂。
QRSFTUV=?WX
YTU;<Z[U=>\]
＂一个网络＂就是建立从国家税务总局到省、地市、
Y
TU;<\^@_`a!b#DcdefZghZ

家税务局系统正式上线，成功运行。中国税收征管
b#Dd=>,R¿uSTO] ¤!#$$Û

信息系统涉及了基层事务处理、管理监控和辅助
¨©=>w½UVWDÜZ ÛÜRSHæX
决策等各个税收征管环节的业务，提供了管理服
AØãÃU#$$ÛYZFJDu ÆÇ½ÛÜ°
务、征收监控、税务稽查、税收法制及税务执行
DZ$$RSZ#D9|Z#$Õ*w#D[O E５
个系列的基层税收征管系统和市局级管理与监控
U=\FUV#$$Û=>HhdjÛÜ&RS
系统。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有
=>] ¤!#$$Û¨©=>６１
&!个主模块、
Uk+]Z

县四级统一的计算机主干网；＂四个系统＂就是建
i[j>TF678kl;m
Y
[U=>\ ^@_

１５７６个子模块，其中操作层主模块
!E(& Ut+]u^¤_®Vk+] ５４个，子模块
E, Uut+]

立起覆盖全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防伪税
`nBC.!01#ToK#pF01#qr#

１１１７个；市局管理层主模块７
!!!( U+hdÛÜVk+]个，子模块
( Uut+]４６１
,&!个。
U]

控开票子系统，以及覆盖全国税务系统的防伪税
Ss5t=>u vwxC.!#D=>Fqr#
控认证子系统、计算机稽核子系统和发票协查子
Syzt=>Z 6789:t=>H45{|t
系统，最终通过计算机网络和相关系统实现税务
=>u }~678;<HE=>#D

在基层税收征管事务处理层（又称操作层）中，管
¹UV#$$ÛWDÜVO`3_®VQ¤uÛ
理服务包括税务登记与认定管理、发票管理、证件
Ü°DWX#Dab&yÓÛÜZ45ÛÜZzê
管理、待批文书管理、资料管理、内（外）部信息采
ÛÜZcd1eÛÜZòóÛÜZ¼OfQ«¨©g

机关对纳税人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经营纳税状况的
8EGK#p01#2345H K#LMF
严密监控，并对涉税犯罪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查
PQRSuG#ONOwZF|
处和打击。金税工程的＂一期＂建设于
１０
!""# 年
 !$
H] #F
Y
T\_１９９４

集、税收征管档案管理和增值税专用发票稽核
８
HZ #$$Ûh*ÛÜH01#23459: -

月份开始。金税工程的＂二期＂建设于
２００１年６
月
s] #F
Y
\_ %$$!
&

子系统；税务稽查包括稽查选案
、稽查实施、稽查
t=>+#D9|WX9|m*Z9|nZ9|
审理和稽查执行
个子系统； #$Õ*WX#D
税收法制包括税务
oÜH9|[O ４, Ut=>+
违法违章管理及行政处罚
、税务行政复议、税务行
ÞÕÞßÛÜwO×àZ#DO×((Z#DO

' O?%$$!  ( 月１日正式运行。
 ) ,O１日试运行，２００１年７

＂１２３６６＂服务热线
年由原
%
!"#$$&'()* ＂１２３６６＂是
!%*&&¡@２００１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核配给国家税务总
¤¥p¦§H!¨©ªJ«:¬!b#Dc

个子系统；征收监控包括申报征收、纳税评估
、税
Ut=>+$$RSWXiì$$ZK#jkZ#
收计划、税收会计、税收统计和税收票证管理６个
$6lZ#$Â6Z#$>6H#$5zÛÜ & U

×>ñZ#DO×pq ,４ Ut=>+#D[OWX
政应诉、税务行政赔偿
个子系统；税务执行包括

局，作为全国税务系统统一的特服电话号码。天水
d?®.!#D=>>TF¯°±²³´] µ¶
市国家税务局于
月１日，率先在甘肃省
%$$* 年
 ,４ 
) ?·¸¹º»f
h!b#Dd２００３

To[OZ#$r.Zs*[O *３ Ut=>]
hd
一般执行、税收保全、强制执行
个子系统。市局

!#=>¼s½ )%*&&国税服务热线＂。＂１２３６６＂
!#°D¾¿¡]
Y
)%*&&¡
国税系统内开通了＂１２３６６
ÀD¾¿@#D8EK#pHÁÂÃÄpÅÆ
服务热线是税务机关为纳税人和社会各界人士提
ÇÈÉZÊËFÌÍ#°DÎ,] Ï@23
供优质、快捷的新型涉税服务方式。它是通过专用

|åZIuRSZÉvw:ã¼xu^¤|åIÃ
查询
、分析监控、质量考核等内容，其中查询分各
JDYZ|åZEy|åZ2z|åì{|åã]
业务环节查询、关联查询、专项查询报表查询等。

jÛÜHæXAØt=>WX½tJDZ >6
级管理和辅助决策子系统包括了日常业务、统计

! 融
4
金

特服号码接入指定税务机关，向纳税人和社会各
¯°³´ÐÑÒÓ#D8E? ÔK#pHÁÂÃ

界提供税收法规政策、纳税人权利义务
、税务管理
ÄÆÇ#$ÕÖ×ØZK#pÙAÚDZ#DÛÜ
工作规范
、税务违法违章处罚标准等咨询辅导，以
®ÖÝZ#DÞÕÞßàáâãäåæçuv

56789:;<9 民国时期金融机构。
¦!|8ÿ]
甘肃官银号天水分号

及受理涉税案件举报、违法票据举报、服务承诺投
wèÜ#éêëìZÞÕ5íëìZ°Dîïð

成立于民国七年（１９１８
S`¦!}O!"!-年），主要发行纸币，同时办
5uk~4Ou

诉、资料查询等服务。＂１２３６６＂服务热线包括自动
ñZòó|åã°D]Y
)%*&&\°D¾¿WXôõ

理存
、放款及汇兑业务，隶属于甘肃官银号，后甘
ÜZ
wJDuº»³uBº
肃官银号因财政透借，滥发纸币，银票不能兑换，
»³×u4u5ýu

语音、人工服务和发送传真三种服务方式。自动语
ö÷Zp°DH4øùúûü°DÎ,] ôõö
音能够提供查询天水市国税系统机构设置、税种
÷ýþÆÇ|åµ¶h!#=>8ÿ!Z #ü

介绍、法规政策、征管制度、纳税服务承诺和纳税
"#ZÕÖ×ØZ$Û*%ZK#°DîïHK#
人的权利与义务等服务；人工服务能够提供税收
pFÙA&ÚDã°D' p°DýþÆÇ#$
×ØÕÖZ$Û|®ÖÝZ#DO×((Z#D
政策法规、征管查工作规范、税务行政复议、税务

行政诉讼等咨询和受理涉税案件举报等服务；发
O×ñ)ãäåHèÜ#*êëìã°D+4
送传真能够提供以传真的方式传送相关资料的服
øùúýþÆÇvùúFÎ,ùøEòóF°

务。２００８年
)$月，开通＂１２３６６＂的短信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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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F,¨°D-.]
D] %$$- １０

¦!T/!"%% QEuµ¶I³
于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关闭，天水分号也随之结
]
束。
=>789 民国时期金融机构。镇守使署
¦!|8ÿ] 
陇南官银号
d ¡¢³u£4¤T¥1Z
粮饷局改为陇南官银号，印发纸币并铸一百文、二

百文铜圆，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年）又改组为陇南实
¥1¦§u¦!O!"%* Q` ¨¡¢
J³uÃi©I³uª«¬®cÜu
业银号，各县普设分号，任通渭张澄滤为总经理，
!++ 万元，印发一
µ¶u£4T
µ¶¯°±²Üuò³c´１００
天水胡心如为副经理，资本总额

+,"-./0123 中国税收征管信息
¤!#$$Û¨©
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

¥1wT· O¸·¹ºT¶u »
百文及一串纸币（每二串折含银币一元，但不兑
23
./0123
425260713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89:010;6<2607133 现）。其业务除陇南各县之汇款及放款外，侧重于
= > /0
Q] ^JD¼½¢Ãi w fu¾;
系统（英
文1名称
Ｃｈｉｎａ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简称.48=?5@!b#Dcd
ＣＴＡＩＳ）是国家税务总局 军需，以后由于发行钞票过多，钞价日渐贬值，至
=1>7<:260713 ?@;6A:u43
¿ÀuvB¢4OÁ5LuÁÂÃÄ1uÅ

于
年提出以四级网络为背景、以城域网为重
 １９９８
)""- Æ6v[j;<78Zv9:;;
点的全国性税收征管应用的整体解决方案。中国
<F.!=#$$Û>3F?V@AÎ*] ¤!
税收征管信息系统以
为后台数据库，可支
#$$Û¨©=>vＳｙｂａｓｅ
?@B2;A B.CíDu
EF
GH¤ZIJHH¤KIJãLüCíIJ+,u
持集中、分布和集中加分布等多种数据分布模式，
M>ÃüNÛ8ÿ+,] C$$,  (  ) u¤!#
适应各种针管机构模式。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中国税
PQ¹º»fµ¶h!
$$Û¨©=>O.48=?)D! 版）在甘肃省天水市国
收征管信息系统（ＣＴＡＩＳ１．１

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银元每元可换实业银号纸币
¦!ÆO!"%& 5¶Ç¶EJ³
四百串。同年８月，孔繁锦被国民军十三师击败溃
[¥·]  - uÈÉÊË!¦¿ûÌÍÎ
逃，陇南实业银号随之结束。
Ïu¡¢J³]

西北银行天水办事处
?@8A:;BCD 民国时期金融机构。
¦!|8ÿ]
¦!ÆO!"%& 5!¦¿Ðqµ¶uS`Ñ
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国民军驻防天水时，成立西
ÒOµ¶Wu4OT¶ZÆ¶Z¶u^
北银行天水办事处，发行一元、五元、十元纸币，其

"%& !－
－! ２７９

!"#$%
天水大辞典

资本由兰州调拨，略具现代银行规模。民国十九年
!"#$%&'()*+,-./01 23456
（１９３０年）国民军东下，西北银行秦州办事处撤销。
7!"#$ 68329:;(<=-.>%?@ABC1
甘肃农工银行天水办事处
&'()*+!",-. 民国时期金融机
23DEFGH
构。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
年）甘肃农工银行在天水设
I1 234J67!"%" 68KLMN-.OPQR
立天水办事处，发行一元、五元、十元纸币（兑换
SPQ?@A(T.UVWXVW4VYZ7[\
券）系用原甘肃银行钞券加印改制，十足兑现，并
]8^_`KL-.a]bcde(4f[+(g
T.<=-.bcKLMN-.hi]1 23j
发行西北银行加印甘肃农工银行铜圆券。民国二

所属各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奉命裁撒，中央银行
è,-v-..Å?ÒA/012( }~-.

4U67!"&%年），陕军入甘后，农工银行结束。
68(k9lKm(MN-.no1
十一年（１９３２

OØ ) I(P íî 2QE  ) À(RE
款亦有１亿，共存款利率为∶定期存款１分，活期存

陕西省银行天水办事处
/01*+!",-. 民国时期金融机
23D EF GH
构。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
68! p(k9qrPQ(
I1 23j4U67'"&%年）１月，陕军进驻天水，
在背街（今秦州区自由路）设陕西省银行天水办事
Ost7u>%vwxy8Rk<z-.PQ?@
处，发行陕西省银行一元、五元、十元纸币。民国二
A(T.k<z-.UVWXVW4VYZ1 2{j

&'23456!"76 民国时期金融机
23DEFGH
甘肃平市官钱局天水分局
681  ¬
ª1 S«23j4U67!"&% 年）。主任为王卓
构。成立于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

款
. ð(¢  .６厘，活储６厘，半年内只存不
ð(RS . ð(6TU V
 ６厘，同业存款
取者加１厘；除四行（中、中、交、农）联合放款外，
WXb ) ðYZ).7}W}W[WM8\]¦=(
中央银行别无其他放款（当时联合放款只军政部
}~-.ò^!_¦ 7¶D\]¦U9$`
第十三教养院
) M( ¡íî pï ３分６厘）。
& À . ð81
a4©bcd １户，贷款利率为月息
5¢eDfg pï . ð(5¢hôõíî(
对同业临时拆赦为月息６厘，对同业转抵押利率，
i!`%íî ( jkl1 ¤2{©4|67)"*(
按其原收利率８折计算。至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
年）上期（６
月末）各项存款共为
亿元（法币）其
68mE7. pé8-n
P ３０７
&+, IV
7oZ8!
中各项公款为１４３
}-nÒ )*&亿，同业存款为
I(¢  １４９
)*" 亿元，银行
IV(-.
存款准备金
２１２４亿元，汇入汇
'pF１４亿元，汇出汇款
)* IV( 1)1*
IV(l
款 ４１０５
当时通货恶性膨胀面粉每斤市价为
*)+/ 亿元（
IV7¶D½#qrst¿uvw¾x
V81 ¢ºõøy １４
)* 亿元，经收库款
IV(z%" ).)
１０)+万元）。同业质押透支为
１６１
I(z{" １８７
)(, 亿元，货币净发行
IV(#Z|T. ２３０５
1&+/ IV
7}
亿，经付库款
亿元（历
6~k|T. oZ ２６４１亿元）。民国三十七年
1.*) IV81 2{©4|6
年累计净发行为法币
7)"*( 68( p
（１９４８年）８
月)"１９úT.Fi]EV(#Zb
日发行金圆券后不久，货币加速
, p &)
ú(}{
(Fi]ýN1 )"*" 6
贬值，金圆券随即崩溃。１９４９
年７月
３１日，中国人

仁，地址在西关正街（现解放路
®(¯°O<±²t7+³¦´ ９２号），当时主要
"% µ8(¶D

民解放军逼近天水，该行经理吴硫藻率部分人员
2³¦9 PQ( .zîÀ

发行角票及铜质辅币流通市面。民国二十五年
T.·¸¹hº»Z¼½¾¿1 2{j4X6

" F-W-VWT.7-i]¹
携带库存金银、银元、未发行的银圆券及重要文件
æ( x9äõBPQ( Nn
账册等，由军队武装押运撤离天水，业务即告结
束。其留下的人员、房屋器具等在天水解放以后，
o1 !;7W*æOPQ³¦E(
由军管会代表接收。
x9, ¡%1

4|67!"&( 68}~-.PQ?@A(k<
十七年（１９３８年）中央银行天水办事处成立，陕西
68&
z-.PQ?@ABC1 2{j4J67)"&" 年）３
省银行天水办事处撤销。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月，该行又在天水设立机构，初为寄庄，负责人为
p(.OPQRI( (
杨刚，主要业务是办理汇兑，下半年汇出款金额为
(?[(;6F
１４０余万元。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杨中迅任主
!*+ V1 2{j4567!"*$ 68}

任，扩大业务，开始办理存贷款业务，同年７月，改
((? ¡(¢6 , p(£
为办事处，至年底，存款为
?@A(¤6¥(  ３ &万元，放款
V(¦４．８
*-( 万元，
V(
全年汇出汇款为
３１０
万元，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
§6¨¨ &!+ V(23©4j67!"*& 68
该办事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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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６年）分局撤销。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
年）１２月
7!"&. 68ÀÁBC1 2{j4Â67)"&, 68)%
p

甘肃平市官钱局天水分局二次成立，地址改为西
ÃLÄ¾ÅÆÁPQÀÁjÇS( ¯°£ <
关正街东段（现解放路忠义巷口糖业烟酒公司），
È²tÉÊ 7+³¦´ËÌÍÎÏÐÑÒÓ8(
主任李慎修，存、放、汇业务渐有发展。民国二十七
ÔÕÖ( W¦W¨×ØTÙ1 23j4|

年（１９３８年）起先后在甘谷、秦安、张家川、礼县、徽
67)"&( 68ÚÛmOÃÜW>ÝWÞßàWáâW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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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成县、武山等地设立办事处或汇兑所，业务渐
*+,-./01 23j4|67)"&(年）下期（１２
68;E7)%
具现代银行规模。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

天水分行又承担对辖区各银行的金融业务检查工
PQÀ.3456v--.7FG89:
作，此外，还代理中央信托局业务。办事处时期，业
;(<=(>,}~?@Á1 ?@ADE(
务清淡，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
７０
68;E( Ø ,$
AB(2{j4567)"*$ 年）下期，存款有
余万元，亏损１．１
万元。改为天水分行后，业务增
V(CD )-) V1
£ PQÀ.E(F
多，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
亿
G(2{©4©67)"** 年）军政机关存款达
689$È H ２1 I
V7!}JP´:KÁLMNØ )亿元），同业存
IV8(¢
元（其中宝天路工程局丁户即有１

中国银行天水分行天水办事处
8:*+!"7+!",-. 民国时期金
2{DEF

融机构。中国银行天水分行于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
GI1 }{-.PQÀ.«2{j4567)"*+
年）１０
月２１úS(
日成立开业，地址位于秦州区大城阮
68)+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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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街（今中华东路）。主要办理存放款、汇款、储蓄、
ßt7u}¥É´81 ? ¦WWS¦W

pé8(PQÀÁêëDØìE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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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末），天水分局最高时有活期存款
万元（利率
农贷、工贷等项业务，并管辖陕西、甘肃、宁夏、青
6ï５￣６
/0.厘）特别活期存款
ð8ñòìE  ５．９
/-" V
7íîóï
为年息
万元（利率午息

海及湖北各省分支机构。中国银行天水分行成立
ª¹«=-zÀyI1 }{-.PQÀ.S

６￣７厘）汇出汇款
万
.0, ð8¨¨４０
*$ 万元，发放抵押放款１．９１
V(T¦ôõ¦ )-") 

E(¬ÃLz$®)\ûA7}~-.W}{后，按甘肃省政府与四联总处（中央银行、中国银

元（最高余额１．４
万元（年终
V8?ö+ １５．３４
)/-&* V
76÷
V7êë )-*万元）办理贴现
)-$, V8 øù９．０１
"-$)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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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万元）透丈
万元。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68. p
) ú(ûÁ£ü ÃLz-.(PQÀÁý
年）６
月１日，总局改组为甘肃省银行，天水分局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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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总办事处）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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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中国银行办理天水县及徽县、成县、西和、康
âW´¶æ¯7M¡1 2{©467)"*) 68(
县、两当等地的农贷业务。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

þ£ ÃLz-.PQÀ.1
之改为甘肃省银行天水分行。

在秦安设有寄庄机构，办理存放汇兑，业务较为发
O>ÝRØI(? ¦[(µ T

中央银行天水分行
89*+!"7+ 民国时期金融机构。民
2{DEFGI1 2
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
月 )１ ú(}~-.SP
日，中央银行成立天
{j4|67)"&(年）７
68, p

达。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
H1 2{©4U67)"*1年）１月，分行迁往西安，
68) p(À.¶·<Ý(

水办事处，地址在西关申正路（今秦州区解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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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67)"*& 68£ PQÀ.1 !
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改为天水分行。其主要业
 ,{"WT.#ZW?9$È (%
务为代理国库、发行货币、办理军政机关存款，收
受存款准备金等。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财政部
& '(Fæ1 2{©4)67)"*/ 68(*$+

天水即改组为办事处，受西安分行管辖，仍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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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款、汇兑、储蓄、农贷、工贷等业务。同年５月
W¦W[WS¦WM¡W:¡æ1 ¢6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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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1(日，四联总处理事会发布《中、中、交、农四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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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划分及考核办法》，重申和规定四行业务划分范
pÂM¡W:¡hÃM2-.?1
Á(ýNO "９月将农贷、工贷转移农民银行办理。
围，随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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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２
!"#" ! $月，西安分行成立驻兰州办事处，天水办
"#$%&'()*+,-./#01事处改由驻兰办事处管辖，至
"7#89:;<
./23*+-./45#6 ４% 月间，金圆券接近
崩溃，业务无法开展，员工工薪亦不能按时发放，
=>#?@ABCD#EFFGHIJKLMN#
经请示驻兰州办事处，裁撤天水办事处，行内图
OPQ*+,-./# RS01-./# 'TU
章VWXYWZ[\]^_`+,abc'd
、账表、重要文卷等押送兰州中国银行。８
月下旬
& "ef
兰州解放后，将带兰州的图章
、账表、文卷等全部
+,gNh#ij+,kUVWXYW\]^lm
造清册移交由军管会指导成立的兰州中国银行移
nopqr3s4tuv()k+,abc'q

财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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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天水、徽县、成县、两当、康县等县的农贷及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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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天水
、秦安
３县工贷业务移交中国农民银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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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经办农贷、工贷人员也一并移交，业务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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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并承做贴现、买入汇款等业务，又投资三阳
È"x ¤?NOÖWPðý£^?@#4QRS
川供销处
, WXh4ÈY１９
*"万元），还在三阳
WX#Z S
TUV/７万元（后又增加为

rwEtx
交委员会。

川办有实验厂，纺织土布。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
T-¬[\®# ]·^_x yb+!*"%,
年），中国农民银行天水办事处下辖西站、甘谷、陇
!#abåyc'01-./e5$`W8JWa
西
$ ３个分理处，承办农贷范围遍及天水、西和、礼
+ b&û/#?-åªCDc 01W$dWe

交通银行天水办事处
!"#$%&'() 民国时期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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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２
月 ()
１５日成立，行址在当
()#' 
yb~!!"%' !$ "
时后街（后称纪常路，即今秦州区自由路秦州剧院
Lhh#,3,

县、成县、徽县、两当、武都、文县
、秦安、通渭、清
,W(,WH,WÌWfgW\,W%W¡hWo
水、甘谷
、武山 、陇西、漳县各县，当时通货恶性膨
1W8JWfiWa$Wj,k,#L¡lmno
胀，储蓄部业务已陷于停顿。１９４９
p#qrm?@stuvwx *"%" 年上期，金圆券
!xz#89:

对面）首任主任孙蕴三筹建开业，主要经营业务为
C?#[O?@

也迅速崩溃，市面普遍使用银元，业务陷于停顿。７
Lyz=>#{|c}/cX#?@tuvwx ,

工矿及交通事业存放款，并随同放款业务代办保
F r¡.?¢N£# ¤¥¦N£?@§-¨

月
日，主任陆廷镇等携文卷等重要物品撤往兰
" ３０
+- #~^Õ\]^Z[S×+

©?@x [ª£«¬01®W¯°±²³ 州，留天水房屋，器具及人员均由军管会代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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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业务。主要贷款对象有天水电厂、福新面粉公司
天水分厂、官泉毛织厂、天成染织厂、永生制呢厂
01&®W´µ¶·®W0(¸·®W¹º»¼®
;4x
以及皮毛业等。交通方面，主要有西北公路工程局
邮政储金汇业局天水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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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5%&65 民国时期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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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随后成立的宝天铁路工程局。民国三十一年
月奉总局命筹设，因
½ ¥h()kÃ0ÄFÁÂx ybÅ! 构。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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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２
年）１２"#
月，在宝天铁路局内设立宝天铁路局
局址及人员问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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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 ÏE# 6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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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正式成立开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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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办事处。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
ÇL-./x yb~!*"%+年）１
!* 月，增设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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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tW?WWA@ %４ #8Wý
$ ç#6
设会计、营业、出纳、总务
股，金、汇兑２组，至当
关临时办事处，至年底，两处职员共有１２人，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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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ÇL-./#6!Ë#Ì/ÍEÎ¬ *$ Ï#Ð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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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共有职员
１７*,人，有警卫
、工役 、厨司及车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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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Ïx
*"%" ! , "３０日，天水临近
+- #01Ç<
*- x ÂÝ¢£# «[÷
厨司车夫等共
人。１９４９年７月
１０名。该局对吸收存款颇为努力，对象主要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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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次为工厂。凡属交通部所属单位，以同一系统，
解放，部分人员携带现金、文卷、账册等撤往兰州，
Ø01m&ÍF ÙÚÛÜ^qrs4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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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揽存，除提高利率外，并以透支款项及垫借款
留天水部分职工及房屋器具等移交军管会代表接

接管。

Ýx
收。

作为吸收存款的手段，并在宝天铁路工程局及西
1Ý¢£k¦§# ¤ Ã0ÄFÁÂ $

构。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
年）５
月，豫、鄂、皖、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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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公路工务局设立机构，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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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邮政储金汇业局天水分局奉命裁撤。

省农民银行在天水成立办事处，后因４
省农民银
äåyc' 01()-./# hæ % äåyc
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遂改称中国农民银行天
'2çabåyc'# è2abåyc'0
水办事处，地址在大城九间楼东边（今农业银行秦
1-./#é êë7ìÉíå?c'

甘肃省银行天水分行
789#$%&6$ 民国时期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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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６
yb~©!*"+" !. "月１日甘肃平市官钱局
* 89ª{´«Â
天水分局改组而成，地址在西关（后为中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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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区办事处西侧）。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
,-./$îx yb!*"%*年）４
!% 月，办
"#-

号，今秦州区解放路忠义巷口）。在秦安、甘谷、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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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张家川、成县
、徽县、陇西等地设有办事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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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１月，增设武山汇兑所，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
4ÈÆ$d#¡hÌý'#L'['±a4
又增设西和，通渭两汇兑所，当时该行实行集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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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分行、办事处、汇兑所均直辖于总行。至民国
!*"%* !** "#2&45»#3&'
三十年（１９４１年）１１
月，改为分区管辖制，由分行

中国农
民银行天水办事处 民国时期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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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迁入新建行址西关申正路
号（今解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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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生巷口中国工商银行秦州办事处）营业，民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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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农民银行办事处及附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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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有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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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下辖机构有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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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理处。办事处成立初期，业务以存款、汇款为限，

以军政方面款项为多，并发行中国农民银行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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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１１
月，在大城九间楼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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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设立农民贷款所，办理农民动产抵押贷款。民国

二十六年（１９３７
年）增办天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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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辅导组织信用合作社。至民国二十九年
2vç·./013x 6yb~ !
（１９４０年），又组建合作金库。１０
月，中国银行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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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成立，根据当时甘肃省农贷地区统一划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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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农贷及推动农村信用合作业务划交给中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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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银行业务划分范围及考核办法》，中国银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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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兑所，天水分行辖属有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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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甘谷办事处
、礼县办事处、张家川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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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办事处
、成县办事处、徽县办事处、陇西办事

处、清水汇兑所、西和汇兑所、通渭汇兑所。至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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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年（１９４２
Å!*"%$ 年），增设拓石镇分处。民国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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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９４３年）又增设康县，两当２
个汇兑所（以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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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处所改辖）。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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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甘谷、武山、张家川、清水、徽县、成县、两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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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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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办事处。该行业务继承原平市官
钱分局，办理存、放
、汇各项业务，代理省库、县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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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并发行铜圆券
万串及五角辅币。民国二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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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９年）末，存款为１０．５万元，存款利率为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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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款
万元，县城小工商业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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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
万元，全期亏损
２３６４元。１９４９年８月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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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天水，部分员工携带库存
V8W0X/Y@Z[\]^8_`aDbcd9
e<)fg8hijk8lm]^noXapqr
银元及账表，撤往兰州，其在天水遗留人员和房产

d+ev8kfckgh,T
路c２０-&号（旧称后街，今秦州区自由路秦州剧院）。

stum]^Y@vwZxyz{8|#}~.
器具等在天水解放后向军管会移交，该行结束。

|#Ñôijk=lm9:8 n/024
该行经营上采取高利竞揽存款，到民国三十三年

天水县银行
!"&'( 民国时期金融机构。民国三十
/0QJK. /02
五年（１９４６
年）成立，５月
U -&２０V日正式营业。地址位
F. 
*45%#,0 468(
于天水县东街九间楼隔壁前农民银行旧址
（今中
]^A/e# 5
W
国农业银行天水市秦州区办事处西侧）。属股份有
0Fe#]^k6T  ¡¢

（１９４４年）底存款利率定期为月息
４０，活期为年
+%#,, 4#79:=>¨Q;Uo ,&18pQ;4

限公司组织，定额资本为
£¤¥¦§8¨©ª«;２０００
-&&&万元，分１０
'<8` %& 万股，
' 8
每股为
-&& <8 A®¯°± (５万股，其余为商
' 8 l²;E
¬ ; ２００元，由县政府认购

股，登记时实收资本为
１５００ '<T
万元。当时其营业范
8³´µ¶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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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为∶收受存款；有确实担保品为抵押之放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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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信用放款；汇兑及押汇；票据承兑或贴现；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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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解各种款项；经理或代募公债、公司债或农业债
¶YÎÏ:Ð?ÑÍÉÌÒ¤ÓÔ¤¥ÓÉF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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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仓库业；保管贵重物品或有价证券；与其他银

折成小麦、大米按实物贷出，利率为５分。临解放
RéCSÔTUVµØþO8=>; ( `T WY@
前，该行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保护了库
8|#mW0èrXí¦§YZí8¾[\d
存银元
万余元及全部财产，于武山解放后移交
9e<１．７
%'/ '²<)P_]r8BCY@vz{
当地政府，部分职工转入人民银行工作。
·®¯8_`PD^_X/e#D`T
大同银行天水分行
#,'(!"-( 民国时期金融机构。民
/0QJKT /
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年）７月３日开业，地址在纪常
024+%#,, 4,/ U ) VýF8mab

o %-*+-&*8@:ÄÅÔÀÁqM8Uo /&28r
息１２？０？？放款信用、抵押均做，月息７０？？预

收
¶ ４０？？其余
,&38l² ３０？？到期时本利并收，押品均存特
)&48nQ«=û¶8Á¿q9Ý
仓。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
月，该行为推广业
4#, U8|#;tuF
ÕT /02s4+%#,(年）４
å8Kvw]®_xy8éz{_8 ,
V
务，又呈报财政部批准，成立储蓄部，于
４U
月 %１日
ýFT |}~=v8|#IªJ^ò8/
正式开业。抗战胜利后，该行因资金周转不灵，一
度停付各种存款，后经联行处陆续接济调款，将大
ÎÏ9:8vÑ#& <G:8LT
部分存款先后照付，但在当地信誉已受影响。至民
_`9:v8m·Ä»T /
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年）除催收放款及支付存款以
02*4 "%#,0 4,
ß¶@:)9:á
外，几无存汇业务，８
月份，经理调天津，副经理去
â89NFå8! U¡8ÑÍG]8ÑÍ
ô8T_`#aqvY8 １１
%% U
上海，大部分行员均先后解散，至
月 %/
１７ VP_
日全部

行订立特约事项。除此以外，该行还受托代理天水
#ÜÝÞÐT ßàáâ8|#ã»äÌÍ]^
县公库业务。该行设董事会，共
人组成，另设监
A¤dFåT |#æçy8è ９# X¦é8êæë

}~û`#T
结束归并西安分行。

ìX３人，下设总务
) X8íæîåÔFåÔyïÔOð
察人
、业务、会计、出纳,

T 
４股。由于

/024"%#,, 年）１２
4,%- U月１日正式开业，行址
% V ýF8#
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

|#ªñòólÛe#8FåôáÍ9Ô@Få
该行资力不如其他银行，业务上以办理存、放业务

;W c"kY@c,8vabc -&
初为中正路（今秦州区解放路），后迁纪常路
２０ d
号

及代理县库为主，其放款以县境内小工商业为主
)ÌÍAd;õ8 l@:áAö÷CDEF;õ

大同银行原址（今秦州区自由路）。共有行员６人，
TNe#F"kfc,T è¢#a 0 X8

要对象。并曾开设农业小额抵押贷款所，民国三十
øùúT ûüýæFC©ÀÁþ:ÿ8/02

ê¢DXaXT ÿFåáÌ¶] c¡
另有工役人员数人。所营业务以代收宝天铁路站
:;õ8
¢ý£/¤EF@:Få8 ¥¦4R
款为主，未开展一般商业放款业务，连续两年亏

七年（１９４８
!4"%#,! 年）改为籽种存贷处。天水解放后，该行
4#$;%Ï9þ&T ]^Y@v8|#

./'(!"012 民国时期金融机构。
/0QJKT
金城银行天水办事处

即清理结束，其部分人员被中国人民银行吸收。
'(Í}~8l_`Xa)W0X/e#*¶T
清水县银行
)"&'( 民国时期金融机构。民国三十
/0QJKT /02
五年（１９４６年）４
月筹设，股本总额为
５００ 股 %&&&
１０００
*4+%#,0 4,, U-æ8
«î©; (&&

损，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
月，因天气多雨，宝
S8/02;4+%#,/ 年）３
4,) U8I]§2¨8

万元，公、商业各占一半股份，每人最多不得超过
'<8¤ÔEFÎ./0 ¡8¬X12ò345
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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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78(^AEy
百股，每股
２０００ <T
元。当年
１０月底，由清水县商会
Ot8ªÃ9:8èÒ J１０３８．６
%&)!'0 '<T
|#ç
出具验资证明书，共募股金
万元。该行董事

品运销事业为主。１９４９
年办事处与管辖行失去联
¿²³F;õT %#,# 4&Úx´#µ
¶8Få«·T ]^Y@áv8Ñom]^¸
系，业务陷于停顿。天水解放以后，经留在天水的
aDÚJBe#ôîxÍ&¶8}~Få8X
员工与金城银行上海总管理处联系，结束业务，人

天铁路洞崩路陷，久不通车，无款可收，开始承做
] c©ªc«8Hò¬8:®¶8ý=LM
普通商业银行各种业务，其放款对象以日用必需
¯¬EFe#ÎÏFå8 l@:ùúáVÅ°±

y # X¦é8ë ) XT /02;4"%#,/ 4, 员遣散，自谋职业，１９５０年３月，金城银行天水办
a¹8fºPF8%#(& 4 ) U8JBe#]^
会由９人组成，监事３人。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
U8(^Ae# éF8Í9@:Få8
６ 0月，清水县银行正式成立营业，办理存放款业务，

& }~T
事处正式结束。

代理县库。１９４９
ÌÍAdT %#,# 年清水县解放后，清水县银行由政
4(^AY@v8(^Ae#®

3456'(!"012 民国时期金融机
/0QJK
中国通商银行天水办事处
构。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０
VýF8
¯<x8(Í}~T
T /02s4+%#,( 4,% U -& 日开业，地址
府接管，清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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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县银行 民国时期金融机构。民国三十 在西关中正路（今秦州区解放路五金门市部西
*4"%#,0 4,ý=->8A®¯?@·ÎA
,T &Í/¤EFe#9@NFå8ûÌ
五年（１９４６
年）开始筹建，由县政府聘请当地各界 侧）。办事处办理一般商业银行存放汇业务，并代

代表人物
ÌgXØ ２１人组成武山县银行筹备委员会，原定
-% X¦éBCAe#-DEay8F¨
集股
G １０００
%&&& 万元，不久因物价上涨，又将股金总额
'<8òHIØÙôJ8KL Jî©
增为
６００万
M; ２０００万元，其中商股１４００万元，公股
-&&& '<8lWE %,&& '<8¤ 0&&
'

元。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正式成立董事会，同年
<T /02!4+%#,! 4# éçy8N4
) U４ ,日该行正式开业，行址设在衙行，有职员
V|# ýF8#æmO#8¢Pa 0６
３月
XT |#FåõøÌÍAdÔÍ9:8"@F
人。该行业务主要代理县库
、办理存款，发放农业
þ:uT vIØÙQJ8|#üá J %&&&
贷款等。后因物价飞涨，该行曾以股金
１０００ '<
万元

理中兴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支公司的保险
ÍW½rØ¾¾ ¡¢£¤¥¤¥¸¾¾
业务。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FåT /02*4+%#,0 年）７月，该行又成立储
4#/ U8|#Kéz
蓄部。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
{_T /02!4+%#,!年），法币迅速贬值，储
4#8¿-ÀÁÂÃ8z
蓄部业务并入办事处一般商业存款，６月底，各项
{_Fåû_&/¤EF9:80 U78 ÎÐ
,#'!- 亿元，汇出汇款余额
Ä<8 NON:²©５５．４５
((',( 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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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为
亿元，发
@þ:２４．８
-,'! 亿元，存放同业
Ä<89@NF ３．１２亿元，纯益
)'%- Ä<8ÅÆ %',/
放贷款
１．４７
Ä<T １９４９
%#,#年临解放前，由于金圆券崩溃，银行
4WY@8J%&ªÇ8e#
亿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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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财税金融

业务陷于停顿，天水解放后，清理结束。
!"#$%&'()*+,'-./01
永利银行天水办事处
!"#$%&'() 民国时期金融机构。
234567891
原在平凉设办事处，后于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
:;<=>?@A',$23BCDEF!"#$ 年）
EG
迁来天水，于当年
１６ LM!'NO;PQR
日开业，地址在西关交
K %&
HI()'$JE ５$ 月
通巷北端，有员生
& Z[ ?.\]^!_`ab+b
STUV'WXY ６名。办理一般商业银行存、放、
汇业务。当时该行活期存款有
１００余户总存款
３００
c!"1 J4d`e5afW %''
ghiaf (''
gjk'lm+fno １１１７
%%%) jk'afpqoK
余万元，各项放款共为
万元，存款利率为月

谷县合作金库成立，资本
１０万元，以后又陆续建
©£6ºå'Àæ %'
jk'½,çèé
立秦安、礼县（业务区包括西和）、武都、文县等合
®b±¬F!~êëìP²Gbªíbî£Ç
作金库，经理、会计及营业人员均由农民银行人员
6º'Ñ.bï¢ð!¥XñË2_`¥X
兼任，其资金来源为股金，由农村各信用社，生产
òó'ôÀ6Iõo¦6'Ëöl'Y¿
社集股，每库补足股金
１０ jk[
万元。合作金库开办初
6ºM?û
÷¦'øºùú¦6 %'
期，以办理农贷为主，贷款对象为信用社
、存款甚
5'½?.»oµ'»füobafý
Ã'À6þúË32_`½ÿ!"#!$[ ,
少，资金不足由中国农民银行以透支方式支持。后

r *+( s'+fpqoKr３￣５
(+$ 分，汇款汇费率为
s'cfctqo 遂改为贷款由中国农民银行直接办理。合作金库
%o»fË32_`&Ó?.[ 6º
息２￣３分，放款利率为月息

２？２０？？后因抗战胜利后，许多单位外迁，业务
*,+*'-[ ,uvwxp,'yz{|}H'!~
清淡，该办事处在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
EGi`
-'d?@A;23BCEF%".) 年）奉总行
H>'& K%
}!') K-./0[
令迁设郑州，６
月停止对外营业，７月底清理结束。
*+,-. 民间金融组织。民国二十六年
267[ 23CE
信用合作社
F%"/) EG'32_`()?@AM
（１９３７年）起，中国农民银行天水办事处开始组织
EG
'Mo'23CEF%"/0 年）
信用合作，开始为互助社，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

改为信用合作社，按保建立，据民国二十八年
o' ' 23CE
（１９３９
年）统计，天水县有合作社
１４０ ¤'
个，社员
%"/" EG
¡¢' ()£W %.'
X

的自筹资金作为存款存入中国农民银行，由中国
´'(À6oafa)32_`' Ë3
农民银行付给利息，实际上停止业务。至民国三十
2_`*+pr',-.% !~[ /23BC
七年（１９４８年）金圆券发行前夕。由于通货的恶性
EF%".0 EG6012`Ê3[ Ë$SÌ´ÍÎ
膨胀，除甘谷、礼县、文县尚有一些营业用器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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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资金全部损失殆尽，合作金库无形结束。
1&2,-/0 民国时期金融机构。民国
23456789[ 23
天水县合作金库
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３
月正式成立，位于西关中正
BCEF%".) EG/ KBCå'|$PQB

D FEê*+DF!GHIJKLMNOG[
路（今秦州区解放路糖业烟酒公司茶叶门市部）。
0'0* ¥'¦6 %)%%.
k§¨©£ &/ ¤'X 股金共有法币
¦6nWPQ １０００万元，其中省合作金库提倡股
%''' jk'ôÝ6ºRS¦
８０８２人，股金
１７１１４元；甘谷县合作社６３个，社员

３９８９人，股金
１８１２ 为
/"0" ¥'¦6 ８０４０元；武山县有
0'.' k§ª«¬W ３６个，社员
/& ¤'X %0%*
o ６００万元，其余
&'' jk'ôg ４００万元为普通股，由当地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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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股金
６３７４ k§®¬W
元；秦安县有合作社
１００个，社员
天水县合作金库在开业后，业务不多，解放后由政
.&$* ¥'¦6１０３８７
%'/0) 元；清水县有合作社
k§-)¬W６３
&/ 个，社
¤' 府接收，即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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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５２人，股金
*"*& ¥'¦6５７０８元；徽县、两当、礼县、西和、
$)'0 k§¯¬b°Jb±¬bP²b
3456,-781&,-/0 民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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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X２９２６人，股金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天水合作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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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共有合作社 ３８０ 个，社员 １８００６ 人，股金 金融机构。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天
..'&0元。信用合作社的主要业务是从银行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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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事务所筹设，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年）１２
月２１
6º»f,¼»$h½*¾!Y¿À6Á
金库贷款后转贷于农户以解决农业生产资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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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也有少量用以解决婚丧等生活急需。１９４９
年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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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由于通货恶性膨胀，国民经济接近崩溃，

银行收缩农贷业务，信用合作社业务即告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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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库
,-/0 民间金融组织。民国二十九年
267 [ 23 CÛ E
（１９４０年）甘肃省政府训令各县建立合作金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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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åM!' |$PQBD２２４号，（今秦州区
**. V'FEê
日成立开业，位于西关中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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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路）。工合金库以各县联合社为主要贷款对
ü'23BCBEF%".. EG%'X%% K'Yá,
象，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年）１０—１１
月间，曾先后

给天水县，甘谷
、武山等县联合社贷款 %'''
１０００ gj
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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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支持，共收购贩运土布、大米购进原料等，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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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业务逐渐清淡，天水解放后，工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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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银行后由中国农民银行协助辅导，４
Ë3_`,Ë32_`âãä'.月，甘
K'¨ 库清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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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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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业
新品种新技术引进、试验、示范、推广，为全市林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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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建设提供科技支撑和服务。研究所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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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

(!))亩，保存果树和花卉品种
úNãû¾ð_çüéó ４１６
'"* zN¾ðçü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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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果树花卉脱
þÿ!"[# " $N%óÿ&１００
")) 亩，年可繁育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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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苗木生产线１条，良种苗圃
%éóÿ! １００余万株。所内建有千亩绿色果品
")) +,-M a{.ú/0¾é
良品种苗木
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隶属天水专区地委、专署双
"[·E_ ６００
*)) 123¾4N
Á56efi
:;<=>$?@ABCD789,E?F9GH
生产基地和
吨气调果库，是国家星火计划农
!"*&(+ 政府工作部门。位于秦州区
!"#$%&' ()*+,
天水市科技局
-$./ !" 0' "#$% 1８月成立。初称天水专区
% 234' 56789,
合作南路２１号。１９５８年

重管理。１９７４年
IJKL "#&' 1１２
"! 月，成立天水地区科学技术委
2B3478E,:;<=?
@AM "#%( 1１０月，更名为天水地区行政公署科
") 2NOPQ78E,R!SG:
员会。１９８３年
<TM "#%$ 1 & 2N OPQ78U:;<=?@
技处。１９８５年７月，更名为天水市科学技术委员
AM !))! 1 * 2NOPQ78U:;<=VNWX
会。２００２年６月，更名为天水市科学技术局，加挂
78UYZ[\VN ]J^U:<>$_9`>
天水市知识产权局，主管全市科技工作和专利工

j,7:<3¾¿_Á8¾[x<=q
村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和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
978Ì-Ö×:;(N <=>ôºÁ?@
系天水综合试验站依托单位，甘肃省引进国外智
½ÄÅ·E_ABßx:<ÄÅ·EN CD{ ')
力示范基地和十大林业科技示范基地，先后有
４０

作。内设办公室
、科技计划管理科、高新技术科、农
$M abcSdF:<efJK:Fgh<=:Fi
村和社会发展科
、政策法规体制改革科、民营科技
j_kAlm:F!nopqrst:Fuv:<

"% 号。成立于
0M 34) "#%)
1N"#%$
+,IAîJK/１８
州区东十里铺长开路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５

企业管理科、知识产权科、技术市场管理科
wxJK:FYZ[\:F<=UyJK: %８个科
z: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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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有人员

xVNQ78UßxVàDÊ^LMNËx(N
业局，为天水市林业局下属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_78Ußx<=áâì34)１９８８
"#%% 年）一套
1íOP
和天水市林业技术推广站（成立于

天水生产力促进中心
!",-./012 科技服务性机构。位
:<}~M (
于秦州区合作南路
２１号。１９９７年７月，由天水市
)*+,-$./ !"
0M "##& 1 & 2N78U
情报研究所、天水市科学器材站、天水市科技开发
 78U:;F78U:<l

人马两块牌子。有职工
|QRSTUM {>３０
()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NÍ9x<=|@
１６
"* 人。主要从事天水市渭北干旱区造林、育苗应用
|M ]ïË78UVWXY,¦ßF)ÿñò

中心
( (M ]Qwx
 ３家单位组建。主要职责是为中小企业提供
_}~F:<<=
¡¢#
信息和信息化服务
、科技培训、技术咨询、三维工
xbe£¤3¥r¦§¨©ª«¬9`
业设计、快速成型制造
、电磁兼容检测中心、专利
代理、技术交易
、企业和项目孵化等服务；拟定孵
K<=®¯wx_°±²³}~´µ¶²

化基地发展、建设规划，以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ElmbpfN¸¹ºwx<=»h
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２００３年，被国
¼½N¹º:<3¾¿_[xL !))( 1BÀÁ
:<%Â¶QÁÃÄÅB Q78E,Æ
家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示范中心，为天水地区首

家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０
ÇÈ +,-#)))认证的事业单位。内设科技信息
ÂÉÊËx(L ab:<
%l}~%<=%:<wx²}~
部、开发服务部、技术培训部、科技企业孵化服务

E°: 3¾F>FUÃ:<ºGHM
多项科研成果获省、市级科技进步奖。

天水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89&'567 科研机构。位于秦
: M ()*
1OPQ78Ußx:; M CD78Uß
年更名为天水市林业科学研究所。隶属天水市林

技术引进试验示范和林业实用技术推广，基层乡
<=ôºÖ×ÄÅ_ßxZò<=áâN ·[\
镇林业站和林业服务体系建设管理，农村林业技
Ðßx_ßx}~q9bJKN ijßx<
=|]ÊM {>３６
(*人，其中技术人员
|NÍ<=|@ !)
术人才的培训。有职工
２０ |
人
（林业高级工程师２
人、会计师１
ìßxgÃ>^_ !人、林业工程师
|Fßx>^_ ８% |FAe_
"

人）。成立以来，完成部、省、市及自列课题
３０ +
余
|íM 34¸`Na3%F>FUæbcde ()
项，达到国内先进、省内领先水平的主要成果有
°N fgÁaCºF >ahC8iÊ]3¾{

《甘肃中部半干旱地区薪炭林营造技术研究》《陇
j<=%kXYE,lmßv¦<= n
jo
.%pqrs,,úitu$v[Ö×æÄÅ
中南部黄土丘陵区万亩农桐间作丰产试验及示范
áânjw,úçxv[y<= zÄÅá
推广》《五万亩花椒丰产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推

广》《甘肃中部地区花椒丰产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
ân
j<=%E,çxv[y<= zÄÅ

部、综合部５
人，其中高级职称
%Ì-% $个科室。有职工
z:dL {# ３４
(' |BÍgÃ6

áân
j*{8¾pÅy<=Ö×ÄÅn
j|}t
推广》《优质苹果规范栽培技术试验示范》《毛泡桐

|Ã6１４
"'人、初级职称
|5Ã6８% 人。
|L
８ %人、中级职称
!"*34567 科研机构。位于秦州区
: L ()*+,
天水市果树研究所

种源试验及万亩椽材基地建设》《抗旱造林技术在
ó~Ö×æ,ú·Ebn
Y¦ß<=

皂郊镇。前身为始建于１９５３
ÎÏÐL ÑÒQÓ) "#$( 年的天水地区园艺试
1Ê78E,ÔÕÖ
$ 2BQØÙÃËx(L "##& 1Ú
×L "#&# 1
验站。１９７９
年５月，为副县级事业单位。１９９７年升
ÛQÜÙÃËx(L "#%$ 1Ý
1D78U
格为正县级事业单位。１９８５
年至 "##&
１９９７年属天水市
农业委员会管理，１９９７年
月划归天水市林业局
") 2fÞ78UßxV
ix?@AJKB"##& 1 １０
JK' àb!cdF dF<=áâdFÔÕÖ×
管理。下设政办室、研究室、技术推广室、园艺试验
场、技术开发室、保卫科、森林公园管理站７
个部
yF<=ldFãä:FåßSÔJK & z%

小陇山林业科学研究所
:;<89&'567 科研机构。位于麦
: M ()
ù,Q/ *) 0M "#&$ 134M CD<=>
积区马跑泉路６０号。１９７５年成立。隶属甘肃省小
oßxZ×VNQ: FlFÄÅQOqÊ
陇山林业实验局，为集科研、开发、示范为一体的
ßx: Ëx(M ab $ z:d¸æð!"K
林业科研事业单位。内设５个科室以及树木生理
_Z×dFåßv dF"ã
和组织培养实验室、森林经营研究室、植物生态保
护研究室、林木种苗研究室、云杉繁育中心、楸树
 dFß!óÿ dF()Fð
)ó d *６个研究室，同时还设立省级小陇山
z dN  b4>Ão
育种研究室

门及天水花牛果品公司。编制１６９
|NÍ:<|
&æ78çè¾éSê' ër "*#人，其中科技人

 ßÊñò zÄÅáânM
退耕还林中的应用研究与示范推广》。

åß"9?¶( F ÁÃß!
员@８０%) 名（高级职称
１３ PNÃ6
名，中级职称２９名）。位于
森林生态系统野外定位研究站、国家级沙坝林木
PìgÃ6 "(
!# Pí' ()
%ó·E２个工作站（基地）。有职工
! z>$ì·EíM {> ９５
#$ 多人，其
E|NÍ
*+,.Ï １３
"( SîT'
]ïË¾ðñò _
秦州区南郊
公里处。主要从事果树应用研究和
良种基地

!"# !－
－! ２８４

D?E%
社会事业

中专业技术人员
!"#$%&'５８
!" 人（高级工程师１人、副高级
&()*+,- # &./0*
工程师６
&.+1- １８人、省科技带头人２
#" &.23$45& %人）。
&67
+1- $人、工程师
研究所拥有简易大棚５０００
平方米，苗圃
89:;<=>?@ !&&&
ABCD EF２６０
%$&亩，
GD
和馆藏植物、种子、木材标本
万多份。累计完成
bcde
UVWXYJMNJZ[\] %２^_`a

动；开展蜜蜂生物学、育种工程、饲养技术等方面
f]DE\PÖY»JgM+,JhO$%¥Bå
的研究与应用工作。有中心实验场１处，实验蜂群
89·ij+G7 <!ÞPQ¢ # kDPQPF
１０００
万
#&&& 群；试验示范基地５处，研究检测设备
F]¡QfgRS ! kD89[lkm ２１０
%#& ^
元。取得省级以上科研成果
个蜂
n7 èé2*oB38eê６０
$& 项，制定了８
lD)ìp " ßP
行业地方标准，先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专业论
2#SB\qD çÃr°s+tYBst"#u

研究示范推广和建设项目
５０!&多项，获省
、市级科
89fghiUjklm
_lDn2Jo*3

文
v ５００多篇。有职工４０
!&& _w7 <á+ *&人，其中高、中级专业技术
&D!0J!*"#$%

$pqr１０
#&项，发表论文
lDstuv #%&
技进步奖
１２０ _wDxyUz{
多篇，编写和出版

&' ２７人。
%( &7
人员

"| )部。
}a
专著３

0125!6789:;()<=
甘肃省航天
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8ú
科研机
7Êæ!u #03$fgO7%&&( 
构。位于麦积区中滩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２００７年
¦ %(
vw23$xîqDyz{|
１０#& 月
２７日经甘肃省科技厅批准，依托天水绿鹏农

'#( GJPQRS )%&&&
HIJKLIMNO ９１７亩、实验基地
油松、落叶松种子园
３２０００ TG
余亩

!"#$%&'()* 科研结构。隶属于
38~7 
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天水市农业局的正县级事业单位。位于秦州区赤
o #*#7 
峪路２号。始建于１９６０
１９４１年建立
 % 7 j #'$&年，其前身系
D #'*#
j

的甘肃农业改进所陇南试验场、甘肃省第二农事
 #p: ¡Q¢. 2£¤ 
试验场等。１９６０
年７( 月，由甘肃省武山农业试验区
¡Q¢¥a #'$& 
¦D§2¨© #¡Q
站同天水县中梁何家湾国营农场（今中梁试验站）
ª«!¬®¯°± ¢²³!¬¡Qª´

合并成立。１９６１年
µ¶ea #'$# ８月，与天水农校合并，改名为
" ¦D· ¸µ¶D¹º
" #3»89:a #'$" 
¦D¼½¾D
天水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１９６８年
１０#&月，被撤销，

并入天水地区农林服务站。１９８５
１０ ¦SoÃ
月地改市后
¶¿S ÀÁÂªa #'"! 年
 #&
更名为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主要从事冬小麦、
Ä¹ºo #3»89:a ÅÆÇÈÉÊJ
ËÌÍJÈHÎJÏCÐÑJÒÓEZJXÔ
ÕJ
马铃薯
、冬油菜、玉米杂粮、花卉苗木 、植保农化、
ÖY$%¥38fg·hiD×ØÙ¡QªJ
生物技术等的科研示范与推广，下辖甘谷试验站、
!¬¡QªJÚÛÜÝÎ¡QªJÖY+,$%!
中梁试验站、西十里蔬菜试验站、生物工程技术中
ÞJ3$fghi!Þ ! ß89hi}à7
<á+
心、科技示范推广中心５
个研究推广部门。有职工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D!"#$%&'９３
') 名（高级职称２
¹²0*áâ % 人、
&J
１７０

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科院
#3$<}~D·!°$%89ðJ!3ð
遗传研究所合作建立。主要从事航天农作物育种
89:µGj7 ÅÆÇ GYgM
89·fghi7 ôWM8sRS１６０
#$&亩，其中智
GD!
研究与示范推广。新品种研发基地
!!((平方米，日光温室
ABCDv )#&&&
Õ５５７７
能化连栋温室
３１０００ AB
平方
米，育种网棚
６７００ ABC]j<38
平方米；建有科研楼 %&'&
２０９０平方
CDgM@ $(&&
AB
米，种子库
平方米，种子加工车间
６３０平方
CD MN ６３０
$)& ABCD
MN+ $)&
AB
米，办公楼
５６０ ABC7
平方米。工程中心内设办公室、财
CD~ !$&
+,!Þsk~J
务部、推广中心
、种质资源库、分子生物学、病理、
Â}Jhi!ÞJMXJ@NÖY»J-?J
ÒÓgMPQJ MN[lJ !°gM
花卉育种实验室、种子检测室、中国航天育种网
ª7 <$%&'５３
!)人，其中专家委员会专家２９人。
&D!"®'÷"® %'&7
站。有技术人员
!"#>&'()? 科研机构。位于秦州
38ú7 
天水市软科学研究会
µG

%#
7
#''*
eDºsÇ
区合作南路 ２１号。１９９４年成立，为天水区域内从
## }7
3»89»%a7 x|?u"| １１部。
事软科学研究的学术团体。编著理论专著

/0*áâ２１人、中级职称
%# &J!*áâ２０
%& 人）。单位占地面
&´7 ãäSå
副高级职称
!"" 亩，其中试验地
GD!¡QS *('
çÃèé3$eê
积æ ５８８
４７９G7
亩。先后取得科技成果

在城市研究、综合经济研究、科技发展研究、科教
ro89Jµw89J3$sE89J3

５２!%项，获省
、市科技进步奖)#３１项。２００４
年被国家
lDn2Jo3$pqr
l7 %&&* ¼°®
科技部确定为首批科技专家示范大院，２００７
年被
3$}ëìºíî3$"®fgïðD%&&( ¼
省农科院列为＂甘肃省农科院天水创新基地＂，中
2 3ðñºò
2 3ðóôRSõD!

经济与农业发展研究、企业改革研究、区域经济研
w· #sE89J£#¤89Jw8

o89Jg89JvÕ· ¡89J ¢
兴市研究、教育研究、历史文化与旅游研究、农村

究、应用软件开发、工程论证等领域取得研究成果
9Jij¥DsJ+,u¦¥§èé89eê

业务培训疫情的收集、整理、分析和上报，开展群
#Â9:#;<=J>?J@AUBCDDEF

９６'$项。有学者
l7 <»¨２８６
%"$人。
&7
甘肃省中高压开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012<@ABC89:;()<= 科研
38
机构。位于秦州区长开路６号。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
１２日
ú7QD $ 7%&&(  #&
¦ #%
v
w23$xîqD yzQD`©<}
经甘肃省科技厅批准，依托天水长城开关厂有限
~e7 ÅÆÇ!0ªD`kmU«¬n¥
公司成立。主要从事中高压开关设备和电器元件
R89JVWDsJ)®$%8sJ¯°Õ$
的基础研究
、产品开发、制造技术研发、信息化技
%8sJ $%cdJ 3$eêV#Õ±hii
术研发、技术咨询、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及推广应
j7 ²de７６
($ 项自主知识产权新产品鉴定，其中
l³Å´µV¶ôVW·ìD!
用。共完成
１４
项达到国内领先技术
#* 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３１
l¸¹°ºçpAJ)# l¸¹°s§ç$%
AJ$ l@»¼°®sU3$}ñº°®*
水平、６
项分别被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列为国家级

!"#&' " &
"F.+G¥7 <á+ ８" &D
防群治工作等。有职工
人，其中专业人员８
人

¼½ôVW] de°®3$}ù
"$)õ cþlm #
重点新产品；完成国家科技部＂８６３＂计划项目１

（副主任医师１人、主管医师
²/ÅHI- # &JÅJI-１人、医师６
# &JI- $人）。
&´7

项、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
lJ3$}°º3$µGcþlm １项、科技部火
# lJ3$}¾

¬¡Qª¼oö+÷ø¹ºù
o3$óôf
梁试验站被市总工会命名为＂天水市科技创新示

gRSõa
范基地＂。

天水市地方病防治研究所
!"#+,-./()* 科研机构。位于
38úa 
秦州区藉河北路。１９７６
月成立。１９９９
年６$ 月
ûüýa #'($年
 ５! ¦ea
#''' 
¦
划归天水市卫生防疫站（现天水市疾病预防控制
þÿo!Ö"#ª ²$o%&'"()
!Þ´D #Âþÿo%&'"()!ÞS&
中心），业务划归天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病
3D*+Ô,oSB-".89:/N7 ÅÆÇ
科，对外保留市地方病防治研究所牌子。主要从事
0oSB-J12-34J56U".$%78D
全市地方病、流行病调查
、监测和防治技术指导，

甘肃省养蜂研究所
01234()* 科研机构。位于麦积区
38ú7 Êæ

炬计划项目１项，承担甘肃省科技重大专项计划３
¿cþlm # lDÀÁ23$¼ï"lcþ )

ËKL ５５
!! 7
e #'(' 7
ÅÆMN)ì
马跑泉路
号。成立于１９７９
年。主要负责制定甘

l]dep３０２
)&%项长期储备技术、３９７
lQRÂm$%J)'( 项制造技术、
l)®$%J
项；完成了

肃省养蜂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蜂政管理、
2OPsE!QRSþUTcþJPUJ?J
PVWXY5Z[6U\P%-".] MN0
蜂产品质量监督检测和蜜蜂疾病的防治；负责全
2OP0ô$%89·hiD ^_<`}àj
省养蜂高新技术研究与推广，协助有关部门建立

１５４
项管理创新技术的开发。
#!* 项质量技术以及
lXY$%o± １７４
#(* lJ?óô$%Ds7
ÃÄóôeên2}*3$pqrÅ¥r１０
#&项、
lJ
这些创新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r１７
#( 项、三等奖
lJÆ¥r #*
<"á&' ###
&D
二等奖
１４ l7
项。有专职人员
１１１人，

养蜂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咨询与服务活
OP$%hiÁÂaD æbDEcd·ÁÂe

其中∶博士及省级政府津贴以上专家１１
&J0*
!ÇÈÉ±2*UÊËÌoB"® ##人、高级

!"# !－
－! ２８５

天水大辞典
!"#$%

职称
５２ ()*!+,-.(/
人，专职产品研发人员 $%３９ 甘肃省科技厅批准，依托天水二一三电器有限公
MNO<PQRS) TUVWM)NZv^_`
!"２４
!"人、中级职称
#$%&!' #!
人，基础研究人员
人、专职制造工艺研发人员 &'
２１
($01-2(/ ４
" ($*!3456-.(/
人、工程设计人员
(7589:(/ ３１人。
(' (;
甘肃省微电子封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科研
&'()*+,-./012345 <机构。位于秦州区双桥路
１４号。２００６
年１１月
２８
GH &))* I
'' J &+
=>; ?@ABCDEF '"
日经甘肃省科技厅批准，依托天水华天微电子股
KLMNO<PQRS) TUVWXVYZ[\

份有限公司成立。下设集成电路塑料封装研究中
]^_`abc; d9ebZFfghi-2%
心、西安高端封装研究中心、集成电路研究室、混
j$klmnhi-2%j7ebZF-2o7p

合集成电路研究室、电源研究室、功率器件研究
qrbZF-2o7 Zs-2o7 tuvw-2
o7xyv-2o7rbZF9z-2o7rbZ
室、传感器研究室
、集成电路设备研究室、集成电

路包装材料研究室、标准化研究室、分析与可靠性
F{i|g-2o7}S~-o 
实验室等，同时，还设立实验室
、科技管理部门、图
o))9co77
o7o:%jH  ¡
书情报室、技术档案室和计算机网络中心。主要从

事集成电路封装、混合集成电路封装、电子模块封
¢ebZFhipqebZFhiZ[£¤h

装。完成省部级设计开发项目
iH ¥bO¦9§¨.©ª５０
#) 多项，完成新产
«©¬¥b+
品、新技术、新工艺
３９
,  56 ３６０多项，申报国家专利
(*) «©) ®¯°*± (%
项，其中发明专利９
２２ ©H
项。有技
©¬²%.³*± %项，获得专利授权
©¬´µ*±¶· &&
^
术开发人员
¨.(/１９５
'%#人，其中高级工程师
(¬²%m¦58¸ １８
'+ 人，同时
(¬

外聘专家
¹º*°１０
') 名。
»H
&'(*678./012345 -
甘肃省电气传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科研机

构。位于麦积区廿铺工业示范区
２２GH
号。１９９７年５
>H ?@¼½C¾¿5ÀÁÂC &&
'%%, I #
J １８
'+ KÃMNOQRS¬TUVWZÄxÅ
月
日经甘肃省科技厅批准，依托天水电气传动
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下设研发部、工程部、
-Æ^_ÇÈ`abÉH d9-.58

司成立。主要从事智能电器关键技术研究及产品
abc;  ¡¢OPZvÚQP-2R+,
开发。至
¨.; S２００９
!))%年底，共有技术开发人员
IT)U^P¨.(/１９５
'%# 人，其
()²
中高级工程师
１０名。与兰州
'+ 人，同时外聘专家
()¹º*G ')
»; VB
%m&58¸１８
理工大学电信工程学院合作进行的＂可通信低压
;W12
5%ÕZW58ÕFqXöñÓ(
电器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被列入甘肃省
ZvÚQP-2RÏÐ+ ©ªY0ZMNO
!))+ 年科技重大专项，对
I<PÝ%*©) [ 725(
２００８
ＧＳＣ３ OP93\û]
智能控制交流接
^v7720' ZÅOP_`v772/8'6") ab
触器、ＧＳＤ１电动机智能保护器、ＧＳＷＲ１－４０
无涌

流û 电容切换
相固态继
Z 3 c d器v、ＧＳＪ２Ｇ－４０
7729!76") 单
5Ù
e f ÷电器
Z v、
7
ＧＳＷ１－６３００
72/'6*())系列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电梯专用
å0OPghPijFv7 Zk*Ð
静音接触器、ＧＳＢ３
液压电磁式断路器、ＧＣＧ３ op
隔离
lm]^v7721( n2Z.ijFv7757(
开关等产品开发申请国家专利，其中
ＧＳＣ３ OP9
智能控
¨Ú+,¨.®q¯G*±)²% 725(
3\û]^v¥b¨.çr´(
!))% 年度甘肃省
IsMNO
制交流接触器完成开发并荣获＂２００９
t58uv<PöwMx+; d9<P
机械工程协会科技进步二等奖＂。下设科技管理
部
、控制电器技术部、配电电器技术部、成套电器
793ZvP7ÛZZvP7bÜZv
技术部、工艺技术部、试制车间等部门，分别负责
P756P7Ì3yz){|Ç
中心运行管理、各类电器产品技术研究
、工艺技术
%j}ñ7~Zv+,P-2756P
研究和产品试制工作。有技术开发人员
-2+,Ì35X; ^P¨.(/１９５
'%# 人，其
()²
%m&58¸１８'+人，外聘专家
()¹º*G１０
') 人。
(;
中高级工程师
&'(<=>?./012345 科研机
<-
甘肃省凿岩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¼½CF '*
G; !))* I '' J !+ K
构。位于麦积区社棠路
１６号。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８
日
LMNO<PQRS)
TUVWÅt^_Ç
经甘肃省科技厅批准，依托天水风动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建立。主要从事研究、推广高技术含量的凿
È`ac;  ¡¢-27ümP 4Ó

ØZÄxÅÙÚ+ÀÓÛÜ58~-¬
展与电气传动相关产业的配套技术工程化研究，

t; U9 " -2o7' ¨i-2Cï7!
岩机械。共设４个研究室、１个开放式研究区域、２
Ìo7' %j ' %Ì%j; -3¨
个试验室、１个检测中心和１个中试中心。研制开
.+, ３１
(' ©)
¥b= ( ì&d
发新产品
项，主要完成了３种升级换代凿岩机

重点开发
国产化全数字交变频电
')))-#)))./ ¯+~ßàáâãäZ
ÝÞ×.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ｋＷ
气传动系统，并重点在矿井提升机、轧机等领域进
ÄxÅåæ)çÝÞèéêëì$íîïð

产品，高气压高效履带式潜孔钻车、全液压／半液
+,)mÄ2mAiôy7ßn2 : n
压潜孔钻车及重型钎具，其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
2ôyRÝg) ²PW¯õ

ÊË56ÌH  ¡¢ÍZÄxÅ
规划部、工艺部、试验部。主要从事以电气传动技

术及应用为主体的跨学科综合性工程化研究，开
ÎÏÐÑÒÓÔÕÖq58~-¬×

１６１人，其中中级职称以上１１６
ñbÜ58ÏÐ-)×. ')))./
; ^P(/ '*'
() ²%%&!Í ''*
行技术成套和工程应用研究，开发
１０００ｋＷ Ídß
以下全 先。有技术人员
数字电气传动系统，在石油钻机、轧机等领域进行
àáZÄxÅåæ)èòóô=$í=õïöñ
PbÜ58ÏÐ-2) ÷ø¥ùßàáúû
技术成套和工程应用研究，继续完善全数字直流
xÅPçÑüÅß¯+~ö8öñÙÚýw$
传动技术并为推动全国产化进程进行相关软件、

(;
人。

&'(@ABCDEF./012345
甘肃省制管及锻压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¼½CFk; !)), I ''
J
科研机构。位于麦积区渭滨北路西。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

þw7ÛÜP-2; ÿ!«©mP+À~7<
KLMNO<PQRS) TUVW2 ^
硬件、配套技术研究。承担多项高技术产业化、科
１２'! 日经甘肃省科技厅批准，依托天水锻压机床有
P"Ú7#$:Ë7<PÝ%*©7O&0'7
_`ac;  ¡¢%g7¡}7à92t
(D
技攻关、火炬计划、科技重大专项、省长基金
、＂双
限公司建立。主要从事大型、非标、数控锻压机械
m)*+
(
k*©+©ª;(
")012 石油钻机电
òóôZ
¢{£¤¥+,Ó-3¨.)95;<7=;<7<8/ R
特别是剪折产品的研制开发，ＪＣＯＥ、ＵＯＥ、ＥＲＷ
及
高一优＂＂西部专项＂等项目。＂４０ＤＢＳ

传动系统＂＂超导磁铁电源＂＂ＴＳＡＣＤ－０１
系列低压
(
,-./Zs+
(
324506)' å012
xÅåæ+
%34ãäv+
(
324506!'系列大功率制动单元＂
å0%tu3Å56+
大容量变频器＂ＴＳＡＣＤ－２１
ßàá7ó.Z893åæ+  ３０
() «©+
(
＂全数字柴油发电机组控制系统＂等
多项新产
品和科技成果通过了省级新产品和省级科技成果
,<Pb:;<=O&+,O&<Pb:
鉴定。有职工
>?; ^!5４９５
"%#人，其中高级工程师
()²%m&58¸４" 人、副高
(7@m
级工程师
８７ ()O&*ÀAB(
人，省级专业带头人 '!
１２
&58¸３２(!人、工程师
(758¸ +,
人，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
人，专门从事电气传
()CD¯EF*GHI １３
'( ()*¡¢ZÄx
(;
ÅJÅ~-2Ó '#!人。
动自动化研究的１５２
&'(9:*;./012345 <-
甘肃省智能电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科研机
I + J !#
KL
>;?@ABCKLF (#
构。位于秦州区赤峪路
３５G;!))+
号。２００８年８月
２５日经

¦§¨3bÜ9zÓ-.R²©t9zÓ
矩形钢管制管成套设备的研发及其他机械设备的
-.; d9t-2Æ7ZÄ-2Æ7n2-2Æ7
研发。下设机械研究所、电气研究所、液压研究所、
Wª%j7«¬¨.7567%Ì7<P
信息中心、市场开发部、工艺部、中试部、科技管

理、财务部及人事部等部门。开发新产品
7ER(¢; ¨.+,３０
()多种，
«)

取得国家、省
、部、厅、市级科技进步奖 ',
１７ ©)¯G
项，国家
®µ¯G7O77Q7«&<Pöwx
ÝÞ+, ! ; ´µ¯G*±１９
'% 项。有职工１２２
©; ^!5 '!!
重点新产品２种。获得国家专利

名，直接从事科技活动人员
»)ú]¡¢<P¯Å(/１０７名。
'),»;
&'(GH./012345 科研机构。
<->;
甘肃省轴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ABC°±F ##
G; !))+ I
+ J !# KLO
位于秦州区岷山路
５５号。２００８
年８月２５
日经省
科技厅批准，依托甘肃海林中科科技股份有限公
<PQRS) TUMN²³%<<P\]^_`

! !"# !－
－２８６

社会事业
LMNO
司建立。下设有产品设计室、工艺设计室、物理化
!"#$ %&'()&*+,-.&*+,/01
学实验室
、轴承动性能试验室、轴承寿命试验室及
234+,56789:4+,56;<:4+=
计量中心，主要从事轴承新产品、新技术
、新工艺
*>?@ABCDE56F(),FGH,F-.
的研发。共开发新产品
５０００
OPFQ)QRS "###
IJKL MNKF()４４!!个，新产品产值达
万元以上，并实现了由单一轴承结构向轴承单元
TUVWP X3YZ[\]56^_`56\U

建设工程化实验条件，形成科研开发
、技术创新和
&-#134qrÔs6JNK,GHIF5
产业化基地而成立的省级研究机构。截至
年
Q¢1tuv6InJr_L wx ２００８
*++% |
底，天水市依托企业建成
１０家，承担国家和省级
yÔìX¢6 )+
eÔ6zde5n
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 项，投入技术研究开发经费
iÔ|}GHJNK~
ñ{G*ÓiÅ５６
１．１５
亿元，完成技术集成及工程化成果 ４３２
)4)" UÔ6GH\6=-#167
!&* 项，获
iÔb

的转化，产品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７
项。有职工
Ia1PQ)GHbcdeKfgh $ iL
'j-

得自主知识产权
c»BQ１３７
)&$项，获奖成果
iÔbï67 ７６
$( 项，培养技
iÔnoG

!$%人，其中高级专家８
kPl?mnge %
kPop３& 人。
kL
４７８
人，博士

H5ÿkp３２５
&*"人。
kL
术和管理人才

!"#$%&%'()*+,-./0$1
甘肃省中药制药微波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六大科技创新工程
A>B-CD=, 《中共天水市委、天水市
Ç?Mì2,ì

科研机构。位于麦积区花牛路
３７号。２００６年
１１月
qJr_Lstuvwxyz &$
{L'##( | ))
}
２８*% 日经甘肃省科技厅批准，依托天水华圆制药设
~G P &
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建立。主要从事中药制药微
qG'!$ BCDE?

k `tPGIFWíMKI
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
:ÆÁ¥343IGIF-#L *##% | %８
决定》提出并组织实施的科技创新工程。２００８年

波应用研究与开发。下设财务部、人事部、工艺部、
JNK$ %&,kE,-.,
r,J L ¡-¢&£¤YNK
机械部、微波研究所。在工业微波设备方面现开发

市科技创新五年规划的通知》，明确了全市科技创
ìGIFÞ|©ÓI/ÆÔfZìGI
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及主要任务。六大
F-I5«¬Å=BCL !

¥ １００
)+# ¦O§¨©ªIQ)P
Q)«¬GH
出
多个不同规格的产品，产品总体技术水平

科技创新工程包括科技创新创业园工程（新建
１
GIF-#GIFI¢-# F )

处于国内领先，部分产品填补国内外空白，拥有国
®td¯°±P²Q)³´d¯µ¶·P¸'d
家专利７０
eg¹ $#项，独自起草行业标准
iP º»¼½¾¢¿３& 项。《微波提
iL ÀÁ
取、微波干燥项目》《连续式微波真空干燥机项目》
Â,ÃÄiÅÆ
ÇÈÉÊË¶ÃÄriÅÆ
被列为
ÌÍÎ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Ï*##$ 年度国家火炬计划项目，《自
|ÐdeÑÒ*ÓiÅÔÇ»
7?ÁÂÕÖÃÄ×ØÙÚIJiÅÆ
动中药微波提取浓缩干燥耦合装置的研究项目》
%(&ß*Ói
ÛÍde
ÜÝ]ÞßGàá*ÓÜ
荣列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与＂８６３＂计划项
ÅL âÊË¶ÃÄrãäå?ær,,-.
目。厢式微波真空干燥机
、速控中药制丸机、ＷＭＧ
çÍèéÊÃÄêërbc,ì,¾¢G
系列隧道式微波干燥灭菌机获得省、市、行业科技
kÔl?µôg
íîïðiL 'ñòGHkó ($人，其中外聘专
进步奖三项。有各类技术人员６７

处工业高新技术创业园和培植壮大省级农业高新
®-¢mFGHI¢5n!n ¢mF
技术示范园区）；科技创新体系工程（培育发展
３０
GH¡¢w£¤GIF¬ç-#n¥K &#
个产学研相结合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创新
OQ2J_^ØI-#GHJ?@£¤GIF
型企业工程（培育
２０ eden5nGIF*
家国家级和省级科技创新型
*X¢-#n¥ *#

家、教授１５人。

月
日，《天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天水
} ２１
*) ~Ô
Çìk +`tK

X¢£¤GIF67-#¦|Âc *##
企业）；科技创新成果工程（每年取得
２００ iVW
项以上
J67£¤ §GX¢IF-#n¥K *##
科研成果）；民营科技企业创新工程（培育发展
２００
e §GX¢£¤GIF¨ -# ６
(O
家民营科技企业）；科技创新富民工程（建立
个

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基地）。
¢GIF¡¢tu£L
BEFG １９８９
)/%/年天水市在甘肃省范围内率
|ì¡¢©¯ª
科教兴市
±Á¥I«f¬L )//* |6ZVì2,ì
先提出的振兴战略。１９９２年成立了以市委、市政府

e,õö )" kL

首钢岷山机械厂·兰州理工大学工程技术研
23456789:;<=>?=,-./

发中心科研机构。位于秦州区岷山路
@$1 qJr_L st÷ øw ùúz３７号。
&$ {L
２００１年
*++) |７月
$ }１８
)% 日由首钢岷山机械厂与兰州理工
~[ûüùúrýþøÿ大学联合建立。主要从事技术研发及产业化。下设
!2"ØL BCDEGHJK=Q¢1L %&

研发部、工程部、工艺部。有人员
名，副高级职
JK,-#,-.L 'kó １５
)" $Ô%mnj
称以上６人，中级职称以上９
&VW ( kÔ?nj&VW /人，本科以上人员
kÔ'VWkó (６
$L mGHr(]¬1Q)
)
-012++)3 型数控多
*+å¦
名。高技术机电一体化产品＂ＭＳ－Ｋ００１Ａ
,9-Ør.ßt２００２
*++*年
| １２
)* }/0[12,
功能复合机床＂于
月通过由省经贸委、

BC°3®Ô²%¯°,%ì®Î%3®Ô
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副书记、副市长为副组长，
 ２０
*# O±ØMÿ²]³´Î6óI
包括
个综合经济管理部门一把手为成员的科

教兴市领导小组。１９９５年，天水市被国家科委列为
õfì°µ3L )//" |ÔìÌde2ÍÎ
全国科教兴市试点市。１９９６年起该工作被纳入各
dõfì:¶ìL )//( |¼·-Ì¸}ñ
县区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的年度目标责任考核范
¹w5ìº'`²I|ÐÅ»¼¢

G67ß8i9:Ô*++! |b
)
Gíî;
技成果＂两项鉴定，２００４
年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

围。１９９７
年天水市首次被国家科委评为＂全国科教
©L )//$ |ìû½Ìde2¾Î
)
dõ
fì±í¿ìßÔÀ ２００８
*##% |yÔÈÉÁ½Ûb
)
兴市先进城市＂，到
年底，连续四次荣获＂全
dGíî±íìß&{Ô;wÞ¹/0d
国科技进步先进市＂称号，二区五县全部通过全国
ÂÞßÃTÔ-BC¯ÄF
Gíîì¹»¼L)
科技进步市县考核。＂九五＂期间，工作主要内容是
3
)Ý!G-#ßÔÅ
)ÂÞßÃTÆÇGÈ
实施＂十大科技工程＂，即＂九五＂期间粮食科技增

<ïßL *++$ |７$ }
)
=>a?3ØÊ=@ABC
等奖＂。２００７年
月＂氧气转炉组合式氧枪喷头钎

产工程，农村支柱产业科技增值工程，乡镇企业科
Q-#Ô ÉàÊQ¢GÈR-#ÔËÌX¢

焊技术研究＂项目通过甘肃省科技厅组织的＂科技
)
G
DGHJßiÅ/0G34I

技振兴工程，企业技术改造工程，高新技术产业发
G«f-#ÔX¢GHkl-#ÔmFGHQ¢K

67ß9:Ô*++% |
|b
)
m<2EG
成果＂鉴定，２００８
年$７年获＂甘肃省高等学校科技

展工程，培育创造名牌产品工程，科技先导型企业
-#Ôn¥Il$ÍQ)-#ÔG±*X¢

íî;<ïßL
进步二等奖＂。

¡¢-#Ô §GX¢;½I¢-#ÔG67
示范工程，民营科技企业二次创业工程，科技成果
转化工程和跨世纪科技人才工程。
a1-#5ÎÏÐGkp-#L
十大科技专项
H>I-JK ２００５
*##"年《天水市＂十一五＂科
|Çì)Ý]Þß
技发展规划》提出的利用资源和行业优势，抓好重
GK©ÓÆÁ¥I¹ÑÒ5¾¢ÓÔÔÕÖ×

r-¢!,G34I
)
FQ)ß5
)

省机械工业公司、省科技厅组织的＂新产品＂和＂科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0$1 科研机构。是天水市为
Jr_L FìÎ

坚持＂创新、产业化＂的方针，探索科技与经济结合
GH
)
IF,Q¢1ßI£JÔKLGM^Ø

的新途径，加强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中间环
IFNOÔ PQG67`RQSa1I?TU
节，促进科技产业化，面向企业规模生产的需要，
VÔWíGQ¢1Ô¤`X¢©YRQIZCÔ
[7\6,]^I-#167`_`¾¢ab,a
推动集成、配套的工程化成果向相关行业辐射、转
cdeÔ WíFfQ¢Ig¼5hiQ¢Ij
移与扩散，促进新兴产业的崛起和传统产业的升
级改造，促进科技体制改革，培养工程技术人才，
nklÔWíG¬kmÔno-#GHkpÔ

点发展领域的科技专项。包括
¶K°ØIGgiL １．电子科技专项∶重
)5(ÙGgiÚ×
¶©ÛÜ(ÙQ)mÝÐ\6(zÞÙGHN
点围绕光电子产品高密度集成电路封装技术开
KÔP!ß¬àfQ¢á?âQ),%âQ)I
发，加大半导体照明产业链中游产品、下游产品的
研究开发力度，大力开发新型双极型数字集成电
JNKSÐÔ !SNKF*ãä*+å\6(

!"# !
－! ２８７－

天水大辞典
!"#$%
路!"#$%&'()*+,-./0123456
、功率半导体器件，依托现有基础，形成微电子

的质量标准体系和质量监测体系，发展有机食品、
OÊpóô'¶SÊpqr'¶*=Ô.{S8>

产品从设计开发、芯片制造、封装到可靠性试验紧
789:;<=>?@AB>CDEFGHIJK
密衔接的产业链和产业群。２．先进装备制造科技专
LMNOPQRSPQTU !"VWDXABYZ[

绿色食品等无公害食品，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１０．
stS8ðñòS8*üpúP8Ou¿H¹ *+"
农作物新品种选育科技专项∶
重点加速培育专用
úvÙ°8ÞaÝYZ[\¦ ^_s/îÝ[
小麦
、特种玉米 、多抗的农作物新品种。改进和提高
wx>yÞcd>z{OúvÙ°8Þ¹ûWSüp
常规育种技术，建立健全良种繁育技术及示范推广
|}ÝÞZb* CD~¿5ÞäÝZbµ3ö÷

项∶重点围绕可靠性设计技术，防疲劳断裂设计技
\]^_`aFGH:;Zb1cdefg:;Z
术，仿真与虚拟设计技术，现代集成制造技术，先
b*hijkl:;Zb*-mn3ABZb*V

进成型技术，高可靠性液压技术开发，加大超高精
W3oZb*pFGHqrZb<=*stupv
数控复合机床加工设备、锻压剪切加工设备、数控
wxyz{|s}:~>rs}:~>wx
凿岩机械设备、圆锥（柱）滚子轴承、中药制丸自动
{:~> 6>A

体系，推动良种产业化，保障粮食安全。
'¶*ö5ÞPQ*Su¿¹
科技特派员制度
&'()*+, 兴农措施。主要内容为遵
úR¹ % [$
循市场和农业科技发展规律，鼓励科技人员深入
×SúQYZ=Ô}* YZý

断路器
、高可靠性节能型交直流接触器 、新型自 动
f!(>pFGH«¥o¬®N¯(>°o

农村一线，围绕当地优势特色产业，与农民建立利
ú*`a ytPQ*júD
益共同体，开展农村科技创业和服务，形成＂风险
 ¡
'*<ÔúYZQS*23
共担、利益共享＂运行机制，激发科技人员和农民
¢>£¤ê{A*¥=YZSú
创业的积极性，促进现代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
QO¦§H* ëW-mØP ¨©ú®¹

化仪表、传感器及控制系统软件等重点新产品。支
±²>³´(µxA¶·¸)^_°P8¹ º
持石油钻机全自动控制技术、高精度电源、高压大
»¼½¾{¿xAZb>pv5À>prt

２００２
月，天水市被国家科技部确定为全国科
!,,! 年
ª &６ ^*
ÕÖ×ÓZ«YZ¬®$¿ZY
技特派员试点城市，适合天水市实际的有技术资
Zy¯I_°×* ±zÕÖ×Ä²O.Zbì

功率变频器实现产业化。４．材料及新材料科技专
Á$ÂÃ(Ä-PQ¹ $" ÅÆµ°ÅÆYZ[
项∶重点围绕镁金轻质金属材料、电力电子器件用
\¦^_`aÇÈÉÊÈËÅÆ>556()
金属复合材料
、稀土复合材料、精细化工材料、新
ÈËyzÅÆ>ÌÍyzÅÆ>vÎ}ÅÆ>°

金入股型、科技项目有偿承包型、企业有偿聘用
È³o> YZ\´.µ¶o> ·Q.µ¸
型、独资创办科技实体型、＂高位嫁接＂型、中介服
o>¹ìºYZÄ'o>
p»¼N½o>¾
务型、＂法人特派员＂型、团队特派员型等
种科技
o>

¿y¯½o>ÀÁy¯o (８ ÞYZ
特派员服务模式。共选派
y¯ÂÃ¹ a¯ ９１０名科技特派员，建立
)-, ÄYZy¯*CD

化成套加工设备等研究开发力度，采用数字化、信
3s}:~<=*w>
息化技术对装备制造产品进行优化升级。３．智能电
ZbD~AB78W ¡¢£ #"¤¥5
器科技专项∶重点开发智能化高低压开关柜、真空
(YZ[\¦^_<=¤¥p§r<¨©>iª

型电缆材料
、摩擦密封材料、半导体植被的开发与
o5ÏÅÆ>ÐÑLCÅÆ>%&'ÒÓO<=j
PQ*=ÔÕÖ×O°ÅÆPQ¹ %"ØÙÚY
产业化，发展天水市的新材料产业。５．生物医药科
Z[\¦^_=ÔÒÙÛ/ÜÝÞßàÕÝÞ>á
技专项；重点发展植物转基因育种、航天育种、组

织快繁、动物胚胎移植等生物技术。紧密结合中草
âãä>ÙåæçÒØÙZb¹ KLèzé
O<=jØP* êp°ZbëWìÀO
药的开发与生产，运用高新技术促进中药资源的
可持续开发和中药新品种的开发，培育发展生物
F»í<=S°8ÞO<=* îÝ=ÔØÙ

示范点
多个，引进新品
!%! 个，实施科技项目
Å*ÄRYZ\´ ５６０
%&, zÅ*&W°8
3_２５２
'), Å*ö÷°Zb ４５９
$%) \*I_ÆúªÇ
种Þ ７９０个，推广新技术
项，试点区农民年人均
ÈÉÊs １４？？３５？？建立利益共同体
-$./#%.*CD'５６%&家。
«¹
纯收入增加
&'-./012
ÕÖ×ËÌ$
Íz
科技服务平台建设 天水市政府为优化整合
YZìÀ* ëWYZ3ïÛCDOñÎ
科技资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建立的公共服务平

医药产业。６．果品科技专项；重点实行无公害标准
ÚPQ¹ &"ï8YZ[\¦^_Äðñòóô
化栽培技术，推广果实套袋、生物防治，有机农业
õîZb*ö÷ïÄø>ØÙcù*.{úQ
栽培技术，改进和提高深远育种技术，以天水花牛
õîZb*ûWSüpýþÝÞZb*ÿÕÖ!"

Ï¹ % .¦-"Ð©565(·QO

012 ñÑ
台。主要有∶１．面向电子电器企业的＂ＥＭＣ
公共检
ÒÄJÓ½*nÔÕÕÖ565(PQnTw
测实验室＂，集中解决天水电子电器产业集群中小

苹果标准化生产为主，培育和引进蜜桃、葡萄、核
#ïóôØP$%*îÝS&W'(>)*>+

题。２．＂十节点三维ＣＡＤ设计中心＂，成为装备制造
Û¹ !3

Ü«_ÝÞ 245 :;ß½*3$D~AB
业中小企业产品设计技术共享平台。３．＂科技企业
Qw·QP8:;Zb£ÎÏ¹ #"
à
YZ·Q

桃、扁桃和仁用杏等优质果品，加速新果品的开
(> ,(S-. Êï8* s/°ï8O<

·QÖ×±(:~SðÑÒIJØÙOHÚ
企业缺乏仪器设备和无检测试验手段的共性问

灌溉、反季节栽培
、设施栽培、无土栽培等技术研
NO>PQ«õî>:Rõî>ðÍõîZb

孵化基地＂，成为培育科技创业企业和企业家的摇
á/½*3$îÝYZQ·QS·Q«Oâ
篮。４．＂天水信息港＂，成为中小企业信息和信息化
ã¹ $"

ÕÖä½*3$w·QS
¸å)ZbºæÎÏ¹ %"

w·Qî:ß½*3
软硬件技术支撑平台。５．＂中小企业培训中心＂，成
$·QçèSZbéO[Qî:/¹ &"

Zb
为企业管理和技术人才的专业培训基地。６．＂技术
êëß½*F$·Qüì=>\´íî>Zbê
咨询中心＂．可为企业提供研发、项目申报、技术咨
ë> [LzSïð¹ '"

p°ZbÛç
询、专利等综合服务和帮助。７．＂高新技术转移中
ß½*$¿ZYñò>pójÕÖ×·QôY
心＂，为全国科研院所、高校与天水市企业间科研
成果和科技难题需求搭建转移、交易、沟通的桥
3ïSYZõÛö÷øCÛç> ¬ù> úûOü
ý¹ ("

}Q=ABß½*$ÕÖ×AB·Qü
梁。８．＂工业研发制造中心＂，为天水市制造企业提

究为重点，围绕食用菌
、辣椒、非菜 、芦笋等蔬菜品
$^_*`aST>UV>WI>XYFI8

ìABOã/ÔÕþÿOZbº»¹
供制造的快速解决方案的技术支持。

种和国内外优质百合、月季等花卉新品种的选育
ÞSZ[\ Ê]z> ^Q_`°8ÞOaÝ
引进，提升蔬菜和花卉产业的发展。９．农产品精、深
&W*ü¡FIS_`PQO=Ô¹ )"úP8v>ý
加工科技专项；重点围绕苹果、甜玉米、食用菌、辣
s}YZ[\¦^_`a#ï>bcd>Se>U

天水市科技功臣奖
!"3&'456 政府奖项。２００５年由天
ËÌ!\¹ !,,% ª"Õ
水市人民政府设立，主要授予科学技术工作者和
Ö×ËÌ:D* % #$Y%Zb}v&S

=¹ '"01YZ[\¦^_02ðñòP8ØPZ
发。７．畜牧科技专项∶重点畜禽无公害产品生产技

术集成与示范推广为主，开展良种繁育、暖棚养
bn3j34ö÷$%* <Ô5ÞäÝ> 678
殖、养殖技术培训、疫病防治技术，加速瘦肉猪、优
9>89Zbî:>;<cùZb*s/=>?>
质鸡、肉用羊、肉用牛、优良牧草等畜禽草新品种、
Ê@>>A>>"> 51é02é°8Þ>
新组合的培育，加强畜禽优良品种快速繁育技术
°ázOîÝ* sB02 58Þã/äÝZb
的开发，建立健全良种繁育技术体系，推动良种产
O<=*CDE¿5ÞäÝZb'¶*ö5ÞP
业化。８．蔬菜和花卉科技专项∶重点以蔬菜无公害
Q¹ ("FGS!HYZ[\¦^_ÿFIðñò
生产技术
、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等为主，应用节水
ØPZb>JKòLzcùZb$%*M«Ö

椒、脱水蔬菜等农产品加工等进行技术研发，运用
V>fÖFIúP8s}WZb=*ê
g}h>ØÙ=i}h>iªjk°Zb*t
酶工程、生物发酵工程
、真空冻干等新技术，大力
A<=klï>Se>mn°P8*ëW-m
研制开发干鲜果、食用菌、沙棘新产品，促进现代

科技成果产业化实施者。具体为∶１．自主研究开发
YZ3ïPQÄR&¹ ''$¦-"%<=
的高新技术成果及产品，经实施形成产业化，在本
Op°Zb3ïµP8*(ÄR23PQ*)*
×+ÝªÅ,Ëª-./01E ２００
!,, 23ÿ
市近三年一个财政年度纳税总额达到
万元以
4O¹ !"&W>ö÷Mp°Zb3ï*23}Â5
上的。２．引进、推广应用高新技术成果，形成规模效

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建立健全农产品及其加工品
S8s}QO=Ô¹ CDE¿úP8µos}8

益，在天水市近三年一个财政年度纳税总额达到
* )ÕÖ×6ÝªÅ,Ëª7./01E

!"" !－
－! ２８８

社会事业
GHIJ

３００
!""万元以上的。３．在某一学科（专业）领域研究方
!"#$%& !#'()*+,-./01234

钠、氟矽酸钠消灭越冬及早春菌源；采用休闲地伏
 QFóÝÿÄº*Xf¾

面取得重大科技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
56789+:;<=>'+?:@ABCDE
越建树，在省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不分等级，每
FGHI'JKLMN89OP%& QRSTIU
年评审一次，每次授奖人数１人，可以空缺。奖金
VWXYZIUZ[\]^ $ ]I_#`a& \b
额为
万元，其中
６０？？给科技功臣获得者，
%" e"I
fC &"'\g+:hij7>I
cd ２０

耕、夏种地中耕除草、消灭自生麦苗等措施，以消
¼(¾CQÇNÈSIêQ
灭越夏菌源。该项成果在选育、推广种植抗锈、耐
F¼º*& ml'j(C
锈小麦新品种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K'(4567Ø%%&
黄河流域小流域综合治理和大面积保持水土
12&3!&345,6789:;<=>

４０？？给完成项目的其他有功人员。天水市首届科
("'\gklmn%foDh]p&qrstu+

措施的研究和推广
?@A/07BC 科技成果。由黄河水利委员
+:l& Êrp

:hidqrvwxy23z{|I }~u+:
技功臣为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张军，第二届科技
功臣为天水长城开关厂有限公司马炳烈，第三届
hidqrD I }u
科技功臣为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宋建荣。
+:hidqrs.+*23zG&
小麦条锈病流行规律及防治方法研究
科技
!"#$%&'()*+,-./0 +:
成果。由甘肃省农科院植保所小麦锈病研究组王
l& J+z23

会天水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陕西绥德水土保持
µqrrv+* ¡¢ £4¤¥rv

持处和中游治理局共同承担，于
１９５１—１９８５年进
v¨¶CËzB©Ñg®¯I° $)*$±$)+*
V²
行并完成。获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该
$)+* Vð
£+:²ª~S\& 
³´kl& j １９８５
项目针对不同地区的水土流失类型，因地制宜地
mn«^Qg¾Ó%rÚ¬bcI I¾®¾

吉庆、宋位中、叶国玉
、陆家兴、刘守俭、郭满库、姜
C ¡¢£¤¥¦§¨©ª«

²³ØrÚ¬Ó¯ rvÛ¯ÝÚ1°
进行了水土流失区划、水土保持规划及小流域综

根菊承担，于１９５８—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０—１９７７
年进行
¬®¯I ° $)*+±$)&& V$),"±$),, V²³
并完成。获
１９７８ VJ+*9µ\¶·
年甘肃省科学大会奖和全国科学
+*
´kl& j $),+

±zB%23I B²7³´ rvµ
合治理的研究，开展田间工程、水土保持耕作措
¶²·W¸¹Î¾º»c¼
施、引进移植推广优良保土植物、山地果园典型示
范推广、薪炭林建设及流域治理、榆林流动沙地飞
½¾¿ÀGÁÝÚ1zBÂÀÚyÃ¾Ä
播造林、遥感技术、淤地坝试验研究与推广、无定
ÅÆÀÇ&:@È¾É ¡23ÊËP
河流域综合治理等
１０$"方面的工作，至
ÊÚ1°±zBS
45%³µIÌ１９８５
$)+*年，已
VIÍ
治理面积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zB5)VrÚ¬5)% ２３？？经济效益显著。
%!=I%&
'°±zB%１９１３
$)$! 条小流域中，治理程度高的保
¹Ú1CIzB´ðÀ%
在综合治理的
qrr
rÎ +"'IÏÃÎ
水效益达
８０？？拦沙效益达 )"'ê$&
９０？？上。天水水土保
v+*á¡¢Ð２０
%" 世纪
ÑÒ ("
持科学实验站从
４０ VZÓ=ÔrÚ
年代起就开始水土流
¬ÛÜ23I ÕÖxê×µØ%ÔÙ4{dâ
失规律研究，总结出以旱作农业的系统方法为主
»KÚ%µ{IêÛÜÝÃÞdZß%À
要内容的耕作法，以刺槐、苹果、沙棘为代表的林

大会奖。甘肃是全国小麦条锈菌重要越夏基地，条
9µ\& ¸· ¹º8»F¼½¾I¹
锈菌在甘肃有甘青高原晚熟春麦、洮岷晚熟春麦
º'D¿ÀÁÂÃÄ ÅÆÂÃÄ
自生麦苗、渭河上游自生麦苗、六盘山晚熟春麦、
ÇNÈÉÊ$ËÇNÈÌÍÎÂÃÄ
陇东高原自生麦苗共
ÏÐÀÁÇNÈÑ *５个越夏区系。此项研究一
ÒF¼ÓÔ& Õm23Y
¸Ö×ØÙÚ³ÛÜÝAÞßI 'JKtZ
是摸清了病害流行规律及发病循环，在省内首次
%!"" æçè%ÂÃ
àá¹ºâã'äå ２３００
证实小麦条锈菌主要在海拔
米左右的晚熟
ÄÝäå１４００米（陇东）或
$("" æ,ÏÐ/= １６００米（陇南）以上
$&"" æ,Ïé/ê$
春麦及海拔

的小麦和黑麦自生麦苗上越夏。旬平均气温
２２℃
%¶ëÇNÈ$F¼& ìíîwï %%.%!/I ¸¹ºF¼ïð$& ¹º'äå
～２３℃，是条锈菌越夏温度上限。条锈菌在海拔

站、庆阳西峰水土保持站、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
¢¦4§rv¢Êrpµr

１６００米（陇南）或
１４００米（陇东）以下地带越冬。１
$&"" æ,Ïé/= $(""
æ,ÏÐ/êñ¾òFó& $
ôõíîwï 0&123,4I ¸¹ºFó%ïð
月份平均气温－６℃～－７℃，是条锈菌越冬的温度

园技术，以草木樨、小冠花为代表的牧业技术，以
º:@IêàáâãdZß%äØ:@Iê

下限。白龙江、嘉陵江、渭河、泾河流域的沿川及半
ñ& ö÷øùúøÉÊûÊÚ1%üýÝþ
山地带是条锈菌越冬基地。早春旬平均气温
Î¾ò¸¹ºFó½¾& ÿÄìíîwï２℃、
%5
旬平均最高气温
ìíî!Àwï ８℃时，越冬条锈菌回苏显病。在
+6"IFó¹º#$%& '
感病品种面积大、早春菌源量大，４、５
月份降雨量
&'(5)9 ÿÄº*+9I(* ôõ,-+

措施，进行了大面积推广应用。２０
I²³Ø95)çf& %" 世纪
ÑÒ ７０年代后，
," VZlI

各在
１３℃～１５℃以
.' ４０￣５０毫米以上，平均气温在
("7*" /æê$Iíîwï' $!89$*:ê

产的优化配置，开展以小流域为单位进行综合治
M%WìíI BêÚ1dî²³°±z
B% ¡¼½³µI´LlØYo»c& Ð
理的试验、示范、推广工作，并形成了一批典型。从
ï^ðñòóI ABØNMI ôõö÷N
而对控制土壤侵蚀，发展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
øIùúûüÃIAýØ8»µf&
活，减少入黄泥沙，发挥了重要作用。
DEF !"#>
+:l& Jþÿ!
酞菁蓝
ＢＧＳ 科技成果。由甘肃省甘谷油墨

上的条件下，冬麦区条锈病必然会大流行。条锈病
$%¹0ñIóÓ¹12µ9Ú³& ¹
3Ø'4565Ó7kl8VAÞßLI9:
除了在西北、华北区间完成周年发病循环外，还存
';'Ïé<KFóF¼º*=¾x>%8VA
在着在陇南境内越冬越夏菌源就地传播的周年发
ÞßI ?¸@A¹ºNB(Ý'(C
病小循环，这是导致条锈菌生理小种及品种抗锈
DEFGH%8»IJIdK(Ll%M*¾&
性加速变异的重要因素，为新小种形成的策源地。

地埂、梯田、淤地坝为代表的工程等各类水土保持
¾åæ²È¾ÉdZß%³´S.brv
在一个集流区域之内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利用土
'YÒèÚÓ1éK²³ÙYÛ¯I ±Bf
地和布设各项治理措施，以最大的经济效益为目
¾¶êÁ.mzBI ê!9%dn
标，进行农、林、牧、工程等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和生
ëI²³Àä³´S.mrv¶N

"#$%7&'S１０
$"人承担，于
]®¯I° $),"±$),%
厂酞菁蓝车间葛长茂等
１９７０—１９７２
V²³´kl& j $),+
VJ+*9µ\¶·
~¸NØNB(Ý'(CDOP& ¹ºN
二是做了生理小种及品种抗锈性鉴定。条锈菌生
年进行并完成。获
１９７８年甘肃省科学大会奖和全
+*9µ\& (s)D*+,-;*./êÝ
B('%QRS¸T$)&% V年１号小种占
$ U(V 国科学大会奖。颜料具有色泽鲜艳、着色力强以及
理小种在甘肃的消长趋势是∶１９６２
优势；１９６３—１９６４
年１０号小种上升，并取代１号
$" U($YI ´6Z $ U 耐晒、耐光、耐热、耐溶剂、耐酸碱、耐水性等极佳
012345rDS67
WSX$)&!±$)&( V

小种优势地位；１９７４—１９７６
年V
１７$,号、１８
号
(WS¾X$),(±$),&
U$+号、１９
U$) U
小种占主导，特别是
号占绝对优势地位；１９７７
(Vâ@I [\¸ １９
$) UV]^WS¾X$),,
年还发现尤皮Ⅱ致病的新类型。通过用不同生理
V9A_`a;A%Kbc& defQgNB
小种及多点自然鉴定，为育种先后提供了一批抗
(ÝhiÇ2OPI dj(klmnØYoC
$$u "$"!((
*pqrsItr* １１、永
源亲本材料，如水源
０１０３４４SdCh(
等为抗多小种
ÝvwCDrs& ¸mxØyz4{T|}eÿ
及持久抗性材料。三是提出了防治方法∶避免过早

性能，广泛用于油漆、油墨、涂料、印染、塑料、橡胶
D8I9f°ÿ:ÿ!;s<=>s?@
等工业。１９７０
S³Ø& $),"年前，国内需求主要依靠国外进口。
VAI KBCâ»DE L²F&
在上海油墨厂的协助下，先后经过
'$äÿ!%GHñI kle８０+"多次试验，
hZ ¡I

攻克了焙烧不完全、颜料化处理工艺烦琐、色彩不
IJØKLQk·(s¨B³MNO*PQ
Q,-SRIôSÁDNM³MImÀØM'T
够鲜艳等难关，改革原有生产工艺，提高了产品质

+¶M+IUVØ9+³Ás¶WbI´XYL
量和产量，节约了大量化工原料和资金，并逐步形
>(IÿÄ²³~ Xf %""<!""
 成了一套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生产工艺，产品质
lØYZ)D Kk²rí%NM³MI M'T
播种，早春进行镇压、耙糖；用
２００～３００ 倍氟化

$%& !－
－! ２８９

天水大辞典
!"#$%

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后由西北涂料研究所、广
!"#$%&'()*+ ,-./0123456
州油墨厂以及
年经上海化工厂进口公司送
!"#$ =>?@AB:(CDEF
789:;< １９７４
交日本有关单位鉴定，认为质量技术指标完全符
GHIJKLMNOP QRS!TUVWXYZ
合标准，其中色光、耐光、耐溶剂性等方面超过日
[W\P]^_`5a`5abcdefghiH
本和西德同类产品。１９７７年，除满足国内需要外，
Ij.klmnop %"&& =Pqrs%tuvwP
还向亚洲、非洲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出口。
xyz{5|{e}~%jCp
"&'()*+ 科技成果。由甘肃省甘谷
T p -
水溶性凹印油墨
89:TUkP
油墨厂技术科王治德、陈淑媛承担，北京新华印刷

厂协作，于１９７４—１９７５
１９７８ =
年
=(X+  %"&(
:P %"&$%"&' 年进行并完成。获
甘肃省科学大会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主要针对
 ¡¢jY%£¡¢p ¤v¥¦
凹印印刷中使用传统苯型油墨毒性大、易燃易爆
§^¨©ª«¬89®d£ ¯°¯±

心钻进和各种工程钻孔；重量较轻，可拆分为
个
(j`aB¸à-!±ó´+¹R ９" º

整体部件，最大部件
公斤，便于搬迁；结构简
.%( D
´½¾¿-ÀÁÂ
0"»¼´ »¼ ２１８
单、布局合理，所有部件均表露在外，不相互重叠，
L5Ãô[²´4J»¼ÄÅÆÇw´)ÈÉÊ´
便于维修；固定牢固、移车平稳、机架坚固、重心
½ËÌ-ÍOÎÍ5ÏÐ*Ñ5ÂÒÓÍ5
低，高速钻进时稳定性好等特点。主要用于地表及
Ô´«O(<ÑOdEeÕ/ñ ¤v©Ö<
坑道对固体矿床进行金刚石、硬质合金钻头钻探，
×Ø¦Í"lÙ( 5·S[Új´
亦适用于工程地质勘探，浅层石油、天然气
、地下
ÛB©B¸Sij´é8 85ÝÜ$5Ý
水钻探，堤坝注浆、坑道通风、排水等工程钻进。
)j´Þßàá5×Øûâ5ã)eB¸(ñ

１９７６
、北京市科教组组织通
%"&0 年１月，国家地质总局
= % ò´%Säô5åæõõöû

iNOñ
过鉴定。

56´o)78¶'*9:_;g<)=>
折裂，印品不损层次；平印套印彩色背面时不扣胶

探矿实验金膜测汞仪（Ⅰ、型）
/012345678%9&,: 科技成果。
T ñ
由甘肃冶金地质综合队研究室革新组王维熙、周
-çSè[p23éêõËë5ì
íîeï´ %"&0 =(Xñ
 %"&(
=
剑峰等人承担，于１９７６
年进行并完成。获
１９７８年
 ¡¢jY% ¡¢ñ +\üð
甘肃省科学大会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可准确发
现多金属矿床、硫化物矿床上部土壤气体中汞气
÷µñlÙ5 òAólÙ?»ôõ$"^ö$
异常的位置及其浓度，灵敏度达
÷ø¼Mù<]úP´ ûüPL５×１０－１２
':%);%.量级，
!´
超过美国刊物发表的同类型仪器的水平
h i { % ý ó ð Ö ¼ l m  þ  ¼ ) *（５×
¨' <
１０－１１），相对误差
４．４？？稳定性在测定时无明显漂
%)-%%}´È¦ÿ! $=$>´ÑOdÇ"O<À|#$
Ï´%&ö'L "'>ñ
w¥¦§?@) A?%)
移，金膜吸汞率达
９５？？外形尺寸∶２３０毫米×２１０
B%@) ´!３．５
@=' 公斤，不用交流电源，体
D ´)©G(ã)´"
毫米×１３０毫米，重量
*µ5!ó´+,w-ñ
积小、重量轻，便于野外操作。
'#(型双频道数学激电仪
,;<=>?@A7 科技成果。由甘
T ñ -
Ｓ－２
J_Si.ô/p¨å0}5^oBí 
肃有色地质勘查局五队（白宜成）、中南工业大学

皮
、不扣滚筒，适应效果好。缺点是干性不够，光泽
?5)=@A´BCD
Eñ F/GHd)I´`J

合作，于１９８３—１９８４
年进行并完成。１９８５
年１２月
[´ %"(@1%"($ =(Xñ
%"(' =
%. ò

不足。鉴定后，又经
３０ µ¶·¸23´LM$HN
多次试验研究，达到了干燥
)sñ NO,´K> *)
速度快、颜色鲜艳的要求，受到北京新华印刷厂等
OPQ5Î_RS¼vT´UM:e

ûiNO´%ð|áe¢ñ R CDE-&"
通过鉴定，获国家发明三等奖。为
ＤＳＦ－７９ 23
型双频
Ø43þ(´ÅJ5P«56H7Æ85道幅频仪改进型，具有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操

用户的好评。新产品适于轮转或平台凹印机印刷
©V¼EWñ noBXYZ*[§Â
画报、图书和各种装饰纸、糖果纸
、蜡纸及其他包
\]5^_j`abcd5e d5fd<]Ñg

作方便、轻便等特点，是快速、大面积矿产资源普
f+5ó+eÕ/´GQO5 g*ln9):
查的新一代仪器，在全国
.¼}°þ´ÇY%２０
.) 多个省、市、自治区的
µº5å5;¼

bdñ
装纸。

７& 个部门、系统中被推广应用。
º»<5=«^>?6C©ñ
ＹＮ３０Ａ
")*+,型手持式内燃凿岩机
,BCDEFGH. 科技成果。由
T ñ Ý)âBÅ234¨@@A}50BâBÅ:
天水风动工具研究所（苏海观）、宜春风动工具厂
´ %"0'1%"0& =(Xñ  %"&(
=Y
承担，于１９６５—１９６７年进行并完成。获
１９７８年全
% ¡¢ñ G-µC8ðÂ5D$Â5E
国科学大会奖。是由小型汽油发动机、压气机、凿
ÂáM}"õ[F¼GHIEÂÅñ ¤Â
岩机三位一体组合而成的手持式凿岩机具。主机

等问题，经
５０ µ¶·¸P¹º»A¼½¾b¿
多次试验，将半酯化的树脂溶解于
e²³´> ')
无毒无害的有机溶剂中，经过胺化作用生成具有
À®ÀÁ¼JÂbc^´ >iÃA©ÄÅJ
水溶性能的胺化树脂液，再按一定比
例配以颜料、
)bdÆ¼ÇA½¾ÈPÉÊ}OËÌÍ;Î1

填充料和其他辅助剂等，经研磨试制成功，具有世
ÏÐ1j]ÑÒÓce´>2Ô·ÕÖ´ÅJ×
界先进水平。颜色有大红、桃红
、柠黄、中黄、天蓝、
Ø'()*p Î_J ÙÚÙÛÜ^ÜÝÞ5
深蓝、孔蓝
、三洋电视机蓝、白、黑、深绿 、草绿、浅
ßÞ5àÞ5áâãäÂÞ5å5æ5ßç5èç5é
棕、深棕，以及冲淡剂，为中国的油墨工业填补了
ê5ßê´;<ëìc´R^%¼89BíÏî$
}ïðåñ %"&' =
ò % H´óBíôõö
一项空白。１９７５
年 "９月１日，甘肃省轻工业局组织
Y%89í÷ø¡ùúûiNO´ üQno
全国油墨行业现场会议专家通过鉴定，确认产品
无毒、无刺激味，对人体无伤害，无空气污染问题；
À®5Àýþÿ´¦!"À#Á´Àð$%&²³'

不燃不爆，生产安全可靠；网点完整，文字清晰，不
(°)±´Än*Y+,-./X0´1234´)

!"#$型钻机
,-. 科技成果。由地质科学院勘探
T ñ -Shij
ＸＹ－４
TU2345ÀkjlÂm:5noSáp5n
技术研究所、无锡探矿机械厂、河南地质三队、河
oSqpr.jlÂm:stuv5wxy5
南地质九队与西北探矿机械厂（冯伟龙、雷恒仁、
z{|}´ %"&%~%"&*

蒋美明）承担，于
１９７１—１９７３=(Xñ
年进行并完成。获

%"&( =Y% ¡¢ñ R +,-%)))
１９７８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原设计型号为
ＪＵ－１０００

Â´%"($
=R÷ñ
¤v
! ２８
.( 公斤，发动机为单缸风冷二冲程，化油器
D ´ðÂRLJâKLë¸´A8
型金刚石岩心钻机，１９８４年改为现名。主要参数∶ 重量
$. ß１０００
%)))米，５０
´') ß
RÀMNI´OPQR４１１４（或
$%%$¨Z F$%%&}ñ
ðÂP
(Æ４２毫米钻杆深
钻进能力
毫米钻杆深 为无浮子式，火活塞为
Ａ４１１７）。发动机活
&)) 'à０～３６０°；回转器转速，当动力机
)/*0)1'YYO´Â
７００米；钻孔倾角
QR¶
'(
´ë¸
&)
´ëS3'
¶3
塞直径 ５８ 毫米，冲程７０毫米，冲击频率.&))
２７００次／
YOR %'))
Y 2 <´ - %)%3
Y 4%%"% Y 3 
G*))) ¶ 3 ñ àOP¨' à*ÄT}!..) 
转速为
１５００转／分时，由
１０１／转分￣１１９１转／分
分～３０００次／分。钻孔速度（５孔平均值）≥２２０毫

共８级转速；卷扬机最大起重量
公斤；动力
 ( YO'Â !３０００
*))) D
-
机为电动机
５０ ¤马力；外形尺寸
ÂRãÂ ３０千瓦，柴油机
*) ¡¢´ £8Â ')
w¥¦§
（长×宽×高）２６４０毫米×１１００毫米×１７５０毫米；
¨©5ª6«¬.0$) 7%%)) 8%&') %')) D
s(®Âñ G^%^ßà
! １５００
重量
公斤（不包括动力机。是中国中深孔
s0))9%))) ¬Â¯°no´ÅJ±«¼Y
（６００～１０００米）岩心钻机换代产品，具有较高的转
Oj±[²¼YOj±[²¼YO³´´ B[µ
速和较合理的转速和较合理的转速范围，适合小
C¶ (´ Ærs C¶·S[
口径金刚石岩心钻进，能满足大口径硬质合金岩

米／分，最深钻孔深度≈６米，燃油耗量≤０．１３升／
 3 ´ ßàßP"0 ´ °8U!#)=%* V 3
米。断电器白金间隙
毫米，火活塞间隙０．５～
ñWãåXY０．４～０．５
)=$H)=' ´OPQXY
)='I
０．７
毫米。特点是作业时由本身产生的压缩空气吹
)=& ñ
Õ/Gí<-IZnÄ¼D[ð$\

洗炮眼里的岩粉，机器携带方便，适合于高山、无
]^_`¼a´Âbcf+´B[«d5À
电源、无压气设备的地区和流动性较大的露天石
ã)5 ÀD$e¼j(d± ¼ÆÝ
fB¸´ífghPRJK)LMK)Nñ ¤v©
方工程，作业环境温度为－４０℃～４０℃。主要用于
E^à´ ij¯klÂ¼+}ÅmnÂj
钻凿炮孔，如更换少许机件可改成一具破碎机和

(-. !
－! ２９０－

ghij
社会事业

夯实机，用以进行各种破碎
、铲凿 、挖掘、劈裂、捣
!"#$%&'()*+,-./-01-23-4

《机械工程手册》电力传动部分
<&=>?@ABDEF:'C 科技成果。
?@AB#

实等作业。１９６７
9:;<=>
"5678 !"#$年通过鉴定。
气腿式凿岩机部标准（ＪＢ１６７４—１６７５—７５）
!"#$%&'()*!"#$%&+'(%)+%*,
科技成果。由天水风动工具研究所（魏仁林）、天水
?@AB> CDEFGHIJKLMNOPQRDE

由天津电气传动研究所主持，天水电气传动研究
CD>pEGJKL5 DE>pEGJK
所（杨士杰、惠炳生、李洁民、李远程、赵卫东）协作
Lá¶R«R RZR Q¼6
完成。获
+"$( 9bc?deÂg+"(0 9bc}
_A# a １９７８年全国科学大会奖，１９８２年全国优

风动工具厂、沈阳风动工具厂、湘潭风动机械厂承
FGHIS-TUFGHIS-VWFGXYSZ

~?@n5g#
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担，于１９７４—１９７５
１９７８ 9bc
年全国
[$\ %"$&]%"$' 年进行并完成。获
9'(^_A` a %"$(
uvRwxyzR@{|}~pqr/sXt
型号、基本参数、技术条件，对气腿式凿岩机的发

应力波法测试凿岩机冲击能量研究
GEHIJK$%&LMNO34 科技成
?@A
B# CDEFGHIJKL¡¢R£¤¥R¦
果。由天水风动工具研究所张维忠、马恩然、李子
dÃ§¨)©JKªm«R ®O¬R ¡bZ
学和长沙矿冶研究院赵统武、陈仁福、张全良承

展，简化品种规格，提高产品质量，都具有重要意
 * I

9'(®_A# a +"(&½+"('
[\ +"(0½+"(&
担，于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进行并完成。获
１９８４—１９８５

9:;l`
` %"$' 年通过审查批准。
义。１９７５

年度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甘肃省计算机应用
9ë¿ÀÁ?@'¯°5g ¿ÀÁ±²X%
二等奖，甘肃省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１９８７
年
°5g¿ÀÁXYH7?@'¯n5g+"($ 9

科学大会奖。该项部标准，统一了气腿式凿岩机的
?defg8 hijkl$mnopqr/sXt

提高活塞寿命研究和活塞淬回火自动线
科
-./012345/06789:; ?

技成果。由天水燎原风动工具厂李森、朱仲荣、石
@AB` CDEFGHISR
逸民、齐玉海
、卢宗清、完心敬、包次生 、兴成汉、陈
 ¡¢£¤¥¦_§¨©ª«¬A®

度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该项研究动用合理的吸
ëc³?@'¯´5g# hiJKG%Ñtµ
能装置和完善的测试系统，在国内首次建立了凿
ÍGHÃ_ytýÛ¶m 'c`·ª:¸o/

¯°±²³´¨µ¶·¸Z[¹º»:ed
炎锐、董元源、蔡敬斋
、杨启媛承担，西安交通大学

岩机冲击能的应力波测试系统，采用目前先进的
sXÏÐÍt¹ºýÛ¶m L%»¼í't

协作，于
１９６３—１９７８年进行并完成。获
年甘
¼6\ %")*½+"$(
9'(^_A` ¾ １９７８
%"$( 9¿
肃省科学大会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１．提高凿岩机
ÀÁ?deÂgÃbc?defg` %,/sX
活塞使用寿命的研究∶１９７３
年以后运用小能量多
ÄÅÆ%ÇÈtJKÉ+"$* 9&ÊË%ÌÍÎ
次冲击理论，对活塞材料、制造和热处理工艺进行
ªÏÐÑÒÓÅÔÕÖ×ÃØÙÑHÚ'(

波形存储—微机技术，发展和完善了数据处理系
º½¾¿½ÀX@{ Ã_yozeÙÑ¶
统，实现数据自动采集和实时处理，可以迅速及时
m"Áze1GLÂÃ"óÙÑÃ&ÄÅ{ó
地得到各项测试指标，并能进行有关的统计分析，
ÆÇßiýÛÈÉ®Í'(|tm±^Ê

试验，摸索到
Ｔ１０Ｖ 钢（低淬透性）采用严格控制锻
ÛÜÝÞß -+./
àáâãäåQæ%çèÖé
造温度
、预先淬火、等温球化、整体短时加热等措
×êëRìíãîR5êïRðñòóôØ5õ

冲击频率、最大应力等一系列指标，且可得出离散
ÏÐÒ9Rûe¹5n¶ÓÈÉÔÃÇÑÕÖ
性测度，其测试方法和手段全部达到国际标准
åýë ×ýÛØÙÃlÚbÛ-ßcÜÉl
ＩＳＯ２７８７—１９８４
>?@0$($½+"(A 的要求，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国
tÝIcÜí'E÷3c

ö ÓÅÆ%ÇÈC １９７２
+"$0 9÷ø
ùú
施，活塞使用寿命由
年平均 '..
５００米提高到
&)..
ù
û
$("(,$0
ù
ü;"ýtþÿ!"
４６００米，最高 ７８９８．７２米，超过实测的日本同类
３２２Ｄ型凿岩机活塞平均
年
1223 u/sXÓÅ÷ø ２１００米的水平。１９７５
2+.. ùtE÷# +"$' 9

IËÅRlÌRLÍÎe5}Ï!óÃÐÑ
具有快速、准确
、采样容量大等优点，同时可给出

³ÖÞ/sX{ÏÐrpGHIÏÐÍýÛ@
家制订凿岩机及冲击式气动工具冲击能量测试技
{ßR, ÛÜØÙÉl{'(ÃàåÛÜRá
术规范、产品试验方法标准及进行可靠性试验、新

下半年，经在
１５()*+9«,tÓÅ'(Û
个矿山对当年生产的活塞进行试
$%9&' +'

产品开发研究和公证检测等创造了有利条件。
, âJKÃãäý5å×oæ|}#

验，平均达到
３０００米，比
１９７２ 9o
年提高了５倍。２．活
Ü÷ø-ß 4...
ù. +"$0
' /# 0,Ó
塞淬火回火自动生产线；为稳定凿岩机主要易损
Åãî0î1G«,2É 34=/sX567
件活塞的热处理质量，提高使用寿命和生产效率，
}ÓÅtØÙÑÆ%ÇÈÃ«,89
建造成由
:×AC３4 台盐浴电阻炉、淬火水槽、淬火运动机
;<=>?@RãîEARãîËGX
构、砂盐回火炉、清洗水槽
、传杆装置等组成的自
BRC<0î@R¦DEAREFGH5IAt1
动生产线。活塞烘干、预热、加热淬火，采用液压传
G«,2# ÓÅJKRìØRôØãîL%MNE

+"(A年
9８( 月
z ２９
0" þ:;<=#
１９８４
日通过鉴定。

GOPãîEQßA RSÙL%TUVWRV
动；从淬火传送到成品堆放处，采用曲臂链轮、链

条传送；活塞烘干、预热、冷却、回火、清洗、传杆
|EQOÓÅJKRìØRXYR0îR¦DREF
等，采用自动程序控制。生产节拍１～１０分钟内任
5L%1GZ[èÖ# «,\] +5+. ^_`a
意调整，工件冷却时间根据时间需要在
秒
bð H}XYócdeócf' １～６０
+6). g

内随时变动。班产比原来的手工操作提高
`hóiG# j,.ktlHm6２～３倍，
274/

＂０９＂工程热核反应堆功率调节系统
P
+,Q>?RSTGUVWXYZ[ 科技成
?@A
果。由天津电气传动研究所主持，天水电气传动研
B# CD>pEGJKL5DE>pEGJ
究所全锡仁、廖云龙、陈翠华
、胡炜禾等协作完成。
KLbçORèéêR®ëìRíîï5¼6_A#
获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天水电气传动所研究
a １９７８
+"$( 9bc?deÂg#
DE>pEGLJK

承担热核反应堆动力装置的堆功率负荷调节系
Z[ØðñRG¹GHtRò9óôb\¶
mõdeGÍfèÖö÷tøÃ$ùPú
统，即根据动能需要控制铀棒的提升和下降，从而
,«û!tØðñò963Í³ü Æýþô
产生不同的热核反应功率作为能源泉，使潜艇加
ÅÿvÅ!'"n(#ë$HhG¶m# +")'
速或减速推进，是一个高精度位置随动系统。１９６５
9 +0月至
z%１９６９
+")"年9１２+0月，从调研、试验
zPbJRÛÜR«,Ö×
年１２
、生产制造
ßÁ&bÛGHç&;'()*R)<+R)
到现场调试，装置严格经过防潮防溅、防盐雾 、防

淬火冷却时间严格控制一致，回火温度差为
±
ãîXYócçèÖnn 0îêëo38
29pqrëo:;<=+HstGuëevw
２℃，表面硬度差
±ＨＲＣ１，工人劳动强度大减轻，

霉菌等试验和防倾斜冲击
、防震动、防颠簸等形式
,-5ÛÜÃ)./ÏÐR)0GR)125½r

0 s#
+"$( 9 + z
H6xy'jszC 1３sv3
工作改善，在班人数由
人减为２
人。１９７８年１月

:3R78:359\IA# :Gb\÷1Gb\
通道、监督通道等环节组成。驱动调节棒自动调节

:;<=#
通过鉴定。

堆功率大小，消除误差，达到功率平衡目的。外加
Rò9eÌ;<=o-ßò9÷>»t# ?ô

《机械工程手册》凿岩机部分
科技成果。由
<&=>?@AB$%&'C ?@AB#
C

天水风动工具研究所及行业有关厂完成。获
１９７８
DEFGHIJKL{(7|S_A# a +"$(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１９８２
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
9bc?deÂg+"(0 9bc}~?@n
5g# 5*/sXR/stÑRåÍ
等奖。主要对各种凿岩机、凿岩钻车的原理、性能
{Æ%R 5'(o3{
及使用、维修保养等，进行了详细证明，为普及应
%7, twÿonÿå#
用专业产品的基本知识提供了一本综合性教材。

ÛÜ# ð(¶mCH6:3R4^:3R56èÖ
试验。整个系统由工作通道、积分通道、伺服控制

防溅外壳，形成精度高、体积小。经试验，工作准确
)*?@½A#ëRñ4Ì# &ÛÜH6lÌ
无误，运动稳定可靠，技术水平属国内首创。
A=ËG4=Ãà@{E÷Bc`·å#

秦岭电厂＂机、炉、电＂集中控制装置
科技成
\]D^
P
&_`_DQabcdef ?@A

果。由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李智、宋珉、沈志璜、祝
B# CDE>pEGJKLCRDERTFGRH
IR ±JR KLMR NOPR QÃZ[\
捷、董春荣、皇甫江、白文卿、高光和承担，于

１９６９—１９７３
１９７８年甘肃省机械
+")"½+"$1 年进行并完成。获
9'(®_A# a +"$(
9¿ÀÁXY

-,# !－
－! ２９１

天水大辞典
!"#$%
工业科学大会奖、甘肃省科学大会奖和全国科学
!"#$%&'( )*+,$%&'-./,$

电力机车运行一年，经受了机车爬秦岭负荷变化
A,*DVWÔ¤< X¤U*D¥ü¦§w

大，运行中长期振动，夏季机车内环境温度高等酷
%<VWC?¨©¾<ª«*D´¬®"}Ê¯
%&'0 123456789:;<=>?(@(A
大会奖。首次采用晶体管逻辑元件，实现机、炉、电
集中控制及部分子回路程控，为大型机组的控制
BCDEFGHIJKLD< M%N?OPDE
方式积累了运行经验。可完成机、炉、电的正常远
QRSTUVWXY0 Z[\?]@(AP^_`
方控制及事故处理，操作方式上采用选线操作及
QDEFabcd< efQRg34hiefF

热条件的考验，证明稳定可靠，性能良好，接近美
Ø°;P±Y<²³>Z¡< ©´<µ¶·
国西屋公司元件水平。１９７６
/¸¹º»:;·¸ +'(*年
¤ １０月，天水电器仪
+" ¼<»·AB½

程序控制，缩小了台面布置，改善了运行监视，电
LjDE<klUmnop<qrUVWst<A
气部分设有返回模拟信号屏，给运行人员以清晰、
uGHvwxJyz{|}<~VW(
完善的灯光信号监视。由
余种标准功能单元组
[rP {|st  ２０
!" :O

¨ù< ¿E[\Uúûüýù?þÿ!"Í
况下，研制完成了在冲击负载下各机架间速度协
#DE<äå$ù%&=>'ñ("Ò¾DE<÷
调控制，通过压下螺丝实现带钢厚度自动控制，对

电弧炉的＂恒功率＂与＂自动点弧＂控制装置
,<=9>?01@A>BCD<E-F./
,\º »·Au½¾¿ÀÁ¿À9( Á\
科技成果。由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郑锡金、潘成
Â( ÃÄÅÊáâ< ÆÇA,È Íf<Î
钧、李兴智等承担，兰州电力修造厂协作，于
１９７４—１９７７年进行并完成。获
年甘肃省科学
+'()Ï+'(( ¤¶WÐ[\ X １９７８
+'(, ¤)*+,$
大会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将当时国内外广泛使
%Y':./,$%Y' æóô/´öÉÊ7
用的＂平衡桥＂方法改为＂恒功率＂控制方法，即由
4P
Ë
¸ÌuÍQÎqM
ËÏZÐDEQÎ<Ñ
直线控制改为曲线控制，使三相电弧比较易于达
ÒiDEqMÓiDE< 7ÔÕAÖ×Î²
³><@®×ØÂÔ>ÙÚÛA@g4
ËÒ
到稳定，炉温易保持在一定范围；在电炉上用＂自
¾eÖÐPQÎ<÷A@PÜARFÝÞßU
动点弧＂的方法，对电炉的供电格式及结构提出了
另一种比较合理的方式。在应用冶炼过程中的特
àÔádPQR â48ãåLCPä
点∶改善功率因数，一般约提高
７？？１０？？？低每
eåqrZæ<Ôç} (45$04ÛèAé
吨钢有功功率单耗约
１０？？２０？？每年至少可为发
çñwZêç $046!"4<é¤ëZMì
电厂增产
万度电；降低每吨钢无功功率单耗约
A íî ５０
&" ¡"AÛèAéçñZêç
!"4<é¤ï+４０
)" 万度电；最大限度地减少跳闸次
¡"AÛð%ñ"òóô2
２０？？每年节省
Ûé@8ãôÿkõç +"4ÛÎef<ÔZ
数；每炉冶炼时间缩短约
１０？？？于操作，一般可
ö³÷øefPL" ùúûA@mè
以做到几乎无须操作的程度。不管原来电炉升降
*Þ4üýQRfMþW¬ï Ãÿ4!"#á
机构用什么方式作为执行环节（比如用滑差离合
BQR<ZDCA*QR<A*$%*QR<%
器方式，可控硅电机方式，或电机扩大机方式，液

下卷取机进行张力自动控制等技术难题。该成果
ùð)*¶W+,Ò¾DEÊ®-. /\º

压方式等），均可使用以上两种方式。采用后，还可
$QRÊË<&Z74g[QR 345<qZ

为国内首创，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成功后设备安
M/´10<12U/´®34 \5vã

在很大程度上省去电炉变压器中的电抗器，从而
'%L"g+(A@§$BCPA)B< *+

6Èñ 74< 89G:ÓÔ*;ë"G
装在抚顺钢厂使用，由冶金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

使变压器体积可缩小，节省几吨铜与铁，降低变压
7§$B6SZkl<ï+÷ç,-.<èA§$

件，以积木式组成各种不同操作信号及闭锁系统，
;<SRO\ef{|F<

简化了设计及制造。安装在秦岭电厂２
¡#$!%&
UvFE A ! 万×１２．５
万千瓦机组上，１９７４年投入运行，情况良好，主要
¡¢£?Og<$'() ¤¥¦VW<§¨©ª<«¬

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²³/´µ¶·¸
!"## 毫米热连轧机电控装置
&'()*+,-./ 科技成果。由
,¹\º 
１７００
»¼Au½¾¿ÀÁ«Â< »·Au½¾¿ÀÁ
天津电气传动研究所主持，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
（惠炳生
、陆顺云等）等单位协作，于 $'*&Ï+'()
１９６５—１９７４
ÃÄÅÆ]ÇÈÉÊËÊÌÍf<Î
年进行并完成。获
１９７８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为中
¤¶WÐ[\0 Ñ +'(,
¤./,$%&'0 MC
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套全连续热轧机，包括加热炉
/ÒW¿EPÓÔÕ.Ö×ØÙ?< ÚÛÜØ@

区、初轧区
、精轧区 、收集区。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
Ý]ÞÙÝ(ßÙÝ(àBÝ
»·Au½¾¿ÀÁ
áâàBÝADvãP¿À-v äåÙi<æ
承担收集区电控设备的研究和设计。通过轧线，将

１５
６～８毫米的
+& 吨重的板坯，加工成宽１．５６米、厚
çèPéê<Üë\ì +%&* í(î *-,
ïíP
成卷钢材。在当时国外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的情
\ðñò óôõö÷Cõ=W®øP§

¾ë"º»«Âäå=>
表工业公司主持通过鉴定。

O<=>
组织鉴定。

器温升。实用效果与国外的大体相当。
B®m =4|º-/öP%6Õó

大功率可控硅元件及派生元件的研究
#012-345678459:; 科技
,
成果。由天水长城低压电器厂硅元件车间（现属天
\º »·?@A$AB C:;DÿÃ>E»

ＰＬ７－１０
$%"&!#型
G１０
!# 吨高低温低频拉压疲劳试验机
HIJKJLMNOPQR+
科技成果。由天水红山试验机厂石壁城、徐泰来、
,\º »·/0pY* 12@(34û(

水电气传动研究所）苑承久、赵颖怀、游兆林
、王
·Au½¾¿ÀÁËFáG(HIJ(KLM(N
O( H/P( QRP( STU( V/Wáâ<Î
晋、赵国民、刘绍民、左爱珍、代国忠承担，于
+'(&Ï+'(* ¤¶WÐ[\ X +'(,
¤)*+,$
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进行并完成。获
１９７８年甘肃省科学

屠秋芬设计，于
１９７１—１９７３年研制完成。获
１９７８
567v<Î +'(+Ï+'(7
¤¿E[\ X +'(,
¤)*+*;ë",$%Y'( )*+,$%Y
年甘肃省机械工业科学大会奖、甘肃省科学大会
':./,$%Y' «6(%$p:AD8
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由主体、液压装置和电控箱

}A®pÊ«¬:O\ ü¦P9Ü(DE(
%Y':./,$%Y' %ZÃ./&0"12!"""3Ë 高低温装置等主要单元组成。负荷的施加、控制、
大会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大功率（ＫＰ５００Ａ／２０００Ｖ）
ZDC:;«¬MC/ÓÔm[\AI]*D
:;Ê< 34AuÔ%$<¾:AI:;
可控硅元件主要为中国第一台两级电子计算机控
显示等，采用电气一液压随动系统和电子显示装
p «¬®åð%=>ü¦ １０
+" 吨，最大动态
ç<ð%¾>
EP１７００
+("" 轧机配套使用。１７００
Ù*^Õ74 +("" Ù*_/`abc
制的
轧机是国家赶超世 置。主要技术参数∶最大静态负荷
界先进水平的大型重点工程，当时国内可控硅元
ü¦8+" 吨，静载误差负荷最大值的±１？？动态
ç<=ý?@ü¦ð%AP9+4<¾>
dµ¶·¸P%NèeëL< óô/´ZDC:
负荷±１０

件水平只有１０００多伏，且
;·¸fw +""" gh< i５００安元件多为水冷，
&"" :;gM·j<

ü¦BC^DEB< ¾>ü¦FZ )４ 2
2 H:+!
负荷波形正纹弦波，动态负荷频率
次／分～１２

!""" h<
=nopA$¬²³
2 2 H< ¾>LjGH\ +;
\< }®ëf®"
¬kA$lm³ ２０００
要求电压跃升到
伏，实际测试电压要达到
次／分，动态程序疲劳级数
１０级，高温工作温度

２５００
１００℃～５５０℃，低温工作温度
+""<=&&"><A®ëf®" ０℃～－６０℃，实现了
;?@A*;B<=>U
!&""伏，还要求风冷。可控硅元件是实现弱电对强
h<q¬krj ZDC:;_=>sA÷t
电自动控制的桥梁，是实现工业自动化的重要元
程控自动记录，数字显示，自动加载自动保载，接
LDÒ¾IJ<K:;<Ò¾ÜýÒ¾Øý<µ
AÒ¾DEPuv< _=>ë"Ò¾wPè¬:
件，除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寿命长、无噪
;<xyw6Sl(èz{(|Z}(~?(

¶ÐLMQnÎóô¶NP
O
PQäRÐº»
近并在某些方面优于当时进口的＂英斯特朗＂公司

声、无毒、无磨损、无须预热、使用维护方便等优点
PS* _MTëGUvpEPVîW<4Î
的同类机。是为军工部门设计试制的新产品，用于
(( (Ø(74QÊe
ö<Ô:;A$}<Az%<
外，比一般元件电压高，电流容量大，其他参数也
<74CZ(Ð<Ð<7
较严格，在使用中可减少串、并联，或不串不并，使

o>9EòXÞ;}®Y®Z>ùP=>
测定金属材料或构件在高温或室温状态下的静态
t":AFGHä < Mì[òXpY*VîW
强度和低频疲劳特性，为发展材料试验机新产品

整机设计简单化，提高了稳定性和可靠性。在宝鸡
*vw<}U> :Z¡  ¢£

填补了一项空白。样机曾送日本展览。
12UÔ\34 ]*^_`a[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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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TU
社会事业

! ! ５０
!"吨高温低频拉压疲劳试验机
!"#$%&'()*+, 科技成果。
!"#$%
由天水红山机厂揣景德、石壁城、徐泰来、屠秋芬
&'()*+,-./012304560789
设计，于
１９７１—１９７４年研制完成。获
１９７８年甘肃
:;<= "#$">"#$%
?@ABC% D "#$&
?EF
省机械工业科学大会奖、甘肃省科学大会奖和全
G+HIJ!KLMN0 EFG!KLMNOP
国科学大会奖。为第三机械工业部
所研制的
'"" W@AX
Q!KLMN% RST+HUJV ６１１

专用新产品，为国内第一台。负荷施加、控制和显
YZ[\]<RQ^S_`% abcd0eAOf
示等采用电液伺服系统和电子显示装置，动态试
ghiZjklmnoOjpfgqr< stu
验时其载荷、振幅、频率在规定范围内任意可调，
vwxyb0z{0|}~^ <

１０
吨，静载误差为示值
"* 吨，最大动态载荷±１０
< Lstyb>"* <
yRg
的±１？？？态载荷波形为正弦波；内部输入三角
X?"; stybR  ^VOPTQ
波；动态载荷频率外部输入，随机波；动态载荷频
styb|}RVOP<S+styb|
率，０．０１～５０赫兹，动态程序
１０级；０．０１～１０
赫
£*=*"B"* T
}<*@*"A(* TU< st "*
兹。主要技术性能接近
、部分优于当时英国＂英特
[
Z\
U% àá"â/VWX0V¢Y=µwZQ
斯朗＂同类机水平。试样夹持、横梁升降，全部液压
]^_`a+(¹% u<bc0defg<PVkè
eA<h¥Ài<jZQk+Hls% àáZ=î
控制，操作方便，而英国是机械传动。主要用于测
mn¾¿çopqrXts¦Ost\
定金属材料或小型构件的静态强度和动态疲劳特

可进行动态程序疲劳试验，并带有高温试验装置。
stuv<uvqr%
最大静态负荷
Ltab５０吨，最大动态负荷单向
() <Lstab ５０吨、双
(* 0
向+,(
±２５ %
吨。静载误差为负荷最大值的±１？？？态
yRbLX-".st

性，其负荷施加控制、显示等采用电液随动系统和
/<xabcdeA0fghiZjkSsnoO

负荷波形为正弦波；动态负荷频率
次／分～１２
%¡
/ ¢0",
bR  stb|} ４
次／分；动态程序疲劳级数
¡ 1 ¢st£¤ １０级；工作温度
"* £U¥¦ １００℃
"**2

验，并可在高低温状态下进行动、静试验和断裂力
v< ~wxytzs0uvO{|ï
学试验以及位移控制，试样变形控制等多种试验。
Kuvñò}~eA<u<ëeAhuv%
样机曾送往日本展览。１９７６年２月１１
<+É8»% "#$' ? , È ""日，通过厂
É<ÑÒ,

3((*4 e5(6 ¦§¨©<7** ª«
￣５５０℃；控温误差±５℃；温度均匀区，３００
毫米
（轴向）；均匀区温度梯度
１０℃。工作稳定可靠，读
¬®§¨©¦¯¦ "*8%
U¥° ±<²
数准确，当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在发展我国电液
¤³´<µw¶·Q^¸(¹<~º»¼Qjk

jpfgqr<tV_uX0suvR<`
电子显示装置，除能进行一般的静、动试验外，同
w<
v ñteAOsteAu
时，还可以进行静态程序控制和动态程序控制试

G+HUJÎÏÐÑÒÓ%
省机械工业局组织通过鉴定。

组织的鉴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ÏÐXÓ<¶·Q^¸(¹%
激光式一等标准测力计
:;<=>?@ABC 科技成果。由中国
!"CÔ% &9Q
计量科学研究院、天水红山试验厂（佟恒勇）于
;í!K@ 0 '()*uv, ¬®=
１９７７
"#$$ 年完成。当年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通
?BC% µ?&9Q;í!K@ ÏÐÑ
ÒÓ% D １９７８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 ?PQ!KLMN%
过鉴定。获

#$%&'"型-１０
'" 吨程序控制高频万能疲劳试验
!./01"%23()*+
ＰＬ６－１０
!"CÔ% &'()*+,ÕÖ×0ØÙ0Ú
机,科技成果。由天水红山机厂岳连文、严媛、牛
Û*0ÜÝÞhß:;<= "#$%>"#$(
政山、李思明等人设计，于
１９７４—１９７５ ?@AB
年研制完
"#$& ?EFG+HUJ!KLMNOPQ
C% D １９７８
成。获
年甘肃省机械工业科学大会奖和全国

KLMN1OPQ 科技成果。由天水红山试验
!"CÔ% &'()*uv
道衡的研制与应用
+,a<)*,
¬
É000Ý0E
机厂负责，红山厂（陈日兴、沈雨良、曹思齐、田绍
0¹0)h®0LK0r
智、马平安
、黄凤红等）、湖南大学、苏州仪表元件

科学大会奖。主要技术参数∶最大拉伸或压缩静载
!KLMN% àá"âã¤äLåæçèéy

厂（机械部重庆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作为成员
, ¬+HV.UJ-s!@ W¥RC

荷为
bR １０
"* 吨，最大交变载荷为±５
<LêëybR9( 吨，静态载荷控
<tybe

ãdÄr,XU¥®0 ¡V¢³;í
参加了苏州仪表元件厂的工作）、铁道部标准计量

制误差
吨测力计测力误为
A （满量程）为±１？？１０
¬ìí® R:";<"* îï;îïR

研究所
、抚顺钢厂（方定菲、韩凯辛
、郑讷、常明信）
@ W0£¤¥,
¬À¦0§¨©0ª«0¬Þ®

＋０．５？？３
<*=(.<7 吨测力计测力精度为１？？程序控制试验
îï;îïð¦R ".<eAuv

等承担，于１９８１—１９８４
年联合研制完成。１９８５年
hG®<= "#&">"#&% ?¯5@ABC%
"#&( ?
１月
" È３１日，由机械工业部仪器仪表工业局组织通
7" É< &+HUJV°UJÎÏÐÑ
过鉴定。１９８５年
ÒÓ% "#&( ? ９月获甘肃省机械工业总公司一
# ÈDEFG+HUJ±²³_

l½eA¾¿uv+ÀÁ<ÂÃÄ_ÅÆÇ%
伺服程序控制材料试验机方面，填补了一项空白。

１９７４年
"#$% ?１０月
"* È１２",日，受第一机械工业部委托，甘肃
É<ÊS_+HUJVËÌ<ÍF

为
级，可作拉、压或拉压交变载荷的疲劳试验和
R ８& £<
¥å0èçåèêëybXuvO

动态程序疲劳试验以及弯曲、扭转等疲劳试验；动
stuvñòóô0õöhuvs
载与静载荷分别有独立的测量及控制系统，克服
y÷yb¢øùúXîíòeAno< ûm
了交叉干扰，频率测量数字化，减少了误差；带有
Äêüýþ<|}îí¤ÿ!<"#Ä
eAqr< $%&'(XuvÒ)*+,
程序控制装置，使比较复杂的试验过程基本实现
-s!.'/01<2 １０７
"*$ ¡uv3<tg
自动化；重复性良好，经
次试验后，静态示值
ð¦°ìyb45uv<à+U¥6<eA
精度稳定；满载荷综合试验，主机工作正常，控制
V¢° ±7¡£s¥)8 ±<~7£
部分稳定可靠；每次进级动作基本可靠，在每级

***&+!
'""吨双台面微机动态电子轨
!9DEF,GH4IJ
ＧＧＧ－３５
型-１００

等奖。１９８５
月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hN% "#&(年
? １０
"* ÈDQ´!K"âµThN%
¶·¸&¹º»)¼½¾¿qÀ+H`Á0 ÁÂ
轨道衡由两个浅基坑整体吊装式机械台面、模拟
Ñ¡O Ｓ／Ｏ９
C1*# Ãp+noÏC<
iZwð¦¤ÄÅ
通道和
微型机系统组成，采用高精度数据处
ÆÇrOÈLÉíÊÀË<=Ìí³´0Í
理软件和无开关量判方法，具有称量准确、运行可
±Oi=ÎÏh\Ð% LíR １００
"** 
1 Ñ<Ì
靠和便于维修等特点。最大量程为
吨／节，称
íÀÀRstÖÒ`Á½Ó;í
-sÔÕ
量方式为动态连续双台面整车计量；可自动切换

zs9ï°% ÷Q^:;X<+%&<=
振动中力值稳定。与国内已进口的样机比较，具有

成转向架计量，称量车速为
CöÖ;í< ÌíÓ×R $７公里／小时～１０公
²Ø 1 owD"* ²

_X¸(¹% "#$( ? ' È
É<ÑÒ,ÏÐ
一定的先进水平。１９７５年６月
２２,,日，通过厂组织

里／小时，感量
公斤；称量误差静态为 *=".<s
０．１？？动
Ø 1 ow<Ùí １０
"* ²ÚÌítR

XÓ%
的鉴定。

*=,.<2Ó=Q^¸(¹%ÛZ=Üt
tR ０．２？？经鉴定具有国内先进水平。适用于固态
态为
和液态货物连挂列车进行动态称量的高效率自动
OktÝÞÖßàÓstÌíXwá}-s
化称量设备，称量结果由微型计算机的
ＣＲＴ自动
!Ìí:â< ÌíãÔ&Ãp;ä+X EFG
-s
显示以及宽行打印机自动打印出所需数据。计量
fgñòåæç+-sæçèWé¤Ä% ;í

ＰＷＣ－１０
型-１０'"吨程序控制电液伺服成双能
#()&'"
!./014567893
疲劳试验机
()*+, 科技成果。由天水红山试验机厂石
!"CÔ% &'()*uv+,1
壁城
、唐志贵、潘翠屏、吴
国城、徐绍武承担，于
2 30>
?@0A B C 0 D Q
304EFGH<=
１９７４—１９７６
１９７８年甘肃省机械
"#$%>"#$' 年进行并完成。获
?BC% D "#$&
?EFG+H
UJ!KLMN0 EFG!KLMNOPQ!K
工业科学大会奖、甘肃省科学大会奖和全国科学
LMN% IÅJK "#$% ?LM:;0uA<"#$' ?
大会奖。该项目从１９７４年开始设计、试制，１９７６
年
ÈuACN<+% àá"âã¤äLtyb
２,月试制成功样机。主要技术参数∶最大静态载荷

对象是固态货车和液态油罐车，可应用于各大中
êëkÜtÝÓOktìíÓ<
îZ=ïL9
òõÏê
pUðñJX òYZó0ô;0Lp
型工矿企业的铁路专用线、港口
、大型铁路编组对
ïö¿0 ÷¾¿ñòLøÝÞXstÖÒ-s
各种燃料、原材料以及大宗货物的动态连续自动
ùúZ=1ì0!U0ûm0jï0ð*0+
;í%
计量。可广泛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矿山、机

! ,-+ !－
－２９３

!"#$%
天水大辞典

械、铁路、交通各部门。由于采用了一系列先进技
!"#$%&'()*+ ,-./0123456
术，称重效率高，使用维护方便，称重与数据处理
789:;<=8>/?@AB8C:DEFGH
全部实现自动化，加快了用户车辆周转，节约了能
I)JKLMN8OP0/QRSTU8VW0X
源消耗，运行
、维护操作技术较为简单，经济 、社会
YZ[8\]%?@^_`7abcd8efghi
;jklm
效益显著。

ＢＺ１５、ＢＺ１６、ＢＺ１７
型直流标准电阻 n`o
科技成
!"#$&!"%&&!"%' '()*+,-

Eu)ÅçD)-"/"E(-ø·F¾.
制订的标准电池国家标准（ＧＢ３９２９－８３）中得到采

/+
用。

<=:>?@ABC DEFGHI<JK>
数字式集中检测装置（功能组件化数据采集

装置）
n`op+ ,æuvwxùúügqr
BCL 科技成果。由上海电工仪器研究所、天水
stuvwxyçGHIgJKLg=MNgOP
长城电工仪器厂（徐庆帮、何福荣、高劲草、李光
灿、李敏三、庄尚浅等）、上海第三电表厂、上海高
QgORSgTUV«øgæ¯SuWygæ=

pm ,qrstuvwxyz{|}~8- !"#$ 桥热电厂等单位，于
XYuy«d"8 - １９７４—１９７７年进行并完成。
%"&9%"&& 5]o+
果。由天水长城电工仪器厂马永涛设计，于１９７２—
%"&'年进行并完成。获
5]om  %"&(
 n
１９７５
１９７８年甘肃省科学大会奖

和全国科学大会奖。在工厂成批生产
ＢＺ１０ 
型标准
Inim vyo )*!+

%"&( Ini+./ FGHGF
[H8ä
获Z １９７８年全国科学大会奖。采用
ＣＡＭＡＣ原理，功
XÔ\N8]^/Ô_o`abc.d_e+ 
能组件化，积木式组装成不同要求的采集装置。主

要参数∶检测速度为１点／２
秒～２０点／秒；检测容
bÁE5fghªb % i I/ jJ/+
i I jkfgl
u8,z{|}~g
电阻的基础上，由马永涛主设计、韩国馨主试制的
)*%'
u
¡¢
"
£8
¤¥¦
%+,»b
+K%++
i8mn¾
%+++
ikop&qbrs
ＢＺ１５ 型直流标准电阻，每套９ 只，规格有１０－３ 量为０～１００ 点，可扩到１０００ 点；输入对象为模拟

欧、１０－２
欧、１
§ g%+ ./欧、１０－１
§ g%+ 0%
§ g%欧、１０欧、１０２
§ g%+ § g%+/ 欧、１０３
§ g%+§g%+1 欧、１０５
§g%+' §8¨©ª«¬®
¯1
欧、１０４
欧，精确度等级均匀 +2++'
０．００５ ¬+
级。第一
%"&' 年
 %+
°!v±)-１９７５
机械工业部于
１０ ²³´qrstuvw
月委托天水长城电工仪
器厂鉴定，为中国当时最高精度等级的直流电阻
xyµ¶ b·¸¹º=¨ª«¬u
标准量具，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参照苏联等国家的
»¼ ½¾¿45rÀ+ ÁÂÃÄ«Å
有关资料，由马永涛主设计、邓少阳参加设计、陆
¦ÆÇÈ ,z{|}~gÉÊËÁO}~gÌ
兆宗主试制的
ÍÎＢＺ１６
)*%3型高阻标准电阻，每套
=Ïu ¡¢３ -只，
£
¤¥¦ %+3
§g%+& 欧、１０８
§g%+( §
¨©ª«ÐÑÒÓ
规格有１０６
欧、１０７
欧，精确度等级分别是
+2+% ¬g+2+/ ¬g+2+'
¯1°!v±)- %"&1
０．０１级、０．０２
级、０．０５¬+级。第一机械工业部于１９７４
年１１月天水长城电工仪器厂组织通过鉴定，是当
%% ²qrstuvwxyÔÕ'Öµ¶ Ó¸
时国内精度最高、阻值最高的线绕直流高阻值标
¹¿¨ªº=g ×º=ØÙ=×
»¼ ÚÛ0¿ÜÝ ½¾ÞrÀ+ Áßà
准量具，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水平。参考日

量、数定量、频率量、脉冲量、累加量、开关量等；
»gE¶»gt<»guv»gwO»g*Æ»«k
GIL »xb +MN'+ yz8+OP' yz8Ñ{| $+
Ａ／Ｄ量程为０～±５０毫伏，０～±５毫伏，分辨力
２０
@zko3}/bPh~8¶¹~8W~8
微伏；输出形式为快速打印，定时打印，制表打印，
图像显示，跟点序呈号显示。联计算机优点是∶一
k8i k+ Ä~1°iÓ1
是结构简明。内部无连线，全凭数据总线和控制
Óc+ ¿)Ø8 IEFØ
线、专用总线连接各功能组件。功能组件按标准化
Øg/Ø'äXÔ\+ äXÔ\N
生产，撤换方便。二是用户能按自己的需要增减功
8AB+ Ó/QXL4bä
XÔ\+ SÓ¼¦LäX8>?AB+
能组件。三是具有自诊断功能，使调试维修方便。
a¹^_cB8fgl»ghªg&q8
同时操作简便，检测容量、速度
、对象，在面板上选
¡+ ¢Ó}¶x8 m&£¤¥Ø¦§E5]
择。四是设定程序，可对多种非线性函数进行修
¨+ ©ª_e«/8[H458=¸-ù
正。整个装置结构新式，原理先进，相当于研制年
¬ÞrÀ+ /-v±d·~1°®
代的国际水平。适用于工业集中控制的计算机终

áâã ,z{|}~goä )*%&
¯EF.d8 °m±²³ad·v±K´µ
本样品，由马永涛设计、试制成功的
ＢＺ１７ å=
型超高 端数据采集，也可独立做较集中的工业现场的巡
回检测，如石油、化工、搬运、钢铁等。１９７７
年 !+
１０
u ¡¢ 只，规格有
' £ ¤¥¦
§g%+"欧、
§g
¶fg8·¸¹gNvgº\g»¼«+ !"&& 
阻标准电阻，每套５
１０８%+(欧、１０９
%+%+
§g%+%%
§g%+%/
§
¨©ª«¬ÑÒb
%+(
²8¯1°!v±)½'Öµ¶+
１０１０ 欧、１０１１ 欧、１０１２ 欧，精确度等级分别为１０８ 月 ，第一机械工业部主持通过鉴定。

欧、１０９
欧１级、１０１１欧２级、１０１２欧５级。第一机
§g%+" §
% ¬g%+%% § / ¬g%+%/ § ' ¬+ ¯1°

ＺＴ－１型电子秤二次仪表
"()% ',MNOPQR 科技成果。由天水
n`op+ ,qr

械工业部于
１０月委托天水长城电工仪器
!v±)- １９７５年
%"&'  %+
²³´qrstuvwx

st¨¾uWyð¿ÀgzÁÂg$Ã8- !"&3
长城精密电表厂王克华、马静茹、路军，于
１９７６ 
年

厂组织通过鉴定，是阻值最高的直流超高阻标准
yÔÕ'Öµ¶ Ó×º=å=

进行并完成。同年
月日通过鉴定。获
１９７８年全
5]o+ a １２
!$ ²à'Öµ¶+
Z !"&(
I

»¼ ÚÛ0¿ÜÝ+
量具，填补了国内空白。

ni+
国科学大会奖。

./*+,012
3
,456789:; n
饱和标准电池及其＂电动势—温度公式＂
科
`op+ ,æuvwxyçèéêëgqrstu
技成果。由上海电工仪器厂（蔡体铨）、天水长城电

*+,高速、超高速双极型数字集成电路
STU VSTWX'<=>Y,Z n
ＥＣＬ
科
`op+ ,uÄ) (&!
yçKqPdou$yøg·
技成果。由电子部８７１
厂（现天光集成电路厂）、中

vwxyìíîïgðñògóôõg¹ö÷«øg·
工仪器厂（赵炳谦、王道富
、袁兰娣、时逢彦等）、中

nûæÅÆüguÄ)２４
$1 所、上海无线电
ügæØu !"
科院上海冶金所、电子部
１９ y
厂

~»ùúûÑûgæuvwxùúügýþ
国计量研究院和分院、上海电工仪器研究所、扬州

çÇÈHgðÉgGÊËgÌÍïgÎÅÀø«}~
（吴远庆、王岳生
、徐云森、肖剑谦、叶冶平）等设计

ÿ!«d"8 - １９７４—１９７５
%"&1%"&' 5]o+
#
师范等单位，于
年进行并完成。获

ù+ !"(' 年获首届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１９８１
ZÏÐÅn`5Ñ1«+ !"(!
研制。１９８５

１９７８
%"&(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１９７４年下半年，在上海
Ini+ %"&1 $%8æ

年
月，吴远庆随国家科委代表团赴美国参观、考
 ５' ²8ÇÈHÒÅn³¬WÓÔÕÁÖgß

电工仪器厂，对全国各厂生产的饱和标准电池开
uvwxy8 &I'y(u)*
×ØÙ8 0Ú0Þdou$º«MÛùúA
察硅谷，了解了国际集成电路最新动态和研究方
ÜÝ8ÞFßyJÞà\8eÖáâùú8
+uM,-ª./0+ 'Ö&0EF~18
向后，根据本厂生产实际和条件，经过反复研究，
展电动势温度公式试验。通过对试验数据的计算，
、新工
230·L4uM,-./54564/+78-"2"9
ãä«8¦Æd"å_$8./«`7g«v
提出了中国自己的电动势温公式∶Ｅｔ＝Ｅ２０－
【３９．９４ 大胆创新，在有关单位协作下，采用新技术

（ｔ－２０）＋０．９２９（ｔ—２０）２－０．００９０（ｔ－２０）３＋０．００００６
艺，立足国内原材料，主要用国产设备，采用国际
ç5:/+ø;+2"/"ç5/+ø/<+2++"+ç5=/+ø-;+2++++3
æ8²ç¿[èÈ8b/}é8./Þ
（ｔ－２０）４】×１０－６伏。公式较符合中国标准电池的
8}~ù8¿êë4rÀ8ì»½¾
ç5>/+ø9?@%+AB 6+ ./a78·u)
标准，设计并研制，在国内居领先水平，质量达到
生产情况，在工作温度范围内使用，电池电动势的
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主要用于大型高速电子
9:8v_-ª;<¿>/8u)uM,
íaîã45rÀ+ b/-=huÄ
çÞ./
~1°8mïð/-ñògóô'õ}égEö
~1×DJÞ×º=>×? ２/ @6
计算值与实际值最大相差值仅
微伏（国际公式
计算机，并可广泛用于宇航、卫星通信设备
、数字
~1b (微伏），较
@6ø8 a %"%+
'÷2øgEFùoú'¤=hg»wx«Ak
计算为８
１９１０ ÞiABCsD>
年国际会议推荐长期使 通讯系统、数据传输及各种高速测量仪器等方面；
１２
%/ 月鉴定。在
²µ¶+ %"(ûüýuÄ~1°gsþ Q３号火箭中得到应用。
ÿ!·F¾"/+
/Þ./©+%"#C年
用的国际公式准确。１９７５
１９８３ 年 在我国亿次电子计算机、长征

! -./ !－
－２９４

! ! 单层工业厂房建筑结构改革——预应力保温
!"#$%&'()*+,--./012
屋面板
!"#$% &'()*+,-./0,
345 科技成果。由甘肃省第一建筑工程局建
筑科研所承担，第五机械工业部第五设计院、甘肃
-!12345*678.9:;6<=>?@(

第一
建筑工程局第
五建筑工程公司协作，于
;+,
-./0;6
,-./ABCD5E

社会事业
YZ[$
鉴定，获甘肃省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度科技成果二等
«_ N·() "#&%Ù"#%0
G!"L$¬¦
奖。１９８４年
& ª ３日，甘肃省科委组织对整个山体
. _·()!®¯°Ôÿ
RM "#%( G ７月
加固工程通过技术鉴定。确认这项高、险、难的加
Õh´/VW"â«M ±²³´?µ?@vÕ
固工程，由于采用＂喷、锚、粘、托＂综合加固技术，
h´/_&Ega
wá?ß?-?.x¶uÕh"â_

１９６８—１９７６
"#$%F"#&$ 年进行并完成。获１９７８年甘肃省科学
GHIJKLM N "#&% G@()!O

·¸¹çÔÿº»_çY¼_1¸p;<¢
基本保持了山体原貌，节约了资金，为保护石窟文

大会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通过试验研究和生产
PQRSTU!OPQRM VWXY1ZS[\
实践，采用滚压密实工艺，在预制厂一次生产完成
]^_`abcd].e_fghi+j[\KL
具有承重、保温、防水三功能合一的＂三合一＂屋面
kl3m?no?pqrstu+v
w
ru+xyz

£½ç+¾¿êM
物开创了一条新途径。

板。自重减轻，节约钢材，屋面不渗不漏。通过试验
{M |m}~__yz M VWXY
和使用，基本弄清温度与收缩对板性能的影响。在
Sa_otvM f
温度作用下有较大的起伏变形，可通过调整板的
oDalPv_ VWv

所协作，于
１９７２—１９７４ GKLM
年完成。是中国自行设计、
ÞÂ|I<=?
2CD_E "#&-Ù"#&(
制造、施工，为当时国内电压最高的第一条超高压
hr?2´_1ÃÄÂ!cÅv*+¾Æc
输电工程，在线路上构成连接陕、甘、青三省的西
Ç´/_fÈÉ°qLÊ¸?·?¹r)va
北电网主干。通过试验研究，能够进行带电更换瓷
ËoÌÍM VWXY1Z_tÎHIÏÐÑÒ
Ó?ÑÔÕÖ?×ØÙÈ?ÏÚ¦´Û_ÚjL
瓶、换间隔棒、修补导线、带电清扫等项目，首次成

预应力反拱值，控制屋面板的总挠度等办法予以
g ¡¢_ £hyzv¤¥¦§¨©ª
解决，不影响板的耐久性。适用于－１４℃以上地区
«¬_v®M ¯aE'"()ª°±²
一般工业厂房，已在甘、陕、青、晋、冀、鲁、豫、鄂等
+³´9iµ_¶f·?¸?¹?º?»?¼?½?¾¦

３３０
!!" 千伏高压电线路作业
IJKLMNOP$ 科技成果。由天
!"L$M &À
q4034_ qÁ!O>o1Z
水供电局承担，水电部电力科学院电网调度研究

功地在线路上采用带电作业新技术，不但对消除
s±fÈÉ°gaÏD9"â_ ÜÝst

省使用
)a１００
"** 余万平方米。１９７７年验收。
¿ÀÁÂÃM "#&& GYM
麦积山窟＂喷、锚、粘、托＂加固技术研究与应
6789
:;<=<><?@ABCDEFG/
用
H 科技成果。由甘肃处建筑科学研究所（易武志
!"LÄM &·(Å,-!O1Z2ÆÇÈÉ
等），甘肃省建筑勘察设计院（傅哲生等）、甘肃省
¦Ê?·(),-ËÌ<=>ÆÍÎ[¦Ê?·()

设备缺陷、减少线路停电起作用，而且从带电作业
<Þßà?}áÈÉâDa_ãäåæçD9
工具到自由作业程度，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获１９７８
´kè|&D9/_éêèçqÁM N "#&%
年甘肃省科学大会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
G·()!OPQRSTÂ!OPQRM
百里香杜鹃的药物研究
QRSTUVWXEF 科技成果。由天水
!"L$M &Àq

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王戊巳等）、甘肃省麦积山加
*6,-./ABÆÏÐÑ¦Ê?·()ÒÓÔÕ

±²*ëìí>ÆÏîï?ðî?ñòó?ô
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王惠溥
、高元惠 、宋英兰 、朱

GHI
Ö´/§A×ÆØL[¦Ê_E "#&$Ù"#%(
固工程办公室（蒲成生等），于
１９７６—１９８４年进行

洁、杨天兰、张林圣等）承担，青海高原生物研究
õ?öÀó?÷øù¦Ê34_¹úº[£1Z

并完成。１９８５
年获首届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是在
JKLM"#%+ GNÚÛUÜ!"HÝr¦RMÞf

所、天水地区制药厂（王耐芬）、北京植物研究所
2?Àq±²hûiÆÏüÊ?Ëýþ£1Z2

±´/
wßàáx"âvã°_äu´/åæ_
地下工程＂锚、喷＂技术的基础上，结合工程特点，

Æÿ!"? Ï[Ê? À#$ë>¦%&CD_E
（杜继曾、王生新）、天祝县二院等单位协作，于
"#&.Ù"#&& GHI'KLM
N "#&% G·()!O
１９７３—１９７７
年进行并完成。获１９７８年甘肃省科学

科研所试验研究了小孔径（重４２）、深孔（１５米）锚
!12XY1ZçèéêÆ,(-Ê?ëéÆ"+ ÃÊß

杆、沙研岩锚杆抗剪
、膨胀性锚浆、锚杆钢筋混凝
ì?íîïßìðñ?òóßô?ßìõö÷ø
测等技术，论证应用＂喷、锚、粘、托＂技术的可能性
*¦"â_+,a
w
á?ß?-?.x"âvt

PQRSTÂ!OPQRM ±·(?¹úÔ
大会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对分布地甘肃、青海山
]^HIç,? û]Y1
±v()*ÿ+_
地的百里香杜鹃，先后进行了分析、药理实验研
Z?û£3-´e1Z?û£.a/1Z?0
究、药物提取工艺研究、药物剂型及用法研究、临

与优越性，为设计和施工提供了可靠数据。在进行
/0_1<=S2´34ç567M fHI

12Ì34M û£3-´e156S78!9:
床观察与推广。药物提取工艺为∶叶和嫩枝→挥发

土栈道梁
、泵压灌浆 、岩体内部裂隙简易反光镜观
ùúûü?ýcþô?ïÿ!"#$%Ç&'()

大量地质勘察的基础上，设计院根据麦积山石窟
P8±9ËÌvã°_ <=>:7ÒÓÔ;<
*=8P?>??@Av]B_1ZC
w
DEFG
测绘量大、复杂、难度高的实际，研究出＂因势转角

投影法＂，精心测绘总立面图，满足设计施工要求，
HIx_JK*=¤LzM_NO<=2´PQ_
为考古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设计院与麦积山加
1RSTUVvWXYZM <=>ÒÓÔÕ
固工程办公室先后分别完成西崖和东崖的设计。
[´/§\×]^_`KLabScbv<=M
按
d ８度地震设防，采用锚杆锚固（３～１５
% ±e<f_gaßìßhÆ./"+米深）、裂
ÃëÊ?i
隙灌浆黏结、喷锚牛腿支托和挂网喷护等设计构
$þôjä? áßklm.Snoáp¦<=q

造，消除崖面崖体风化裂坍危害，增强岩体的整体
r_stbzbÿuviwxy_z{ïÿvÿ
ðetM ßì|}üú~<=0u_
性与抗震性能。锚杆悬臂梁栈道设计布局合理，坚
固耐用，与崖面比较协调，为石窟提供了新型的栈
ha_bzC_1;<34çvú

冷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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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 Ø@v86!qA3-!BJt
—→杜鹃油；补蒸的枝叶→水煮提取→酒精除

3提取
?!CDCEF-!¤GHM IJ3-<ªK_
杂→乙酸乙酯萃取→总黄酮。冬春提取较冷月份，

]^fT)１２
"-个地区（州、市）用百里香杜鹃煮
±²ÆL?MÊa()*ÿ+A
先后在全省
.?Nô?;OPOQ?GHRh._fSTUV
剂、糖浆、油胶囊胶丸、黄酮片制剂，防治慢性气管
W １２７０
"-&0 X_.
#"1(2301-+2?
炎
例，３Y/¤lZ[1
个疗程总有效率为
９１．４？０．２５％；
\Zª° $01$24"1(2?]£^ -%1&25"1.2M

显效以上６０．６？１．４？？？控率
２８．７？１．３？？对
_
¯`
Âa*
ÿ
+
-%$
b_
¤lZ^1
#026
照组复方烈香杜鹃 ２８６ 例，总有效率为 ９０？

道结构，五公司在施工中，采用现代钻、灌、喷等机
~äq_6 Bf2´_ga?þ?á¦7

"1&2c\Zª°+-1+27-1#2c0£^ -"28-1.2M
１．７？？？效以上５２．５？２．９？？？控率
２１？２．３？？
de=OÅ_\Zª°S0£^_f¯ghil\
经统计学处理，显效以上和临控率，两组之差均有显
jÆ9:010+ÊM ÿo?kl?mc?K?n?oSr
著性（Ｐ＜０．０５）。对体温、脉搏、血压、心、肝、肾和造

具，研究应用锚杆固定高脚手架（１００
k_1ZaßìhÆ"00余米）、电钻
¿ÃÊ?

m7tÜ©M pû^&~qM . ![Z
血机能无不良影响。服药后反应轻微。３
日内生效

风力排渣
、泵压灌浆后锚工艺、分层喷射大型锚杆
?cþô^ß´e?áPßì

牛腿，以及＂捆吊
、喷连、快锚＂方法处理危岩等先
kl_ªw?á?ßxÂIÅxï¦]

率３６．８？？７日生效率
６６．７？？１９７７
年３月２４日，
^ .$1%2_& [Z^ $$1&2M
"#&& G
. ª -( _
青海省科委与甘肃省卫生局联合主持通过技术鉴
¹ú)!®·()r[0suÌtVW"â«

进技术，完成整个
平方米崖面加固和 ""+(1#+
１１５４．９５
H"â_KL ９１００
#"00 ÁÂÃbzÕhS
Ãú~¦´/_rç & G2´ ?<¡
米新型栈道等工程，创造了７年施工无人身、设备
¢£¦mP¤¥v¦L§_2´¨u<=PQ_
与文物等重大事故的好成绩，施工符合设计要求，

定，确认百里香杜鹃药物是防治慢性气管炎疗效
_ ±²(u*ÿ+û£ÞfSTUVWYZ
¦_[Z_aûvT_w\xyDa_Yz
较好，生效较快，用药安全，无明显毒副作用，资源
{|_}~_[\´e_98£h·
丰富，价格低廉，生产工艺简便，质量控制标准基本

质量优良。１９８０年
98/©M "#%0 G１１
"" 月，西崖加固工程通过技术
ª_abÕh´/VW"â

Iv vûM
可行的比较理想的新药。

#$% !－
－! ２９５

天水大辞典
!"#$%
局。设办公室、人事科
、基础教育科 、计划财务科、
, J?@Ý=qÀ=Þß%&À=à¨áÀ=
师资管理科
、职业技术与成人教育科、法制与审计
âãE$À=¿äåæçkq%&À=èéçêà

& 育
'
教
学正署、训导署
()*+,-* 元代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
!"#$%&'()*+,

科À=%&ëìE$?@Ý=íîåæ%&À-0I
、教育项目管理办公室、信息技术教育科，以及
参照公务
员管理事业单位天水市政府教育督导
ï¶@sE$äÊËLMÜ)b%&¢G

元代，秦州以学正为学官，各县置教谕为学官。明
!"-./012314-567%8314, 9

室、天水市招生考试办公室，事业单位有天水市电
Ý=LMÜðñòó?@Ý-äÊËôLMÜõ

清时期，州
、县学官置署办公。秦州以学正、训导为
:;<-/=6147>?@,
./012=AB3
正、副学官，分置学正署、训导署。
2=C14-D712>=AB>,

教馆、勤工俭学办公室，直属单位有天水市一中、
%=öÔ÷1?@Ý-øùÊËôLMÜºú=
天水市职业技术学校、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天水分
LMÜ¿äåæ1= ·¸ûüõ¥ý1LMD

校
、天水市逸夫实验中学、天水市特殊教育学校、
=LMÜþÿ!"ú1=LMÜ#$%&1=
.(* 元代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元代各
!"E$%&'()*+, !"5
儒学署
天水师范附属小学、天水市第一幼儿园、天水市第
LMâ%&ùÏ1=LMÜ'º()*=LMÜ+
67F1>-0%8=AG32=C14,
./H1
县置儒学署，以教谕、训导为正
、副学官。秦州两学
二幼儿园、天水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天水市青少年
(,*=LMÜ%&À1-.m=LMÜ/0Y
>I67F1>'J7- KLM%&()E$*
署及县置儒学署的设置，是天水教育行政管理机

+'NO,
构的雏形。

活动中心。主要职责是制定全市教育事业发展规
12ú3, 4e¿³KéaÃÜ%&ä56`

劝学所
/(0 清代地方教育行政机关。清光绪三
:PQR%&()*S, :TUV
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学部颁行章程，规定府、厅、州、
WXYZ!"#$ Y[-1\](^_-`ab=c=/=
6deJ7, fY-:M=.g=hij6kl, m
县都要设置。当年，清水、秦安、宁远等县成立。所

划和教育发展战略；综合管理全市基础教育、高等
¨%&56789:E$ÃÜÞß%&=;<
教育
、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 、特殊教育、幼儿教育；
%&=¿ä%&=kq%&==$%&=(,%&9
统筹全市农村和城市教育综合改革；指导协调县
¯>ÃÜ?@AÜ%&:9 BGÁC6

nJop ! q-r1stu, vwxYZ!"!%
Y[内设总董１人，劝学员若干。民国五年（１９１６
年），

区和有关部门的教育工作。
ªôS\ÖÎ%&ÔÕ,
天水市政府教育督导室
!"89:&';-< 代表天水市政府行
PDLMÜ)b(
使教育督导的职能部门。位于秦州区建设路
７４－２
E%&¢GÎ¿F\Ö, Ë}./ª×JØ &(*'
号。１９９５年４
２０日成立。前身为
１９８８年３
月天
Ù,!""+ Y (月
´ '#
Gkl,HI3 !"$$
Y ) ´L
MÜ%«mJ%&¢GÝ, nJ¢)À=¢1À=
水市教委所设教育督导室。内设督政科、督学科、
:À, 4e¿³KJ¢=KL6ªqv)b=%
综合科。主要职责是监督、检查县区人民政府、教
&()\ÖI¾M?1ÊË1NO£(wP
育行政部门及其他办学单位和学校贯彻执行国家
%&RQ=)R=è`ÎNO£(ST6ªqv)
教育方针、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对县区人民政
b= %&()\ÖUVW%&ÎÔÕ0IôS
府、教育行政部门实施义务教育的工作以及有关

天水县在教育会内设。伏羌县劝学所成立于民国
LM6y%&znJ, {|6r1mkl}vw
六年（１９１７年）。民国时期，各县劝学所设所长
!q~YZ!"!& Y[, vw;<-56r1mJm １人，
r1s２'至
 ４( q-6?$%&()
劝学员
人，辅佐县知事办理教育行政事宜。,
!"12 地方教育机构。清光绪三十四年
QR%&*+, :TUVWXY
天水文社
Y[-:M=.g=hij6klr1m-
Z!"#$ 年），清水、秦安、宁远等县成立劝学所后，由
（１９０８
./12>AB>k-J14,
秦州学正署和训导署合成，仍设学官。
34&'5 地方教育机构。辛亥革命后，由
QR%&*+, -
秦州教育会
天水文社改称，兼掌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伏羌县
LM-1%&z%&, {|6
则以民教馆兼理学务。民国元年（１９１２
Y[-3L
0v%$1, vw!YZ!"!'年），改为天
M6%&z,
水县教育会。

部门配合实施义务教育的职责履行情况进行监
\ÖXUVW%&Î¿³Y(Z[\(J

督
、检查、评估、指导；评估县区人民政府、教育行
¢=KL=]^=BGS]^6ªqv)b=%&(

天水县教育局
!"6&'7 民国时期教育机构。民国十
vw;<%&*+, vwW

政部门、其他办学单位和学校的教育管理水平和
)\Ö= ¾_?1ÊË1Î%&E$M`

五年（１９２６
年），天水、武山两县改劝学所为教育
xYZ!"'% Y[-LM=H6r1m3%&

%&ab,
教育质量。

局。第二年，清水
、秦安、伏羌也相继成立县教育
, Y-:M=.g={|
kl6%&
局。各县教育局设立的初期，设局长１人，县督学１
, 56%&Jl'¡<-J ! q-6¢1 !

天水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8&'=(>?0 科研机构。位于秦
À-*+, Ë}.
州区建设路７４－２号。１９８５年
/ª×JØ &(*' Ù, !"$+ Y１０
!#月，由天水市教育
´-LMÜ%&

q-stu, £(¤6%& -¢
至 ３) 人，事务员若干。局长执行本县教育事宜，督

局教学研究室改立。内设办公室、中教室、小教室、
%1-.Ýl, nJ?@Ý=ú%Ý=Ï%Ý=
áÝ, 4e¿FK-.úÏ1%&úôS%&=
财务室。主要职能是研究中小学教育中有关教育、
%1=%1Î$cdeçUfde-gh%&
教学、教学改革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探索教育
%1`»-BGÃÜúÏ1%1ç%1-.,
教学规律，指导全市中小学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

学视察学校。并划分县、乡学区，设教育委员
1¥¦1, §¨D6=©1ª-J%&«s １! 至
 )３
q-?$¤1ª1, vwW¬YZ!"'$ Y[-6%
人，办理本学区学务。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县教
&®¯°6E$- %&±²³£(%&
育经费统归县长管理，教育局长仅负责执行教育
(), vwWxYZ!")% Y[& ´-56µ¶
行政事务。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７月，各县遵照
·¸¹)b`a-º»¼½%&-¾¿³°6b
甘肃省政府规定，一律撤销教育局，其职责归县府
VÀ-JÀ ! 人，协助县长办理全县教育行政
q-ÁÂ6?$Ã6%&()
第三科，设科长１

ôÚäåæqs１８
!$ 人。
q,
有专业技术人员
!"8@ABCDE< 天水市教育局下属
LMÜ%&iù
天水市招生考试办公室
&(*' Ù,
jù}L
ðñ*+, Ë}./ª×JØ ７４－２
招生机构。位于秦州区建设路
号。隶属于天

 , ºY-56ÄÅ¹)bÆ ÇÈ%&
事宜。一年后，各县又按省政府命令相继回复教育
局。各县设教育局之初，县内以乡为单位划分若干
, 56J%&É¡-6n0©3ÊË¨Dtu

MÜ%&, !"$+ 年
Y !'
´-LMÜðñ?@Ý
水市教育局。１９８５
１２月，由天水市招生办公室

学区，学区设立教育委员１人，一般由乡（镇）的小
1ª-1ªJl%&«s ! q-ºÌ©ZÍ[ÎÏ

２００６
１２ ´kl3LMÜðñòó?@Ý,
月更名为天水市招生考试办公室。至
'##% 年
Y !'

２００８
'##$年有
Yô１５
!+ 人，内设招生科、自考科、会考科、综
q-nJðñÀ=mòÀ=zòÀ=:

学校长担任。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以后，乡（镇）
1ÐÑ, vwWYZ!")) Y[0-©ZÍ[
公所设立文化股干事，管理乡镇教育事宜。
@mJlÒÓu-E$©Í%& ,
!"8&'7 政府工作部门。位于秦州区
)bÔÕ\Ö, Ë}./ª
天水市教育局
建设路７４－１号。１９６１年１２月成立天水专区教育
×JØ &(*! Ù, !"%! Y !' ´klLMÚª%&
, !"$) Y-Ò%&§3LMQª%
局。１９８３年，文化局和教育局合并为天水地区文教
Û, !"$+ 年７
Y &月，文化、教育分设，成立天水市教育
´-Ò=%&DJ-klLMÜ%&
处。１９８５

kl, !""' 年
Y (４月，成立天水市招生考试中心。
´- klLMÜðñòóú3,
更名。１９９２

合科。主要职能是负责普通高校（中专）、成人高
À, 4e¿FK²³no;ZúÚ[=kq;

校、自学考试、初中毕业及升学考试、普通高中毕
=m1òó=¡úpäIq1òó=no;úr

业会考招生考试工作。
äzòðñòóÔÕ,
!"FG 清代秦州州立书院。前身是乾隆
:P.//lst, HIKuv
天水书院
W¬YZ!&%' Y[/®wxyJÎz{st,
二十七年（１７６２年）知州费廷珍创设的汉阳书院。

!"# !－
－! ２９６

+,-.
社会事业

院址在秦州吏目署东南。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
年），
!"#$%&'()*+ ,-./.01!"#$
023

t3gï ' t~ «F>GHIç~ }?hJ}
间，北厅３间。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任其昌为首任

知州完颜长世图移建于东关文昌宫东侧，改名天
4%56789:;<)=>?@)A3 BCD 山长，任职二十余年。其子任承允是光绪二十年
ã73 }K¸/Ê0~ L}MNð¸/0
水书院。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J%$*( 023hFx>¸}ã7~ ./0
EF!+ GH/I0J%$"&年），秦州人杨守愚、张
023$%KLMNOP （１８９４年）进士，为书院第二任山长。光绪三十年
023$OPQBhR*m3.
J%*+( 年），巩秦阶道王树楠改为甘南学堂，光绪三
（１９０４
３楹；重门内东号舍
４ (楹，北为魁星楼，西号舍
' abcd])ef
a3ghijk3^ef "７ 十二年（１９０６
/¸0J%*+- 02$STBh½*Òm~
年）巩秦阶道李璜又改为陇南中学堂。

思毅等又筹资维修扩建，大门南向，门内东西房各
QRSTUVWXY;3Z[*\3[])^_`

楹，又北为讲堂
３ abmn)^o`
楹；堂后东西斋各 )５楹，楼后东
a3Tghlm '
a3kn)

西斋各
楹；又西北斋５) 楹，东西斋各
^o`５)楹，北庭
a3gp '３ abT^go
a3)^o` )５
楹。嘉庆年间，邹纯主讲天水书院；咸丰末年，举人
aq rs0t3uvwlDEFxbyz{03|K
杨守愚任主讲。同治年间，进士任其昌任主讲数
LMN}wl~ GH0t3 }?}wl
年。光绪年间，进士苏统武任主讲。光绪三十一年
0~ 0t3 }wl~ ./I0
（１９０５
0234%!Bh$%m~
J%*+) 年），知州李瑞徵改为秦州小学堂。
陇南书院
!"#$ 清代秦州州立书院。位于秦州区
$%%Fx~ <$%
w^３０
'+ 号，今秦州区政府所在地。清代巩秦
e3$%#~ $
民主西路
$Fx~ %~ GH.0
阶分巡巩秦阶道道立书院。初驻岷州。同治三年道
署和书院毁于兵火，道署移住秦州。同治十一年
( Fx¡<¢£3 (:¤$%~ GH/I0
!"#$%&
陇南书院现址

1%$", 023¥>¦$3§¨©^ Oª
（１８７２年），董文涣分巡巩秦阶道，以籍没西和、礼
«¬®¯3°±²³４(万缗，创办书院，于
´µ3¶·Fx3<
县部分回民之产，拍卖生息

光绪二年（１８７６
¸01%$"- 年）五月建成，名为陇南书院。院址
02¹º;»3¼h½*Fx~ x"
#(]3n¾Z¿zÀÁ+ Âg\*3ÃÄ
初在道署内，后迁大城丰裕仓。坐北向南，占地约
)%++ ÅÆÇ3ÈÉ_f７００余间，平面呈长方形。
"++ Êt3ÅËÌ7ÆÍ+
５１００平方米，共有房舍
以通道为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东西建筑摆布匀称，
§ÎhÏÐ*gÑÒÓÔ3)^;ÕÖ×ØÙ3
§ÚmÛx3Ü*ÝgÞßhx[ào_OÎOc
以穿堂隔院，自南而北依次为院门、斋房、通道、重
门、内院、讲堂、中院、后院等。房舍多悬山顶、硬山
[O]xOlmOÒxOnxS+ _fáâãäOå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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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泉书院

E«Fx~ TUðVW
清代清水县立书院。前身是明洪

ø0 J%'"% 02 ¶;Ñ^XFx~ rY/Z0
武四年（１３７１年）创建的西江书院。嘉靖十九年
（１５０４
年），因院址临近西江（今牛头河），地势低
J%)+( 023[x"ë\^X
J]^_23`a
b3Ecde34«fg¾Fx<¿]h7i~ 
洼，水流不畅，知县邓镗迁书院于城内安国寺。清
初，西江书院移置明遗行台署。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
3^XFx:jVklm(~ ,-/¸0J%"("
0234«Pno<FxpqÁr3sKtu3dv
年），知县张衍鉴于书院伴邻仓储，来人嘈杂，不宜

设学，逐捐薪购地，迁书院于西城，改名为上卦书
w3xyz{3¾Fx<^¿3BCh|"F

顶或单坡水。原建筑群有临街院门３
äæçèE+ é;ÕêÉëìx[ '间，门内西房
t3[]^_

院。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年），知县杨翼武捐资于城
x~ rs¸/.0J%$%$ 0234«L}yV<¿
*ì;~x"3ÉïO@OOf (+４０余间，易名邦
Êt3C"
南街建新院址，有厅、楼、庐、舍凡
东一院北厅３
)Ixgï '间是监院监课处。西六院（即观西三
tðñxñòó+ ^ôxJõö^. 山书院。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９年），知县陈墉取《论语》
ãFx~ /ô0J%$'* 0234« 
院）为监院常住之所。东二院、三院、西四、五院为
x2hñx÷¤®+ )¸!O.!O^øO¹!h 
é3Ýn®3FxChéF
＂原泉混混，盈科而后进＂之句，更书院名为原泉书
生徒居所共
间。内院又
²ùúÈ４５
() 室。斋院之北有东屋
û+ o!®gÉ)ü ３
' t+
]!T 院。清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年）后，贡生李会莪、进
x~ rs¸/.0J%$%$ 02n3²O
北为重门，门内西房一间，北坐讲堂。讲堂后有东
ghc[3[]^_It3gÂlm+ lmnÉ)
O|K>|S3n}Fxwl~ .
士阎朴、举人刘文举等，先后任书院主讲。光绪三
西斋房各
^o_`３间，为掌院住所。北厅
' t3hýx¤+ gï '３间供至圣文昌
tþÿ!>?
十二年（１９０６
0234«Bh«Sm~
/¸0J%*+- 年），知县袁范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
ij3)"#_ %１间，西配耳房
t3^"#_ , ２间。讲堂东一门
t~ lm)I[
魁星，东配耳房
景权书院
'(#$ 清代秦安县立书院。前身是乾隆
$«Fx~ TUð,Ú$ÝgÉ)_２ ,间，又北有一西门，门内有东
t3TgÉI^[3[]É)
穿夹道而北有东房
0J%"(' 024«]¶wÑ½
Fx~ ,八年（１７４３
年）知县牛运震创设的陇川书院。乾隆
３' 间（住院夫）。北一砖门，门内有东西斋房共６院，
tJ¤xí2+ gIî[3[]É)^o_È - x3

西房各
间，再北大门１间，门内有东西房各
^_` ２, t3
%gZ[ % t3 []É)^_` )５
间，北房
t3g_ )５间，东耳房１间。后小院（即陇槐院）有
t3)&_ % t~ nxJõ½'x2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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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１７４８年），知县胡奠域捐资扩建，更名鸡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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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年），知县冷文炜重修书

)^_` ２, t~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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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房各
间。院门
１９８５年移建。斋院砖门已拆

院，改称龙山书院。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知县
x3BÙ§ãFx~ ,-ø/ô0J%"$% 0234«
申宁吉对书院全面整修，但不久废书院为公廨。乾
¨©ª«Fx¬1X3®d¯°Fxh±²~ ,

除。西六院（即现西三院）门于
%*-) 年初砖封，出
0î,3*~ ^ôxJõ+^.x2[< １９６５
.B/_0n~ ]xJ+Ix2c[()3BhÚ
入改道砚房背后。内院（现一院）重门已拆，改为穿
%+间。中院（分二、三、四院）重
t~ ÒxJ¸O.Oøx2c
m3^12;_f１０
堂，西面增建房舍
门、讲堂偏门及东偏门内东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O lm3[4)3[])_Ò5K6È 7»
立初被拆除，将重门和东西偏门改建为穿堂分隔
89:3 ;c[ )^3[B;hÚmÛ

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
0234«¥³v´µFx3BC
-¹/I0J%"$-年），知县董秉纯恢复书院，改名

建东房
间。后院拆除北厅，增建西房
;)_３' 间，北房
t3g_ *９ t~
nx9:gï32;^_

（１７５３
年），知县徐浩初建，继任知县高华扩建，于
%")' 0234«ÅÆ;3Ç}4«ÈY;3<
J

¶·Fx~ rs¸/.0J%$%$年），知县陈伊言邑
0234«¸¹º
春雨书院。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
KyVY;3C»¼Fx~ 4Cã7É½GH0
人捐资扩建，易名景权书院。知名山长有∶同治年
tL¾¿O 0tÀ>Á~ ./I0
间杨潮曾、光绪年间进士赵文渊。光绪三十一年
三院，中院东西斋房及耳房皆被拆除，增建南房
.x3Òx)^o_<&_=89:32;*_ )５ （１９０５
J%*+) 年），改称县立高等小学堂。
023BÙ«Sm~
间，北房
间。今第三院增建北房
间。第四院增
t3g_ (４ t~
>.x2;g_ (４ t~
>øx2
)*#$ 清代伏羌县立书院。乾隆十八年
ÂÃ«Fx~ ,-/Ä0
朱圉书院
.t3)_01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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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间，东房背面５
间东向木楼 -+
６０年代拆除。陇槐

次年完工。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
ß05É~ ,-ø/Z0 J%"$(年）、嘉庆五年
02O rs¹0

院大门及２株古槐７０年代拆伐，增建东西房各２
xZ[< , BCD "+ 09E3 2;)^_` ,

（１８００年）、同治二年（１８６３
年），三次毁于兵火。同
G
J%$++ 02OGH¸0J%$-' 023.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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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
治十年（１８７１年），知县侯新严将县城东街清真寺
!"#$!"#! #%&'()*+,(-./012

改建书院，于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
#%:;&<=>?
3456&78!"9#$!"$% 年）竣工，仍名朱圉
书院，占地约
１０ C&DEF
亩，有讲堂' GH
５间。道光至光绪年
56&@AB !&
IJKJL#
间，李则广、黄成采、李士则、原筮贞、杨凝青、王念
G&MNOPQRSPMTNPUVWPXYZP[\
诒、李涛、袁廷瑞、魏鸿仪等先后任书院山长。光绪
]PM^P_`aPbcdefgh56ijH JL
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3l(mneopFH Mqr
k"9#$!(&) 年），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李璨撰
Ds>?56tu&vw(xH Xyzrs{>?5
有《朱圉书院记》，刊存县志。杨芳灿撰《示朱圉书
6|}u~|}&wxH
院诸生》文以励诸生，亦存省志。

图书馆藏书
g5hi5１４４万余册，其中电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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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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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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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ñop ７种；教学仪器设备值
元，固定资产３．６
个二级学院，面向
v&&Zwx ,0) 亿元。下设
yvH zs １２
1. {9|p6&a}
全国
１６０８８ ³&l
人，其
.) {$~Pë%_}&DÃ} !)&""
FÐ２６个省（市、区）招生，有在校生
ÒHI^Rp}１４０００
!/&&&余人，留学生
j³&p} ４/ ³&R}
中普通本科学生
人，预科生

９７($人；有教职工
³Dø;８９９
"(( 人，其中专任教师７１８
³&lÒQhøJ $!" 人，教
³&ø
JÒøPø２２８
.." 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
³& DTPTpLÊ
师中教授、副教授
,', 人，有
³& D .&
３５３
２０ =øJíh6ÃR
名教师分别担任兄弟院校和科研单

正兴书院
位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设有
&'() 清代宁远县立书院。乾隆二十年
0 (m56H 9"#
{Ã|Râ&.&
LÊT}AJfsD８" 个校级科研机构，２０

（１７５５
年），知县胡奠域在城南关帝庙西侧创建来
'(-4
{9|p6UÊ&! {æçnÃ|¤
$*$'' #%&
个二级学院所属的研究所，１个甘肃省高校省级重
远书院，正厅３楹，旁廊４舍。后渐荒废。嘉庆十八
56& % & + H gH "
年（１８１３年），知县刘澄于来远书院旧址重修书院，
#$!"!, #%&'( ¡7 56¢£¤¥56&
4 ' G& .¦ ) GH IJ"k#$*",,
建正厅５间，东西廊各６间。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
#%&'(§¨©ª«¬4&IJ"#$*",' #%
年），知县苏得坡筹款续建，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年）
:;&*4EF ' &®¯¦ ' G&3°±56H
竣工，新建讲堂５楹，外厢各５间，改称正兴书院。
²³ ´µPX¶·P[¸P¹º»&¼}M½¥P
举人刘经带、杨映塘、王权、雷登霄，贡生李允修、
¾K¿&ÀT¾`Áe&fgh56ÂEH JLk
陈至化，进士陈廷鉴等，先后任书院主讲。光绪三
"9#$*(-) 年），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
#%&3l(mneopFH
十二年（１９０６
*+,-) 高等学校。前身为光绪二十四
nepÃH ÄÅlJL9"Æ
焦作工学院
.* 日）成立的焦作路
É%RmÊËÌÍ
#ÇÈkÉ$!"(" # ) Ç２１
年五月初三日（１８９８年６月
Îp6H ÏÐÆ#$*(*' #%&3=lÑÒÎÓp
矿学院。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改名为福中矿务学
Ã&ÏÐ"#
$*(.* #%3lÑÒÎÓÔp&ÏÐ9
校，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年）改为福中矿务大学，民国二

!"#$%&'(
天水师范学院校门

"#$*(,* #%3=lËÌ;p6H ÏÐ9"Õ#
十年（１９３１年）改名为焦作工学院。民国二十六年

&! {æçnÃ³~8Rp¤
点实验室，１个甘肃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 #%&ÖÉ×ØÙÚg&78#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于同年
１０ ÇÛÜ
月内迁西

A&! {|;Ò&!
{|
基地，１
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１个省级实验
ÝH ÏÐ9"Þ#$*(," #%ß&àáâãä&åÜ
øp{KÒ&. {|øp&/
安。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春，因敌机轰炸，再迁
教学示范中心，２
个省级教学团队，４ {|
个省级特色
æçèé&ê-ëì®éÇ2lÃH
p}íî
{Ð
|Q?&)
{Ã|¤4sp
Q?&.
甘肃天水，借城区南门外水月寺为校舍。学生分两 专业，２个国家级特色专业，６ 个校级重点建设学

系八班，人数较在焦作时略有减少。同年，奉教育
ïð&³ñòËÌóôDõöH 8#&÷øù
部令，与北洋工学院及北平、东北两大学的工学院
úû&üýþ;p6ÿý!P.ýîÔpÊ;p6
合并改组为西北工学院。９月，迁至陕西南部城固古
"#3$lý;p6H ( Ç&ÜK%ú-&'
路坝。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
月，抗日战争胜利
Í(H ÏÐk"Æ#$*(/' 年）８
#%" Ç&ÖÉ×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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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于次年暂迁洛阳关林。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
ÜK01& ÏÐk"Þ# $*(/" #% 2Ü§1H
迁至郑州，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又南迁苏州。

科和３个重点扶持学科，１４门省级精品课程；共有
R , {¤¡¢pR&!/ ì|£¤¥¦D
４１个本科专业，其中
３６个已获得学士学位授权资
/! {§RQ?&lÒ ,)
{¨©¨pTpL¸w
格。承担各类科研项目７５０
\H ª¦«R¬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lÒ&Ð |¬

２６项，省（部）级项目６７项；先后有
２０７项科研成
.) ¬&$ú%|¬ )$ ¬fgD .&$
¬RR
®©¯&lÒ©$ú%|¯ /.
果获奖，其中获省（部）级奖励
４２ ¬°±Q²Pø
项；出版专著、教
³ １５６
!') ú&
ÐÛ®pv´µÚ ¶R ·~
材
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科研论文

*(/( 年４月２７
# / Ç .$日，苏州解放，于９月１８日奉华北
É&§134&7 ( Ç *" É÷5ý ４７００余篇，其中，在
/$&& j¸& lÒ& ＳＣＩ、ＥＩ源刊物发表论文
234P54 ¹v´Ú¶·~ 1'1
１９４９
１５１
neøù678ûÜ9ËÌH *('- # * Ç&:;Ò
¸&32234 ¹v´Ú¶·~２３０余篇。《天水师范学
6,- j¸HsèéJKp
篇，ＣＳＳＣＩ源刊物发表论文
高等教育委员会令迁回焦作。１９５０年１月，划归中
<=>;?ú@AH*('* #&÷øùúûÜKèB&
央燃料工业部领导。１９５１年，奉教育部令迁至天津，

院学报》是《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
6pºu»sÒÐp¼v½"¾¿ñopu¹

改称中国矿业学院，一年后迁至北京，焦作原址又
3°ÒÐÎ?p6&C#gÜKýD&ËÌU£2

期刊，２００６
年获第三届＂全国优秀社科学报＂，其中
¼v&6--) #©ÀkÁ
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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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EËÌÎ?p6H
成立了焦作矿业学院。

Â
ÇÈ~¿ÉÊ©
Â
FÐRpºÃÄÊÉ
＂陇右文化研究＂栏目获＂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

!"./-) 全日制普通高等师范院校。
FÉGHIneJK6ÃH
天水师范学院

位于秦州区藉河南路
号。前身为天水高等师
L7M1ëNOÍ １０５
*-' PH
ÄÅlèéneJ
范专科学校，始建于
年，隶属于天水地区专
KQRpÃ&S47 １９５９
*('( #&TU7èéAëQ

°PH
称号。

012,34356-) 教育部备案的公
øùúËÌÊV
甘肃省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员公署。１９７１年底，成立天水地区师范专科学校，
7VWH *($* #X&RmèéAëJKQRpÃ&

办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位于麦积区二十里铺。前
ÍFÉGHIne6ÃH L7Îbë9"ÏÐH Ä
身为原第二机械工业部创建的天水地质学校，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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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年制中等师范专业学校。１９７９年３月，天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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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QRpÃYRm& Z=læçèéJKn
范专科学校正式成立，定名为甘肃省天水师范高
eQRpÃH .--- 年升格为天水师范学院，开始本
#[\lèéJKp6&]S^
等专科学校。２０００
R_}H @A ).- C&Ã4`ab ,* c!def
科招生。占地６２０亩，校舍建筑面积３１
万平方米；

属于中国核工业总公司。１９８４年更名为核工业部
U7ÒÐÓ;?ÔVÕH *("/ #Ö=lÓ;?ú
AÒpÃ&*((, #Ö=lý;?pÃH 6--* # $
地质学校，１９９３年更名为西北工业学校。２００１年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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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甘肃省政府批准升格为甘肃工业职业技术
p6&a}FÐ *( {_}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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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面向全国１９
个省招生。占地３２７亩，校舍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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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业

筑总面积１２．７
!"#$ !"#$万平方米，图书馆藏书
%&'() *+,-+３２
%"万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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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地质学院、测绘学院、建筑学院、化工学院、电
123456789567:!567;<567=
信学院、艺术学院、经管学院、旅游学院、继续教育
>567?@567AB567CD567EFGH
学院共
个高职招生专业
& JKL560 I1M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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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I９个二级学院。共设置
和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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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多个专业方向，专业设置以工科为主，文史、
经济、管理类兼顾。区域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水
A]7B^_`a0 bc34defghie7j
文与工程地质、地球物理勘查技术、岩土工程技
[f<k347 3lm^neo@7 pq<ko

林业工程、园林工程、环境工程、测绘工程、建筑工
ÀS<k7%À<k7ïð<k789<k7:!<
程、信息工程、经济管理
、基础部、成人教育部& ９个
J
k7>ò<k7A]B^70ª71GHª
教学系（部）。开设２６
个专业。以甘肃为主、面向全
G5ª¢0 21 "+ JRS0
WÃÄYZ7#V
国招生，有教职工
%+"人，其中专任教师
)R3G¡２６０
"+-人，
)
PQ)2GO<３６２
＂双师型＂教师
人；硕
!'- 人；教授９
øG£ & 人，副教授８８
)¤G£ ** ø4
¦
§¡¨©G¡１５０
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教师
年林业技术专
5ã6QW75úG¡６０
+-人。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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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被教育部确定为高职高专重点建设精品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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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建筑装饰技术专业被教育部、建设部确定
:!;<o@RSÊGHª7 :1ªÎ8
术、钻探技术、工业分析与检验、工程测量技术
、旅 ２００４
Y:1=So¨>?@ABRS)ÀSo@7
为建设行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专业，林业技术、
wT ! J Xo<SNyOSGH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工程测量技术
ïðñ8fê^o@7<k8xo@7Ö×ØCá
验实训室和１个国防科技工业高等职业教育实训
、计算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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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RSÊÎ8YLG5ÉDEìRS0
基地，５３ 个校外实训基地。共获得全国奖项 ５８ 人 技术 ４ 个专业被确定为省级教学改革试点专业。

游管理等专业已发展为特色优势专业。有
个实
DB^yRSz{|Y}~RS0 2 ５４
') J

次，省级奖项
人次。其中
２００９ne
年资源勘查系在 ２００７年林业技术、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水土保持
)& 0
 "((&
"--$ ÀSo@7ïðñ8fê^o@7jqFG
)L ４９
_o４项，银奖
) ) %３项，铜
) ３%个专业被国家教育部、财政部确立为示范性重点
JRSÊËGHª7ÌÍªÎÏYÐÑÒëì
全国资源类技能竞赛中获金奖
* 0 2GO< ')'
 G¡ "')人），其
¢) 支持建设专业。
HG:1RS0
奖 ８项。有教职工５４５
人（含外聘教师２５４
中教授、副教授６３
G£7¤G£ +%人，讲师工程师
)¥¡<k¡ １０４
!() 人，＂双师
)¦§¡

¨©G¡ １８２人。
!*" 0
型＂教师

&'()*+,通往校区的林荫道
*"+,-./(0123 运用广播、电
IáJK7=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天水分校
L7[MTNOGP7Ö×ØQRÝ'(yUÞß
视、文字和音像教材、计算机课件及网络等多媒体
S=TUVk2WGH3'Ny50 ³´X
进行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地方高等学校。位于秦

州区滨河东路１７
１９７９年。占地面积３２
¿bYZ[¹ !$号。创办于
º0½¯´ !&$&
0Ó3#$ %"

亩，建筑面积２．２２
３０００ U%
多万
Ô):!#$ "#""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
%&'()\8h %--ç0 "--)  % È)1Ï]ÃÄ^_GH>ò;A
!"#$%
教学楼外景
元。２００４年３月，成立了甘肃省津陇教育信息化培
训中心，２００６
年５月，成立了天水市电子信息工程
Õ)"--+ 
' È)1Ï]`ja=Ù>ò<k
!"#$%$&'() 教育部备案的公办
GHª«¬®¯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学校，实行＂三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体
¦
bcdÙ7efgÙ©B^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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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位于麦积区马跑泉路 ５８

号。前身为创建于１９５６
º0 »¼Y½:´ !&'+年的兰州林业学校，１９６３
¾¿ÀS5)!&+%
年更名为甘肃省林业学校，隶属甘肃省林业厅。
ÁÂYÃÄÀS5) ÅÆÃÄÀSÇ0
"((!  $ ÈÉ:YNO560 "(($ ８月，被国
* È)Ê
２００１年７月改建为高职学院。２００７年
家教育部、财政部确立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
ËGHª7 ÌÍªÎÏYËÐÑÒNyO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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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Ó3#$ ２３０亩，建筑面积
校。占地面积
万平方米。有电

教中心、计算机中心、电子阅览室和
２８ JÜ_R
个各类专
GÕ7Ö×ØÕ7=ÙÚÛT "*
业实验室，图书馆藏书
１８ %/0
万册。建有各类专业实
Sw)*+,-+ !*
:2Ü_RS
wÝ3６２
+" 个，多媒体教室８个，拥有教
J)UÞßG * J)à2G
验室及实训基地
!-*-台，图书馆藏书
â)*+,-+ ３６
%+ 万册。教学、
%/0 G57
5áÖ×Ø１０８０
学用计算机
Xãäå1«"æ４８２０
)*"- 万元。其中，荒漠化防治
%ç0 )èé; ê
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wYLëìw)íîo@37ï
实验室为省级重点实验室，遥感技术实训基地、环

制。有教职工６７人，专任教师
±0 2GO< +$ )R3G¡４５
)' 人，其中副教授
)¤G£
TNL¥¡ １０
!- 人，＂双师型＂教师
)
¦
§¡¨©G¡ )４人。有各专业
0 2ÜRS
和高级讲师
+' 人。内设办公室、招生就业办公
0 õ1¯®7PQiS¯®
 h3G¡６５
外聘责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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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和教务处、学生处
、远程教育处 、教学科研处、网
(B^k7EFGHk"jk)lm
JnL<o
络管理处、继续教育处总务处，下辖'５个县级工作
pT % JG5ì)I2Ü_5Q ４０８１
)-*! 0
:
站和３个教学点，共有各类在校学生
人。建
Ï]qMrstu)T
./0
qvJK))2
立了数字卫星接收系统和 ＶＢＩ 数据广播系统，开
²]
¦=wx©'7G5&â)yá`^az
通了＂电大在线＂网上教学平台，利用天津市投资

３００
%-- 万元建成了甘肃省津陇教育信息化培训中心，
%ç:1]ÃÄ^_GH>ò;AÕ)

对校园网进行５
{%'S= '次升级改选，网络传输采用百兆光
|LÉ})'(~á
纤接入，校园网主干传输速率达千兆，百兆到桌
t!) %'Z ~ó) ô

、多功能报告厅、多媒
#)'(²¯®7G57UÇ7UÞ
ðñ8w7 3^>òo@3yLë 面，网络连通办公楼、教学楼
境监测实验室、地理信息技术实训基地等校级重

树木标本室于
年加入英国皇家邱园植物园
ûüýþ´ ２０００
"--- ÿ!"#Ë$%&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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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室、网络教室、多功能演播厅、电子备课室、语
Ny1«)'Ö×Ø "$&
音室等终端设备，联网计算机
２７９ âø2¯]i²
台；开办了普通

'())*Ê+!,&mýþ,-./0 12
网络系统，并被编入《中国植物标本馆索引》。设有

师范专科教育、成人高等教育
、注册视听教育 、中
¡ÑRXGH71NyGH7/LGH7

点实验室已达到省内领先水平；有近
年历史的
%- ú\
ìwzóôõö÷j&ø2ù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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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

专学历教育专业
"=>+%"*１３
#! 个，中等职业教育专业
@B '()*+%"* ６个。
$ @C
培养各类大中专毕业生
年６月，
#%& 万多名。１９９９
I?JC #''' K
$ LB
DEF;<'"G*H１．５
开始本科学历教育，设有计算机科学、法学、汉语
-MNO=>$%B.PQRSO=TU=2VW

月成立的甘肃省立第六师范学校，附设在省立第
L°Mö MNO56=B P.´MN
三中学校内（今秦州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同年
Ê'=Q RSúI\T¬´ÌUC VK +８
月，改贡院旧址（今天水市人民政府所在地部分）
LBWXYZKS,m[úI\T¬´Ìv²U
为天水师范学校。学制２年。后几经搬迁。民国十
,m56=C =~ . KC \]1^_C I@`
三年（１９２４
年）春，学制改为三三制（前期师范
ÊKR-'., KUaB=~WÊÊ~
Rb56 !３

言文学、英语、数学、行政管理、教育管理、金融学、
X0=2YW2Z=2[\]32$%^3T_`=T

年，后期师范
KB\b56 ３年）。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改为四
! KUC I@`JKR-'.+ KUBWc

aQ=(１０
#( 个本科专业和计算机应用、英语、汉
@NO"*bQRcdeT YWTV
会计学等

d~Rb56 ,４年，后期师范２年）。民国二十二
KB\b56 . KUC I@d`d
二制（前期师范

WX0=T$%]3Tf=$%TU=TgOhi
语言文学
、教育管理、小学教育、法学 、农科园艺

KR-'!! KUBNO56µMNÊ'=e®BW5
年（１９３３
年），第六师范与省立第三中学合并，改师

学=T_`TjQTk3=Tl=TmnmoTpqr
、金融、会计、护理学、药学、水利水电、建筑施
工、工商管理、行政管理共
１５个专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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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机械电子职工大学
&'()*+,-#. 教育部备案的公办
$%vwxyz{

范为甘肃省立陇南中学师范部。民国二十五年
6 Mfg'=56vC I@d`hK

等专业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开设了文经、理工、师
!"#$%&'()*+%,-./0123425
范、信息技术等类大专学历教育专业
!"多个，中
?@A'
62 789:(;<"=>+%"*３０

全日制高等院校。隶属于甘肃省经济委员会。位于
|}~(u  1ju 
秦州区赤峪路
 １０７号。前身是甘肃长城电器工业
#)* u  o4*
公司职工大学。１９８４年开始招生，１９９０
+ L
z)4<=u #'+, K-MHA-'') K年８月更

名为甘肃省机械工业职工大学。１９９１
年 !３月经国
J S4*)4<=u -''- K
L1
家教委批准，由原兰州石化机器厂职工大学、兰州
$ ¡B¢£¤¥¦S§)4¨=2¤
通用机器厂职工大学、国营长风机器厂职工大学、
©eS§)4¨=2ª«S§)4¨=2
甘肃省机械工业职工大学
S4*)4¨=４, 所学校合并而成，下
¬=®¯°B±
. ４, ¬²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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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所分校。总校设在甘肃省机械工业学校，与省
c4*=¶[·¸¹º»¼½·¾¿À»¼]
机械工业学校实行＂一套班子＂和＂两块牌子＂管
3C .))# K1$%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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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２００１
年经省教育厅批准，具有普通高校高职招
生资格，面向全省招收高中毕业生及＂三职生＂。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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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Ê)H¼C Ë
ÌÆÍ２０５
.)& 亩，建筑面积６
ÎBpqÆÏ $ IÐÑÒBÓÔÄÕ³
地面积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

值Ö８１００
+#))万元，有教学楼、实训楼、图书馆、学生宿
I×BP$=ØT¶ÙØTÚÛÜT=HÝ
舍
、实习工厂等教学场所以及田径场、足球场、篮
Þß¶à4§($=á¬âÉãäáTåæáTç

球场等体育场地。建有语音室、多媒体视听教学系
æá(è%áÌC pPWéêT?ëèìí$=î

统、电教中心和电子阅览室和现代化的校园网。
ïT o$'ðbo»ñòêbóôõö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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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万册，有普通高职和各类
.))+年，图书馆藏书
KBÚÛÜø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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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册学生
２９３ úC
人。其中专任教
´ù=H１０００
#)))多人，教职工
?úB$)4 .'!
û'"ü$

师5１６８
人，中级职称人员 +&
８５
#$+ 人，高级职称人员
úBý)þú ３０
!) úB'ý)þú
úBÂPÿ!H=>T=ö$5 １６
#$ 人，具备＂双
úBÂw·"
人，具有研究生学历、学位的教师
5¼#$$5３８
!+ 人。设有机械工程系、机电工程
úC .Pc4%îTco4%
师＂素质教师
îTo&4%îT78µ]34%îT'(µõ4
系、电气工程系、信息与管理工程系、环境与化工
î ５个教学系、１个基础教学部和实训中心、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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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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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１９３６
年），师范部与三中分设，改名为甘肃省立天

水师范学校，生源主要来自陇南
m56=BHijkl8fg１４
-, 县。１９５１年，教
mC -'&- KB$
育部颁布《师范学校教程（草案）》，师范学校分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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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中等两级，天水师范为中等师范学校，学制 !３
:T':¾ýB,m56':56=B=~
年。１９６２
月，被甘肃省教育厅确定为省属
KC -'$.年
K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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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重点师范之一。１９８６
年３月，改称天水第一师范
¬wx56y¸C -'+$ K
! LBWþ,mN¸56
学校。占地面积５４
=CËÌÆÍ &,亩，校舍面积１．８９
ÎBÞÆÍ -8+' 万平方米。有
IÐÑÒCP
图书
ÚÛ１．３
-%! 万册，教学仪器价值
IùB$=z{Ö１２．４１
-.%,- 万元。１９８９
I×C -'+' 年，
KB
在校学生
´=H９４５
',&人，设
úB. ２０个教学班。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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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úB
ý|5 +人，讲师１７
úB|5 -*人，助理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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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讲师８
３３ úC
人。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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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与天水第二师范学校合并为天水师范学
C .""* KB,m56=b,m)*'"e®
校。２００７
年，天水师范学校和天水职业中专合并为
,m[)*9:=C
天水市职业技术学校。
!"/412.3 中等师范学校。位于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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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第二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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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区渭南镇。１９７３年
月成立，时称渭南师范学
C-'+$ 年改称。实行定向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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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１９８６
、定向分配，重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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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农村小学教师。占地面积 ５０ 亩，校舍建筑面积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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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册，教学仪器设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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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万元。１９８９
-+%, I×C -'+' 年，有教职工１２６人，有专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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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人，助理讲师
** 人，其中高级讲师２
úBû'ý|5 .人，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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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人，教员
３１人。在校学生
９４５ úB.
人，设１８个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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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２０００
年９月，与天水第一师范合并为天水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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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56789.3 职工培训学校。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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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税务干部学校

秦州区藉河南岸。前身为成立于
年的甘肃省
Gg C °M １９８５
-'+& Kö


开发中心、计算机中心、甘肃省机械工业总公司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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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学校，为全日制普通中等专业学校。２０００年

工教育培训中心、甘肃天水制造业信息化培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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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ð５个中心，以及兰州理工大学本科函授站、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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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远程教育本科函授站；开设计算机辅助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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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制造、电气自动化技术等专业，专业建设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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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月，改为甘肃省税务培训中心，２００７
年--１１月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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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名。占地面积
万平方米。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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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办公楼、教学楼、学员宿舍楼等教学培训设施，

设有教学科、教务科、人教科、信息科。在职教工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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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人。从
１９９５ K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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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Bû'ý|5 １５人，讲师
-& úB|5 .úC  -''&
盖机械、机电
、电气、信息与管理, <;,pPc
４大类；建有机械 人，其中高级讲师
始，与省内外高校合作开办财政、税收专业成人学
MBµQe-{\TÈ"*°ú=
=>To&?~TZ?To»T/012/03TQRc
传动、电气控制、数控、电子、ＣＡＤ／ＣＡＭ、计算机
等:３０个实训室；设有国家教育部
历教育大专、本科班和网络大学本科班，招收税务
>$%<"TNOºb÷<=NOºBÈ
!" @¶Ùê, .P@$%vＮＩＴ
456考试中心，
AB'ðB
/070
CDDÙ'ðEC
ＣＡＸＡ
软件培训中心等。
!"/012.3 中等师范学校。位于秦
':56=C 
天水第一师范学校

州区滨河西路
HC I@JKK-'-+ 年）３
KL!
FG1２７.*号。前身为民国七年（１９１８

."""人。累计完成各类培训班
úC Q°F;DÙº２５７
.&* 期
b .*
v ２００
干部近
２７
IúC jk|îï´)vöD
万余人次。主要承担全省税务系统在职干部的培
*"9â
ÙBKDÙ !３I?úBË|DÙüö
训，年培训
万多人次，占全省培训任务的
７０？？

!"" !－
－! ３００

>?@'
社会事业

上。先后获得＂省级文明单位＂＂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 #$%&
'
()*+,-.
'
/012*+34

B=>_`<
专停止招生。

先进单位＂＂全国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5,-.
'
/6*+,-.789:;<

甘肃省地质矿产局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职工
*"345678/&012'() ª
学历培训学校。位于麦积区马跑泉镇。前身是
１９８０
D;DE<-FójI?@AB<CDE '"$(
年成立的甘肃省地质局技术干部训练班。１９８５
NVW£Q(iF#ËGHú< '"$4年，
NX

!"#$%&'() 全日制普通中等专业
/=>?@A7BC
甘肃省机械工业学校

学校。位于秦州区西十里铺。１９７９年由甘肃省政府
DE<-FGHIJKLM<!"#" NOPQ(RS
批准成立，１９８４
年开始筹建，１９８６N]^/(_
年面向全省招
TUVWX!"$% NYZ[3\!"$&
生，隶属于甘肃省机械总公司。占地面积１０１亩，
`\abFPQ(cdefg< hi]j '(! kX
El3m]j !)# 万平方米，实验工厂建筑面积
nopqX rstu3m]j
校舍建筑面积１．７
'%*% 平方米。２００１
ovq< +((' Nwxyz{|}0~)
１４６４
年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级重
点，２００４
年被国家教育部等六部委确定为数控专
X+((% Nw0~xyz{|} B
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训学校，２００６
年作为甘肃省
CDEX+((* N}Q(
唯一一所入选学校，被国家教育部列为全国
１０７
DEX w0~xy}/0 '(,

所先期开展半工半读试点院校。２００７年被批准为
#YE< +((# NwTU}
中央财政支持的数控实训基地。２００９
年甘肃省教
A R¡¢£ r¤i< +((" NQ(x
育厅以甘肃省机械工业学校为依托，成立甘肃省
y¥¦Q(cdCDE}§¨X VWQ(

机电职教集团，并在学校建设全省机电类专业开
c©ªx«¬X ®DE34/(c©¯BCY
°r¤i< ±cd²³´µ¶>´
´µ
放型实训基地。有机械传动
、电气控制、数控、电

子、ＣＡＤ／ＣＡＭ、计算机等
３０多个实训实验室。设有
·´-./0-.1´¸¹c7 2(
º»rrs¼< 4±
机械工程系、现代制造工程系、电气工程系、基础
cd½¾´¿À>Á½¾´µ¶½¾´¤Â
xDÃ¾X4±CAÄ´¸¹cÅÆAÄ
教学部三系一部，设有工业中心、计算机信息中心
7rcÇÈY4cµÉÊË´cd4¸Ì>
等实训机构；开设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设计与制
Á´©¶ÍÎÌ>7４０
3( 多个专业，涵盖机械、机
º»BCXÏÐcd´c
造、电气运行与控制等
©´©¶´ÅÆÌÑÒ
3
»Ó¯<
±xª +"2人，
X
电、电气、信息与管理４个大类。有教职工２９３
'&$人，高级教师
X×)xÖ ４２
3+ XA)xÖ
ÔABÕxÖ１６８
其中专任教师
人，中级教师

经甘肃省教育厅批准成立。１９８６
NXY4iFIJ
ïQ(xy¥TUVW< '"$& 年，开设地质调查

找矿专业，学制３年，招生
２７人。１９８７年，开设地
KLBCXD> 2 NX_` +,
< '"$, NXY4i
MÊDKLBCX_` ６７
&, <
'"$$ NXDE±xª
球化学找矿专业，招生
人。１９８８年，学校有教职
4+ 人，其中专任教师
XÔABÕxÖ１６
'& 人，教学辅助
XxDNO ３2 人，在
X®
工５２

校学生
'$, < 4±iF´3*´ÊP´QLôR´
ED`１８７人。设有地质、水文、化探、岩矿分析、
测量５个专业。建筑面积
ST 4 »BC< 3m]j６０６０平方米，实验仪器齐
&(&( ovqXrsUVW
/XXY 4((( äZ<
全，藏书５０００余册。

甘肃省建设银行学校
*"39:;<() 中等专业学校。位于
A7BCDE< -F
GHI[\Ó]^_< '"$& 年成立，前身是甘肃省
NVWXCDEQ(
秦州区藉河大桥南端。１９８６
34`ÎGAÄ< '"$, Na}A7BCD
建设银行干部培训中心。１９８７
年改为中等专业学
校，隶属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甘肃省分行。１９８８
年
EXabFA0b34`ÎQ(ôÎ< '"$$ N
起，面向社会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
cX]^de_f×AòC`XD> +２年。占地面
N< hi]
积９
４９４１平方米。有电视教学
j "亩，校舍建筑面积
kXEl3m]j 3"3'
ovq< ±©gxD
放像设备
台，藏书
°h4i９台（件），教学用计算机
" j &.kX xDl¸¹c １５
'4 jX
XY
4((( 册。设投资信贷管理专业教学班
Z< 4mnÅoÑÒBCxDú ２
+ »X
D`
５０００
个，学生
'(( 人。课程分文化基础课、政治理论课、专业基础
< p½ô*Ê¤Âp´RqÒrp´BC¤Â
１００
课３类，专业课
年，有教职工２５
p 2 ¯X BCp２０+(门。至
s< t １９８９
'"$" NX
±xª +4
XÔABÕxÖ '+ <
xÖA×)uÖ ' Xu
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２
人。教师中高级讲师１人，讲
Ö 3人，助理讲师４
XOÒuÖ 3 <
+((( Nw34`Îe{
师４
人。２０００年被建设银行总部确

v}wxyzJ{AÄ< +((4 N + |X4æ}
定为退伍士兵西北培训中心。２００５年２月，更名为
CDErÎÞßàá´âáãDXÌ/0 5((
A034`ÎQ(ôÎ23AÄ< A
业学校实行城乡结合、联合办学，与全国
３００ ä~
余家 中国建设银行甘肃省分行天水培训中心。培训中
知名企业实行校企合作、＂订单＂培养，就业率保持
åæçCrÎEçá´
'
è,.éXêCëì¢ 心占地面积
Ähi]j ９．４亩，教学生活设施面积
")3 kX xD`}47]j 4(33
ov
５０４４平方

８５$4人，在校学生近万人。与周边
１１个贫困县区职
X®ED`Øn< ÌÙÚ ''
»ÛÜÝIª

在® ９８？？上。先后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甘
"$6¦!< #í%
'
/0xy¾î#5«É.
'

肃省经委系统职业教育先进单位＂＂甘肃省非师范
Q(ï¾îªCxy#5,-.
'
Q(ðÖñ
院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全省教育系统先
EòC`êC#5,-.
'
/(xy¾î#
5«É.789:;<
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012'() A7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中等
BCDE< -FójIôõö< '"$3 N÷ãX'"$4
专业学校。位于麦积区分路口。１９８４年创办，１９８５
NøùABúDûDX D> 2３年。开设林业专
N< Y4üCB
年首届中专班学员入学，学制
CX_`ýþ}ÿ!"üCrs#$%Ý&I'ü
业，招生对象为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及各县（区）林
C¾î(± 2 N¦!)´*AòC´+,7-.
业系统具有３年以上工龄、初中毕业、未婚等条件
£/0ª< '"$, N3VÿD´*A´ABÃ
的正式职工。１９８７年建成小学、初中、中专三部一
É£xyAÄ< '"$"年，中专部有专职教师
NXAB±BªxÖ １７人，
', X
体的教育中心。１９８９
XA)ª: ,人，初级
X*)
ÔA×)BCËª: '人，中级职称７
其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１

米。现有员工２０
q< ¿±û +(人，劳务用工８人，下设办公室、
X~l $ X4ã¼´
培训部、后勤保障部３个部门。天水培训中心自成
´íì 2 »s< 23AÄV

立以来，累计培养中专毕业生
W¦ X¸éABòC` ９５６
"4& 人，举办各类培
Xã%¯
训班
２．５６äÈÌ×Eá
余人；并与高校合作
ú４００
3(( 多期，参训人员
Xû +)4&
éÓB´Dû ９００
"(( <
'""" NYZ
培养函授大专、本科学员
多人。１９９９
年开始培
wxX¸Dû７００
,(( 多人。
<
训退伍军人，累计培训学员
*"3=&'() 中等专业学校。位于武
A7BCDE< -F
甘肃省轻工业学校
"ÝsB<'"$+ NVW<OQ(C¥
山县洛门镇。１９８２年成立。由甘肃省轻工业厅和甘
u«n[3<
abFQ(C¥< hi
谷油墨厂集资筹建。隶属于甘肃省轻工业厅。占地
22 kX3me]j
novq< '"$2 N "
]j ３３
面积
亩，建筑总面积')('
１．０１万平方米。１９８３年９
|/0_`X_f×AòC`
+((人，学制
XD> ３年，
2 NX
月正式招生，招收高中毕业生 ２００
»B
Y4´´´Á 3４个专
开设油墨颜料、食品发酵、塑料工艺、造纸

职称９
９１人。占地面积２０
ª: "人，在校学生
X®ED` "'
< hi]j +(亩，建筑
kX3m
面积
]j４３００平方米。１９９２
32(( ovq< '""+年，小陇山林业实验局被
NXÿ!"üCrs#w

业。１９８６
年开始招收初中生，学生来源主要是全省
C< '"$& NYZ_f*A`XD`
 ¡E/(

交甘肃省林业厅管理，天水地区小陇山职工中等
1Q(üC¥ÑÒX 23iIÿ!"ªA7

东、广西、四川、安徽、黑龙江、辽宁、云南、福建、湖
¨´§J´©ª´«¬´®¯´°±´²^´³3´´

专业学校更名为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职工中
BCDE4æ}Q(ÿ!"üCrs#ªA
7BCDEX VWí5Oÿ!"üCrs#5
等专业学校，成立后一直由小陇山林业实验局直
6ÑÒ< '""$年，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后，职
NX0~r728üì9½íXª
接管理。１９９８
xy£:D;xy<^ËX ªA
工教育的重点从学历教育转向技术培训，职工中

南等
^7１０多个省市代培学员
'( »(µÀDû１２６
'+&人。设有电教室、
< 4±©x¼´

各地，此外油墨颜料专业还为陕西、河南、北京、广
%iX¢£BC¤}¥J´\^´{¦´§

rs¼´Árs¼´ôRrs¼7XÌ!J
食品实验室、造纸实验室、分析实验室等，与陇西
¶1u´23Áu´"Áu´·Hu´
酒精厂、天水造纸厂、武山造纸厂、兰州食品厂、甘
u3Wýör¸¹< '"$" 年，有专任教师
NX±BÕxÖ
谷油墨厂建立对口实习场所。１９８９

!"# !－
－! ３０１

!"#$%
天水大辞典

５０人，其中讲师
人。１９９３年搬迁兰州，与原甘
!" !"#$%& ５０
!" !'
#$$% ()*+,-./0
肃省纺织工业学校、甘肃省二轻工业学校合并，成
123456789012:;5678<=->
立甘肃省轻纺工业学校。
?@12;3A678'
!"&'()*+, 中等专业学校。位于
$BC678' DE
天水市体育运动学校

环城西路９
JK LMNOPQRSTU6VW8FGHI $号。前身为天水地区青少年业余体校，
创建于１９５９
XYE #$!$ 年１１月。１９８３年４月，更名为天水地
( ## ZK #$&% U ' Z-[\NOPQ
RW]$7-($&! (^012_`abc92da
区体育中学，１９８５
年经甘肃省计划委员会、省教委

１４３人，其中专任教师
('% !-$CWd&１０６
(")人，兼职教师
!-Xd& ２５
*! 人，教
!-d
辅人员１４
３２人，讲师
Y!b ('人。教师中高级讲师
!l d&$Ût%&
%* !-%&４０
'"人，
!助理讲师
年，在甘肃省卫生厅、甘肃省
CB%&３４
%'人。２００６
!l *"") (-012øí9012
教育厅主办的首届卫生职业教育＂天堰杯＂护士风
\
O]^_'&`
d]í+Z[àø6d]
采大赛中，获团体二等奖、学生规定礼仪比赛一等
a¼b$-cêW:Bd97eïfghbÍB
奖、学生短剧比赛二等奖、护士礼仪比赛团体一等
d97ijhb:Bd9'&fghbêWÍB
d9 S(d&kÒ=lhbêWBdm*"", (奖、青年教师操作技能比赛团体三等奖；２００７年，

ef>?OPQRW]gh78-=ij$kl m
012øí9 2d]í+012Þ:àø
批准成立天水地区体育运动学校，并设附中部。同
在甘肃省卫生厅、省教育厅主办甘肃省第二届卫

年８月，更名为天水市体育运动学校，为全日制中
( & Z-[\NOPnW]gh78-Nopq$
等专业学校、正县级事业单位，隶属天水市体育
BC6789 rstu6vD- wxOPnW]
局。占地面积
yl zQ{|３５亩，建筑面积
%! }-Y~|８８００
&&"" 平方米，下设
i
政办科、训练科、教务科、学生科、毕业生就业指导
9d97966
科、总务科
9 )６个科。教职工６１
' d5 )( 人，其中专职教练员
!$Cdb
２２
** 人、专职文化课教师２０人。学校分附中部、中专
!9Cd& *+ !' 78j$k9$C

生职业教育＂高教社杯＂比赛中，获教学优秀奖竞
\ÛdÑnohb$-cd7ÕÖdp
6d]
赛团体二等奖；２００８
(-012øí92d]
bêW:Bdm*""&年，在甘肃省卫生厅、省教育
厅主办的甘肃省卫生职业教育＂人卫社杯＂护士技
í+Z012ø6d]
\
!øÑ^o'&=
能竞赛中，获组织奖；２００９年，在甘肃省卫生厅、省
lpb$-cq4dm*""$ (-012øí92
d]í+Z
\O]^opb$-rcÕÖd7>
教育厅主办的＂天堰杯＂竞赛中，荣获优秀教学成
spbêW:Bdl
果竞赛团体二等奖。

人。现开设田径
、射击、摔跤、柔道、篮球、武术、跆
!' i ¡¢£¤¥¦§¨©ª«¬
拳道、乒乓球、自行车、足球
１０个运动项目，开设
§®¯©°±²³© ("
gh´µi
１９
($ 门文化课。先后与西北民族大学、沈阳体育学
¶l ·¸.H¹º»¼7 ½¾W]7

天水市农业学校
!"&/0+, 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
ØÙt ðñ$ B 67
校。位于清水县城永清镇东关。前身是清光绪三十
8l DEtPsGutvwþl LMxtyzâ
三年（１９０７年）创建的甘肃农林学堂，中华人民共
(Q($", (TXYZ01{|7}-$~!º
和国成立后改名为甘肃省兰州农业学校。１９６９
年
éØ>û¸\N012,{678l ($)$ (

院、西安体育学院联合办成人教育大专班、本科
¿ HÀW]7¿Á<>!d]¼CÂ 

*tP-[\N012tPs{678l ($,! (
迁至清水，更名为甘肃省清水县农业学校。１９７５年

Â8Ãi?OP&Ä7¿d7ÅÆÇQNO
班，在校内设立天水师范学院教学实践基地，为天

NOP{7¿-($,$ (01/\l
($&! (01
改为天水农学院，１９７９
年恢复原名。１９８５
年恢复

水师范学院培养输送人才，与天水市一中联办了
P&Ä7¿ÈÉÊË!Ì .OPnÍ$ÁÎ
天水市一中体育特长班，为社会培养了１３００
名体
OPnÍ$W]ÏÐÂ-NÑcÈÉÎ (%"" \W

,{678-=*,-tP{678[\O
兰州农业学校，并迁回兰州，清水农业学校更名天

部（学制三年）、本（专）科部，中专部在校学生
１９８
k7q(9Ck$Ck87 ($&

]5ÒÓ-Ô2ÕÖgh×ØÙ×ÚÛB¿8Ê
育工作者，向省优秀运动队、国家队及高等院校输
送队员
**' 名。代表天水市在甘肃省第八届、第九
\K ÜÝOPn012Þßà9Þá
Ë×b２２４

届、第十届、第十一届运动会上取得金牌总数和团
à9Þâà9ÞâÍàghcãäåæçèéê
WL *名成绩。２００４
\>ël *""' 年被省教育厅认定为省
(ì2d]íîïN2
体总分前２

级重点体育运动学校，２００５
年被国家体育总局认
tðñW]gh78-*""! (ìØÙW]yî
定为
周期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
ïN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ò*""& óôØÙÛPW]¸õ!Ì
基地，先后被评为甘肃省、天水市业余训练先进单位。
ÇQ-·¸ìöN0129OPn6V·÷vDl
天水市卫生学校
!"&-.+, 国家级重点中等卫生职业
ØÙtðñ$Bø6
78lDEù,RúÝI４０
'" 号。１９５８年
Jl($!& ( ,７月成立，
Z>û学校。位于秦州区精表路
8üýiù,R¹þÿ!"l ÞÍe#$7
校址初设在秦州区北关泰山庙。第一批招收学生

P{678-wxOPn{6abcl zQ{
水农业学校，隶属天水市农业委员会领导。占地面
*"$ 亩，实习用地
}-Å: Q １２６８
(*)& }-Y~{|
积|２０９
亩，建筑面积 '-&
４．８
万平方
-C6Å94 ２６
*) -#Ný$6-7
米，专业实验室
个，招生对象为初中毕业生，学
' (-i{79M * C6l *++, (tPs
制q ４年，设农学、园艺２个专业。２００７年将清水县
6=«d]=-*++& (>ûÎOP5
职业技术教育并入，２００８
年成立了天水机电工程

技术学校。现有天水农业学校、天水机电工程技术
=«78l 2OP{6789OP5=«
学校
、天水市农业科技人才培训中心、清水县职业
789OPn{6=!ÌÈ$9tPs6
技术教育中心４
=«d]$ ' 块牌子，开设电工电子、机械加
ç- i59 

工、信息技术
、现代农业、民航服务 !５¼
大类*!２５个专
59;<=«9Ü{69º>
C
6l 2d7Â &+ -opq87４８００
'&++多人。
!l
业。有教学班８０个，全日制在校学生
d5２０３
*+%人，专兼职教师
!-CXd& １６２
#)* 人，其中中、高级
!-$$9Ût
教职工

!l ($!$ 年６月和天水医学院合并，分医士、护
( ) ZéOP%7¿<=-%&9'
 &!人，＂双师型＂教师
!
&od& )!
Y2 # æ5Å
４６')人。１９５９
职称８５
６５!l
人。建有１个金工实
$é * 5Å4- õÅ9g
m( $ Z-012øír(efNop
士& ２* Âl
班。同年９月，甘肃省卫生厅正式批准为全日
训中心和２个电工电子实训室，装备实验仪器
q$BC678l ($)&年底，下放天水地区主管，
()-*OPQR+,),,*台（套），建有教学闭路电视网、与互联网相连
Q T-Y2d7¡I¢£9.¤¥£¦§
制中等专业学校。１９６８
６７７２
-OPQRø78l ($)$ (
' Z-.OP5.&
称天水地区卫生学校。１９６９
年４月，与天水工读师

的校园局域网、ＩＳＤＮ
办公网，多媒体教室等现代
©Wd4BÜ
Z8y¨£9./01 3£-

C9OP&Ä<=l ($,* (/Z-01OPQRø
专、天水师范合并。１９７２
年元月，恢复天水地区卫

d7iª-«¬ (,-) Vl
($$" (®]¯°
化教学设施，图书１７．６
万余册。１９９０
年选育抗寒
Õ±ÛD²³´µQH¶O １号＂，获甘肃省
( Jo-c012
优质高产冬小麦川地品种＂兰天

}-i234975Ò
78l zQ{| !*)亩，设有办公室、学生工作
生学校。占地面积５２６

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荞麦引种及生产栽培技术
7=«÷·Bdm ¸´¹¶ÚDºÈ=«
研究获天水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抗条锈病优
:69È69;<=«>?@6969A
78cOPn7=«÷·:Bdm ¯»¼½Õ
习处、培训处、信息技术服务保障处、总务处、财务
质山地冬小麦品种＂清山
８４３＂获 ($$'
１９９４年甘肃省科
处、保卫处
１１个处室。设有专业护理、助产、卫生
69?ø6 ((
64l i2C6'B9CD9ø
±!Q²³´H¶

t! &'%oc
(012
保健、药剂、中药、药品营销、制药技术、口腔工艺
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多抗、丰产兼用亚麻新品种
?E9FG9$F9FHIJ9qF=«9KL5M
7=«÷¾Bdm ¯9 ¿DX ÀÁÂH¶
OÀ ５号＂获
! J_ c１９９４
($$' 年甘肃省农业科学技术改进
(012{67=«÷
=«9%7N99O1=«9%7P=«9ø; 
技术、医学检验、康复技术、医学生物技术、卫生信
＂天亚
< (*个专业。其中护理、助产、药剂、中医（中医结
ÍBdl ·¸ìöN
C6l $'B9CD9FG9$%Q$%R
oØ{Ã>!d]·÷v
息１２
一等奖。先后被评为＂全国农村成人教育先进单
处、招生就业处、教务处、教育教学研究室、实验实
59#669d69d]d77849Å9Å

合专门化）为全省骨干专业。２００８
年，有教职工
<CST No2UVC6l *""& (2d5

位＂＂甘肃省职业技能鉴定先进单位＂。

0126=lÄï·÷vD_l
D_

!"# !－
－! ３０２

社会事业
789%
! ! 天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 成人中等专业学
!"#$%&'
校。位于秦州区公园路
"# 2) 345&6*789
() *+,-./01 ６３号。科级事业单位，隶属
天水市农业局。１９８４年成立，到
２００８年，共完成农
:;<=&>? $%&' @!ABC ())&
@BDEF=
学等
$* G%&H#%'IJKBLM４９０４
'%)' 人，毕
"BN
'$１７个专业的中专学历教育，招生
业
人；中专后继续教育大专班，共开设农业
(&'" "O#%PQRJKS%TBDUV=&
& ２８４６
推广等
１２７１人，毕业
１１９０ "OU
人；开
WXY３+ 个专业，招生
G%&7LM $(*$
"7N& $$%)
Z='%&[3\$JK]'^_`ab7 LM
办农学专业本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招生
$*&人，毕业
"7N& $)*
１７８
１０７"Ocdefghijk@ij
人；短期实用技术培训每年培训

农民达
多人次；绿色证书培训培训农民 ６．１４
"))) n"oOpqrsijij=l
",$'
=lm ６０００
万人，颁发绿色证书６
t"7uvpqrs " 万个；共培养有文化、懂技
tGODiwxyz{|g
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３．１４t"O
万人；劳动力转移阳光
h{}~=l +-$'

工程培训家政服务员等
* G１．１
$-$ 万人，转移输
t"7
ij$７个工种
出１．０２
 $-)(万人；农业职业技能鉴定
t"O=&&g８３１
&+$ 人，其中中级
"7##4
果树工１６２
"7#4= $&) 人，中级兽医防治
"7#4
 $"(人，中级农艺工１８０

员 ２６８
１０４ "B\4
人，高级兽医防治
("& 人，中级疫病防治员
"B#4 ¡ $)'
员 ７０人，高级疫病防治员
年底有职工
*) "B\4 ¡ ４７
'* 人。２００８
") ())& @¢x
１３
$+ 人，其中高级１人，中级６人。
"B#\4 $ "B#4 " ")
天水市工业学校
!"#,%*+ 中等专业学校。位于秦州
#Y%&'() *+,.£¤1 *%号。１９８４年成立。１９８５年开始招生，
2) $%&' @FA) $%&. @U¥LMB
区莲亭路７９
@) «Vx
L¦§¨©\#N&MB 'ª (２年。另设有职工
招收对象为高中毕业生，学制
TBL¦¬x ( @®¯H°5&±? V
班，招收具有２年以上工龄的企事业在职职工。设
x&²³}´{µ¶ª·²{&²lf
有工业与财务会计、机械制造与工艺、工业与民用
¸¹{&°&º» ４个专业。至
' G%&? ¼１９８９
$%&% 年，有教职
@BxJ
建筑、工业企业管理
工５３
５１"?
人。教师中高级讲师２
 .+人，其中专任教师
"B#%½J¾ .$
J¾#\4¿¾ (
人，讲师５人，助理讲师７人，教员９
人。占地面积
"7¿¾ . "7À»¿¾ * "7J % "?
ÁÂÃÄ
(* Å7(Æ¸¹ÃÄ "$'"平方米。设电子计算机、
ÇÈÉ? VÊË´Ìµ{
２７亩，校舍建筑面积６１４６

电工、机械实验室、图书室、资料室、实习工厂等教
Ê{µ¶eÍÎ{ÏsÎ{ÐÑÎ{eÒÓYJ
学设施。１９９５年，与天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并。
'VÔ? $%%. @7²:;¾Õ\Y%3'(Ö×?
天水地震学校
!"-.*+ 中等专业学校。１９７５
#Y%&'(? $%*.年成立。
@FA?
由国家地震局主管。校址设在麦积区党川—利桥
ØÙÂÚ>Ûº? (ÜV±ÝÄ.Þßàáâ %９
/ãä? '(åæçèéxJ ２８４
(&' "7
LM
公里处。学校规模最大时有教职工．
人，招生
$*.人，分为
"7ê© .５ GJ'b?
$%&+ @ëìíî<?
１７５
个教学班。１９８３
年迁往北京市。
/01234,*+ 技工学校。创建于
g '( ? ï¸ +
甘肃省机械技工学校
$%*+ @? 89+ðñòµ¶&ó/ô7P89+
１９７３年。隶属于甘肃省机械工业总公司，后隶属于
ðñò~õö}7÷øùµ¶{ÊË©Ûy
甘肃省经济委员会，是一所以机械、电子为主工文

结合的综合性国家高级技工学校。设有秦州区西
úÖûÖüÙ\4g'(? Vx,-.ý
十里、二十铺、皂郊、麦积区石佛、秦安县
þã{ÿþ!{"#{ÝÄ.$%{,&' . ５个校
G(

区，校本部为秦州区西十里校区。总占地面积１５．７
.7([(©,-.ýþã(.? óÁÂÃÄ $.-*
万平方米，其中西十里本部占地面积
万平方
tÇÈÉ7 #ýþã[)ÁÂÃÄ２．８
(-& tÇÈ

米。有教职工
É? xJ ９３人，其中专任教师７６
%+ "7#%½J¾ *" 人，高级职
"7\4
* １５
$. 人。开设有数控应用、数控技术加工、机械加
"? UVx+,-f{+,gh.{µ¶.
称

工技术
、机电、钳工、模具钳工、计算机装配等 $)
１０
gh{µÊ{/{æ¬/{´Ìµ01Y
G%&? U2345(06{7589:;Ã
个专业。开通了千兆校园网、百兆交换到桌面的光
<=>6? xJ'f´Ìµµ? * G7@x ３+ Gn
线宽带网。有教学用计算机机房７个，拥有
个多
媒体室和２
ABÎC (套流动多媒体专用设备，大型投影设
DEnAB%fVF7 SGHV

备
套。建有计算机拆装实验室、电工电子实验
I ３+ D?
¸x´ÌµJ0eÍÎ{ ÊÊËeÍ

室、机械演示室，焊工、钳工实训室。先后被国家社
Î{µ¶KLÎ7M{/ejÎ? NPOÙP
会和劳动保障部、中国教育联合会、省政府等单位
}CQR){#ÙJKSÖ}{òTYU*
命名为国家级重点学校、高级技工学校、全国最佳
VW©Ù4XY'({\4g'({ZÙç[
\&]'({ò4XYg'(?
就业率学校
、省级重点技工学校。

天水技工学校
!"4,*+ 技工学校。前身为建于
g'(? ^_©¸+ １９８２
$%&(
@ðñ`aÊb&/ôS'? $%&' @F
年的甘肃长城电器工业公司职工大学。１９８４年成
A7()). @cW©:;<g'(? ÁÂÃÄ $-'.
立，２００５年更名为天水市技工学校。占地面积１．４５
tÇÈÉ7 ¸¹ÃÄ ９５００
%.)) ÇÈÉ?
x±('M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平方米。有在校学生

１６８０
、数控、模钳、焊
$"&)人，教职工
"7J ７６
*" 人。开设机电
"? UVµÊ{+,{æ/{M
工、无线电装接
{d<Ê0e .５个专业，有实习工厂、计算机中
G%&7xeÒÓ{´Ìµ#
心、数控加工中心、机械加工车间、电子电工拖动
f{+,.#f{µ¶.gh{ÊËÊi
eÍÎCÏsÎ? jVZ/Î{LM\&Z/Î{
实验室和图书室。下设办公室
、招生就业办公室、
Jä{'Mä{ijä{klä{óä?
教务处
、学生处、培训处、保卫处、总务处。
天水市职业技术学校
!"#5%46*+ 职业技术学校。由始
&gh'(? Ø¥
¸+lÙm@n$%$& @o:;¾Õ'(C¥¸+
建于民国七年（１９１８
年）的天水师范学校和始建于

１９８０
$%&) 年的天水职业中专合并，于２００７年成立的一
@:;&#%Ö×7+ ())* @FAø
所集教学、科研、技能鉴定、产业开发
、培训为一体
ùpJ'{3q{g{r&Uv{ij©øB
/Z#Y%&'(? êsäZ'7[){øê){
的公办中等专业学校。分三处办学，本部、一分部、
2{`U1 '.
ÿê)êtV±,-.uvý1２６("号、长开路
二分部分别设在秦州区滨河西路
４５
2{wx1#y? ÁÂÃÄ $') 亩，校舍建筑面积
Å7(Æ¸¹ÃÄ
号、南明路中段。占地面积１４０
$)-$' 万平方米，内设党政综合办公室、教务处、学
tÇÈÉ7zVÞûÖZ/Î{Jä{'
１０．１４
Mä{ejä{LM\&ä{F"JKij#f{J
生处、实训处、招生就业处、成人教育培训中心、教
研处、教学信息中心、总务处
、财务处、本部办公
qä{J'{|#f{óä{³ä{[)Z/
室、一分部办公室、二分部办公室等
１３ G34µ
个科级机
Î{øê)Z/Î{ÿê)Z/ÎY $+
构。设有师范类和职业教育类
}? Vx¾Õ~C&JK~３０
+)多个专业，师范
nG%&7¾Õ
类与天水师院等高校联办的大专教育设有中文、
~²:;¾Y\(SZS%JKVx#y{
数学、英语、信息技术教育
、学前教育、音乐 、美术 *７
+'{{{|ghJK{'^JK{{h
个专业；职业教育类设有小学教育、幼儿教育、音
G%&O&JK~Vx 'JK{JK{

乐、美术、商务英语、工业与民用建筑、电子电工、
{h{{&²lf¸¹{ÊËÊ{
Megh{ ´Ìµ-fgh{ Îz0²XV
焊接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室内装饰与广告设
´{²º»{}´ÊÌz{µ¶{æ¬
计、旅游服务与管理、会计电算化、船舶机械、模具
V´²ª·{+,.gh{µ.²+,gh{
设计与制造、数控加工技术、机加工与数控技术、
2{gh{V´{z-f{µÊøBz{
移动通信技术、动漫设计、化工应用、机电一体化、
l{gf²{0V´²{\
民航服务、汽车运用与维修、服装设计与工艺、高
职升学班等
() nG%&? xJ'b １１０个，在校
$$) G7±(
'bY ２０多个专业。有教学班
'M６１３５
"$+. 人，其中大专生
"7 #S%M ７７３
**+ "7
#%M .+"(
学生
人，中专生
５３６２
"? xJ４０２
')(人，其中专任教师
"7#%½J¾ ３２５
+(. 人，高级
"7\4
人。有教职工

讲师或相当职称教师
¿¾*J¾７２
*( 人，讲师或相当职称教师
"7¿¾*J¾
１６７
$"* 人，市级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５０
"7<4J¾C'3>" .) 多人。有语
n"? x
音室、计算机网络教室
Î{´Ìµ6JÎ１５$.个，计算机
G7´Ìµ ９８０
%&) 多台，教
n7J
学双向闭路系统
' 1¡¢１套，有电子电工、焊接、钳工、室
$ D7xÊËÊ{Me{/{Î
z0£{µ¶.{¤Ï{¸¥{¦§¨b{ '{
内装潢、机械加工、绘图、建材、测量仪器、力学、美
©v{æª«¬{æª?YejÎ２９
(% 个，有物
G7x®
容美发、模拟餐厅、模拟客房等实训室
»{z'{M®Y¯°±eÍÎ ９% G7ÏsÎ²s
理、化学、生物等基础课实验室
个，图书室藏书

! !"! !－
－３０３

!"#$%
天水大辞典

!" !"#
２５万册。

秦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 职业技术学校。
$%&'()#
甘肃省重点中等职业学校。位于秦安县城北三里
*+,-./0$%()# 123456789
铺，前身是创办于
:; <=>?@2 １９８５年的秦安县职业技术学
#$%" AB345$%&'(
校。２００６
ADEF3G$%&'()H3G5IJ
)C !&&'年，在原秦安职业技术学校、秦安县教师
进修学校、甘肃广播电视大学秦安工作站、秦安县
KL()H*+MNOPQ(3GRSTH3G5
农业机械学校、秦安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秦安县
U%VW()H3G5U%MNOP()H3G5

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合作办学；与长江三角洲、珠
çè|-.$%()âS@(éêë8ìíH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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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6:09zC
天水市特殊教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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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重点中等职业学校。位于武山县城关镇北
*+,-./0$%()C 12¹º56»¼7

e9zHþ34GHub'%d:09C ?Çfg
别奖＂、第四届残疾人艺术会演二等奖。盲生王旭

½¾¿D<=i?@2 #$%' AB¹º5$%&'
h12Fçijkþ8hD (ÇBl'Sm´
滨河路，前身为创办于１９８６
年的武山县职业技术 梅获得全国女子柔道第三名，学生的美术作品多
()#!&&+
AÀ*+,I^·ÁÂÃ@Ä#kl
ßnÍFçQ5Dt５０"&人获得一、二、三等奖。
u12H:H809C
学校。２００７年经甘肃省教育厅批准改办而成。占地 次参加全国大赛，有
mn %# oDcpmn３．２６
*)!' 万平方米，拥有教学、办
!qrsDÅtI(H@
面积８１亩，建筑面积

公、生活等设施，数控技术、焊接
、电子技术、计算
ÆHÇÈ0}ÉD&'HÊËHO&'H
机应用、护理等专业实训设备，其中建筑面积
４０００
V H¦¤0j%¯\}ÌD/cpmn (&&&

群．

qrsBVWÍR¯\ÎÏÐÌtÎÑHÒ
平方米的机械加工实训车间装备有数控车床、普
ÓÎÑHÔRÕHÊV0}Ì (&
t ((４４个教
I
通车床、钳工台、焊机等设备
４０ÖÕ#
余台。有
(D(Ç ２２００
!!&& uDj$IJ
#&" uD/{|×
学班，学生
人，专职教师１０５
人，其中高级讲
J % uD
w
xJyzIJk "&,Øa#
}tVWÍ
师８人，＂双师型＂教师占
５０？？上。开设有机械加
RHO&'HÙÚÛ * ３大类
QÜ #!
j%# Ý´
工、电子技术、现代服务
１２个专业。开展多
Þß´àáBâS@(C 7ãHäåHaæ0l
层次多形式的合作办学。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

!"#$%&'()*+
天水市特殊教育学校全景
01(3456./
武山县特殊教育学校

;AL<=I^
九年制义务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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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8MN OPQ@RSTH
B/URSTH
BVW
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游击队歌》等歌曲。组织
RSTH
;XUYZTH
;[\]^A K^T_ `a
＂石火社＂＂励学读书会＂＂海燕社＂等读书会，学习
b
cdef
g
hijk3l
mnoelKjk3piq

天水市第一中学
!",-.*+ 甘肃省示范性普通高级中
ïðn¸opÊ´ß
学。位于秦州区泰山东路
i qéÔSrstu８( 号。前身是陇南书院，
v wxyÚk p

进步作家的文艺作品以及抗日理论等。抗日战争
Rrst701suMN-.vwK_ -.xy

省立天水中学。１９９２
5¯i &""* 年由完全中学改为高级中学。
û|Ii´ßi

z{|p}%Y~!"#$年%
Z
胜利后，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５ p
月，奉教育部

*))) 年被评为省级示范性高中。占地面积
À}ßn¸o´ ~Û ６．４
$-, 
２０００
万

p }%Y~&"#'年）春，又
p
命，搬回河南新乡。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

¼p Ä z .-',  .))(
多平方米，校舍总建筑面积２．７４万平方米。２００８

迁到郑州以北的薛岗村，改为河南省立中正学院。
M7pi 
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
&)月
 ２２
** 日，郑州解放后，
.p¢C|p
}%Y~¡&"#(年）１０
迁入郑州市弓背街，定名为郑州市第二中学，１９５８
£¤¥¦§p¨©¤ª«ip&"%(
年改为郑州市第四中学。国立十中在清水的８年
¤ª¬i %~®¯7 ( 
°4±|²³´µ¶µ·¸¹º» ６０００
$))) 多人，
¼½p
内，先后培养高中、初中、师范毕业生
($* ½ÀÁÂÃ
¾i¹º»¿ &))) ½ ±|:８６２
小学毕业生约１０００人。先后有
人被保送到空
军学校、骑兵学校、兽医学校
、防空学校、空军通讯
@iÄµÅÆiÄµÇÈiÄµÉÃiÄµÃ@ÊË

年，有教学班
５５ =pÄi»
个，在校学生/&%)
３１５０人。教职工２３４
p: iô %%
½ DF ./,

iÄNÌÍ@
学校及远征军。

 ÑÒY~&"),
Þzé®ÑÒ« &('$年）。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
创建于清光绪二年（１８７６
年,ïiàp±|{©Yµ
）改办为甘南中学堂，先后又更名为省立三中、

½pB · &'( 名，其中特级教师２
©pøß · . 人，高级教
½p´ß
人，专任教师１７８

师
人，一级教师８２
人；省级学科带头人和省级
· ６９
$" ½pùß
· (. ½ßi>½\ß
 ·１９
&" ½p
i ' ½6¤ßi>
骨干教师
人，省青年教学能手７人；市级学科
½ ( ½p¤ß · /&
½ ±|
b
I%0
带头人８人，市级骨干教师
３１人。先后获＂全国文
qf
b
I%¾iFs±Rf
b
I%"
明单位＂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集体＂＂全国群
众体育先进单位＂＂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全国
#±Rqf
b
I%1 ±Rqf
b
I%
绿色学校＂＂全国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实验学校＂
iÄf
bI%¾iÐ}Ö iÄf

&'()!"*+ 民国时期公立中学。清
}%ÎÏÐi( ®
Kv .))' pÀ%t½:Zµ Z ¡
甘肃省立天水中学
等荣誉称号。２００７年，被国家人事部、教育部授予

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巩秦阶道衙门在原陇南
ÑÒY~«&")$ pÓÔÕÖ×ØÙÚ
k ÛÜÝÞÚ¶ß·¸iàp MÙk á
书院地址上创立陇南初级师范学堂，以原书院膏
dâãiÄ*)ä åæY&"&& p?Ô
火基金为学校常年经费。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将秦

b
I% ¢æ±Rfv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içèéÄ° }%ê&"&* pÚ¶ß
州中学移附于校内。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陇南初级
·¸i»¹º|pé}%«&"&+ !)
Ô
师范学生毕业后，于民国二年（１９１３
年）１０月秦州
iëÚ¶ß·¸ìípÞÚipiî ,４
中学与陇南初级师范合并，创立陇南中学，学制
 }%Y&"&, " p©ïðªY
年。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９
月，改名为甘肃省立第三
i ñÎpòÙÔióô½õö÷pìíø
中学。同时，因原秦州中学甲班人数太少，合并其
éïðªùi ú }%&"&$
于甘肃省立第一中学（在兰州）。民国五年（１９１６
pûüýÖþÿÝ!"piÄ)ä#$û
年），由渭川道尹向省上申请，学校经费开始由省

天!"#$%&
水一中校门

财政划拨。当年，省财政向学校拨付
%&'( )p*&ÿiÄ+, ３０００元经费。
+))) ê)ä
}%¡&"&( * pïðª·¸Þp
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年）２月，甘肃省立第六师范创立，

!",-/*+ 高级中学。位于麦积区马
´ßi qé£S¤
天水市第二中学

跑泉路
号。隶属麦积区教育局管理。１９５３年７
¥¦u １６
&$ v
§¨£S ©ªv &"%/  '
月由甘肃省教育厅创办，称天水第二初级中学，校
ûïð «Þ,p5¯ª«¶ßipÄ
Ü4¬¤¥¦®t¯)°±p ²¬¤
址设在今马跑泉镇慕家滩村经圣寺，翌年迁今马
:-k µ. 02ÄÜ }%«~&"+$ 年）
 跑泉路新址。１９５７年，改为天水县中学。１９５８年８
有旧书院、考院两处校址。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uÜ &"%' p5¯³i &"%(  (
１ &月
 ２７
*' 日，将陇南中学师范、初中两部分设，初中
.p?Úi·¸µ¶0Z34p¶
p4´ôp$|Ii ³µ¤ìí|p{©
月，设高中班，始为完全中学。县、市合并后，更名
Z©ïð5¯ip
ÄÜ1ÙÚk
部命名为甘肃省立天水中学，校址仍为原陇南书 为天水市第四中学。县、市分设后，称天水县第一
5¯¤ª¬i ³µ¤/4|p5¯³ªù
校址在旧考院。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７月，甘肃
ÄÜ-.  }%«~«&"++ ' pïð
ªYiëïðª·¸iÄìíï
省立第三中学与甘肃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合并为甘
ðÚip°/¶µ·¸0ZpiÄ1肃省立陇南中学，内分初中、师范两部，学校仍旧

院旧址；师范部命名甘肃省立天水师范学校，仍设
-Ü6·¸Z©ïð5¯·¸iÄp14
7  ïð5¯i°4 89µ:;<0
在贡院。甘肃省立天水中学内设教导处
、事务股两

中学。天水县改北道区后，１９８６
年更名为天水市第
i 5¯³ÖS|p&"($ {©5¯¤ª

二中学。２００２年秋季，初中部停止招生。２００３
年 (８
«i .)). MNp¶Z´µK» .))/ 
½6 DEFGH *,
=>?pÄ@µ 8ABC &１人；教职员工共计
p¶i»í£¶·ip¸¹´ ~Û
个科室，校长、教导主任各
２４ 月，初中学生并入龙园中学，成为独立高中。占地

人。全校共有初中三级学生
１５１人。民国二十八年
½ IÄG:¶Yßi» &%&
½ }%«~J
 '/亩，建筑面积２．７万平方米，绿化面积占
ºp z .-' »p a~
面积７３
（１９３９
年），学校开始招收高中班，到民国三十年
&"+" p
iÄ#$KL´ôp }%Y~
&.-(0 : i¼ . ½p>¾¼ & ½pi»Ð¿¼ .
１２．８？？有教学楼２栋，科技楼１栋，学生公寓楼２
&",& ªùiÏMNpIÄ´µ¶G:
（１９４１
年）第一学期秋季，全校高中、初中共有 &&
１１ 栋，学校理、化、生实验设备达到国家一类标准，图
½piÄvµaµ»4ÀÁ%tùÂÃÄpÅ
个班级
Oôß４５３
,%+ 名学生。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战区师生
©i» -.xyÏPpQRxS·»
kÆÇk /
¼Èp íÉ:CÂÊGjË ÌÍ
书馆藏书
３万多册，并配有各类电子读物。运动
TUV£5¯p E½õW ,)
X½ }%Y~
不断涌入天水，教员人数达到
４０余人。民国三十
ÎµÏÐ4Ñ4ÀÒÁ%tÃÄ .))( 
场、体育器材设施设备均达到国家标准。２００８
年在
¬&",% pQRxS·»YZ[\e3)
四年（１９４５
年），随着战区师生陆续返乡和社会经 校学生
Äi» ２５４８人，有教学班
.%,( ½p: iô /$
= DF １７７人，
&'' ½p
３６个；教职工
]^_7TU`abcp,idefgDhp,i
济秩序的不断恶化紊乱，办学质量迅速下滑，办学
其中高级教师１６人，一级教师
７０人。先后被评为
½ ±|À}
ø´ß · &$ ½pùß · ')
!"# !
－! ３０６＿－

社会事业
/012
＂甘肃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甘肃省教育科研实
!
"#$%&'()*+,!
"#$%&./0

验学校＂＂甘肃省绿色学校＂＂天水市标准化管理学
123!
"#$4523!
6789:;<=2
校＂＂天水市文明单位＂和＂麦积区十佳学校＂，２００４
3!
678>?@A-B
!
CDEFG23-H!""#
年被天水市人民政府授予＂高中质量奖＂。
IJ678KLMNOP
!
QRSTU-V
天水市第三中学
!"#$%&' 高级中学。位于秦州区人
QWR2V AXYZEK
民西路８号。创办于１９５６
L[\ $ ]V ^_X %&'(年８月，前身为天水市
I $ `Habc678

楼、实验楼、信息楼、综合楼、学生公寓楼各
Å°01Å°ÆÇÅ°ÈÉÅ°2¨ÊÅÂ １栋。
% ËV
!"#$*&' 完全中学。位于秦州区建
¹R2V AXYZE~
天水市第六中学

设路４号。始建于１９５３年８月。占地面积２７．９
g\ # ]V ¼~X %&') I $ `V xyzD !+*&亩，有
|H
教室
)' 间，６４座的多媒体计算机教室
ÌH(# ÍÎ{Ï,ÐÑÒ%§ ２间，２１０平
! ÌH!%"
%§ ３５
%ÕH9
Î{ÓÔ % ÕH%Ö×ØÙÚÛ§１处，标
方米的多功能厅１处，教师电子备课阅览室
:ÜÝÞBßàÝÞy ' V !""$ IH2 !"""
准篮球场和羽毛球场地５个。２００８年，有学生
２０００

defWR2H%&'& 年
I $８ `gQRhV
!""% Ii
KH%2h ３５个（初中１７个班，高中
)' áfR %+ hHQR １８个班），教
%$ hâH%
第三初级中学，１９５９
月设高中班。２００１
年秋 余人，教学班
j23fRkJlmHnocQWR2HpYZE 职员工１５２
ã %'!人，有全国优秀教师１人，省园丁２人。
KH µ¶% % KH$·¸ ! KV
季学校初中部被剥离，升格为高级中学，属秦州区

重点高中。２００１年被命名为市级素质教育示范高
qrQRV !""% IJstc8WuS%&vwQ
中。占地面积
万平方米。图
(" 多亩，总建筑面积２
{|H}~zD ! V

RV xyzD ６０

书馆藏书

)*(+ 万余册。２００８
V !""$年，有学生
IH2２０４２
!"#!人，
KH
３．６７

教学班
)(个，教职工有１６６
H% %((人，专任教师
KH% １０４人，
%"# KH
%2h３６
RW% % KHQW%３０)"人，中级教师
KHRW% +#
其中特级教师１人，高级教师
７４
K$W2.K１人，省级骨干教师５
% KH$W% '人，省
KH$
人；省级学科带头人
级青年教师能手５
WI% '人；市级学科带头人
K8W2.K７+人，市级
KH8W

天水市第七中学
!"#+,&' 完全中学。位于麦积区育
¹R2V AXCDE&
ä\VåpCDE%&æ<=V%&+" Iç67èé
才路。隶属麦积区教育局管理。１９７０
年由天水锻压
Òêëìí~gHîtc©ïR2H%&+)
机床厂出资建设，原名为道北中学，１９７３ Ið6
年改称天
7ñdòR2Hc¹R2V %&$' I67ñðï©
水县第四中学，为完全中学。１９８５
年天水县改北道

校＂＂中西部小学网络教室示范学校＂＂全国中小学
3!
R[k¤2¥¦%§vw23!
 R¤2

EHóIôtc678dõR2V !""'年８
I $月，
`H
区后，次年更名为天水市第七中学。２００５
öQRk÷ø678dùR2H ö678ùRf
将高中部并入天水市第九中学，将天水市九中初
中部并入第七中学并调整为初级中学。占地面积
Rk÷ødõR2÷úûcfWR2V xyzD
２．３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８８００
年在校
!*) H~zD $$""平方米。２００８
V !""$ Iü3
学生
１２０人。
2１５６８
%'($人，教职工．
KH% %!"
KV
天水市第八中学
!"#$-&' 完全中学。位于麦积区滨
¹R2V AXCDEý

¨L©ª%&0123-«¬]V
公民道德教育实验学校＂荣誉称号。

þï\ ４６号。隶属麦积区教育局管理。始建于
#( ]V åpCDE%&æ<=V ¼~X
河北路

% １５
%' 人，区级骨干教师
KH EW% )%
)
骨干教师
３１ KV
人。先后获得

＂全国体育项目先进学校＂＂全国体育卫生先进学
!
 ,&¡¢)*23!
 ,&£)*2

%&$" IH67ñdÿR2Hp¹R2H%&$( I
１９８０年，称天水县第二中学，属完全中学，１９８６
年
ôtc678d!R2V xyzD５８
'$ 亩，建筑面
|H~z
更名为天水市第八中学。占地面积
D
%*!
H%2Å
!
ËH."01Å
% ËH
积１．２ 万平方米，有教学楼２栋，科技实验楼１栋，
2¨ÊÅ % ËH%#$Å ! ËV !""$ Iü32
学生公寓楼１栋，教师住宅楼２栋。２００８
年在校学

民水市第三中学
ｅＴＲＥｔ ＮｉＤＤＬＥ ＳＧ５０ｏＬ ｏＥＴＡＳＲｔ

生
个教学班。教职工１８５人，其中中高
 ２２３８人，３９
!!)$ KH)& %2hV
% %$' KHRRQ
W７３
+) 人。
KV
级职称
!"#+.&' 高级中学。位于麦积区前
QWR2V AXCDEa
天水市第九中学

进北路
*ï\ １１号。隶属麦积区教育局管理。民国三十
%% ]V åpCDE%&æ<=V L eF
一年（１９４２
年），宝天铁路工程局修建宝天铁路天
%Iá%&#! IâH&6'\(æ)~&6'\6
水段时，将成都扶轮小学迁至今秦州区坚家河。民
7*+Hö,-./¤2012YZE3´þV L
!"#$%&'()
天水市第三中学校门
!"#$(&' 高级中学。位于秦州区莲
QWR2V AXYZE®
天水市第四中学

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
eFeIá%&## 年），筹建天水扶轮中学。民国三
IâH4~67./R2V L e
F5Iá%&#( IâH23Jstc67k67./
十五年（１９４６
年），学校被命名为交通部天水扶轮

R2H380167Æ]ë9V %&#& I
$ `Hôt
¯\５２
'! 号。创建于
]V ^~X %&((
IV xyzD ２３
!) 亩，建筑
|H~ 中学，校址迁至天水信号厂内。１９４９
年８月，更名
亭路
１９６６年。占地面积
c67'\×:R2H;67'RHåp[
为天水铁路职工子弟中学，简称天水铁中，隶属西
面积１．６万平方米。２００８年，有教学班
)(个，学生
H2
zD %*( V !""$ IH%2h３６
ï'\<(æ á%&') Iðc'©kd%(
北铁路干线工程局（１９５３
年改为铁道部第一工程
２４００
!#""人，教职工
KH% １４０
%#" 人，其中特、高、中级教师近
KHR°Q°RW%±
æâ<=V
%&'"
IH67'RgQRH,c¹R
局）管理。１９５０年，天水铁中设高中，成为完全中
９０&"人，有多名省市学科带头人和教学骨干，中青年
KH{t$82.KB%2HRI
2V %&'( IH=p>Z'\æ<=V %&+" IH38
教师占
%x９０？？右，有
&",²³H３０)"多名教师获得国家、省、市
{t% ´°$°8 学。１９５６年，归属兰州铁路局管理。１９７０年，校址
012CDE©ïH ôtc67ÿõ'\R2V
迁至今麦积区道北，更名为天水二七铁路中学。
Wµ¶%UB
!
·¸U-V
级优秀教师奖和＂园丁奖＂。
%&+! IHôtc67'\×:d%R2H;
!"#$)&' 完全中学。位于秦州区新
¹R2V AXYZEº
１９７２年，更名为天水铁路职工子弟第一中学，简称
天水市第五中学
»\３９
)&号。始建于
]V ¼~X １９７０年。占地面积
%&+" IV xyzD４８
#$ 亩，校舍
|H3½
华路
~zD %*!万多平方米。２００８年，有教职工
{V !""$ IH% %(+
建筑面积１．２
１６７
tHRI%x
&",¾¿HQ°RW%
名，中青年教师占 ９０？？上，高、中级职称教师 $'
８５

人；全国劳模１人，全国模范教师
K ÀÁ % KH Áw% %１人；省劳模１
K$ÀÁ %
KH$·¸ ) 人，省学科带头人、省骨干教师各
KH$2.K°$%Â )３
人，省园丁３
K8EW·¸°2.K°%°Áw%°
人；市区级园丁、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模范教师、

教学能手
３２００余人，现建有教学
$+ KV 2Ã )!""
KH Ä~%2
%2 ８７人。学生达

铁一中。２００２年１２
'%RV !""! I %!月，被甘肃省教育厅命名为＂省
`HJ"#$%&Ôstc
!
$
级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２００４年，学校移交地方，
Wvw?@7QWR2-V !""# IH23A6yH

划归麦积区管理。２００５
B=CDE<=V !""' 年８月，撤销初中部，将天
I $ `HCDfRkHö6
水市七中高中部并入成为独立高中，更名为天水
78õRQRk÷ø,cEFQRH ôtc67
8dùR2HåpCDE%&æ<=V Ä%2Å
市第九中学，隶属麦积区教育局管理。现有教学楼
! ËH01Å° Å°2¨ÊÅB2GHÂ %１
２栋，实验楼、图书楼、学生公寓楼和学生食堂各
ËV I §°ÚÛ§°{ÓÔ°Ö×ØÙ§B
栋。拥有图书室、阅览室、多功能厅、电子备课室和

! !"# !
－３０７－

!"#$%
天水大辞典

米。２００８年有教职工
１６个，其中中
多媒体语音教室，建成６
跑道环形塑胶田径场１
ÙÆ '((, RÜ&XZ７９0-人，教学班
!"#$%&'( )* ! +,-./0123
"
6G&VM *!
4G[\\

个、人造草坪足球场１个、硅
ＰＵ =;3
篮球场５个、排球
456789:;3 " 45< #$
% 45>; 学部教学班
, 4G NV}&VM ,８个，在校学生
4G STVU
V}&VM ８个，小学部教学班
场3 ３个，乒乓球场
２０个及人造草坪综合训练场１
& 4? @A;3 '(
4B6789CDEF3 ) ９００
-((多人。
!6Æ
天水市石马坪中学
个，图书馆藏书量达
万余册。２００８
年在校生
4G HIJKILM １２
*' NOPQ
'+(, RSTU
!"&123)* 初级中学。位于藉河南
ê^\VÆ w¤OP©
１９６８人，教学班
人，其中中学 岸。始建于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２０００
*-!, 6(&VW４２个，教职员工
./ 4(&XYZ １５６
*%! 6([\\V
QÆ R)¤Sj¸ÒTRU*-&0 RVÆ '((( R年８月
,
高级教师
由石马坪李广墓搬迁到现址。占地面积
]^&_２６
/! 名；省级骨干教师
`ab^cd&_ ３& 名，市级教学骨
`(e^&Vc
WXY9Z0[\]-½Æ Õ¡Ö¦１５
*%亩，建
KG)
d ２６名；省园丁７名，市园丁６名。１９９７
ÛÖ¦５７００
/! `fbgh 0 `Gegh ! `Q *--0 Rijk
%0(( 平方米，有教学楼
×ØÙGÜ&VÝ´ßCDÝ
干
年被国家 筑面积
、实验办公综合楼
#lmn
o
pjqr#stuvwxy *--, Rij
âãäÆ ÜVU １４００
*.(( 6G
&VM '*
4Æ &_ ,!
体委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１９９８年被国
各一栋。有学生
人，教学班
２１个。教师
８６
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评为＂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
6G[\]^X¶&_ !人，中级职称教师
6G\^X¶&_ &*
k#sz{|&s}mn~
pj#sV
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６
３１ 6a
人；

校先进单位＂。２００３年被省教科所命名为＂省级实
~
b^
Ttuvwy /++& Rb& `n
验性学校＂。２００４
VTy /++.年
R ６月被甘肃省环保局、甘肃省
! b-{b

省级园丁１人，市级园丁４
6Ge^V ëì6 '
b^gh * 6Ge^gh . 人，市级学科带头人２

教育厅评为＂全省创建绿色学校活动先进学校＂。
&smn~
pb)VTtuVTy
２００７
/++0 年被评为全国＂绿色学校＂先进单位。现为西
Rmnpj
~
VTtuvwy n

论文
cd ４１
.* 篇，完成＂十五＂课题研究６
eG1ö
oÒfxøghi ! 项，获国家专
Gîjkå

6Æ &_Sjkbe!^_`aÂb&s&V
人。教师在国家、省、市多种报刊上发表教育教学
j * Æ
利１项。

!"&45)* 初级中学。位于秦州区南
ê^\VÆ w¤23§©
 VU ¡|_&
北农林科技大学定点生源基地和西北师大定点教
天水市育生中学
明路。始建于１９８８年。占地面积６．９
s¢ ¡£
k6Æ R)¤ *-,, RÆ Õ¡Ö¦ !1-万平方米，建
N×ØÙG)
育实习基地。

天水市第十中学
!"&'()* 高级中学。位于麦积区渭
]^\Vy w¤¥¦§¨
南镇渭西村。隶属麦积区教育局管理。１９７３
©ª¨«y ¬¥¦§&s{®¯Q *-0& 年，天
R(°
水地区革委会在渭南镇创办渭南师范学校，１９８２
±¡§²l³S¨©ª´¨©_µVT(*-,/

年称天水第二师范学校，隶属于天水市教育委员
R¶°±·¸_µVTG ¬¤°±e&slY
** G°±e¹º»°±e·¸_µ
³Q *--% R１１月，天水市政府将天水市第二师范
会。１９９５年

学校旧址划归北道区用于发展教育事业。１９９６
年
VT¼½¾¿À,§Á¤ÂÃ&sÄÅÆ *--! R
５%月，经省教委批复，在渭南镇第二师范旧址以中
GÇb&lÈÉGS¨©ª·¸_µ¼½Ê\
Ë\V]\}n ÌGÍ)pÎÏÐÑ]^\VG
滩中学高中部为基础，兴建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

筑面积
ÛÖ¦２６００
'!((平方米。２００８
×ØÙÆ '((, 年有教学班
RÜ&Vl ２２
'' 个，学生
4GVU
１４７０
人，一级教
*.0(名。教职工
`Æ &XZ ７５人，其中高级教师
0% 6G[\]^&_ ３& 6Gã^&
师_３６
２３ 6Gb^ðR&
人，省级青年教
&! 人；省、市、区级骨干教师
6abe§^cd&_ '&
Vmn &人。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在全国数学竞赛、西北
6Æ '((%'((! RSpjoVpqÀ
学能手３
_r\sU\tuïvwxö#Æ
师大附中招生中均取得了优异成绩。
6789:;<=>?*@ 位于秦州区七
w¤23§y
甘肃电器有限公司子弟学校
z{°Àß6À|Æ
}Å´$pÎÏÐÑVTÆ
里墩天北公路北侧。企业所办的全日制普通学校。
*-!0 年始建，前身为天水长城控制电器厂子弟学
RR)G 89n°±~Ïû@üAV
１９６７

校和长城开关厂子弟学校，分属２
年
T|~@üAVTG ' 厂管理。１９７４
@®¯Æ *-0. R
`n°±e·Ò\VG nÓÔ]\Q Õ¡Ö¦
命名为天水市第十中学，为独立高中。占地面积
３．３３
万平方米，有教 ３月，两校合并为长城子弟学校。１９８０年
&1&& 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１．７
N×ØÙGTÚ)ÛÖ¦ *10 N×ØÙGÜ&
& G TDn~üAVTÆ *-,( R ９月，由
- GW
学楼
、办公实验楼、学生公寓楼各一栋。２００８
年在 甘肃电器有限公司接管，改名甘肃电器有限公司
VÝÞßÝàVUßáÝâãäQ
'((, RS
ûÜß®G ù`ûÜß

校学生
TVU１５６０人，有教学班
*%!( 6GÜ&VW２９
'-个；教职工
4a&XZ１２８
*',人，
6G

子弟学校。１９８９
亩，校舍建筑
üAVTÆ *-,-年，学校占地面积
RGVTÕ¡Ö¦ ３６
&! KGTÚ)Û

其中专任教师１１８
[\åæ&_ **,人。曾被评为全市＂体育工作先
6Q çimnpe
~
#sZèt
进学校＂＂国防教育先进单位＂。
uVT
~
jé&stuvwQ

面积
３９
Ö¦ ３８６５平方米。有中小学
&,!% ×ØÙÆ Ü\NV２'个学部，教学班
4V}G&VM &个，学生
１４３５ 6Æ
人。教职工１５２
人，其中专职教师
4GVU *.&%
&XZ *%' 6G[\åX&_

天水市逸夫实验中学
!"&+,-.)* 初级中学。１９９４年
ê^\VQ *--. R ,８ １２５
*'%人。学校设物理、化学、生物、电教、微机
6Æ VT¯VUû&> % ５个实
4
月创建。２００８年有
２８',个教学班，２１００
)Q '((, RÜ
4&VWG'*(( 多名学生，
!`VUG
'G â^% ７．３
01& NOG
âHI
验室，各种实验仪器价值
万余元，各类图书
&XZ -% 名，其中高中级教师
`G[\]\^&_ ５１
%* `GbeV
ë
&!% 万册；阅览室订有报纸杂志２２２
NPa 'Ü_ '''种，共
^G  &'%*
教职工．９５
名，省市学科带
３６５
３２５１
ì6|cd&_ １７名。先后获得全国青少年儿童
*0 `Q tíîïpjðñRòó
Pa'Üâ^２７９０
'0-(余套。
OÆ
册；资料室拥有各种资料
头人和骨干教师
ôõ&sö÷tuvw pb Ì&søùtu
!"&0A)* 初级中学。位于秦州区伊
ê^\VÆ w¤23§
天水市玉泉中学
艺术教育成果先进单位、全省基础教育课改先进
民巷
亩，建筑
ú#pbôõ&stuú#pbðñRûü
S４４号。始建于
.. ÆR)¤１９８２
*-,'年。占地面积
RÆÕ¡Ö¦９．２
-1' KG)Û
集体、全省艺术教育先进集体、全省青少年电子科
面积４７１６
普工作先进集体等
!( 多项荣誉。２００３
!þÿÆ '((& 年以后，在
RÊíGS
×ØÙÆ '((, RÜ&Vl １８个，在校学
*, 4GSTV
ÐZètuú#ý６０
Ö¦ .0*!平方米。２００８年有教学班
Ì&søù!\"
o
ö# ＋等级＋评语＂的学
2 ý^ 2 m$x$V
*(!& 人，教职工
6G&XZ 0!
6G\
基础教育课改实践中推＂成绩
生U１０６３
７６ 6G[\]^X¶
人，其中高级职称 %５人，中
&' 6Gê^X¶ ２８
', 6Æ
cd&_V ë
Um%Ø&GVU'()èÅVUCD*+m%
^X¶３２人，初级职称
生评价方案，学生寒暑假作业、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级职称
人。骨干教师、学科带

头人省级
ì6b^２人，市、区级
' 6Ge§^１５
*% 人。
6Æ
武山县第一中学
BCD'E)* 高级中学。位于武山县城
]^\VÆ w¤ =¡
关镇文化路
号。始建于１９４１年３月，是民主人
ªd6 ７５
0% Æ
R)¤ *-.* R & G¢S£6
学校，２００２
年８月学校与工厂剥离，移交天水市政
士杨承德创建的武山县第一所中学。１９４８年８
月
VTG'((' R
, VTBZ@CDGE.°±e¹
¤¥¦§)$ =¡·ã\VÆ *-., R , 
% GH#¾I
]\}G ön1p]\G*-,. R¨`
=\
ºG`°±eFG\VÆ '((. R
府，定名天水市罗玉中学。２００４
年５月，整体划转
开设高中部，成为完全高中，１９８４
年更名武山中
J23§¹º®¯Æ Õ¡Ö¦３２．８８
VÆ '((' R ,月初，初中剥离为独立高中，被命名
&'1,, 亩，新建教学
KGL)&V
êGê\CDnÓÔ]\Gi`
给秦州区政府管理。占地面积
学。２００２年８
.((( ×ØÙG z)ÛÖ¦n ６０７９．７６
!(0-10! ×Ø
ÝÖ¦４０００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n =¡·ã]^\VG'((- R
楼面积
平方 为武山县第一高级中学，２００９
年 -９ ©ªn°±
月确认为天水
在甘肃省及西北片区得到交流和推广。
SbBÀ,§ï-./|"0Æ
天水市罗玉中学
!"&/0)* 完全中学。位于秦州区迎
1p\VÆ w¤23§4
宾路天水宾馆对面。前身为首钢岷山机械厂子弟
56°±5J7ÖÆ 89n:;<=>?@üA

! !"# !
－３０８－＿

/012
社会事业

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占地面积
!"#$%&'() *+,-７４
!" 亩，建筑总面积
./012,-

学班
２８０ D9
人。先后获得天水市＂教育
<=７１个，教职工
!& >/;BC #%(
STU!
X
;Z

２．８
５０
#$% 万平方米，绿化面积１１００平方米。有教学班
3456/78,- &&'( 4569 :;<= )(
个，学生
３８６０ @A9
多名。有教职工
人，专任教师
>/<? *%+(
:;BC １８５
&%) D/EF;G
１４８
２７D/(I;G
人，中级教师７１人；省级
&"% 人，其中高级教师
D/H('I;G #!
!& DJKI
骨干教师、省级学科带头人
DJ!ILR;GN
LM;GNKI<OPQD ,９人；市级骨干教师、

质量优秀奖＂、甘肃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等荣誉
^_c`NK;Zëæ
X
SYêÝ`ìde

fg9
称号。

秦安县第一中学
+,#$*&' 高级中学。位于秦安县兴
'I(<9 ijüýmþ
s
Vpÿ!") q0jV#s&,#,年）
国镇邢泉村。前身是创建于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

!I<OPQD１３
üým£I(<) &,)+ 年因扩建校舍，由县城
&*人。先后有２
D9 ST: #人获国家级、８
DUVWIN% D
s$ù0Ê%&mî
市级学科带头人
人 的秦安县立初级中学。１９５６
UKIN&%
SY;ZC[\]
X
^_;
获省级
、１８DU!IX
人获市级＂先进教育工作者＂＂优秀教
G`
X
abc`defg9
师＂＂园丁奖＂荣誉称号。

武山县第二中学
!"#$%&' 高级中学。位于武山县洛
hI(<9 ijklmn
门镇。创办于１９５７年。原址在洛门镇西旱坪，１９９４
op9 qrj &,)! s9 tuvnopwxy/&,,"
年３月迁入现址。占地面积
４９",亩，建筑面积
s * z{|}u9 *+,./01,- ２．８１
#-%&

{½îÿ!"¹A¨üýmº¥(<) ±!N
迁至城南邢泉村，更名为秦安县第一中学。属市、
m'I·¸(<) #(() s&©ª(<¬¨(£'
县两级重点中学。２００５
年由完全中学改为独立高
中。占地面积
８５
亩，建筑面积１．９
万平方米。有教
:;
() *+,- %) .01,- &$, 34~6)
学楼
、办公楼 １幢、学生公寓
* ÜNÙÚÛ & ÜNr)Û
& ÜN<?)* #２
<Û３幢、实验楼１幢
幢、学生食堂１幢、理化生实验室９
ÜN<?+, & ÜN-8?ÙÚ. , 间、电子备课
/N0Ï12

34~6) : "% >;<=<? ３０６９
*(+, D)
:hI 室
& /N34. #间、多媒体教室
/N@5Ý;. ３* 间、学生阅览
/N<?67
.１间、微机室２
万平方米。有４８个教学班，学生
人。有高级
;G１１人，中级教师
&& D(I;G３７人，初级教师
*! DI;G６７+!人，省、
DKN
教师
&) D)
&,,) sU
!Nm<OPQDLR;G １５
市、县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
人。１９９５
年获得
天水市＂教育质量优胜奖＂。先后有
多名学生
! ;Z^c]) ST: ２６０
#+( @A<?
在省
、市、县学科竞赛中获奖，其中 "４DUVW
人获得国家
vKN!Nm<O(UcH(

室３间。有教学班
４３ "*个，学生总数
. * /) :;<=
><?28３０００
*((( 多人，教
@D;

甘谷县第一中学
()#$*&' 甘肃省示范性普通高级中
K"$%&hI(
<9 ijmlp &#+ g9 
学。位于甘谷县大像山镇南关街１２６号。前身是宋
sq0 ¡¢m£(<
jVs&,#) 年）创建的伏羌县立中学，
梓于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
V¤¥s&,"# s¦§¨©ª(<«¬f¨
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年）发展为完全中学并改称为
(<&,", s年８月甘谷解放后命名甘肃省甘
% z®T¯AK
甘谷中学，１９４９
谷中学，直属省教育厅领导。１９８０
年被定为省属重
(<°±K;Z²³´9 &,%( sµ¶¨K±·

&" A
9¿I;G *
BC &+* AH('I;G １４
职工１６３名，其中，高级教师
名（含特级教师３
名），中级教师
A(I;G )"５４名。先后有２名教师获全国教育
A) ST: # A;GUªV;Z
系统劳动模范和优秀教师称号，１０
ëæ:ß;^_;Gfg&( 多名获省、市级
@AUKN!I
骨干教师称号，７名教师获甘肃省＂园丁奖＂＂优秀
LM;Gfg! A;GUK abc] ^_
教师＂＂先进德育工作者＂称号。甘肃省教育厅、甘
;G] SY<ZC[\]fg) K;Z²N
KÝZ='>¯A¨ K?@åæçè<Ê])
肃省体育局两次命名为＂甘肃省田径传统项目学校＂。
+,#$%&' 完全中学。位于秦安县城
©ª(<) ijüýmî
秦安县第二中学
Axy)  &,)+ s % zvüým(< BC
北旱坪。前身是１９５６年８月在秦安县中学的基础
Dû£ üýmI(<) &,)% s
, z¹A¨ü
上成立的秦安县初级中学。１９５８
年９月更名为秦
ýmºE(<) #(() s
安县第二中学。２００５
年８% z&mî(FG{HÅ
月由县城中心搬迁到新

¸(<¹AKº¥(<«»¼½¾9
点中学，更名甘肃省甘谷第一中学，并沿用至今。

址。占地面积
万平方
u) *+,-５．４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２
)$" 34~601,- &$# 34~

占地面积８３
年
*+,- %*亩，建筑面积３．２６万平方米。２００８
.01,- *$#+ 34569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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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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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有教学班
４０００ @D)
多人。教职工
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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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高级教师 １３ 人、中级教师 ５４ 人。配备实

Ic)
级奖励。

有教职工２４５
:;BC #")人，其中特级教师２
DH(¿I;G # 人，中学高级职
D(<hIB
称f３８
人；省级学科带头人 ３*人，
*% 人，中级职称
D(IBf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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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省级骨干教师
人；市
KILR;G１４
&" 人，省级青年教学能手
D KIÀs;<ÁÂ ８
% DJ!

级学科带头人
人；＂２１１＂
I<OPQD１１
&& 人，市级骨干教师
D !ILR;G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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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市级学术带头人
CÃ!I<ÄPQD３* 人，天水市＂２２２＂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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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市级学术技术带头人、市管＂青年人才＂各
１
D9 }:;<=５１个，在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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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现有教学班
３１３３ D9
人。学校图

验室
Ú. ４个，多媒体教室
" >@5Ý;. *３个，电子图书馆１个，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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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类图书
１２０多名学生获国
:ÉLËÌ ５０余万册。先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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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省、市级学科竞赛奖，为天水市高中质量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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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 完全中学。位于永清镇充
©ª(<) ijOÓpP
清水县第一中学
VQ２９
#, 号。原名清水中学，创办于民国三十一
g) tAÓ(<qrjV¤¥
国南路

s&,"# sV¤Rs&,"+ 年），清水中学
sÓ(<
年（１９４２年），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St!T<ÊuOÓpwOÓU {|V£
从原泉小学校址永清镇西南永清堡，迁入国立十
、礼堂等
育厅、甘肃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命名为＂甘肃省中学
Z²NKÝZÞßàáâ¯A¨
X
K(< 中校址（今校址）新建教室、宿舍、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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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传统项目学校＂，２００２
年被省教育厅命名为 １３０余间。次年改为完全中学。１９５２年，改为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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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VÀésÝ 中学。１９５８
(<) &,)%年，改为完全中学，称清水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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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先后获＂全国青少年体
ZC[SYêÝ`
X
K;ZëæSYêÝ`
X

.01,-X #$*" 34~678
*+,- &!"亩，建筑面积约２．３４万平方米，绿化
育工作先进集体＂＂甘肃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天
占地面积１７４

书馆——子材图书馆，藏有明、清、民国版古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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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万余册，有实验楼—幢。１９８２年被甘肃省教

面积约
万平方米。２００８年，有教学仪器７３８１
,-X ２．９
#$, 34~6)
#((% s :;<YZ !*%&
件（台），图书资料
８０７２Ø)
册。有综合楼１幢、教学楼
[\ËÌ]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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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逸夫实验楼以及占地面积
甘谷县第二中学
()#$%&' 完全中学。位于甘谷县新
©ª(<9 ijmÅ １幢、学生公寓楼
& ÜN<?)*Û ３* ÜN_`ÙÚÛaí*+,城区。建干１９７０
３０
îï9 0j &,!(年，建校之初，占地１６亩。２０００
s/0Êð/*+ &+ .9 #(((
*( 亩的标准化体育场。全校有
. bc8ÝZd) ªÊ:４９
", 个教学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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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ñ«KòóôõÐö÷Ïø<Ê/,-ù ２９８７
#,%!名。有教职工２２１名，高级教师
A) :;BC ##& A'I;G３６
*+ 人，一级教
D¥I;
年，合并甘肃省摩擦密封材料厂子弟学校，面积扩
½ ３６
*+ .J#((!
s/h(ú0û/Êï,-ù½ &((
!) 人；省级学科带头人１
DJKI<OPQD &人，省级骨干教师
DKILM;G &(
至
亩；２００７年，高中部建成，校区面积扩至
１００ 师G ７５
１０
水市教育质量一等奖＂＂全国青少年体育工作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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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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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及省级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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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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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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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教
D/; 人；市级学科带头人５
DJ!I<OPQD )人，市级骨干教师
D!ILM;G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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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在校学生
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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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９

!"#$%
天水大辞典

后获＂甘肃省教育系统先进单位＂＂甘肃省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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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植江苏教育的成功经验，引进江苏优秀师资，成立
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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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第二中学
&"'()*+ 六年制普通中学。位于清
9:;<=>?8 .@A
水县金集镇。原名金集初级中学。创办于１９５７年。
BCDEF8 GHDEIJ>?8 KL@ !"#$ :8

于
@ ２００４年８月。占地面积５．３２万平方米，校舍面
-..0 : ) 8 klmn &,/- opVqr`sm
积
６００余
n ８０００余平方米。有教学班
)... pVq8 v'? １４个，在校生
%0 rc` '..

人，教职工６０余人。２００５
年被甘肃省人民政府确
r' '. 8 -..& :ö0%&÷øX

%"&" 年更名清水县第四中学，１９６２年更名清水县
:MHABCNO>?P%"'( :MHABC
１９５９
第二中学。１９６９年，改完全中学，更名东方红中学。
NQ>?8 %"'" :PRST>?PMHUVW>?8

ùZ
Õ
&÷ø[\úû1./8
定为＂省政府重点调研单位＂。

%"$)年，确立为重点中学，复称清水县第二中学，
:PXYZ[\>?P]6ABCNQ>?P
１９７８

天水市启升中学
!"49:*+ 全日制民办高级中学。总
TÚ;J>?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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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位于麦积区马跑泉镇南
５公里处。始建于
２００１

ZC^_?`8 a`bcDEdefgUh ２* i
为县直属学校。现校址在金集乡连珠村东北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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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３月，由甘肃省政协委员
、天水市政协常委、民

处。占地面积３．２８
opVqr`stumn !$$.
j8 klmn +,-) 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１７７０
平方米。２００８年有教学仪器
pVq8 -..) :v'?wx１５００
!&..件（台），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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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７余万册。有教学班
!,&$ o8 v'? １３个，其中高中７个，初中
!/ P>> $ PI>
６个，在校学生８１４人。教职工５７人，其中专任教
' Pc`? )!0 8 ' &$ r>'
/" 人。２００６年，撤销高中部。现有教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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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师３９
１８个，

进天水市副主委羊正宁投资
多万元兴建。拥
%/.. o*+t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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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所总校、两所分校、一所托管的九年一贯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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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制学校，在校总人数６１００
８４
5;?`r c`´6 '%.. 多人，占地面积
r klmn )0
亩。位于麦积区马跑泉镇南
§8 .@än©üýþFÿ &５公里处的总校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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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绿化面积
0- 亩，校舍建筑面积１．２３
§r `stumn %,-/ opVqr
7Ämn

"""人，教职工
r'４７
0$ 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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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学生

%%.. pVqr ¼½ %... pV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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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０平方米，师生食堂１０００
多平方米。有２６个教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学班，学生
名，教职工%%"
１１９人，其中专任教师
?r? １６３３
,-./012'(3*+ 高级中学。位
J>?8 .
%'// Hr'
r>'
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城以北。创办于
@Ch8 K@１９４６
%"0' 年
: )８ ９３人；启升桥南联中分校占地面积
"/ Í89:ÿ;>/`klmn２６
-'亩，在校学
§rc`?
月，原名为新民中学。后改为清水县第二初级中
生 ３０７８人，教职工１２０
人；清水高考补习学校占
r GHZ>?8 !RZABCNQ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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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１９５０年秋，改称为张家川中学，随后多次更名。
地９亩，在校人数６７０人，教职工２７人。２００６年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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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MHCN >?8
r 89>??01@2: 3;¨45'(?
１９７８
５月，更名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月，启升中学又托管了九年一贯制的义务教育学
-..% : ) rI>r¡Z¢Y>8 -.." :
8
`üýþçABC>r kl " §r '１９%"人。
２００１年８月，撤销初中部，成为独立高中。２００９年
校马跑泉大柳树附中，占地９亩，教职工
" £¤C>¥¦kl %). §r tumn /,)
-.." 年被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授予全国＂优秀民办
:ö>È'("âDETÈ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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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搬入县城中城北路占地１８０亩，建筑面积３．８
２００９
opVq¨`©r ª«MHZ
万平方米的新校区，正式更名为张家川回族自治
r>J'
CN J>?8 v' %-0人，其中高级教师
县第一高级中学。有教职工１２４
8 ¬３７个教学班，共有学生
/$ '?rv? １９４８
%"0) 名。
H8
２９-"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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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称号。
!";<=>?+ 六年制小学。位于秦州
9:;F?8 .@ÛÜ
天水师范附属小学
©³Gh¦ /0 78 ±t@AHIJKQ:z%".'
区合作北路３４号。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012'()*+ 高级中学。位
J>?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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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第二中学
年）春，前身为天水书院改成的秦州高等小学堂。
@C®¨¯°F8 ±t@ %"&)
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西部的龙山镇。始建于１９５８

１９５２
%"&- 年改名为天水市建设路第一小学，１９９１年更
:RHZëBÓt¬¦N F?r%""% :M

年。２０００
:8 -...年撤并初中，２００９年合并县四中高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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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天水第一师范附属小学，２００２
年更名为天水
HZëBN OC_F?r-..- :MHZëB
师范附属小学，隶属于天水市教育局。占地面积
OC_F?r P_@ëBÓ'(Q8 klmn
万平方米，有教学楼、综合教学楼、教师公寓楼、教
４０２３
４８４０平方米。２００８年有
opVqrv'?µ¶·³'?µ¶'¸¹µ¶'
0.-/ 平方米，建筑面积为
pVqrtumnZ 0)0.
pVq8 -..) :v
师单身宿舍楼、学生宿舍楼、师生食堂、锅炉房等
６个年级
１４９３ 8
人。有教职
1º»sµ¶? »sµ¶ ¼½¶¾¿À3
' :J２４个教学班，在校学生
-0 '?rc`? %0"/
v'
¬Árv}~ ' orÂÃ¶Ä?¶ ÂÅÆÇ 0４ 工
 ８１人，其中小学特级教师４名，中学高级教师１
)% r>F?RJ' 0 Hr>?J' %
设施，有图书６万余册，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
8 v'?３３
// 个，学生
r? %)-'
r' %/$ r
rF?J' ３８
/) Í&JÑÒ'
Hr&
个。有教学班
１８２６人，教职工１３７人，
人，小学高级教师
人；省级骨干教师 %.
１０名，省
成为独立高中。占地面积８３
¡Z¢Y>8 klmn )/亩，总建筑面积１．２９
§r´tumn %,-"

>J' -. r J' 0&
rIJ' '/
J?ÎÏÐ / HÍ ÓJ?ÎÏÐ ' Í/ 人获
"
其中高级教师２０人，一级教师
４５人，初级教师６３
级学科带头人３名；市级学科带头人６人；３
8 "TÈÉÊ'67 % r&ËÌ / Í&J
S
Õ
TÈÉÊ'/67r%. "T
Õ
0%&U:'
人。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１人，省园丁３
人；省级 得＂全国优秀教师＂称号，１０人获得＂甘肃省青年教
?ÎÏÐ¶ÑÒ' / ÍÓJ?ÎÏÐ¶Ñ 学能手＂称号。连续７年被中央教材科学研究所
?VW/ 678 eX $ :ö>Y'ZÎ?û[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３人；市级学科带头人、骨
干教师５人，市园丁１４
rÓJÉÊÔ ' 8
Ò' & rÓËÌ %0人，市级优秀班主任６人。
先后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甘肃省教
+!"Õ
TÈÖ×,Ø+,EÙ/
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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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Ù/345678
育系统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天水市蓓蕾中学
!"456*+ 全日制民办高级中学。位
TÚ;J>?8 .
于秦州区迎宾路。２０００
年５月成立。占地面积
@ÛÜ©ÝÞ¦8 -... :
& ¡Y8 klmn
５０００多平方米，建筑面积４０００平方米。设有画室、
&... pVqrtumn 0... pVq8 ¬vßÇ¶

音乐教室、实验室、会议室等。有市级高级教师８
àá'Ç¶ÅÆÇ¶âãÇ38 vÓJJ' )
r>J' １６
%' rÓJÑÒ'
8
人，中级教师
人，市级骨干教师 &５人。
!"478*+ 全日制民办高级中学。位
TÚ;J>?8 .
天水市梅兰中学
@än©åæçèéêUzëBìéêím|8 î
于麦积区羲皇大道机场东（天水飞机场对面）。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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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师范附属小学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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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业

＂十五＂重点课题作文个性化总课题组、教育部＂十
!
"#$%&'()*+,-.'(/01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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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骨干教师
Ä ¡1３０
($多名，教师获国家级奖项
ÀtE1GTUV¤³３６
(*人次，
uÅE

一五＂重点课题中小学语文个性化总课题组评为
5#$ %&'(6789*+,-.'(/:;
＂实验研究先进集体＂，先后获＂甘肃省教育系统先
4
<=>?@ABCDE@FG
H
IJK12LM@
进集体＂＂甘肃省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国家级
ABCD
!
IJK9N*OPQ-RQSD
H
TUV
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全国红领巾读书读报活
9N*OPQ-RQSD
H
WTXYZ[\[]^

省级奖项１１１
ＭＭ 12
教育
uÅe )$$! gÆÇ§È8 ++
KV¤³ """人次。２００４年主持的《数学
方式》获国家科研成果奖。先后获＂全国优秀少先
©ÉGTU´>ÊË¤e @FG
H
WTÌÍÎ@
中队＂、省级＂先进集体＂＂甘肃省教育质量先进集
6Ï$0KVH@ABC$
HIJK12ÐÑ@AB

动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_@ABC$`abcde
天水市解放路第一小学
!"#$%&'()* 六年制小学。位于
fgh78e ij
klmnop ４１号。由天水知名人士张世英于清
!" de oqrstuvwxyjz
秦州区自由路

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创建，取名敦本学堂，后改
{|}"}g~"#$% gEt8 EF
名亦渭小学。１９５０
８ Et;qrp
月，改名为天水市解放路第
g'
t78e "#&$ 年
一小学。占地面积
４０２４
578e ３０３９
($(#平方米，建筑面积达
E !$)!
平方米。２００８年有２４个教学班，学生
e )$$' g )! +18E8１５０８
"&$' 名。有
te 
1７３
%( 名，其中小学高级教师
tE678V1 ２６
)* 名，小学一
tE785
专任教师
!* 人。有
ue  "'
¡
V1４６
级教师
１８ t1@F:;V
名教师先后被评为市级骨干
教师，１５
名教师先后获市级＂园丁奖＂称号。参加的
1E"& t1@FGV
H
¢£¤Dcde ¥¦§
全国首家
ＭＭ 教育方式实验通过了全国数学方法
WT¨U ++
12©<=ª«¬WT8®
论专家的鉴定，四项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
¯U§°±E²³IJK12´8
H"5#DP
划课题通过省级鉴定验收，曾获课堂教学比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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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一等奖和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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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等荣誉称号。

天水市解放路第二小学
!"#$%&'.)* 六年制小学。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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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区解放路忠义巷
６号。始建于清宣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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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１年），前身为德育女学堂，由乡绅杨继昌、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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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明在关帝庙原址上改建，后改为天水县立第一

区区立关帝庙初级小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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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为解放路第二小学。１９８８
年，天水市红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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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天水市解放路第三小学并入该小学。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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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１平方米，建筑面积
２１７７平方米，其中文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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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ôEí )( 间）。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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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８平方米（文物
筑面积
有１６
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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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教学班，学生８７０人，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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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教师获得省、市、区级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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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教师、＂园丁奖＂等奖励。先后获＂天水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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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先进学校＂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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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六年制小学。位于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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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人民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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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北关。前身为泰山庙行宫改建的天水职业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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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建为行宫门小学，１９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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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名为天水市人民路小学。占地面积３．８４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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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面积为
年有教学班 "!
１４个（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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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班１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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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有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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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其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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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高级教师
２１人，省级骨干教师１人，省园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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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省级教学能手２人，市级骨干教师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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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教师２人，获省、市、区级奖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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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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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公园小学
!"#12)* 六年制小学。原青年北路
fgh78e ç(gûp
小学。位于秦州区人民公园隔壁。创办于
78e ijklmuì)¢*+e ,j １９３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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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解放路第一小学教学楼
!"#+,-)* 六年制小学。位于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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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新华门小学

区新华路
号。始建于１９５５年，现占地面积７７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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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建筑面积６１６８平方米。２０１０
年有教学班

占地面积５．６
４０００ Àe
多平方米。有教学
 &,*亩，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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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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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１３００多人。２００８年有教师
６４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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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省级骨干教师２
tEKV ¡1 ) 人，省青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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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级教师
8%&５ &人，市级学科带头人、区级骨干教师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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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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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连续两年被评为秦州区教学质量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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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8 １８００多名。教职工
"'$$ Àte 1ÁÂ８６
'* 名，其中市级以
tE6VÃ 进学校。
３０个，学生

!"#34&'.)* 六年制小学。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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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建设路第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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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区建设路。始建于
１９３７年。占地面积６２２０平

方米。２００８
３０个，学生２０３２名，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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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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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其中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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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一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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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
平方米的综合实验电
"&$ 平方米的图书室，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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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楼，开通了城域网和校园广播网，建有雏鹰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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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５·１２＂汶川地震后新教学楼落成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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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创办了校刊《荷蜓》。２００２
年被秦城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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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为首批＂素质教育示范学校＂。２００６
年８月，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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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少年科学院列为＂科普基地＂。
!"#34&'5)* 六年制小学。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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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建设路第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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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秦州区新华路
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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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创建于
'( )*+ １９５７年，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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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会评为全国＂十五＂教育科研成果二等

地面积８８７６
平方米。２００８
123 ((%)平方米，建筑面积５５３
567-*923 $$*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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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教学班
２０３５名。有教职工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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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特级教师３名，市级以上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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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能手４名。苗苗校园文化系列包括舞蹈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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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书画组
、英语组及科技组常年活动，成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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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特色；信息技术教育获甘肃省＂学生天地杯＂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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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一等奖；机器人比赛获省级一等奖、全国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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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并获甘肃省基础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被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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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确定为＂实验学校＂。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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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第八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甘肃赛区小
{- A|}~Ef, st 
学机器人比赛中，４
< E-! 名学生分别获得二、三等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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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南新建巷。隶属麦积区教育局管理。１９８６
年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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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占地面积
４８００平
$''' 4567-8*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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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3 ５０００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方米。２００８年有教学班
１６５２名。在校
67/ &''( ,:;<= ２４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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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７４名，其中高级教师
名。建有科普活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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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个，图书室藏书万余册。２００５
年有６个课题通过

省级鉴定，其中＂学生语文个性化的研究＂成果，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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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六年制小学。位于麦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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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区桥南小学
*- 0123 !%*! 567- *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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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占地面积４７３４平方米，建筑面积
１０２０平方

米。２００８年有教学班３７个，学生
２３８５人。有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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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区实验小学
工１１８
人，全国模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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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北路东段。隶属麦积区教育局管理。１９６４年创
师、省特级教师、骨干教师、教学能手７人，市区级
办，原称天水车辆段职工子弟学校，隶属天水车辆
骨干教师、十佳教师、学科带头人等
３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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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管理。１９６６年与天水车辆段剥离，更名为天水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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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职工子弟第三小学。２００４年移交地方，２００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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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为麦积区实验小学。占地面积
@j3yz</ 0123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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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获校园机器人文化活动展示奖。
BrB\^JKp/

Ｙ

&!'' 567/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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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０余名，教职工４２名，其中专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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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累计有１００多篇学生作文在全国、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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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学生绘画、书法作品在

的 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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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小学生书画大赛中获奖。３０余名学生参加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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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声乐比赛获奖。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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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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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比赛中获奖。先后被评为甘肃省教育科学研究
wyz<BstWËÌÍ;gyz<B¢£
所实验学校、甘肃省心理健康教育实验学校
、天水

市教育质量重点监控学校，少先队获全国＂红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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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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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县城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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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重点小学。位于武
G&HIò\^& ５２号。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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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城关镇文化路
,Ú/ 0123 １５．５３
#$+$* ±/
&''" ,:;<=
年）创办。占地面积
亩。２００９
年有教学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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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生
２４００多名。有教职员工９０

麦积区道北小学
&'(-.+, 六年制小学。位于麦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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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１名，中学高级教师１名，小学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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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９２４年），原为北道埠初级小学，由道北寨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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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小学一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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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４０年代发展为完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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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先后获＂全国红旗大队＂全国红领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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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称北道埠中心国民小学。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 之家＂＂全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省体育卫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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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路。隶属麦积区教育局管理。始建于民国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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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成立后，称北道埠中心小学。１９５５年迁至今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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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年代改称东方红小学，１９８４
年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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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1236789+, 甘肃省示范学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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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县洛门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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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北道镇第一小学，１９８６
年更名为道北小学。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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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８月，道北片布局调整后，将寨子中心学校、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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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村小学和中心小学并入道北小学。占地面积１．６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４６８平方米。有图书室、仪器
Q567-*923 *!)( 567/ :NOLû
室、微机室和多媒体教室各１个，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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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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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在校学生
９０１人，教职工６９人，其中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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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３名、市园丁和市级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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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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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区道南小学
$%Û&/ 3#;g/ #"$) , * {渭滨北路。隶属麦积区教育局管理。１９５６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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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天水县东风小学，１９８６
年更名为道南小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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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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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业

于武山县洛门镇。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创办。２００９
!"#$%&'( )*+,-!"!# ,./01 $%%" １０９
-%"人），教师
9ó: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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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年有教学班
人，教职工
６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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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48 １７４２
'&($ 9:
3;< )(
=1
２００３
年被甘肃省教
$%%*年被确定为省级示范校，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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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厅命名为＂课改工作先进集体＂。
IJK=A
L
MN<OPQRST1
甘谷县大像山镇南街小学
!"#$%&'()*+ 六年制小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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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甘谷县大像山镇南大街。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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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９０６
年），为甘谷县创办最早的全日制公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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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建校初址为东街，名为朱圉书院。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
年）改名为伏羌县立高等小学，其后又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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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县立第一小学、东街小学。１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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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W4m]W4( !"&$ 年春，由东街迁
至南街原二中所在地，更名为南街小学，１９９９
年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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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搬迁至南大街原南关操场所在地。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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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１
万平方米。２００８年有
6:48 ３７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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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４３(*个，学生
教学班
人（包括学前教育）。有教
师８５
/0 人，其中省级骨干教师２
9:z BC3 $ 人，省级学科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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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３名，省＂园丁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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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原泉小学
45#67*+ 完全小学。位于永清镇原
#hW41 X!$_'
泉街。前身可追溯到南宋绍兴十四年（１１４４
%]1 Ü&'()\*+,c-,---((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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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书院，清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
年），取《论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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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进＂之意，成＂原泉＂

之名。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原泉书院改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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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立高等小学堂。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改为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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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实施＂四二＂学制。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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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地方绅士捐资，改建新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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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初
)% 余间，附设清水县师范讲习所，培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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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教师。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年），更名县立原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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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年），改称为清水县上都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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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由清水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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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心国民学校。１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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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为清水县原泉高级小学。１９５０年，确立原泉
高小为县示范小学。１９５２年恢复完小。１９６１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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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文庙小学址（今校址）。２０１０年，占地面积
６２１１．８平方米。有教学班
91 ©pª«p $.)万多册，有语音室、多功能室、
¬:2®¯ª¬°±ª ８０００
/%%% 平方米，建筑面积
:^ )$--./
1 2345
人。图书室藏书２．６

$& 6:48 ２３４３
$*(* 人。教职工
91 3;< ７８
&/ 9:z
C
45２７个，学生
学班
人，其中中级

２４个，学生
７０人，小学高级教师
$( 6:48 １５３２
-0*$ 人，教职工
9:3;< &%
9:W4xC3
$% 人，小学一级教师
9:W4~C3 ("
*
２０
４９9W2BÏ,34±Ð
人；有省青年教学能手３
9:B3 * 人；市、县骨干教师
9W¨$3 *"
*% ¬
人，省骨干教师３
３９91
人。３０多
=3XY¥B¨$
¡¢£¤ÑZÕ[¤Ó:
名教师分别获省、市
、县＂园丁奖＂和各种奖励，在
rÙB¨$C\]Ò^_`ß»¥¤`ß
国家省
、市、县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及获奖论文 -")
１９６
a1 bcrÙdeMfghMf2ijklåm²
篇。承担国家重点课程综合课程《品德与社会》实

职称教师
;Ì3２０人。有省、市、县级优秀课教师２４
$% 91 2B¨$CÍÎM3 $(人，
9:

验１项，省重点课题２
８００
³ - n:BdeMo 项，省规划课题
$ n:BpqMo３* 项。有
n1 2 /%%

省、市级骨干教师９
B¨C3 "人，省级青年教学能手
9:BCÏ,34±Ð５ 0人，
9:

多名学生在全国、省
、市各级比赛中获奖。
¬=48hrB¨ÕCrs
¥¤1

省
、市＂园丁奖＂获得者５
人。先后获县级以上奖励
B¨
¡
¢£¤Ñ¥¦§ 0 91
P{¥$CºÒ¤Ó

清水县西关小学
45#89*+ 完全小学。位于永清镇金
AhW41 X!$_'t
西华路北侧，现为永清镇中心小学。民国元年
uvwêx: yA$_' NW41 )rs,
（１９１２年），利用县城西关寺庙址创办西关初小。民
--"-$ ,ó:zÃ$ÅuîUl/0ukW1 )
国七年（１９１８
１２
r{,--"-/ 年），乡绅安炳焜捐房产改建校舍
,ó:MC|}"û~N^F8 -$

实验室、美术室、篮球场、羽毛球场以及配备钢琴、
²³ª´µª¶·¸¹·º»¼½¾¿
ÀÁ¿gÂÃ¯Ä3ª1
电子琴的专用音乐教室。
!",-*+ 六年制小学。位于甘谷县城
U,VW41 X!GY$Å
甘谷柳湖小学
mZ]ÆÇÇÈ1/^!)rÉ,t-"-"年）。占地
,.1
东大街柳湖湖畔。创建于民国八年（１９１９

面积１５
４８００ 1
平方米。２００８年有教
 -0亩，总建筑面积
Ê:Ë^ (/%%
$%%/ ,23

３８*/次，获得各类奖励的教师达
Ô:¥¦ÕÖ¤Óg3×１５３
-0* 人次。
9Ô1
张家景文泽学校
./012+3 六年制小学。位于甘谷县
U,VW41 X!GY$
大像山镇张家景村。前身为始建于１９５８
年的张家
Z[#'ØÙÚÛ1 ÜAÝ^! -"0/ ,gØÙ

井小学，２００１
年更名为张家景文泽学校。于
２０００ 间，建校门１座（今清水县医院东区址）。民国十八
ÞW4:$%%- ,=AØÙÚßà4F1
! $%%%
:^F& - -V_H$qmló1 )rcÉ
, & á{â rã3äåæçèé êëìíî 年（１９２９
, --"$" 年），附设民众职业班。民国三十三年
,ó: ÷) ;51 )rbcb,
年７月后经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广济寺
ïqðñ-òØÙÚÛóôõ:êërö^÷ （１９４４年）改为完小，更名上邦镇第二中心国民学
--"(( ,óNAAW:=Ò!'}d Nr)4
监院演觉（原籍张家景村）联系，由北京国润建设
RøËùúßàûüý^:$%%( ,þ<1  校。１９４９
F1 -"("年
, １０月，清水县人民政府改为永康路初
-% á:_H$9)ONA$k
集团总裁许文泽捐资新建，２００４年竣工。占地面积
W1 -")/ ,uZ:QAW:=<
0**) :^ $$() 1 2345 -(
５３３６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２４６平方米。有教学班
１４ 小。１９６８年由西关大队接管，恢复完小，更名工农
6-ÿ $ 个学前班），学生
645ó:48 """
-ÿ45!"
W41 -")" ,: ^!$_'êux1
兵小学。１９６９年，迁建于永清镇金河北路西侧。
个（含２
９９９=名（含学前班幼儿

１９７８年更名西关小学。１９８４年，清水县人民政府
-"&/ ,=uW41 -"/( ,:_H$9)O
?@A$_' NW41 $%%* ,１１--月á２４
$( 日，迁往
i:
确定为永清镇中心小学。２００３年
uvêx1 $%%/ ,: *.-& :^
西华路北侧。２００８年，占地面积３．１７万平方米，建

!"#$%&'(
学校举办活动场景

筑面积
２８个，学生
１５００
 ８０１７平方米。有教学班
/%-& 1 2345 $/
6: 48 -0%%
多名，教职工
７８ 9:z
人，其中专任教师７５
人。有四层
¬=:3;< &/
Â3 &0 91
2-
双面教学楼一幢，环形
34~: ３００米的操场，电教室、微
*%% g:À3ª
机室、实验室、图书室、阅览室
、教具室、档案资料
ª²³ª©pªª3ª
ü¡
ª¬°±ª¢h1 P{¥
¡
hr£r3IDE4
室、多功能室齐全。先后获＂全国爱国教育示范学
FÑ
¡
GHB3Iõ¤PQRSÑ
¡
¥H¨®¦ß§
校＂＂甘肃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天水市语言文字
¡
_H$34<OPQRSÑ
¡
_H
pE¨DEFÑ
规范化示范校＂＂清水县教学工作先进集体＂＂清水
! !"! !
－３１３－

!"#$%
天水大辞典

县教学质量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0

被评定为甘肃省首批示范性幼儿园。
r/tu1230)Õ<ìíî0

清水县东关小学
&"'()*+ 甘肃省重点小学。位于原
123456#0 )78
清水师范校址。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利用清把总署
9:;<=>0 ?@ABC!"#$ BDEFG9HIJ
房舍创办霁月巷女子初等小学校。民国三十五年
KLMNOPQRST+6#=0 ?@UVWB
（１９４６年），迁入文庙，改名上邦镇第三国民中心学
C!"%& BDEXYZ[E\]^!_`U@?ab#
校。１９４９
=0 '"%" 年１０月，改名文庙初小。１９５５
B !$ PE\]Z[T60 !"(( 年，恢复完
BEcde
6Ef]gh6#0 )"&! B "
PEXY89:;<
小，更名忠胜小学。１９６１年
９月，迁入原清水师范

天水市第二幼儿园
!"318567 全日制幼儿园。位于秦
´÷øíî0 )7ß
州区桃园路８号。始建于
ïð1â * /0 27１９９２年，是天水市教育
)""# BEòv:w {
局直属的一所全日制公办幼儿园。占地面积
３９００
óôõöy´÷øùNíî0 |}~ -"$$
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３００
平方米。２００８年有
１６个班
pE~ --$$ p0
#$$* B )&


=>Ci=>DEf]jk6#0 !"&* B )+
PEjk
校址（今校址），更名东关小学。１９６８年
１０月，东关

Ô
íî×Ø ;*#人，市园丁５
Ew ( 人，市级师德模
Ew;&'
＂幼儿园优秀教师＂２

大队接办，易名东方红小学。１９７８
BEd.jk6
lmnNEo]jpq6#0 !",* 年，复称东关小
学，被确定为天水市百所体育重点小学。２００８年，
#Erstuv:wxyz{456#0 #$$* BE
学校占地面积６７８２平方米，建筑面积
３６０１平方
#=|}~ &,*# pE ~ -&$)
p
米。有教学班
## E# １２４４
)#%% 人。教职工５９
0
 ("人，
E
0  #２２个，学生
专任教师
 ;５５
(( 人；小学高级教师
6# ; １６
)& 人，小学一级教
E6#

范教师１人，市级骨干教师６
< ; ) Ew ; & 人。藏书１万余册。
0 ë£ ) ¯4±0
曾编写了地域文化教育园本教材《我爱我家》，课
567ü}8Z9 {: ; ¶<·<ýºEÿ
题及成果分别获得国家＂十五＂课题优秀研究成果
!=>?@AÁÂ@ý
Ô
VW*ÿ!×ØþB>C
奖，甘肃省教育厅第六届基础教育科研优秀成果
ÃE 123 {D`EFGH {þ×Ø>C
U+Ã0 &ÓÁ
Ô
123×ØÕ<ýI#=*
Ô
12
三等奖。先后获＂甘肃省优秀示范家长学校＂＂甘肃

3 ) ]Ew ,名，县园丁２３
]E! #- ]
; -"人；省园丁１名，市园丁７
师３９
名；

3JKL%9MN / ()*+,-./0 )""&
省食品卫生量化管理Ａ级单位＂等荣誉称号。１９９６

省级骨干教师２
人；市级学科
3 ; #名、青年教学能手
]B # %４ w#
带头人３人、骨干教师
 -  ;１６
)& 人。有仪器实验室、图书
0  ¡¢£
阅览室各一个。图书仪器配置达到省二类标准，有
¤¥¡¦0 ¢£§¨©ª3«¬®E
图书１．９
¢£ )."万多册。１９９４
¯°±0 )""% 年参加全省第二届中师、中
B²³´3`«µa;a
6#¶·¸@E·¹;º»¼½¾¿ÀÁÂ+
小学生《爱祖国，爱老师》歌咏比赛活动获得一等

年被评为甘肃省一级一类幼儿园，２００７
年被评为
Br/u123¬íîE#$$, Br/u
甘肃省首批示范性幼儿园。
1230)Õ<ìíî0

BEÄÅ¶ÆÇ6ÈÉºÊ123`«µa
Ã#$$,年，舞蹈《绿洲小骑兵》在甘肃省第二届中
奖；２００７

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荣获艺术表演类节目小学
6#ËÌÍÎ¿Àa,ÁËÌÏÎ¬ÐÑ6#
Ò«+Ã0 &ÓÁÔ
´@Õ<#=*
Ô
´@qÖl
组二等奖。先后获＂全国示范学校＂＂全国红旗大
队＂＂甘肃省优秀少先队集体＂，天水市＂体育工作
m*
Ô123×ØÙ&mÚz*Ev:w
Ôz{Û

级，５００
多名幼儿。教职工
人，其中省特级教师
E($$ °]íî0
 ６５
&( Eéa33
;

２# 人，省园丁３
人，省级
E3 - 人，省级青年教学能手
E3B # ２# E3

,9:;<=567
´÷øíî0 )7
秦州区解放路幼
儿园 全日制幼儿园。位于

秦州区解放路
ßïðOPâ １８７号。创建于１９５３年
)*, /0 M7 )"(- B １０月，是天
)$ PEòv
:wQRöyùSíîE Tõ7ßïð {
水市最早的一所公立幼儿园，隶属于秦州区教育
&&$ 平方米，建
pE
óEõ3¬íî0 |}~６６０
局，属省级一类幼儿园。占地面积
~ )*$$ p0 #$$* Bla6U ))

筑面积１８００平方米。２００８年有大、中、小共
１１个
EÊíî
%$#
]E

%&
]0
&ÓÁ
Ô
12
班，在园幼儿 ４０２ 名，教职工４６ 名。先后获＂甘肃
省绿色幼儿园＂＂天水市家长示范学校＂，市级＂巾
Ôv:wýIÕ<#=*Ew
ÔW
3ÆVíî*

帼文明示范岗＂＂精神文明单位＂＂综合治理模范单
&'#=*9:!
Ô {ÜÝ&Þ#=*+,-0
XZ.Õ<Y*
Ô
Z[Z.()*
Ô
\]^N'<(
先进学校＂、清水县＂教育系统先进学校＂等荣誉。
,-'./012*+ 完全小学。位于秦
e´6#0 )7ß 位＂等荣誉称号。
)*+,-./0
秦安县兴国镇第四小学
安县兴国镇青年东路。创建于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
à!á@_Bjâ0 M7?@VBC)"##

秦州区合作巷幼儿园
,9:>?@567 全日制幼儿园。位于
´÷øíî0 )7

年），前身为秦安县女子小学，１９５５
年更名为秦安
BDE ãäußà!RS6#E)"(( Bf]ußà

秦州区民主东路合作巷。１９５０年，由天水地委、天
ßïð?_jâ]ÛQ0 )"($ BE`v:}av
水专署民政科、市妇联牵头，地方政府拨款，中国
:J?bwcdeE}pbfghEa@
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捐款，联合兴办，为全日
?OPijÉ#=khEd]áNEu´÷

县兴国镇第四小学。２００１年８月改为完全小学。占
!á@_`å6#0#$$) B * P\ue´6#0|
地面积２
}~ #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７６７７
¯pE =L~ ,&,,平方米。
p0

设有小学部和初中部，小学部有教学班
æ6#çèTaçE 6#ç #２３
#-个，学
E#
),"*名；初中部有教学班
]Taç #
E#８２８
*#* 名。
]0
生１７９８
１１))个，学生
", 名教职工，其中副高职称
] Eéaê. (５人，中级职称
Ea. -*
有 ９７
３８

制，内设托儿所，是解放初期兴建的一所规模大、
øElæmîyEòOPTnáöyo'l
æp½qeröíî0 )"") 年，秦城区政府拨款
BEßsðbfgh
设施比较完善的幼儿园。１９９１

0 3w ;１８
)*人。藏书
0 ë£１．８５
).*( 万册。
¯±0
人。省、市骨干教师

))*$平方米，教室
pE ¡ )$
0 #$$&年，由于城市扩建，
BE`7swxE
１１８０
１０个。２００６
yz{?|XE}~E ;@0
周围居民搬迁，停止招生，教师分流。

!"314567 甘肃省示范性幼儿园。
123Õ<ìíî0
天水市第一幼儿园

位于秦州区忠武巷
２４#%号，创办于
)7ßïðgñQ
/EMN7 １９８０
)"*$ 年，是天水
BEòv:

市教育局直属的全日制公办幼儿园。占地面积
w {óôõö´÷øùNíî0 |}~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pEI~ %)$$
Bæ
４５００
４１００ pE#$$*
平方米，２００８年设
 #EÊíî &#]E  &, 人。先后
0 &Ó
１８)*个教学班，在园幼儿
６２３名，教职工６７

承担了国家、省、市级科研课题共计７
项。多名教
úûü@ý3wþÿ!"# , $0
°]
师先后获省、市级＂骨干教师＂＂青年教学能手＂＂园
;&ÓÁ3w
Ô
 ;*
Ô
B #*
Ô

丁奖＂＂十佳师德模范教师＂＂先进工作者＂＂幼儿园
Ã*
Ô
V%;&'< ;*
Ô
&'Û(*
Ô
íî

'tü\E u #v ２# wE
xÓ~
进行了改建，修建教学楼
幢，扩建后建筑面积

,9:AB@567 全日制幼儿园。位于
´÷øíî0 )7
秦州区奋斗巷幼儿园
秦州区民主西路砚房背后
#$ /0 >S7 )"&"年，
BE
ßïð?_âKÓ ２０号。成立于１９６９
òy´÷ø3«¬íî0 #$$* B５ (个班，
E
是一所全日制省级二类幼儿园。２００８年有
 ##人，其中高级教师８人，一
Eéa ; * E
íî #%$ ]0
幼儿２４０名。教职工２２

级教师
、绘画
、英语、快阅等特色
 ;１２)#人。开设舞蹈
0 æÄÅ
¤+3V

班，组织开展幼儿书画展、舞蹈比赛等校园艺术文
EÒÍíî£ÍÄÅ½¾+=ËÌZ

9¿À0
化活动。

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先后获＂教育部第三批抗
×Ø ;*+,-./0 &ÓÁ
Ô {ç`U)*
Ô
123Z.()É*
Ô
123
+,-&'Úz*
震救灾先进集体＂＂甘肃省文明单位标兵＂＂甘肃省
íî {&'Úz*
Ô123z{Û&'Úz*
幼儿教育先进集体＂甘肃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

麦积区滨河路幼
儿园 全日制幼儿园。位于
CD:EF=567
´÷øíî0 )7
ðâ0Tõð {óMN0)"*, B
麦积区渭滨北路。隶属麦积区教育局管理。１９８７
年
`ð {óMN0 )""$ 年改为全托制幼儿园，
B\u´møíîE
由北道区教育局创办。１９９０

＂甘肃省师德建设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２００７
年
Ô
123;&æ&'Úz*+,-./0 #$$, B

为区内第一所全日制幼儿园。现为全日制省级二
uðl`y´÷øíî0 u´÷ø3«

!"# !
－! ３１４－

社会事业
NOPQ

类幼儿园。２００８年在园幼儿
１４人。
!"#$%!""# &'$"#１０６
$%&人，保教人员
()*+(, $'
(麦积区建新路幼儿园
!"#$%&'() 全日制幼儿园。位于
./0"#$- 12
麦积区建新路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６年被
345678 １２－２号。创建于
$!(! 9%:62 $))!
&%$))& &;
评为甘肃省一类幼儿园。占地面积
*%%%平方米。
EFG<=>?@A!"#$- BCD4３０００
有教学班
４５ (%
人。有图
$$ K)"# ３６０名，教职工
*&% L)+MN '+
HO
H+IJ１１个，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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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天水市委，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农村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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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
Ix.yzI|K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JKCDLMHI 教育改革。２００２年，武山
+pÿ- !%%! &h¢
县作为甘肃省级实验县，天水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i=>?@.h }~®dIémweI

作为市级实验学校，在天水市率先启动义务教育
i=².Iéh '}~²]ntu+p
vwóNi- !%%*年，武山县和秦州、麦积两区
&h¢õÇR345
阶段课改工作。２００３
=@.5h 'eIõÝªY&WeIÕ
为省级实验区，在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及小学三

(h«ªÍÎ+® *%
$ (he 年级的英语、科学实施新课程。秦安、甘谷、清水、
&ðRI.I7ók- ÇÈR> R!~R
６５&+人，其中专任教师
３０ (hª+¬Mt
人，中教高级职称１人，小
+¬Mt１３
$*人，一级教师
(hA+® $&
H"#ÁQ
教高级职称
１６ (人。有幼儿活动室
$+
Kh+p+IÌÏÐ.１５个，教育教学设备齐全。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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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以来新办且群众
工作规划和措施，指导初级卫生保健规划和母婴
生活困难地区的中学，特别是小学附中和民办中
âãäåÔr».1¢ æç]01è./ÏÐ.
pY¢DE»^sd N£I¤¥!àpq¦
保健专项技术的实施；制定严重危害人群健康疾

学进行了调整和撤并。是年，天水现辖域内有中学
1©[Lé«·¾Â~ ]=¢@A,.1
+¢ê.ë).1 )８ +~
,$*, =¢)rìíî
２４!'所，其中完全中学
所。１９７１年，全区贯彻甘肃
省临洮教育现场会议精神，号召＂村村办小学＂。到
°ïð:;ñVòóô¢õJ
Î
ÙÙÐ01ö~ Ú
１９７６
所，其中村
,$*& 年，天水现辖区内共有小学
=¢@Ar,01 ５０３３
#"%% +¢ê.Ù
学1２９６４
!$&' 所。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天水地区多数县市撤
+~ ,$*)÷,$)' =¢@AÔrøùI*¾

t»uv7/G;¢ ?N§¨©t»ª¸U
病的防治规范和方案，控制烈性传染病的暴发流

并了一批布点密、师生不足的学校和教学点，压缩
ÂL\ú§ûCfâüý»1_/:1¢þÿ

普通高中，充实提高初中。辖区内有完全中学
６４
À.¢ !^"À-.~ r,ë).1 &'
+¢#Ì-. ７２
*! +~
,$)" =¢@AÔr:;$¦.
所，独立初中
所。１９８０年，天水地区教育局对中
01%&/§$©[Lé«¢ ¾Â'=N1_ !*
小学比例和布局进行了调整，撤并十年制学校
２７

管理全市血液工作和采供血机构、临床及血质量。
¤®)* ´PQ/µ |mCï¶3 °±~
天水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9:;6;<=> ?2 政府工作部
D EP QÁ
门。位于秦州区羲皇大道５号。前身是
２００１年
１２
T~ w³r·¸¹ # õ~ º»] !"",
= ,!
> １０
," `Ì»@A*}~¬²¤®$¢bî°
月
日成立的天水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为甘肃省

所、八年制学校
所，小学附
+C(=N1_ １所、小学附设高中
, +C01è×À. ２２
!! +¢01è

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直属机构。２００５
}~¬²¤®$»{¼|m~ !""#年
= １１月，更名
,, >¢gd

行，组织对各类传染病、地方病和危害职工健康的
[¢x¦5«¨©tCÔGt/¤¥jPpq»
监测与综合防治；管理医疗机构，规范医疗市场，
¬4^uvd¤®k{|m¢7k{*ñ¢
研究指导医疗机构改革，制定医务人员执业标准、
rs¼Fk{|m8<¢Nk6!g¯CC

医疗质量标准和服务规范，并监督实施；依法监督
k{°±/67¢Â¬²^sd³¬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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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业

为正科级事业单位。１９９９
１０ L®:"#$
月单独成立天水市
!ÏhOÁ@®J '### 年
K '+

为天水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能是对药
!"#$%&'&()*+,- ./0123'

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和餐饮业、食堂等

&4567849:%&4;<&=>?@4%AB 中心血站，办公地址原在秦州区仁和里
¿9ûÔ cdÖÑ¼stu;=５６&)号，
消费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２００９
CDEF%&GH()I+J !""# 年８
K $月，天水市
L-"#$ ２００３年
!++, K７% 月，搬迁至秦州区藉河北路东段。２００８
L <×ØstuíîïðñJ !++$
市县两级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和人员移交天水市政
K % LRSÆo=>４０名。２００９年
*+ pJ !++# K ,３月升格为正
L?@!Ï
$MNO%&'&(IPQ=RSTU"#$V 年７月人员编制增加
府，业务接受天水市卫生局的指导和监督。内设办
MOÁ@®J
W-@XYZ"#$[\,]^_=(`J abc 县级事业单位。
公室、法规监督科、餐饮服务监管科
、保健食品化
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
!"#234567 国营医疗机构。国家
A«56PJ AB
de4fg(`h4>?iX(Ih4j:%&;
妆品监管科、医疗器械监管科
、药品安全监管科、
CODB5%J stuób １０５
<&(Ih45678(Ih4'&kH(Ih4
'+& 号。前身为
J 45!
三级甲等医院。位于秦州区建设路
'&$l(*h７个科室，编制
% mhe-no !&
qrst １９５０
'#&+ 年３
K , 月成立的天水分区卫生院。１９７０年
L]"#zu[\%J '#%+ K !２
药品市场监管科
２５ pJ
名。下辖秦州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麦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
月，北京天坛医院部分人员迁至天水，在原专区医
LïE"F5%GzRS×Ø"#¼ÑHu5
u%&'&(`*+,4 vwu%&'&()I
理局、天水市局稽查分局、天水市药品检验所。
%IÖ±Õó
J"#uR85%KJ '#$& 年
K %７
+,4"#$,xyz,4"#$'&{|}J
院旧址上，组建＂天水地区人民医院＂。１９８５
天水市药品检验所
!"#$%&'( 科研机构。位于秦州区
h~PJ stu 月，更名为＂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１９９８
LLp!
J
"#$MàR85%NJ '##$ 年，总投
KOP
七里墩岷山路
号。１９７６年５月
８５７６ Ú¥Û]T
平方米的门
#' J
(#%) K & L １７日成立，称天
(% " 资
'*++ 余万，建成建筑面积为
RS óóô¦w! $&%)
  ９１
Q １４００
水地区药品检验所，隶属天水市卫生局领导。主要
#u'&{|}"#$[\,J ./ 诊大楼。２００５
UËÌJ !++&年
K８$ 月，筹资
LVQ )+++
６０００WSXYóZ%
多万元新建住院
职责是负责天水市药品检验和技术仲裁，提供天
02"#$'&{|= "
ËÌ¦w ,-)$ 万平方米。有职工６９８
SÚ¥ÛJ ý0/ )#$人，其中∶主
R[¿\.
大楼，面积３．６８
水市药品质量所需的技术数据和质量分析报告，
#$'&}]=z ¡¢ 任医师
)5]９#人，副主任医师２７
R^.)5] !%人；主治医师
R_.`5]２６９
!)#人，
R
开展药品、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检验和药品、食
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者及省部级劳动模
£¤'&4%&4j:%&4;<&{|='&4% 硕士
ab ６) R
cZVWdefghÅºGOijk
品、保健食品、化妆品质量等方面的科研工作，指
７５．５
４３４９７ Ú
平
&4j:%&4;<&B¥¦]h~§¨^ 范６人。医院占地面积
l ) RJ 5%ò¦w
%&-&亩，建筑面积
móô¦w *,*#%
导天水市内药品、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生产、经
方米。有临床科室
"#$a'&4%&4j:%&4;<&\©4ª
¥ÛJ ý'(he２４!*个，医技科室
m5he１２
'! 个，职能科
m01h
«4¬®{|P]@X§¨
e １４个，病床
'* mì( )$+
nJ ./boýpTq ./0"(营、使用单位质量检验机构的业务技术工作，负责
室
６８０张。主要设备有西门子ＡＮＴＯ１．
综合上报和反馈药品、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质
¯°±¡=²³'&4%&4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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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Ｔ超导核磁共振系统、进口螺旋
ＣＴ机、大型数字

´µJ !""* K ( L¶·¸¹º%&'&(`I
量信息。２００４年１月，划归甘肃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I+»K
L¼PQ½¾¿¶·"#$%
理局管理，同年 ((
１１月在机构改革中划归天水市食
&'&(`I+,I+ !"#$%&'&(`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理，为天水市食品药品监督

}~ûIP4H.;wx| Ｘ2 光机、大型
P4Ë{
剪影血管机、全自动化进口数字胃肠
H5W
r4Ë{H.\;z
4
全身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大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Óz 4H|;z 4P4
发光免疫分析仪、全数字化脑电分析仪、机电仪、

管理局直属事业单位。内设化学室、中药室、生测
I+,ÀÁ@®J ab;Âe4¿'e4\Ã

２４
、电子结肠镜、侧
!* 小时动态脑电系统，电子胃镜
.vßq4q4

室、技术室、质量保证室及办公室，编制
!* 名。
pJ
e4e4jÄeÅcdeÆo２４

视
、宫腔镜 、前列腺电切系统、
１２
(! 指肠镜、腹腔镜
^4444vß4

!"#)*+)*,-( 卫生机构。位于
[\PJ 
天水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电子胃镜、电子结肠镜、手术显微镜
、麻醉机及麻
q4q44PÅ

秦州区南郭路昱盛大楼。２００２年１月
stuÇÈÉÊËÌJ !+"! K ( L３１日成立，
,( 
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正县级事业单位，人员由原
!ÍÎdXSI+]ÏMOÁ@® RSÐÑ
天水市防疫站和秦州区防疫站的人员组成，办公
"#$ÒÓÔ=stuÒÓÔ]RSÕ cd

醉监护。心血管内科能开展心血管介入性诊断及
( J 9ûIah1£¤9ûI¡¢£U¤Å
治疗技术；神经内科能开展
定位椎颅注射尿酶
`6_¥ªah1£¤ ＣＴ
10 ¦§¨©ª«¬
溶解抽吸血肿治疗脑出血，侧脑室穿刺置管引流
®¯°û±`6²û e³´µI¶·

地址为秦州区岷山路
９１号。２００６
年５月迁至秦州
Ö!stu  #(
J !"") K
& L×Øst
uÇÈÉÊËÌcÙ¦w !(#%-% 平方米。下设
Ú¥ÛJ qb
区南郭路昱盛大楼，办公面积２１９７．７

治疗脑出血效果显著；消化内科开展
ＳＴ
`6²û¸¹º_ C;ah£¤ ＥＲＣＰ
3415 及
Å 60
在胆胰疾病的临床应用；心胸外科可独立开展外
¼»¼½ì]'¾¿_ 9ÀÁhÂ:£¤Á
科手术；神经外科能开展各类颅内肿瘤、脊髓肿瘤
h_¥ªÁh1£¤ÃÄ¨a±Å4ÆÇ±Å

天水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麦积分所，实行秦州
、麦
"#$[\,[\(`}vwz}ÜÝst4v
wNuÞÀßàI+J abcÙeáâoxyh4
积两区垂直统一管理。内设办公室、法制稽查科、
ÄãI+h4äåæçh4%&èÙél}[\¯
证件管理科、宣传培训科、食品与公共场所卫生综
°(`h4Âê[\(`h456$lèåëì(
合监督科
、学校卫生监督科、医疗市场与传染病监
督科、职业卫生监督科
mheJ
`h40@[\(`h８$ 个科室。

È_É«Áh£¤ÊËH>ÌÍÎÊË
切除术；泌尿外科开展膀胱全切加回肠代膀胱术，
ÏÐ4.Ñ4ÒÈ4Ó;
育扎前列腺动脉，前列腺摘除术，前列腺汽化电切

!"#./01 卫生机构。位于秦州区藉
[\PJ stuí
天水市中心血站
îïðñò¦w ))))-)%
河北路东段，占地面积
６６６．６７ Ú¥Ûóô¦w
平方米，建筑面积

２５７６
!&%)平方米，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隶属天水市卫
Ú¥Û!Hõö÷Á@®"#$[
生局管理，是天水市唯一的采供血机构。主要负责
\,I+2"#$øà]ùúûPJ ./
全市五县两区所有医疗机构（包括驻市部队医院）
H$üMNu}ý56Pþÿ!"$#$5%&

的临床用血任务和无偿献血的组织宣传动员工
]'(û)X=*+,û]Õ-äå.S/
¨J abcde4{|h4Ih4zh40ùh4
作。内设办公室、检验科、质管科、成分科、体采科、
12h4 û3I+h ７个科室。前身为
% mheJ 45! '##*
K '１
招募科、血源管理科
１９９４年
Lb¼"#$67R85%]"#$¿9ûÔ
月设在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天水市中心血站，

!++&年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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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月投入使用的住院大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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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７－
!"#

天水大辞典
!"#$%

表彰为全国、全省残疾人康复工作先进集体。
术。年门诊诊疗
多万人次，年收治住院病人
^_`«:ò«\`a)ÃÝ½bcdv
!" #$%%& ２０
!" '()*+
,-./01)
１００００
#""""余人次，年抢救危重病人
2)*+,34561) ２０００
!""" 人次以上。
)*789
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 国营医疗机构。位于
:;<&=>9 ?@
麦积区渭滨北路西
I9 JK@１９３９
#%&% 年１１
, ''月。
L9
ABCDEFGH２６!$号。始建于

前身是民国时期的天水县卫生院，直属省卫生署，
MNOP:QRSTUVWX0YZ[\WX]+
定编为甲级卫生院，为甘肃省首批建成的
个县
^_`abWX0+ `cd\efKgS ４( hV

天水市第四人民医院
!"&'.)*+, 国营医疗机构。位于
:;<²=>v ?@
麦积区区府路
１９５１年，前身为兰州
ACCpG３４
&( 号。始建于
Iv J®@ '%)'
,ÁMN`e¸
铁路局天水铁路医院，为综合性国家二级甲等医
fG§TUfG<0Á `gÈ:¤}ba2<
院。医院占地面积１．６８
(jklÁ ®mi １．５２
'2)!
0v <0hÒi '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
(jklÁn^op４２００
(!,,万元，开设床位
(qÁ7Ù? ３００
&,, 张，
ÚÁ
级卫生院之一，院址在当时县治天水郡县政府院
bWX0ij+ 0klmQV.TUnVop0
ÛÜÝ２９９
!%% 人。卫生技术人员
)v WXá!)â２６４
!$(人，其中∶高级
)ÁÞràb
有职工
内，隶属县卫生科管辖。１９５６
年更名为天水县人民 职称
qYr[VWXstuv '%)$ ,wx`TUV)P
Ü１３
'& 人，中级职称
)Á bÜ８８
** 人，初级职称
)Á sbÜ１６３
'$& 人。
)v
医院，１９５８
年，医院迁址北道埠二马路（现麦积区
AC
<0y'%)* ,+<0zkF{|}~
商埠路），住院部设在马跑泉原解放军
!%医院。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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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恢复原称天水县人民医院。１９６５年，院行
,yTUV)P<0v '%$) ,+0
１９６２

政机构与住院部迁前进南路
!$ 号（现渭滨北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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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号）。１９６８年，更名为天水县人民卫生院。１９７１
, ) L+TUV)P<0v '%*) ,
+ L+
年５月，恢复天水县人民医院。１９８５
年７月，改称
天水市北道区人民医院。１９９２
年７月，与原天水市
TUF{C)P<0v '%%! ,
+ LyTU
第二人民医院合并，沿用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名
})P<0y TU})P<0x
称。２００６
年被批复为天水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正县
v !,"$ ,f`TUH<<0y
V
级事业单位。２００７年被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b¡¢£?v !""+ ,WX :¤<¥t¦§
审定为西北五省唯一的全国
所重点中西医结
¨^`HF©\ªjS«: １０
'" ¬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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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医院建设单位之一，为甘肃省首家中外友好医院。
!"&'-)*+, 国营医疗机构。精神
:;<²=>v ³´
天水市第三人民医院
1µ¶<0v ?@·¸C³¹G '+
Iv MN`
病专科医院。位于秦州区精表路
１７号。前身为
'%)& ,
! L !* ºl·¸C»¼½¾g¿Sc
１９５３
年２月２８日在秦州区东关合作巷成立的甘

２００４
月移交天水市人民政府，隶属天水市卫
!,,( 年
, %９ LtuTU)PopÁ
Ä[TUW
生局管理，副县级事业单位。２００５年３月
日更
!* º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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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天水市第四人民医院。主要服务于麦积区
、秦
x`TUv)P<0v îïMã@ACò·
州区、清水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等县区的城镇职
¸CòwUVòÚ¤xyzó.V2VCS{|Ü
工、居民
、农民群众和铁路职工家属，年门诊诊次
Ýò}Pò~PK,fGÜÝ¤[Á,$%%*
 *万人次，年住院病人约７０００
()*Á,/0É) +,,, )*v
<0Û
约８
人次。医院设有
门诊部、住院部、急诊科、医技科
、放疗科、体检中
$% ò/0 ò%sò<ásò²sòd5
ñòCWXMã v bJ:<sW}
心、社区卫生服务部。先后与中国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医院、甘肃省人民医院、甘
[<0ò W[<0òcd\)P<0òc
肃省肿瘤医院协作，建成妇产科、儿科、血液透析
d\<0½Á®gpsòsòù÷
ñòGsò²ñ26sä,#¯sò
中心、检验科
、放疗中心等重点科室和普外科、骨
科sò¯sòÉqsòõqs26µ¢s
、泌尿外科、肾病内科、消化内科等重点专业科
äv <0Û 1线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机（螺旋
+(û== 
室。医院拥有Ｘ
-.ò
«óô
=ò- 4
1
ＣＴ）、全自动悬吊臂*,,3041
８００ｍＡＸ光机、Ｃ
型臂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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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数字胃肠机、彩色超声诊断仪、医用直线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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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省第二疗养院，同年改称甘肃省第二康复医院，
器、模拟定位机、血液透析系统、电子胃镜、全自动
Ä[@\WXÅv '%)$ ,ÆÇÈÉscd\
Xõö÷øò É¦ÿ®ö÷«¬2W4<²
隶属于省卫生厅。１９５６
年将慢性病科与甘肃省第 生化分析仪、病理图文分析系统等大中型医疗设
jÃ<0zÊËÌVY
³´sÍÎÏl
ð
'""余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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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复医院合并迁往武山县，精神科继续留在合 备 １００

作巷。１９５８年
½¾v '%)* ,１１月
'' L２５
!) 日精神科扩建为医院，称为
º³´sÐ®`<0Y`

天水市第五人民医院
!"&'/)*+, 国营医疗机构。主要
:;<²=>v îï

甘肃省天水精神病医院，１９５９
年下放天水地区管
cd\TU³´1<0Y'%)% ,ÑTUÒCt
理。１９６９
Óv '%$%年８月，医院由合作巷迁到王家磨现址。
, * LY<0Ô½¾zÕÖ¤×kv

承担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救治、诊疗各类传
±²³´µ¶·¸WX¡¹Á`4.ò%²9:º
染性疾病的专科医院。位于麦积区社棠镇。前身为
»È;ÉSµs<0v ?@AC¼|v MN`

１９８６
'%*$ 年１月
, ' L ２３日，医院定名为天水市精神病医
!& ºY <0^x`TU³´1<
0v '%%( , $ L６日，更名为天水市第三人民医
$ ºY wx`TUØ)P<
院。１９９４年６月
0Y Vb¡¢£?v !""+ ,Y<01Ù４００
(""张，
ÚY
院，正县级事业单位。２００７年，医院设病床

２００４年８
!""( , *月L２５
!) 日成立的天水市传染病医院。２００６
ºg¿STUº»É<0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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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ßà78µ¢á!)â !)
有职工
人，其中副高以上专业技术人员
２５
)v Û¢ãsä１６个，其中门诊
'$ h+Þ$%２! 所，精神科病区
¬+³´sÉC
人。有业务科室
( h+´åÉÉC ' h+¥æçèÉC ' h+é,Ã
４个，神经病病区１个，药物依赖病区１个，老年康

年, ８月
* L ３日，更名为甘肃省天水传染病医院。２００６
& ºÁwx`cd\TUº»É<0v !""$
年, ８* LÁ<0½®S/0¾òÐ®$%¾¿gÀ
月，医院新建的住院楼、改扩建门诊楼落成使
v !""$ ,９% L
!+ ºåTUWX§fÁÁ§Â
用。２００６年
月２７日经天水市卫生局批准，加挂
TU©)P<0ÃÁ cd\TUº»É
天水市第五人民医院牌子，原甘肃省天水传染病
<0SÜÄ^?,Ä[ÈÅÆÇÁ Ä[@TU
医院的职能定位和隶属性质不变，隶属于天水市

复病区１个，医技及其他辅助科室７个。主要设备
ÉC ' h+<áêÞëìísä + hv îïð
ÛñÓＣＴ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球计
-. =ò«óôXõö÷øò«óôùúû
有心理

卫生局，为县级事业单位。至
!""%年
,１２
'! 月底，医
LÉ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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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仪、脑地形图诊断仪、经颅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ÁbÜ $ )ÁÊðË¢<Ì
ßà78Ü３& 人，中级职称６人，具备执业医师
副高以上职称

脑电信号工作站、６００ＭＡＸ线机和无抽搐电休克仪
ý()IÝ½*ò$,,/01 +=,-./(01ø

资格
人，具备护
oÍ１２
'! 人，具备助理执业医师资格
)ÁÊðí¦Ë¢<ÌoÍ ７+ )ÁÊðÎ

等大型医疗检查设备。主要开展各类精神疾病，神
234<²56ðv îï789:³´;ÉÁ´

士职业资格
２１个，其中职
ÏÜ¢oÍ１７
'+ 人。医院共设置科室
)v <0¸Ðsä !'
hÁÞÜ

å<=>ò ñ¦`?@ò é,AB2;ÉSC
经症癫痫、心理行为障碍、老年痴呆等疾病的预

qTUVWò<²á!XàòYxZXWS³´É
内规模最大、医疗技术较高、知名度较大的精神病

能科室有办公室、医务科、医院感染管理科
、护理
ÄsäÛÑ·äò<ãsò<0Ò»t¦sòÎ¦
部、药械科
、财务科、后勤保卫科、门诊部 ８* hÁ×
个，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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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科室有特殊传染病科、肝病科
、结核病科 、性病
ÜÝÉsòjÞº»ÉsòÃsò<sòß!à
艾滋病科、一般传染病科
、康复科 、中医科 、手术麻

专科医院。２００２
年，被国务院七部委和省政府分别
\,\opö]
µs<0v !,,! ,Á:ã0[

醉科
、检验科 、功能检查
hÁ<ásäÛâsòGsòãÄ56
ás８*个，医技科室有放射科

防、治疗和康复以及心理咨询、心理检测、灾后人
Dò.²,Ã7êñ¦EFòñ¦GHòIJ)

群心理干预等业务。服务范围涵盖周边省区，为省
Kñ¦LC2¢ãv MãNOPQRS\CÁ`\

院共有职工８２
0¸ÛÜÝ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ÁÞµ¢á!)â５４
)(人，具有
)ÁÊÛ

!"# !－
－! 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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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业

科!"#$!%&'()*
、病理科、消毒供应室! ５+,
个。医院核定床位设置
-./01234
１２０
"#$张，内设集中供氧系统、呼叫系统、卫生间、淋
567389(:;<=>?;<=@AB=C
浴等设置。拥有
DE34F GH５００ｍＡ
!$$%&'Ｘ (光机、自动生化分析仪、
IJ=KLAMNOP"

吸、消化内科、心内科、普外科、骨科
、脑外科、小儿
X=&M7!=û7!==l!=X!=îl!=YZ

IJW
^_NOPW [`abPW)$$%& cLd (光机、
解质分析仪、血球记数仪、３００ｍＡ移动式Ｘ

科!=úÕ!=[Û!=ö\!=]i!=^_`ab
、妇产科、手术科 、五官科、急诊科 、皮肤整形美
容科、中医科、超声治疗科等临场科室
个。设备
c!=9-!=ghd}!Eãe!* ２４
#2 +
3~
有开放型核磁共振全身扫描仪、超声刀、ＣＴ、ＣＲ、Ｃ
HÆ0/fghUijkP=ghl=+6=+,=+
型臂、全自动化遥控胃肠
01=UKLMmn.:Ｘ(线机、彩色
oJ=ef Ｂ7 超、骨密
g=Xp

彩色超声诊断仪、紫外分光光度计、ＰＣＲ
efghijPW klNIImn%*+,扩增仪、
opP%

度测定仪、体外冲击波碎石机、运功平板、２４小时
mq0P=rlstuvwJ=x7y=#2 YN

qrstu%vwxyz&'VE{|-}3~
除颤起搏器、预真空高压消毒柜等先进医疗设备。

动态心电图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微量元素测定
Lzû]{J=UKLAMNOP=&|}q0

QRASTUVW>XJ"YZP"[\NOP"]
二级生物安全柜、呼吸机、监护仪、血气分析仪、电

#$$!年
)
 -.o
２００５
３
月８- 
日，天水传染病医院开始改扩建工

仪、血气分析仪、人体成分分析仪、电子胃镜、乳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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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２００６
月正式使用。医院占地面积
 ８-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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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6
6#$$. 年
天水市中医医院
!"#$%%& 国营医疗机构。国家三级
¡-}J¢,
£¤R

扫描仪、成人和婴儿高压氧舱、全自动麻醉机、血
jkP=¾¸Zyz:=UKLJ=[
液净化系统、光子嫩肤机
、半导体激光脱毛仪等高
 M;<=I8_J=rIPEy
精尖医疗设备。医院在天水首家建立＂远程医疗会
-}3~ -.² £¿
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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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等综合性中医医院。位于秦州区藉河北路
. ±,
¥E¦§¨9--., 2©ª«¬®¯° ６号。

诊和医疗教学＂网络系统，与上海
所三甲医院
i-}å÷;<#½ １１
00 í¤-.

１９８４
月 0.
１６ ²³
日在原天水市（今秦州区）人民医
03-2 年
 １０
0$ 
´µ¶ª«¬·¸¹-

的
多名专家建立长期业务工作关系。医院能
º １３００
0)$$ 6×Ø£¿ÙM;
-.ê

6１８２４
0-#2万元。
,
 01)万平方米，总投资
总建筑面积１．３

院中医科的基础上成立天水市中医院，科级建制，
.9-!º»¼½¾¿ ´9-.!RÀ

够开展恶性肿瘤的系统化疗，腹水静脉回输技术
¨º;<M} 2  ¡¢ÚÛ

隶属天水市卫生局管理。院址位于解放路
号
ÁÂ ´@AÃÄ$F .Å2©^Æ° １１１
000 ±
（原天水市人民医院第二门诊部）。１９８４
年04１２月在
µ³ ´¸¹-.ÇQÈiÉ·F 03-2 
²
环城西路６
万平方米，建造综合门诊
ÊËÌ° .号征地１．５４
±Í 01!2 
Î¦§Èi
楼，建筑面积为
月投入使
Ï Ð２５００
4!$$平方米，１９８７
03-5 年
 !５ Ñ
F -.１．３２
01)4 
 １．９７
0135
用。医院占地面积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ÒÓ9-}
0142万平方米），病
·
万平方米（其中医疗建筑面积
１．２４
1 ３３０张，开放床位
))$ 5 Æ12 ２６２张，固定资产
4.4 5 Ô0Õ 22401
床
４４２１．８万

治疗肾病性腹水和肝硬化腹水，心肌梗塞溶栓治
d}£¨2 ÿ¤M2  û¥¦§¨©d
疗，半肝切除术，全胃切除术，重度创伤性骨外露
}ÿªqÛU.ªqÛðm'«¨Xl¬
的治疗，脊柱损伤合并截瘫的治疗，断指再植术，
ºd}®¯«§°±²ºd}j9³´Û
重型颅脑损伤，颅内肿瘤切除术，阴式子宫全切
ð0<î¯« <7ªqÛ µd8¶Uª

元。有职工
F HÖ３５６
)!.名，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Ó9ØÙÚÛ¸Ü２４１
420 人，主
¸Ý
¸àÝÞ-ß３２名，中级职称
)4 ×9RÖá９３
3)人，
¸
Þ-ß 2
任医师４
人，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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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损伤的康复治疗，小儿危
ð¼ºy»A½¾¿d}E ·À234H
重症的高危生命支持治疗等。新开展了腹腔镜下
ºÁÂ=ÃÄ=ÅÆªqÇÈ~ÉM]ªE
的胆囊、阑尾、卵巢肿瘤切除，前列腺汽化电切等
&'[ÛghlÊ'd}ÇÈ~pA8¶¥
微创手术，超声刀无创治疗前列腺增生，子宫肌瘤
ËÌÍ¨ rlstÎvwd}£ÏwË
及各种恶性肿瘤，体外冲击波碎石治疗肾结石及

âRÖá １１０名。设有临床一级学科
00$ × 3Hã1äRå! １７个，二级
05 +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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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职称
泌尿系统结石，高压氧治疗一氧化碳中毒及缺血
å!１４个，医技药械科室
02 +-Úæç!*１２
04 个，党政职能科室
+èéÖê!* 00
¸:¨îEd}ÙM
学科
１１ 缺氧性脑病等治疗业务。

个，中医研究所
+9-ëìí 0１个。脑病科为国家中药管理局确
+ î!Ð £9æÄ$Ãï

!"#)*+,-.& 疗养院。位于秦州
}Ò. 2©ª«
天水市复退军人疗养院

定的重点中医药专科，糖尿病专科为国家中医药
0ºðñ9-æØ! òóØ!Ð £9-æ

区玉泉镇吕二沟。１９５３年
¬ÓÔÕÖQ× 03!)  ２月，为接收志愿军伤病
# ÐOØÙÚÛ«
员，成立天水行政公署第二疗养院，为军队建制。
Ü¾¿ ÜéIÝÇQ}Ò.ÐÛÞÀ
１９７６年，改为天水地区精神病院。１９８１年７月，改
035. Ð ¬ß. 03-0  5 
为天水市复退军人疗养所。１９９６
Ð ´ºàÛ¸}Òí 033. 年，改为甘肃省天
Ðüýþ
´ºàÛ¸}Ò. U.HÖ４３
2)人，其中医
¸Ó9水市复退军人疗养院。全院有职工
Z¸Ü２４人。住院部有床位
#2 ¸ á.ÉH12１５０
0!$ 张，有医生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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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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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诊断室
、护理部、急救室、治疗室、药剂室、检验
*=ûî]{*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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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心脑电图室等
１５ +çè!*
个辅助科室。疗养院除接收
þ7ÌºàÛ¸ßéêëìl
íOØd
省内各地复退军人精神病优抚对象外，还接收治

管理局确定的＂十一五＂重点中医药专科建设项
Ä$Ãï0º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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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脑病科、中医妇科、糖尿病科、心血管病科为
ù î!=9-ú!=òó!=û[Ä!Ð

＂甘肃省重点中医药专科＂，肝病科为甘肃省重点
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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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专科建设单位，并与哮喘病专科、微创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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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天水市市级重点专科。医院拥有医疗设备
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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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台（件），主要有
ＣＴ机、８００ｍＡ数字胃肠
ＸI
光
J=+ 型臂、腹腔镜、数字血管造影机、全自动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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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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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多功能呼吸机、电子胃镜、十二指肠镜、彩

}î½ïðºßñò #$$2 １２0#月，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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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f;<6=>[?NOP=@7AghBM 疗社会上特困的精神病患者。２００４年
超、彩色经颅多普勒血流分析仪、白内障超声乳化
仪、眼底照相机等先进诊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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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被国家民政部表彰为＂全国民政基层单位行风
!"#' (%& 全民所有制县级建制医
U¹íHÀGRÀ- 建设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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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四Ｏ七医院

疗卫生单位。位于秦州区环城西路
１１号。始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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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放甘肃省，隶属于甘肃省电子
035. 年，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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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Â©üýþ]8
工业总公司。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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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第五建筑公司医院
/01234567%& 全民所有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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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位于秦州区精表路
号。隶属于甘肃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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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筑公司，２００５
年改制为民营医院，为国家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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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同时接受当地群众就医。１９９６
年医院由秦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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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建现址。医院设有
张。为综
§¨-. #$$5 年底有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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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医院。２００７
人，其中高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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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á３１人，中级职称
职称

综合医院。医院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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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平方米，有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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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ÝÞ-ß .人，主治医师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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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外科
、妇产科、内科、儿科、中医科 、康复治疗科
IJ=7 超机、心电图机、自
gJ=û]{J=K
E!* GHJ=(光机、Ｂ
等科室。拥有麻醉机、Ｘ

!"# !－
－! ３１９

!"#$%
天水大辞典

科v-¤v-Êv-Ï:v-jñv7
、外科、儿科、中医科、病理科等%#１２¨v¡è
个科室。设备
动心电监护仪、半自动化分析仪、全自动血细胞分
!"#$%&'()!*+,&-.)!/01+
<=

析仪、尿十项检测仪等多种医疗检测设备。
,&-23456&789:;56<=>

天水新天坛医院
!"&!'() 民营医疗机构。位于秦州
?@:;AB> CDEF
区解放路
号。为天水市慈善总会和社会力量共
!" KL
MNOPQRSTUVTWXY
GHIJ５９
同创办的天水市第一家民营综合医院。２００１
d %１
Z[\]NOP^_`?@ab:c> #$$% 年

月成立，有病床
efghijk ３０张，医护人员
&$ lh:%mn ２５
#! 人。２００４年，聘
m> #$$' dho
请原解放军二十九医院的骨科
、烧伤整形科、影像
pqHIrs3t:c]uv-wxyzv-{|

有腹腔镜、宫腔镜、阴道镜、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
iÝÞß-àÞß-âãß--.)!*+,
仪、新柏氏
ＴＣＴ 12EØ01756&-áFÎ
模式液体细胞等检测仪、光子嫩肤
&-CDï +*+
机A-YGH&-<I
、共振吸脂仪、设置5*6
ＬＣＵ Jö$%KL-ÏM
重症监护系统、中央管
道供氧系统、无菌手术室。能开展妇科腹腔镜微创
ãNOKL-õP¡è ´4QvÝÞß£[
手术、输卵管导丝介入再通术。
-RSäTUVWXè
!"78() 民营医疗机构。位于秦州区
?@:;ABè CDEFG
天水仁和医院

v- }~v7 ]`１２
%#人，主
mh
b(0J % Kè fgD２００５
#$$!年底，前身是天水东
dY¶ZìNO
科、麻醉手术科等高级专业职称的专家
合作北路１号。成立于

治医师
人，主管护师 %１人，护
mhc: １０
%$ mh%
mh%
:１６%(人，住院医师
师、护士
人。至
年，医院病床增至 "$
９０ 8
多
'! m>
 ２００７
#$$) dh:cjk
% ４５
张，主要设备有日本东芝全身
ＣＴ、彩超、Ｃ型臂Ｘ
lh<=i. *+--*
 ,
光机、生化分析仪、麻醉呼吸机、多参数心电监护
A-*+,&-}~A-8"#$%
仪
、大型烧伤治疗仪等大型医疗设备。医院主要科
&
wx;&7 :;<=L :cv
室有创伤显微外科、烧伤整形外科、普外肿瘤
个
¡i[x¢£¤vwxyz¤v¥¤¦§ ３& ¨

特色专科；内科
、妇产科 、手术麻醉科 、药械科 、超
©ªv«¬v®v}~v¯°v
声影像科、检验科等科室功能齐备，有病床
±{|v5²v7v¡³´µ=¶ijk６０
($张。
lL
天水市红十字会博爱医院
!"*+,-./0() 民营医疗机构。
?@:;ABL
位于秦州区胜利巷。成立于
２００５年
CDEFG·¸¹L fgD #$$!
d %１月。医院建
eL :cº
筑面积
１５００余万元。以微创
»¼½ ３３００平方米，总投资
&&$$ ¾¿À¶SÁÂ %!$$
ÃÄÅL Æ£[
¤v£[vÇÈÇÉM¶<i¬vÊv
外科、微创妇科
、不孕不育为主，设有内科 、儿科、
ËÌvÍÎvÏ:vÐÑv5²vÒÓÔ
五官科、皮肤科
、中医科、肛肠科、检验科、男性健

康门诊、体检中心等
３０
ÕÖ×Ø5Ï"7 １３个专业科室，现有病床
%& ¨v¡¶Ùijk &$
l¶:%mn ７５
)! m¶ÚÏÛÆÜ
 " 人，中级
m¶Ï
张，医护人员
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９

职称７) 人。主要设备有腹腔镜、宫腔镜、电子阴道
mL <=iÝÞß-àÞß-#áâã
ß-ª Ｂ- 超、超导可视人流等。
-äåæmç7è
镜、彩色

关卫生院，建筑面积２４６０
[\c¶º»¼½ #'($平方米。有病床
¾¿Àè ijk４６
'(张。
lè
m¶ÚÏ]: ４人，副主任医师６
' m¶Û3: (人，
m¶
ô ((人，其中主任医师
职工６６

中级人员１２
人。骨科为特色专
Ïmn %#人，初级人员
m¶ ^mn ４４
'' mè
uvM©ª
科，设创伤骨科
、脊柱外科 、儿科 、脑瘫矫形、骨科
v¶<[xuv-_`¤v-Êv-abcz-uv
先天畸形矫治小儿骨科等，同时设有内科、儿科
、
.NdzceÊuv7¶Zf<i¬v-Êv泌尿病科、碎石科、普外科
、妇产科、皮肤科 、耳鼻
?2jv-ùúv-¥¤v-®v-ÍÎv-gh

喉科、颈椎病科
、腰腿病专科、放射科。设备有全自
iv-jkjv-lmjv-Invè
<=i.)
动彩超、Ｃ
Ｘ $A-.)!/o+,&-.)
线机、全自动血球分析仪、全自
!-* 型臂
 ,
动生化分析仪、数码阴道镜、微波治疗仪、万东大
!*+,&-pâãß-£q;&-Ä
型Ｘ,光机、高档麻醉机、宫腔镜
、腹腔镜 、关节镜、
A-r}~A-àÞß-ÝÞß-stß腰椎间盘镜、三维颈、腰椎数控牵引床。
lkuvß-wxj-lkþyzkè
!"*9:;<) 国营医疗机构。前身是
{@:;ABè Zì
天水市妇幼保健院
CDEFG|}J９１
"% 号的天水市妇幼保健所。
K]NOP~Ôíè
位于秦州区岷山路
%""! 年３
d & 月于秦州罗玉小区选址
eDEFéeG ５．４
!7' ¶
ÁVÂ
１９９５
亩，投入资
%'$ 万元，建筑面积２２７４平方米，１９９７
ÄÅ¶º»¼½ ##)' ¾¿À¶%"") 年
d %#
金１４０
１２ e
月

建成使用，为天水市妇幼保健业务技术指导中心、
ºf ¶MNOP~ÔäÏ"NOPÈ®ûÏ"- NOPCÊJö
天水市高危孕产妇急救中心、天水市新生儿重症

魏氏骨伤医院
1234() 民营医疗机构。位于秦州区
?@:;ABè CDEFG

$%Ï"-CÊjNO+Ï"¶
监护中心、甘肃省新生儿疾病筛查天水分中心，正

玉泉观
２００６ d¶ì_íÆ£[¤v
年，是一所以微创外科
éêë１８
%. 号。成立于
Kè fgD #$$(
和魏氏骨伤康复理疗为特色的中西医结合医院。
UîïuxÕðñ;M©ª]Ïò:ób:cè
建筑面积１４４６平方米。２００７年有职工１０８
º»¼½ %''( ¾¿Àè #$$) di ô %$.人，其
m¶Ú

县级事业单位。建院以来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由
Cè ºcÆÈ®c+
１９９８年
７４．８３？？孕产妇
%"". d ２３．８１？？高到
#&7.%8 ２００８年的
#$$. d] )'7.&8¶
È®
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别由
- Ê+１９９８年的
%"". d ]１３２．４／１０
%&#7'9%$

中高级职称６人，中级职称
人。医院设有微创
Ï  ( m¶Ï  ２３
#& mè
:c<i£[
¤vÏ"-îïuxÕðñ;Ï"-õlWö÷ø
外科中心、魏氏骨伤康复理疗中心、无张力症修补
Ï"-Ø¤ùúÏ"４个中心，急诊科、骨伤科、普
' ¨Ï"¶û×v-uxv-¥
中心、体外碎石中心

万、４２．３５？？降到
Ä-'#7&!: ¡ ２００８年的５０．１４／１０万、１１．３４？？
#$$. d] !$7%'9%$ Ä-%%7&';è
!"*=>?@ABCD 卫生机构。位于
\ABè CD
天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FG¢£0J & Kè ZMNOP\¤¥)¶
秦州区藉河北路３号。前身为天水市卫生防疫站，

¤v-¬Êv-®v-ËÌv-Ï:v-:ü5²
%"(' 年
d １０
%$ eDEFG¦d§J
'' 号筹建，１９６６
K¨º¶%"((
外科、内儿科、妇产科、五官科、中医科、医学检验
１９６４
月于秦州区青年南路 ４４

科、医学影像学
张。有程控
v- :ü{|ü ９个科室，病床
" ¨v¡¶ jk ６０
($ lè
iýþ
５００ｍＡ
Ｘ射线机、西门子心脏
!$$/0遥控双床双球管
ÿþ!k!" ,
#$A- òÖá"%

d ' e2º)è %"(. d ４月６日，天水地区卫生
' e ( ¶NO©G\
年４月正式建站。１９６８年

 - ３２００
&#$$ 型
 -Ｂ超诊断仪及影像工作站、
×&&'{|ô()彩超、东芝
#á*ß-+,
1234
#æÝÞß7-M./]:;
电子胃镜、德国 ｗｏｌｆ电视腹腔镜等较为先进的医疗

NO©G®¯nT°±¶ NO©G\¤¥)
天水地区革命委员会决定，天水地区卫生防疫站
²ðJºè
%""" d¶qNOP©¿j¤³´íb
恢复重建。１９９９
年，原天水市地方病防治研究所合

<=è
设备。

天水女子医院
!"56() 民营医疗机构。位于秦州区
?@:;ABè CDEFG
合作北路
b(0J ７４号。成立于２００７年。总建筑面积１７００
)' KèfgD #$$) dèSº»¼½ %)$$
平方米。以特色专科为主要诊疗模式。有床位
５０
¾¿Àè Æ©ªvM×;12è ikC !$
张，工作人员
７０人，其中副主任医师２人，主任
１０
l¶ô(mn )$
m¶ÚÏÛ3: # m¶3 %$
m¶% # mè 4<v×;£[Ï"-56
人，主管护师２人。开设妇科诊疗微创中心、计划

防疫站撤并归天水专区医院。１９７１年
¤¥)ª«¬NOG:cè %")% d ５月１５
! e %!日，
¶

«NOP\¤¥)¶fg©¿jµ¤þ¶vè
并至天水市卫生防疫站，成立地方病预防控制科。
２００２年１月，将天水市卫生防疫站从事的卫生监
#$$# d % e¶ ·NOP\¤¥)¸]\$
督执法职能分离，天水市卫生防疫站变更为天水
¹º» ´+¼¶ NOP\½¥)¾¿MNO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２００３年，争取到国债资金综
Pjµ½þ¶Ï"è #$$& d¶ÀÁ,ÂÂa

ÉÏ"-v7ö-áà8§-9:j-"ñ
生育中心、妇科炎症专业、子宫肌瘤、乳腺病、心理

合办公楼建设项目，天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选
b\ÃÄº<4Å¶ NOPjµ½þ¶Ï"
Cºè #$$! d %% e¶NOPjµ½þ¶Ï"
址新建。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天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ab\ÃÄ2ºfÁÆ è
综合办公楼正式建成投入使用。

;<=>Ö×- >Ó¬+?@:üyzAB-¬
咨询少女门诊、女性内分泌及医学整形美容、内

!"*3E() 国营医疗机构。位于麦积
,@:;ABè CDÇ½
天水市骨科医院

! !"# !
－３２０－

社会事业
3456
区分路口。医院始建于１９７０
!"#$% &'()* !"#$年，原名甘肃省小陇
+,-./0123
山医院，是陇东南地区唯一的骨科专科医院，具备
4&',53678!9:;<=>?&'@AB
二级医院标准。２００６
年正式挂牌为天水市骨科医
CD&'EFG %$$& +HIJKLMNO<=&
院，隶属于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领导。医院占
'@PQ*R012S4TUVWXYZG &'[
地面积
&$$$ _`aG %$'$年有职工１１７
+bcd !!(人，其中
e@fg
\]^６０００平方米。２０１０

渭滨南路２９
 7/ %"号。１９８３年８
G !"), + )月成立，始称天水县中
167@(lMNg
医医院。１９８５年７月更名为北道区中医医院，２００５
&&'G !")3 + ( 1?.L9!g&&'@%$$3

年更名为麦积区中医医院，至
７８
+?.L^!g&&'@P ２００８年，有病床
%$$) +@bàn ()
张，职工
１５２ e@fg^cl
人，其中副高职称６人，中级职称
４５
f@cd !3%
& e@g)cl 53
人。医院设置科室
eG &'è=o４２5%个，其中临床科室
e@fgmn=o ２０个，医
%$ e@&
技科室
~=o１０个，职能科室
!$ e@cÅ=o １２
!% 个，１个门诊部，１个社
e@! e@! e

卫生专业人员占
hi>Uej[ ８７？？有高级职称
)(*@bkDcl１３
+, 人，中级职
e@gDc
称３２
人。临床科室有外科（骨科）、内科、儿科、妇
l ,% eG mn=obp=qr=stu=tv=tw

!hi[go １! e!hi[CG
&'&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医院医

产科、中医科
、口腔科、皮肤科 、麻醉科，医技科室
x=tg&=t$y=tz{=t|}=@&~=o

È@b:vkst
疗设备齐全，有飞利浦全数字化彩色超声诊断仪、

包括超声科、放射科、检验科、药械科，门诊部设有
=t=t W=t=@b
内科
、外科、妇科、中医科、口腔科、皮肤科 、治疗注
u=tp=tw=tg&=t$y=tz{=t
射室、挂号室和免疫注射室等。医院对四肢创伤追
otJooG &'

麦迪逊－５０００
 93444迈瑞
－９９００
:""44黑白
 Ｂ7 型超声诊断仪、
Ûst
德国利霸－６００
% :&44 全自动化分析仪、北京万东东方
mvTwst 9NW`
５００
５００ｍＡ 医用诊断
Ｘ p
线电视系统、迈瑞
344 型程控
Û 344;<
&¬ 8
¡¢t 
３０００
电子
,444 全自动血球分析仪、日本富士能－２２００
m£¤Twst ¥¦§¨Å :%%44 p©
ª{t %"«¬^p®p¯t ¥¦ </:5%"4
胃镜、德国爱尔博高频电凝电刀、日本
ＡＭ－４２９０
°±²Twst¥¦£®st³´st9Nµ¶|
尿十项分析仪、日本血凝仪、酶标仪、北京宜安麻
醉呼吸机、北京美高
ＥＣＧＬＡＢ 型心电综合分析系
}ij't 9Nc^ =->?<7
Ûop·ÚTw¡
统、２４
小时动态心电分析仪、多参数除颤监护仪、
¢t%5 2lmnopTwst
¸¹Ðºqrst
心电监护仪、微波治疗仪等万元以上医疗设备
４８
opqrst »sW¼º½&È 5)
件。共获得省、市、区科学成果进步奖
¾G ]¿ã1tOt!=À6çÇÁÂ１０
+$ 项，在省
²@Æ1
)º½ÃÄëÅÀÆÇÈÉÊ@,人入选市
eLËOt!
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３
、区
!
%%%ÌO)ÀÍÎe@, e¿ã
!
MNOO).g
＂２２２＂市级学术带头人，３
人获得＂天水市市级名中

求无创、微创技术，对先天畸形，如髋脱位
、脊柱侧
t~@M @¡¢£¤t¥¦§

弯
、先天性脊柱裂等采用不同的改良手术方式，疗
¨tM©¥¦ª«¬®¯°±²³I@
效优良，对复杂的关节内创伤
、脊柱创伤以及脊柱
´µ±@¶·¯¸¹ut¥¦º»¥¦

的结核、肿瘤、椎间盘突出等能在
ＣＴ、ＭＲＩ等先进
Ç
¯¼½t¾¿tÀÁÂÃÄÅÆ -.t/01
医疗设备引导下进行复位、固定及摘除等手术，能
&ÈÉZÊÇËÌ¤tÍÎ»ÏÐ²@Å
ÑÒÓ¥¦Ô¤²@ÕÖ×©rØtrÙt
够开展脊柱各部位手术，对陈旧性骨折、骨不连、

复合型损伤等难治愈疾病，已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ÌÚÛÜÝÞßà@áâãäåæ¯´çG
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并发症少，术后功能良好。被
ed¸¹èé²@êëìí@îïÅ±ðG ñ
òóhitôõòö÷øùútûühiýþô
国家卫生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联
Úÿ.L
!
"#&'$G
合命名为＂爱婴医院＂。
!"#$%&'
%&&'(G %óC)
秦州区人民医院 国营医疗机构。国家二级
甲等医院。位于秦州区双桥路
号。原名天水市
+2 G
-.MNO
*&'G ¤*+,!-./ １０

&ÌÏÐlG
医＂荣誉称号。

人民医院。１９５９
年１月天水市人民政府接管天水
e0&'G +"3" +
+ 1MNOe02345MN

第一所大型疗养院。占地面积
@:GÙÛÑ'G [8]^１４
+5万多平方米，楼
W¸_`a@Ú

市联合医院，成立天水市人民医院，院址在北关原
OôÚ&'@67MNOe0&'@'8Æ9¸-

房均为二层底结构建筑群。矿泉含有放射性氡、碳
\ÛLCÜV¼(YZÝG ÞÔßb©àtá

当字会（今人民西路
７０号）。１９６０年４
月更名为天
!:;<=e0>/ (4
sG !"&$ + 5 1?.LM

酸氢钠和硫化物等
âãäåvÄ３８
,) 种微量元素，是国内外少有
æç¼è@5%upí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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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mno z

泉疗养院。开设病床
Zy] S ２００
)(( 张。有职工７６
]  *+ 人，其中副
z/

主任医师３
人，医护师１４
z/f" , z/"
'" &人，主治（主管）医护师５
人，医护士８人。设理疗室，采用电疗、光疗、超声
z/" $ z] Z/bZ7Z7
波疗、针灸疗
、蜡疗 、按摩疗、气功疗、体育疗等理
¡Z7¢£Z7¤Z7¥¦Z7§¨Z7W©Zª
疗方法，其中光疗中的黑光灯和氦氖激光器属国
Z«¬/ Z®¯V°±²³´µ
内新型理疗设备，对治疗各种皮肤病、运动系统疾
¶8·Z¸/JfZ¹º»¼S7½\¾¿R
SÀÁZÂ] %( ÃÄ９０年代后期，经营方向从
"( ^ÅÆÇ/ÈÉ«ÊË
病有较好疗效。２０世纪
医疗向旅游产业转移。２００６
"ZÊÌÍÎÏÐÑ] %((+ 年，甘肃省清水工人温
^/mno z

泉疗养院改制为以餐饮、洗浴、住宿为主的旅游服
ZyÒÓ?ÔÕÖ7×Ø7ÙÚ?ÌÍÛ

务性民营企业。
ÜÝÞÉßÏ]
清水县人民医院
!"#$%&' 国营医疗机构。民国三十
µÉ"Zàá] Þµâã
四年（１９４５
年）设清水县卫生院，１９５１年
ä^'"-, ^
åæIy/'",' ^ % ２月改设
çÒ
åzÞæIy/ + z/èé å9¶
清水县人民卫生院，有职工６人，位于清水县城内
êëìí åzÞÌMî] ï^ ''
ç/ 
关帝庙（今清水县人民旅社址）。次年
１１月，清水
åzÞæIywðñ"y
òZó/Ò
县人民卫生院接管天水公教医院清水诊疗所，改
CåzÞæIyKVÙyK/ ôîÒ?6òK]
作县人民卫生院部和住院部，原址改为门诊部。

部。次年８
K] ï^ $月，改为清水回族自治县中医院。１９６１
ç/Ò? >;få"y] '"+'
年
^ １２月，更名清水县中医医院。１９６２年初，县中医
'% ç/+ å""y] '"+% ^/å"
医院并入县人民医院，称清水县人民医院中医门
"y åzÞ"y/  åzÞ"y"6
诊部。次年７月分设县中医医院，１９６８年４月并入
òK] ï^ * çLå""y/'"+$ ^ - ç 
县人民医院。１９８１年７月，恢复清水县中医医院。
åzÞ"y] '"$' ^ * ç/ å""y]
院址设在永清路丰盛巷口西侧。次年设住院部，有
yî& '] ï^ÙyK/
S２０
%( 张。１９８７年春，建门诊住院楼，门诊部设中
] '"$* ^/6òÙy/6òK
病床
"¶!7!7¢£!7'"!7fZ77
医内科、骨伤科、针灸科、西医科、治疗室、透视室、
'ø~/ÙyK¶õ!7!7<ü:]
中西药房，住院部设内儿科、五官科、化验室等。

１９９０年床位增加至
张。医疗设备有
１００ｍＡＸ光
'""( ^è ３６
7+ ]
"Z¸ '((341

机、黑白
à7® 9Ｂ超、心电监护仪各１台。２００８年，设置内
7^bf6¹ ' u]%(($ ^/¶
科（２
个）、针灸、儿科、五官科、口腔
7% 7¢£7õ!7!7Q
!% 个）、骨伤（２
!7»¼!7 !7¡¢S"!7÷Î!:! '科、皮肤科、痔瘘科、疑难病专科、妇产科等科室
１４
] è ,(
] "Z¸ '((341 光机、３００ｍＡＸ
à77((341
个。床位
５０张。医疗设备有１００ｍＡＸ
光机、黑白Ｂ超、彩色
、血球分
à7® 9 712 Ｂ9 超各１台，生化仪
¹ ' u/I<67@£L
析仪、骨科牵引床、麻醉机、腹腔镜等。中医特色有
j67!¤¥7qrà7PQR:] "¦2
中风病专科、针灸科、中医特色护理（拔火罐、穴位
§S"!7¢£!7"¦2¨©ª7«è
按摩
、药浴、中药雾化 、针刺艾灸）等。
¥¦7øØ7ø¬<7¢®£:]
*+,-./0#12$3&' 国营医疗
µÉ"Z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
àá] µ¯°±²:"y] èé¯³´µú'¶
机构。国家二级甲等医院。位于张家川镇解放西路
２号。为＂二级甲等医院＂。创办于
% ·] ?
_
°±²:"yk] é１９５３
'",7 年，有病床
^/S
77( ]  7'%人，其中副主任医师１６
z/" '+人，中级
z/±
３３０张。职工３１２
$%５４
,- 人，初级技术职称
z/±$% %('
3ö
技术职称
２０１ z]
人。设有普外

１９９０年，县人民医院设内儿科
、外妇科、门诊部、护
'""( ^/åzÞ"y¶õp7ö÷p76òK7

科、胸外科、泌尿外科、神经外科、微创外科、放射
!7¸ö!7¹ºö!7»Èö!7¼ö!7úû

K7øùp7úûp7Yü!7ý%7þÿ7y
理部、药械科、放射科、检验科、手术室、供应室、院

介入、骨科、妇产科、眼科、口腔科、耳鼻喉科、检验
½7!7÷Î!7¾!7Q!7¿ÀÁ!7Yü

部办公室、总务科。有病床
K!ð7Ü!] S８８$$张，职工
/ １５９
'," 人，其
z/
中专业技术人员
"Ï$%z{１０３
'(& 人，副主任医师３人，主治医
z/" & z/f"
师１７人，医、药、护、技师
４４
 '*z/"7ø77$ ３４人，医、药、护、技士
&- z/"7ø77$ --

科、ＣＴ室。２００６
年建成６层现代化住院大楼，２００９
!7/0 ] %((+ ^X
+ ÂÃÅ<ÙyÄ/%(("

人。２００８年，医院占地面积１．６
z] %(($ ^/"y#A$% '.+ 万多平方米，设病
&'(«)/S

床１８０余张。购进东软螺旋
彩色
'$( *] +P,-./ＣＴ机、东软
/0 à70- ３８０
&$( 12
'34 ò5677µ89: /12,
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美国贝克曼
ＣＸ－５ |;\I<
全自动生化
Lj677µ89:|;\=>?Lj677µ
分析仪、美国贝克曼全自动发光免疫分析仪、美国
|;\@ALj67 BCDEF ò567/ ·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日本阿洛卡超声诊断仪、Ｃ
型
G Ｘ光机、５００ｍＡＸ光机、西门子
1 à7,((341 à7 '6H ,((34
1
臂
５００ｍＡ IJ
高频Ｘ

光拍片机、德国＂狼牌＂腹腔镜、电子胃镜
、柯达 $,(
８５０
KLà7Mµ
_
NOkPQR7bHSR7TU

型计算机放射成像系统（ＣＲ）及床头呼叫中心供氧
·VWàúûXY¾¿/5Z[\]^þ_
¾¿77µ`3ðaIÎ\b^bcò567'
系统、美国惠普公司生产的动态心电图诊断仪、多

年医院被评为＂二级甲等医院＂。先后购置了东芝
^"yÅÆ?
_
°±²:"yk] tÆ+Ç0È
全身
|wＣＴ、ＣＲ、东芝彩超、腹腔镜、日产电子胃镜、荷
/07/570È17PQR7BÎbHSR7É
兰Ｂ超、血球计数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心电监
Ê 9 7@£Ëe67|;\I<Lj67^bf

护仪、脑地形图机、各种内窥镜
、眼科外科手术显
67ÌAÍcà7¹º¶ÎR7¾!ö!ý%Ï
¼R7'¨Ð\pà7qrà:tP"Z¸]
微镜、多功能呼吸机、麻醉机等先进医疗设备。
*+,-./0#456%&' 国营医疗
µÉ"Z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第二人民医院
àá] Ñé １９５８年，位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龙
'",$ ^/èé¯³>;fåÒ
机构。始建于
5´] ÓA$%１６
'+ 亩，建筑面积
Ô/Õ$% *,%(
(«Ö] "
山镇。占地面积
７５２０平方米。医
yL6òVÙyK×ÄKL/&
'%(人，
z/
院分门诊和住院部两大部分，有在职职工 １２０
其中正式职工
４０ z]
人。能熟练诊
$(人，临时合同工
z/ÚÛBÜ -(
ÐÝÞò
ØÙ８０

f¹ºßàS7'=S/á3ö7÷Î!7!7
治各种常见病、多发病，开展普外
、妇产科、骨科、
Q!7¾!7¿ÀÁ!:¹âÄ·ý%/¶
def67gõIh_i7jöklmò567
参数监护仪、婴儿高压氧舱、红外线乳腺诊断仪、
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等各类大中型手术，设内

全自动简易呼吸机、Ｍ－９０３Ｅ
型麻醉机、高频电刀
|;\no\pà762"(78 ·qrà7
IJbs
等国内较先进的医疗仪器
３０ 7(
多台（件）。
:µ¶ÀtP"Z6³
'uv]
清水县中医医院
("#)&&' 国营医疗机构。前身为
µÉ" Zàá ] -w ?

儿科、外科、妇产科。２００８年，建设
õ!7ö!7÷Î!] %(($ ^/ + ６层门诊楼一
Â6òãä

栋，实际建筑面积
万
å/æçÕ$% ２８００
%$(( 平方米，完成投资
(«Ö/èXéz ３８０
7$( &
元，已投入使用。２００９年，建设５层框架住院楼一
ê/ëéì] %((" ^/ , ÂíîÙyãä

１９５２年５
座，建筑面积
ï/Õ$% ３４１４
'",% ^ ,月由县城部分中医人员联合，自筹资金，
çå9KL"z{xB/;yz{/
7-'- 平方米，设置病床
(«Ö/S １５０
',( 张，总投
/é
|}~/ å"xBòó] '",+ ^
, 资z６３９
+7" 万元。
&ê]
租赁房屋，创办的清水县中医联合诊所。１９５６
年５
ç/Ð?|ÞóÓ"Zàá/ å9ê"
*+7-./0#)&' 国营医疗机构。
µÉ"Zàá]
月，转为全民所有制医疗机构，称清水县城关中医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中医院
门诊部。１９５８年
月称清水回族自治县中医门诊
'% ç
>;få"6ò
6òK] '",$ ^ １２
èé¯³´zÞ0] ?å±ðB""y/
位于张家川镇人民东路。为县级综合中医医院，创
! !"! !－
－３２３

!"#$%
天水大辞典

办于１９８４年。２０１０年
!" !"#$ #$ %&!& %１０
!& 月被评定为＂二级甲等＂
&'()*
+
,-./0
中医医院。有职工
１４９!$"
人，其中∶正式职工
89:1;<=67８８
'' 人，
8>
12234 567
临聘人员
１２０人，副高职称６
?@8A ６１人；专业技术人员
() 8BCDEF8A !*+
89GH6I (
人，中级职称
891-6I ２８
*' 人。门诊设内科、外科、妇科、儿
84 JKLMNOPNOQNOR
科、骨科、急诊科
、皮肤科 、眼科、口腔科 、耳鼻喉
NOSNOTKNOUVNOWNOXYNOZ[\
科NO]^NO_`ab
、痔瘘科、针灸理疗 !,
１３c?dNe>f3gLM
个临床科室，住院部设内

检查，评选卫生模范。１９５８
１１月，在全省除＂四
§e9(-·zf)4 )"-' 年
% ))
&9gwèh
Þ
i

害＂讲卫生先进代表会议上，被评为卫生模范，中
jçk·zÛûlãmn9Ý(*·zf)91
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颁发了锦旗。同年
３１
oüt·zýypAãqrstu4 v%１２
)% 月
& ,)
日，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w9 gwtxDyãz{ÄLÛÃlûlãm
上，荣获周恩来总理亲笔署名的＂农业社会主义建
Þ
xDyãz{Ä
n9|}~a À
设先进单位＂奖状。２０世纪
LÛÃlç4 %+ ùú７０
3+ 年代末，全村翻修新
%û9w÷B

NOSPNOQNORNO_`abN -５ hij>L
)$$ 座。每年春节村内举办篮球、武术、象棋比
4 ,%÷MOòFO
科、骨外科、妇科、儿科、针灸理疗科
个病区，设 房 １４４
kdl２００
*&& 张。拥有
m4 n5 ./
opOqr 0Ｂ超、德国利
pOstu
置床位
ＧＥ彩超、东芝

赛，吸引周围村庄和邻县乡村参加，曾被评为全省
9~÷=É÷Ë9Ý(*wè

霸v３００
Ｖ－７０ 
电子胃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奥林巴斯
wxyz{|}~O 123+
镜、迈瑞五分类血球计数仪、免疫发光仪、电解质
O|~O~O
分析仪、国产万东
５００ｍＡ Ｘ光机、ＣＲ、体外碎石
|}~O tq -++4567
O89O P
机、骨痛治疗仪、电动牵引床、理疗机、进口验光
OSb~OydOabOX 

体育先进单位。坚持经常性的卫生习俗和医疗保
®ÛÃl4 VWÐØXÀ·z=2b
健，村民健康水平普遍提高。全村
８０岁以上的老
9÷ ¡½¢£¤9H4 w÷ '+
¥¦nÀT
人有
９０¥¦nÀ
岁以上的３
人。在集体修建一
85３３
,, 名，其中
.9:1 "+
, 84
gæBÄÁ

仪、手术显微镜、眼科
、多功
~O¡F¢£OWN ＡＢ
50超、裂隙灯检眼镜
pO¤¥¦§WO¨©
ª«¬O®¯O°±²³O´µb~/L
能麻醉机、保育箱、辐射保温台
、黄疽治疗仪等设
¶4
备。

天水市红十字会
１９９３年
!"&'()* 卫生机构。成立于
·z¸4 ¹º" )"",
%
６月，原为天水市卫生局内设的一个事业单位，科
( &> »*¼½¾·z¿MLÀÁcÂDÃl9N
级建制。２００５
-ÄÅ4 %++-年，由科级建制升格为县级建制，核
%9ÆN-ÄÅÇÈ*É-ÄÅ9Ê
)*ÂDÃl9ËÌÍÎAÏa9ÐÑÆ¾ÒÓÃ
定为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管理，经费由市财政单
)"",ß
Ô9ÕÖÓ×<Ø7ÙÚÔ4 ÛÜÝ(*
Þ
列，纳入政府正常工作序列。先后被评为＂１９９３—
)""- 年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先进集体＂＂全省红十字
%wtàáâãäåÛæç
+
wèàáâ
１９９５
会先进集体＂＂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先进集体＂＂全省
ãÛæç
+
wtàáâãäåÛæç
+
wè

红十字会系统集体＂＂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先进单
àáâãäåæç+éêëìíìîïÛÃ
lç4
位＂。

眼大口井的基础上，农户自筹资金新打提灌井
WôX§À¨©n9 xªx«¬®9¯§ "９
眼，饮水小井户户均有。全村除五六户特殊困难户
W9°½±§ªª²54 w÷h³ª´µ¶·ª
外，均翻修了新房或建起新院，有的还修起楼房。
P9²Bs¸Ä¹395ÀºB¹»4

建成完全小学，学龄儿童全部入学，成为天水市级
Ä¹¼w±M9M½R¾wgÖM9¹*¼½¾文明单位和甘肃省文明村镇建设示范点。２０
世纪
¿ÀÃl=þÿè¿À÷ÁÄL(ÂÃ4 %+ ùú
８０'+ 年代以后，村民利用当地自然条件优势，发展庭
%û¦Ü9÷ÄuÅ`ëxÆÇÈÉÊ9ËÌÍ
院养花，培育盆景，后又用日光温棚繁育花卉出
3ÎK9 Ï®ÐÑ9 ÜÒÅw²ÓÔ®KÕ:
Ö4 w÷KÕCDªËÌ× ５０余家，满足洛门花
-+ ØÙ9ÚÛÜJK
售。全村花卉专业户发展到
Õ¾Ý9ÞßÉMPàë4 vá9âÌãÄáä卉市场，销往县内外各地。同时，开展创建十星级
¿Àªåy9%æw/ç¿{èéåy978Ó
文明户活动，年关节日组织文化娱乐活动，宣传政
êëA9Åì÷AÄí9rîx÷ï4 ðñò{
策法规，制订村规民约，发扬农村新风。捐款硬化
÷MÍH9Ä¹óôõ=qöõôEà÷Ç9øù
村内公路，建成南北向和东西向大道各三条，可通
úû9ü¨±D²øùxÅû4
汽车，众多小巷均可通农用车。

#+,- 卫生先进典型。武山县大柳树村
·zÛðñ4 òóÉôõö÷
大柳树村

城市社区卫生
.&/012 卫生工作。按照天水市医药
·z7Ù4 ýÌ¼½¾2þ

%+ ùú
%ûwtüt·zýy1þÿè·
是ø２０
世纪 -+
５０年代全国爱国卫生运动中甘肃省卫

卫生体制改革的要求，将疾控、妇幼、健康教育
、残
·zÅ^ÿÀ?@9!"#O2$O¡%®O&
疾人康复等机构的公共卫生服务关口前移、重心
"8¡'/¸ÀÍ(·z)ÎæX*+O ,下沉到社区，社区公共服务机构实行药品零差率
./×yj9 yjÍ()Î¸01þ2345
销售；开展中医药进社区，加大中医药特色示范机
ÞÖ6âÌ12þyj9ô12þ´7()
构创建工作；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监管评估
、专业评
¸ãÄ7Ù6Äºyj·z)Î8Ï(9OCD(

生战线的一面红旗。１９５４年春，武山县卫生科确定
z!"ÀÁ#à$4 )"-$ %%9òóÉ·zN&)
'÷*·z()*9w÷+* - 个卫生区，每区选
c·zj9,j该村为卫生示范点，全村划为５
) .·z/0123495678üt·zýy99
１名卫生组长（妇女），负责宣传爱国卫生运动，提

出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具体要求。全村统一规
:;<·z=c8·zÀ>?@4 w÷åÁA
+9BCDE3FO½GEH9IöJK9LÄM
划，修整巷道院落、水渠道路，种树栽花，兴建学
NO2bO9PQRSOTU9VWÐØXÀYZ·
校、医疗站，消灭蚊蝇、老鼠，坚持经常性的清洁卫

9Oyj(9=x:(9À;<=Ê(9Å9>
估、社区评估和自我评估的绩效考核评估机制，把
=Ê?@Ù*Ó×ÊABC=;<=Ê7¬D
考核结果作为政府核拨补助和绩效考核工资总额

的重要依据；对社区卫生服务从业人员个人信息
zÅ[9÷\÷]w#^_4 `%ab9w÷cd
À,?EF6 Gyj·z)ÎHD8Ac8IJ
生制度，村容村貌全面改观。当年秋季，全村联合
õyãÍ(9 K;<=Ê(9LMNÀyj·z
向社会公示，对绩效考核评估不达标的社区卫生
)Î¸O:PD)1QÅ¸R:9 01y
服务机构及其执业范围进行限制或退出，实行动

态管理。截至
SÏa4 TU２０１０
%+)+ 年，全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逐
%9w¾yj·z)Î7ÙV

圈称院 滨 状
洪蛤寝常灶舍 主蒌建安先连草位
材本省式山牌添门人民公社大析糊料

？月悬＊
螅理
)"-'年
! １２
)% "#$%&'()*
１９５８
月国务院颁发的奖状

步走向标准化和规范化，社区卫生服务覆盖率达
WXõNY{=A){9 yj·z)ÎZ[5M
× ９０？？上，初步形成了功能相对完善的城市社
"+:¦n9 \W]¹s©ª^K¼_À`¾y
到

区卫生服务体系。
j·z)Îä4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345-6789 卫生工作。２００５年，天水
·z7Ù4 %++; %9¼½

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率先在武山县开展试
¾ñx÷dÙ2b7Ù5ÛgòóÉâÌa
点，中央、省、市、县（区）各级财政新型农村合作医
Ã91oOèO¾OÉbj4à-ÒÓñx÷dÙ2
c9ËdÙ2b8 <%='$ 89
bBC8² %+
疗补助人均
２０元，参加合作医疗人数３２．８４万人
Ëd5 '-=3>4 %++( %9aÃdô×efj=mÙ
参合率８５．７？？２００６年，试点扩大到麦积区和张家
êghxÉ9%++3 %9ijjOikÉOþlÉ=
川回族自治县，２００７年，秦州区
、秦安县、甘谷县和
! !"# !
－３２４－

社会事业
./01
清水县相继启动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新
ux§Å４３．９ｎｇ／ｇ、水硒含量为
!"#$%&'()*+,-./012/3* 硒含量为
)+%$0121F"ux§Å０．１２ｎｇ／ｇ、小麦硒含
"%,!0121FyGux
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市实现了全覆盖。２００６
+,-./0145678(9:7;<= !""#
年参合人数
９９．５
>?.@A
$$%&万人（武山、麦积区、甘谷县），参
B@CDEFGHIFJK#L3?
合率８７．８４？？人均财政补助
年参合人
+& 元；２００７
ST!""( >?.@
.M '(%')*3@NOPQR３５
数２６０．９８万人，参合率８７．２？？人均财政补助
４０
A !#"%$' B@3 ?.M '(%!*3 @NOPQR )"
元；２００８
万人，参合率９３．５９？？
ST!""' 年参合人数２８１．０６
>?.@A !',%"# B@3?.M
$+%&$*3
U(:*+,-./01QRVWXYZP[3
落实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基金翻番的政策，
@NOPQR ８０
'" 元。随着筹资水平的不断提高，
S= \]^_"`Zabcd3
人均财政补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也逐渐提高，自新型
*+,-./01ef"`ghicd3 j*+
农村合作医疗开始实施到
!""' 年底，共有
>n3 op ３３０．９
++"%$
,-./01kl()m２００８
万人得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补偿金额
B@qm*+,-./01Qr3 QrWs
３２０３７．４５
+!"+(%)& 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以来，
BSt *+,-./0145(uvw3
农民基本医疗条件得到改善，尤其随着新型农村
,xVy01z{qm|}3 ~\]*+,-

合作医疗基金的翻番，补偿比例的提高，农民就医
./01VWZXY3QrZcd3,x0

经济负担大大减轻，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因
 3 65:,x
9Z=
病致贫
、返贫现象的发生。

碘缺乏病
!"#$ 地方病。碘缺乏病是由于人类生
= @ 
存的自然环境中缺乏微量元素＂碘＂，导致人体缺
¡Zj¢£¤¥¦§S¨©ª3«@¬
碘，而引起的—系列疾病。地方性甲状腺肿，俗称
3®¯Z°±²³t ´µ¶·¸3¹º

＂大脖子病＂，天水又称＂瘿呱呱＂。天水市是碘缺乏
©
»¼ª3½"¾º
©
¿ÀÀÁt ½"8
ÂÃÄI3 78 !２I
& #NÅI3'"*Z@
病历史重病区，全市
区５县均为病区，８０？？人
ÆÇ6It ,$'& >kl38#IÈÉÊËÌ
口生活在病区。１９８５年开始，市、县区分别设立监
>3½"8MÑ6JÒÓ
ÍÎÏuÐÌÍt ,$$# 年，天水市率先在甘肃省
测点进行病情监测。１９９６

首家推行了碘盐供应分配责任制，市政府与县区
ÔÕÖu:×ØÙÈÚÛÜ43 8PÝÞ#I
政府，各县区政府与乡镇政府逐级签订责任书，按
PÝ3ß#IPÝÞàáPÝhâãäÛÜå3æ

每人每年
ç@ç> ５公斤的标准，逐级下达分配指标，严格
& èéZêë3hâìíÈÚîê3ïð

考核，奖惩到位，有效地落实了以食盐加碘为主的
ñò3óômõ3pöU(:v÷×øÅùZ
综合防治措施。１９９８
ú.ûüý)þ ,$$' 年，装备了市级标准化尿碘实
>3ÿ!:8âêë"#(
验室，培训了人员，当年通过了卫生部有关专家的
$%3&':@(3)>*+:,-p./ÕZ
检查验收。制定了《天水市地方病防治＂九五＂规
01$2þ 43:4½"8ûü©56Á7
89
4½"8 !"""
划》《天水市
２０００ >:;<=>u?893
年消除碘缺乏危害执行计划》，
Ô@AB ＰＰＳ
--. CDE:
FàG12
首次采用
法完成了 +"
３０个乡碘缺乏病调查工
/þ !""! > #
H3½"8@xPÝIè%ì4½
作。２００２年６
月，天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天

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卫生局关于进一步加
"8@xPÝIè%J8,K.Ï°Lø

量为
§Å５．４９７ｎｇ／ｇ，由于严重缺硒引起的大骨节病在
&%)$(01213 ïÄu®¯Zz{6
天水市已有
７８个乡镇
３９２ F
个
½"8|p１００
,"" 多年的历史，有
}>ZÂÃ3p ('
Fàá +$!
行政村
uP-１４１８
,),' 个自然村为病区，清水、张家川、秦
Fj¢-ÅI3 !"F ^ÕmFj
州、麦积
县区最为严重。１９８５年，全国大骨节病
,$'& >37z{
kFGH )４ #I~ÅïÄþ
科研协作组至天水市北道区街子乡等重病区开展
/g½"8 I¼àÄIk
9Go2/3 k:pu4ûüz{
现场调查工作，开创了有机硒制剂防治大骨节病
的新途径。１９８７年，全市范围内开展大面积食盐加
Z*þ ,$'( >378kH÷×ø
硒为主的大骨节病防治措施。同年由中科院生态
uÅùZz{ûüý)þ >¥
研究中心、长春地理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和北京
¥eFF¦l
医科大学等
家单位联合组成的考察组与原天水
0q ７( Õõf.gZñgÞ
½"
市地方病防治研究所合作，进行了为期
>Z
8ûü./3 Ïu:Å¡ +３年的生
£¤F "¢¥pF ZGo
态环境、水粮中致病有机物、发病机理的调查研
þ ,$$" >kl£¤¥ÄZ^ÕmF!"Fj
究。１９９０年开始选择发病较重的张家川、清水、秦
州、麦积
kFGH )４县区为监测点进行重点监测工作。全市
#IÅÌÍÎÏuÄÎÌÍ2/þ 78
从
年起病情逐年下降，到
１９９５ >ßÌÍÎ
年各监测点
¦ １９９０
,$$" >¯Ðh>ì§3
m ,$$&
几乎无病人检出，故而
年和１９９７
年对张家
¨©ª@0«3 ¬ １９９６
,$$# >l
,$$( >i^Õ
川点未进行监测。１９９８
年张家川点重新出现病人
mÎbÏuÌÍþ ,$$' >^ÕmÎÄ*«9@
 h > ` ®，２００１
3!"", >
ímd¯3 0
«Mdí
且逐年回升
年达到高峰，
检出率高达
!'%'(*3«9７( 例三联症病人，全市各监测点检
°f±@378ßÌÍÎ0
２８．８７？？且出现
«Mg²®³´þ ,$'$ >
>÷×ux§
出率也呈上升势头。１９８９
年至 ,$$&
１９９５年食盐硒含量
µt3÷×øu2/p¶·3¸u×¹ºI
偏低，食盐加硒工作有所放松，非硒碘盐冲销病区
9»pþ !""" >6ÌÍÎ¼½¾u¿ÀÁ
现象时有发生。２０００
年在监测点投服亚硒酸钠片
ÏuûüÂ3!"", >¯øM:u×ÌÍlØÙ2
进行防治后，２００１
年起加强了硒盐监测和供应工
/3!""! >¯¾h>ì§3  !""$
>^ÕmÎ0
作，２００２年起又逐年下降，至
２００９年张家川点检
«M§
"%$&*378g§m
"%#+*þ
j¦ÖuQ
出率降至 ０．９５？？全市也降到 ０．６３？？自从推行补

硒措施后，病区儿童发硒水平明显提高。
uý)Â3IÃÄu"`RÅcdþ
地方性氟中毒
()*+,- 地方病。天水市地方性氟中
þ ½"8´Æ¥
毒属饮水型为主的病区。地方性氟中毒病遍及全
ÇsÈ"+ÅùZIþ ´Æ¥ÇÉY7

市
8 ４县２
) # !区
I ７２个乡镇
(! Fàá ５３９个自然村，病区人口达
&+$ Fj¢-3I@Æí
,""万人，氟斑牙患者
B@3ÆÊËÌÍ１８
,' 万人，氟骨症患者
B@3Æz±ÌÍ １．１
,%, B
１００
万
@þ ,$(" >vÂ3ûü2/y]
©
ÑÄÂ34
人。１９７０年以后，防治工作本着＂先重后轻，因地制
Î3ÏÐ}ÑÁZ Ò3ÓÔÕÖ3®BtÆZ×F
宜，形式多样＂的原则，采取打井，引用低氟的江、
ØFÙ"vY;ÆÚF"qý)Ïuûüþ
河、泉水以及除氟罐等物理、化学措施进行防治。

,$$+ 年卫生部专家对甘谷县安远乡蔺家店子村进
>,-/ÕiJK#ÛÜàÝÕÞ¼-Ï
１９９３
>¯"ßF,-Tà´3PÝ
PÝFßp.-Tûü2/ZU¬VêF 行了考察，１９８１
u:ñ3,$', 年起由水利、卫生部门牵头，政府
政府、各有关部门碘缺乏病防治工作的总体目标、
M:N2/ZOPZ*Q93RS:ßâ
强消除碘缺乏病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明确了各级

部门职责及保障措施，强化了碘缺乏病防治的政
WTXÛYefý)3 M":ûüZP
>78:NZ[Vê\]3
ÝuÅþ !""+ 年全市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评估，
府行为。２００３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未实现阶段消除目标，其余
^Õ_`ajü#b(9Z[:;Vê3 c #６
县区基本实现消除阶段目标。２００７
年市地方病防
#IVy(9:;Z[Vêþ !""( >8û
治办公室
、市疾控中心联合组织对秦州 、麦积、武
üIè%F8³d¥ef.ghijkFGHFD

山和张家川４
El^Õm )县区进行了实现消除碘缺乏病阶段
#IÏu:(9:;Z[
'/," 岁学生
pq )""
r3`Nµ
Vêno\]þ 0o８～１０
目标复查评估。检查
４００名，平均甲
¶·¸MÅ ,)%'*þ
状腺肿大率为
１４．８？？
%&'$ 地方病。天水市属低硒环境，土壤
þ ½"8stu£¤3vw
大骨节病

¼álâãj^_W$ä.åæZ"çm
投入和群众自筹资金相结合修建的水窖发展到
("" cè3éAvZÕêp ! 眼水窖。经化验水
è"çþ "$"
７００余眼，半数以上的家庭有２
氟含量由改水前水氟含量在
以上下降至
Æx§|"ë"Æx§6２．８ｍｇ／ｌ
!%'3124 vì§
０．８ｍｇ／ｌ，现场检查
７～１４ pÃÄÆÊË0«MÅ
岁儿童氟斑牙检出率为
"%'31243 901 (5,)
１５？？在
２０届国际氟研究学
,&*þ6１９９４
,$$) 年北京召开的第
>ìkZí !"
îïÆq
术会议上交流了当地的窖水防病经验。至
年
ðñòóô:õZç"û$þ  ２０００
!""" >
ö?D ２７３
!(+ FÄ-Z|"Ü÷3
øù@Æí
累计完成
个重病村的改水任务，受益人口达
!" B@þ !"",年、２００２
>F!""! >Õ¾Å½"8Ûú:
２０万人。２００１
年国家又为天水市安排了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氟中毒改水工程，至
BS/û_WBÆ¥Ç|"23 !""!
８０５３
２００２

!"# !－
－! ３２５

天水大辞典
!"#$%
年
!１０
!" 月全市完成氟病改水工程
"#$%&'()*+,２．６３
#$%& 万处，其中水
-./01*

例。２００５
年６% "/©*<¾¿
月，清水县发现! １例晚期新发麻风病
ò8 #""' 9
òjkã¾56(

窖2２．６３
万眼，集中式供水工程 '(
５４处。２００５
年全市
#$%& -3/4156*+7
.8 #""' 9:$
６%个县区疾控中心的技术人员参加省疾控中心组
;<=>?1@ABCDEFGH>?1@I

治项目实施方案》的要求，实施了高氟水筛查、降
xNOy`vz{A|}/y`R~*c

例，对病人进行了联合化疗，并开展了全市范围内
ò/M(DefRUVlH/mR:$nop
麻风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线索调查，登记、调查了
56(DZ;qrstõuv /wxc R
２１２
#!# 例存活治愈者及密切接触者，未发现可疑病
òyzxgõZqrstõ/ !¾¿ö÷(
人。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
9{ã¾(D8
D8 #""% 9c#""* 9c#"", 年无新发病人。
党参
、叶子
-. 中药材名称。又名辽参、三叶菜
1|}~8 ~FccV
//ÝÉ9pR8 Q/
草，属桔梗科，为多年生草本植物。根圆柱形，表面

织的技术培训，对６个项目县配发了酸度离子分
JABCKL/ M % ;NO<PQRSTUVW
析仪及相关配套设施对水质
、病情进行监测。按照
XYZ[\]^_`a*bc(defgh8
ij

《２００５年中央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天水市地方病防
k#""' 91lmnopqNrst*$uv(w
氟改水工程监督、氟中毒病情调查
、高砷水调查和
)*+7gc1(d c~*


/ p@8 k ,.)
"/ #k )/!"
浅灰色，内有菊花心。花期
８～９月，果期９～１０

大骨节病病情调查，项目资金共计
((d /NOrsn２３
#& 万元，项目
-/NO
计划对
个氟病村饮用水氟含量筛查，对
１４０
&(' ;(*/
M !("
M３４５
处降氟改水工程进行督导检查和水质监测，对
)*+7ef*bgh/ M %６

月。党参抗寒性、抗旱性、适生性都很强，喜欢气候
"8 F¹ccp/ ,温和凉爽的地方，苗期喜潮湿、阴凉，干旱会死苗。
¡¢£Av/¤k¥.c%¢/¦§h¤8
育苗时要和高秆作物间作套种，大苗喜光，高温高
P¤¨|~©ÛªÛ^«/¤¬/~¡~

万人口开展地方性氟中毒病情调查，完成
个村
-Dv1(d /% ４０
(" ;
的水源高砷水筛查，对
２０ ;(=(
个大骨节病区村开展病
A*~*/M #"

湿易烂根。天水市党参主要分布在甘谷县的新兴、
.®Q8 t*$F|W ¡ø¯<Aã°c
谢家湾、八里湾、金山、大庄等北部片区，秦安县的
±§²c³´²cs«cµ¬¶·¸=/¢¹<A

dc(gh8
情、病因监测。
布鲁氏菌病
&'()* 地方病。主要分布在秦州、麦
v(8 |W ¡¢£c¤
积、张家川、清水、武山等县区的
２４;®¯8
个乡镇。１９９７
¥c¦§¨c©*cª«¬<A #(
!))*
年天水市畜牧兽医站检测省外引进小尾寒羊血清
!t*$°±²³´hHµ¶e·¸¹º»¼
１７!* 份，发现６
份布鲁氏杆菌阳性血清，阳性率高达
½/¾¿ % ½
ÀÁÂÃÄ»¼/ÄÅ~Æ

åæcº»Z¤¥=¨c¼âc½¾cãÄ¬¿¶
王窑、千户及麦积区党川、五龙、琥珀、新阳等渭北
高寒山区。甘谷县金山
、谢家湾党参年种植面积在
~¹«=8 ø¯<s«c±§²F9«¥¡

３５．３？？经过多年的严格检测．天水市布鲁氏杆菌
&'$&+8 ÇÈÉ9ÊËÌh/t*$ ÀÁÂÃ
9ÆÎÏ§ÐÑÊÒÑ?ÓÔÕ8 #""'
(Í !))(年达到国家规定的稳定控制标准。２００５
病于１９９４
9/GÖ ÀÁÃ(gh NOÊ×ØÙÚ/
年，加强布鲁氏菌病监测调查项目的申请力度，开
 ÀÁÃ(gh wx+Û8 #""% 9/ÜÑ
展布鲁氏菌病监测调查和防治工作。２００６年，确定
清水县为监测点，对秦亭镇的站沟、盘龙，新城乡
©*<ÝghÞ/M¢ß¯Ê´àcáâ/ãä®
的王窑、张河，永清镇的樊峡、南峡６个行政村
Êåæc ¦ç/ è©¯Êéêc ëê % ;fì

# -ÀLÁ/4t*$FÂ=/;Ã4¢¹å
２万亩以上，是天水市党参主栽区，其次是秦安王

窑、千户，种植面积在
０．５-ÀÄÅ8
万亩左右。２００８年全市
æcº»/«¥¡ "$'
#"", 9:$
种植面积５．３３
«¥ '$&&万亩，为天水市最大药材栽培品种。
-À/Ýt*$Æ|}ÂKÇ«8
/0 中药材名称。又名独根。因其皮色红
1|}~8 ~ÈQ8 ;ÉÊ
红芪
//ËÊÌ/Í/ÎÉ9pÏÐ R8 Q
润，故称红芪，属豆科，系多年生直立草本植物。根
Ñ/dWÒ/ÁÓÔÕ/Ö １０～５０
!"0'" 厘米，
×Ø/
呈圆柱形，少有分枝，上端略粗，长
ÏÙ
"$%1#
×Ø8
ÊÚ/ÛÜÝcÞÖ
直径 ０．６～２ 厘米。表面灰红棕色，有纵皱纹、横长
ÉßZd9àQá/µÉâã/äãåæ8
皮孔及少数支根痕，外皮易脱落，剥落处淡黄色。

bçèé/êëì/íîï/ðñÍòí8 ÊÌ
质硬而韧，不易折断，味微甜，嚼之有豆腥味。红芪
２１６８
#!%,人进行监测和临床检查，采集血清
Defghíî/ï4»©２０８
#", 人，确
D/Ü
ÝóQ/¢£/ôAcõ¹öÙ/
为深根植物，性喜凉爽，有较强的抗旱
、耐寒能力，
ð
(¿ñ(D
#
ò/
(óôõ
&
ò/ö÷(ò
÷ø÷ù8
k
%
"úûü
*
"Áû/
#k *2)
诊布病现症病人 ２ 例，布病感染者 ３ 例，可疑病例 怕热怕涝。花期 ６月下旬至７月上旬，果期７￣９

３&例。２００７年按照《甘肃省布鲁氏菌病监测方案
月。红芪性味甘、温，归肺、脾经。具有补气固表、利
ò8 #""* 9ij køùH ÀÁÃ(ghvz
"8 ÊÌíøc¡/ýþcÿÇ8 !",#c$
（试行）》的要求开展病情监测，对清水县百家乡
当 尿脱毒、排脓、敛疮生肌的作用。天水市红芪主要
úûfü{Ê|}(dgh/M©*<ý§®þ
%âc&'c()p*AÛ8 t*$ÊÌ|
河村和永清镇张杨村
集中在甘谷县的新兴、谢家湾、八里湾、金山、大
çè©¯¦ÿ１０００
!""" 人进行了临床检查，未
DefRíî/!
41¡ø¯<Aã°c±§²c³´²cs«c
发现病人，采集血清
庄，秦州区的关子、秦岭、藉口，武山县的温泉等乡
¾¿(D/ï4»©１０１
!"!份，结果均为阴性。
½/"#$Ý%8
µ/¢£=A\Vc¢*c+/ª«<A¡,¬®
+,* 地方传染病。主要流行区域在处于
v&ô(8 |'f=(¡Í 镇，全市种植面积在
¯/:$«¥¡１! 万亩以上。
-ÀLÁ8
麻风病
)¢*c\«c·+«¬,-./A012/©
西秦岭、关山、小陇山等气候湿润的森林地带，清
*<c¦§¨<¤¥=c¢£=3W®¯4t
水县、张家川县和麦积区、秦州区大部分乡镇是天
*$56(|'f=/7:$8¾(9A ,'+8
水市麻风病主要流行区，占全市总发病数的
８５？？
:©*<Ý56(1'f=µ/
;<=<=Ý>
除清水县为麻风病中流行区外，其余各县区为低
A
¥Bwx/
'f=8 t*$56(wx+Û?@
流行区。天水市麻风病防治工作坚持＂积极防治，
?Ó&ôCAvD/ïE
A
F¾¿cFGUcFxHI
控制传染＂的方针，采取＂早发现 、早隔离、早治疗＂

A
J¾¿cJGUcJxHIAK`/LMNOP
和＂边发现、边隔离
、边治疗＂的措施，以宣传教育
为根本，以发现病人为前提，以联合治疗为基础，
ÝQR/L¾¿(DÝST/LUVxHÝWX/

以基本消灭为目标的方向。１９９４年全市达到国家
LWRYZÝOÔAv[8 !))( 9:$ÆÎÏ§
＂基本消灭＂标准。１９４９—２００４
４１
\
WRYZIÔÕ8 !)()]#""(年，在各县区的
9/¡=<=A (!
个乡镇
１３３
;®¯７０个行政村累计发病
*" ;fì^¾(
!&&例，男
ò/ _１０４
!"(例，
ò/

女`２９例，男女比例
#) ò/_`aò３．６∶１。其中多菌型
&$%-!8 ;1ÉÃb １１６
!!% 例，占
ò/7

!"#$$
$%&
中药材——红芪
10 中药材名称。别名锦芪、锦黄芪等，豆
1|}~-8 .~/Ìc/æÌ¬/Í
黄芪

科黄芪属植物。为国家三级保护植物。直根圆柱
æÌ8 ÝÏ§0128 ÏQ
形，有的有分枝，上端较粗，长
３０￣９０ ×Ø/ÏÙ
厘米，直径
/AWÒ/ÁÓô3/4 &"3)"
１～３．５
厘米，表面淡棕黄色或淡棕褐色，有不整齐
!4&$' ×Ø/åÚæ5åÚ6/ê78
AÛÜÝ5Ûàb/çèé/9/É·æ:ô
的纵皱纹或纵沟质，硬而韧，有粉性，皮部黄白较
;</=·Ý>?/@Q1@ABC?cD
疏松，木部菊花纹理状，老根中心偶有枯朽状、黑

褐色或呈空洞。味微甜，嚼之微有豆腥味。黄芪是
65ÑEF8 íîï/ðñîÍòí8 æÌ4
,*$#+cdÃb !* ò/7 !#$,+8 ^e¾ &例。历
ò8 f
８７．２？？？菌型１７例，占１２．８？？累计复发３
~G1|}/QH|IxJK,Lc$%ñM
9nxg １０５
!"' D/
xgÅÝ *,$)+8
^hi #%
年共治愈
人，治愈率为
７８．９？？累计死亡
２６ 名贵中药材，根据药典记载有补气固表、利尿之功
!"# !－
－! ３２６

社会事业
0123
习惯，中医临床运用较广。天水市黄芪主要集中在
6789:;<=>?@A BCD*+EFG9H
甘谷县的新兴、谢家湾、八里湾、金山、大庄，秦州
IJK5LMNOPQNRSQNTUNVW8XY
区的关子
、秦岭、藉口，武山县的温泉等乡镇，２００８
Z5[\NX]N^_8`UK5abcde8!""#
年全市种植面积达
fgDhijkl １万亩以上。
$ mnopA

板蓝根
%&' 中药材名称。别名靛青根、蓝靛根、
9qrstA usjklNmjlN
大青根，为十字花科二年生草本植物。以根、叶入
Vkl8no¤pfiA olNw%
药。高
４～
qA ３３～６６
''455 厘米，根白色细长，圆柱形。花期
8lî£qº8¡rA¤¥ 06
５月，果期
月。适应性很强，对自然环境和土壤要
stÖu08vwx¸¹Í¾½F
% ~8¥ ６5 ~A
求不严，耐寒，喜温暖，是深根植物，宜种植在土壤
y¬z8ª«8´aµ8{|li8ÎhiH¾½

半夏
!" 中药材名称。别名三叶半夏、三步跳、
9qrstA usvwxyNvz{N

深厚疏松肥沃的沙质壤土，忌低洼地，易乱根，故
|}~5»¼½¾8¯8 l8

麻芋子、半月莲、地八豆、守田、水玉、羊眼等，属天
|}\Nx~NRNNCN c8B

雨季注意排水。性寒，味苦。清热解毒，凉血利咽，
CA Ö«8×A åPÑ8õ8
主治温病
、发斑、喉痹、丹毒 、痈肿，可防治流行性
EÙaNTNNòÑN8ÉÙÖ

效，民间还有冬令取黄芪配成滋补强身之食品的
!" #$%&'()*+,-./012345

8fiA 8i
南星科，为多年生小草本植物。块茎近似球形，植
株高
５～
１５￣３０
$%&'"厘米，浆果卵状椭圆形，绿色。花期
8 ¡8¢£A ¤¥ %(
７月，果期
#*+ ~A ¦§¨08©ª«8¬ª®8
) ~8¥８～９月。繁殖力强，能耐寒，不耐干旱，
忌烈日暴晒，喜温暖阴湿的环境，生长在沙质壤
¯°±²³8 ´aµ¶·5¸¹8 ºH»¼½
土，在房前屋后、山野溪边、林下都可见到，前茬以
¾8H¿ÀÁÂNUÃÄÅNÆÇÈÉÊË8ÀÌo

乙型脑炎、急慢性肝炎、流行性腮腺炎、骨髓炎。天
NÖ NÖ¡¢N£¤A B
水市板蓝根主要分布在秦州区的关子、秦岭
、牡
CD¥mlEFûüHXYZ5[\N X]Nñ
丹、杨家寺、藉口
、小天水、娘娘坝，麦积区的林区、
òN¦P§N^_NBCN¨¨©8ókZ5ÆZN
林缘区的党川、利桥、麦积、甘泉
、东岔、三岔、元
ÆiZ5ôéNõöNókNIbN÷øNvøNª

ÍÎ8¯ÏÐ¾½A xy&Ñi8
豆科和玉米为宜，忌黏重土壤。半夏属有毒植物，

龙、伯阳，清水县东南部草川、秦亭
、山门等乡镇，
«N¬8åCK÷®éNX¯NU°cde8

3 ,-$./-# ÒÓÉÔÕ9ÑA Öa8×Ø8EÙ
生食０．１～１．８克即可引起中毒。性温，味辛，主治
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天水市半夏主要
Ú·ÛÜ8ÝÞßà8áâãäA BCDxyEF
以清水县牛头河川塬区的永清、红堡、白沙三乡镇
oåCKæçèéêZ5ëåNìíNî»vde
为主，种植面积０．５
万亩，另外在秦州区的秦岭、小
E8hijk "-% mn8ïðHXYZ5X]N
天水
、牡丹，麦积区的党川、利桥、东岔也有零星分
BCNñò8ókZ5ôéNõöN÷øù&úû

$-! mnopA
hijkH１．２万亩以上。
种植面积在

布。全市种植面积
üA gDhijk０．８１万亩。
"-#/ mnA

( 育
)
体
天水市体育局
*+,()- 政府工作部门。位于秦州区建
±²³´®°A µ=XYZ¶
设路
、群众体育科、竞技体育
·B ２６３
!5' 号。内设办公室
¸A ¹·º»¼N½¾¿ÀNÁÂ¿À
N¿ÀLÃ 0４个职能科（室）及天水市体育运动
ÄÅ©Æ¼ÇeBCD¿À=È
科、体育经济科
ÉÊNBCD¿À9ËNBCD¿ÀÌÍ® '
学校、天水市体育中心、天水市体育俱乐部
３ Ä&
个直
Îµ8Ï&ÐÑ $0 sA
EFÅ©{ÒÓÍÑÔB
属单位，现有编制１４
名。主要职能是研究和制定天
CD¿ÀÕÖ5T×ØÙN±Ú8ÛÔÜÝºÞ
水市体育事业的发展战略、政策，拟定管理办法草
ßàÑÔgD¿ÀÕÖ5fáâãN9º¥5ãä
案；制定全市体育事业的年度计划、中长期规划并
组织实施；推行国家《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指导县
åæ,çàèéPêgëì1âãíFî8ïðK
（区）、市属部门企事业单位开展社会群众性体育活
ñ
ZÇND®°òÕÖÎµó×ôõ½¾Ö¿Àö
动，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开展国民体质监测；组
÷8,çéP¿Àøùúû8ü×ýë¿¼þÿàå

团、组队参加全省运动会和省以上体育竞赛；研究
!Nå"#$g%=È&Í%op¿ÀÁ'àÒÓ
和平衡全市业余训练项目的设置、重点布局，指导
Í()gDÖ*+,-.5·/NÐ0ü18ïð
&'())
)*+
中药材——－半夏
#$ 中药材名称。别名硬苗柴胡、竹叶柴
9qrstA usýþÿ!N "wÿ
柴胡

各级业余体校建设和训练工作，组织开展对各级体
23Ö*¿Ê¶·Í+,³´8åæó×v23¿
育学校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的评估等工作。
ÀÉÊ4567¿ÀÂ89:5;<c³´A

*+,()./ 体育场所。亦称南山体育
¿À=>A ?tU¿À
天水市体育中心
!8#fi8o$%qA &'8 场。位于秦州区莲亭路１１４
=Aµ=XYZ¯B $$0号。１９９１
¸A$++$ f¶-ä@%
胡，为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以根入药。茎直立，
年建成并投入

高 ４０￣９０
0"1+"厘米，上部弯曲多分枝。果实为长圆形
8p()*û+A ,º¡
A>8 B ７０余亩。体育训练馆面积
), *nA ¿À+,Cjk $0,,
(D
使用，占地
１４００平方
5-.8/0182Â3£A
¤¥
)2+
~8¥
8©EFGHN`INJKNLMN¿NNO
的双悬果，具棱脊，熟后褐色。花期７￣９ 月，果期 米，能够进行乒乓球、武术、柔道、摔跤、体操、篮
８～１０
#3/,月。根直立，有不规则的侧根，外皮红褐色。
~A $&48&¬5657$8ð8ì9£A
´aµ·:5;<8Ã=?Ú5U>NÆ9?
喜温暖湿润的气候，野生于较干燥的山坡、林中空
@NANBÅNCÅcA ª«Ö08D®8E
隙地、草丛、路边、沟边等地。耐寒性强，抗干旱，怕
水浸。性味苦、微寒，归肝、胆经，有透表泄热之功，
CFA Ö×GNH«8IJNKL8&MNOP2Q8
用于感冒发热、寒热往来、胸胁胀痛、月经不调、子
>=RSTPN«PUVNWXYZN~L¬[N\
宫脱垂
、脱肛的治疗。天水市柴胡主要分布在清水
\]^N]_5Ù`A
BCDÿaEFûüHåC
Kbc5déNTGeXfK5gU8hPéK5
县西部的贾川、金集及秦安县的云山，张家川县的
hPée8ókZÆiZ5ôéNõöN÷øNv
张家川镇，麦积区林缘区的党川、利桥
、东岔、三
ø8XYZ5X]N[\cde8hijkH / m
岔，秦州区的秦岭、关子等乡镇，种植面积在１万
!"#$%
南山体育场

nopA
亩以上。

!"# !
－! ３２７－

!"#$%
天水大辞典

有E１００
３００FLHMC
多人住宿。体育场内
$%" 多间住房，可接待
FGHI;<JK &%%
123N
有
平方米的绿茵场，场内铺有８条椭圆形标
'%%% 89:OPQ3;3NRE
( STUVW
E ９０００

彪、韩介侯、杨华、纪青山、王保盛、马世武、杜平子
UVWXYVZ[V\HV]^_VS`$Va8b
兄弟
、张占海、雷成谋、董鉴洋，秦安参赛选手有李
cdVáefVghiVjkl;i{Q,R4Em
单雄、路德昌，甘谷为石全娃、吴剑喜。秦州马彦彪
noVnp>;qr^s1tVuvwÖ ijSTx
获第一名，甘谷县石全娃获第二名，西和县王步高
yzsB;q{s1tyz¸B;*]|Ê

'%%% 89:O_`a!bC
XYZ[\C [\]N^ ９０００平方米的草皮足球场。
准煤屑跑道。跑道圈内为

yz¬BÖ }~> ;«V
获第三名。吉鸿昌向拳师颁发奖状，并分赠大刀、

南坑体育场
&'()* 露天灯光球场。位于秦州区民
cdef!bC ghijkl

矛头。大刀上刻有＂发扬蹈励＂＂民国十八年陇南国
Ö E



l¢78pMø¢

球、排球等项目的训练和比赛。带看台的体育场建
!"#!$%&'()*+,- ./0'1234

筑面积４０００
89:;<=>?@ # ABC /0D
567 !"""平方米，可容纳观众１万名。看台下

主路。修建于１９６５
mnC o4h #')*年，内设标准灯光篮球场一座，
p;NqWXefr!3st;

%,à}~>Ö 5 １４
#! '
术比赛大会吉鸿昌赠＂字样。并且专门给
岁的

<= ３０００
&""" LC
+""& p;
uv +*
AwRqxy3
可容
人。２００３
年，投资
２５万元铺设塑胶场

jklV 、铅笔。
VÆ¡Ö
学生董鉴洋赠送衣服、毛巾

z;{|x}~tC
地，安装塑钢固定座椅。
+",()* 体育场所。位于清水县永清
123C gh 
清水县体育场

陇南第一届联合运动会
=&CDEFGHIB 体育赛事。民国二
12,6Ö l¢¸
十四年（１９３５年），由胡宗南部驻军倡议主办。赛场
7¢p»#'&* p±;;£¤øª?@ABmCÖ ,b
设在天水县体育场（今秦州区儿童乐园）。天水所
qd12b»¥ijk¦§¨©±Ö d
属
县的男女学生千余人参加。比赛设有团体
#! 'ª«¬NLQPÖ
,qE1
· １４

镇永清路
 n８８
(( 号。原体育场有非标准田径场一处，
C 123EWX3s;

可容
人的灯光球场一座。后又在清水县新城
$""" LOf!3stC

<= １０００
规划区征地
多万元，新建
４００
k５０
*" 亩，总投资
; uv ８００
("" FAw;
4 !""
:[\OXbstC
米跑道的标准田径场一座。
秦安县体育中心
-.,()/0 体育场所。位于秦安县城
12bC ghi{
青年西路与滨河路转角处，２００３
年修建。建设用地
pnn ;+""& po4C
4q¡
５４．６２亩，为国家丙级体育场。内设
４００ :¦V[
米环形跑
*!,)+ ;^¢£¤¥12bC Nq !%%
道及标准足球场。建筑面积
\§Xa!bC 4567１．２９
#,+' 万平方米，看台可
A89:;/0<

操、田径
、球类、武术等项目。胡宗南的参谋长胡长
ÿVV!®V$%$%&Ö
¯¤ø'QiÁ¯Á
^à°±à²; à³´µ¶·¸¹º
青为大会谱写会歌，大会闭幕时向优胜者颁发银

盾»Vº¦V¼½$Ö
、银环、锦旗等。

区、跳远
、三级跳场地、跳高助跑道，田径场东西两
kÅÈÉÅ¬¥ÈbÅÈÊË[Ä;bÌÍ

天水专区球类、田径运动会
!"JKLMN OPHIB 市级运动会。
¾¥ÞßàÖ
１９５２
#'*+年
p ８( 月为庆贺天（水）—兰（州）铁路通车典礼
ì^¿Àd»±ÁÂ»j±Ãn+ÄÅÆ
及选拔参加甘肃省第一届运动会的队员而举办。
§RÇQPqÈÉzsÜÞßà'ÊËÌÙCÖ
àL *天。天水市、秦安县、甘谷县、陇西县各选
dÖ d¾Vi{Vq{VMÍR )%
会期５
６０
BÞßËQP;ÎRÇªV«Í &%
名运动员参加，共选拔男、女各
３０ BÊËÏhQ
名队员组成参
PqÈÉÞßà'dkÐÑÊÖ
加甘肃省运动会的天水专区代表队。
!"QCDEHIB 市级运动会。１９９７年举
¾¥ÞßàÖ#''- pÙ
天水市第一届运动会
ÒÖ ÎqÓpVèèÔVhpVÕp !４个组别，参
)ÏÏ;Q
办。共设青少年、中专中技、成年、老年

边可分别设置器械健身区。场地总面积为２１４３６．１
Î<«ÏqÐÑÒÓÔkÕ b67^+#!&),#

加体育代表团４４个，总人数
日
P12ÐÖ !! );L× ２６７５人次。４月
+)-* LØÖ ! ì２５
+* Ù

平方米。新体育场建成后，在此举行过两届秦安县
89:Ö 12b4×;ØÙÚÛÍÜi{
ÝlÞßàÖ
农民运动会。

Ú(ì
#! Ù;«ÍÛÜÏÝî,
Ø;ÏÝ
至８月
１４日，分两阶段组织竞赛
１２#+项%１９#' 次，组织
12ÖÞ
&
%
&
Ø;ßðà¬Bá
!+(
â;üè
体育表演３项３次，决出前三名奖牌 ４２８ 枚，其中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体育场
1234567,()* 体育场所。位于
12bÖ gh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城滨河西路行政中心广场西
á£âãäåænÚçèéêb
侧。２００８年７月以竞标形式将原体育场出让，在县
ëÖ +%%( p - ìíîWVÃï12bðñ;

金牌
枚、铜牌 ##%
１１０枚，有
２５ LØ
人次
ãá１７６
#-)枚、银牌
âäºá １４２
#!+ âVåá
â;E +*
达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有８
æ¢£¸¥ÞßËWX; E ( 个代表团、２１支代表
)ÐÖV+# çÐÖ
队、２３１
名运动员、裁判员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ÊV+&# BÞßËVèéËêy12ÄpëìÖ

广场西侧征收土地近
êbëòóô１００
#%%亩，修建体育中心，包括
;o412èé;õö
WXbs;<= １０００
#%%% 人的灯光球场一座。
L'ef!bstÖ
标准田径场一处，可容
!"89:;()< 体育场所。位于秦州
12bÖ ghij
天水师范学院体育馆

天水市第二届运动会
!"QCREHIB 市级运动会。２００２年举
¾¥ÞßàÖ +%%+ pÙ
ÒÖÎqE +!
),%&;°Ík*¾¿ngÏh
办。共设有
２４个比赛项目，五县两区和市直单位组成
+% 个代表团，２３８支代表队参赛，裁判员多达
)ÐÖ;+&( çÐÖÊQ,; èéËFæ !+&
２０
４２３
LØ;î,íæî -+&'
Îïð¾\ñ )
人次，竞赛总规模达到
７２３９LØÖ
人次。共打破市纪录６

容纳观众席位约
=>?@¨g©９８００
'(%% 座，主体部分三层（局部五
t;m1ª«¬®¯ª°

层），框架结构，附属部分二层，砖混结构。设有８
±;²³´µ;¶·ª«¸;¹º´µC qE (
#%% :»¼ (８道
\ ##%
:½¾±¿[\* (８ \ÀÁ
道\ １００米（含
１１０米跨栏）直跑道和
道周长

４００
!%%米的半圆式跑道，跑道内设足球场、铅球投掷
:'ÂUÃ[Ä;[ÄNqa!3ÅÆ!uÇ

k÷ønÖ #'''年开始筹建，总面积
pùúû4;67 ７．４６
-,!) A8
区藉河南路。１９９９
万平
方米。其中室内体育场馆面积６６５３平方米。有操
项７
9:Ö üèýN12bþ67 ))*& 89:Ö Eÿ
% -次，有８
Ø;E ( 人达到了国家等级运动员称号。
Læîò¢£$¥ÞßËóÖ
b!ÓÔþ!"#!()þ!$%()þ&1ÿþ&
STUCVEHIB
É¥ÞßàÖ ,«
场、健身馆、羽毛球训练馆、武术训练馆、体操馆、
甘肃省第八届运动会 省级运动会。比赛分
Ó'ÿ()þ(１个，４００
# );!%% :W
X* + b #１
健美操训练馆各
米标准普通田径场

)%&',ÂjVö
Í)ÛÜôÚ; õL #'个项目的比赛在兰州、临
两个阶段进行，先期１９

);+%% :[Äb # );r!b１８
#( 个，排球场
);,!b
个，２００米跑道田径场１个，篮球场

÷Vøº¾ôÚ;ù #''#
p ! ì # ÙùúÚ ７- ì
夏、白银市进行，从
１９９１年４月１日开始至
月

( );ý-./!b &３个，器械场地１个，健身场２
);ÑÒb # );ÓÔb +
ú´ûÖ Lü,h #''# p ( ì (日至
ÙÚ１４
#! Ù
底结束。后期比赛于１９９１年８月８
日在
８个，室外乒乓球场

个，网球场地
个（其中全封闭灯光网球场２
);0!b ３& )
»üè123ef0!b +个），
)±;

秦城区（今秦州区）举办。共设
１７ )ü,%&
个比赛项目 +))
２６６
ik»¥ijk±ÙÒÖ Îq #枚金牌，分成年组和青少年组两个组。其中成年组
âãá;«hpÏ*ÓpÏÍ)ÏÖ üèhpÏ

123xyef!b # ); 123/0ef4!
全封闭塑胶灯光球场１个，全封闭看台灯光手球
设６个项目
２１７
b # );1235!b +个。
)Ö
q ) )%&４９
!' 枚金牌，少年组设１１个项目
âãá; ÓpÏq ## )%& +#场１个，全封闭门球场２

陇南国术比赛大会
枚金牌。青少年组以
=&>?@A#B 体育赛事。民国十八年
12,6Ö l¢78p
âãáÖ ÓpÏí１４#!个地（州、市）为单位组团
)»jV¾±^ngÏ
»#'+- p±9:;;<=>ª?@ABmCÖ ,bq
Q,; hpÏ'ü,FØíÚý1þ^ngÏ
（１９２７年）春季，由吉鸿昌部驻军倡议主办。赛场设
参赛，成年组的比赛首次以行业体协为单位组团
ÌDb»EF}GHIÒJK±;,L & 天，有陇
Q,;1ÉÎE &%
d;EM
' Lhÿ
在东校场（现首钢岷山机械厂址），赛期３
参赛，全省共有
３０ )Úý1þÏQ,Ö
个行业体协组团参赛。９
人成绩
南
县的 +%%
２００NLOPÖ
余人参加。天水参赛选手有马彦
ø １４
#! '
dQ,R4EST
L;!" #１
æî¢£s¥ÞßËWX;üè８(人，射击
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其中田径
!"# !
－! ３２８－

社会事业
J:KL
人；２３０
人成绩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其中田
!"!"# !#$%&'()*+,-./0
123
径4１６２人，射击
人，自行车４& !:
人。田径、射击两
$%! !056 ６４
%& !0789
34;56<
个项目的比赛中共有
３６ EF
次破!(２１项省承认
=>?@AB2CD２９
!' 人
! "%
>GHI
青少年纪录。其中承认
人 )５次打破成年组全省
EOF#LPQG
JKLMN: 12HI ４& !
纪录，２７
３３ EOF
次打破 (%
１６>GJKLMN:
项省青少年纪录。天水市
! ""
RST
MN0!* 人
以U９３７．５
的成绩获团体总分第二名。男子篮球、女
'"*+) @#$VWXYZ[)\:
]^_`;a
^_`;a^bcdef;a^gh`ViQG[
子篮球
、女子无线电测向、女子乒乓球获得全省第
j\0klmViXnopqrs:
一名，同时还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
& ' ( ) * + 省级运动会。
G*+,t:
甘肃省第
四届农民运动会

２００３年８月由天水市承办。共设７个竞赛大项、５８
!##" L , uvRSTHw: Cx * =yBz>;),
个小项。甘肃省１４个地、州、市和农垦总公司共１５
={>: |}G (& =~;;TYC ()
个代表团、７０
支代表队参赛，各项比赛裁判员
１８３
= W;*# 
B0>AB- (,"
\0BY! (*#)
RSTP * =B
名，参赛总人数
１７０５!:
人。天水市组织７个参赛队

范学院于６月
ÞßÖà % u２０
!#日至２２
 !! 日组织论坛，以伏羲文
Páâ0 U×ØÙ

化与传统武术作为中心议题，探讨了伏羲文化的
ÚãÁÂÃ´®ä2¢Ïå0 æç×ØÙÚ@
地位、伏羲文化与传统武术的关系
、伏羲文化的研
~è;×ØÙÚãÁÂÃ´@éê;×ØÙÚ@Ô
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伏羲文化的现代意义等问题，
ÕëìÔÕíî;×ØÙÚ@ï ðñòóå0
将伏羲文化研究、传统体育
、传统武术研究提高到
ô×ØÙÚÔÕ;ÁÂXn;ÁÂÃ´ÔÕõö&
j=÷@öø:
了一个新的高度。
$8&,-'()9:;<=>1451?
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会乒乓球预赛天水赛区
'(*+,t: !##, 年４
L & 月由农业部、国家体育总
uv±ù;'(XnY
国家级运动会。２００８
Ò;2'ÇX²ú/¦û: ü+,tä[ýþQ
局、中国农民体协批准举办。该运动会为第六届全
'Ç+,tgh`ÿB: RST®äB°!j0
国农民运动会乒乓球预赛。天水市作为赛区之一，
D"7ýG°@６０
%# 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天水赛
Í\+,-#B0RSB
有来自六省区的

区被评为全国第六届农民运动会最佳赛区。
°$%äQ'[ýþÇ+,t&'B°:
@./ABCDD
D.EF １９９２
(''!年，武山县被
L0Ã()$
＂武术之乡＂——武山县

'(X*+ú,\Q'
Ã´!./: Ã().
+tD@yB>?0 CV !"
伍参加了农运会所有的竞赛项目，共获金牌
２３ 国家体委首批命名全国＂武术之乡＂。武山县各乡

枚、银牌
枚、铜牌７枚，排名第一，３
支代表队荣
; １０
(# ;
* 0\[j0" 

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先进集体，８
名运动员荣获体育
VXnopqrsX0, \+,-VXn
道德风尚奖先进个人。
opqrs=!:
全国农民武术大赛暨中国天水伏羲武术大会
,-'(./0123-4567./0+
国家级运动会。２００７
２１ ¡RS
日在天水
'(*+,t: !##*年６
L %月u１９
(' 日至
 !(
")( !0§
TXn2¢£¤¥¦w: @+,- ３５１人，教
市体育中心训练馆举办。参加的运动员

镇均成立了武术协会，有业余武术队
01Ê2Ã´²t0D±3Ã´６０
%# 支，个体
0=X
武馆
个。一半以上的中小学将武术列入体育课
Ã¥ ５) =:
j4U5@2{ßôÃ´º6Xn7
教学的主要内容。全县习武人数达
§ß@89ëì: Q):Ã!%８, 万多人，占全
;Í!0<Q
县总人口的
２０？？从>１９８５年开始，全县春节武术
)Y!=@ !#-:
$',) L?@0Q)ABÃ´
ÄBC¦û ２３
!" þ:
DD ).
Í!EEQ
表演赛已举办
届。先后有
５０多人次参加过全
D'(j
'Ã´#B0*. Í!EEG*#B:
国武术比赛，７０
多人次参加过省级比赛。有国家一

®!-４５７人。全国１９
&)* !: Q' ('个省、市、自治区和行
=G;T;7¯°8
和工作人员

*Ã´３ "名，二级裁判５
\0)* ) 名。
\:
级武术裁判
G
./ABCDD
DHIF
$''% L１２$!月，甘谷
u0|F
＂武术之乡＂——甘谷县 １９９６年

&! 支代表队进行了拳术、器械
 8³´;µ¶;·¤
±X²４２
业体协
、对练和集

Ã´!.G: D¡ !.
)$'(X*,\äQ'
县被国家体委命名为全国＂武术之乡＂。先后在
２０

体项目的比赛，共决出金牌
１２６枚，铜
X>?@AB0C¸¹８５
,)枚，银牌
0 (!%
0

=.0ZHÊ2Ã´²tI*Ã´Zt0Q
个乡镇分别成立了武术协会和村级武术分会，全
)JÐÃ´KL@¾.MÇ１１．２
$$+! 万余人，县
;3!0)
县长期参加武术健身的城乡居民
Ã´²tt-%&
"+$!
;3!0
=*H@Ã
武术协会会员达到了３．１２ 万余人，各个级别的武

练员２８
人，随队医务人员
¤- !,
!0¨©ª!-１９('人，领队
!0« ５２
)! 人，裁判
!0¬

(,% 枚。甘肃省获得金牌１８
: |}GVi (, 枚，名列第一。６月
0\º[j: % u
牌１８６
»¼0¡½¾¿À¦8ÁÂÃ´Äzt:
２１!(日下午，在龙城广场举行了传统武术表演大会。

共挑选在全国农民武术比赛中获优异成绩的运动
CÅÆ¡Q'ÇÃ´AB2VÈÉÊ$@+,
员、项目冠军
３０ Í\ÆÎ8Ä:
多名选手进行了表演。会议期间，
-;>?ËÌ "#
tÏÐÑ0
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华武术研究院、中华伏羲文化
v'(XnYÒ2ÓÃ´ÔÕÖ; 2Ó×ØÙÚ
研究会、甘肃省体育局、天水市人民政府、天水师
ÔÕt;|}GXnÒ;RST!ÇÛÜ;RSÝ

术教练达到
人。全国武术之乡的争创和命
´§¤%& １６７０
$%*. !:
Q'Ã´!.@NO,
名，极大地促进了以姜维武术为主要内容的甘谷
\0 Pz~QURSÃ´ä89ëì@|F
武术大发展，先后有上百人次在全国、省、市、县武
Ã´zTU0DD5V!E¡Q';G;T;)Ã

术大赛中获奖，其中国家级奖项
６０多个。
´zB2Vs012'(*s> %.
Í=:

!"# !
－! ３２９－

天水大辞典
!"#$%

! 化
"
文
方，刻画人物细腻；其孙谢鸿民（小名丑丑）因表演
za¥¦§¨©XÈ} ªk:««O¬ò!
v®z¿Ù¯°±'aÖi²³´µH¶·
《玉虎坠》中的冯彦一举成名，具有扮相俊美
、身架

&'()*+,-.
机构团体与文化场所

好、戏路宽的特点。此外还有安长龙、杨盛民、赵桂
¸HJ¶¹Ù×"g º»¼ip\½H¾¡ªHZ¿

/01 演出团体。清咸丰年间秦州三阳川
!"#$% &'()*+,-./
魁盛班
01234567!89:;<=5>7!+?5
陈氏所创建，以表演天水小曲为主，还表演秦腔，

无固定表演场所，主要唱庙会、堂会戏。清光绪十
@AB7!C25=DEFGHIGJK &LMN
年（１８８４年），陈氏独生子陈旺继任班主，同其妻赵
)!"##$ )O501PQR0STUV=5WXYZ
[\]^_`abcd+,efg =D!hije
岁乖协力经营，活跃于秦州城乡。主要演员有东城
RklQOHmn9koOHpqrksHlQHoOg t
子（须生）、温银水（净）、安甜醅（旦、须生、净）。剧
uivwxyz
{|},~
{w~
{0,~g &
目有《宁武关》《回荆州》《游宁夏》《上陈州》等。清
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
LMN-)"#%& 年）陈旺病故，戏班由其妻一
) 0S5JVXY
g
人料理。

西秦鸿盛社
23405 演出团体。清光绪二十四年
!$g & LM N 
"#%% 年），陕西周至人李炳南（艺名金娃）率家乡
 5k f
（１８９９
艺人来秦与鸿盛班陈旺遗孀结合而组建，李炳南
+ ¡V0S¢£¤¥¦§4a ¨

为班主。起初在火神庙后西关醉白楼修建剧场，兼
<V=g ©ª«¬F®y¯°±²4³Ca´
唱天水小曲和西路秦腔，逐步演变为以秦腔为主
E89:;µ¶+?a ·¸!¹<6+?<=
兼顾天水小曲，共计演出剧目
#'( 余本，其中列国
½¾aX¿ÀÁ
´º89:;a»¼!tu８００

中、赵毓华、石新民、董化南等名角。１９５０
¿HZnoHÀÁªHÂÃ¨Äg "%,( 年初，改名
ªaÅ

为红胜社。之后剧团由马福田、王钦东主持，百余
<*ÆÇg È®tQÉÊHËÌj=ÍaÎ½
人分成两个演出队。１９５３
ñ'ÏÐ!Ñg"%,)年，并入省工会工人剧团。
aÒÓjÔGÔtg
675演出团体。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
!$g ªÁNk"%), Oa
新声社
Y=Õn¿ÖYÇÓ89ea«×®/H
班主刘毓中率班社由陕西入天水城，在朱家后川、
大南门搭台献艺，与西关醉白楼的鸿盛社形成南
á¨uØÞÙa y¯ÚÛÙ ¡Ç&'¨
北对峙的局面。该社有导演、教练等正规演教体
ÜÝÞÙßsg àÇiá!H âãäå!â$

系，主要演员有刘毓中（老生）、高符中（正旦）、余
æa=D!hiÕn¿k]QOHVç¿käsOH½
巧云（女，须生）、江谣中（花旦）、汤秉中（净）、杨向
èékêalQOHëì¿kîsOHíî¿k^OH¾ï
ð-«OHÕñ¿HòäÁklQOHóôékêHäsH
俗（丑）、刘保中、徐正国（须生）、樊秋云（女、正旦、
Õn¿ÈYOHõÁök:sOH(5okêHlQOH
刘毓中之妻）、张新康（小旦）、黄金华（女
、须生）、
õÁok:QO *(
íòtuiv÷ôøz
张新华（小生）等
２０ Òg
多人。代表剧目有《春秋笔》
《双绞帕》《玉镜台》《双明珠》《葫芦峪》《三滴血》
vNùúzvûÞzvNüKzvýþgzv-ÿ!z

《大报仇》《烙碗记》等。该社表演新调秦腔为主，有
v_P`zg àÇò!Á$+?<=ai
vá "z

戏、四大刺客戏、四大逼宫戏为代表。须生
、花脸戏
JHáéêJHáëìJ<í7g lQHîÚJ

正规剧本，但剧目较少，难以与善于表演连台本戏
äåtÂa#tu$%a&6'dò!(ÞÂJ
的鸿盛社竞争。天水戏迷有谚云，＂宁看鸿盛社的
Ù ¡Ç)*g 89J+i,éa

w- ¡ÇÙ
L.a /-Á ÇÙÁ01g ªÁ-N
光脊背，不看新声社的新衣裳＂。民国三十二年
k"%$) 年），刘毓中率班去西安。
OaÕn¿ÖY2pg
（１９４３
895 演出团体。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
!$g ªÁN-k"%)$年）
O
警钟社
Ëã333dt4aª

Ë5ÇaªÁ
由王朝建创建于陕西礼泉，初名＂王庆社＂，民国二

最具特色，充分表演出西路秦腔气魄雄伟、慷慨悲
ïÖ×Øaðñò!¶+?óôõöH÷øù

十九年（１９４０
N6k"%$( 年）改为＂警钟社＂。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
OÅ<

78Çg ªÁ-Nk"%$"

壮、苍凉雄厚
、激发人心的特点。脸谱以三原色为
ÚÛ6-#Ø<
úHûüõýHþÿ!Ù×"g

年）来到天水城，初无建树。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
O9:89eaª@3;g ªÁ-N-k"%$$

主调，间色为辅，形成黄烈、红忠白奸、黑直、绿凶、
=$a*Ø<%a&'()H*Í+,H-.H/0H

O<=9>Äa?îÚõ3ªHsÄZ
年）从陕西请来一批名角，如花脸张建民、旦角李

兰骄、粉迂、金奇、青邪的风格，在陕、甘、青广为流
12H34H56H78Ù9:a«H;H7<<=
传。在演技上创造出了蹂脚术
、逶臂术、耍矛、吹
Îg «!>3à?!@ßH!AßHBCHD
火、变脸、断臂术、悬空一串珠、单打、双打雷碗
、耍
¬HEÚHFGßHHIJKHLMHNMOPHB
马鞭、鞭打灯花、耍水火流星
、踩高跷等特技。第一
QRHRMSîHB9¬=THUVW×>g
X
代班主李炳南擅长老生和大净，以《烙碗记》为代
íY=Z¨[\]Qµá^a6v_P`z<í

ä@H½èéa=D!hËãªklQOHË¹ªkä
正敏、余巧云，主要演员王朝民（须生）、王宽民（正

戏J３０
３０余
)( 余本，兴汉图２４本，三国戏、封神戏各
½ÂaÃÄÅ *$ ¾a-ÁJHÆJÇ )(
½
ÂaÈÉÊË *(
½ÂaÌÍÎ +(
ÂaÏÐ;Ñ )(
本，孙庞斗智
２０余本，精忠传
６０本，现存曲牌
３０
ÒÓaÔÕPÖ×ØÙÚÛ )((
½Üg «ÝÞ7!
多种，积累独具特色的脸谱
３００余幅。在舞台表演
ß63àáâãäåJæáçJHè
艺术上以创造四大败朝皇帝戏、四大佳人戏、四廉

òaab1,HwHcda6vefgzhijeg
表，曾闯兰州、西宁、永登，以《洪羊峪》轰动省城。
-íY=ZkjlmZnoká^Oaíòpivq
三代班主李映东师承赵毓华（大净），代表作有《草
v uvz
vwxÅz
vyz{zg -íÞ|
rstz
坡面礼》《鸿门宴》《八义图》《破方腊》等。三代台柱
谢氏家族谢芳专攻须生、老生，《铁冠图》《醉写》
}1~}lQH ]QavÅz
v¯z
vbì Êz<íòtua

äå
《闯宫报斗》为代表剧目，＂崇祯皇帝上煤山倒背靴

子＂堪称绝技；其子谢玉堂（艺名德娃），擅长须生
R>XR}IkOa[\lQ
兼及花脸，自幼跟班学戏，擅演末代皇帝，以《铁冠
îÚaYJa[!íäåa6v
Åz
vÅzï<a ¡e¢aip£¤á
图》《汴梁图》等最为著名，声嗓洪亮，动作洒脱大

旦）、温警学（须生）、娄英杰（正旦）、史秀兰（女、小
sOHm7klQOHABCkäsOHDE1kêH:
旦）、李正瑞（须生
）等，尤以王朝建最为著名，使警
sOHZäFklQOaG6Ëã3ï<aH7
钟社的名声大震。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8ÇÙ áIg ªÁ-NJk"%$+年），因举办
Oa¬±K
烟火会王被捕入狱，班社随之倒闭。
L¬GËMNÓOaYÇPÈQg
:;<5 演出团体。创建时间不详，为最早
!$g 33R*/Sa<ïT
落子剧社
989§3Ù»UtÓYÇaVWXYZa«89
来天水组建的外地剧种班社，属驻军管理，在天水
e[!/\Ïg !hµtu$%a áÒ!
城区演出不足两年。演员和剧目较少，大多演出
v^_îz`RçJa6sÄaé
v
]`z
《西厢记》《黛玉葬花》等才子佳人戏，以旦角鲜云
î$<bg
花较为突出。

群艺豫剧社
=>?<5 演出团体。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
!$g ªÁ-Nck"%$&
O÷a<dt!hõeé2§3aª»µ
年）春，为豫剧著名演员张凤云所组建，初名共和
YatC«ªÔfgIaÇ=ËÁhg !hiõe
班，剧场在民工纪念堂，社主王国斌。演员有张凤

!!" !－
－! ３３０

> 化
?
文

云、张凤琴、韩全有、董吉祥、杜庆斌、崔玉兰、马金
!"#$%&'()&*+,-./0&123-45

１４０
多个。创作剧目有《红
+!" 余本，其中现代剧目
ß%]*±à>? ４０
!" 9VW
©>?)@Ñ

姚、马兰香等
!" 多人。主要剧目有《贩马记》《凌云
9:; <=>?)@A4BC
DE!
6"4378４０
志》《罗焕跪楼》《洛阳桥》《阴阳河》《三上轿》等
５０
FG
DHIJKG
LMNOG
LPNQG
LRSTU 8 #"
多个。为豫东腔派，张凤云功底深厚，唱腔委婉动
9VW XYZ[\]#^!_`abcd[efg
听，深得观众好评。１９５０
nopqrXst>uvw
hcaijklmW$%#& 年初，更名为群艺剧社。此

旗插上东梁山》《陇上红樱》《雌雄剑》《万家春》《丹
²³SZÕ¦U
@®SÑ´U
@µ¶HU
@·ílU
@¸
青梦》《山里红》等
２０ 9V]¼½>?)
多个，保留剧目有《游西湖》
¹ºU
@¦»ÑU8 *"
@¾¿U
《铡美案》等
３０ 9VW@
多个。《红旗插上东梁山》曾参加西
Ñ²³SZÕ¦UÁ
@ÀU8 '"
北五省（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陇剧《万家春》获
òÂÃ°Ä|>jÅ~ôÆW ®>@·ílUÇ

后为配合土改，排演了《白毛女》《血泪仇》《糖衣炮
xXyz{|p}~LC
L C
L
弹》等剧。因张凤云参加了西安民众剧社，其他演
U8>; #^!k>uc~

甘肃省剧本创作二等奖，并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
BÈÂ>%©8É] c9Ê¯ËÌÍÎ

;
员相继出走而解散。

ÂÒ¸ÁÒÓÔætÉèBÈÂÕV
Ö
VÂ¨
一届
、第二届敦煌文艺奖和甘肃省首个＂五个一工

七月晋剧团
!"#$% 演出团体。于民国二十八年
~;    n
（１９３９
年）７£¤¥¦§¨©ª«p
月成立于山西隰县川口镇，筹建人为
¬:X
¡$%'% n¢(
晋西南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稼夫、党校负责人朱昔、
®¯°±e²³´µ#¶·¸±¹º»:¼½剧团团长赵仁。１９４９
>µ¾¿W $%!% 年，随第一野战军贺龙部队南
npÀÁÂÃÄÅÆÇ´È¯
ÉÊ©p$%#& nËÌÍÅÎÏÐv
<=~)R
下四川，１９５０
年调入七军驻天水。主要演员有十三

程＂奖。２００５年，《山里红》参加第三届中国秦腔艺
×ØÉW *""# n]@¦»ÑUÁRÒ*[t
术节，获最高金奖，主演袁丫丫获表演个人一等
¦Ù] ÇÚQ5É] <~ÛÜÜÇá~V:Â8
奖。全团有职工８０
余人，其中高级职称
ÉW ()¨ )"
ß:]*QÝ１２
+* 人，中
:]*
级职称
２１人。成
'" 余人，获甘肃省戏剧红梅奖的
ß:]ÇBÈÂ|>ÑÞÉ' *+
:W ¤
Ý３０
ß}Q'~)à,'ráâaã]rä¾aå]
就较高的演员有早期的名净米新洪，名丑赵新启，
r{æç§¸#èé¸âaê¸:ë]eìxø'
名角温警学、张兴裕、米新换
、王福民，以及后来的
须生段艺兵，＂中国四小名旦＂之一的袁丫丫及中
íyîtï]
ð
*Êxrzñ òÂ'ÛÜÜì*
国戏曲红梅奖得主常小红等。
|ýÑÞÉi<óxÑ8W
天水市豫剧团
/013$% 演出团体。１９８０
~ôW +%)"年初，由天水
no]9ÏÐ
县群芳豫剧团和河南兰考县业余豫剧团部分演职
¨sôY>èQ¯3õ¨ößY>´ü~

Ñ&Ò37&ÓÔ&ÕÖ!&×ØÙ&ÚÛÜ&×ÝÞ
红、冀兰香、吕光、梁彩云、李象耕、夏华源、李隆盛

等8８０余人。代表剧目有《反徐州》《陆文龙》《将相
)& ß:v àá>?)DâãäG
DåæÇG
Dç
和》《逼上梁山》《打渔杀家》《红娘子》《三打祝家
èGDéSÕ¦GDêëìíGDÑîïC@Rêðí
庄》《北京四十天》。１９５２年解散。
ñC
@òóÊÏCW $%#* nW
前进曲剧团
&'($% 演出团体。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
~ôW Rn¡+%'!
n¢pQ¯õ:ö÷øùÏÐúû´üt:¤¥
年），河南籍人柴惠民来到天水组织部分艺人成立
洛阳曲子剧社，演出《桃花庵》《包公案》等剧目，得
@"#$U8>?]i
MNýï>up~ô@þÿ!U
ùQ¯õ:èÏÐ%&jk'()W *Û:+
到河南籍人和天水本地观众的欢迎。中华人民共

Ï¤|ýÌW @Ð{ÑU
@¸¹ºUü?ÇBÈÂÁ
摄成戏曲片。《黄土魂》《丹青梦》分别获甘肃省第

人员组建而成，戏箱由群芳豫剧团提供。属大集体
:ú¤]|÷9sôY>øùW úÆû
性质，主要职员有高峻（导演）、李庆军（须生、丑）、
üý]<=)Qþÿ!~"¸×/ÅÃíy¸ä"¸

34K>5]6rX78ý>W +%#! n]-9
赁醉白楼剧场，定名为前进曲剧团。１９５４年，又由

×#$Ãÿ%"¸&EÞÃz"¸Ð,¤Ãíy"¸'2
程杏枝（花脸）、杨雪梅（旦）、黄祥成（须生）、何玉
ÞÃAz"8:]¬(!xúúµ)*+W ,x}
梅（武旦）等人，筹建领导小组组长祖炳礼。先后排
演了本戏《包龙图坐监》《巧县官》《红蛛女》《对花
@/¨0U
@Ñ1U
@2ÿ
~%| @"Çt-.U

王抱一、李克勤组班，分别在武山、甘谷等地演出。
:;Â¸×<=ú>]ü?@A¦¸BC8&~ôW

枪》《哑女告状》等，在天水市影剧院、天水海林厂、
3U
@456U8]@ÏÐ7¯>8¸ÏÐ9:Í¸

和国成立初期，柴惠民又加强了演员队伍，正式租
è¤¥o,]ö÷-.~È/]012

主要剧目有《风雪配》《洛阳桥》《杭利剑》《呼延庆
<=>?) @DEyU
@MNOU
@FGHU
@IJ/

天水电缆厂剧场和附近农村演出。１９８５年５
ÏÐÊ;Í><è=>?@~ôW +%)# n #月解体。
£W

打擂》，演员前后有李金云、王化山
、李克勤、任凤
êKU]~7x)×5!¸:L¦¸×<=¸M^

天水市歌舞团
/0145% 演出团体。位于秦州区自由
~ôW ä°A9

英、陈力、高凤霞等人。１９５７年被玉门石油管理局
N¸OP¸Q^R8:W +%#( nS2TUVWXY

路
号。前身是天水地区文工团，成立于１９６４
B １６
+, CW
7 DÏÐ&°æ¨] ¤¥ +%,!
年。１９９９
年９% £qrWcBÈÂt¦§¹ÏÐ
月更名。并创建甘肃省艺术学校天水
nW+%%% n
分校，团、校实行一套机制，两块牌子。有职工
７２
ü¹]¸¹¢EÂFGË]HIïW )¨ (*

Z[W
接收。

王仲舒评剧社
)*+,-. 演出团体。１９５１年由易风社
~ôW +%#+ n9\Du

出，有时与鸿盛社同台共演。主要演员有葛春兆、
ô])ghiÞu`j+~W <=~)klm¸

人，正高级职称
人，中级职称
:]0QÝ１+ 人，副高级职称
:]JQÝ ８) :]*Ý
:W K)ELM¸öNM¸OPM¸t¦eW
２９*%人。设有行政科、业务科、教育科、艺术委员会。
<=eQR¸S>¸ýtá~T1X<],xS~
主要以歌舞、话剧、曲艺表演形式为主，先后上演

:no¸:np¸#iq8]>?e@rstU
@uv
王丽娟、王丽珍、张得喜等，剧目以《乞历图》《独占

歌剧、话剧
、影视剧上百部，创作表演剧目有歌剧
Q>¸S>¸¯U>SV´]©á~>?)Q>

ÿwU8xy¸z{|}9W +%#* n[~lW
花魁》等小生、旦角戏较多。１９５２
年因收益不好解散。
/012$%
~ôW
ä°Ô
天水市秦剧团 演出团体。位于秦州区光明
巷。创建于１９５６年
# £]7 Ê©¨>
W  +%#, n５月，前身系四川广元县秦剧
W +%#) n７(月，天水、武都两地区合并，剧团亦合
£]ÏÐ¸A&°zc]>z
团。１９５８年

@7WDU]ÆXS>@ÏÐY+%!%U]ÆX<ZQ
《市井民风》，大型话剧《天水·１９４９》，大型主题歌

cXÏÐ°Â>]~ ２００
*"" 9:W
àá>
并为天水专区五一剧团，演职员
多人。代表剧

品先后获得敦煌文艺奖、＂五个一工程＂等奖，参加
s,xÇiÓÔætÉ¸
Ö
VÂ¨×ñ8É]

目有《烈火扬州》《铡美案》《五台会兄》等。１９６１年，
?)@äU
@$U
@jU8W +%,+ n]

了中央电视台＂中华情＂＂乡村大世界＂等栏目及全
*tÊUj
Ö
*Ûnñ
Ö
u@Ævwñ8x?ì(

京剧名演员王仲舒所建，王将部分京剧演员同新
ó>r~:]^_] :ç´üó>~`a
b['m>~zc] @d°em>X<fg~
招收的评剧演员合并，在城区以评剧为主流动演

舞《伏羲颂》，舞蹈《快乐的马儿》《追远》《壮歌行》
R@[\]U]R^@_`'4aU
@bcU
@dQEU
《腾飞吧，天水》《闹秦州》《大地湾畅想》等；歌伴舞
@häU
@Æ&ijkU8lQmR
@efg]ÏÐU
《伏羲情，女娲恋》《中华情》《大哉羲皇》等。创作作
@[\n]opU
@*ÛnU
@Æq\rU8W ©©

ÏÐ¸ A&°ü] -XÏÐ&°[>
天水、武都地区分治，又恢复为天水地区秦腔剧

国首届农民武术大赛开幕式及闭幕式文艺演出，
ÕÒ?A¦Æyz{1ì|{1æt~ô]

团。１９６３年
W +%,' n４! 月各县级剧团撤销，从各县剧团选调
£¨>]¨>Ë

@²³¸}ÏÐæLªfS~ô¤W
在宣传、弘扬天水文化交流上做出了成绩。

６０,"余名优秀演员充实力量，成立总团。１９６４年底，
ßr ~¡¢P£]¤¥¤W +%,! n`]
e¥ÏÐt¦§¹ú'RÈËXÏÐ&°æt
以原天水艺术学校组建的三队调为天水地区文艺

文物管理所。位于麦积山瑞应寺。１９５３
n¤¥]
æWX_W ¦ W +%#'年成立，

¨©]+%,, n ' £ÈªÏÐ¨W úx]e~
工作团，１９６６年３月二队交天水县。组建后，以演
[X<]«~¬¸®>¸¯ï[]+°}~>?
秦腔为主，兼演眉户、陇剧、影子腔，共计排演剧目

麦积山艺术研究所
6789:;<= 科研机构。原名麦积山
MGW ¥r¦
+%), 年更现名。设有文物保护室、美术研究室、资
nq±rW K)æ¼¸¦¸
１９８６
8W <=MND2Ut¦8E6¸C¸
料室等。主要任务是对石窟艺术进行鉴定、编号、

! !!" !
－３３１－

天水大辞典
!"#$%

记录，建立文物资料档案，完成重要洞窟有代表性
!"#$%&'()*+#,-./012345
的雕塑
、壁画的临摹。编辑出版了《中国美术全集·
6789:;6<=>
?@ABCDEFGHIJK
麦积山石窟雕塑》《麦积山石窟资料汇编》《石窟艺
LMNO178P
DLMNO1()Q?P
DO1R

营活动进行监督和检查；保护合法经营，制止和查
Æûüá|ab¤c©¿äåé]ÅÆyd¤©

天水市文化文物出版局
!"&'(')*+, 政府工作部门。位
UVWXYZ> [

处文化经营中的违法行为；总结、交流文化市场稽
e&ÅÆE6f]|¿gh9÷ø&}ß¨
查工作的经验，并向有关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反
©WX6Åiy ²j2Ç%ksÇ¤UVlZm
映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建议。
n,o2Çk^9kº¤º_6$p>
天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6)7'(89 :;< = 文化机
& s

于秦州区环城西路１号。前身是
年８$ i-%
月成立
\]^_`abc ! d> efg１９４９
!"#" h

构。位于秦州区环城西路１号。成立于２００８
年７
t> [\]^_`Nbc % d> ,%\ +**$ h
'

的天水专署教育科。随着机构的多次变更，至
１９８５
6jklmnop> qrst6uvwxyz %"$&

iyp ITUV¡¢£[y!"jk}&
月，为正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隶属天水市文化

h '月，天水实行市管县体制，正式成立天水市文
iyjk{|}~y-%jk}&
年７

文物出版局领导。人员编制３
&' ÊË> ERW ,人。主要职责是∶贯
E> ®/¯XgY[

化局。１９９６
年．
hxjk}&B y)**+ hy
 > %""( 年更名为天水市文化出版局，２００２

彻实施国家、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政
\{µFq9r9}3'4&)*äå6stU
策，研究制定并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
Éy ¥¦±²³´{µ3'4&)*äåº
划；组织实施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国
»¿ ³´{µI}3'4&)*âuXvwF
家、省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组织实施非物
q9r¤} 3'4&)*"¿³´{µ3'

HP
DLMNO1SPT>
术》《麦积山石窟志》等。

又更名为现名。设办公室、新闻出版科
、文物科、艺
x> 9p9&'p9R
术科、社会文化科。下辖天水市歌舞团、天水市秦
Hp9&p> jk}9jk}]
剧团、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图书馆
、天水市文化
9jk}'9jk}9jk}&
馆、天水市书画院
9 jk}; ６个县级事业单位和天水市文
(  ¡¢£[¤jk}&
化艺术研究所、天水市文化稽查大队
、天水市演出
RH¥¦§9jk}&¨©ª«9jk}¬

公司
个科级事业单位。主要职能是研究制定并
 ３, p
¡¢£[> ®/¯°g¥¦±²
组织实施全市文化、文物、出版事业长期发展规划
³´{µI}&9&'9¡¢¶·¸¹º»
和年度执行计划；拟定并落实全市文化娱乐市场
¤h¼½|¾»¿ À±²Á{I}&ÂÃ}Ä

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项目；负责保护队伍及传承
4&)*.xäåyz¿ {Xäå«@;68
人的培训培养；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
E6|}|~¿ {X3'4&)*äå6Z6

和研究；对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
¤¥¦¿ó²H29&¤pù: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进行挖掘认定、征购
63'4&)*{'()á|#$±9 
²äå>
并分类保护。

经营中有关文化经济政策，领导和指导文化产业
ÅÆE2Ç&ÅÈUÉy ÊË¤ÌË&Í¢

甘肃省艺术学校天水分校
>?@-.AB!"CB 全国重点中等专
IF.xETl

开发和多种经营；指导全市农村文化工作，拟定全
Î¸¤uÏÅÆ¿ÌËI}ÐÑ&WXyÀ±I

业学校。位于秦州区自由路
号秦州大剧院院
¢ù> [\]^_c １６
%( d]^ª

}ÐÑ&¸¹º»yÒÓÐÑÔÕ&$¿~
市农村文化发展规划，加快农村小康文化建设；管
理全市文化娱乐市场、新闻出版、电子出版市场、
ÖI}&ÂÃ}Ä99×Ø}Ä9

h$yjk}UV9}&&'
è> %"""年建校，为天水市政府、市文化文物出版
内。１９９９

~Öº±¿àáÝÞ9âáã¿±
管理规定；推进图书馆网络化、现代化进程；制定

yr&9rn9rRH
局批准，甘肃省文化厅、甘肃省教委、甘肃省艺术
ù,%6^ö%6>>§y
学校批准成立的在兰州外设立的唯一—所分校，
®/Qg|~E RHEM¤RHT
主要任务是培养初中级艺术人才和为艺术类高等

文物保护规划，加强区域内文物的保护、管理和合
&'äåº»yÒæ_çè&'6äå9~Ö¤é

院校输送合格人才。设音乐、舞蹈２个专业，学制
éEM> ÛÃ9 + l¢yù -４

理利用；协调全市艺术创作和各种少年儿童文化
Öêë¿ ìíI}RHîX¤ïÏðhñò&

年。开设课程有初、高中语文、数学、英语、历史
、地
h> Î29E &9¡ù9¢ 99?

艺术工作；加大对古文化资源的研究、开发，开展
RHWX¿Òªóô&(õ6¥¦9Î¸yÎ¹

理、政治、乐理、声乐、芭蕾舞基础训练、毯技、民族
Ö9U£9ÃÖ9¤Ã9¥¦§¨}©9ª«9K¬

对外文化交流和学术研讨活动。
óö&÷ø¤ùH¥úûü>

民间舞蹈、身韵、社会实践等。共有
５０u°¢±
多名毕业生
KL9f9{®T> ¯2 &*
考取了北京舞蹈学院、西安音乐学院
、上海电影学
²³C´µù9b¶ÛÃù9·¸×¹ù
院、西安影视学院、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
9b¶¹ºù9^ªù9b´»¼ªù9b´

印刷市场、音像市场、网络文化市场的发展规划和
ÙÚ}Ä9ÛÜ}Ä9ÝÞ&}ß6¸¹º»¤

天水市文化艺术研究所
!"&'(-./01 文化机构。位于秦
&st> [\]
州区环城西路１号。成立于１９８５年。前身是天水
^_`ýbc % d> þ%\ %"$& h> efgjk

市戏剧艺术创作研究室。１９９４年８月更名，科级事
民族大学、天水师范学院、江汉艺术学院和大连舞
}ÿRHîX¥¦> %""- h $ ixyp ¡
K¬ªù9jk»¼ù9½¾RHù¤ª¿
¢£[y!"jk}&&' > ®/¯°g 蹈学院等高等院校。
ùTT>
业单位，隶属天水市文化文物出版局。主要职能是
#$9%J9&Ö'(&)*¿¥¦+â&y
!"&DEFGHIJKLMN 政府工作
UVWX
挖掘、收集、整理地方文化遗产；研究当代文化，为
天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天水成为文化大市提供智力支持；实施非物质文
jk,&ª}-./012¿ {µ3'4&
lZ>[\]^_K®bc ,- d>%"$& h %+
i,
部门。位于秦州区民主西路３４号。１９８５年
１２月成
)*6¥¦5675686îX99:;¥¦y
%6À ¡¢£[y+**+ h , iy5jk}ÁÂ
化遗产的研究与传播与传承的创作、评价及研究，
立的副县级事业单位，２００２年３月，与天水市档案
<0\jk=F&6¥¦5ùH÷ø¿ ³$¤
é²yjk}ÁÂ ÃÄ6ÅÆst> +*%* h
致力于天水三国文化的研究与学术交流；组建和
局合并，为天水市档案局（馆）的挂牌机构。２０１０
年
建立一支研究天水地域文化的研究队伍；实施天
$%>1¥¦jk?ç&6¥¦«@¿ {µj

１% 月，与天水市档案局分设，为正县级参照公务员
iy5jk}ÁÂ y OPQR

k}RHABE ¯C69D;ÐÑ{ë&E
水市艺术系列中级职称的评审及农村实用文化人

管理的事业单位，履行政府地方志工作职能，隶属
~Ö6¡¢£[yÇ|UV?sSWX¯°y!"

F¯C6àG¤9Dy ³$H2?çIJ6KL
才职称的推荐和评审，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间

天水市政府办公室，主要承担《天水市志》《天水年
jk}UVÈy®/8ÉDjk}SP
Djkh

&EM>
文化人才。

天水市文化市场稽查大队
!"&'(&234#5 文化机构。位于
&st> [\

鉴》的编修与天水市地情资料的整理。内设综合
ÊP 6WË5jk}?Ì()6&Ö> èÍé
科、市志编纂科、年鉴工作科、县专志指导科
、地情
p9}SWÎp9hÊWXp9lSÌËp9?Ì

]^_`Nbc % d> ,%\ %""$年６
h (月，为参
iyO
秦州区环城西路１号。成立于１９９８

ÏÐp５个职能科室，人员
& ¯°pyER１６
%(人。
E>
信息科

照公务员管理的科级事业单位，隶属天水市文化
PQR~Ö6p ¡¢£[y !"jk}&
&' ÊË> +**- h ( iyS±ITUV¡¢
文物出版局领导。２００４年６月，核定全额拨款事业
W &人。主要职责是∶宣传贯彻文化市场管理的
E> ®/¯XgYZ6[\&}ß~Ö6
编制５

天水市地方志协会
!"&DEFOK 学术性社团。隶属于天
ùH5> !"\j
k}pùÑÒéy jk}?sSÈ
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由天水市地方志办公室
®~yÅjk}KU KL³´~Ö D©>
主管，经天水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审查批准。
+**" 年５月１９
h & i %"日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
Ó,%y²ÔÎÕ>vRâuª
２００９

法律
、法规和规章；依法对文化经营单位和文化经
]^9]º¤º_¿`]ó&ÅÆ£[¤&Å

!!" !
－! ３３２－

=
文< 化

会，选举产生理事
!"#$%&'(３５!"人，会长１
)"!* #人、副会长
)+,!*４$ 人，
)"

（１９４２年），县政府裁撤收音处，交民众教育馆兼
Q#($% 0R" V45ef½" gMYh

办，主要收听部分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文艺节目，编
0 ' 1 #!日，召
2"3
"]^iÆjkl×mÿnIro±"~
-.* # )+,-.* ! )/ %&#! 年６月１３
秘书长１人、副秘书长３人。２０１３
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聘请名誉顾问９
4567!89:;!"<=>?@A (人、名誉
)+>?

发不定期简报，供民众阅览。１９４９
C^"pM]ìB #($(年，秦安解放后，
0"<\23"

会长４
)"#$%&'(３７
!)人，会长
)"!* #１人、副会长
)+,!*
!* $人，选举产生理事

SV)M45¾ºB
由县人民政府接管。

甘谷县民众教育馆
,-#$%&'( 文化场所。民国二十五
IJKLB MN6Oq

９(人，秘书长
人。发展团体会员
)"-.* #１人、副秘书长２
)+,-.* % )B
CDEF!8

年（１９３６
年）成立，馆址设甘谷县城防局。设图书、
0Q#(!' 0RdW"Y;qIrVhsCB
qX.+

３６家，个人会员
!' G"H)!8２３３
%!!名。
>B

天水县民众教育馆
!"#$%&'( 文化场所。民国二十四
IJKLB MN6OP

陈列、文娱
tu+It ３部。订有《鸟鼠山人诗文集》《甘肃新
! ÆB PÈÉEFk)GIHÌ
ÉIJ

年（１９３５
0Q#(!" 年），由天水县立图书馆、通俗阅报社、儿
0R"STUVWX.YZ[\]^_Z`

[KÌ
É<LKÌ
É<\VKÌ )MN.ò #&&&
通志》《秦州志》《秦安县志》等各种书籍
１０００ O
余
册，以及《中学生文库》《小学生文库》《小朋友》《小
Ï"¢ÐÉjw&IËÌ
ÉRw&IËÌ
ÉRuvÌ
ÉR
说月报》《东方杂志》《中国教育年鉴》《陇南日报》
ÉW£XKÌ
ÉjN0xÌ
Éyi2^Ì
w1^Ì
《甘肃日报》《大公报》等书报杂志，收藏本地文物
ÉIJ2^Ì
É;l^Ì).^XK"Çz{I

童图书馆合并成立。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0R"fg
aX.YbcdWB MN6Oe0Q#(!(年），迁至
城南中山公园水月寺西侧。设图书、阅报、艺术陈
hijklmU1nop/ qX.Z]^Zrst
列、科学仪器陈列
、卫生仪器陈列、土特产陈列 '６
uZvwxytuZz&xytuZ{|%tu
室。编辑不定期刊物，举办壁报，编写简报，利用收
}/ ~"$ ^"~^"

及《伏羌县志》多部。开展图书借阅
、举办书画展
.-D
ÐÉ|}VKÌUÆB 4DX.~]+$

音机收抄新闻，每周放映幻灯—次进行民众科学
" 7Mvw

览、组织节日文艺活动、宣传科学知识、收集整理
ì+¥¦o2Ir÷ø+_`vw+H'

卫生教育。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
z&B MNO0Q#($%年），改称省立天水
0R" WTU

邑人著作等活动。１９４９
)°)÷øB #($(年６
0 '月，因经费拮据，馆藏
1" "YÇ

民众教育馆，拟设科学馆，以教育方法组织民众、
MY"¡qvwY"¢£¤¥¦MZ
培养民力、促成自治、改造社会为工作目标，开展
§¨M©Zªd«¬Z_!®¯°±²"4D
生产教育、人格教育、艺术教育、语文教育、健康教
&%Z)³ZrsZ´IZµ¶
育、辅导教育。１９４９
年９( 1
月１５
日，为天水军事管制
Z·¸B #($( 0
#" 2"®TU¹(º»
¼8!I½¾º/ #("& 0２% 月，合并成立天水市
1"bcdWTU¿
委员会文教处接管。１９５０年

交甘谷县师范学校管理，民众教育馆撤销。
gIrV"wº'"MYfB
./#$%&'( 文化场所。民国三十三
IJKLB MNO
武山县民众教育馆

年（１９４３
年）成立，起初馆址设在武山县城前街，后
0Q#($! 0RdW"Y;q6ÄkVhZ"3
迁县城后街关爷庙。设图书、陈列二室。藏有少量
fVh3B qX.+tu6}B ÇÈ

ÄÅÆR/ ÇÈÉÊÈIËÌÍÎ %&&&
武装部）。藏有《万有文库》全套
２０００ ÏÐÑ.±/
册及其书目。

IÐ.òB 4DX.~]"_`vwIJ"
文物及书籍。开展图书借阅，宣传科学文化，进行
QàR"¥¦M)÷øB
戏箱（即道具）出租，组织民众戏剧演出等活动。
#($(年，武山解放后，由县人民政府接管。
0"Äk23"SV)M45¾ºB
１９４９
01234
)KB ÀÁ<L2?
醉白楼剧场 私人剧场。位于秦州区解放路
 ¡R¢Ó£¤¥3¦§;¨B MNOÒ0
原醉白楼小巷内贾缵绪后花亭大院。民国十七年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
MN6OÒ0Q#(!* 年），馆内架设无线电收发报
0R"YÓÔqÕÖ×C^

（１９２８
年）由鸿盛社社主李炳南妻赵岁乖以每年
Q#(%* 0R
S©ª__]«¬i®¯°¢0

机，收抄抗战新闻，以墙报形式每日向民众介绍、
"ØÙ"¢Ú^ÛÜ2ÝMÞß+

１０担小米租用改作剧场。舞台坐北向南，台高
#& ±R²°KB ³m´µÝi"m¶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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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抗战进展情况，激励民众同仇敌忾，共同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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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台口高
米，深６米，两旁建化妆室各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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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清水县中山公园、清水
ÙB MNO0Q#($# 0R"ÂUVjklm+ÂU
县体育场划归民众教育馆。有阅览室
VFKêëMYB È]ì}４$ 间，藏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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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间，其他用房
$ í"Ñîï ４间，添置书籍桌凳，增加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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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内设座位
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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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个，座后及两旁站位可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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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由该班第三代班主
O)B MNOÁ0Q#($) 0R"S7Â59Ã]
李映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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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银元）全部当回，并扩修化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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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
ÓùB MNOP0Q#($" 年），馆长刘宗汉邀请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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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清水的国立十中美术教师杨默、张鲁庵、周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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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步人士联合举办书画展览，庆祝抗日战争胜
B#($( 年
0 *８月清水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收。１９５１
1ÂU23"S)M45¾B#("#
利。１９４９
0"67Y89:dWÂUV)MIJYB
年，在该馆基础上成立清水县人民文化教育馆。
*+#$%&'( 文化场所。民国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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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县民众教育馆

１９５４
#("$ 年，鸿盛班解体后，曾一度接待外地剧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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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百货批发部占用，１９６３年拆除改建为仓库。
56782 公共剧场。位于秦州区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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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庙乐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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隍庙即纪信祠拜殿甬道前。清代建造，为明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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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坐北朝南，面阔三间，上下两层。四周为回廊，

IJY/
文化教育馆。
)"#$%&'( 文化场所。民国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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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民众教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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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９３４年）成立。位于清水县中山公园（今清水县

年（１９３５
年）成立。馆址设在秦安县城十字路北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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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两厢分别为钟鼓楼，下为通道，均与楼底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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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主楼顶为九脊，单檐金殿顶，两端雕龙蜴。民

公祠堂（今秦安县文教局）。设图书
、阅报、博物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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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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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鸿盛社等名戏班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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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L 此演出庙会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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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藏有《鸟鼠山人诗文集》《甘肃新通志》《秦州

志》《秦安县志》等各种书籍
１０００ OÏB
余册。订有《大公
KÌ
É<=VKÌ)MN.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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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申报》《西北日报》《民国日报》《小石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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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兰州日报》等多种报纸及《东方杂志》《全民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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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北方快览》国闻周报》《前进》等杂志。民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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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１９４１年）９
月１日，附设新秦安报社，《新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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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主要宣传抗日法令
、报道一周战况 、转载发
:ØÙIrÐ Ó+VÓ4d^B MNO0
表抗战文艺及省内、县内政务要闻。民国三十一年

红旗剧院
9:3; 公共剧场。位于秦州区邮电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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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侧。２０
世纪 '&
６０096hý¨;É»þ
年代初在原城壕剧院原址修建而
opB %& ùÙ
成。占地面积１０００多平方米，砖石结构。设有简易
dB Ò{áÿ #&&& U!£²""S#$B qÈ%

前厅和化妆室，座位共８１６
Z&nJ¼}"½Àé *#' 个，舞台上下分别设有
H"³m:ãjçqÈ

灯池和乐池，台顶、灯光、幕布设备正规齐全。舞台
'n('"mî+)+*+q,-./ÍB ³m
3È l¡än0812}B %&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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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办公楼层和演职员住宿室。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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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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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几经翻修扩建，除供天水市秦剧团为基本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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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场所外，曾多次接待外地各种文艺演出团体，本区
RSTrUV> ."** ? , O３０日，放映场所搬至
!"#$%&'()#*+,-./012$34 资本家的仓库。１９５５年４月
+) WAïð!"IJ
文艺会（调）演也多在此举行。１９８８年春，因拓宽道
宝天铁路死难民工纪念堂，并改建为影院。１９９５
年
X[YFZ[Ú]\]RA^boh> .""* ?
-.5678/9&:;<=> !"#$ ?@ABCDE
路，拆除搬至秦城区经济委员会礼堂。
１０月将原放映池改建成电影小厅。１９９９年停映。
FAGHIJKL4MNOP5QR>
.) O_Þïðº^b¥hÊ»> .""" ?`ð>
&'() S
())+年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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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剧院
公 ２００３
782() 文化娱乐场所。位于秦州区大
-¡Ò¹!"> VWKX4}
TU!> VWKX
共剧场。位于秦州
南湖影剧院
è路
F ２９
(" 号。
a >
?$ 众
4YZF> %"&' 年，
区自由路。１９７５
."&$年
? １０
.) Ob
:[\-]1^_ １９７８
月建
在天水文工团旧址
。１９８６
."$/
bc>
a b A，有座
cdV
上` 修建
位 成开业
?Ad©ef!!&( 个，三楼有影
eA fgch 年，被甘肃省文
１１７２

!"#$%&
¡»gh
i-j
i j k l m S n > 化厅授予＂文明
秦州剧院外观
视机房和办公室。
¥hk lm>
ohUpqrstruvU!A wxyz{|} 电影院＂奖牌。
为影剧两用的正规的中型剧场，舞台设备可供大
!" '(８０#"年代的南湖影剧院
)*+,-.#$
())/ 年
? １０
.) 月
O ２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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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文艺演出活动使用。全市重要的文艺活动多在

;<=>
此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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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拆除，并在原址重建太平洋电影城，２０１０
年建成开

秦安县剧院
&*+() 公共剧场。位于秦安县城十字
STU!> VWK L

路往北
%) A> !"*& ?bAohUp
F１０米，坐西朝东。１９５７年建造，初为影剧两

c>
业。

红旗影剧院
9:2() 文化娱乐场所。原址位于秦州
-¡Ò¹!"> Þ_VWKX

用，１９８２
年座位扩建装修后，更名为秦安剧院，专
qA%"$( ?dVbaA
oK UA

区龙城广场北。１９５５
年秋始建。是天水地区和天水
4pLq!>."** ?rsb>/[\*4l[\

供戏剧演出。有
９２０个，舞
|U/0> c３ +层，一、二楼共有座位
AgTcd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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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演出剧院。１９８１年
r/0U> ."$. ?１０
.) 月改建成影剧院，１９８８
O^bhUA."$$

台长
１４ A
米，并配有化妆室、休息室、配电
%&米，宽
AD %,
c¡¢n£¤n ¥
x１７
室。设施齐备，秦安文艺活动均在此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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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县人民剧院
,-+./() 公共剧场。位于甘谷县城
STU!> VW©ªL
}«¬>%"*$ ?b>b®¯° (,))平方米，
±²A
北大街西侧。１９５８年建成。建筑面积２４００
³´µ¶> cdV１０３２
%)+(个，台前置乐池，剧场前厅
eAx·¸¹ºAU!·»
土木结构。有座位
%) A ３．５
+-* Awxp¬+c}¼½¾¿$
宽D１０米，长
米，舞台两侧各有大红装饰圆柱，
柱顶部雕有白菜卷叶花托，舞台面以小块木版拼
¿ÀÁÂcÃÄÅÆÇÈ$ wx¯ÉÊË´Ì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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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拆除。

光明电影院
0142) 文化娱乐场所。租用秦州区二
-¡Ò¹!"> tqKX4
轻工业局礼堂作为放映场地。１９８３
年４月被命名为
u]cvQRåoïð!*>."$+ ?
, Odwo
xj¥h>."",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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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电影院。１９９４
５月，因为没有放映场地撤销。
;<2() 文化娱乐场所。位于秦州区民
-¡Ò¹!"> VWKX4Ú
长城影剧院
JF> ."$/ 年，由天水军分区建成。１９９４年停业。
?AZ[\|}4b> ."", ?`c>
主东路。１９８６
=>?@A942) 文化娱乐场所。１９５９
-¡Ò¹!"> ."*"
麦积区东方红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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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甘谷县剧团固定演出场地，同时接待外地文
年５月，原天水县北道埠放映站成立。１９６０年影院
.12>
b> ."/& ?d[\o²¼¥h>
建成。１９６７年被天水县政府更名为东方红电影院。
艺团体。
大光明影院
#012) 文化娱乐场所。位于秦州区下
-¡Ò¹!"> VWKX4Ó
."$& ?３月获甘肃省文化厅＂文明电影院＂称号、
+ O©e-¡»

-j¥h a
１９８７年
河里（今自治巷）北口。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陕
ÔÕ6ÖY×Ø8Ù> ÚÛÜ?6."+" ?8$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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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工会＂三优一满意＂奖牌。２００３ ?
年９月被拆除。

西三原人于孝先和上海人唐道安合作创建。土木
fÞßWàál`âßãE äåæb> ³´

天水市博物馆
!"BCDE 文化场所。位于秦州区西关
-¡!"> VWKX4

结构，观众厅设
条木制长条椅为坐票席，厅后
µ¶Açè»y １００
.)) é´êéëoìíA»
和两侧设站票，放映机房设在二楼。设四个包厢，
lp¬yîìAïðjky:g> yñeòóA
每厢六座。场内总容量
ôóõd> !ö÷øù５００
*)) 余人，放映设备有进口
úßAïðyzcûÙ
+* üdjÁA´ýþ¥jxAïðcÿ
的r３５毫米座机一部，木炭发电机一台，放映有声

（１９４４年），由个人入股联合经营。为土木结构，竹
6.",, ?8AZeß)*+äM,> o³´µ¶A-

伏羲路
号伏羲庙内。占地面积约
平方
F １１０
..) aö>
*¯° ６６００
//)) ±²
米。１９５８年成立。１９６２年撤销，１９７９年
>."*$ ?P>."/( ?z{A."&" ? １１月恢复。
.. O>
１９８５年
年正
."$* ?９" 月，由天水地区博物馆改名。１９８６
OAZ[\*4^> ."$/ ?s
bïA[\-¡v> c
式开放，隶属天水市文化局。藏有石器、骨器、陶
¡¢Â£
器Y
、铜器、铁器、玉器、金银器、瓷器、书画、石雕砖
¤¥¦-kq§¨©I+ª-
+))) 余件，
ú«A
刻、玺印
、文房用具、钱币等各类文物 ３０００
}Á}o0³-> ¬uÑ2r®¯
大部分为出土文物。其中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器、商
周时期的青铜器以及宋、元、明、清瓷器数量较多。
°Ñ±r²É³´µj¶ ·ù¸&>

席篷顶，影池设长条木椅
í.ÀAhºyé´ë４００
,))余座，两侧设站位，
údAp¬yîVA

较有价值的历史文物有西周青铜爵、戚，汉代四神
¸c¹ºr»¼-c°²½¾A¿2ñÀ

放映机设在楼台上，是法国百代公司制造的
毫
ïðjy:gx`A/0Û12S3êr ３５
+* ü

狩猎画像砖、陶钟，大唐舍利碑，唐俑，唐代十一面
ÁÂ¢Ã£ÄA}ãÅÆÇAãÈA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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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 `ðr456c7f89:
米座机。上映的故事片有《三侠剑》《胭脂泪》《马路

观音，唐代的陶马、骆驼、天王俑、骑马乐伎俑，北
çÉAã2r>ÊË[ÌÈÍ>¹ÎÈA

天使》《刘备招亲》《夜半歌声》《十字街头》《一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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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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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向东流》等。
\GH:I>

魏北周造像，还有宋代刻花龙柄瓷壶，大明华严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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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电影院
5642) 文化娱乐场所。位于秦州区民
-¡Ò¹!"> VWKX4Ú
主东路今儿童乐园后面。为天水市第一所国营电
JFÖKL¹M¯> o[\N"Û,¥

时期的屏风式石棺床，以沙页岩雕成，通高
Ñ±rÜÝÞßA ÉàáâÂA ãä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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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成立，原放映场所是一座私营
OPAÞïð!"/dQ,
h> ."*+ ?１１
影院。１９５３年

像石和８
²æ¯çéèßdßélêÝ> çß
Ãl $方素面石条组成床座、床板和屏风。石床

l!ÿh">
和无声影片。
3042) 文化娱乐场所。位于秦州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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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光电影院

城树栏林（今迎宾餐厅后面），建于民国三十三年
L#$%6Ö&'(»¯8AbWÚÛff?

长卷，清代鎏金鸟斯藏佛造像等。馆藏的一套隋唐
ÅA¶2Ö×ØÙÃI> rÚÛã

米，宽
１．１５米，长
１．１８AZ}ÊåIr
米，由大小不等的１７
方画
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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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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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饰以红彩，外施贴金，屏风画以山水、花草
、亭台楼
!"#$%&'()%*+,"-./01/234
阁，表现墓主人的出行、狩猎、宴饮、泛舟等生活场
5%6789:;<=/>?/@A/BCDEFG
面，为目前出土文物中罕见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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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美术馆
!"#$%& 文化场所。位于秦州区建设
MUGVT WXYZ[\]
路８０号的万寿宫。２００３年７月，在１９９５年７月成
^ !" _;`abT #""$ c % d%e &''( c % df
立的天水市书画院的基础上成立。主要承担天水
g;h.ij,k;lmnfgT 9opqh.
irs/jtuS;vw/xy/z{/|}/~
市美术、书法作品的收藏、展览、教育、研究、交流

学学习，后因病在西安疗养。疗养期间，在西安生
ää3%HIJeKLM÷T M÷Nô%eKLE

uT  $)**
 %HI #(** 
工作。占地约
３６００平方米，使用面积约为２５００余

no·pÂ0h1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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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联名具保薛天鹏＂无罪释放＂，并限令其出境，天
.EFj"w=xyT
水生活书店自行消失。

平方米。有建筑面积约
平方米、展线长约
&*** 
/ x
 T \H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余米的
; +４个展厅，室内墙面可供利用的面积
x% H;H
约３０００
、闻讯接待
$*** 平方米，有会议厅、藏品库房
 %/wS/

室。年举办各种类型的展览
#* 余次，参观人数约
¥%¦§:¨
T c ¡¢£¤;xy２０
`:%H©ª«¬®T
２０#*万人，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活书店工作。１９３８年５月，薛天鹏和闫振业一同来
Fj"uT &'$! c ( d%0h1O45õÆPQ
天水，开设了天水生活书店。１９３９
年５月，遭到天
h.%]Rh.EFj"T &'$' c
( d%STh
水国民党县党部的搜查，被查封，闫振业被捕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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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无罪释放。薛天鹏转甘谷分销书店工作同样
hH[\]®T 0h1^_`abj"uPc
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搜查和监视，书店已无法营业。
ST)¯UA=;VWOde%j"f[tgõ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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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薛天鹏也被捕。１９４０
年１月，由于夏茂等狱中看

天水市新华书店
!"#-.+, 书店名。位于秦州区民主
j"·T WXYZ[¯9
K^７７号。１９４９
%% _T &'+'年建店，所辖县区店甘谷、秦安、
c\"%Vzù["_`/YL/
西路

清水、武山、张家川５县及秦州、麦积两区共
{./|-/}~ ( ùYZ/Ê[ ７个，
% %
(ijb  １７
&% T
\"+R)¯U
全市图书销售网点
个。建店之初接受了国民党
O=%Þ (人，年销售图书４．５
:%cbj +,(万元。
`T
中央银行旧址，有职工５
２０世纪
年
-* &¿６０年代，年销售图书
)* c'%cbj２０
-*至
 ３０万元，８０
$* `%!* c
代年销售图书逾百万元，９０年代年销售
'cbj`%'* c'cb３００
$**万元。
`T
天水师范学院图书馆
!"/0123+4 文化场所。位于秦州
MUGVT WXYZ
区藉河南路天水师范学院内。１９７９
年由学校图书
[^h.äkT &'%' ciäj
]T &''& c\f%H ４７７７平方米，设采编
+%%%  %]
室改设。１９９１年建成，面积
Ó/Ó/y/ÀÓ/
ÎÓÆ
部、流通部、阅览室
、情报信息部、办公室四部一
室，有３个借阅处，７
个阅览室。２００５
年９月，逸夫
% $  ¡%% yT
-**( c
' d%¢£
j4\f%»H２．５８
-,(! `
%]¤Ó/
图书楼建成，总面积
万平方米，设采编部、借
阅部、期刊部、自动化管理部。另有自习室
%
Ó/N!Ó/wÐUÄÅÓT ¥w3 $３个，借

!"#$%
美术馆大门

¡５个，阅览室
( %y &*
T ºwM¦§¨»©I &$+
１０个。馆藏文献资源总量为
１３４
!"#'(& 文化场所。位于秦州区民主
MUGVT WXYZ[¯9 阅处
天水市文化馆
`ªT ßO«ÛM¦８３
!$万册，期刊１６７５
`ª%N! &)%( 种，报纸
¢%«
万册。其中纸质文献
°^ １１６
&&) _±²³T
K´I &'%#
cfg;h.
东路
号城隍庙内。前身为
１９７２年成立的天水
!$ ¢%¬Íj ５０
(* `ª%./01
äsN!¨ &１
万册，ＣＮＫＩ学术期刊数据库
[MµuT &'!* c¶·Ih.[¸¹µ ８３种，电子图书
地区文艺工作室。１９８０年更名为天水地区群众艺
sºT &'!( c % d%¶·Ih.i¸¹µsºT »
术馆。１９８５年７月，更名为天水市群众艺术馆。总
 ３９５４
$'(+ 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９００
 %\H #'** 平方米，古建面
 %¼\H
占地

个，涵盖学术期刊
７５００余种。馆藏文献中有大型
%®¯äsN! %(**
¢T ºwM¦O°¤
丛书《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中
±j ü(jÿ
üÓ±!ÿ
ü¼²jòfÿ
üO

)K³M¦±jÿ"¯)´N;«µ¶ü°
国西北文献丛书》以及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东方
µ¶ÿ
ü·ÿ
ü¸¹ÿ
üº»¼ÿ
ü¯)¼ÿ
ü°Î
水市纪信祠文物保护管理所，一套机构，两块牌
.i¿ÀÁMNÂÃÄÅV% ÆÇÈÉ% ÊËÌ 杂志》《申报》《晨读》《新华日报》《民国日报》《大公
ÿ
ü½¾äÿD¿oM¦T
子。内设办公室（社会文化活动统筹部）、文艺辅导
ÍT ] ÎÏªMUFÐÑÒÓÔ/MµÕÖ 报》《燕京学报》等重要文献。
Ó/rs×ØÓ/µsÙu|}ÏÚNÛMUÜ
部、美术摄影部、艺术创作研究室（非物质文化遗
ÝÂÃÓÔ/MNÂÃÓ%7Þ ４３
+$ :%ßOO
产保护部）、文物保护部，现有职工
人，其中中
àÞá１３
&$ 人，副高职称有６人。设文学、戏剧、
:%âãÞá ) :T ]Mä/åæ/
级职称有

积２４５５
 %x $**  T #**! c%½¾h
 #+((平方米，展厅３００平方米。２００８年，加挂天

音乐、美术、曲艺等６
组。主要任务是进行文学、戏
9oëìíî=Mä/å
çè/rs/éµD ) êT
剧、音乐、美术创作与研究，组织指导天水区群众
æ/çè/rsÙuï|}%êðñÖh.[¸¹
MUFÐ%vòóÅ¯ôµsÜÝ%ÕÖ¸¹õ
文化活动，收集整理民间艺术遗产，辅导群众业余
Ùu%ö÷øãùÏiÔMUºÏúÔ;µsûÓ%Ù
创作，培养提高县（市）文化馆（站）的艺术干部，创
üýýþþÿMµ!NT
办《说说唱唱》文艺刊物。
!")*+, 书店名。是邹韬奋于２０世纪
j"·T í#$%X #* &¿
天水生活书店
c'e ( )  ; ５５
(( 
*"+ÆT  X
３０$* 年代在全国开办的
个支店之一。开办于
&'$! c ( d%",=î-j!I9oõì%j!
１９３８年５月，以发行进步书刊为主要业务，有书刊

&'()*+,-#./
天水师范学院图书馆大楼

)***多种。经理薛天鹏，练习生间振业。薛天鹏系
.¢T /Å0h1%23E45õT 0h16
６０００

天水市图书馆
!"#3+& 文化场所。位于秦州区环城
MUGVT WXYZ[À±
西路１号。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天足会在天水西关
K^ & _T ¯)ÁcÏ&'&) cÔ%hÂeh.KÃ
建立天水阅报社，在大城建立第二阅报社，附设图
\gh.ª%e°±\gÄÅª%Æ]

789::T &'$# 年在上海世界书局印刷厂当徒
cen;&<j=>?@AB
浙江绍兴人。１９３２

工。１９３３年考入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７年去陕北公
T &'$$ cCDn;EFj"%&'$% cEFGÎ

!!" !
－! ３３５－

!"#$%
天水大辞典

书馆。民国八年（１９１９
余册，其中古籍６万余册，善本书籍
３８ ÿ=
部。明版书
]^*ü{óô . \]^*ýþ!ô &(
!"# $%&'(!"!" 年），第二阅报社内附设的公
')*+,-./01234
!"!
立图书馆单独设置，成立天水图书馆。民国九年
ð,-./
56!"7829* :5;<6!"= $%>' 《松弦馆琴谱》为国内孤本。《保安志略》《太师诚意
ð#$"%&ò_%0'þ=ð()*+ò
（１９２０年），教育会长胡心如以秦州绅士王廷翰个
伯刘文成文集》等
01:Yò ú *５部古籍入选国务院颁布的第
(!"#$ ')* ?@ABCDEFGHIJKLMN
ÿóôÔ2%34563+
人捐款及教育会所藏经
、史、子 、集各类图书!１万
\ 一、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OPQR?@ASTUVWVXVYZ[6!
ÚV,7ð%89:óô;ò=
余册为基础建成天水图书馆，馆址设在天水西关
麦积区图书馆
&'()*+ 文化场所。位于麦积区前进
Î<S= ãä=é~>?
]^_`ab:;<6!"* "c2d;<ef
会福寺内，并增设阅报处２
路与商埠路步行街交汇处西北。前身为
年天
@ÍAB@CÜDEFkeæ= >G_ １９５６
Agh0*ij2-.k %处，胡心如兼任馆长。
k*CDElm"B#
)"*. ';
$%n,'(!"%& ')*;<6!"opqUr= $
<O$HÄAdIJKLb53;<Î"
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年），天水图书馆移至尊经阁。民
水县人民委员会在马跑泉镇建立的天水县文化馆
国十七年（１９２８
%ns'('"%( 年），由胡宗南倡议，在大城建立中
')*tCuvwx*dyzb5{
6!¹= )"*(年，市县合并，并入天水市图书馆。
'*Èi*iÔ;<È6!"=
图书室。１９５８
山图书馆，馆址设在学区署西斋（今秦州区文庙东
１９６１
年分设，天水县文化馆重迁北道（今麦积区）
)".) 'ß2*;<Î"MNæO§=é~)
|6!"*"c2d}~e(GH~
侧）。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中山图书馆增设民众
旧址。时藏书
Pc= ¢T!１．３
)-& 万册。１９７９
\^= )"+" 年，藏书
'* T! ２．１万册。
%-) \^=
)= $%,n'()"&! ')*{|6!"j2$
阅报社和民众识字处。后中山图书馆更名为儿童
１９７９
-./$k= {|6!"_
)"+" 年
' ３月，在文化馆、图书室的基础上，成立天
& *dÎ"V6!¹3`aQ*:5;
图书馆。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３
水县图书馆。１９８５
年７月，天水县图书馆改北道区
6!"= $%,n'(!"&* ')& 月，天水县教育
*;<?@
+ *;<6!"RæO~
<6!"= )"(* '
局奉命筹设民众教育馆，因经费困难，遂将县立天
2$?@"*U*5;
6!"= %$$* '_=é~6!"*FS}Î
图书馆。２００５
年更名为麦积区图书馆，以科学文化
水图书馆、通俗阅报社、儿童图书馆合并，称天水
<6!"V-./V6!"i*;<
ÒRëè36!_®*lTîëïªT= "âè
普及方面的图书为主，兼藏地方文献资料。馆舍面
县立民众教育馆，馆址设在城隍庙内，同时附设小
积é８２０
、普通阅览室、儿童
5$?@"*"c2dz 0*¡¢12£
(%$ 平方米，设书库、资料室
êëì*2!»VªT¹VÒ-º¹V
学教育研究会及阅报处各
阅览室、采编室、业务辅导室、咨询室、借书处。藏
} ?@¤ ¥A R-.kZ )１处。民国二十六年
k# $%,n¦'
-º¹VUV¹VW3XY¹VZ[¹VÑ!k= T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天水县政府筹集资金，以陕西省政
书
１．５\^*/AS}[
万册，社会科学类４万
§)"&+ ')), *;<¨©Yª«*F¬e¨
! １４万册，其中哲学类
)/ \^*ü{\}[ )-*
/\

府主席邵力子赠书
万余册以及原天水图书馆 册，自然科学类４
©®¯°±X²!１．６
)-. \]^FR³;<6!"
^*]^S}[ / 万册，综合性图书
\^*õ_6! / ４万册。期刊
\^= `í
藏书为基础，建立甘肃省天水县图书馆，馆址设在
T!_`a*b5´µ;<6!"*"c2d
;<zv<h*T!¶·¸ . \]^*02-.
天水城南水月寺，藏书总量达６万余册，内设阅报
¹V-º¹!»*i¼½°±X¾¿ÀÁ"*½
室、阅览室和书库，并辟有邵力子先生纪念馆，有
ÂÃOÄ . *'UÅÆ )&.$ Æ= )"*$ ' % *
工作人员６名，年经费银元１３６０元。１９５０年２月，
;<z~Ç9_;<È* ;<6!"ÉÊ;
天水县城区析置为天水市，天水县图书馆划归天

)$*种
a１０００
)$$$册，报纸
^*.b ４８
/( 种
a ９６０
".$ 份。
c=
１０５
,-.)*+ 文化场所。位于秦安县城解
Î<S= ãäG)zd
秦安县图书馆
e@fgÎ{Dyh % h= >G_$%nÚ'
放路宣传文化中心大楼２楼。前身为民国十一年
§)"%% ')G)?@236!"= $%,ni
（１９２２年）秦安县教育局设的图书馆。民国二十五
'§)"&. ')*G)$?@":5*126!
年（１９３６
年），秦安县民众教育馆成立，附设图书

"= )"*( '*G)6!":5*)".) 'iÔÎ
<ÈËÌ* ;<5$?@"Í;<6!"
水市管理，天水县立民众教育馆与天水县图书馆
馆。１９５８年，秦安图书馆成立，１９６１年并入县文化
"= )"+( 'ß2* :5G)6!"= "âèé
i_;<Î?@"= )"*. '*;<È6!"Ï
合并为天水文化教育馆。１９５６年，天水市图书馆正
馆。１９７８年分设，成立秦安县图书馆。馆舍面积
Ð:5=
2Ñ-kVÒ!»VÒ-º¹V%/$ êëì= %$$( '*½6! ５００００册，期刊报纸
*$$$$ ^*`í.b
式成立。设借阅处、普通书库、普通阅览室 、儿童阅 ２４０平方米。２００８年，有图书

览室。由大城搬入城隍庙。１９６１年，天水市文化馆
º¹= tyzÓÔz = )".) '*;<ÈÎ"
也搬入城隍庙，与图书馆合并，对外两个牌子，对内
ÕÓÔz *Í6!"i*Ö×ØNÙX*Ö0
一套行政机构。１９７８年，与文化馆分离，归天水市
ÚÛÜ¨ÝÞ= )"+( '*ÍÎ"ßà*Ê;<È
文化局管理。１９９４
年７月新建馆舍位于秦城区南
ÎËÌ= )""/ '
+ áb"âãäGz~v
yåæçe *"âèé /*.$
2½.í
大桥北端西侧，馆舍面积
４５６０ êëì=
平方米。设有报刊
-º¹V-º¹VîëïRð»ñ!ò-º
阅览室、儿童阅览室、地方文献及《四库全书》阅览

)*$种。阅览座位
a= -ºûã １５０个。
)*$ N=
１５０

清水县图书馆
/".)*+ 文化场所。位于清水县永清
Î<S= ãäj<kj
镇永清中路。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成立。民国二十
Lkj{@=$%n¦'§)"%+ '):5=$%,n
五年（１９３６
年），清水县民众教育馆成立，图书馆并
i'§)"&. ')*j<$?@":5*6!"i
Ô=)"*% '*j<Î":5*126!¹=)"(&
入。１９５２年，清水县文化馆成立，附设图书室。１９８３
'*ß2:5j<6!"= )"(" 'b:á"=
"
年，分设成立清水县图书馆。１９８９
年建成新馆。馆
¹Vóô-º¹Võ-º¹Vöí÷-¹V°±X
âèé５００平方米。２００８
*$$ êëì= %$$(
'*½6!４８０００
/($$$ 册，期
^*`
室、古籍阅览室、综合阅览室、过刊查阅室、邵力子
舍面积
年，有图书
²!øù¹ú# ½-º¹û¯５００个，藏书
*$$ N*T! &$
í.b５０*$种，阅览座位
a*-ºûã ８０个。
($N=
赠书陈列室等。有阅览室座席
３０ \万 刊报纸
0123456.)*+ 文化场所。位于
Î<S= ãä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图书馆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县城人民东路。１９５４
年建文化
l8mno]pzO$@= )"*/ 'bÎ
"*026!q= )"+" 'ß2:5l8mno]p
馆，内设图书组。１９７９
年分设成立张家川回族自治
6!"= )"(% ' )) bá"= èé３３２平方米。
&&% êëì=
县图书馆。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建新馆。面积

有图书
３５ a*.b
种，报纸)$１０种。阅览座位
½6!４５００册，期刊
/*$$ ^*`í &*
a= -ºûã
/$ N=
４０个。

甘谷县图书馆
78.)*+ 文化场所。位于甘谷县冀城
Î<S= ãä´rsz
广场南。民国二年（１９１３
t<v= $%,'§)")&年），伏羌（今甘谷）县教育
')*uv§´r)?@
2-.S= $%,n,'§)"&& ')*wx´r6
局设阅报所。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创办甘谷图
!-º¹*126!¹= $%,ni'§)"&.年），
')*
书阅览室，附设图书室。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
│天水市图书馆大楼

'*:5
´r$?@":5*126!¹= )"*& 年，成立
甘谷民众教育馆成立，附设图书室。１９５３

! !!" !－
－３３６

4
文3 化

甘谷文化馆，附设图书室。１９７９年，分设成立甘谷
!"#$%&'()*+, !"#" -&.(/0!"
县图书馆。１９８４年。建成新馆。面积
&$' 789:
1)*%, !"$% -, 234%, 56 ５８６平方米。
２００７年９月，投资
())* - " ;&<=６６０万元，在冀城广场南面征地
'') >?@ABCDEF5GH
６．２
平方米的六层图书馆
'+, 亩，修建建筑面积３９４０
IJ K22L56 -".) 7M9NOP)*%
大楼。有成人阅览室
１００
/&) 7M9JWXUV+ /))
QR, S3TUV+ １５０平方米，儿童阅览室
平方米，图书室
7M9J)*+１００
/)) 平方米，资料室
7M9J=Y+ １００
/)) 平方米，
7M9J
Z[+１００
/)) 平方米，多媒体厅
7M9\]^_` １５０
/&) 7M9\abU
办公室
平方米，电子阅
V+１００
/)) 平方米，主控机房
7M9\cdef &)
览室
５０ 7M9Jgh*i
平方米，古籍书库

１００
８０平方米，借阅室
平方
/)) 平方米，采编室
7M9J jk+ $)
7M9\ lU+ １００
/)) 7M
米，仓库
１００平方米。古籍藏书室修建于
7M9: ghn*+K2o １９７７年，
/"** -J
9\mi /))
共有藏书
pSq*２３３６６
,--''册，大部分摆放于室内
r\Qs.tuo+v９" 架，书架
wJ*w
上部分锁于
,&个古式书箱中，其中善本
{g|*}~J~５７１３
&*/-册，
r\
xy.zo２５
gh*~s)* ３０４种，４２８３
-). \.,$- r
s)* -"*
古籍书中经部图书
册；史部图书
３９７

公务员管理的正县级事业单位。主要履行全市档
[È¦ÁÎN71'8Ç( cª9àÌóü
案事业行政管理和档案保管利用职能。内设办公
ý8Çà:ÁÎ±üý;Á<=>? v(Z[
室、业务指导科、档案管理科、技术科、征集利用科
+ÃÇÈ@ÅþÃüýÁÎþÃABþÃG<=þ
{þ+JT¦２３
,- 人。
T
５&个科室，人员

天水市档案馆
-.)*+/ 国家综合档案馆。位于秦州
CD3üý% oõö

区民主西路３４
÷cø -.号。建筑面积１１５１．６平方米，库房
ù 2L56 //&/+' 7M9Jif
56 &/, 7M9 %qüý２０７个全宗、９４１１８卷，
,)* {ÌEÃ".//$ FJ
面积５１２平方米。馆藏档案
=Y９７８９
"*$" 册。主要有清代康熙五十八年（１７１９年）
G cªSHIJKLM-/*/" -
资料
至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的土地契约文书
３２ FÙ
卷；民国
çNO-/"// -NPHQR#* -,
时期甘肃省高等法院二分院
、天水盐务局、天水邮
åS!TUVÆW£X.£ÃúYÈ+ÃúZ
政局、宝天铁路工程局、工合事务所、农林部天水
:+Ã[\¤]+Ã¤38ÈÃ^_yú
水土保持实验区
、天水防空情报所及天水 、秦安、
úP;`ßa÷Ãúbcd×eúÃõfÃ
甘谷、武都、文县
、康县、岷县等县及所属单位的档
!"ÃgÃ#1ÃJ1Ãh1Æ1e!(Nü

\*$*, r
bs)* ,*'
J,$$' r s)*
种，７８７２
册；子部图书
２７６种，２８８６册；集部图书

案
//.) FÙ ~°Tp±30ijúH¢Ã
ý １１４０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天水地委、

３０３
-)-种，３９３１册；丛书集成图书５５种，４１４５册；外文
J-"-/r*)* && J./.& r#

专署、地区革委会、天水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及
ûkÃH÷l¢2Ãúó¢ÃTQÃ:mÃ:ne
所属各部、室、委、办、局、群众团体
、企事业单位等
!ÕyÃ+Ã¢ÃZÃ+Ãopq_Ãr8Ç(Æ
现行机关和撤并单位的文书档案；地质、水文勘测
sàet±)u(N#*üýÙHvÃú#wx
资料、工程设计资料、军用地形图、行政区划图、防
=YÃ¤](y=YÃz=H{)Ãà:÷|)Ãb
}¤])ÃúH÷~Ã=ÃÃú Ã
洪工程图、天水地区交通、自然资源、矿点、水系、
_÷ÃÏ_HÆ|)Ã75)ÆþAüý
林区、造林基地等规划示意图、平面图等科技档案
,/"卷，以及国家及甘肃省领导视察天水的照片、
FJ ieCe!TU$ÅíúN6Ã
２１９

s ' J,,"r
部６种，２２９册。

武山县图书馆
!"#$%& 文化场所。位于武山县城北
#$E: o1
滨河路。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
: -/"./ 年）创办，馆址设天爷庙
-\%(
¡1¢£v S¤¥T¦ , T
q*§¨©
（今武山县委院内）。有工作人员２
人。藏书不足千
册，主要有《万有文库》，其他书籍很少。中华人民
rJcªS«>S#i¬\*h®¯: ~°T
p±0²\A1#$%v()*+: /"&$ -\
共和国成立后，在县文化馆内设图书室。１９５８年，
20)*%\³´¤¥T¦ ４人。１９６０
. T: /"') 年夏，更名
-µ\¶·
建立图书馆，配备工作人员
图书室，并入文化馆。１９７９
年１月，图书室从文化
/ ;J)*+º#$
)*+J¸¹#$%: /"*" -

úóQ6J úódN6
天水市重大活动照片，天水市自然灾害情况的照
&' G３０００
-)))多张。
]
Æ6üý５６册
片等照片档案

%.»J¼½¾1)*%J¿À５& 人，分管采编、外
TJ.ÁÂkÃ
馆分出，又恢复县图书馆，编制
lÃUVÃÄÅÆÇÈ: %(*iÉÊJ56 $) 7
借、阅览、辅导等业务。馆设书库一座，面积８０平
M9Jn* -+'
r: /"$)
方米，藏书
３．６>rJ~gË*h
万册，其中古旧书籍,..)
２４４０册。１９８０

年全面整理，造册登记上架，设阅览室
-Ì5ÍÎJÏÐÑÒxwJ(UV+ /１个，陈列
{JÓÔ
各类报刊１３０种；
ÕÖ×Ø /-) Ù 儿童阅览室１处，有少儿图物
WXUV+ / ÚJ S¯W)Û
７６３２
*'-, 册，各类报刊２０种。１９８７年开始实行开架阅
rJÕÖÜØ ,) : /"$* -ÝÞßàÝwU
览，每日下午３时半至６时半开放，节假日全天开
VJáâãä - åæç ' åæÝuJèéâÌÝ
u ç２０１０年，藏书总量达
,)/) -Jq*êëì４１７４０
./*.)册，其中，图书
ÐJ~J)*
放。至
-,,.' ÐÃ×Ø２０５４
,)&. 册，视听文献、微缩制品
ÐJíî#ïÃðñÀò .)))
３２２４６册、报刊
４０００
ÐJ ３４４０
-..) 册。
Ð
册，其他
'()*+, 市委工作机构。位于秦州区
ó¢¤¥eô oõö÷
天水市档案局
cø -. ù 30o /"&$
- //
; /"'- - &
民主西路３４号。成立于
１９５８年
１１月。１９６３年５

天水市档案馆外观
!"#$%&'(
012*+/ 综合档案馆。位于秦州区民
D3üý% oõö÷
秦州区档案馆
cø ３０
-) ùN~põö÷¢£vJ
& /"&$
主西路
号的中共秦州区委院内，前身为
１９５８

月７日，成立天水专区档案管理处。１９７５年１月８
; * âJ30úû÷üýÁÎÚ /"*& - / ; $
â0üýþJÿ!~púH¢ÃúH÷"¢
日成立档案科，隶属中共天水地委、天水地区革委

-30Núóüý% /"$* - ８$ ;232L5
年成立的天水市档案馆。１９８７年
月建成建筑面

#Z[+$ÅJ%- ４. 月
; /$
会办公室领导，同年
１８ âJ30úH÷ü
日，成立天水地区档

6&１０３４
/)-. 平方米、使用面积
7M9Ã=56 *,积为
７２３7M9Næw
平方米的半框架

案管理处，为县级单位。１９８０年
; ２８
,$ 日，撤销天
âJ)*
ýÁÎÚJ&1'( /"$) -８ $月

ôÃ(5Püý%RJ~üýif=
钢混结构
、单面四层档案馆楼，其中档案库房使用
水地区档案管理处，成立天水地区档案局和天水
úH÷üýÁÎÚJ 30úH÷üý+±ú 面积
56４６８
.'$平方米。馆藏档案
7M9 %qüý１９３
/"-个全宗
{ÌE１０．１
/)+/ 万卷，
>FJ

地区档案馆，两个牌子，一套人员。１９８５
年７* ;
月 $８
H÷üý%J,{-bJÉ.T¦ /"$& -

图书资料
３６００ ]
多张。馆藏档案主要
)*=Y１．４
/+. 万册，照片
>GJ6 -'))
%qüýcª

日，天水地区档案局（馆）更名为天水市档案局和
âJúH÷üý+%¶·&úóüý+±
- ３- ;J/úóHM0¿1
úóüý% ,)), 年
天水市档案馆。２００２
月，与天水市地方志编纂
¢¦2Z[+34 ,)/) / ;J/úóHM0
委员会办公室合并。２０１０
年１月，与天水市地方志

察局、县商会、天水电厂、省立天水中学、省立天水
+Ã12ÃúaÃU0ú~ÃU0ú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分设，隶属市委办公室，为参照
¿1¢¦#Z[+.(Jÿ!ó¢Z[+J&56

S~°åSú1yÃ1:mÃ1
有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天水县党部、县政府、县警

师范学校、县立初级中学等单位的会议记录、人事
¡¢Ã10£'~Æ(N2¤Ò¥ÃT8
和财务、业务往来文件等档案
卷；
±¦ÈÃ ÇÈ§j#¨Æüý３３
--个全宗
{ÌE ６１６
'/' FÙ

－! ３３７－!
!!"

天水大辞典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档案有原中共天水市
!"#$%&'()*+,-./!%012
委、市人委、市革委、市人民政府所直属机构、市人
342#34253426789:;<=>426
大、政协天水市委、中共秦城区委、区政府及直属
?48@01234!%ABC34C89D;<
机构、区人大常委会、政协秦州区委和群众团体的
=>4C6?E3F48@AGC3&HIJK+

档案
,-１８００
!&## 多卷（袋），人口普查档案１１２卷，工业
æNi6OPQ,- !!' i$U

普查档案
卷，印模档案８
盒。资料包括党内刊
PQ,- ４３
*( iRS,& Ã]
¤¥ùúçT
物、文献、政策法规、全科工具、马列经典及史志类
U4LV48WãX4[$Y4Z[\]N^_Y

M`]
书籍。

武山县档案馆
12.)*+ 综合档案馆。位于武山县宁
^_,-`] ababc

LM,-NC<OPQ4RSTU+LM4VW4
文书档案及区属各倒闭、改制企业的文书、会计、

远大厦院内。成立于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９９０年底，新建
d?efç](b !%$& g & ½]!%%# ggijï
四层单面楼一幢，总建筑面积为
９３１平方米，其中
hî¢r®¯ðiiïqrdÉ %(!
stui³!
9e５６
$" f]
!%$& gh`] !%%# gijhklmn
vwrd $*# stui´° ４个，面积约为
* ZirdòÉ !'#
s
府路
号。１９５８年建馆。１９９０年，新建钢筋混凝
使用面积５４０平方米，库房
１２０平
方米。馆藏文书档案
１５０个全宗
４６９７４
卷
１７８６７
!'!( stuivwrd
))* st
op>hqrd １２１３
tu] `xLM,- !$# Z[\ *"%)*  !)&")
土结构建筑面积
平方米，使用面积７７４平方
人事各类档案
!"# 个全宗。
Z[\]
6XOY,-１６０
&'()*+ 综合档案馆。位于麦积区区
^_,-`] abcdCC
麦积区档案馆

米新馆。馆藏清代乾隆
、嘉庆、道光年间的地契文
uj`] `xyz{|4}~4g+L

Ç] µ¶.yzò,- ３９
(% Çi
$,- ''"%
件。主要有清代契约档案
件，民国档案
２２６９

( １５
!$ 份，民国档案县政府、县农会、县税捐稽
i$',-894V4
书M３卷

i:,- ３６５
("$ iM,] jM4ÿ
卷，科技档案
卷，干部档案 $)(
５７３卷。图书、报

征处、县教育科、国民党县党部及关子、天水、金花
44$N4014
!%')!%*% g+,- ) Z[\ !*$)
等乡（镇）１９２７—１９４９年的部分档案７个全宗
１４５７
i !6$%&( *¡¢aLM,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机关单位文书档案
１４５
６５４种
４０３７卷。
!*$个全宗
Z[\ ４４９０１卷，各种资料
**%#! iO£¤¥ "$*
£ *#()
]
秦安县档案馆
,-.)*+ 综合档案馆。位于秦安县行
^_,-`] abA¦§
政办公中心。成立于１９５８年。２００９
年因修新馆借
8¨©!ª] (b !%$& g] '##% g«¬j`

刊、图片等各类资料
１７
T4jÅOY¤¥５４８８
$*&& 册。影像
¿] kÂ８０
&# 盘，奖牌
limn !)
riRS ８８
&& 枚，书画档案
ÈiMo,- ２２
'' piÄÅ,面，印模
幅，照片档案 !$#!Æ]
１５０１张。
3".)*+ 综合档案馆。位于永清镇南
^_,-`] abqy?
清水县档案馆
环路９８号。１９５８年成立。馆藏档案
re %& f] !%$& g(] `x,-１１１个全宗，
!!! Z[\i
３９３４９卷
卷 !&**'
１８４４２
(%(*% １８４４２
!&**'件，其中文书档案
Çi³!LM,- ３０５３５
(#$($ 
件，照片档案
６９５２ i:,
卷，科技档
ÇiÄÅ,- １５０３
!$#( 张，专业档案
ÆiGU,- "%$'
案
卷，有各类图书资料"'''
６２２２册。档案资料保
- ３５９
($% i.OYjM¤¥
¿] ,-¤¥s

用秦安县行政办公大楼一楼部分房屋办公，建筑
wA¦§8¨©?®¯®°±¨©i hq
r²７９８平方米，其中库房面积
)%& stui³!´°rd１８８
!&& 平方米，办公
stui¨©
面积
"!# stu]
µ¶·x.¸yz¹º»¯g
rd ６１０
面积
平方米。主要馆藏有自清代康熙十一年
¼½!")' 年）以来各类档案
g ¾OY,- ８６７７２卷（册），其中
&"))' ¿i³!
七月（１６７２

tgzuv+Òyz,-¤¥]
存年代最早的是清代档案资料。

文书档案
卷，资料
３８ Z
个门类
L M, -９１
%! 个全宗
Z[ \ ５６０２５
$"#'$ 
i ¤ ¥ (&
ÀY

成立。总面积１２００平方米，库房面积
(] ird !'## stui´°rd ８００平方米，
&## stui

'!#$" ¿iÁÂ４６
*"盒，照片
ÃiÄÅ ("!&
³!yz,２１０５６册，音像
３６１８ Æ]
张。其中清代档案

后库面积
!## stui`x ６５个全宗，案卷
"$ Z[\i- ２．８１
',&!
*´rd１００平方米，馆藏

'#!件（枚），民国档案
ÇÈi$,- !$!##
２０１
１５１００i?ÉÊËÌ
卷，大部分为抗日战

}$,- ( i~,LÇ １１２４０
!!'*# ÇiO£Ù
万卷（民国档案３卷），归档文件
件，各种录
Á５０$#盘，照片档案
liÄÅ,-７０１１
)#!! 张，馆藏资料
Æi`x¤¥ ４４３４册。
**(*¿]
音磁带

ÍÎ!6$Ï&(ÐÑ !%("!%*%
gi
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１９３６—１９４９
年），

主要是人员的委任、考核、薪津、录用、辞退等文
µ¶Ò6Ó+3Ô4ÕÖ4×Ø4Ùw4ÚÛL

书档案，其中县党部、警察局、县政府、田粮处、邮
M,-i³!4ÜÝÞ4894ßà4á
政局、司法处、文教科的材料较多，部分内容较为
8Þ4âã4L+ä¥åæiçèåÉ
éê]
珍贵。

甘谷县档案馆
/0.)*+ 综合档案馆。位于甘谷县政
^_,-`] abëì8

456789:.)*+ 综合档案馆。位
^_,-`] a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档案馆
bÆwxyz¸{K|^_¨©®] !%"( g
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体育场综合办公楼。１９６３年

天水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 专业档案馆。位于
GU,-`] ab
秦州区环城西路。前身为
年成立的天水市建
AGCrBe] É １９６４
!%"* g(+012ï
设局资料室。１９８１年４
8¤¥ ] !%&! g * 月成立。馆藏有城市勘察
½(] `x.B2Ý
类、城市规划类、城市建设管理类、市政工程类、公
Y4B2XY4B2ï)*Y428$BY4©

õöë÷ø(+LÇä¥i ùúÓûM4 3Ô
权在甘谷形成的文件材料，包括党员证书、委任

用设施类、交通运输工程类
、工业建筑类、民用建
wY4CD$BY4$UïqY4$wï
qY4ý4Y4rsY4B2ï
筑类、名胜古迹、园林绿化类、环境保护类
、城市建
Y464X$BY41=4Y4
设科学研究类、人防、军事工程类、水利、防灾类、
$BHY4)Y4ÂY !&
ç
工程设计类、地下管线类、声像类等
１８ Z?Y]
个大类。内
è.B2e4|44 ¡14¢£4¢¤4¤
容有城市道路、广场、桥梁、给排水、供热、供电、电
¥4¦°4§¨©ïqU4ª«®4¨©®i1|4¬
信、厂房、纪念性建筑物、住宅楼、办公楼，商场、金

状、名册、党务公报、三青团组织、工作报告、枪支
ü4ý¿4þ©ÿ4ñ!J"#4$%ÿ&4'(

4s®w°i®4¯fÀ°Nªf®i NB
融、保险用房，教学楼、医院门诊及住院楼，以及城

府办公大楼附属楼
３￣６
9¨©?®í<®
(+"层。１９５８
î] !%$&年g１０
!#月建馆，
½ï`i
１９８８
个全
!%&&年建一幢三层档案馆楼。馆藏档案有
gï¯ðñî,-·®] ·x,-. ４７
*) Z[
宗，３２５８９
卷（件）。主要有契约档案
２５
件；民国档
\i('$&% Ç] µ¶.ò,- '$ Çó$',
!)* i µ¶Ò !%!( 年至
gô !%*%
gÑ'$8
案- １７４卷，主要是１９１３
１９４９年间国民党政

市建设、古民居照片等
万余幅，底图、地形图
2ï4$±ÄÅ１．５
!,$ }²pigj4øj
"##幅，专业图书
piGUjM (###
04$V41V4\4©ï23456LÇä ６００
３０００ ²³iyz´{gÑµ¶µ
余本，清代顺治年间宋琬主
举、工会、商会、宗教、公建贾太守碑记等文件材
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有文书档案，主要是
¥ó!6$%&7Ð,-.LM,-iµ¶Ò 持集王羲之等书法镌刻杜甫秦州诗碑《二妙轩碑
·¸¹º»Mã¼½¾¿AGÀ5 ÁÂÃÄ5
)*4+,V4âã4á84ß-à.)*44/
管理、参议会、司法、邮政、田赋粮食管理、教育、选

中共甘谷县委（包括县革委）、县人民政府（包括县
!%ë÷3ùú5346$89ùú

ÅÆÇÈ³¯É]
帖》初拓本一卷半。

6346?48@NO434¨4844C$
人委）、县人大、县政协及各部、委、办、局、科、区工

典籍与地方文献
%?@ABCD

委、乡公所、公社
、群众团体等机关单位形成的档
34©:4©94HIJK¡¢aø(+,
-i:,-µ¶Ò;<ë÷1=ï>i?@A
案，科技档案主要是反映甘谷县水利建设，南岭渠
$Bï>iïBCDtr+EF] GU,-iµ
工程建设，建城交通等方面的情况。专业档案，主

EFGHI ÊAËÌÍ] [M¯Î4ÂÏ4
《关尹子》周秦尹喜撰。全书分一宇、二柱、

要是会计档案
*% 卷册，离退休和死亡干部的人事
¿iIÛJ&KLM+6X
¶ÒVH,-４９

ñÐ4ÑÒ4ÓÔ4ÕÖ4¼×4ØÙ4ÚÛÚÜ]
Ý
三级、四符、五鉴、六匕
、七釜、八筹、九药九篇。今

!!" !
－! ３３８－

A E
文化

存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商务印书馆本。尹喜，字
!"#$%&'(!"#$ ')*+,-./0 1234

卷。又名《拾遗录》《王子年拾遗记》。现存最早的刻
 ºgÄÅÞ
H~'ÄÅØ ßÆÇàÈ

公文（公渡），号文始先生。相传为天水人，周代楚康
56(7893:6;<=0 >?@ABC%DEFG
王（前
５５９—前 &'&
５４５年）之大夫，自幼究览古籍，精
HIJ &&"KJ
'9LMN3OPQRST3U
通历法，善观天文，习占星之术，能知前古而见未
VWX3YZA63[\]L^3_`Jabcd
来。周昭王二十三年（前
""'年），眼见天下将乱，
'93jcAklm3
e0 DfHg%h'iJ９９４

本是明嘉靖十三年（１５３４
/áeÃÉ%h'i.&,' 年）世德堂翻宋本。另有
'9èYÊÚ/ Ë«
《稗海》本，文字与世德堂本出入较大。今人齐治平
ÌÍ/364£èY/ÎÏÐM CÑÒÓ
有校注《拾遗记》。今传本大约经过南朝梁宗室萧
«ÔÕÄÅØ ?/MÖ,×ØÙlÚÛ

辞去大夫之职，请任函谷关令，静心修道，邀老子写
noMpLq3rstuvw3xyz{%|}~

-àá% «?
《晋书》第九十五卷有传。
1:;<=$ 文集。唐略阳（今秦安县）权
6¾ ÏopiKxß9h
《贞孝先生集》

{ 3v1
成《道德经》五千言，或称《关尹》。
!"#$% 西汉李陵撰。今存临洮张维辑本。
0 /0
《李陵集》
１卷。李陵（？—前７４年），字少卿，陇西成纪人。西
( 0i KJ $' '9343C0
汉将领，李广之孙。曾率军与匈奴作战，战败投降
l3L
¡¢£¤¥¦§3§¨©ª
匈奴。《汉书》本传有《别歌》。组诗《苏武李陵赠答
¤¥-/?«¬ ®¯°±²³
诗》（简称苏李诗）、《答苏武书》，真实性备受质疑。
¯
(´°¯9µ¶°±-3·¸¹º»¼½0
!&'$% 文集。汉代赵壹著。共２卷
6¾ E¿ÀÁ Â ) １６!*篇。
Ã
《赵壹集》

ÜàÝÞ HÃ34~'3xpiKxß9C
绮的整理。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秦安县）人。

â «ãjkl/ hâi$),K$*- '934ä
皋撰。有明胡缵宗辑本。权皋（７２３—７６８年），字士
繇，权德舆父。少以进士补临清尉。由安禄山表为
å3hæç èéäêë_ 'xìë@
蓟县尉时，察知禄山有异志，诈死，逃亡江南。拜监
íß_î3ï`ì«ðÑ3ñ"3ò¹ó× ôõ
ïöÛ3d÷q øùúâ3º©ûnü
察御史，未到职。居家洪州后，又数次辞官。
1>?@AB% 文集。唐代略阳（今秦安县）
6¾ ÏEopiKxß9
《权载之文集》
ChæÁ hæ34ÙL3ÖÏî sý>3þ
人权德舆著。权德舆，字载之，中唐时曾任宰相，也

内容有赋、颂、箴、诛、书
、论及杂文。在《旧唐书·经
ÄÅ«ÆµÇµÈµÉµ-µÊËÌ6
ÍÎÏ-Ð

是诗文并举、著述甚丰的文学家。其文集卷数，典
á¯6ÿ!µÁ4"#à6$ù %6¾©3&

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都有记载，《宋史》中
TÑÒÓÏ-ÔÕ6ÑÖ×«ØÙ3ÚÛÖ
已不见著录。现在的《赵壹集》是后人从有关书中
ÜÝcÁÞ ßÍà¿À¾áâCã«v-Ö
辑录的。《穷鸟赋》和《刺世疾邪赋》是赵壹的代表
Þà äåæÒçèéêæá¿ÀàEë

籍记载不一，较为可信的为
５０ Â
卷说。权德舆的文
TØÙÝì3Ð@ 'à@ &+
hæà6
学创作，包括诗文两部分，５０
４０
$(¦3)*¯6O+A3&+卷（文集）有文章
i6¾9«6ò '+
卷，诗歌
１０卷。在文章方面，他强调＂有补于时＂
3¯ .+
 Í6ò,-3þ./J«êûî
＂体物导志＂，并且主张＂尚气尚理，有简有通＂。＂气＂
J
0î1Ñ3ÿ23
J
s4sÞ3«´«VJ
4

作。《穷鸟赋》是—篇借物咏怀的作品，文章序言，
¦ äåÆáìÃíîïðà¦ñ36òó3

作者怀着深厚的感情，对于营救他、使他免于死罪
¦ôðõö÷àøù3úûüýþµÿþ!û"#
的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正文中作者自比穷鸟，通
à$%ë&'(àø) *6Ö¦ôO+äå3V

＂理＂指文章所表现的气势和论述的道理，＂简＂
J
Þ 56ò-ëßà46ÒÊ4à{Þ3J´

,ú-./012à343 567Äyà89Ò
过对所处险恶环境的描述，抒发了内心的愤懑和
úß¸à:;3
ë<7=>'Ök?`@A~
对现实的抗议，表达了东汉末年中下层知识分子
àyBçèéêÆáìÃCçèDµEFGê
的心声。《刺世疾邪赋》是一篇讽刺世俗
、憎恨奸邪

ë?áþ@ÒABàCD®+A3 Ø@E
表状是他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言朝政得
F3"=éG3HIîJK-MLMµ
失，或言民生疾苦，或言社会时弊；所写大量碑、
Nµ-µØµóO3¬}PQ3ñRs3
铭、书、记、序等，或言元老功勋，或言品德高尚，或

的作品。篇末假托＂秦客＂＂鲁生＂作的两首五言诗，
à¦ñ Ã>HI
J
KLM
J
N=M¦àOP ¯3

言山水情志，都反映了他自己的是非认知和思想
BùÑ3 ×ST7þOUàáVW`ÒXY

是现存汉代五言诗中的优秀之作。
áßE ¯ÖàQRL¦

感情。在诗歌创作方面，许多是描写江南秀丽的山
øù Í¯(¦,-3;<á3ó×RZà

＂通＂指语言文字干练、通畅。所写许多奏疏、议论、
V576489µV: -;<=>µ;Êµ
J

成初编》本
、张澍《二酉堂丛书》本
、中华书局 (""(
１９９１
UV/µW
gXYT-/µÖZ-[
年《张太常集·附录段太尉集诸葛武侯文集》（全新
'\]¾Ð^ÞS\_¾`a±b6¾
icÓ
一册）本。段颖，字纪明，天水上卦人，东汉名将。
ìd9/ S!34e3ABf"C3=gl

光水色，即景抒情，表现了内心的精神世界。由于
[B\3]^5ù3ëß7ÄyàU_è` 'û
时代和历史的限制，他的诗文中也有不少歌功颂
îEÒWÛàab3 þà¯6Öþ«ÝPÇ
德、奉承应制，甚至是缺乏健康情趣之作。
µcdeb3"¶áfghGùiL¦
《权若讷集》
1>CDB% 文集。唐略阳（今秦安县）权若
6¾ ÏopiKxß9hj

《段太尉集》
()*$+ 东汉段颍撰。１卷。今存《从书集
=S!( T-¾

《安丘公集》前秦权翼撰。１卷。今存胡缵宗
,-.$+ JKhi (  jkl

讷撰。今存张维辑本
k /１卷。作品另见《全唐文》。权
.  ¦ñËccÏ6 h

辑本及原刊本。权翼，前秦略阳人，生卒年代不详。
/Ëmn/ hi3JKopC3=q'EÝr

若讷，唐文学家。布衣时，与许国公苏烦友善。与兄
jk3Ï6$ù lmî3£;~5°#%Y £n

sJKs-tuv3wxy5
曾任前秦尚书左仆射，谥安丘公。
/0+ 前秦临渭苻朗撰。今存马国翰《玉函
JKz{| }~t
《苻子》
-/Ò c6/ #+卷，
3
山房辑佚书》辑本和严可均《全晋文》辑本。３０

{|
i

K,-"
'934<3C
opz
佚。苻朗（？—３８９ 年），字远达，氏族人。略阳临渭

opµqr[ÿ«6g3rèMgéäsà 't
无待、弟同光并有文名，同以大名进士擢第。由霍
u_vw¶xp_ _y¬'i$+& '93szê{3
邑尉四迁至咸阳尉。神龙元年（７０５年），任右补阙，
w²ø¥ Ölî3 |}~*Ö-T33
迁起居郎。中宗时，曾参预绪正禁中书籍，事毕，因
{ÝÅûØ3Î@}3 Ûµ
直道不容于朝，出为蜀州司马，改梓州长史
、彭州

i9C JK{à~32T3Ý
（今麦积区）人。前秦苻坚的侄子，喜经籍，手不释
 {L

3×h`¢µ
卷。苻坚称之＂千里驹＂，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
=l¢µçÛ3x
¨âª3@
镇东将军
、青州刺史，封乐安男。坚败后降晋，为员

别驾。开元时，拜歙州刺史，迁桂州都督
、梓州刺
¬ ¬î3ôçÛ3w×µç

¡¢£¤¥
外散骑侍郎。

善否章明为主。＂（《唐故通议大夫梓州诸军事梓州
Yòã@3 i
ÏV;Mp`¢

《姜氏三纪历》
123456+ 历书。后秦天水姜岌撰。１卷。
W-âKAB¦§. 
今存张维辑本。姜岌，天水人，仕后秦，精通天文术
/ ¦§3ABC3¨âK3UVA6^

刺史上柱国权公文集序》）其文集经权德舆整理，
çÛf~h56¾ó9 %6¾hæÝÞ3

数，造《三纪甲子元历》。此历自后秦姚苌白雀元年
©3ªh«~¬W WOâK®¯°±¬'
（３８４
年）起颁行，用至姚泓永和二年（４１７年）后秦
i'.$ '9âK
i,-' '9²³´3µ¶®·¸Òg'

公文集序》及《新唐书》。今已佚。
56¾óËÓÏ- Ü
1"A.B% 文集。亦称《李翱集》。唐陇西成
6¾ ¡¢¾ Ï
《李文公集》
iKxß9C£Á Û--Ù©Ýì3Ïµ
纪（今秦安县）人李翱著。史书所载卷数不一，唐、

¹3ÿµ7 ３４
,' '3âe3º»¼½ÿµ7¾¿'
亡，使用了
年，后来，又被北魏使用了近百年。

《拾遗记》志怪小说集。前秦安阳王嘉撰。１０
1789+ ÑÀÁÂ¾ JKxpHÃ .+

史，卒于任所馆舍。工文，权德舆评曰；＂其学富，其
Û3qûs- 63hæ
J
%$3%

才雄，有贾生之正，相如之丽，大抵以彩错峻拔，使
3«=L*3>LZ3Mè3ÿ

原有
卷，见权德舆《权
m«３０
,+卷，经战乱散佚，仅存
3§m¢3  １０
.+ 3chæ
h

宋间有１０卷、２０卷之分，《四库全书》又有《李翱
Ú¤« .+ µ)+ LA3v¥c- º« £

!!" !－
－! ３３９

天水大辞典
!"#$%

十二卷以后评论两汉以下的具体作家作品。博采
¸¼#Q%öD½¾QW`¿RµµF ÀÁ
两宋诸家论诗的短札和片段，在现在不少书已难
½É£Dæ`ÂÃ ÄÅ? p°pt{4ÜÆ
以寻觅的情况下，为我们保留了许多重要资料。该
QÇÈ`rÉW?hÊËÌvD±-ÍÎF 
赋，文，书，疏，奏议、状、实录，以及碑、传、述、墓
书的辑录，并非大段大段地抄录和摘取，而是将其
4`åP?°ÏãÅãÅÄÐP ÑÒ?vc+÷
J$7$4$K$LM$NO=P?QRS$T$U$V
志
、祭文、杂著等。＂李翱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复
＂有补于诗道者＂，根据作者自己对诗歌理论的见
IÓqæ«¯[? ÔÕµ¯ÖæCìD`9
8$W7$XYZF [;<\]^_`abc2d 2
性＂。他认为人都有善的本性，恶的起源在于情，
解，以诗格和作法分类，排比成卷，渗透了其对诗
×?Qæ5 µ¤§?ØCÌ#?ÙÚ÷æ
e[F fghijIk`le? m`nopqr?
＂圣人＂不以情累性，而＂凡人＂却相反，因此要进行
2
si[tQrue?v
2
wi[xyz?{|-}~
CÛÌ$R¹$Ü6RÝÞæµ`yF
4ÛQ
歌形成、体裁
、韵律及历史诗作的看法。该书可以
集》１８
篇之说。《四库提要辨证》称∶＂《唐
!"!" 卷、１０４
#$!#$ %&'(
)*+,-./" 01
2
)3
书·艺文志》所载《李翱集》实只
１０卷，今《全唐文》
#?@)A37"
45678"9:);<!"=> !#
收李翱文
篇。内容有
B;<7１０８
!#"篇，比《四库全书》多出
%?C)*+A4"DE $４ %F
GHI

自我修炼，去情欲，复善性。他和韩愈一样，站在传
?r?dkeF f ?pT

ßÉQZÂæCÞÍÎày? àÂÛQçq
当宋以前中国诗歌史资料来看，从中可获得关于

统儒家的立场上，反对佛教，认为佛教徒不劳而
`? z? ghtv
获，浪费了百姓的财力；佛法＂乱圣人之礼＂，破坏
?`2 si&¡[?¢£
了君臣之礼仪。李翱的文学主张也和韩愈一致，主
¤¥&¡¦F ;<`7]§¨© ª?§

诗歌发展的轮廓和许多关于诗歌体裁的知识。一
æCáâ`ãä vDçqæCR¹`åæF 
函六册，单本书长
厘米，总厚
çèé?êl4w２５．７
'%*+ 厘米，宽
ëì?í １６．６
!)*) ë
ì?î ï
５．５
７．２ ëì?ñòóô?õöh½
厘米，黑口线装，封皮为深蓝
%*% 厘米，带函宽
ëì?ðçí +*'
色复裱纸，历数百年保存完好。甘谷县图书馆收
÷døù? ÝúÕË±ûüF ýþÿ!4"B

张文以载道，提出文章义、礼、文三者并重，但他强
¨7Q:«?,E7¬O¡O7®¯°±?²f³
调作文要＂创意造言，皆不相师＂，却是青出于蓝而
´µ72
¶·¸¹?ºty»[?xc¼Eq½v
胜于蓝，在古文运动中有一定地位和影响。
¾q½?p¿7ÀÁÂIÃÄÅ ÆÇ(

《南湖集》
&'()" 文集。南宋凤翔成纪（今天水市
7!( ÈÉÊËÌÍÎ@ÏÐÑ
区）人张镒著。张徽（１１５３—１２２１年）字功甫，原字
ÒÓi¨!Y( ¨!Î!!%&Ô!''! ÕÓÖ×Ø?ÙÖ
时可。原书已佚。清人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
ÚÛ( Ù4ÜÝ( Þiß)*+A4"Ú?à)áâã
典》中辑诗
ä"Âåæ (９卷，并从有关词选中搜集词作
#?°àIçèéÂê!èµ １卷，
! #?
ëìh１０卷，仍名为《南湖集》。杨万里《诚斋诗
!# #?íîh)Èï!"F ðñò)óôæ
整理为
õ"ö÷æ¹1
2
øù&ú?ûüý3F [°Iæþ1
话》评其诗言∶＂写物之工，绝似晚唐。＂并有诗曰∶
＂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
2
ÿ!"#*æ$?|%&'(×F )*Èïh
+?,-./µ01F [)*+,-"¨!æ7
上将，更差白石作先锋。＂《四库提要》对张磁诗文

也有很高评价∶＂评其格律，大都清新独造，于萧散
2
ö÷56?ãjÞ)7¸?q!8
©I23ö41
之中时见隽永之趣，以视嘈杂者流，可谓悠然自远。＂
&ÂÚ9:á&;?Q<=X¯>?Û?@ABF [
《词源》
&*+, 诗歌评论著作。南宋末凤翔成纪（今
æCöDYµF ÈÉEÊËÌÍÎ@

#F
藏。

&56-2), 7!F
$%F $%
《鸟鼠山人集》
文集。胡缵宗撰。胡缵宗
（１４８０—１５６０年），字孝思，一字世甫，号可泉、鸟鼠
Î!$"#Ô!%)# ÕÓ?Ö&^?ÖØ?'Û($)*
山人，明陕西秦州秦安县人。明正德三年（１５８０年）
+i?²,-_._/ÿiF ²01®ÕÎ!%"# ÕÓ
中进士，任翰林院检讨。明正德五年（１５１０
Â}2?345678F ²019ÕÎ!%!#年）后，
ÕÓ:?

历经嘉定州判官，安庆、苏州知府，山东、河南巡
Ý;Ã.<=?/$].å>?+?$@ÈA
B?CDERFÈ$ÂÙF 7!G !"
#F ÷Â)G
抚，足迹遍及江南、中原。该文集共
１８卷。其中《拟
¿â>"$ #?)æ"+ #F
@±²)*+Hµl?I
古乐府》４卷，《诗》７
卷。今存明鸟鼠山房刻本，齐

鲁书社
J4K１９９７年《鸟鼠山人小集》十六卷本、《后集》
!((+ Õ))*+iL!"¸è#l$):!"
¼#lF
二卷本。
&789, 胡缵宗撰。２
$%F' 卷。有明嘉靖间刊本、
#FI²;M´l$
《愿学编》
!((%年齐鲁书社本。
ÕIJ4KlF
１９９５
&:;<=, 胡缵宗撰。８
$%F "卷，补遗
#?ÓN !１卷，附录
#?OP
《拟汉乐府》

天水市区）人张炎著，共２卷。张炎（１２４８—１３１９
ÏÐÑÒÓi¨FY?G ' #F ¨FÎ!'$"Ô!&!(

' #F @±１９９５
!((%年齐鲁书社本。
ÕIJ4KlF
２卷。今存

年）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主要记述张炎在
ÕÓÖHI?JKL?MJâN$F §-OU¨Fp
词学上用功
目，谈音
è]P× ４０年的心得体会。上卷
$# Õ`bQRSF # １４
!$ T?
UV
律；下卷
6W#１６
!) 目，谈对词人的评价和对自己的词学
T?Uèi`öX Y`è]
理论。在对前人的评价上，张炎推崇苏轼、秦观，反
ìDF pZi`öX?¨F[\]^$_`?z

《近取编》
胡缵宗撰。２卷。是编取《朱子要
)>?9, $%F
' #F cßÒ)PQ语》厘成二卷，名曰《近取》者，谓取诸曰用，以救宗
"ëÌ¼#?îþ)RÒ"¯??Ò£þP?QS
金豁者之弊。殆为王守仁发也。出《四库总目提
T#¯&UF VhWXYá©F E )*+îT,

aá`bc$deF`fg$hij`kl$;
对柳永的风月、周邦炎的软媚、辛弃疾的豪迈、李
Þm`no$p7q`r=?s§¨ÞtF uq
清照的俚俗、吴文英的质实，一味主张清空。由于

他对许多大作家的长处看得太少，结果使自己的
fvDãµ`wxyQz{? |}~Y`

-"F
要》。
&@A, $%F
$ #F @±²åÞZ[\µ
《雍音》
胡缵宗撰。４卷。今存明辑清渭草堂刻

本。
lF

&BC1D, $%F
《胡氏诗识》胡缵宗撰。
)E-FG, Þ]L'F @ýþÿiW^_
《孤山再梦》清代小说。今甘谷县人王羌特

¶µpìD =F
创作在理论和实践上受到了限制。
&-./0*" 文学作品。南宋末凤翔成纪
7]µF ÈÉEÊËÌÍ
《山中白云词》

（１６１５—１６８０年）著。共２册，４卷
Î!)!%Ô!)"# ÕÓYF G ' é?$ # )６回。内容叙写
`F GHaø

（今天水市区）人张炎著，共８卷。主要书写亡国之
Î@ÏÐÑÒÓi¨FY?G " #F §-4ø &

江南姑苏书生钱雨林和同乡守财奴的女儿万宵娘
FÈb]4cde5 fgXh`ijñkl

痛，充满故国深情。风格清爽雅致，旋律优美，受后
?rF b5Þª?6?%

的恋爱故事。钱与万相识后，由于意外的干扰，万
`mnoF d¨ñyæ:?uq·p`qr?ñ

[\F !("& Õ?Â44F
世推崇。１９８３年，中华书局再版该书。
《诗人玉屑》
&1234, 诗歌评论著作。南宋魏庆之撰，
æCöDYµF ÈÉ&?
共G１０卷，成书于理宗淳祐年间。主要记录南宋诗
!# #?Ì4qì"ÕF §-OPÈÉæ
人论诗之语，评论的对象，上自《诗经》《楚辞》，下
iDæ&?öD`?)æ"
) ¡"?W

klst ? de5uvwg? :àdÂxy
宵娘一病身亡，钱雨林被迫离乡，后来钱中举得

官，万还魂复生，二人结为夫妻。书中人物不多，语
=?ñz{dc?¼i|h|}F 4ÂiùtD?
言通俗，情节离奇，显然是受《牡丹亭》和《孤山梦》
¹~o?rw?Ac)" ) +"
传奇的影响。手抄本流传达三百余年。１９８８
年由春
T`ÆÇFÐl>T®ÕF!("" Õu

迄南宋诸家。分为诗辩、诗法、诗评、诗体、句法等
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为清代小说史的研究提供了
¢ÈÉ£F ¤hæ¥$æ$æö$æR$¦Z
b76EKEF hÞ]L'Þ`,
§?hæõæö&!Ì?Û¨)©ª«¬õ" 一份珍贵资料。
ÍÎF
１１!!类，为诗话诗评之集成，可与《苕溪渔隐丛话》
)®æõ"¯F °±h²Ï³l?´µ¶@ %##
&HI1J, 诗集。秦安县胡绒撰。胡线，字
æ!F _ÿ$$F $$?Ö
《沧浪诗话》媲美。现存为明天顺本，刊刻距今
５００
《静庵诗钞》
多年。一至十一卷论诗艺、体裁、格律及表现方法，
DÕF ·¸#Dæ6$R¹$56Rº°»?

鼎臣，号静庵，原籍甘肃漳县，其始祖胡钧时，迁至
¥?'?Ùýÿ?÷$Ú?·

!"# !
－! ３４０－

$ _
文化

ÄÅÆ#%))%年）。
>Go
出版社，１９９１

秦安，为清代誉满关陇的诗人。有清刊本。
!"#$%&'()*+,-. /%01.

《审岩文集》
!"#$%& 文集。清杨于果著。杨于果，字
23. %4567. 456#8
硕亭，秦安县人。生卒年均不详。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
9:#!";-. <=>?@A. BCDE>F!""#
年）进士。官湖北长阳县知县
、荆州通判、寒川等５
>GHI. JKLMN;O;PQRSTPUVW
$

《甘肃新碑记》
!PQRST& 安维峻辑。安维峻（１８５４—１９２５
"~o "r%'$*Ð%)+$

>G#!";-#×HI# Io ×E
年），秦安县人，光绪进士，选翰林院庶士。光绪十
>r%')- >G~c#î
八年（１８９３年）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后因言获罪被
;O;. 7/XYZ[,23\
X]^_`\
Xabc
>G#*WÕ"g
ðo ×ED>r%')) 年）后，主讲陇西南安书
县知县。著有《审岩斋诗文集》《群经析疑》《廿一史
革职。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９
!'()*& 清杨于果著。有清刊本。
%4567. /%01.
《群经析义》

院。辛亥革命中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总纂有《甘
o wéo ¶/ôt
S±S²ÿ
r%&& nG# 7 ôlºÿ
ô}¬
肃新通志》（１００卷），著《谏垣存稿》《望云山房讨

!+,-.& 清杨于果著。１０卷，有清刊本。
%4567. %& n#/%01o
《汉书笺论》

3ÿW $５部。有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Ûo /±2 ÄÅ¡¢ １９８６
%)', >ÄÅ
集》等
年出版

史概》及《汉书笺论》等。今存原刊本。
cd\eXfghi\Wj klm01.

《典昉》清王权著。王权（１８２２—１９０５年），甘
!"#$ %pq7. pqr!'((s%)&$ >G#t 《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本。
ô£¤cQ±¥¦N~ÿ1o
谷县人，晚清学者，字心如，号笠云。道光二十三年
《谏垣存稿》
!UVWX& 文集。安维峻著。是安维峻上疏
23o "7o §""¨
u;-#v%wx#8yz#{|}. ~E>
（１８４４
指陈时弊，请诛李鸿章，因此获罪革职辞职回乡后
©ªs«#¬®¯°#î±ð¥ð¦§
r%'** 年）中举后，先后主讲岷州文昌、天水、宁远
>G# R2P
书院，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篇奏疏全部收入其中，另有５篇
>G 所著。共
²7o Ë４卷，６３
* n#,- ³´¨µÛyz´#¶/
$³
g#b-o Eb>r%'"+ 年）后
PO;# #¡¢£¤o %'', >
î·¸"´+¹y½´o º±»¼/·x½¾P
历任兴平、富平知县，扶危济困，政声斐然。１８８６
年 因故未上奏的亦收录其中。除此还附有作者自序、
¿&e´À/)³°o Á(ÂÍÂHlC*h
¥J¦§#¨yw©#ª«7g#7X|}¬®2 传记及其他有关篇章。充满了忧国忧民之情和对
辞官回乡，潜心学问，闭门著书，著《签云山房古文
集》《秦州直隶州新志》（与任其昌合纂）等著作
１０ 贪官污吏的不满与愤怒。
ÃJÄÅ+@(³ÆÇo
3\
X!R¯°R±²\
r³´µ¶G W7· %&
《辑姓录》
¸¹o º1１０
%&卷。
no
!YZ=& 王化兴著。王化兴（１８５５—？），字
pã7o pãr%'$$ÐÈ G#8
余种。稿本
《诂剩》
!/0& 清王权著。王权《典昉》已著录。稿本。
%pq7o pqX»!\¼7½o º1o 德安，甘谷新兴镇刘家村人。《辑姓录》是王化兴晚
Ç"#tu±ÉÊþË-oô~Ì½ÿ§pãv
年之作。在甘谷县新兴镇刘家村发现。由＂甘肃巩
!1234$%& 清王权著。王权《典昉》已
%pq7o pqX»!\¼
>l·o .tu;±ÉÊþËÍÎo Ï
Ð
tSÑ
《笠云山房文集》
著录。有稿本，吴绍烈等校点，兰州大学出版社
7½o /º1# ¾¿ÀWÁÂ# ÃRwÄÅÆ

%))&年版本。
>Å1j
１９９０

《易冀贯界》
!5678& 清余德楷著。余德楷，秦州人。
%¸ÇÈ7j ¸ÇÈ#!R-j
<=eÉÊ@Aj Ë ２卷。有刊本。
+ nj /01j
生卒及事迹不详。共
!9:;<=& 清王权著。共
%pq7j Ë ２０卷。
+& nj
《虞地辨同录》
《秦安巨子馥先生年谱》巨国桂撰。巨国桂
!>?@ABCDEF& ÌÍÎÏj ÌÍÎ

昌府伏羌县（甘谷）庠生云台王化兴德安氏手著＂。
ÝÒÓ;rtuGÔ<}pãÇ"ÕO7Öo
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
>GØÏÙÚ¤1o Ë~ÛÌP
×E×>r%')%年）冬由嘉善堂刻本。共辑单姓、
ÜÌP8ÌPÝÌrÞßH@GË %&%,
复姓、三字姓、夷姓（少数民族）共
１０１６ à#´Û
个，其中单
8¼/á2o
âãn~ä
Ð
Ùåæu#éçèé#ê
字附有释文。开头写道∶＂五伦俱重，教贯根源，羲
Ð
ñòóô#õ
ëìí#î(ïo Öð2:;n~ä
晨尧舜，觉世永言。＂正文内容写道∶＂温席凉枕，暨
被鹿皮
、遗橘陆郎、都封式仪。＂释文曰；＂季汉黄
ö÷PøùúûPjüýþo
Öá2ÿä
Ð!f"

（１８４９—１９２５年），字子馥，又字瑞南，号静亭，秦安
F%'*)Ð%)+$ >G#8ÑÒ#Ó8ÔÕ#{Ö:#!"

香，九岁失母，思慕帷切，躬孰勤苦。事父暑日，扇
##$%&'#()*+#,-./o É012#3

县人。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j ×Ø>r%'"$年）举人，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
>G-#×EÙ>r%'')

ó´ô#4UØ2´45´6òo ÖÜÌ7zä8
凉其枕，箪寒冬以其身缓其被席。＂复姓诸如∶皇

年）大挑二等，部铨甘州府学训导，光绪二十四年
>GÚW#ÛÜtRÝwÞß#×ED>
（１８９８
F%')' 年）升新疆迪化府（今乌鲁木齐）儒学教授，
>Gà±áâãÝFkäåæçGèwéê#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Eb>F%)&$年）补阜康知县，后因事落职，
>GëìíO;#îÉïð#
快然归里，著有《武功县续志》《遂初杂志》《阜康县
ñ¤òó#7/ôõö;÷²\
ôøùú²\
ôìí;

甫、长寿、上官、侍其
、太史、宗政、子服；三字姓诸
9PM:P"JP;´P<cP=¡PÑ>?8Ì7
如∶步大汗、吐谷浑、白杨提；夷姓如∶耶律、仆固、
zä@APBuCPD4J?ÝÌzäEFPGHP
斛律、哥舒
、蒲蔡。填补了《百家姓》没有单姓释文
IFPJKPLMo
NëôOþÌÿP/ÛÌá2

§û²\
ôüý\
ôþÞÿWo !"P#$no "n%
乡土志》说铭》《家训》等。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

eÞßH@ÌÕ+QDo
及少数民族姓氏的空白。
《陇右光复记》
![\]^T& 史料汇编。黄钺著。黄钺（１８６９—
cQR¥o "S7o "S
r%',)Ð

9#:;%<=³JÝP>?e´@-AB+C
务，内容主要包括与官府、僚友及其族人交往的情
Do
$EF%GHù78ÆIJKLM+Nb
况。为研究清末民初地方社会提供了难得的第一

%)*-年），字佑禅，湖南宁乡人，曾留学日本，加入
>G#8TU#KÕ§-#VWw21#Xz
１９４３
YI#³"?Úo Z$bP[Ûo NbÛy½
同盟会，与黄兴友善。分为一、二两部。第一部收录
 )篇文告、３４
³2\P-* ³]2P%&
_!R`a
了９
篇电文、１０³^2o
篇呈文。从秦州起义
ô
b2ÿâc#dtSesf¡Ýgh
ô
tSesf
《檄文》开始，到甘肃临时军政府颁布《甘肃临时军

OPQo Rlº15tSTUgVWLX82Y
手资料。仅存稿本于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

政府法约》《甘肃临时军政府行事章程》《实行政
¡ÝijÿôtSesf¡ÝiÉ°kÿôli¡

记述巨国桂家世、举业和为宦经历；下卷叙及巨国
&'ÌÍÎþ(P)*$+^,#n-eÌÍ
桂在宣统年间归里后以士绅的身份参与地方事
Î./0>1òó2I3+456³78É

阅览室。

策》《军政府及各司职员名册》以及《解决条约》等，
mÿ
ôf¡Ýen¢ðopqÿ2eôrstjÿW#

Z[\o

!GHIJIKLMNO& ]^Ïo ]^
《蜕庵六十六岁追述自叙》哈锐撰。哈锐

以大量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客观记述了起义的酝
2u+NbO2YPQvw&'`a+x

（１８６２—１９３２
r%',+Ð%)-+年），字蜕庵，号退轩，回族，秦州（今
>G#8_`#{ab#¦@#!Rrk

酿、爆发、胜利，直至赵惟熙窃取甘肃统治权的整
yPzÍP{|#¯}~tS0q+

天水市区）人，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进士，著有《哈
cdG-#×Ee>r%')+ >GHI#7/ô]

个历程。第二部收录黄钺本人和临时军政府当时
àko NÛy½"S1-*esf¡Ýs

锐集》。共１卷，为谱主手订，对其家世、学行、生平
^3ÿo Ë % n#$fOg#h´þ(PwiP<
事迹等都有记叙，尤详于与官府、教门、僚友之间
ÉÊWj/&-#kA5³JÝPé«P>?lm
+AB#-nopIqers78ÆI¡P^
的交往，叙写中势必会牵及当时地方社会政治、经
P2ãW:;#hEFt&78ÆI/u%+c
济、文化等内容，对研究近代地方社会有重要的史

³L0PÕ
PÕ:Pj
与北京大总统
、南京参议院、南京内阁、湘都督谭

料价值。被收入《哈锐集》（胡圭如编辑，天津古籍
Qvwo xyzô]^3ÿ
r{|z}~#®

盟会湘支部、兰州官绅赵惟熙、兰州议长李镜清、
YIÛPÃRJ3~PÃRM®%P

延阁、甘肃同乡会及兰州、四川、武昌等省的往来
"PtS§IeÃRPDVPõWT+B
2 ２３
+- 篇；给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等省都督的
³KÕPKLPDVPWWTj+
文函
４５篇，两湖同乡
*$ ³#[K§PVf¢PÒÓfwP
去函
、川军司令、伏羌军学界、同

!"# !
－! ３４１－

天水大辞典
!"#$%
凤翔方统领炳兰、南京留守黄克强等的来函
３８
!"#$%&'( )*+,-./0123 !"

篇，其他往来函件
篇；甘肃军政府成立祝词、秦
45678239 １７
#$ 4:;<=>?@ABC(D
州四民纪功词、童筱珊寄怀诗、湖南潭都督派员来
EFGHIC(JKLMNOPQ)RSTUV2
甘助秦反正委任状、纪陈贞瑞事略
、黎兆枚事略等
;WDXYZ[\(H]^_`aPbcd`a0

书者
种。本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天水西
Þ. ８" ¼Ê
ØÞ5Â½Gáwp@AäoËB
南乡出土的一批秦器做了介绍。这批秦器除秦桓
)¾Ã1ÅÄDÅÆÇGÊ ÈÄDÅ£DÉ
公时的秦公簋外，其余都遗失，所以，该书对保存
-1DÊ}6ËSÌ}X}ÍÞ5
天水地区早期秦文化资料具有重要价值。今存民
oË»ÎD{Ï¨ PqSTÊ AG

日报》《民立报》等有关辛亥革命和秦州起义的政
ijk
lGAjk 0qrstuvwDExy1>

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
Àº
ïÑ)³Þ°×kØÊ
pÐÄÐÀ¶#'++年）《陇南丛书编印社》本。
《天水乡土教材稿》地情书。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
&!"D/EFG, ÒÞÊ GpÄ¸À¶#'&$

论文章
篇，真实地反映了起义爆发后各派政治
z{| ２３
&! 4}~Xxy
U>

年）油印本。李天煦编。名为教材，资料基本上取自
ÀºÓ×ØÊ ÔoÕ°Ê éÖ}¨ ×Ø»ØÙ

１０
#% 篇；摘录《秦风日报》《长沙日报》天民报》国风
4:efgDhijk
lmnijk
loGjk
lph

力量之间纵横捭阖的历史细节及其所引发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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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从编目到内容都具备方志性质。分３卷，第
#Ú}Û°Àk¥¦SPÜ#ÚÝÞÊ ß ! Õ}· #１

反响。保存了辛亥革命期间甘肃重要史料，是研究
X stuv;< }¡¢£
甘肃辛亥革命不可多得的资料。曾被收入中国史
;<stuv¤¥¦§1¨  ©ª«¬p
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六
®¯°gp±²¨ ³´µstuvk
¶·¸

卷＂属于地理者＂（位置、境界、地势气候及雨量、山
Õ

àáo.É¶âãíäåíæçèéí¹
脉、河流、城市、古迹、名胜、隘要、水利
、人民 、赋
êíëìííÌí±îíéïíðíËñí½Gíò
税、宗教、教育、局所、交通、物产等类），第
卷＂属
óíôí íõí(öí÷ø0Jº}· &２Õ

à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和《甘肃文史资料
g;<{¨
¹º
¶»¼½G¾¿}#'"# Àºw
选辑》（第十一辑），即＂辛亥革命专辑＂（甘肃人民
ÁÂÃ
¶·ÄÅÂº}Æ
ÇstuvÈÂÉ¶;<½G

于历史者＂（羲皇开物成务、女娲制礼作乐、孔门三
á.É¶ùút÷@Ýíûüýþÿÿí!"Ð

¾¿}#'"# ÀºÊ oËÌÍÎÏqÐÊ
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天水市档案馆有藏。
《新疆交涉志》甘谷吴棣菜著。６卷。有铅印本。
&
'()*+, ;ÑÒÓ!ÔÊ ( ÕÊ qÖ×ØÊ
《玉树土司调查纪》
天水周希武著。有商务
&-./0123, oËÙÚÛÔÊ
qÜÝ
印书馆民国九年（１９２０
×ÞÏGpßÀ¶#'&%年）本。
ÀºØÊ
《张介侯先生年谱》冯国瑞编。共一卷，附录
&456789:, àp_°Ê áÅÕ}âf
ÅÕÊ ãäqåpæçè1ãé}êëìíàp_
一卷。谱前有谢国桢题写的谱名，刘盼遂、冯国瑞
îè1ïðkÊ ã âf}ñã¯òóôõPö×{P
撰写的《序》。谱后附录，系谱主与郝懿行、王印文、

善家、实业
、医术 、李广之将略、刘琦之武功 、周小
+ íªí,&íÔ-aíê.ÛIíÙ3

贤#í$%Ð&íé'íéí(yí)í>
、汉晋三雄 、名儒、名将 、孝义 、节烈、政治家、慈
í*

泉、李五山、任士言、张育生、成纪文明纪略等类），
/íÔ=¹í[Y0íF /í@H{:Ha0Jº}
第·３卷＂属于文学者＂（记事
、论说、书牍、游 、杂等
!Õ

àá{®.É¶$`íz1íÞ2í)í30
类）。本书把乡土教材引入学校，有创见且有意义，
JºÊ ØÞ4ÃÖ¬®5}q6E7q8y}

补充了方志之缺。
78#Ú9Ê
《天水三字经》
&!"HIJ, 地情书。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
ÒÞÊ Gp<Ä:À¶#'!"
ÀºÖ×ØÊ
e»3®;;<<ÝyÖ°Â
年
）铅印本。战区中小学教师甘肃服务团教材编辑

ò()*`}+$%,-²®./0`1Ê ã
历与交游诸事，也记载同时代学者生平事迹。谱中

=°Ê á４篇
+ 4２８
&" 目。第１篇舆地（沿革、位置、面
ÀÊ · # 4>¶?uíâãí_
组编。共
¸í@åíæíÞí¹êíËñíAíº}·
4½
积、疆界、地势、地质、山脉、水系、县城），第& ２篇人
÷¶Böí#CíéíDEí{®íFGíHIíJ
物（帝王
、贤隐、名将、显宦 、文学、技艺 、列宪、侨

有双行小注，对诗文既有补充，又注明出处。有民
q2õ34}5O{6q78}94:¾;Ê qG

寓），第
篇
Kº}· !３篇胜迹（名山、寺观、道迹、坟菜），第
4ïî¶é¹íLMíNîíOPº}· +４ 4

p<Ä=À¶#'!(年）《慰景庐丛书》本。今收入《中
Àº
ï>?@³ÞkØÊ A«¬ï
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谷物
、蔬果、花卉、材木、药品、禽兽、矿藏、工艺）。
¶Ñ÷íQRíSTíÖUíVWíXYíZÐí[GºÊ

pBC{D³Þk}E·９９
''册。
¹Ê
国西北文献丛书》，见第

正文
Y{３４
!+ 页，万余字。借用少儿蒙学读物《三字经》
\}]Ë³Ê ^K_`a®b÷ïÐ³¾k
的形式，注入地方志内容，作为乡土教材的辅助资
1cd}4¬#Ú¥¦}ÿÃÖ1eW¨
料值得称道，但使用＂三字式＂局限了内容的表达，
T§N}vfK

Ð³dÉõg¥¦1hi}
编者在＂经文＂下用小字详加注释，以补正文之不
°.
¾{ÉjK3³kl4m}X7Y{¤

臧庸、段玉裁、钱仪吉等人论学之作。系据谱主著
÷øPùúûPüýþ0½z®ÿÊ ñ!ã¯Ô
ÿqrO{"°Â#@}¯$%ã¯®&í'
作及有关诗文集编辑而成，主要记载谱主学术、仕

《祖闻庭训》
&;<=>, 张绍蕃撰。共１卷，体类年谱，
FGHîÊ á # Õ}IJÀã}
即用编年体裁记载张绍蕃先祖张世英生平事迹，
ÆK°ÀIû$%FGHLMFNO/0`1}
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辛亥革命期间，黄钺秦州独
PqQR1 STÊ stuv}-UDEV

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张世英以地方士绅的身
A}@A;<W-=>?Ê FNOX#YZ1[
份调解各方面的矛盾，平息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战
\]^#_1`a} 0bÅcÅdÆ1e
作用。民国初年，调入省府清理财政，提出裁减军
ÿKÊ GplÀ}]¬m?nop>}q¾ûr=
队，节省开支，但终因各军事集团心怀异想，张世
s}mtu}vwx=`"yzN{|}FN
英的建议未能得到实施。另外，张世英在家乡倡学
O1}~§kÊ }FNO ®

足，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n}qÅo1¨ STÊ
&!"K+, ÒÞÊ Gp<ÄpÀ¶#'!'Àº
《天水小志》地情书。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
Ó×ØÊ e»3®;;<<ÝyÖ°Â=
油印本。战区中小学教师甘肃服务团教材编辑组
°Ê á # ¹Ê ß?uí>íçèí÷øí>í í
编。共１册。分沿革、舆地、气候、物产、政治、教育、
[Gíqrí(öíËñíôíþsí½÷íïîí±
工艺、金融、交通
、水利、宗教、礼俗、人物、胜迹、古
÷}&
]Ë³Ê
tK"ÀI}ßJuvwo}xX
物，２ 万余字。采用门目体，分类准确合理，能够反

兴教，积极主持地方公益，遗泽惠及乡里，去世后，
}¯#}}N }

映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采用标准的白话文。下限
g-1¾y\zÊ {K|u1}~{Ê jg

É}61oËBr<
乡½
人私谥＂惠勤＂，并将其故居所在的天水西关二

断至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
Gp<Ä¸À¶#'!$ 年），对民国初年的新事
Àº}5GplÀ1`


 /É}X¡H¢Ê £»¤¥¦}§
郎巷称为＂育生巷＂，以示纪念。除上述内容外，还
叙及其家世、举业、学行等，保存了许多甘肃地方
¨6 Ní©ªí®õ0}«¦;<#
史料。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阅览室＂藏民
 Ê ;<m¬ÞÏ

BC#{D®¯ÉÐG

÷¦q$%Ê áqYd¾¿}N _Ê
物多有记载。由于没有正式出版，存世非常稀少。
南京档案馆所藏已成孤本，甘肃图书馆有胶卷本。
)*ÍÎÏÐ½@Ø};<¬ÞÏqÕØÊ
《天水指南》
地情书。铅印本。民国二十八年
&!"LM, ÒÞÊ
Ö×ØÊ Gp<ÄÀ

事，对和平解决当时甘肃的两个政权起到了重要
`} 5w0^fg-;<1hi>jxk

pÖ×ØÊ
国铅印本。

（１９３９
年）天水图书馆组织编辑，武耀南主编，《秦
¶#'!' ÀºoË¬ÞÏ=°Â}Û)¯°}
ïD
《天水出土秦器汇考》考古著作。冯国瑞著。
风》日报社铅印。共分
hkijÖ×Ê áß１１
&!"?/@ABC, °±ÔÿÊ àp_ÔÊ
## 章，第
|}· #１章天水之沿革，
|oË?u}
À*}³´"}µ¶·¸¹º}D
& |oËcæ}· ３
! |oË÷ø}·
|o
àp_)#'%#²#'(!年），字仲翔，别号麦积山樵，秦
冯国瑞（１９０１—１９６３
第· ２章天水之形势，第
章天水之物产，第+ ４章天
E¶AoËÌ»º½Ê Ôé®.íO½Ê Ôÿ± (%
Ëqr} · ５, 章天水之食宿，第
|oË} · (６ |oË
州（今天水市区）人。著名学者、诗人。著作近
６０ 水之金融，第
章天水之坊
种，已经刊印行世的书籍
篇，有目无
¼}½¾´×õN1Þ¿８种，文论
" ¼}{z ２１
&# 4}qÀÁ

}· $７章天水之物产，第
|oË÷ø}· "８章天水之教育，第
|oË }· '９
巷，第

!"# !
－! ３４２－

"
文! 化

章天水之娱乐，第
章天水之古迹与名胜，第 !!
１１
!"#$%&'( １０
!" !"#$)*+,-.(

编王晓琴、蔡胜。２００８
oQRSUT!1 $"") u年１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 vxy0|}~|}

章艺文。共４２
!/01 2 #$页，万余字。旨在介绍天水的基本情
3.4561 789:"#;<=>
况，内容和现在各大中城市交通旅游册上配置的文
?.@ABC8DEFGHIJKLMNOPQ0
字类似，对交通、食宿、坊巷、娱乐
、名胜等的记述
6RS.TIJUVWUXYU%&U,-ZQ[\
尤其详备，充分体现指南特色。
]^_`.abcCdefg1

发行。共分岁月沧桑、羲皇故里
、先秦故里 、东方雕
UÎ1 2bVvWXUYZU[¸YZU\Å
塑、千年遗史、人物撷英、名胜古迹、丝路重镇、麦
U]uUzµ¶U,-)*U^_;`U¢
积风情９大部分，８７
b0!.$!+# 461 ý
8
09
£°> * Eab.)' 篇文章，２１．４万字。以＂史话＂
的形式，通俗的语言，集史料性、知识性、趣味性、
Q:ö.JºQcê.deøUfgøUhiøU

《天水历史文化丛书》
地情书。中共天水市
#$%&'!"()* h>i1
F2"#H
委、天水市政府组织编纂，张津梁主编，２０００
年 !$
１２
jU"#Hklmnop.qrsto.$""" u

可读性于一体，记述了麦积区的伏羲文化、先秦文
jkøl¼c.[\Ï¢£ÕQ0U[¸0

化、老子文化、石窟文化、古建筑文化、古遗址文
UEm0U¥¦0U)FG0U)0

vwxyz{|}~|}.E %$
i2b
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大
３２ =1
开本。丛书共分

化、民俗文化，为研究伏羲文化、先秦文化和石窟
U{º0.Kïð0U[¸0B¥¦

《陇上明珠——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水》《文明曙
F0,G"#0
N
光——大地
湾遗址与天水远古文化》《大哉羲
Eh
  + " #  ) 0 E  

皇——中华龙源与伏羲文化》《魏蜀兵戈——天水

F+0

"#
三国文化纵横》《雕塑之宫——麦积山石窟艺术》
¢£¤¥¦/§
0 $¡
¨ ©  ª
" # 馆藏文物精粹》《风物
« ¬ 0  ® ¯°  ±
《瑰宝遗珍——天水
流

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同时重点介绍了花牛苹
0noÏ©pQe. qr;<9:Ïstu
果、伯阳鲜桃、麦积葡萄、元龙花椒
、麦积核桃等品
vUwxCyU¢£z{U|s}U¢£~yZÃ

韵——天水名胜概览》《人文撷英——天水历史名
"#,-³´
z0µ¶
"#,
²

编薛惠玲。２００８
８ vxy0|}~|}UÎ1
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u)
o1 $"") 年

人风采》《秦州风情——天水民俗与民间艺术》一
z°·
¸¹°>
"#{º+{»/§¼

共分为千年沧桑、往事如歌、钟灵毓秀、艺文辑粹、
2bK]uWXU34èUU/0U
地灵人杰、传说故事、名胜古迹、方域风物、今日秦
hzUæç4U,-)*UÅ°U¸
安８大部分，２００
万字。采用条目体，
 ) Eab.$""篇文章，３５．７
b0!.%(+' 461
·c.
以＂史话＂的形式，全面系统地描述了秦安人文史
ý809Q:ö.ÐÆÑÒh\Ï¸z0

M.!"" 5461 ¾i¿Àc³?U0U
套½１０!" 册，１００余万字。该书从总体概况、伏羲文化、

大地湾文化、嬴秦文化、三国文化、石窟文化、文物
Áh0UÂ¸0U0U¥¦0U0
精品、风景名胜、人物撷英
、民俗风情等方面对天
®ÃU°Ä,-Uzµ¶U{º°>ZÅÆT"
#0,G±ÇU ÈÉÊË0Ì
水历史文化名城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历史文化资
.ÍÎÏÐÆUÑÒQ9:.ÓÔÏ"#hÕQ
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揭示了天水地区的

ÖHQfÃ.zgBÏ ¢£Q1
质优良的土特产品，是人们认识和了解麦积的窗口。

《秦安史话》地情书。《甘肃史话》丛书之一。
+56'14 h>i1xyi$¼1

秦安县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主编王文杰，副主
¸hÅ×ÚÛÜmnop.toQ0.Pt

hU)*,-U{º°>U,fUæhUF
地、古迹名胜
、民俗风情 、名土特产、传闻趣谈 、建

+$%,-./0)* h>i1
"#HhÅ
《天水市地方志丛书》
地情书。天水市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写，刘玛莉主编，２００２
u &６
×opjØÙÚÛÜoÝ.Þßàto.$""$ 年

¡¢1 ¼aýK£UÌk¤zU¥¦§ÿU¨
设成就。是一部以史为鉴、资政育人、服务当代、惠
þ©ªQh>Ìei.KïðEh0U0
及后世的地情资料书，为研究大地湾文化、伏羲文
U¡«0U0B¬0n®Ïª¯Q
化、成纪文化、三国文化和李氏文化提供了珍贵的
°±².Kªz³´µ¶UíKLn®Ï·¸
史实依据，为世人寻根问祖、观光旅游提供了生动

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共有《天水之旅》天水民
vxy0|}~|}1 2á"#$K
"#{

QM9de1
的推介指南。

历史文化特质。
0fÖ1

居》《天水古树》《天水菜肴》《天水民俗》《天水传
â"#)ã"#äå"#{º"#æ

《甘谷史话》
789'1* 地情书。《甘肃史话》丛书之一。
h>i1xy0i$¼1

说》《天水歌谣》《天水方言》《玉泉观志》《伏羲庙
ç"#èé"#Åêëìí×î

甘谷县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主编牛勃、马树
x¹hÅ×ÚÛÜmnop. totºU »ã

志》一套
１０ M.¿TîUëìíQïð+
册，从对伏羲庙、玉泉观历史的研究与
×¼½ !"
考证、对众多民居与古树普查式的记述、对民间文
ñòUTóÊ{â+)ãôõöQ[\UT{»0
化多样性的挖掘与整理以及对有代表性的传统美
Ê÷øQùú+ûüýþTáÿ!øQæÒ"

平，副主编张爱兰、王启中、王云博、张彦洁。２００８
¼.Ptoq½¾UQ¿FUQÀÁUqÂÃ1 $"")
年
u ８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共分为甘甜之
) vxy0|}~|}UÎ1 2bKxÄ$
谷、岁月如歌、钟灵毓秀、物华天宝
、民间故事、行
¹UVvèUU"©U{»Y4UÎ

VQÐÆ[#.Ê$%UÐÅ&h'ÔÏ"#
食的全面记录，多角度
、全方位地展示了天水历史

业掠影６辑，１３９
万字。采用条目体，
ÅÆÇ & .!%*篇文章，２０．３
b0!.$"+% 461
·c.
ÈÝ.ý809:ö.ÉÊ°Q06BË
横排纵写，以＂史话＂形式，运用朴实的文字和图
Ì.[\Ïx¹Í]uQWXU°Ä,-U0
片，记述了甘谷数千年的沧桑历史
、风景名胜、文

文化名城的深厚文化底蕴，反映了天水独特的历
0,GQ()0*+. ,-Ï"#.fQ
0þ{>°/1
史文化及民情风貌。

天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纂，刘玛莉主
"#HhÅ×opjØÙÚÛÜop. Þßàt

)*U{º°>UÌU{»4.ÎCÏx
物古迹、民俗风情、物产资源
、民间故事，再现了甘
¹z{QÏÐ1
谷人民的奋斗历史。

o1 $""# u '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２０
vxy0|}~|}1 $"万字，共
46.2
编。２００４年７

+:;'1* 地情书。《甘肃史话》丛书之一。
h>i1xy0i$¼1
《武山史话》

分名城春秋、往事悠悠
、风景名胜、文物古迹、民俗
b,G12U3455U°Ä,-U0)*U{º

Ñ¤hÅ×ÚÛÜmnop.toQÒÓ.Pt
武山县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主编王永峰，副主

风情５
°> (大类，以通俗活泼的＂话本＂形式，全面系统
ER.ýJº67Q
8
0=9:ö.ÐÆÑÒ

oÔÒÕUÖ×1 $""# u '７ vxy0|}~|
编包永庄、杜应源。２００４年
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

地反映了天水的历史文化和名城风貌，重点介绍
h,-Ï"#Q0B,G°/. ;<9:

}UÎ1 2bK0çÑ¤U,-)*UzØÙU0
版发行。共分为话说武山、名胜古迹、人物乡贤、文

了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秦国早期文化、三国古
Ï0UEh0U¸=>0U)

化教育、传闻趣谈、特产优势、红色史迹、今日武山
Ú¤UæhUfHÛUÜg*UÑ¤

战场文化和麦积山石窟文化等极具鲜明特色的五
?@0B¢£¤¥¦0ZABCfgQD

８大部分，７９
万字。采用条目体，以
) Eab.'*篇文章，２６．２
b0!.$&+$ 461
·c.ý

大文化，以及古老的建筑、多样的民俗、优美的风
E0.ýþ)EQFGUÊ÷Q{ºUH"Q°

8
9Q:ö.Ý°Qe.ÐÆÑÒhÞÐ~Ù
＂史话＂的形式，翔实的史料，全面系统地向全社会

景、丰富的小吃、众多的历史人物，为宣传、推介天
ÄUÈÉQIJUóÊQz.KLæUM9"
+23'14 地情书。《甘肃史话》丛书之一。
h>i1xy0i$¼1
《麦积史话》

介绍、宣传和展示了作为武术之乡、玉石之乡
、蔬
9:ULæB'ÔÏßKÑ§$ØUë¥$ØUà
ä$ØBiá$ØQÑ¤. â\ããäF¼D
菜之乡和书画之乡的武山，自东汉汉灵帝中平五
uå!))
uæFýçQ.ýþ8èéB~ÙD
年（
１８８年）建县以来的历史，以及在经济和社会各

麦积区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主编张克强，副主
¢£ÕhÅ×ÚÛÜmnop.toqNO.Pt

项事业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史料翔实、语言通
ê4ÅFëìíQîï¡¢1 eÝ°U cêJ

+$%'1* h>i1xy0i$¼1
《天水史话》地情书。《甘肃史话》丛书之一。

#Qde1
水的指南。

!"! !
－! ３４３－

!"#$%
天水大辞典

俗，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可读性，是人们认识和了
!"#$%&'()*+,-*./012)34
解武山的一扇窗口。
567'89:;<
&'"()* =>?<@ABCDEF?G8<
《清水史话》地情书。《甘肃史话》丛书之一。
清水县档案局、县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主编刘
HIJKLM+J=NOPQRSTUV.WUX

兰香，副主编雍际春、弓天运、刘继明。２００５
年$６月
e
YZ.[WU\]^+_`a+Xbc< !""# d

卷，卷首舆地图，第
*.*¡¢=Ù.8 %１卷沿革，第
*=>.8 !２卷山水，第
*7I.8 * ３卷
*
建置，第
*#$.8 #５卷武备，第６卷风俗，第
*6£.8 $ *¯!.8 (７
BC.8 ,４卷食货，第
卷官师，第
１０卷人物，
*úû.8 ８卷选举，第
' *üý.8 -９卷名宦，第
*HI.8 %"
*0}.
第8１１
卷杂记，卷末补遗。
%% 卷艺文，第
*,g.8 １２
%! *¤¾.*¥¦§<
《秦州直隶州新志》地方志书。光绪十五年
+/023041* =NO?< Õ¨è|d

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共分为千年沧桑、往事
fBghijkijlm< nopqdrs+tu
如歌、地灵人杰、山川毓秀、物华天宝
余
vw+=x0y+7z{|+}~`５# 辑，１００
.%"" 

陇南书院刻本。姚协赞、余泽春主纂，王权、任其昌
©ª?«ôÜ< ¬®+¯^WV.6°+±²³

g.!$&# 
< 

C.a!+
篇文章，２６．５
万字。以＂史话＂形式，运用通俗易懂、

ý+&¶+?ú+HI+0}+,g+·D< ¸j
举、戎政、职官、名宦、人物、艺文、附考。对乾隆版

生动活泼的语言，全面系统地向全社会介绍、宣传
'.=k+
和展示清水的历史，以及新时期清水人民开放、奋
¡¢HI'£C.¤¥¦§HI0¨©ª+«
进的精神风貌。
¬'®¯°<

州志史料进行了考证
、增改、删减，＂阙者补之，误
¿À¦G.Á
îOC¹¬m4Dº+»¼+½¾.
者正之，枝者剔之＂，对兵戎、食货、官师、人物的记
ÀÂG.ÃÀÄG.¸%&+#$+úû+0}'¾
述尤其详尽。体例严密，编次讲究，考证精当，文字
ÒÅ²ÆÇ< ÈÉÊË.UÌÍÎ.DºÓ.g

《张家川史话》
+,-.()* 地情书。《甘肃史话》丛书之
=>?< @fBCDEF?G
一。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史志办公室编纂。２００５年６
8< ±²z³´µ¶JCOP·RUV< !""# d $

ÏÐ.p8 HO<
优美，为一代名志。

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共分６大类，８７
efBg¸ijkij< ¹o $ º».'(个故事，
¼½u.

总纂。兰州国民印刷局排印。共
' *４ ,册，凡例篇
g.ÖÉ
ÓV< Yî¨õÔMÕõ< ¹８卷

１５万字，记载了张家川有史以来三千多年的历史风
%#  .¾¿4±²z$CÀÁqÂd'£C¯
貌与地方特色，反映了张家川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
°Ã=NÄÅ.ÆÇ4±²z£CÈl'Éºu
件及重要人物留下的足迹、笔墨，记述了当地自然
Ê¤ÉË0}ÌÍ'ÎÏ+ÐÑ.¾Ò4Ó=µÔ
风光、人文史迹、物产资源。有图片７０多幅，是一本
¯Õ+0gCÏ+}Ö×Ø< $ÙÚ (" ÂÛ./8Ü
ÙgÝÞ+!+ß!¹à'£Cg¸-Ü<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历史文化读本。
+/01* 地方志书。①胡缵宗修纂，佚。明
=NO?< )áâãäV.å< c
《秦州志》

目均以原志为主，分沿革
、山水 、建置 、食货礼俗、
÷×WOpW.o=>+7I+BC+#$Ø!+
学校、戎政战防、职官、人物、艺文，其中沿革
、山水
´µ+&¶Ù"+?ú+0}+,g.²-=>+7I
均沿袭了《秦州直隶州新志》的沿革
、山水部分，为
×=Ú4@íîÛÜî¥OE'=>+7Io.p

ä< ¹２４!,卷，分沿革、山水
*.o=>+7I+=<+#$+´µ+ü
修。共
、地域、食货、学校、选

+/023041567 =NO?<
±ÑÒ
《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
地方志书。任承允

@íîÛÜî¥OE'ÝO<
《秦州直隶州新志》的续志。

ù+úû+üý+þÿ+!"+#$+%&+'(+0}
理、官师、选举、仪制、边防、食货
、兵戎、灾祥、人物

&!"817 =NO?< ¨JèÞdê%-*《天水县志》地方志书。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dëYî¨õÔMßõÜ< àá+ââ¨V< ]ã
年）兰州国民印刷局铅印本。哈锐、贾缵绪纂。由于
¦äåYÙæç§.}èéê.7ë±.ìõ4
时值抗日战争初期，物价飞涨，经费紧张，只印了
!"" <o %, *５６
#$ 目。第１卷舆地志，第２卷建置
÷<8 % *¢=O.8 ! *BC
２００部。分１４卷
O.8 *３卷民族志，第
*¨´O.8 ,４卷民政志，第
*¨¶O.8 #５卷财赋志，
*íîO.
志，第

等
)３０
*" 卷。《明史·艺文志》中著录。②顺治十四年
*< @cC+,gOE-./< +0¶è1d

第６卷教育志，第７卷军政志，第８卷交通志，第
8 $ *ïðO.8 ( *ñ¶O.8 ' *òO.8 -９

（１６５７年）刻本。清顺治宋琬、姜光胤修，王一经纂。
ê%$#( dëôÜ< H0¶23+4Õ5ä.687V<

卷职官志，第
１１卷人物志，第
１２
*?úO.8 １０卷选举志，第
%" *üýO.8 %%
*0}O.8 %!

%* *< 8１卷述（州郡述
% *Òêî9Ò+9JÒë.8
! *:
共¹１３卷。第
、郡县述），第２卷表

卷艺文（一），第１３
*,gê8ë.8 %* 卷艺文（二），第
*,gêJë.8 %,１４卷灾异志。
*'óO<

（疆域表、沿革表、职官表、古今人表），第
３卷地理
ê;<:+=>:+?ú:+@A0:ë.8 * *=ù
志，第
卷建置志，第 #５卷官师志，第
O.8 ４, *BCO.8
*úûO.8 $６卷选举志、
*üýO+
仪制志、边防志，第７卷食货志、兵戎志，第８卷灾
þÿO+!"O.8 ( *#$O+%&O.8 ' *'

采用分志条目体，标题新颖合理，充分运用当时所
oOô÷È.õö¥÷øù.ùoaÓ¦q
认知的科学知识，大量应用图表，扩展志书记述内
2('ú´().ºûìÙ:.ü¡O?¾ÒZ
容。对新事物给予足够重视，设交通、教育、民政、
ý< ¸¥u}þÿÎ!É".hò+ïð+¨¶+

祥志，第
１０卷考（皇记考、帝记
( O . 8 ９卷艺文志，第
- * , g O . 8 %"
* DêE ¾ D + F ¾
Dë.8 %%
êHIë.8 %!
êG
考），第
１１ *G8
卷列传一（名宦），第
１２*GJ
卷列传二（列
Kë.8 １３
%* 卷列传三（隐逸、流寓
*GÁêLM+NO+gP+QRë.8
贤），第
、文苑、群雄），第

¨´)O<
民族等志。

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
æçÁèédê%##' 年），胡缵宗应秦州知州之邀
dë.áâãìíî(îGï
编纂，用
３个月时间完成，未刻印。大致编目为∶地
UV. *
¼e¦ðñò.óôõ< ºöU÷pø=

*G1êSm+GT+UVë< WÜXYÜZ[
１３%*卷列传四（孝行、列女、节妇）。原本存日本内阁
g\< !""% d.]`I^=NOP·R_³< .`
文库。２００１年，由天水市地方志办公室引回。③康
aJèbdê%$'( dëcÜ< defäV< ¹ !册。
g<
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年）抄本。赵世德修纂。共２
hi;+jk+lm+·n+o\+pq+Ërh"+
设户口、徭役、城池、公署、仓库、驿所
、要害设防、
HIsK+üý+úû+SmUt+LMNO+uv+
名宦乡贤、选举、官师、孝行节烈、隐逸流寓、覃恩、
w(xy+,g)１６
%$目，不分卷，约１．５
÷.zo*.{ %&# 
< `a
再祥赈恤、艺文等
万字。康熙
二十五年（１６８６
Jè|dê%$'$年），诏修《大清一统志》，命天下州
dë.}ä@ºH8OE.~`Íî
县编修方志，以供一统志采用。属官辑应征之书，
JUäNO.8O< úìG?.

重在记述现代，追溯远不过明代，为一部州情简
É¾Ò . zc . p8î>

&!"917 =NO?<
`I^=NOUV
《天水市志》
地方志书。天水市地方志编纂
#$U.6%&ÓU.X'(WU< !"", dNO
委员会编，王洪宾总编，刘玛莉主编。２００４
年方志
ijkij< p-~0¨¹3ò).]`I^
出版社出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天水市
0¨¶*W+. `I^=NOUV#$P·R
人民政府主持，天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UV'`I^88kW,¥NO< pO.È
编纂的天水市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为通志，上
-@.Í- %-'-年，其中总述、大事记、旅游、伏
d.²-ÓÒ+ºu¾+./+0
至远古，下至１９８９
1gh+º=2gh+ígh+Ágh+3475
羲文化、大地湾文化、秦文化、三国文化、麦积山石

窟文化、人物、附录等延至
２０００年。陕西师范大学
d< 89û:º´
6gh+0}+·/)7- !"""
教授霍松林、浙江大学终身教授陈桥驿、天水市委
ï;<=>+?@º´ABï;CDp+`I^#
书记张津梁分别作序。共
３２１万字，分上、
?¾±EFoGHI< ¹４８
,' 编
U *!%
 . oÈ+
中、下三卷，上卷以自然概貌、建置、城建、政治类
-+ÍÁ*.È*µÔJ°+BC+lB+¶¶»

志，无沿革
、疆域山川等目，志成后即抄报国家一
O.=>+;<7z)÷.Oòc²8
O.òpÜ< Ù?<
统志馆，现成为孤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专志为主，中卷以科技、经济类专志为主，下卷以
KOpW.-*úL+7M»KOpW.Í*
ïð+gh+0}+¨!¯>»KOpW.U
教育、文化、人物、民俗风情类专志为主，采用章节
È.8NU++UHO.UÍPZýÂQ3R
+23/041* =NO?<
Jèd
《直隶秦州新志》
地方志书。乾隆二十九年
体，统一使用编、章、节名称，节下按内容多少和实

刻本。费廷珍主纂，胡斜纂、陶奕曾修。全志共
１２
ôÜ< WV.!V+ ä< O¹ %!

际需要设条目，志为主体，辅以图片
]SËhô÷.OpWÈ.TÙÚ ４００
,"" 余幅，体
Û.È

!"" !
－! ３４４－

! "
文化

!"#$%&'()%&* +,-./0
1
2+.
现了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大地湾文化等＂五大文

发行。是国人对麦积山首次考察研究的成果，当时
¾S Ëq³äåæÐWHIXYBLM=Ù(

/3456789:;<=>?67@ABCD*
化＂编在修志界独树一帜，得到修志专家的好评。
EFGHIJK7LM;0N=!""# OE>FG
获甘肃省优秀史志成果一等奖，２００６
年获得甘肃

在《大公报》《益世报》和《燕京学报》等新闻媒体均
Z]á[\'Z^_ [\0·`ab
5Z+[\
有相关报道，对宣传麦积山石窟起到很大作用，麦
öc[Ý=³deäåæ¸Rf?g+hi=ä

HPQLMR0NS
省社科成果二等奖。

积山石窟始继敦煌之后显扬于世。冯国瑞于民国
åæ¸RÿjklmÎnopáS 67p

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再登麦积山后撰《天水麦积山
45qO+'(*) O-rsäåæÎtZUVäåæ

西窟万佛铜铭》，后于
１９５１年发表《天水麦积山石
uR±vwx\=Îp '(%'
O¾yZUVäåæ¸
Rz{\;.=re(hÆ®¯|.ì}Zäåæ
窟介绍》一文，再版时作为附录论文收入《麦积山

天 水 地方志丛书

¸R7\=P~µZäåæ¸R+jOy\;P¯
石窟志》，并加上《麦积山石窟大事年表》一并录

入，成为现今《麦积山石窟志》的版本。分为甘肃诸
}=LÆ!,Zäåæ¸R7\Be>S fÆFG
石窟中之天水麦积山佛龛、秦汉间麦积山之史迹、
¸RmUVäåæviXäåæmK¦i
西魏大统时之再建麦积山佛龛、北周李允信之建
u+Ê(mrläåævi Ü ml
造麦积山七佛阁与庾信之作铭、散花楼遗基间之
äåævØmhxi m
六朝壁画与藻井画，其中附记民国九年（１９２０
qØ=®kO+'(!"年）
O!"#$%&'(
《天水市志》书影

天水天主教堂意大利教士盗取麦积洞窟壁画之
UVUb§+§äåQRm

#$%&'( 地方志书。天水
,$7T* UVWXYZ,$
《秦城区志》
市秦城区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编，柴金祥主编。２００１年
cFG.
74[\]^4=_`ab4S !""$ O %５月甘肃文
化出版社出版。分概述、大事记、建置、自然地理、
/dePdeS fghi+jkilmino,pi
人口
、城乡建设、工业、商贸、交通邮电、金融保险、
qriYsltiuviwxiyz{|i`}~i
农业、乡镇企业、经济管理、财政税务
、中国共产
visvi pii
iiiiiq
党、权力机关、行政机关
、政协、党派群团、劳动人
¡¢i./£¢i.
事jijiiiQ
、军事、公安司法、民政、科学技术
、文化艺术、文
¤¥¦i§¨i©ª«¬i¨iP^iq¤i®¯
物古迹 、教育、医药卫生、体育、社会、人物、附录 &!
３２
°f='!" ±²=
³X´Zµ¶·¸¹()= º¶
部分，１２０
万字，对秦州区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
'((" OB»ii./ij0¼½jv¾¿
１９９０年的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等各项事业发展

事、造像、建筑、六朝唐宋明人之摩崖
、宋明清人之
jiiliq ¡¢qm£¤i¡¢¥qm
石刻、瑞应寺、胜迹、艺文附录共
１２°fS
部分。全书对
¸¦i7§¨iê¦i£.®¯ '!
ÇT³
麦积山石窟历史沿革、造像、壁画、建筑及有关碑
äåæ¸R×K©ªiiil.öL
刻铭文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和考证，著录了大量六
¦x.h"ÅÇÈBz{'HJ= 8¯"+«q
i ¡÷øBéq£¤i¸¦iLki¬.®
朝、唐宋以来的名人摩崖
、石刻、碑记、诗碣及题
¯=Ë;°XYäåæ¸R£¢B@8=°öÅ±
咏，是一部研究麦积山石窟艺术的专著，具有较高
B.123²³S -!""! O
* cFGqdeP
的文献资料价值。②２００２
年４月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麦积山石窟志编委会编纂，张锦秀主编。分
deS äåæ¸R74\^4[=´µJb4S f
µiº¶4S µó·¸QRli¹ºii®k=
上、下两编。上篇包括洞窟建筑、雕塑、壁画、题记，

下编包括塔寺及现代建筑群、碑碣、铭文、藏品
、周
º4·¸»¨.!)liLix.i¼½i

进行严谨的记述，内容较为全面系统，是中华人民
ÀÁÂBkh=ÃÄÅÆÇÈÉÊ=ËÌq

¾çèéêi pØXY0=ËÌq'L
围风景名胜、管理与研究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LÍÎX´Z4ÏBÐ°P^bÑ·Ò
共和国成立后秦州区编写的首部社会主义新方

立以来全面准确地记述和反映麦积山石窟的历史
Í÷øÇÈ¿À,kh')*äåæ¸RB×K

志，也是一部了解、认识秦州历史与秦州当代社会
7=ÓË;°"ÔiÕÖX´×KØX´Ù)P^

.!ÁB0/8hS
及现状的权威性著作。

发展变化的＂百科全书＂。
¾¿Ú/B
1
ÛQÇT3S

《秦安志》
+$1'( 地方志书。①明正德十年（１５１５
,Ò7TS .¢ÂÃ5O+'%'%年），
O-=

《北道区志》地方志书。１９９１
年北道区政府
#)*&'( ,Ò7TS '((' OÜÝZÞ

江万玉纂修。乾隆《直隶秦州新志·沿革》记述秦安
Ä±Å[6S ÆÇZÈÉX´·7Ê©ª\khX

主持编修，王世华主编。１９９７年
月甘肃文化出
'" cFG./d
bß46=àáÌb4S '(() O １０
ePdeS '*) ±²S tlmZâino,piq
版社出版。１４７万字。共设建置区划、自然地理、人
riiiiãhi
口、中国共产党、政权、政协党派群团、经济综述、

形胜时曾引一条∶＂江万玉曰四山旋拱，二水环流
Ëê(Ì#;ÍÎ
1
Ä±ÅÏÐæÑÒ= ÓVNÔ
+ÕÖ7-S3×ØS/ÙÚ5ÐO+'%&% 年）刻本。胡
O-¦>SB
（县旧志）。＂已佚。②嘉靖十四年（１５３５
Ûð[SÜ %0%
' Þlm7=Ý ! ２卷地理志
Þ,p7
缵宗纂。约
５．５±²SÝ
万字。第１卷建置志，第

YsltiäåæçèéêZiuviviwvi
城乡建设、麦积山风景名胜区、工业、农业、商业、
ëviyz{|iìi`}~iq¬íi
林业、交通邮电、财政税收、金融保险、人民生活、
 piijiiîqji§¨i
经济管理、公安司法、军事
、民政、劳动人事 、教育、

7=Ý #６卷学校志，第
Þ ã7=Ý )７卷人物志，第
Þq¤7=Ý 1８卷田赋志，
Þäå7=
志，第
Ý
(
Þ£.7S
æçK=èÍé=ÃÄê¢=L
第９卷艺文志。借鉴史体，平行立目，内容简明，成

Q¡i./i.¤i©ï«¬i¨ið§ñÒòi
科技、文化、文物、医疗卫生、体育、宗教民俗方言、

Æ¢)Ò7ëhS ìö;íe>plmißài
为明代方志佳作。另有一种版本于建置、职官、学

q¤0 ３０
&+ óS
µôµõöK÷ø=ºôù¶ '(("
人物等
篇。上限上溯有史以来，下限断至
１９９０
年，前设序、图片、概况、大事记，后设附录、编纂始
O=útûiüýigþi+jk=Ît®¯i4[ÿ

ãiq¤i£.öîï=bÆÙÚ5qOÎBÃÄS
校、人物
、艺文有增补，均为嘉靖十六年后的内容。
î¦>Lp¥ð»OS ñòH+óWüTôì
增刻本成于清顺治年间。辽宁省大连市图书馆收

末
、索引，体例完整，分类齐全，是一部反映北道
!i"#=$%&=f'(Ç=Ë;°)*ÜÝ

¼ö¢ÙÚ5ÐO+'%&% 年）刻本，甘肃省图书馆
O-¦>=FGHüTô
藏有明嘉靖十四年（１５３５

（今麦积）区自然及社会历史的地方性权威文献资料。
+,äå-Zno.P^×KB,Ò/0.123S

I=³J¥>=K¯L.=MI,pNO=P³QR
察，对证古本，抄录碑文，勘察地理环境，并对洞窟

收藏有明刻清修本和手抄本。１９８７年，秦安县地方
ì¼ö¢¦¥6>'õK>S '(1) O=XÕ,Ò
志办公室重新誉印。
7ö÷ø·ù<S
《秦安县志》地方志书。①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
+$12'( ,Ò7TS 2Ýú5ûO+'1&1
O-¦>S Áüý6=þÃÿi´!"[S  '*卷。
ÞS
年）刻本。严长宦修，刘德熙、张思诚纂。共１４
' Þ#,=Ý ２卷建置，第
! Þlm=Ý &３卷学校，第
Þ ã=Ý *４卷食
Þ$
第Ý１卷舆地，第

做了编号而写成，由陇南丛书编印社石印
本
S"4TUÏL= V9:;T4<P¸< ３００
&"" >

# Þà(=Ý ７卷选举，第
) Þ)*=Ý 1
%=Ý % Þ&'=Ý ６卷官师，第
货，第５卷武备，第
８Þ
卷

《麦积山石窟志》
+,-./0'( 地方志书。①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
,Ò7TS,45O
+'(*'

年）冯国瑞著。陇南丛书编印社印刷。石印本。１９４１
O-678S 9:;T4<P<=S ¸<>S '(*'
年，冯国瑞、赵尧丞、胡楚白、聂幼莳到麦积山考
O=67i?@AiBCDiEFG?äåæH

µ=Ý &３ Þ,p7º=Ý
Þßà7=Ý % ５卷礼制
Þáâ
上，第
卷地理志下，第* ４卷职官志，第

! !"# !－
－３４５

天水大辞典
!"#$%
人物上，第９卷人物中，第
卷人物下，第 ""
１１卷
!"#$% ! &'"($% １０
"# &'")$%
&

艺文上，第
１３ &*+)$%
卷艺文下，第"&１４卷
"$ &*+($% "%
&
*+,$% １２卷艺文中，第
图考。与胡缵宗《秦安志》相比，卷目除增加武备、
-./ 0123456789:$&;<=>?@A
图考外，其余均相同。②）秦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B$CDE9FG '56H7IJKLMIN

张忠尚主编。２００１
年６( 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分
TUV'WXYZXYN[
OPQRIN$##" S
上、下卷。除设凡例、序、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共
#\)&N <]^_\`\ab\cde\fgB$h

版社出版。除设凡例、序、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共
YZXYN <]^_A`AabAcdeAfgB$h
设行政建置，自然地理，土地，人口，中国共产党清
]Çij$mnop$uo$'q$(h?
水地方组织，政权，政协
、党派 、群团，军事，政法，
zoÊvw$$AA$d$$
民政、扶贫，劳动、人事，农牧业，林业，水利电力，
WAxy$A'd$x{}$y}$zz{|$
工业，乡镇企业，商贸，交通运输，邮政电信，财政
|}$¢}}$$~~${$
税务，金融保险，城建环保，经济管理，广播电视，
$$i $ p${$

设建置区划，自然地理，人口，教育，科学技术，农
]ijkl$mnop$!q$rs$tuvw$x
林水牧，工业交通，商贸，综合经济管理，财税，金
yz{$|}~$$ p$$

rs$tuvw$+A s$*+$$Z
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艺文，医药卫生，社

融，城乡建设，中国共产党，政权政协，党派群团，
$i]$(h$$$
政法，民政，劳动人事，军事，文化，文物，大地湾文
$W$'d$d$+$+"$co+
化，医疗卫生，体育，民俗宗教，人物，乡镇，共
２７
$$ s$W¡3r$'"$¢$h $)

节三个层次，以先自然、后社会，先政治、后经济为
¥ú¨©$£ómnA²ZM$óA² §

编，编下以章、节、目、子目为层次，计
２００ «¬N
万字。为
I$I)£¤\¥\;\¦;§¨©$ª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秦安通志，下
('Wh®¯°±²³%´µ567$)
限断至
¶·¸１９８９
"!*!年，概述、大事记、人物、附录、中国共
S$ab\cde\'"\fg\(h

产党、政权政协等部分内容断至
年。与其他志
\¹µ[º»·¸ １９９８
"!!* SN
0C¼7
书不同的是将乡镇列入了篇目并进行了单独记述。
½¾F³¿À¢ÁÂÃÄ;ÅÆÇÃÈÉebG
《秦安县志稿》
&'()*+, 地方志书。民国高秉衡纂修。
oÊ7½G WËÌÍJÎG

M$'"$h %"
D«¬N §ÄA¤A
会，人物，共
３１ Ä$ª
篇，计"&#
１４０余万字。结构为篇、章、
"!!# S$abA
`ÁN ,¶d"à$)１９９０年，概述、
序排列。上限追溯事物发端，下迄

大事记、人物
、党、政、军、群、团等篇延伸至 "!!!
１９９９
cdeA'"AAAAA¹Ä¸
年底。该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部清
SN 7§('Wh®¯°±²%´µ?
zH7N
水县通志。
/01)*. oÊ7½N 11fSû"($)
《伏羌县志》地方志书。①明天启七年（１６２７
年）稿本。赵守成修，叶应甲纂。共
１０卷。第
SüÔÕN ¯Î$JN h "#
&N % "１卷
&
天文志，第
２ &op7$%
卷地理志，第% ３卷食货志，第
1+7$% $
&ìí7$% & ４卷建
&i
j7$% ,５卷典礼志，第
&77$% (６ &Zæ7$%
&éê
置志，第
卷职官志，第) ７卷选举

"" &/ ãäpÔ$I©§åæçèAéêèAëz7A
１１卷。按整理稿，编次为∶官师表、选举表、山水志、
ìí7Aîo7AÁïðAñòðAóôðA²ôðA
食货志、舆地志、列女传、循吏传、先贤传、后贤传、

志，第
卷人物志，第 !９&=7$%
卷灾异志，第"#１０卷杂述
7$% *８ &'"7$%
&[b
7N _ ¡$[¢p$H£±¤¥N âU¦H§
志。体例严谨，分类合理，但失之太简。现甘谷县档
®$Ú "2,
&N 3&'øù
¨©ª«§¬Õ$" 册，保留
案馆所藏为手抄本，１
１￣５卷。②康熙二十
(û"(*) SüÕN¯+°JÎN§4c?´@78A
六（１６８７年）抄本。汪文煜纂修。为《大清一统志》提

õöðAP¥ð/
孝义传、忠节传。

BCD³æ±Ü±½Nh $( ;$") 页。内容非常
²Nº»³´
供资料的官辑应征之书。共２６目，１７

7¯±²$ÏÐÑÒÓÇ$£ÔÕÖ×ØÙÚÛG
志成之后，因故未能刊行，以稿本形式私家留存。
"!*!年秦安征集眷印，内部发行。原为１４
S56ÜÝÞß$ºµàÇ/ á§ "& 卷，现存
&$âÛ
１９８９

《清水县志》地方志书。①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
&-")*. oÊ7½/ +«÷øùúSû",!,
¹
º.»¼
¹
£.½$
¥µ$¶5AôA*+¹;·¸
简略，名宦、乡贤、艺文等目都注＂无考＂或＂失考＂，
£±¾¿N
ÔÕ«ÀÁ-½©$UVÂ-½©LÃ
失之草率。稿本藏北京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有胶
六年（１６８７年）刻本。刘俊声修，张桂芳
、雍山鸣纂。
(Sû"(*) Sü)ÕN *+,Î$O-.A/ë0JN
&Ä8ÕN4RSùÅSû")&! 年）刻本。巩建丰纂
Sü)ÕNÆiÇJ
卷复制本。③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
共
h １２卷
"$ & ６０目，第１卷天文纪，第２卷地理纪，第３
(# ;$% " &1+2$% $ &op2$% %
ÎN
h
"$
&
(%
;N
%
"
&1+7$%
$ &op7$
修。共 １２卷 ６３目。第１卷天文志，第２卷地理志，
年）知县辛金倡导，王济众纂修，已佚。②康熙二十
SüýHþÿ!$" #JÎ$$%N -&'øù

卷建置纪，第
&ij2$% &４卷贡赋纪，第５卷宦迹纪，第
&342$% , &562$% (６卷
&

% &ij7$% ４卷赋役志，第
& &4È7$% ,５卷典礼志，第
&77$% (６
第%３卷建置志，第

选举纪，第
７卷礼制纪，第
éê2$% )
&782$% *８卷兵戎纪，第
&9:2$% !９卷边
&;

卷秩官志，第
&Éæ7$% )７卷选举志，第８卷名宦志，第
&éê7$% * &¶57$% !９卷
&
乡贤志，第
１０卷列女志，第１１卷艺文志，第
１２ &
卷
ô7$% "#
&Áï7$% "" &*+7$% "$

防纪，第
１１卷人物纪，第
１２ &*
卷艺
<2$% １０卷灾祥纪，第
"# &=>2$% ""
&'"2$% "$
文纪。和其他为《大清一统志》提供资料的志书相
+2N ®C¼§4c?´@78ABCD³7½9
:$ÄEFc$ _F>Gä$HIJd³.KL
比，篇幅更大，体例更加完整，但就史事的考证有
MNOP±QN.RS(ùSû")!, Sü)ÕNTU
许多偏颇之处。③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年）刻本。朱超

捭国传附。分类明晰，记事博而不繁，简而能赅。④
ÊðfN [¢Ë$edÌÍ¾Î$¥ÍÒÏN 5
RSúùÐSû"))" Sü)ÕN ÑÒÎ$ÓJN "&
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１年）刻本。周铣修，叶芝纂。１４
& ７０目。第１卷天文志，第２卷地理志，第
)# ;N % " &1+7$% $ &op7$% %３卷建
&i
卷

JÎN [１６
"( 卷，第１卷星野，第２卷山川，第
&$% " &VW$% $ &ëX$% %３卷
&
j7$% &４卷官师志，第
&æç7$% ,５卷田赋志，第
&Ô47$% ( ６卷典礼
&7
纂修。分
置志，第
ij$% &４卷风俗，第５卷贡赋，第６卷礼制，第７
&Y¡$% , &34$% ( &78$% )
7$% ) &'"7$% * &¶57$% ! &ô7$
建置，第
志，第７卷人物志，第８卷名宦志，第９卷乡贤志，
&56$% ８卷人物，第
* &'"$% !９卷职官，第
&Zæ$% "#
&éê$
"# &Áï7$% １１卷流寓志，第
"" &ÕÖ7$% １２
"$ 卷艺文志，
&*+7$
卷宦迹，第
１０卷选举，
第%１０卷列女志，第

第%１１"" 卷灾祥，第
１２卷兵戎，第
卷武备，第 "&
１４
&=>$% "$
&9:$% １３
"% &?@$%
&*+$% １５
", &[e$%
&\]N [;^4&'
卷艺文，第
卷杂记，第"(１６卷补遗。分目较《康熙
县志》为细，山川建置、人物籍贯方面时有错误。④
H78§_$ëXijA'"`aÊbcLdeN /

第%１３
"% 卷祥异志。基本上沿袭了巩建丰《伏羌县志》
&>7N ×Õ,ØÙÃÆiÇ4ÚÛH78

民国三十七年（１３４８
WúùfSû"%&* 年）石印本。刘福祥、杨贻书
SügßÕN *h>Aij½

修，王凤翼、王耿光纂。分１２卷
Î$"klA"mnJN [ "$ & ７４
)& 目，第
;$% " １卷舆
&î

年）刻本。侯新严修，方承宣、原干臣纂。分６卷
４０
Sü)ÕN ÜÝ Î$ÊÞßAáàáJN [ ( & &#
余目，第１卷天文志，第
卷地理志，第% ３卷官师
D;$% " &1+7$% ２$ &op7$%
&æç

地，第
o$% $２卷建置志，第
&ij7$% %３卷民族志，第
&Wo7$% &４卷民政志，
&W7$

志，第
7$% &４卷事实志，第
&dâ7$% ,５卷科第志，第６卷艺文志。
&t%7$% ( &*+7N

第%５卷财赋志，第
, &47$% (６卷教育志，第７卷军政志，第
&rs7$% ) &7$% *８
&~7$% ９卷职官志，第
! &Zæ7$% １０
"# 卷选举志，第
&éê7$% ""
卷交通志，第
１１
&'"7$% "$
&*+7N 0?zHoÊ7IJ
卷人物志，第
１２卷艺文志。⑤清水县地方志编纂

因编纂仅用了６个月的时间，缺憾在所难免。但辑
ÏIJãäÃ ( T³cå$æçèªéêN H±
Â³´ë+ìCD$íCîKN
入的一些文献资料，可资参证。
/34)*+. oÊ7½N"!(& 年稿本。安履
SÔÕN6ï
《甘谷县志稿》地方志书。１９６４

委员会编。马健虎主编。２００１年
月陕西人民出
"# Tst'WX
KLMIN pqrRIN $##" S １０

& *#
% " &î
>ðÔ$ñòóIJN h "#
祥撰稿，贾鸿奎编纂。共
１０卷
８０N;N
多目。第１卷舆

³$µ[CDLª\±N
的结构，部分资料有所补辑。
&201)*. oÊ7½N Fù´Sû"*)$
《续伏羌县志》地方志书。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 !"# !
－３４６－

"
文! 化

地，第
!"# !２卷食货，第３卷建置志，第
$%&"# " $'()"#４# 卷礼俗，第
$*+"# $５
卷职官，第６卷教育，第７卷人物，第８卷艺文，第
$,-"# % $./"# & $01"# ' $23"#
９卷灾异，第
( $45"#１０卷兵防。下限止于
)* $678 9:;<１９４９
)(#( 年，所辑资
=">?@
料均为民国以前。因无条件付印，一直以稿本形式
ABCDEFG8 HIJKLMNOPFQRST
UVW
留存。

文。舆地卷增加新续＂宁远八景＂，官师、选举、人物
3W ß!$¿Ç

XYE -ïqðñq01

各卷均增加乾隆元年至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
$B=ÈÐÑ=Ò)&%*年）的
=Ó±
-.W
内容。

《宁远县志补阙》
地方志书。清道光十五年
#)*&'./( !X)YW
AÐÑ=
=ÓÔRW  W
Ò)'"$ 年）刻本。苏得坡补。
（１８３５

《甘谷县志》地方志书。甘肃省甘谷县志编
#$%&'( !X)Y8 Z[\Z]^)_

《武山县志》
+01&'( 地方志书。①抄本。由民国原甘
!X)YW .¡RW FDE¢Z

纂委员会编。主编杜松奇。１９９９
年５$ hiEjck
月中国社会出
`abc_Wd_efgW)((( =
版社出版。除设凡例、序、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共
ljklW mnopqrqstquvwqxyzN{

[\./££¤¥0N¦Éd`W n１１卷、３０
)) $q"* ©
肃省教育厅厅长邑人李克明主纂。设
余
ØW $ )人物设乡贤、耆旧、孝友、仁施、忠义、隐
01nsqq§q¨©qª qó
目。卷１

设行政建置，自然地理，人口，农业，工业，交通、邮
n|}'(N~!N0NNN q
电，商贸，经济管理，财税、审计，金融，城建环保，
NNNqNN'N
党派群团，政权、政协，政法，民政，劳动人事，军
N}q}N}ND}N0v ¡
事，文化、体育，教育、科技，卫生，社会，艺文，人
v 3¢q£/ ./q¤¥ ¦§ jc 23 0
_  )**
£p«¬stqq)q
1 !" 编，计
物，２３
１００ ¨©ª8
万余字。体例采取概述、纪、志、

逸、烈女（附节烈）８
目；卷２舆地设山、川、洞、古
! ß!nèqéq¬qê
ôq«Òx¹Ó' ØÞ$
迹、寺观、陵墓
ØÞ$３" 建置设城郭、街市、公署、
'(nqc®qefq
ëq`aq %６目；卷

学署、里镇、桥梁、堤、河渠、邮递等
１２ ØÞ$
目；卷 #４ ²
田
Ýfq¯°qijq±q;lqm+ )!
赋，卷５物产，卷６礼俗，卷７灾异，卷８兵事，卷９
p $ $ 1í $ % *+ $ & 45 $ ' 6v $ (

官师，卷
１１23W
艺文。完成
-ï $ １０学校（附选举、官职），卷
)* ÝgÒxðñq-,Ó $ ))
\Ê

传、图、表、录的形式，以专志为主体，图表随附，结
®q¯q°qy±ST F²)Cd£ ¯°³x ´

后未能印刷发行。关注民生问题，不用星野之说，
K³´Mµ¶|W ·¸D§¹º »¼àá9½

构分编
、章、节三个层次。上限自新石器时代，下迄
µ¶·q¸q¹º»¼½8
¾:~¿ÀÁÂÃ 9Ä
１９８９
)('(年，大事记、名人录延续至１９９６
= uvwqÅ0yÆÇÈ )((% 年。
=W
《宁远县志》地方志书。①明成化年间王璠
#)*&'( !X)YW +ÉÊ¢=ËÌ!
纂，已佚。②明万历十五年（１５８７
年）刻本。邹浩主
` ÍÎW ,É¨ÏÐÑ=Ò)$'& =ÓÔR8
ÕÖd
×8 {¶ $ $
Ø8 $ )图像设县境图、县城图、
¯Ùn^Ú¯q^¯q
修。共分５卷
３１")目。卷１
ß!nàáqâãqä
^Û¯qÜÝ¯
县治图
、庙学图 ４# ØÞ$
目；卷 ２! 舆地设星野
、疆域、沿

对人物善恶并述，重视教育、卫生。将学校单列一
¾01¿ÀÁt QÂ./q¦§W ÃÝgÄÅO
章，是一部体例完备、观点新颖、比较翔实的志书。
¸ 2OÆ£p\oqaÇ¿ÈqV[ÉÊ±)YW
②武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李恰主编。２００２
年
/3è^!X)·`abc·WNËd·W!**! =
１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除设凡例、序、概述、大
) hÌÍ0DkljklW mnopqrqstqu
vwqxyz {n'( ~! 0 iE{
事记、附录外，共设建置，自然地理，人口，中国共

革、建置、水利、山川、古迹、风俗、物产、形胜
１０
åq'(qæçqèéqêëqì+q1íqS î )*
ØÞ$３" 人物设官师、选举、节妇、隐逸、仙释
01n-ïqðñq¹òqóôqõö $５目；
ØÞ
目；卷
}vn÷øq0ùq!úqûqüqýþq卷$４#政事设议制、人户
、地粮、课税、匠 、站役、官
骡、银差、力差
、灾异等 ))
１１ØÞ$
目；卷 $５23n%wq&
艺文设碑记、诗
ÿq!"q#"q45$

} 0v  ÐÑÒ æçÓ 
政，劳动人事，农业，林业畜牧，水利电力，工业，交
     'n ./
通，邮电，商贸，经济管理，财税金融，建设，教育，
¤¥ 3¢q£/ ÔÕq¦§ D+Ö. X_ 0
科技，文化、体育，医药、卫生，民俗宗教，方言，人
物，艺文，共２９编。上限自武山有史以来，下限至
1 23 { !( ·W ¾:~3è,4F× 9:È

赋２目。现存本残缺，星野、疆域、建置、节妇、隐
' ! ØW (VR)* àáqâãq'(q¹òqó

１９８９
２０００
)('( 年，对个别事项略作下延，人物延续至
= ¾»ØvÙÚÛ9Æ 01ÆÇÈ !***

D
í }q}  ¡vqeÎqÏ
产党，政权、政协，党派群团，军事
、公安、司法，民

逸、仙释等有目无内容，官师、仪制等缺内容。甘肃
ôqõö+,ØI-. -ïq/ø+*-.W Z[

=W ¶ÜAÝ -.ÞßW Cià0D{áEÊâ
年。分类清晰，内容丰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省图书馆有胶卷本。是武山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志
\¯Y0,1$RW 23èÏ4¾56±O7) 之后武山第一部县志。
9K3è#OÆ^)W

书，开武山修志之先河，今北京图书馆仅存残本。
Y 83è×)9:; <=>¯Y0?V@RW
-ABCÔRW BCDÐE=Ò)&*( 年）由知县冯
=ÓFG^H
③清康熙刻本。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

同宪主修，后经进士李樟审正重编，三易其稿而
IJd× KLMNOPQ· ºRSQT
ÊW U£p¾VÉ¨Ï=Ë·×±WXY^)Z[
成。从体例上比明万历年间编修的《宁远县志》较
C\]Þn % $
Ø ^,rqp_W $ ) ß!,
为完备；设６卷
４０#*目，并有序、例言。卷１
舆地有

星野、沿革、疆域、山川（附形胜）、风俗、物产、古迹
àáqäåqâãqèéÒxSîÓqì+q1íqêë
Òx`aÓ& ØÞ$
ÒxcdÓqefqÝ
（附寺观）７
目；卷 !２ '(,b
建置有城郭（附街坊）、公署、学

《武山旧志丛编》
地方志书。武山县地方志
+012'34( !X)YW
3è^!X)
办公室主编。共收录了明万历年间的《宁远县志》、
ãeäd·W {åyæÉ¨Ï=Ë±WXY^)Zq
ABC=Ë±WXY^)Zq=Ë±WXY^)
清康熙年间的《宁远县志》、乾隆年间的《宁远县志
ÇÚZçDEÂè±W3è^)QZ+ #４部志书，记
Æ)Y w
续略》及民国时期的《武山县志稿》等
yæ3è^éÏ4¤;iSÊ±êë!ãëìq
录了武山县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独特地域特征、
Ï4äåqèé·íq0vîïqD+1íq}v3
历史沿革、山川关隘、人事嬗变、民俗物产、政事文

¢+W
化等。

校、庙祠、桥梁、河渠、邮递、守备等
２０ ØÞ$
目；卷 "３ }
政
gqÜhqijqklqmqno+ !*

+56789:;&'< !X)YW
ðñé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志》
地方志书。张家川

事有户口、赋役、课税、公式、祀曲、乡仪、灾祥等
v,ùqpþqûqeTqqrqs/q4t+ &７
ØÞ$４官师有知县、县丞、典史、教谕、训导、宦迹
# -ï,G^q^uqv4q.wqxyqzë
目；卷

òó~Û^!X)·`abc·W ÎôDd·W
回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耀民主编。

% ØÞ$
ðñ,{|qLMqñ0Òx3ñÓq}Mq
６目；卷
５ $选举有荐辟、进士、举人（附武举）、贡士、

õ１５８
)$'章，４８５
¸ #'$ ¹
¾ö
stquvwqxyz{３１")篇
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共
节，上溯

例监等
６ %人物有乡贤（附陵墓）、耆旧、孝
p~+６目；卷
% ØÞ$
01,sÒxÓqq
义、节烈、仙释、艺文６目。体例完整、文笔生动分
q¹qõöq23 % ØW £p\q3§¶
上下两册，民间存有刻本。
¾9 DËV,ÔRW

远古，下止
１９８９ =
年，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有史以
Yê 9; )('(
Cðñéòó~Û^,4F
来的首部县志。详细记载了张家川的建制沿革、自
×±÷Æ^)W øùwúæðñé±'øäåq~
然资源、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变
@ûq}Ûqq¡vq3¢+Xü±Ï4ï

《宁远县志续略》地方志书。乾隆二十七年
+)*&',-( !X)YW Ð=
Ò)&%! =ÓÔRW ã× <`W { ' $W #
（１７６２年）刻本。胡奠域修，于缵周纂。共８卷。第
) $3q#２! 卷舆地、第
$ß!q# "３卷建置、第
$'(q# #４卷政事、
$}vq
１卷天文、第

化，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风貌。２００１年１月获甘肃
¢ ýk!XëþÿÂÃì!W !**) = ) h"Z[
= )*
\##jc¤Ý$%Ê&' !*** 年
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２０００
１０ h"Z
月获甘
[\!X4)$%Ê&O+(W
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１９９９
１２ hZ[0DkljklW
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６０
万字。除
)((( 年
= )!
)%* ¨ªW
m

第#５$ 卷官师、第
、第& ７卷人物、第
$-ïq# %６卷选举
$ðñq#
$01q# '８卷艺
$2

!
!－
－３４７
!"#

天水大辞典
!"#$%

２００５
期形成
0,,' 年又停刊。从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Õ)$% 2 *""+.0,,' 年共出版
*0+, '５ 3N

& 刊
'
期

第二卷。２００６
年１月正式复刊并成立编委会，每年
* t456$ØNO78PX/*
ÿ×-% 0,,+ *
出版１卷
+, * -４$ 期。主要栏目设有教学研究、教学改
% b¿À93qr< 93y

!()*" 季刊。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
#$% &'()*+!"#$年）创刊。
*,-$%
《新时代》

由在北京求学的天水籍学生葛霁云、吴鸿宾、张澄
./01234567389:;<=>?<@A

革£<3³:<Ê3;<K¿À%
、学术科普、文学真趣等栏目。
9ABC'" %&Ùkâãde=>
《秦风谜刊》
不定期内部交流地方群众艺术

之、张雅韶、王承舜、岳跻山等
LMNO456
B<@CD<EFG<HIJK #%２０余人成立的天水

刊物。天水市工人文化宫、天水市职工灯谜协会主
$R% 56?jMÊÑ@<56?AjBCDPb

学会创办的刊物。除刊发北京各校外，还寄回天水
3P-Q4$R% S$T01UVWXYZ[56

Q% 10 开本。１９８８年７月
% *")) * & t１２*0日创刊。
(-$%
办。３２

\TX]^_`abc%
散发，宣传马克思主义。

9!"DE2F4 %&Ùkâã$R%
5
《天水粮食工作》
不定期内部交流刊物。天

《凿岩机械气动工具》
地方行业季刊。机械
+,-./01234 defg#$%
hi

工业部天水凿岩机械气动工具研究所主办。１９７５
jgk56lmhinojpqrsbQ% !"&'
年*９月创刊。原名《凿岩机械与风动工具》，１９８９
年
" t-$% uv!lmhiwxojp"X(")" *
改现名。为我国凿岩机械气动工具行业唯一公开
yzv% {|'lmhinojpfg}~
发行的应用技术类期刊。１６
%blmh
Tf4 $%*+ 开本。主要报道凿岩机

械与气动工具两大工业产品的设计制造、使用维
iwnojpjg4< 
修和试验研究等方面的成果，与本行业有关的新
qrKe4NX wfg4

工艺
、新材料、新设备及技术改造
、革新挖潜、节
j<
<¡¢y<£¤¥<¦
能、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的经验和成就，有关学术
§<¨©ª«¬Ke4ªN®X3
讨论、技术讲座和科技考察报告，有关本行业的技
¯°<±²³´µ¶Xfg4
术发展动向和趋势的专题综述等。主要栏目有产
T·o¸¹º4»¼½¾K% b¿À
ÁÂ<»¼½¾<Ãqr<j¡<
品结构设计、专题综述、实验研究、工艺设备、使用
<Ä¼Å¯<»¼±²K% *""+ *ÆÇ{È'
维修、问题探讨、专题讲座等。１９９６
年入选为全国
ÉÊËÌ$%
中文核心期刊。
+50617184 de³$%
56Í
《电气传动自动化》
地方科技期刊。天水电
n^oqrsbQ%
*"&'
*
+
t-$%
uv
!Î0
气传动研究所主办。１９７５年 ６月创刊。原名《西北

水市粮食局和天水市粮食经济协会主办。１９８９
年
6?EFG56?EFª«DPbQ% *")" *
１０月２０日创刊。１６
*, t 0, (-$% *+开本。１９９３年１月停刊。栏目
% *""1 * * t)$% ¿À
设置为领导讲话、廉政篇
、粮油购销、体制改革、经
î{HI±J<KLM<ENOP<Qy£<ª
营管理、粮油工作、粮油食品、粮油史话、粮油科
RèÝ<ENjä<ENF<ENSJ<EN³
<TUP<ENVè<³àáK%
技、财务会计、粮油保管、科技信息等。
9GHIJ4 %&Ùkâã³#$%
5
《科技先导》
不定期内部交流科技季刊。天
水市科委主办。原为创刊于
年的《天水科
6?³8bQ% u{-$W １９７５
*"&' *4
!56³
技》，１６
开本。１９８８年《天水科技》因故停刊，１９９０
"X*+ %
*")) *!56³"XY)$X*"",
年复刊，改名为《科技先导》。栏目有科教兴市、大
*6$Xyv{!³ZI"% ¿À³9[?<
科技、专家论坛、软科学、研究与建设、民营科技、
³<»"°\<]³3<qrw^<&R³<
_å$¾<`abc<³de<³fgM<$É<
记者评述、热点透视、科技英才、科界凡人、刊中报、
³:5d<hiYj<kP°\<Ðl³3°\<m
科普天地、羲皇故里、社会论坛、自然科学论坛、读
ånK%
者桥等。
9!"<'4 oV$%
É'0o56?
《天水学刊》
党校期刊。中国共产党天水市
*")& *4!56?8oV
8bQ% pq{-QW １９８７年的《天水市委党校
委主办。前身为创办于
V$"X*+ X#$%*""& *y{Út$%*")" *
校刊》，１６开本，季刊。１９９７年改为双月刊。１９８９年

电气传动》，１９８４年分为《电气传动自动化》《电气
Ín^o"X*")$ *Ï{ !Ín^oÐoÑ"
!Ín

rv!563$"% b¿ÀÝ°Å¯<stü
更名《天水学刊》。主要栏目有理论探讨、决策参

自动化译丛》两个刊物，季刊，１９９０
年又合二为一，
ÐoÑÒÓ"Ô$RX#$X*"", *ÕÖ×{~X

考、热点透视、党的建设、调查与思考
、民主与法
´<`abc<o4^<æuwa´<&bwv

改现名并改为季刊，１９９２
yzvØy{#$X*""# 年５
* ' 月国内外公开发行。
t'ÙWTf%

制、文史园地、教育研究、工作研究等。２００６
月
<ÊSwd<9xqr<jäqrK% 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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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全国高校社科信息资料研究会评选为＂全国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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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２０００年７月改为双月刊，１６
#%%% * & ty{Út$X*+ 开本。为电气传动与
% {Ín^ow
自动化专业技术期刊，主要刊登国内外电气传动
ÐoÑ»g$X b$Û'ÙWÍn^o

与控制理论在各行各业中的实际应用，报道电气
wÜÝ°/UfUgÉ4ÃÞX Ín
传动与自动化专业发展的动态信息，交流电气工
^owÐoÑ»gT·4oßàáX âãÍ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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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调试、维护与管理经验，反映电控系统装置
K% b¿ÀÍn^owÐoÑ½
新产品等。主要栏目有电气传动与自动化技术综
¾<âïã^o<ÜÝ°w<ÍÜëì
述、交直流传动技术、控制理论与技术
、电控系统
wíî<wð<ðh<ñh
与装置设计、设计与计算、计算机技术应用、微机

|Ù$}%
强内刊＂。

《天水教育》
9!"KL4 内部期刊。天水市教育局主办。
Ùk$% 56?9xGbQ%
*"", * $ t-$X*+开本，半年刊。１９９１年改为季
X~*$% *""* *y{#
１９９０年４月创刊，１６
$% b¿Àxqr<bB<9x°\<
刊。主要栏目有德育研究、班主任之友、教育论坛、
9xSJK%
教育史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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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志通讯》
不定期地方志内部交流期
$%56?de78 PQbQ%*")+ *
刊。天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办。１９８６
年

与w ＰＬＣ
-$%*+ %b¿ÀÊÇÛ<?<°
-./ 技术应用、国内外技术信息与动态、企业信
<'ÙWàáwoß<ògà
创刊。１６
开本。主要栏目有文件选登、市志要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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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转载、修志动态、修志园地、领导讲话、工作研
息之窗等。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４年两次被甘肃省科技厅
r<v<deS <56M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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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参加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的评选。
究、名胜古迹、地方史料、天水人物、志稿评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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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学会会刊》 不定期内部学术交流行业 １９９２ 年停刊ｌ。
《天水文学》
+!"Q<> 文学季刊。天水市文联主办。１９８８
Ê3#$% 56?ÊbQ% *"))
年创刊，１９９２年更名《花雨》。１６
开本。２０１０年
１０
*-$X*""0 *rv!"% *+ %
0,*, * *,
《天水农校校刊》不定期内部交流刊物。天
月又改为《天水文学》。主要刊登长
、中、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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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VbQ% *")& 年创刊并出版第一卷１
*-$Ø+,ÿ~- *期，１６
X*+
水农校主办。１９８７
散文、诗歌、纪实类文学、报告文学
、人物传记、文
Ý°<Ò ä<<v<< Kä%
X*")).*""' *)$%
*""+.*""" */*+
开本，１９８８—１９９５
年停刊。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年每年出 艺理论、翻译类作品、美术、书法、音乐、篆刻等作品。
+RSTU> 文艺季刊。天水市文联
Ê#$% 56?Ê<56?
, * %0,,,.0,,1 *0+, * Ö1%0,,$.
版１期。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共出版１期合订本。２００４—
《西部歌声》
、天水市
刊物。天水公路学会主办。１９８２年创刊，１６
$R% 56'3PbQ% *")0 *-$X*+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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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日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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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家协会主办。１９８７年创刊。１６
开本。原名为
!"#$%&'( !"#$ )*+( %& ,-(
./0 科学应用研究等栏目；同时开辟了敦煌学、西北史
ghlmGHK<=õno,pqrshAÄtj
《新歌试唱》，１９８８
年更现名。主要栏目有歌曲新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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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带钢琴伴奏歌曲、音乐研究、音乐创作、音乐
@ABCDEF3?A!"GHA!"*@A!"
家、词苑等，以发表创作歌曲为主。１９９６年２
#AIJK7LMN*@3?0&: %""& ) ( 月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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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宣传》理论刊物。中共天水市委宣传
#$%&'( QR+S: TUVWXYZ[

地、陇右文化研究、杜甫陇右诗、西部开发论坛等
¦AuàmnGHAvwuàxAÄ\,MRK
特色栏目。在突出师范院校学报＂师范性、学术性、
Z<=: yzC>{@=hÀ
|
>?}AhÂ}A
地方性＂特色的基础上，既立足西北又依托本院学
¦w}~ZdkR7Ät-@h
术优势，既立足师范教育又注重学术创新，以实现
Â´ 7>{¤XhÂ*27LN9

部主办。１９８９
日创刊。以坚持贴近群众
\&': %"'" 年８
) '月
O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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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刊宗旨，坚持宣传科学理论、弘扬先进文化、
d'+ef7^_Z[ghQRAijklmnA

学术与教学、科研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历史文化
hÂ¡¤hAgG¡D%rMvAijmn
研究与西部开发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学报的服
GH¡Ä\,Md>ÅÆ7 óMhÀdy

交流工作经验、推动创新发展的办刊方针，服务市
opq@rsAtu*2Mvd'+wx7yzX

zË7q+SuàAzCÄ\A
务功能，初步形成了刊物立足陇右、突出西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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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国的广阔学术视野和＂做西部文章，办陇上名
,-: ,*%% )7
0O+: < 刊＂的个性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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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开本。２０１１
年，改版升级为四色彩印双月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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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102( D%ghQRO
目有要文要论、工作部署、关中—天水经济区论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理论双月
坛、宣传聚焦、基层看点、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文化
刊。天水市行政学院主办。２０００年创刊，办刊宗旨
AZ[AAhA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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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调查研究、交流与探索
、科教园地 、阅读参 是宣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
A GHAop¡¢£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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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和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全市三个文明建设。
Y{X|}dT~q@7yzXm:

考、政工之页
、宣传动态、天河流韵等。先后被评为
ªA|q«¬AZ[uAV®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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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市优秀党刊、全国城市优秀宣传刊物。
³¦X´µ+A³¶X´µZ[+S:
《天水中医》
地方医学年刊。天水市中医研
#$%)*( ¦w·h)+:
VWXT·G
究所、天水市中医学会主办。１９８６
H¸AVWXT·h%&': %"'& 年创刊，前身为
)*+7¹º0
《中医通讯》，１６
开本。主要栏目有老中医经验、临
1T·»¼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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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报道、学术探讨、中西医结合、医案医话、针灸、
ÊË¡ÌÍATÎwÏAT·ÐÑK( %""+ )8/
气功与养生、中药方剂、中医未来等。１９９３
年更名

|î7GH¢£&A¤¥¦§¨A©ª«QR7¢
政策，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探
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研
Ã>T³ZD%&QR{N¬®7G
究和探讨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探讨改革开放和
H{¢Ã¯³´µd[°mn7 ¢Ã ò,±{
经济建设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西部、甘肃、天水
rd²A³®7GHÄ\A´µAVW

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弘扬天水历史文化名
r{D%Mv®7 ijVWijmn/
城的人文精神
、发掘整理其文化、历史、艺术诸方
¶d`mOPAM¶úQ6mnAijA·Â¸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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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刊物。创刊于１９８１年５月。铅字油印，旬刊，

¹`ºd»¼: K１６
%& 开。国内外公开发行。主要
,: ³ÕäJ,Mè: &;
面对人类的贡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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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有政治学研究、哲学研究、经济研究、行政管
QA¾hGHA¤XGHAVWmnA¿{ÀD%:
理、法学研究、教育研究、天水文化、构建和谐社会。
+67893 不定期内部交流诗歌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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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滨吟草》

每期
１３０ á:
份。每
１０天发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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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左右，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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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
月创刊。天水诗社编辑。１９８７
%"'.年
) １２
%, O*+:
VWxDÁë: %"'$年，在原
)7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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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中医》。

《天水物价》
天水市物价委员会创办的内部
+$%,-( VWXSÓYÔ%*'dÕ\

另外还不定期发行外信专辑。主要栏目有；价格政
ãäåæçÞMèäéêë: &;<=>ìÓí|

天水诗社的基础上成立了天水诗词学会，刊物由
VWxDdkRqVWxIh%7 +SÂ

策规定，包括理论研究，价格改革，调查分析；价格
îïç7ðñQRGH7Óí ò7 óôõÓí

诗词学会主办。３２
xIh%&': +, 开本。第四期起改油印为铅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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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包括市场行情，价格预测，价格调整，商品供
u7ðñXöè÷7Óíøù7Óíú7ûüý
求，简讯，快讯；价格管理，包括管理经验介绍，监
þ7ÿ¼7!¼õÓí"Q7ðñ"Qrs#$7%
督检查，违纪通报；价格常识，包括产品介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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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５辑栏目设置因人系诗，没有固定栏目。１９９０年
¹ - ë<=ÅÆ`Çx7È>Éç<=: %""* )
第
、城乡风貌、江山多娇、
Ã６& 辑起开始设置盛世心声
ëÄ,ÊÅËÌ~ÍA¶ÎÏAÐÑÒÓA
盛世见微、吟物寄怀、百啭千声、怀人悼亡、会外来
ËÌÔÕAÖS×ØASÙÚÍAØ`ÛÜA%äÑ

知识等。为当地行政事业单位
、企业以及其他省市
.+K: 0/¦è|0123A41L5678X
Óí&9\:;ýÓíé<yz: %""% )P+:
区价格主管部门提供价格信息服务。１９９１年停刊。

鸿、楹联创作、诗海一勺、新诗园地等固定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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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灯谜》
不定期内部交流刊物。天水市
mnâ{VWXãäh%Æ': %"'% )*+: +,
文化馆和天水市灯谜学会合办。１９８１年创刊。３２
,-: ÕåL*@ãä0&:
开本。内容以创作灯谜为主。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双月校刊。天水师范
#$%./01023 O=+: VW>?
h@&': *+Ø %"'% )76¹ºAÒ¤hGH6:
学院主办。创刊于１９８１年，其前身是《教学研究》。
B)UC+ . Þ: /"'+ )7 8/0 ÒVW>êh
两年共出刊４期。１９８３年，更名为《天水师专学
À6:
%""* )L¹7LD%ghmE0&7F+GH
报》。１９９０
年以前，以社会科学文章为主，兼刊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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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ghmE: %""* )°7óD%ghAGHgh:
科学文章。１９９０年后，分社会科学版、自然科学版。
%""+ 年改季刊。２０００
) I+: ,***年
) １１月，改名《天水师范学
%% O7 /ÒVW>?h
１９９３
@hÀ67³ÕäJ,Mè: K %&
D%gh
院学报》，国内外公开发行。大
１６ ,:
开。社会科学版

ØæçèKé: %"-' 年
) &６月，中共天水
O7TUVW
于秦州区建设路广电大厦。１９５８

每年
期，自然科学每年,２期。遵循科学求实的精
Ý) ４. Þ7GHghÝ)
Þ: LMghþNdO

)7VW
¦YVWêê01½Që: %"&"年，天水
地委成立天水专区广播事业管理站。１９６９

$%?@ABCBDE 政府工作部门。位
|}q@\:: 3
天水市广播电影电视局

神，提倡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以繁荣学术和教育事
P7;QhÂRdS#TU7LVWhÂ{¤X0

地区广播管理局成立，隶属天水地区革命委员会
¦ê½Qì7 íîVW¦òïYÔ%

17 Yl³ÕähÂop0ef: ^_0¤hy
业，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为宗旨。坚持为教学服

政治部。１９７１年
|f\: %"$% )５月，成立天水地区文化局，下设
- O7VW¦mnì7ð
天水地区广播管理站。同年
VW¦ê½Që: n)１２
%, 月，正式成立天水
O7ñòVW

务，为经济建设服务，办出特色，保证质量，促进科
z70ryz7'CZ7[\]^7Ylg
G7__2`7VWhÂ7alop7bKcd0'
研，扶持新人，繁荣学术，增进交流，扩大影响为办
+wx: &;>ehA|fhArhATäghm
刊方针。主要有哲学
、政治学、经济学、中外语言文
学、历史学
、教育学、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自然
hAijhA¤XhAGHghkQRGHAGH

地区广播管理站，隶属天水地区文化局。１９７３
年更
¦ê½Që7íîVW¦mnì: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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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天水地区广播事业管理站革命领导小组。
%"$. ) "月，天水地区广播事业管理局成立，隶属
O7VW¦ê01½Qì7íî
１９７４年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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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
天水地区行政公署。１９８１
!"#$%&'() !"#! 年７
* $ 月，更名为天水地区
+,-./!"01
广播事业局。１９８３
8 !( +9-./!"#12:
234567 %"&' 年１０月，更名为天水地区广播

电视处。１９８５
;<=7 !"&)年8７$ 月，成立天水市广播电视局，隶
+9>?!"@2:;<6AB
属天水市人民政府。２００４
8 $ 月，更名为天水市广
+G-./!"@2
C!"@DE&F7 *((+ 年７

播电影电视局。内设办公室、政工科、宣传科、计划
:;H;<67 IJK'LM&NOMPQOMRS
财务管理科
、事业管理科、电影管理科，下属单位
TUVWOM45VWOMXHVWOGYCZ[
有天水广播电视台、天水广播电视网络管理中心、
\!"23X<]M!"23X<^_VW`aM
天水广播电视报社、天水电视调频转播台、天水卫
!"23;<bcM!";<def3]M!"g

星电视地面收转站、天水监测台、天水广播电视微
h;<ijkflM!"mn]M!"2o;<p
波总站、天水广播电视培训中心、天水电影发行放
qrlM!"2o;<st`aM!";Hu%v
映公司、天水广播电视服务部等机构。
w'xM!"2oX<yUz{|}~
天水人民广播电台
!"&'()*+ 媒体机构。位于秦州区
|}~ [1
 ` %%,* ~ -""! 8 ) + !(日成立。１９９２
>?~ !""*
环城中路１１－２号。１９９１年５月１０
8 . +A!"DE2o;]!"X<]>?
年３月，天水人民广播电台、天水电视台合并成立
天水广播电视台，实行广播电视两台合一建制。
!"23X<]G %23X<]7

热线》《健康热线》《天水你早》《天水夜色》和《天水
$ÅÐ
Ï./$ÅÐ
Ï!"01Ð
Ï!"23ÐÖÏ!"

45Ð{ñ
印象》等。

天水有线电视台
!"-.*,+ 媒体机构。位于秦州区环
|}ñ [1
城中路
年 0６月筹建，年底完成前端
!!,* 号。１９９２
ñ !""* 8
+6G8÷7>Ç8
`１１－２
机房的安装调试，架设秦州区部分主干线，安装用
|9É:;ª©G<J1z×=>ÅG:;
户
多户。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天水有线电视台
? ２０００
*((( @?ñ
!"". 8 ! + ! G!"\ÅX<]
3G/ 1?QA １２
!* ²X<³´ñ
8 +４
正式开播，为城区用户传输
套电视节目。同年
!"23X<]BC!"\ÅX<]ü
月+ ２* G
日，天水广播电视台增挂天水有线电视台牌
DGBE45í ４０
+( 名，实行自收自支、企业化管
.G%ÍkÍFMG5ýV
子，增加事业编制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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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１９９４年５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批准＂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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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赫（１０
千瓦），被确定为新闻综合频率。新闻综合
23£¤¥¦23²³´Gµ3¶3f
广播、音乐文艺广播两套节目，采用录播、直播、转

有线电视台＂呼号。２００１年初，天水广播电视台实
\ÅX<]MÕñ *((! 8ÛG!"23X<]
行管理体制改革，天水有线台网络传输部分剥离，
%VWÞßG!"\Å]^_QAz×NOG
P>?!"2X^_`aG PQz×Q!"
组建成立天水广电网络中心，宣传部分并入天水
X<]Gãä!"\ÅX<]Õñ
电视台，撤销天水有线电视台呼号。
天水电视调频台
!"*,/0+ 媒体机构。位于麦积区渭
|}ñ [RS1T
南镇营房梁。１９７５
UVW9Xñ !"$) 年建成，为全额事业单位。担负
8>G/¡Y45Z[ñ Zë
着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甘肃省第一套电视节
Ý`[X<]\²³´M ]^_\²X<³
目、甘肃省第一套和第二套广播节目的转播任务。
´M]^_\²Ö\`²23³´Éf3aUñ
!"&* 8b１９８８年，承担了中央电视大学的电视课
!"&& 8GcZå`[X<deÉX<f
１９８２年至
gÖþÿúXdÉ23fgÉf3aUñ *(() 8
程和经济类电大的广播课程的转播任务。２００５
年
cZå!"X<]ÍÎÉ¯°±³´Éf3a
承担了天水电视台自办的新闻综合节目的转播任
Uñ *(($ 8BEå`[X<]\h²³´Ö`[
务。２００７年增加了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和中央
DE23X]\²³´Éf3aUG >/]^
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的转播任务，成为甘肃

播，全天分别播出
１８小时，年总播出时长为
１２４８４
¢G8r3¹/ !*+&+
3G¡!·¸3 !&

省中央广播电视节目农村无线覆盖工程在天水的
_`[23X<³´ijkÅ»¼NgÄ!"É

-"". 8１２月９日，天水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播，
-* + " G !"DE2o;]oG
１９９３年

采用调频
１１４３ 
千赫（１０
de９８．２
"&/*兆赫（１千瓦），中波
! ,`q !!+.
!(
千瓦）同时播出，每周播出
１２ ¢
小
3G 3 0６天，全天播出
!G¡!3 -*
~ *((0 8 -- + 日，天水人民广播电台音乐文
& G!"DE23X]£¤¥
时。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８
艺广播频率试播，调频
年
".1$ «! ~ *(($ 8
¦§3e¨©3Gªe９３．７兆赫（１千瓦）。２００７
+3,ªe９８．２
"&1* 兆赫（１千瓦）、中波
«! `q !!+.
５ )月正式开播，调频
１１４３

小时。２００７
年，两套广播信号覆盖天水市两区五县
¢~ *(($ 8G²23º»¼!"@1½¾

l>f3]«lmñ
骨干转播台（站）之一。

及周边地区，并通过天水广电网进行在线直播。
¿ Ài1AÁÂ!"§X^Ã%ÄÅ¶3~
天水电视台
!"*,+ 媒体机构。位于秦州区环城中
|Æ~ [1 `
路
号。前身为１９８４
 １１－２
!!,* ~
ÇÈ/ !"&+ 8年８月１日成立的天水
& + ! >?É!"
电视录像转播台，差额事业单位，设有自办节目
X<µÊf3]A ËÌ45Z[A J\ÍÎ³´

天水广播转播台
!"()1)+ 媒体机构。位于秦州区莲
|}ñ [1n
亭路豹子沟。１９７１年４月
.( r6ñ !"$+ 8
opDqñ !"$! 8 + + ３０日开始筹建。１９７４年

《天水新闻》。１９９２
年，天水广播电视台成立，为正
Ï!"¯°Ð~ !""* 8G!"23X<]>?G/
¾Ñ45Z[G%23X<]GÒ
县级事业单位，实行广播、电视两台合一建制，对
ÓÔ!"DE23X]!"X<]Õ~ !""$ 8
外以天水人民广播电台、天水电视台呼号。１９９７年
! +G!"DE23X]Ö!"X<]×JGØÍ
１月，天水人民广播电台和天水电视台分设，各自
Ù?Ú%~ *((! 8ÛGÜÝ!"23X<]VW
独立运行。２００１年初，随着天水广播电视台管理体
ÞßàáÉâGãäå!"\ÅX<]ÕG
制改革方案的实施，撤销了天水有线电视台呼号，

一套节目。１９８９
²³´ñ !"&" 年天水广播转播台正式转播中央
8!"23f3]f3`[
DE23X]\²³´Ö]^DE23X]\
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第
²³´ñ !""* 8BJ !(23
`qut| - zGf
一套节目。１９９２年增设
１０ｋＷ 中波发射机１部，转
3!"DE23X]É23³´Gu>`[M_M
播天水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形成中央、省、

æ]/!"23X<]G %!"@23X<
三台合为天水广播电视台，实行天水市广播电视

xyzðñ [1E=z &0 ñ -"&) 8
.
职能部门。位于秦州区民主东路８６号。１９８５
年３

6çèéêYÉ]¹ëìGIJ|}\Î'LM
局党委领导下的台长负责制，内设机构有办公室、

+>?ñ cZ`ó!"@è|{,Ï!",ÐÉ
月成立。承担中共天水市委机关报《天水日报》的

总编办、监管办、新闻中心、外宣办、广告部等
１６
ríÎMmVÎM¯°`aMÓPÎM2îz{ !0
个部门。设有２套电视节目（新闻综合频道、公共
ïzðñ J\ * ²X<³´¯°±eòM'ó
频道）、２
套广播节目（新闻综合广播、音乐文艺广
eòM* ²23³´
¯°±23M£¤¥¦2
播），并于２００３年７
月建成了互联网站。自办栏目
3G *((. 8 $ +>åôõ^lñ
ÍÎö´
有\２００４
*((+ 年底开播的新闻板块类品牌栏目《直播天
8÷3É¯°øùúûüö´Ï¶3!
"ÐG¥ýúö´ÏD¥!"ÐGþÿyUúûüö
水》，文化类栏目《人文天水》，经济服务类品牌栏
´Ï!"!"Ð
Ï#à$%Ð
Ï&5º'Ð{(23X
目《活力天水》《这方热土》《百业信息》等；广播电

Ï!",
í|}N~GÎ\D,Ï!",Ð
编辑出版工作，办有子报《天水晚报》《天水日报·

台的自办节目有《新闻直播间》《整点播报》《行风
Ï*+3,Ð
Ï%]ÉÍÎ³´\ Ï¯°¶3)Ð

７$ 月１
年转播台试播甘肃
+ ! 日该机正式播出。１９８８
s|3ñ !"&& 8f3]©3]^
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
DE23X]\²³´Ö`[DE23X]\

@æ²23³´Éuvw6ñ
市三套广播节目的发展格局。

天水日报社
!"234 媒体机构。中共天水市委直属
|}ñ `ó!"@è¶C

 Ðñ -""+年，办有《天水日报·周末版》和
8GÎ\Ï!", }ÐÖ
教育周刊》。１９９４

《天水日报·经济信息特刊》。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天
Ï!",þÿº' Ðñ -""& 8 - + - GÏ!

水日报》由原
４版扩版为对开。１９９９年１月１
",Ð +４开
+ }}/Òñ
-""" 8 - + Îå\D, Ï!",c!Ð
«
Ï!
日创办了第一份子报《天水日报·社会生活》（《天
",ÐÉÇÈñ *((( 8 )５月１日，《天水晚报》正
+ - GÏ!",Ð
水晚报》的前身）。２０００年
ñ *(($ 8
式出刊。２００７
年９" +Îå¯ÄÅ^
月创办了新型媒体华讯在线网
lG*((" 8
站，２００９
年投资 *(
２０ @Ò^lÃ%ÑÞG
多万元对网站进行升级改造，

!"# !－
－! ３５０

! "
文化

２０１０年
!"#" !４$ 月华讯在线网更名为天天天水网。２００９
"#$%&'()*+++,'- !%"&

一部分天水当地的社会新闻，登载一些抨击时弊
äa+,úgö 5 ¦Übcdûe

年７月开办《天水手机报》，至年底，用户已达到
年天水解放前
! ' "./0+,123456!7589:;< (３ 的讽刺文章，在当时影响较大。１９４９
fg?×5%úûChip +&$& !+,jUk

=>9万多户。

#$%&'() 文化机构。１９６０
?@2A- #&)%年，天水电
!5+,B
天水市电影公司

l¸p
夕停刊。

理站，受甘肃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和天水专区文
IF5 QRSTBCDEUVWXY+,NO?
Z[\]^_`- #&*+ !75+,abcBCPI
教卫科双重领导。１９８１年底，天水县、市电影管理

《天水民运周刊》
9B$.C3D0 地方报纸。民国二十七年
gq3rp ´m!
（１９３８年）２
月１日创刊，由天水各职业公会、同业
+ 5+,nh\WöbÌ\
+&(* !! "
公会及自由职业公会等
个团体首脑组成董事
Wöoh\Wö³ ２７
!' pqrÒstLuÛ
öp v%
á
¤yöPst5Dwqrxy5Kz
会创办。旨在＂增进会员知识，发展团体力量，并沟

站改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１９８５
７ "f+,gO
月原天水地区
Fd*BCDEUVWXe+&*, 年
!'

í*+åp ¹p $ .４版，铅印。经费每期
$ 5%p {| ３０元，
(" }5
通消息＂。周刊。４开

影发行站与电影修理站合并成立天水专区电影管
CDEFGBCHIFJKLM+,NOBCP

电影公司改为天水市电影公司。２００２
年５, "cB
月市电 由董事会筹措。
BCWXd*+,cBCWX- !""! !
uÛö~p
影公司管理职能划转到天水市广播电影电视局。
9EFA4G gq3rp
ß[./ä
CWXPIhijk<+,clmBCBnop
《西京日报》
地方报纸。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在西安出版发行的机关报。１９４９
年《西京日报》总
%C¼DE23p
*
+,-./0
gq3r*+,astu
+&$&
!¿C3Ã
《陇南觉民报》 地方报纸。为天水县知识界
编辑陈高率领部分人员和机器迁至天水，天水解
和外地读书进步学生集资筹办的天水第一份新闻
âã _äa=PY2QD6+,5 +,j
Yvgwxyz{|}~+, 
放后被军管会接收。印刷厂并入后来的《天水报》
3rp !+&!! !( "
(
U¡Pöp  K¡R¿+,3Ã
报纸。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３
月８* 5*
日创刊，初为３
日１期，从第五期起，每星期
 + 55３(期，每次一大张，每
55

期２
 !版。初由协济石印社印刷后转全义石印社印
p  ¡k¢£
刷。每期发行
６００ p
份。刊登内容
p DE３００
(""份，后增加至
5¡¤¥6 )""
¦§¨
有国外、国内和本省、本邑新闻以及评论、格言、诗
©vb§YªTbª« ¬®¯b°±b²
文等。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年）因故停刊。
?³p ´!µ+&!( !¶·¸p
*+,12340 gq3rp
´!
《陇南醒强周报》
地方报纸。民国十二年

 p
印刷厂。

《天水电讯》
月天水解
9B$HI0 地方报纸。１９４９
gq3rp +&$& 年
!８
* "+,j
放，天水地委抽调干部和天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U5 +,gäY+,cÛPPö
代表接管《陇南日报》和《西京日报》及其印刷厂，
P¿ÀÁ3ÃY¿C3Ã 5
创办《天水电讯》，以抄录报发新华社电讯为主要
¿+,B$Ã5¬3D #B$*æ
§¨5¬ûÎk&p +&,+ ! ++
"
内容，以使群众及时了解前线战况。１９５１年
１１月

!" p
¹p  $ .5º»¼
+&!( !(
（１９２３
年）３"月２０
日创刊。周刊。大４开，不定期出
p ½3¾%¿ÀÁÂ3ÃÄÅÆÇ
版。该报是在《陇南觉民报》的基础上所办的一份
3r5ÈÉYÊ°G¿ÀÁÂ34ÄªËÌ5*}
报纸，性质和风格与《陇南觉民报》基本相同，为集
资民办报纸。内容加强了评论，设学钟、新论评论
~3rp §¨¥ÍÎ®¯5Ï{Ðb ¯®¯

5¿+,3Ã5¿+,B$ÃK¿+,3Ãp
１+日，《天水报》创刊，《天水电讯》并入《天水报》。

专栏。每期首版头条必须为评论文章。新闻增加了
NÑp ÒÓÔÕÖ*®¯?×p ¤¥Î

+&,)年
! １０月
+" " ３１日停刊。
(+ ¸p
１９５６

9B$J40 地方报纸。原中国共产党天水
gq3rp fß ¡+,
《天水县报》
aæp +&,) ! ! " !日创刊。初为５日１
p * ,  +期，
5
县委主办。１９５６年２月２
(  + p *开２
. !版，后为
5 ¡* ４开
$ . ４版，铅印。
$ 5 %p
¡* ３日１期。８
后为

特约讯和陕事特载。本邑新闻专栏改为陇南纪事。
ØÙ$YÚÛØÜp ª« NÑd*ÀÁÝÛp

9B$K40 gq3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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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报》
地方报纸。中国共产党天水市

《三中月刊》地方报纸。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
*56780 gq3rp ´!+&!(

æp +&,) ! ( 月２
" ! p
¹3p * * . !
委主办。１９５６年３
日创刊。周报。初为８开２

年）１２
月１日，甘肃省立三中创办，校内专设＂三中
!+! "
+ 5RSTMÞß5à§NÏ
á
Þß
月刊编辑部＂，主编为教务长萧椒石。４
"âãäå5æâ*Zçèéêp $ 开，单面通
.5ëìí
版，石印。栏目有论说、学术、文苑、校闻、通讯、杂
5p Ñî©¯ïð{ñb?òbàbí$bó

版，后为
４ p
版。１９５９
年５月
5¡* $４开
.$
+&,& !
, " １５日停刊。
+, ¸p
《清水报》
地方报纸。中国共产党清水县委
9L$40 gq3rp
ß ¡¢,a
主办。１９５６
年３月
２０日创刊。周报。４开２版，初
æp +&,) !
( " !"
p ¹3p $ . ! 5

ô³5ìõöDEp
俎等，面向社会发行。

为石印，后为铅印。１９５９
*5¡*%p +&,& 年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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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报》
地方报纸。中国共产党武山县委
2S3p +&,) !p
$ 日１期。４开４版，初为石
+ p $ . $ 5*
机关报。１９５６
年创刊。４
5!d%p æâ¥?¦p +&,* 年底为周报，
!7*¹35
印，次年改铅印。主编兰文蔚。１９５８
+&,& !d*¹´3p +&,& !
* " + ¸5 ¼
１９５９年改为周二报。１９５９
年８月１日停刊，共出
 !'$ p ¿£¤3ÃDE§¨l5%¢ ２１
!+ ©T
刊２７４期。《武山报》发行范围广，在全国
个省

9:;<=>80 地方报纸。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
gq3rp ÷!+&!'
《亦渭校友季刊》

年）１月
日创刊。主编李天煦。版面为当时全张，
!+ " １+ p
æâø+ùp ì*úû¢5
üýþÿ!.5 ¾û+,Ç©3rß
尺寸如现对开版，是民国时期天水所有报纸中版
ì"p #$%p ÏZ&'(bàbà)*
面最大的。竖排铅印。设教育研究、校闻、校友消
+b?,-g³Ñî5./Þæ£01p 
息、文艺园地等栏目，宣传三民主义思想。每期印

年）创刊于郑州，是一份民营商报。民国二十八年
!4565¾783p ´9!

cYª«a¬©9p ¿£¤3Ã./ß ¡
（市）和兄弟县均有订户。《武山报》宣传中国共产
®¯5°VÎúû=±Ïöæ£Û²5
党的政策，反映了当时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事迹，
D³Î3t´bµ¶b·¸b¹ºY»¼½8p
发挥了党报的组织、鼓舞
、推动、激励和批判作用。

（１９３９
年），郑州行将沦陷，发行人孟紫萍誓不在日
+&(& !556E:;<5DE=>?@Aº%
本人手下办报，故西迁宝鸡。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
ª=1B35·CDEFp ÞÞ!+&$$
年）１０
月，《通俗日报》宝鸡经理部副经理刘振亚带
!+" "5
¿íG3ÃHFIIäJIIKLMN

《甘谷报》地方报纸。中国共产党甘谷县委
OPQ40 gq3rp ß ¡R¾a
主办。１９５６年４月１７日创刊。周报。８开２版。初
æp +&,) ! $ " +' p ¹3p * . ! p 
为石印，１９５８年１月后改铅印。１９５８年６月改为
*5+&,* ! + "¡d%p +&,* ! ) "d* $４

数
2 ２００～３００份不等，面向教育界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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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日报》地方报纸。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
9?@A40 gq3rp ´3!+&(,

领部分人员和机器来到天水，在西关选定社址。民
_äO=PY2QR<+,5%CST»Up 
!& 月
" +(
"
Þ3! +&$,年）９
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
１３ ¼VW5&
日出版试刊号，９月
XY¼¿íG3Ã+,p $开
. ４$ 版，铅
5%
１５+, 日正式出版《通俗日报》天水版。４
p §¨Z¦Üß[B$b8\]+v5^_`
印。内容除登载中央社电讯、商业信息外，也采访

. $ p +&,* ! ' "d*]¹p +&,* ! +!
"¸
开４版。１９５８年７月改为双周刊。１９５８年
１２月停
p
¼ +,&期。
p
刊。共出１５９
9RS40 gq3rp ß ¡¿a
《秦安报》地方报纸。中国共产党秦安县委

主办。１９５６年５月创刊。周报。８开２版。初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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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
[ÕÖ

境内全线贯通，并经天水向陇南地区传输广播电
·sDØ¸§H ¹ì&'º»JRL* +

热线》《新闻聚焦》《法眼》《光阴》等栏目整合为《直
×Ø^
[Êº^
[ÙÚ^
[ÖÛ^nr4ÜÝ%[o

视信号。２００５年
月天水市至县区的光纤线路及
oTX !""$ =５$ >&'±¨NLÃÖpØO
环网正式贯通。２００６
¼[@A¸§X !""+ 年２
= ! 月，天水市数字电视转换
>H&'±½¾+
工作正式启动，截至
２００８年，数字电视用户达到６
¿N@AÀdHÁ¨ !"")
=H½¾+n¢Â¨ +

U&'^7
播天水》。

《直播天水》
天水广播电视台本土化新闻杂
*/)+$. &'*U+,Þßàá
志性板块栏目。创办于２００４年
日。时长
â´³qr4X ãä !""* =１２%!月
> ２０
!" ?X
Gå

步形成了市区有线电视传输网络。到
¯°h±LZØ+[_X ¨２０００
!"""年，传
=H
(! ²X
!""% =H&'* +
Ã+34¨ ３２
输的电视节目增至
套。２００１年，天水广播电视

ÃÄ¢X
万余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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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分钟，分＂时事＂＂热线＂＂关注＂＂资讯＂４个板块，

! 物
9
文

主要栏目有《时政要闻》《经济新闻》《绝对关注》《探
ê£r4Z[Gë£^
[ìí^
[îïèé^
[ð
ñòÙ^
[ómÒô^
[õ^
[öö÷^n
案说法》《我在现场》《新闻帮办》《新闻串串看》等

１１个，曾荣获＂甘肃省广播影视奖＂电视新闻栏目
%% ¿Høùú
À
ûüý*UþÁ+r4

:;<=> 仰韶文化遗址。全国重点文物
ÅÆVàÇÈX Dv»VÉ
大地湾遗址

ÿznþ!
À
ûüý"8rÁ
À
ûüý#$%
二、三等奖和＂甘肃省新闻名专栏＂＂甘肃省十大精

ÊËÌÍX ÍäÎNMÏÐÑÒÓÔHÕÖm×
保护单位。位于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东，坐落在清

&r4ÁX !""# =Hr4'()*+ûüý,zûü
品栏目＂。２００７年，栏目组被共青团甘肃省委、甘肃

'ØJÙÃÿ/,RÆH½¦ ２７５
!#$ 万平方米，文
ÃÚ4ÛHV
水河南岸的二级台地上，总面积

ý* ++-."%
À
ý/*=V0TÁX
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命名为＂省级青年文明号＂。

à Ü Ý ０．５～２
"&$ 8! Û
X %'$) =
VÉÞGÒH
化层厚
米。１９５８
年文物调查时发现，
１９７８～１９８４
%'#)9%')*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挖掘。
=ûüýVÉß8àáâãyäåX
%&(# ÃÚ4ÛH
)×§çè
ÒæÇÈå½¦
现该遗址发掘面积１．３７
万平方米，共清理出墓葬

《人文天水》电视节目。以介绍地方历史文
*0!+$. +34X 123R456V

化、名胜古迹、民俗风情为主要内容的电视专题名
àz"789z):i%ê£stÃ+8;"

牌栏目。２００３年７月２
<r4X!""( = # > !日开办。先后有一批节目获
?BX=>Z6?34ú

７９#'座、窑址
座，灰坑 (!)
３２８个、房址
２４２ ézíî
座、壕沟
ézêÈ ３８
() éHëì
¿z«È !*!

þX @A[BCDÃEç^ú !""(
奖。其中《放马滩的故事》获
２００３ =Fûüý¸G
年度甘肃省社教

６+条，出土各类文物
８０００余件，其文化内涵可分为
®H§ßïHVÉ )"""
Ä¬H@VàsuðÔ%
五期，时间在距今
７８００—４８００年间。在众多的器
=©X môõÃ|
MñHG©mò¤ #)""ó*)""

类节目一等奖，《风雪南郭寺》获
２００４=Fûüý
年度甘肃省
H346nþH[IJKL^ú !""*
VW346nþH[&'8M^ú !""$
文艺节目一等奖，《天水古巷》获
２００５=Fûüý
年度甘肃省
:N&6nþH[OP"QRR
R&'^ úAS+
播音作品一等奖，《西部名城——天水》获中央电
视台最佳音效奖银奖，《武山旋鼓》获全国历史文
,0T:UþVþH[WXYZ^ úDv56V

物中，尤以人首形器口彩陶瓶、大型彩陶盆最为珍
ÉAHö1(°|÷øùúz$ûøùü0%ý
þX måÃ½ÿé«ÈAH2'"% 房址规模最大，
«È!"0$H
贵。在发掘的数百座房址中，Ｆ９０１
°#áHÔê$HÔO%$z>$z&'(ÃP
形制复杂，分主室，东西侧室、后室、门前附属的部

! !"! !－
－３５３

天水大辞典
!"#$%

分。室内火焙直径为２．６
厘
!" #$%&'() !"# 米，最大屋柱直径
*+ ,-./'( ５７
$% 0
１３０平方米。专家称其为氏族部落酋长聚会、议事
)*( 78*" :;<=)>?@ABCDEFGH
的殿堂，是我国上古时代宫殿式建筑的雏形。在
IJK+ LMNOPQRSJT3UIVW" X
Ｆ４１１号房址地面上发现用炭黑作颜料绘成的由人
+')) YZ[\5O]^_`abcdefIgh

接小嘴梁，西界老鼠沟
øùúû+¼üýó７００
%(( 米，南从苟家山村，北
*+ôþã;Þä+
临大沟
３５!78*+ÇXÆ"#
万平方米，处在渭河与榜
$(( 米，面积
*+56 *$
ÿ-ó５００
沙河之间，依山傍水，避风向阳，原来有茂密植被，
$°+%Þ&+'()*+À+§,-.+
宜于原始先民采集繁息。文化堆积厚
/ÜÀÁÍÎ0123" y465 １米，距地面
) *+6\5
３米，暴露有坚硬白黏土、红烧土。采集到猿人头骨
* *+78§9:;<=F>?=" 01@Ahçè

物和动物组成的图案，是我国最早的绘画。遗址陶
ijkilfImn+LMN,oIep" q[r

化石、颈骨化石、肋骨化石及打制石器等古人类文
FBèFCèDEFs·Ph«y

器上的彩绘和纪事符号，是研究我国彩陶和文字
sOItejuHvY+ LwxMNtrjyz

qiGH" IJK)ÕsQRLM+L"N
化遗物标本。经测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是与河套

米，圆周
２．７９米。建设面积４２０
*" 3456 '!( 平方米，主室面积
78*+9#56
*+12 !"%&

{|I}~d" j +
hOQMIPh«Pkq[" 6Q３．８
*-, 万多年，考
!É+
起源的重要资料。碳化谷子和油菜籽，可以推断清
人同时期的古人类活动遗址。距今
LMN,oIjdbi\
S
ÝÞhT"
P¼KR
古界定名＂武山人＂。
水河谷是我国最早的粮食和油料作物种植地之
马家塬遗址
" b)MN\,}~IPyq[
*+,() 新石器时代、战国中晚期遗址。
sQRFUNLMq["
一。作为我国西北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 wxNsQRy I¡
ÖN}×yiØÙÚÛ" ÛÜV;WX?YZß
之一，对研究中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明的产

生、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它以文化类型多、
¢F]£I¤¥¦§}~¨©" ªy«¬F
®¯Q°CF¤¥±|oF²³7´F!µ56
延续时间长、历史渊源早、技艺水平高、分布面积

木河乡桃园村马家塬三级台地上，海拔
[\]^ä_;ö`ab\O+ cd１８７４
),%'米，
*+
e56È ８０
,. !78*"
\f!µ§-56gh
总面积约
万平方米。地表分布有大面积属常
¶·¸¹º»NP¼+ ½=L¾¿IÀÁ
ÞFi;«¬IyqÄ+jO§-kIlmq
山、齐家类型的文化遗存，断崖上有大量的灰坑遗
广等特色享誉中国考古界，尤其是以完整的原始
地形地貌，留存了渭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一处延续
迹和房屋遗迹。２００６
月，对出现盗掘迹象的三
\W\Â+ ÃÄÅÆsQRÇ®¯
njZ.qn" !..# 年
É８
, o+p^qrnsI`
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陪
tuvwxÅyzÑ{]|+ p=Å-kI}
葬文物和豪华车乘。车轮及车厢侧板均以金
、银、
vyij~Ì" D FF
铜、玛瑙、釉陶串珠、贝壳及错金银铁饰件
、动物饰
FFrFDFki
D·" !..%年É１０
). 月，甘肃省
o+éêë
件及包金铜泡镶嵌等装饰。２００７

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二期发掘工作。经探测，以马
yiPwxÁM]|b" J+_
;ö)+)÷F ®¡ !..
家塬为中心，向东、西各延伸
２００*I¢£$)¤
米的范围内为较
)-1IUNLMuv!µ+
56È
为密集的战国中晚期墓葬分布，面积约 ３* !78
万平方
tuv+¥r-FFù¬uv３５
*$ 座，
t+
*+È§ #!座墓葬，挖掘大、中、小型墓葬
米，约有６２

出土青铜器
、玻璃器皿、车饰件等 １．５
万余件，部分
p=¦sF§¨s©F·
)-$ !ª+@!
墓葬的墓主人随身带有金腰带
、釉陶珠和玛瑙、金
uvIu9h«¬§®FrjF
银等串成的项链，裙摆也用釉陶珠、蜻蜓眼
、绿松
·fI¯°+±²³_rF´µ¶F·¸
石等宝石和金银所装饰。出土典型器物有青铜茧
·¹j" p=º¬si§¦»

%&'()*+$ !"#$
大地湾第四期房址
Ｆ９０１

发展了约
年的原始聚落遗存，揭示了中华先
]£ÅÈ ３０００
*((( ÉIÀÁDAqÄ+ÊËÅÌÍ
民聚落阶段发展的完整性，在国内史前聚落研究方
ÎDAÏÐ]£I¾¿Ñ+ XN$¥ÒDAwx8
5¦§}~IPjwxÓÔ"
面具有重要的考古和研究价值。
&'!() 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文化
ÕsQRF sQRy
狼叫山遗址

形壶、鎏金铜壶、连珠纹釉陶杯、错金银铁饰件、金
W¼F½¼F¾¿rÀFF
箔质虎、金箔质狼、银箔质大角羊等。被评为＂２００６
ÁÂÃFÁÂåFÁÂ-ÄÅ·" .Æ)
S
!..#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带有浓厚的北
ÉÇÖNÈ-P]^T " §ÉÊI
8FËÌÍÎ?ÎÏjÐy¸¹+)wxÐj
方、西亚少数民族风格和秦文化特色，为研究秦和
ÑIÒÓ+8FËPRÎ?¥+DNPR
戎的关系，北方、西亚古代民族史，以及中国古代

q[" ÖN}×yiØÙÚÛ" ÛÜÝÞßàáâ
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武山县鸳鸯镇
]^ÀÁhçè
ã;Þäåæ!" )&,' É+
ÔÎ?yÕFÎ?Ö×FØ²ÙFPRÚ
苟家山村狼叫山。１９８４
年，发现一原始人头骨化
中外民族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冶金技术、古代科
" )&,$ 年甘肃省博物馆曾作考古调查。１９８７
ÉéêëìiíîbPïð" )&,%年，
É+
²¥jwxPÛÜÝÞßÅ}~Id"
石。１９８５
技史和研究古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ÝÞyíñð" q[òAX-óôõÞöO+÷
武山文化馆复查。遗址坐落在大沟南坡山塬上，东

!"!#$
狼叫山遗址

－% ３５４－%
!"#

,-.#$/0
马家塬遗址墓穴

"
文! 化

! ! 李崖遗址
#$%&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
!"#$%&'($%)*($%
商周、春秋战国和汉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0123456 7089(:;<=
位。位于清水县永清镇李崖村北
米处牛头河
>? >@ABCDAEFGHI ２３０
"#$ JKLMN
北岸二级台地上，包括白土崖和古城塬两处遗址，
IOPQRSTUVWXYG1Z[\]K45U
面积约
%&' abcJ? %()"年发现，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defU"''(g"'%'
^_`１５０万平方米。１９８２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进行了钻探、发
dUhij(:kZlmno=>pqrst%e
掘，钻探面积
万平方米，发掘解剖北魏城址
uU st^_ ４０
*' vbcJU
euwxIy[5 %１
座，即白土崖古城，清理建筑基址
２ "座z
、灰坑 %'
１０ 
余
zU{XYGZ[UA|}~5

处、墓葬
座（其中，齐家文化
"' z
U&'($ %１座，寺洼文化
zU)*($ *４
K% ２０
座，西周
１５ z?
座）。文化层厚约
０．３￣１．５米。断崖及
zU, %&
($` '+#,%-&
J? G
地表暴露的遗迹有灰坑、灰层、窑址
、夯土墙以及
S4%%5%Y
墓葬。采集和出土遗物主要有石圭
、石纺轮、石斧、
 ? 1Y4:
¡¢

石璧等石器和罐、鬲、簋、餐、壶、碗、钵
、炉、灶 、鼎
£o¤1¥¦§!¨©ª«¬
等陶器，以及商周时期的铜解等。面积大，文化堆
o®¤U+,¯°±²o? ^_³U($´

积厚，内涵丰富，对研究陇东南地区早期文化的分
_Uµ¶·¸U¹lmº»¼S½¾°($¿
布和相互关系以及商周文化向西的传播、秦早期
À1ÁÂÃÄ+,($ÅÆÇ È¾°
($UÉÊËÈ¾°ÌÍ>Îo8³ÏÐ6
文化，特别是秦早期都邑的位置等有重大价值。

西山坪遗址
'()%& 仰韶文化古遗址。甘肃省重点
!Ñ($Z456 hÒj89
(:;<=>6 >@ÈÓ½ÔÕEÖ×HØÙN
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秦州区太京镇甸子村普岔河
西岸阶地上。文化层厚
%.* JUS^4:·¸6 Û
OÚST6 ($ １～４米，地面遗物丰富。第
一台地上有大量仰韶文化陶片，含彩陶、细泥红
ÜRST³Ý!Ñ($®ÞU ßà®% áâã

陶®%äåæ®%çèé®oUêë%¢
、夹砂粗陶 、蛋壳薄灰陶等，采集到石刀 、石斧
o? ÛPRST!Ñ($1&'($ìÞUG
等。第二台地上有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陶片，断崖
上暴露白灰地面，出土红陶罐、鬲
、碗、钵等器物。
TXS^Uíã®¥%¦%©%ªo¤:?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dU0ïðñòókZlmôp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
%()/ 年至
dî %()0

可见灰层、灰坑、白灰地面和红、灰陶片。北部多仰
HI%%XS^1ã%®Þ? IJK!
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遗存。南部除仰韶文化遗物
Ñ($% ü'($4L? ¼MN!Ñ($4:
外，多齐家文化遗存。出土石刀、石斧
、陶罐、陶壶
OUK&'($4L? íë%¢%®¥%®¨
等。１９６７
年于北部出土１件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
% Pü'($"#®
o? %(/0 d@IMí
QR^USMQ=áT%U#VWUXYQZ[%
塑人面，脸部塑作细致、造型精练，已能塑出眼睑、

鼻准，上唇薄而下唇微厚。１９７１年出土１件小口尖
\]UT^é_þ^`? %(0% dí % Pabc
deUbf ( gJ%hi
gJ%jk４１．５
*%-& 厘米，
gJU
底瓶，口径９厘米、肩宽
１９%(厘米、通高
âlmno®Upqb? &'($4:äårs
泥质橙黄色陶，喇叭口。齐家文化遗物有夹砂双耳

红陶罐，另外出土许多红陶片及少量灰陶
、夹砂粗
ã®¥UtOíDKã®ÞuÝ®%äåæ
陶片，多蓝纹、绳纹、刻划纹和附加堆纹，遗址保护
®ÞUKvw%xw%yzw1{|´wU45;<
}~?
情况良好。

樊家城遗址
,-.%& 仰韶文化遗址。甘肃省重点文
!Ñ($45? hÒj89(
:;<=>? >@6_½E%%]H
物保护单位。位于麦积区中滩镇雷王集、背湾两村
ÛPRST? %(&/ dUhÒj(:<=>?@e
西第二台地上。１９５６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调查发
现。高出河床
f? kNB４０余米。东临断崖（崖下为雷王集），
*' J? » GGþ&U
西至山根
米；南自张沟，北到背湾村旁断崖
î ６５０
/&' J
¼FU Iê%HG
２５０
"&'米。北望葫芦河、南邻渭河川，平坦开阔，总面
J? IN%¼NUbUE^
积_１６
０．５～２米。遗址
%/ 万平方米。古文化堆积层厚
vbcJ? Z($´_ '-&2"
J? 45
»%Ií?
G%S%FG
东部
、北部因农民取土略有毁损。断崖、地表、沟渠
($4LUê¢%ë% ¡%ã®
出露文化遗存较多，采集到石斧、石刀、骨锥、红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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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彩陶片、夹砂陶片。断崖出露有灰层、灰坑、红
¢í%£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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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土、屋址等。从所获资料看，属仰韶文化遗存，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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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器物有彩陶罐、彩陶壶
、尖底瓶、平底瓶。遗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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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较好，其上有晚期文化遗存，境内有城堡残垣，
¬A３米，长约２０
# JU®`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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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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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两次发掘，发现早期新石器文化堆积层直接叠

压在马家窑文化层之下，北首岭下层类型遗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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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在大地湾文化遗存之上。为研究黄河上游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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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文化的渊源和发展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 仰韶文化、原始公墓和村落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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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家坪遗址
5? hÒj89(:;<=>? >@6_½78E
址。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麦积区伯阳镇
9':H»»:;NÛÜRST? %(&/年，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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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家坪村东的东坪沿河第一台地上。１９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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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物工作队调查发现。高出河床百米许，总面积
%/ vbcJU($´_ %1"-) J? G%FG
１６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１￣２．８米。断崖、沟渠
&"'$%
樊家城遗址
/01%& 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和周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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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跑泉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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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址。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麦积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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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泉乡团庄和什字坪村之间的第一台地上。１９５６
dU hÒj(:·=>?¸ef? ANB` "'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调查发现。高出河床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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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面积７．５
万平方米。文化层厚达０．５￣３米。泥
质陶多橙黄色、灰色。彩陶多饰弧线三角纹、勾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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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9w%ÂÃwoUÄ®Kºxw%Åw%{|´w
圆点纹、漩涡纹等，素陶多饰绳纹、篮纹、附加堆纹

等。从残陶片可识器物有泥质红陶罐、彩陶罐、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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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高领折腹罐、单耳罐、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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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形，中间有一圆形灶，门向南。魏（店）寺（嘴）公路
! ! 张罗遗址
&'()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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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麦积区花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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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盘旋而过，加之历年兴修梯田，破坏严重。仰
镇罗家沟村北
韶文化与齐家文化并存，为研究新石器时代人们
_2$)'2$N6K #OPQÎÆRSÛT
>?'@AB１０００米的第二台地上。１９５６
"#$$ CDEFGHI, "%&'年，甘
JK肃省文物工作队调查发现。１９６４年经甘肃省博物
D&U&VWX^Y3Z[,
L/23MNOPQRS, "%'( JT-L/U3 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
馆V%BWXYZ[K\]^!_2$`a@bc%
、北京大学试掘，确认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苏家峡遗址
012() 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遗址。甘肃
!_2$%)'2$*+, -.

石岭下类型、马家窑文化之间的地层叠压关系。高
defbc%&'(2$ghDHijklm, n

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秦安县中山乡东部苏
/01234567, 78íîïù\s]^

o?'@pqr２０米，东临村道，长
)$ CK stAuK v１００
"$$米，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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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罗家沟河床约

'_`sØabDGHI, sØvr５００
&$$米，南
CKÒ
家峡水库东西两侧的台地上。东西长约

１５０米，总面积
万平方米。处在罗家沟水与藉
"&$ CKxy: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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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宽约
１５ z{|CKcXHd*
万平方米，距大地湾遗
Bwr３００
0$$ 米，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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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交汇冲积形成的三角台地上，依山傍水，地势开
: DGHIKKH
阔，文化堆积层厚０．５～１米。因天水市水泥厂取土
K2$:i $*&+" C, 
而破坏严重。断崖地表暴露有灰层、灰坑、烧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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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公里。东侧断崖上随处可见散落的红陶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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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文化层厚约３
C, 2$iXrÔiKIiÔ
¨K2$ir 0 米。文化层大约分三层，上层分
布着瓷片、瓦片等，中层分布大量夹砂红陶
、灰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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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陶片，有泥质陶、夹砂陶。陶色有红色
、橙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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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
、彩陶。彩陶多饰勾叶圆点纹、弧线三角纹、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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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纹、变体动物纹，素陶多饰绳纹、篮纹、锥刺纹、
¹µ%º»¼3µK½§°±¾µ%¿µ%ÀÁµ%

残片，多饰绳纹
、弦纹等，下层分布若干处灰层、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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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颗粒等。附近断崖及村民院落中暴露多处白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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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堆纹。可辨器物有尖底瓶、彩陶罐、盆、高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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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鬲等。出土石岭下类型彩陶罐１件，现藏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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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片、红灰陶片、夹砂陶片等，彩陶多饰平行条纹、

附近陈家沟旁朝东的断崖上，文化层厚约１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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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南端最下部有近
２０米长的灰层，曾出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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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石刀、石凿、人面形研磨器、纺轮和红陶单耳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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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
Í, #E23QQRS,
345()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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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儿下遗址
$*+, -./01234567, 78 ï
化遗址。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武山县洛
;>fA, "%&, JK-./23MNOPQR
门镇观儿下村。１９５８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调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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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坐落在渭河支流大南河西岸第二台地上，高出
"&10$ C, sfAKØØf
pq １５～３０米。东起观儿下村，西至西梁山山下
河床
约
米。总
r ３５０米；南自党家沟，北至石家坪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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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纹；素陶多绳纹、附加堆纹。

面积１７．５万平方米。文化层厚０．５～２．５
y: "-*& z{|C,2$i $*&2)*& 米。出土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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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博物馆。

卦台山遗址
*+,() 仰韶文化遗址。甘肃省重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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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护单位。位于麦积区渭南镇卦台山。１９８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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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道区文化馆调查发现。分布在渭河南岸的卦台
山塬。东西长
２０米，面积１万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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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文化堆积层厚
米。相传人文始祖伏羲
氏在此始画八卦。暴露灰层、炭碴、石斧、石镞、彩
à~áÜâãÓ,
¡£i%äå%Îæ%Îç%¯

面，有的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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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Dvt &５米。西侧主要分布在苏家峡村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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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文化器物有葫芦型单耳灰陶罐、彩陶钵。马家窑

文化器物有彩陶瓶、单耳红陶罐。齐家文化有红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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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口沿和夹砂灰陶鬲足、堆纹粗陶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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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家门种谷台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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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文化遗址。古遗址。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2$*+, *+, -./0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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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位于武山县马力镇傅家门村。１９５８年，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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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工作队调查发现。坐落在榜沙河西岸第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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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高出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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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东临榜沙河畔，西至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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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山岭约
米；南界王家门村，北抵傅家门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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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台山远眺
-./() 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遗址。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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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嘴坪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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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秦安县郭嘉镇逯家河

和华阳河交汇处的第一台地上，面积约
１１万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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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内有灰层、灰坑、红烧土等文化层，其中夹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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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陶器及红陶器残片，文化层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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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仰韶文化的彩陶器残片，纹饰有网格纹，弧线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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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此外，还有齐家文化的红陶器残片，纹饰为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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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堆塑纹，篮纹等。１９５６
年发掘，出土的文物有陶
器和骨器等生活用具和生产用具，主要有人头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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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底瓶、陶斧
、陶环、石刀、石斧等。发现白灰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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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６座，其中１、２、６
号房子保存较好。房子呈方
239|
3 ' 4K øù "%)%' 5234678,
!"# !－
－! ３５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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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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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文化层厚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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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水，距陇海铁路
万平方米，文化
59U®¯°¤１００米。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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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被榆林河、七里沟水切成３
!" -./01234567 ' 段，断面上暴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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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层、灰坑、白灰面、陶片、骨碴、残石器，采集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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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石刀
、石铲、陶纺轮、圜底单耳罐、圆圈网格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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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耳罐、鲵鱼纹平底瓶、双大耳折腹红陶罐、夹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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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陶鬲
、双耳鞍口红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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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省文物队试掘，定为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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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文化石岭下类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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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谢端琚论证为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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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在公元前
年之间。彩陶饰纹以弧
''!+on ２９５０
7)$+ Npr
äCê[åë
o£mn３３７０—前

*pqr stuvw)xyzT{r {|}~
化遗址。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武山县洛

门镇西旱坪。１９５７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调查发
 r ()$! 9 stu)x
现。坐落在渭河与大南河交汇的第二层三角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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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地高出河床
米。东起洛四公路，西至白土
;90 ４０
*+ !r
¡¢£¤9¥B¦
山约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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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三角纹、杏圆纹、平行条纹、同心圆纹、变体鸟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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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 周代秦文化遗址。甘肃省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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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甘谷县磐安镇陇海铁路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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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家坪村渭河南岸的第二阶地上，总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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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分沟东和沟西两部分。沟西的北部为居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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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大部分被村庄叠压，沟西的南部为墓葬区，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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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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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刀
、石臼、石镰、灰陶罐、红陶罐、灰陶鬲 、夹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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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为墓葬区，严重被盗。１９５６年，甘肃省文物工作
Yº»9vr .)$1 9stu)x

陶鬲
、红陶鬲。上层有汉代砖瓦和金代墓葬，《宁远
Cf1cCfr
;+>´oµ¶·¸¹º»9¼½¾
大坪头遗址
(%)&'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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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队和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两次发掘。２０１２年，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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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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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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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武山县城关镇坪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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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家单位组成的早期秦文化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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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甘肃省文物队调查发现。坐落在渭河、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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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考古队进行发掘，当年发掘地点共
３ '处，即

班河交汇的北岸第二台地上，东临鲁班沟，西接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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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于沟西居址区，共发掘灰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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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出河床 ２０～５０米。面积１０万平方米，文化层厚
.0#米。暴露有灰层、白灰面、红烧土，采集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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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个，多数属东周时期，有西周时期遗存；Ｂ
点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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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东墓葬区，发掘墓葬 ２１ 座、车马坑 ２座，墓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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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室墓、竖穴土坑墓两类，年代从春秋早期延续到

斧、石刀、石锛、石弹丸和平行条纹彩陶罐、双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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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罐、三耳红陶罐、鞍口罐以及切骨柄等。彩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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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弧线三角纹、圆圈网纹、平行条纹。保存完好。
êëì[1WXY[1'âã[r yíîïr

q1Cl1q1?A1?4è®Mp; ７３５
!'$ 处，其
ò9=
址、陶窑、灶址、灰坑、灰沟等各类遗迹

队考古调查时发现，１９８２—１９８３
9stu)x
bcÍÈ9.)27.)2' 年，甘肃省文物工

¿ÀÁÂÃÄÅÆr
县志》称隗嚣避暑宫。

*$%&' 新石器时代至明代文化遗址。
ÇHIÈo¥ðo)*pqr
东旱坪遗址

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武山县洛门镇金
stuvw)xyzT{r {|}~¸
川村旱坪里，坐落在渭河南岸第二、三台地上，处
ñÌ 390ÑÒ1Ó;9ò
在渭河与大南河交汇的东南三角地带，与洛门镇
0Ø0Ð Óó9 
 ôõö÷r
øùñúû9üýkþ9ÿ
西旱坪遥相对应。东界蓼川学校，西邻李家墩，长
1,,米，南靠关家山，北至天兰铁路，宽
!9!Êk~9¥"#°¤9$ ',,
!9$
６００
３００米，面

中墓葬
、玉石器、骨角器、
\º»１５３
5$'座，出土铜器、陶器
9¦¯I1CI1°HI1EI1
铁器等各类遗物
余件。发掘的周代秦文化遗
°Iè®Mpx １０００
5""" ±r
WÐnox)*p
í9 Ydex)*æ=²1 x³Ð´µ¤
存，为研究早期秦文化及其编年、秦人的迁徙路

线、秦与西戎的关系、秦人车马形制等提供了重要
ì1x¶ÐÊB1x³ j·¸è¹º»v¼

½¾r
资料。

.2 万平方米。依山临水，地势开阔，背风向阳，
&'±!r %~Ô59Ó&'(9)*+,9
积%１８
¦-./90|12345678r )*9%+,
土壤肥沃，宜于原始先民聚居繁息。文化堆积层厚

０．５￣１．５
+3$453$米。断面、沟渠暴露有灰层、灰坑、白灰居
!r :$14×<=>?+1?A1B?6
住面等遗迹。地面文化遗物极其丰富，采集到标本
:$èp;r Ó$)*px<=>?9ÝKL@A
有石器、陶器等。石器有刀
、斧、弹丸等。陶片多残
>HI1CIèr HI>N1M1àáèr
CDéG
片，系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夹砂粗陶及彩陶等。完
D9BCDcC1CD?C1deECæäCèr î
整器型有彩陶罐、双耳红陶罐、双耳鞍口红陶罐。
FIG>äCV1_UcCV1_UghcCVr
从残片可断器型有罐、鬲、钵等。
HGDI:IG>V1f1Jèr
石岭下遗址
+,-&' 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遗址。
jkl)*HKLMGpqr
stuvw)xyzT{r {|}~ÉÊH
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武山县城关镇石
KLÌr 5)$!年，甘肃省文物队调查发现。坐落在
9stu)xÍr 
岭下村。１９５７
ÉN 5$,,米渭河南岸第二台地上。东接马连
!0ÑÒÓ;r
ÕjO
县城之西１５００
P9ÕstQPRS 5$, !9HØ~Ú9T
湾，西接甘肃毛纺织厂１５０米，南从大山脚，北傍

!"#$%&'()*
毛家坪遗址出土的文物

渭水峪遗址
012&'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遗址。甘
Z[)*1jkl)*pqr s
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甘谷县新兴镇渭水
tuvw)xyzT{r {|syÇ¿5

峪村北。１９５６
ÀÌr 5)$1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调查发现。坐
9stu)xÍr 
落在渭河北岸二、三、四层台地上，总面积８万平
0Ñ11¢+Ó;9#$% 2 &'

!
!
－３５７－
!"#

天水大辞典
!"#$%

系，陶色有红、灰、黑
种，以红陶为主，多饰宽带
方米。文化堆积层厚
0I>M.F0/01 4３2ICF>GHIÎVWX
!"# $%&'() １～４米。断崖暴露有灰层、灰
!"# "# *+,-./(0/
坑、居住面。出土石斧、石刀、石弹丸、陶纺轮、陶片
、蓝纹、附加堆纹、网
102345 6789:8;08<=0>?@:>A 纹、刻划纹、绳纹、弧线三角纹
Y034Y0õY0Z[\]Y05Y067&Y0a
等。陶片以泥质红陶为主，兼有夹砂陶。陶色有红
bYBU
B5 >ACDEF>GHIJ.KL>5 >M.F 格纹等。
陶、橙黄陶、彩陶、灰陶和白色钻孔夹砂陶片等。彩
碉堡梁遗址
、半山类型、齐家文
324)*马家窑文化
qrs$%0tuvw0¾r$
>:NO>0P>0/>QRMSTKL>ABU P
陶饰有宽带纹、弧线纹、三角纹
、同心圆纹 、网格 化遗址。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张家川回
%xyU z{|}~$jU 8r9:
>V.WXY0Z[Y0\]Y0^_`Y:ab
纹、平形条纹等，从陶片可辨器物有红陶钵
、彩陶
Y:cdeYBIf>Aghij.F>k:P>

;©< çuæ=>?@çIA.ûBC@ID
族自治县梁山乡杨渠村碉堡梁，顶有一座碉堡，分

盆、红陶罐、红陶瓶等。
l:F>m:F>nB5

ýC@EFGdHIÕI ¬J=>
布于碉堡周围的坡形梯田台地之上，东北与杨渠

&'()*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山文
op$%:qrs$%:tu$
礼辛镇遗址

村相接，西北距高营村约
万平方
KLI¤¬MüN¨２００
.5(米，面积约
"I4'¨ %５ °c!

化类型遗址。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甘谷
米。山梁东小道边断崖上暴露大量灰坑、陶片、红
%vwxy5 z{|}~$jU z
"U uçíïO*+,-·Ï/10>A0F
县礼辛镇礼辛村。１９５６
烧土、人骨等遗物，有
处烧陶窑址。文化层厚度
Iz{|$j
$%É)R
ÿ70P'BxjI. 6４Qÿ>syU
U !$%&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调查
时发现。遗址在清溪河南岸的第二台地上，东临双
# xyI ¡
*7%
"IS·ÏTY0KLF>AQÒÏP>AU
１～５米，含大量篮纹、夹砂红陶片和少量彩陶片。
１９８７
庙沟，西至萝卜沟约
８００米，南自太平山下二台地
¢£I¤¥¦§£¨ '((
"I©ªcu«
*$'-年文物调查时发现，主要为齐家文化遗存，并
$jIHUG¾r$%xÑIV
I¬®¨ )((
WXqrs$%qYvwxÑÕU 67TY0
"U ¯4' １６
*& °c!
上，北到礼辛镇村边约
２００米。总面积
万平方 叠压在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遗存之上。出土篮纹、
锥刺纹、剔刺纹
、绳纹、堆纹单耳、双耳红陶罐、黑
Z[Y0\[Y0õY0&Y]0¡]F>m01
"U ±u ²I³´µI4'¶·I$%¸¹º
米。负山临水，地势开阔，面积较大，文化内涵丰
富，文化堆积厚达
１～３米。断崖、地面暴露有灰
»I$%&')¼ *+,
"U *+:4,-./ 红彩相间的锯齿纹彩陶罐。
FPK^_`YP>mU
层、灰坑等遗物。出土器物有彩陶罐、彩陶盆、陶鬲
下城子古遗址
(:/1BxjU 67ij.P>m:P>l:>½
5678)* 秦至宋代遗址。甘肃省重点
a¥bÖxyU z{|}~
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恭门镇城
BU
$jU
8r9:;©<
cdö
等。
灰地儿遗址
子村。总面积
+,-)*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
op$%:qrs$%:¾r$
eU ¯4'３０45万平方米，现存东、西、南城墙，城
°c!"IÑ0¤0öfIö
%xy5 z{|}~$j5 z ¿
fÕGP×íïU gFQhiXj¥«
墙之上为人行小道。保护范围和控制地带∶东至下
化遗址。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甘谷县新
Iz{|$j
ÀÁr¬5 *$%&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调查发
öe²£I¥öeJöklmQI¤
兴镇头家村北。１９５６
城子村的水沟，南至上城子村与护城壕交界处，西
5 *$%$ 年上海市博物馆曾作调查。１９７２年甘肃
¥noY²£I¬¥p£OU 67$j.qr
ÂÃÄjÅÆ5 *$-. z{
现。１９５９
至建材厂东的水沟，北至樊沟边。出土文物有舍利
省博物馆发掘。在渭河北岸第二台地上，总面积
１５
|ÄjÅÇ5 È¬I¯4' *%

m0sÖtu0bviU
罐、汉代铜镜、宋瓷器。

°c!"5 $%&'É) */# "5 *+:Ê,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１～４米。断崖、地表暴露

有灰层、灰坑、窑址、白灰面，墓葬极多。出土大量
./É:/1:sy:R/4IËÌÍÎ5 67·Ï

9:;)* 唐、宋文化遗址。甘肃省重点文
w0b$%xyU z{|}~$
南郭寺遗址
物保护单位。位于秦州区城南２
jU axêö .公里的慧意山坳，
yz{|u}I

陶片、陶器、石刀、石斧
、弹丸 、纺轮等，多属仰韶文
>A:>i:8;:89:<=:?@BIÎÐop$

¯4' ２．６７
.8&- °c!"U
~n¬
总面积
万平方米。南郭寺始建于北魏时期

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遗存，多泥质红陶、少夹
%:qrs$%:¾r$%xÑIÎDEF>:ÒK

4'&%46  Iw0bÀI0U 
（３８６—５３４年），唐、宋兴盛，明、清修复。园林庭院

砂陶。砖红陶、橙黄陶多，灰陶次之，白陶少量。代
L>5 ÓF>:NO>ÎI/>ÔÕIR>ÒÏ5 Ö
表器物有平行宽带纹平底瓶、彩陶壶、卷沿盆、侈
Êij.c×WXYcØn:P>Ù:ÚÛl:Ü
口细颈瓶、细颈瓶、陶屋模型、采陶罐。保护完整。
ÝÞßn0Þßn0>àáw0â>mU ãäU
平道地遗址
、齐家文化类型遗址。甘
./,)* 马家窑
qrs0¾r$%vwxyU
z
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甘谷县白家湾乡
梁
{|}~$jU z Rråæç

式布局，唐代大诗人杜甫于乾元二年（７５９
ýIwÖ·P-%$ 年）曾流
 Æ
寓秦州，游此寺时，写下了＂山头南廓寺，水号北流
axII«

uÁI²¬
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的著名诗篇。南郭寺
U  ¡¢I>û£¤¥¦§¨U ~
建筑以三座
门牌为中轴线组成东、中、西三大院。
n©C\Bª«G¬[®¯0¬0¤\·U

rèI¬¥·éêI¥ë£Iìíî£I¤¥c
家庄，北至大坟区，南至华沟，东起小沙沟，西至平

¬°±I.Ò²³I´µ¶·¸¹
中院的禅杖院，有杜少陵祠，杜甫像及侍童；后院

ïI¬ð¨ ３５０米，东西宽约
,%( "I¤W¨ .%(
"I4'¨
道地，南北长约
２５０米，面积约

有韦驮殿，配殿和大雄宝殿，为明、清建筑。东院内
.º»¼I½¼Q·¾¿¼IGÀ0n©U ¸
有湫池殿、观音殿、圣母宫等，院中有一水井，清澈
.ÁÂ¼0ÃÄ¼0ÅÆÇBI¬.û²ÈIÉ

'0-% °c!"I
$%()¨ * "I Ê,-/1
８．７５
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１米，地表暴露灰坑

ÊØIËÌÍÎIÏÐÑ¬¬Ò¸¤
见底，四季不竭，这就是杜甫诗中的北流泉；西院

等，采集的标本有马家窑类型的旋纹红陶片、齐家
BIâñòó.qrsvwôYF>A0¾r

Ón©ÔÕIÖ×ØÙÚÛÜÝÑU ~¤Þ
原建筑已毁，唯五级浮屠基础尚存。南郭寺西南侧

$%õYKL/>ABU
文化的绳纹夹砂灰陶片等。

«ß.àááÛI¸.áqreU
地下埋有佛塔塔基，内有镇塔舍利子。

012)* 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遗址。甘肃
op$%0¾r$%xyU z{
永清堡遗址
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清水县城西南角山城
|}~$jU ² ö¤]uö
塬。１９５６
Iz{|$jU øù
÷U *$%&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调查发现。坐落在
牛头河南岸第一台地上，高出牛头河
２５米，总面
úÁûIü6úÁ .%
"I¯4

<=>)* 齐家文化遗址。县级重点文物
¾r$%xyU
Ø}~$j
七里墩遗址
Uaxêâãzä¸U*$6- 
保护单位。位于秦州区玉泉镇七里墩村内。１９４７
年

裴文中先生、１９５６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考古调查
å$¬æç0*$%& z{|$jèé
发现。坐落在藉河南岸小溪与藉河交汇的第二台
U øù!íJ!lê

积７．５
０．２￣３米。布满灰层、
' -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
°c!"I$%É) 10234
"U ýþ/É0
烧土、兽骨、木炭、陶片。采集到石斧、石矛、石锛、
ÿ70!"0#$0>AU âñ8908%08&0
8;0'(0a)0?@0¡·*F>m0+,m0K
石刀、骨簇、网坠、纺轮、双大耳红陶罐、折腹罐、夹
L¡*/>m0 KL*/>½0 ¡*õYmd
砂双耳灰陶罐、夹砂单耳灰陶鬲、双耳绳纹罐形

地上。小溪东原称七里墩堡子遗址，东起鸟儿沟，
U íÓëãzä@exyIììí£I
西至小溪，宽
８０米；南从马家坡，北到七里墩村
¤¥íIW '(
"¸fqrGI¬ãzä

鬲、重唇尖底瓶口等。陶器有细泥陶和夹砂陶两
½0 }-.ØnÝBU >i.ÞD>QKL>/

地表暴露有灰层
、灰坑、白灰面、红烧土等遗迹。出
6
Ê,-./É0/10R/40Fÿ7BxðU

边，宽
１５０米。背山临河，地势开阔，面积达６万多
OIW *%(
"U îu I³´µI4'¼ & °Î
c!"I$%&'É)¼ (0&9.0%米。断崖、河床、
"U *+0ï0
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达０．６～２．５

!"# !
－! ３５８－

土遗物有石器
、陶器及大量残破陶片。采集到的石
!"#$%&'(&)*+,-(./
0123%

器有石斧、石刀、刮削器等。刮削器略呈等边三角
&$%45%6578&9/ 78&:;9<=>
形，一边磨出面刃，刃对角处凿一小穿，可穿系绳
?@A<BCDE@EF>GHAIJ@KJLM
索。陶器残片属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遗物，以泥质
N/ (&,.OP%&QRSTUV"WXYZ[

红陶为主，兼有夹砂红陶与灰陶片。纹饰有篮纹、
\(]^X_$`a\(bc(./ de$fd5
绳纹与附加堆纹等。器形有盆、侈口高领双耳罐、
Mdbghid9/ &?$j5klmnopq5
侈口罐，罐形鬲与高档鬲等。其中高领双耳罐体形
klq@q?rbmsr9/ tumnopqv?
较大，外敷一层白陶衣，肩部为素面，腹部饰竖行
w*@xyAz{(|@}~]D@e
f@ w/ klqj9@lxhA
篮纹，纹道较宽。侈口罐或盆等，在口沿外侧加一
Z@lh@$3l</
周泥条，使口沿加厚，有的口沿还做成齿状花边。

陶鬲的器表均饰有竖行或斜行的粗绳纹，鬲腿高，
(r3&e$3M@rm@
足尖平，比较罕见的是足尖也印有绳纹的痕迹。
@w3 ¡¢$Md3£¤/
烟铺村遗址
#$%&' 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遗址。县级
¥¦§V5ST§V"¨/ ©ª

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秦州区玉泉镇烟铺村内。１９４７
§#«¬®/ ®¯°±²³´µ¶·¸¹/ !"#$

年裴文中、１９５６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考古调查。坐
º»§u5%"&' º¼½¾§#¿ÀÁÂÃÄÅ/
Æ
落在桥子沟与罗峪河汇合的台地上。东起板子沟，
ÇÈÉÊbËÌÍÎÏ3ÐÑÒ/ ÓÔÕÉÊ@
西至桥子沟，长
Ö×ÈÉÊ@Ø １２０米，南自罗峪河，北到山脚，宽
%() Ù@ÚÛËÌÍ@Ü2ÝÞ@
６０') 米，总面积７２００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达１～２
Ù@ßDà $*)) áÙ@§Viàzâ %+*
米。暴露的足迹
、遗物比较明显，断崖、沟渠、田埂
Ù/ ãä3¤5"Wwåæ@çè5Êé5êë
Òãä$cz5cìí{cîïD5\ðñ9/ "
上暴露有灰层、灰坑和白灰居住面、红烧土等。遗
W$%&í(&/ %&$45ò/ (&óL,.@$
物有石器和陶器。石器有斧、锛。陶器多系残片，有
ô(.5õZ\(.5õZc(.5`a\5c(
彩陶片、细泥红陶片、细泥灰陶片、夹砂粗红、灰陶
./ ô(óL\(öô@edó÷ø=>d5
片。彩陶多系红陶黑彩，饰纹多弧线三角纹、平行

kl/
完好。

! "
文

师赵村遗址
+,-&' 齐家文化遗址。县级文物保护
ST§V"¨/ ©ª§W«¬
®/ ®¯°±²89µmTè¸Ü２００
1))米处。
ÙG/
单位。位于秦州区太京镇师家崖村北
3",$ º»§u5%"&' º¼½¾§W¿ÀÁÂÃÄ
１９４７年裴文中、１９５６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考古调
Å&'/ ®¯nÍÜ=>?ÐÑÒ@ÓÔmTèo
查发现。位于藉河北岸第二台地上，东起师家崖庄
p@Ö×ABÊ@ØH %)))
顶，西至来虎沟，长约
１０００ ÙIÚÛÐÑ<@Ü
米；南自台地边沿，北
2Ýqb6T@@H ２００
*)) Ù@ßDà
rá
到山塬与马家嘴，宽约
米，总面积*)２０万平方
Ù@säDà ５３７０
&2$) áÙ/
tuCv¨３６
2'座，窑
w@7
米，揭露面积
平方米。清理出房址
穴
４９
个，墓
１９
座，文物千余件。掘出史前文化层
x ," y@z %" w@§W{|T/ }C~§Vz
共分七期。第一期文化石器有斧、刀、叶、盘状器和
/ >A§V%&$4565ú5&í
研磨器。代表性陶器如红陶钵、平底钵、圈足碗、锥
B&/ R(&\([5ÿ[5"5d

足深腹罐、卵圆三足罐、平底瓮等。第二期文化房
q5Y=q5ÿ9/ >?§Vv
子为方或圆角的长方形半地穴式，面积
５０平方
É]áY>3Øá?Ñx@ Dà &)
á
米。夹砂红陶最多，代表器物有黑彩圜底体、泥质
Ù/ `a\(ó@R&W$öôÿv5Z[

红陶钵、葫芦口尖底瓶、蒜头细颈壶、弦纹垂腹罐、
\([5lÿh5õ5cdq5
卷沿曲腹缸等。接近半坡类型。第三期文化房子为
\9/ 3þ/ >=§VvÉ]
方或圆形的半地穴式，圆形３．１４平方米，方形
áY?3Ñx@Y? 240, áÙ@á? ２２．１
**40
平方米。出现石铲、陶锉。多泥质红陶，次夹砂红
áÙ/ C'%5(/ óZ[\(@`a\
(@Z[c(/ R& ¡\b¢£j5
陶，少泥质灰陶。代表器皿如卷沿与折沿曲腹盆、
o¤ÿh9/ ¥ÿÊ3þ/ >¦§VvÉ
双唇尖底瓶等。接近庙底沟类型。第四期文化房子
为方或圆形的半地穴式，面积６平方米左右。长方
]áY?3Ñx@Dà ' áÙ§¨/ Øá

条纹、勾叶纹等。从陶器残片可辨器型有尖底瓶、
d5ùúd9/ û(&ü.Ký&þ$ÿ!5

?x?©@ ¹ª*I«93¬%5 g©%
形竖穴二次葬，内放大小不等的鹅卵石、附葬石
锛、球及石岭下类型彩陶器皿，代表器皿双腹盆、
ò5i%RS3þô(& @R& oj5
平唇尖底瓶、尊形器等。第五期文化房子为圆、方、
¤ÿh5®?&9/ >¯§VvÉ]Y5á5

红陶碗、深腹罐等。内含仰韶文化、与齐家文化遗
\("5#q9/ ¹$¥¦§V5bST§V"

吕字等形的半地穴式，面积
５．５～１５平方米。工具
°±9?3Ñx@Dà &4&50&
áÙ/ ¿²

存。灰层中发现一块有附着物的草拌泥干块，泥块
%/ czu&'A($g)W3*+Z,(@Z(

有斧、镑、凿
、刀、臼、叶、镞、匕 、镰、锥、纺轮 、磨盘
$45ò5H565³5ú5´5µ5¶5d5·¸5B

内草秸均长
¹*-Ø４～５厘米，草秸中空有节，似为粟类
,-& .Ù@*-u/$0@1]23

及刮削研磨等器。陶器多泥质红陶、夹砂红陶，灰
i78 B9&/ (&óZ[\(5`a\(@c
陶增加。代表器物有卷沿盆、彩陶盆、缸、精陶罐
(¹h/ R&W$\j5ô(j55º(q
等。风格似马家窑类型。第六期文化为泥质与夹砂
9/ »X16T73þ/ >¼§V]Z[b`a
红陶，色橙黄，内彩丰富，多饰圆圈网纹
、十字形
\(@½¾¿@¹ôÀÁ@óeYÂWd5Ã±?

4W-5/
植物秸秆。

靳家崖遗址
()*&' 马家窑文化类型遗址。县级文
6T7§V3þ"¨/ ©ª§
物保护单位。位于秦州区太京镇靳家崖村东
５００
W«¬®/ ®¯°±²89µ:Tè¸Ó &))
Ù/ %"$" 年市文物普查发现。坐落在河北岸第一、
º;§W<Å&'/ ÆÇÍÜ=>A5
米。１９７９

二层台地上，东起马家嘴，西至来虎沟（又名倒虎
?zÐÑÒ@ÓÔ6T@@Ö×ABÊCDEFB
ÊG@ØH &))
沟），长约
５００ÙIÚJÍçè@ÜKLTÐ@H
米；南临河断崖，北界缑家台，宽约
,)) Ù/ MÝJÍ@ÑNOP@Dàâ２０００
*))) 平方米，
áÙ@
４００米。负山临河，地势开阔，面积达
§Viàzâ
*./
Ù/
çè5ÊQ5êëÒãä
文化堆积层厚达２～３米。断崖、沟谷、田埂上暴露
有灰层、红烧土、白灰面等遗迹。台地断崖上发现
$cz5\ðñ5{cD9"¤/ ÐÑçèÒ&'
*+6T7§V3(&ü./ tu%RS3þô
大量马家窑文化的陶器残片。其中石岭下类型彩

d5 ö\ÄÅad/ R& ¡klô(
纹、黑红相间锯齿纹。代表器皿如侈口深腹彩陶
j5klÆô(q/ ÇÈÉÝÊ6Ë3þ/ >
盆、侈口束颈彩陶罐。特征同半山—马厂类型。第
§VvÉ]Øá?Ì?5 {cÑD/ Dà
七期文化房子为长方形或梯形、白灰地面。面积
&6' áÙ/ ¿²íeW$45ò5H565Í5´5
５～６平方米。工具和饰物有斧、锛、凿、刀
、矛、镞、
5Î5³5·¸5B%5Ï%5Ð5Ñ5Ò5Ó5Ô9/
球、杵、臼、纺轮、磨石、砺石 、笄 、环、壁、璜、琮等。
陶器多泥质红陶，次夹砂红陶，少泥质灰陶。火候
(&óZ[\(@`a\(@ÕZ[c(/ Ö×
m5[ØÙ@ó¾¿Ú\/ eM5ø5c5Û5f5Ü
高、质坚硬，多橙黄或砖红。饰绳、线、弦、划、篮
、戳

陶片３
T@ed]UVd5WXd5YZd5÷ø=
(. /件，饰纹为旋涡纹、网格纹、圆点纹、弧线三

¢5ghid9/ &?$klq5mnq5Ipq5
印、附加堆纹等。器形有侈口罐、高领罐、小耳罐、

角纹。可辨器型有钵、卷沿盆、侈口盆。马家窑类型
>d/ Ký&þ$[5\j5klj/ 6T73þ

双大耳罐、三耳罐、敛口带盖罐、盆、孟、钵
、盘、碗、
o*pq5=pq5ÝlÞjq5j5!5[55"5

标本有彩陶片
件，夹砂灰陶
]^$ô(.１４0,件，夹砂红陶片
T@`a\(. ４１
,% T@`ac(

õ5r5*9/
细颈壶、鬲
、大瓮等。

. & T@Z[\(. %1$件，泥质灰陶片
T@Z[c(. 2)
T/ ô
片５件，泥质红陶片１２７
３０件。彩

陶花纹饰有平行条纹、波浪纹、圆点纹、弧线纹、网
(de$d5_`d5YZd5÷ød5W
Xd5ad9/ D(.YZ[\(]^@e$
格纹、锯齿纹等。素面陶片以泥质红陶为主，饰有
bcd5õMd5Md5dedíghid9/ &
凹弦纹、细绳纹、粗绳纹、锥刺纹和附加堆纹等。器

杨集寨遗址
./0&' 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周代
6T7§V5 ST§VíR
文化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秦州区太京镇
§V"¨/ ©ª§W«¬®/ ®¯°±²89µ
ß1à¸Ú ５０米处。１９５６
&) ÙG/ %"&' º¼½¾§W¿ÀÁÂ
杨集寨村南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考
ÃÄÅ&'/ ÆÇ¯nÍÚ=>A5?zÐÑÒ@
古调查发现。坐落于藉河南岸第一、二层台地上，

型有喇叭口瓶、盆
、钵 、罐、尖底瓶及器盖等。保存
«%
þ$fglh5j5[5q5ÿhi&j9/

1)) Ù@ÚÛáâ@Ü
ÓÔß1àÊ@Ö2áÊH ２００米，南自寺坪，北
东起杨集寨沟，西到寺沟约

!"# !
－! ３５９－

天水大辞典
!"#$%

到杨集寨村约
!"#$%&１００米，总面积达
!"" '()*+,２# 万平方米，文化
-./'(01
堆积层厚达
!$# '5 6*789:;<=;>=?
2+34,１～２米。断面上暴露有灰层、灰坑、陶
窑等遗迹。陶片遗存较多，有细泥红陶、细泥灰陶、
@ABC5 ?DBEFGH:IJK?=IJ;?=
夹砂粗红陶、夹砂灰陶等。器物有瓶、罐、鬲、尖底
LMNK?=LMO?A5 PQ:R=S=T=UV
瓶、大型深腹罐等。彩陶花纹有弧线三角纹、平行
R=WXYZSA5 [?\]:^_`a]=.b

黑土岭、杏树坡、西庙坡遗址
新石器时代仰
01234563786)* P
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
0=@0Bu5 ØÙ0QÚÛÜ5 
于秦州区藉口镇郑集寨村西南
３５０米处。１９５６年
w;<$%· ('"
't5 !&'%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考古调查发现。因遗址境内有
¡¢£0Q¤¥¦§¨©ª5 =Bu>?:
两条小沟，将遗址切割为三个自然区，均位于藉河
@cæçHABuBCî`DyzH1w«

条纹和草叶纹、素陶多饰绳纹、篮纹、刻划纹等。第
c]def]=g?Ghi]=j]=kl]A5 m

南岸第二台地上，黑土岭遗址在郑集寨村南
２００
·¬mnop7H EF%BuG;<$%· #""

n3opqr7st?@uHvwpxyz{|H}
二层台地断崖上一处陶窑址，由于地形自然塌陷，仅

'Êop7Hå.Hp=é"IpHµ !#"
米的台地上，东起梁家坟地、西到杨家坟地，长
１２０

~5 BE (F5
见火门部分。发现遗存虽少，但保护较好。

'H·y¸èH±opêëHº !""
'H*» !)#
米，南自山脚，北至台地边沿，宽
１００米，面积１．２

山坪里遗址
&'()*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马家窑
P01= @
文化、齐家文化和周代文化遗址。位于秦州区藉口
01=01d0Bu5 w
镇北灵村西北约
%& ６００米处。１９５６
%"" 't5 !&'% 年甘肃省文物工
¡¢£0Q¤

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达０．５～１．５米。杏树坡遗址
-./'H02»4, ")'/!)' '5 JK,Bu

作队考古调查发现。位于藉河北岸第二台地上，东
¥¦§¨©ª5 w«¬mnop7H
从大埂楞，西至刘氏沟，长约
®W¯°H±²³´Hµ& ２３０
#(" 米；南自北灵村，
'¶·y%H

]=j]=ÔÕ]ÄÖ×2]A5
纹、篮纹
、蜂窝纹和附加堆纹等。
+,-)*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和齐家文化
P@Ä0
杨家湾遗址

台地边沿，宽
１．２ -./'502»
万平方米。文化堆积
!'" '5*» !)#
opêëHº １５０米。面积
<4, ０．８～２．５
")*0#)' '5
M,Butw;<$%
层厚达
米。西庙坡遗址处于郑集寨村西
'"" 'Êop75 'LçH*M,Hµ !#" '¶
５００米的台地上。东临沙沟，西接庙坡，长１２０米；
南依鸦儿崖，北界台地边沿，宽
８０'H*»
米，面积１万平
·NOPrHQopêëHº *"
! -.
方米。文化堆积厚０．６～１．５米。总面积３．４
万平方
/'5 02»4 ")%1!)' '5 )*» ()- -./
米。遗址断崖、沟渠、田埂均有灰层、灰坑暴露。遗
'5 Buqr=çR=ðõ1:;<=;>ö95 B
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石器有斧、刀、铲等。骨器有
Q:P=SP=?P5 P:ø=ù=TA5 SP:
û=U=VA5 ?PW~XYPQH?DZJÀÁ
锥、刺、笄等。陶器未见完整器物，陶片系泥质红
?HJÀ[Ã?=[?ÄLM?A5 ÇÈÉPX:
陶，泥质橙黄陶、彩陶和夹砂陶等。可辨认器型有
UVR=JÀÁ?Ë=Ó=Í=\A5 [?ZÁ?E
尖底瓶、泥质红陶碗、钵、盆、瓮等。彩陶系红陶黑
[H]]GhÎ_`a]=.bc]=^f]=`a
彩，花纹多饰弧线三角纹、平行条纹、草叶纹、三角
纹等。还有绳纹素陶片和陶纺轮。
]A5 _:i]g?DÄ?ýþ5

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秦州区藉口镇四十
Bu5 ØÙ0QÚÛÜ5 wÝÞ

9:')* 马家窑文化遗址。县级文物保
@0Bu5 ØÙ0QÚ
上户坪遗址

铺村西
ß% １００米处。１９５６
!"" 't5 !&'%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考古
¡¢£0Q¤¥¦§¨

护单位。位于秦州区藉口镇六十铺村东南
２００米
ÛÜ5 w`Þß%· #""
'

调查发现。坐落于藉河南岸第二台地上，高出藉河
©ª5 àáw«·¬mnop7Hâã«

处。１９５６
t5!&'%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考古调查发现。位于
¡¢£0Q¤¥¦§¨©ª5w

河床约
米；南
«ä&２０米。东起杨家沟，西至小沟约
#" '5 å"´H±æç& ３００
("" '¶·
自山脚，北到台地边沿约
万平
y¸èHéopêë& １５０米，总面积
!'" 'H)*» ４．５
-)' -.
方米，文化堆积层厚达
０．５～２米。已修为梯田，文
/'H02»<4, ")'.#
'5 ìíîïðH0

藉河南岸第二层台地上。东临爷儿沟，西接六十铺
«·¬mn<op75 'abçH*`Þß
村后，长
６０米。南靠山长嘴，北界台地边沿，宽
５０
%cHµ %"
'5 ·d¸µeHQopêëHº '"
米，总面积
３０００ ./'H02»<4,
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达 ")-2!
０．４～１
'H)*» ("""

化层破坏严重，但断崖、田埂上暴露有灰层、灰坑、
<ñòóôHqr=ðõ7ö9:;<=;>=
¼;½÷*ABC5 P:ø=ùAHúP:ù=û
白灰居室面等遗迹。石器有斧、刀等，骨器有刀、锥
A5 ?P:JÀÁ=;?ÄLMN?A5 ÇÈPX
等。陶器有泥质红、灰陶和夹砂粗陶等。可辨器型
:âüÌ=Í=T=Ò=ýþAP5 [?DGh.b
有高领罐、盆、鬲、杯、纺轮等器。彩陶片多饰平行
c]5 g?Ghi]=j]=kÿ]=ÔÕ]A5
条纹。素陶多饰绳纹
、篮纹、刻划纹、蜂窝纹等。
.,/)*
P0Bu5
Ø
温家窑遗址 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遗址。县

米。断崖上暴露有灰层、灰坑、白灰面、红烧土等遗
'5 qr7ö9:;<=;>=¼;*=ÁfFAB
C5 g<éÊ[?D]]Gh.bc]=hi]=
迹。采集到的彩陶片花纹多饰平行条纹、波曲纹、

北至大山根，宽约
!#" 'H)*» #)* 万平方米，文
-./'H0
±W¸¹Hº& １２０米，总面积２．８

化堆积厚达
2»4,０．７～２
")+,# 米。台地断面上暴露有灰层、灰
'5 opq*789:;<=;
坑、白灰居住面、窑址等遗迹。陶器残片有泥质红
>=¼;½¾*=@uABC5 ?P¿D:JÀÁ
陶片、泥质橘黄陶片、泥质灰陶片、夹砂粗陶片和
?D=JÀÂÃ?D=JÀ;?D=LMN?DÄ
彩陶片。其中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遗物可辨认的
[?D5 ÅÆ0=@0BQÇÈÉÊ
PX:Á?Ë=[?Ì=Í=UVRA5 [?GhÎ
器型有红陶碗、彩陶罐、盆、尖底瓶等。彩陶多饰弧
_`a]=Ï]=/Ð]A5 0Ä0
线三角纹、涡纹、方格纹等。齐家文化和周代文化
器型有泥质灰陶罐、盘、鬲、杯、钵等，多饰粗、细绳
PX:JÀ;?Ì=Ñ=T=Ò=ÓAHGhN=Ii

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秦州区藉口镇温家窑村北
Ù0QÚÛÜ5 w!@%

５０
'" 米处。１９５６
't5 !&'%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考古调查发
¡¢£0Q¤¥¦§¨©ª
现。位于藉河支流竹岭水北岸第二台地上，高出藉
5 w«"#$%&¬mnop7Hâã

河河床
８０
««ä２０
#"米。东临孙家沟，西壤马家沟，长约
'5 '(çH)çHµ& *"

米，南接连连坡，北达马脊梁山脚，宽约
'H·*++,H,-.¸èHº& ５０
'" 米，总
'H)
*» -"""平方米。断崖及地表均暴露有明显的灰
./'5 qr/p01ö9:23Ê;
面积４０００

层、灰坑、白灰居室面等遗迹。所遗陶片有红陶、褐
<=;>=¼;½÷*ABC5 4B?D:Á?=5
?=;?/LM?A5 ?Ds67FâHÀF8
陶、灰陶及夹砂陶等。陶片一般火候较高，质较坚
95 ®?DÇÈ:ÊPX:T=Í=âüÌ=ÒA5
硬。从陶片可辨识的器型有鬲、盆、高领罐、杯等。

#'" 'Êop7H
å"I
w;<$%· ２５０
位于郑集寨村西南
米的台地上，东起杨家坟
pHéLçHµ
*"
'¶·®JK,.¸èH±
地，西到沙沟，长 ８０米；南从杏树坡梁山脚，北至

jÐ]A5
网格纹等。
;16)* 齐家文化遗址。县级文物保护
0Bu5 ØÙ0QÚÛ
红土坡遗址
Ü5 wklmÞß%& (""
'
单位。位于秦州区关子镇七十铺村东北约
３００米
t5!&'%
¡¢£0Q¤¥¦§¨©ª5½w
处。１９５６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考古调查发现。居于
«¬mnop75 +cçnH*Á¸Hµ
藉河北岸第二台地上。东连后沟头，西接红山，长
& ２００米；南自村庄，北至坪上，宽约
#"" '¶·y%oH±p7Hº& !'"
'5 *»
约
１５０米。面积
")'3# '5 qr7
, ３( -./'H02»<4,
达
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达０．５～２米。断崖上
暴露有灰层、灰坑、红烧土、白灰居住面等遗迹。地
ö9:;<=;>=ÁfF=¼;½¾*ABC5 p
面上散见少量遗物，有石
、陶器，石器有爷、刀、铲
*7q~rBQH:=?PHP:a=ù=T
类生产工具。陶器多系残片，有红、灰、褐三色泥质
stu¤v5 ?PGZ¿DH:Á=;=w`xJÀ

陶，也有夹砂陶片。多素面饰以绳纹、篮纹
、蜂窝
?Hy:LM?D5 Gg*hzi]=j]=ÔÕ
]=Ö×2]A5 ®?DÇÈ:PQ:JÀÁ?â
纹、附加堆纹等。从陶片可辨识器物有泥质红陶高
üÌH;?T=Ë={=\AH_:?ùA5 ÚEXY5
领罐，灰陶鬲、碗、豆、瓮等，还有陶刀等。保存完整。

杨家坪遗址
+,')* 仰韶文化遗址。县级文物保护
0Bu5 ØÙ0QÚÛ

多饰粗、绳纹、篮纹、刻划纹和附加堆纹等。
GhN=i]=j]=kÿ]ÄÖ×2]A5
!"# !
－! ３６０－

! 化
"
文

单位。位于秦州区关子镇东南
年甘
!"#"$%&'()*+,５００
!"" 米处。１９５６
-.##$!% /0
肃省文物工作队考古调查发现。位于藉河南岸第
123456789:;<=# "$>?,@A
二台地上。东临胜利沟，西攘冯家沟，长
３００米；南
BCDE# +FGHIJKLMNIJO &""
-P,
靠魁星楼，北抵藉河畔，宽
１５０米。负山临水，地势
-Y Z[F\JD]
QRSTJUV>?WJX '!"
开阔，面积达
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达 ０．８～
()! cde-J3fgahib
*+,^_J`ab ４．５

真，部下姜维却识破此计，反而打败了赵云。诸葛
J±abÂ,J4Po~Y 'D

亮爱姜维之才，探知姜事母甚孝，故意先攻姜母所
)abåJ7aJìlmaã
居之冀城（今甘谷），以骗姜维前往救助，并暗中派
åÎ0ñÑJab{JVÚE
遣魏延假扮姜维攻打天水。马遵中计，果然疑心姜
0wabm Ï\Y GÚ,J¡¢£ja
维，等姜维回兵，闭门不纳。姜维进退无路，只得归
bJuab=kJ¤ÌK¥Y ab×¦§ÁJ¨©ª

２米。断崖上暴露有灰层、灰坑、红烧土等遗迹。采
. -Y jkElmnohpoqprstuvwY x
集到遗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石器有斧、铲等。
yzv4n{|p}|p~|uY {|npuY

降了诸葛亮。天水关因此而闻名。周边景点较多，
«o'D)Y Ï\($Â4¬_Y ®¯«°J

骨器如锥等。陶器多为残片，多系砖红色泥质陶，
}|uY ~| r~J

¹_Y
著名。

其次是橙黄泥质陶和夹砂粗陶．也有彩陶。１９５７年
~~n~Y #$!/ /
采集到彩陶罐一件，彩陶壶一件及多件陶纺轮。陶
xyz~~~Y ~
罐色橙黄，侈口唇外翻，鼓腹，平底，黑彩口沿绘圆
 ¡¢£¤¥d¦§ ¨©ª
点三角纹、上腹至颈部饰对称鸟纹、弧线三角纹和
«¬®pE¥¯°±²³´µ®p¶·¬®
d¸¹®º»¼½Y
平行条纹交叉使用。
#$%& 三国文化遗址。位于秦州区岷山
¬¾3fv¿# "$%&'À[
诸葛军垒

蔡科顶遗址
23456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
º»3fpGN¼3fp½N3
化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麦积区元龙镇吴
fv¿Y 9Y34¾¿!"Y "$Àa'&A*Á
家砦渭河北岸第一台地上。１９５６
NÂÃ?UÄACDEY #$!% 年，甘肃省文物队
/J012347
调查发现。１９８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
:;<=Y #$,# /JÚ¾ÅÆÇÈÉ89ÊËã0

±²³´pµ¶DpÏ\(pab·p-¸{ó
尤以铁堂峡、扎营地、天水关、姜维墓
、射箭石最为

Ì7^×¸o:;Y Íâ?Î ５０米，北边有陇海
!* -JU®n:Ï
青队又进行了调查。高出河床

木门道
'() 三国古战场遗址。位于秦州区牡丹
¬¾9ÆÇv¿# "$%&'ÈÉ
乡木门村，是古上卦（天水市）经街亭南入祁山进
ÊËÌÍJ9E!ÎÏ\ÐÑÒÓÔ,ÕÖ[×
入蜀地汉中的重要通道。东汉时，为运出所伐之
ÕØDÙÚÛÜÝÞßY +ÙàJ áâãäå

#!* -J,UX #!*
-JÒ`a
²ÁÐÑJ+KO １５０米，南北宽
铁路穿过，东西长
１５０米，总面积
２．２５万平方米，文化层厚
米。暴露有灰
.+.! cde-J 3fhi０．１～０．５
*+#0*+! -Y
lmno
层、灰坑、红烧土、白灰面，采集到仰韶文化、马家
hpoqprstpÓo`Jxyzº»3fpGN
窑文化、齐家文化的卷唇盆、彩陶罐、粗陶瓮、夹砂
¼3fp½N3fÛÔ¡Õp~p~Öp
红陶罐、高领双耳罐、陶鬲等。饰纹有半坡类型、庙
r~pÍ×ØÙp~ÚuY ²®nÛÜÝÞpß

ËJ¨Á½æËçn #*
í
ËÌ
木，沿路用巨木修有
１０ èéÛËêëJì´
余里的木栅栏，故称＂木门

¦IÝÞpGN¼ÝÞY
底沟类型、马家窑类型。

ÁK,JÂDÃnÄÅv¿#
路西南，此地留有屯军遗址。

ßî# ËÌßD]ïðJ ?ñòDóô.Xõ !*
道＂。木门道地势险峻，河谷空地最窄处宽仅
５０
-Jö÷øùúûJüËýþJ9ÿ!"Û½#
米，两侧峭壁陡立，林木葱郁，是古代理想的用兵
åDY $%& ２３１年诸葛亮在此设计射杀曹魏大
.&# /'()*Â+,-./01
之地。因公元
23"4567Y
将张邰而广为人知。
*+,-. 三国古战场遗址。位于秦安县
¬¾9ÆÇv¿Y "$%89
街亭古战场
+UÛ:;*3N<=>?@9ÛA[*å
东北的陇城镇和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龙山镇之
BY ¬¾àC'D)EFÅGHIJÓÔJ$GH
间。三国时期诸葛亮派参军马谡固守街亭，因马谡

不听诸葛亮部署，屯兵山上，被魏军切断水路，为
KL'D)±MJÄ#[EJN0ÅOj\ÁJ
魏将张部所败。诸葛亮得知街亭失守，挥泪斩马
023"ãPY 'D)Q7ÓÔRJJ STUG

谡，并上疏自贬三级。１９９７
年，秦安县政府在陇城
HJVEW?X¬YY #$$/ /J%89Z[*:;

汝季村遗址
78956 齐家文化、周文化遗址。县级文
½N3fp3fv¿Y 9Y3
4¾¿!"Y "$Àa'Ã,*àáÍ+âã[
物保护单位。位于麦积区渭南镇汝季村东寺坪山
ApBYCDEY `aä ４．５
(+! cde-J3fhi
第一、二级台地上。面积约
万平方米，文化层厚
０．５～１米。地表暴露有彩陶、灰陶、夹砂陶，有灰
*+!1# -Y Dålmn~po~p~Jno
坑、红烧土、白灰面居址。采集有齐家文化泥质砂
qprstpÓo`¿Y xyn½N3f

陶片，饰绳纹、蓝纹、刻划纹、附加堆纹，器形为罐、
~J²æ®pç®pèé®pêëg®J|ìp
碗、杯、豆等。周代陶片多为夹砂泥质灰、红陶，饰
ípîpïuY ÿ~opr~J²

绳纹、弦纹，器形有矮档鬲、豆、罐等。
æ®pð®J|ìnñòÚpïpuY
董家坪遗址
:;<56 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遗址。县级
º»3fp½N3fv¿Y 9Y
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麦积区石佛乡董家河村西第
34¾¿!"Y "$Àa'{óÊôN?ÍKA

二台地上。１９５６年，甘肃省文物队调查发现。１９８２
BCDEY #$!% /J012347:;<=Y #$,.
/JUõ1È<öY ÷ø*Ã?UÄABCDEJ
年，北京大学发掘。坐落在渭河北岸第二台地上，
+FôN?ÍJKù,?úÊZ[JOä５００
!**米。
-Y
东临董家河村，西接南河川乡政府，长约
,ûCD®¨JU¯[üä３００
&**米，面积
-J`a １．５
#+! cd
南从台地边沿，北至山脚约
万平
e-Y 3fhi０．５～１米，暴露灰层、灶坑、白灰
*+!2' -JlmohpýqpÓo
方米。文化层厚
`PU±º»3fvþJ,±½N3fvþY
面；北部为仰韶文化遗存，南部为齐家文化遗存。

*ç\]ÔVû]Y
镇修建碑亭并立碑。

ât{p{ÿp{!p}p}ÿ~pr~p"
出土石斧、石刀、石锛、骨锥、骨刀和彩陶、红陶、褐
~p~J~¶·¬®p#$®p%j
陶、夹砂粗陶片，彩陶多弧线三角纹
、草叶纹、同心

圆纹、素陶多绳纹、篮纹
、刻划纹、网格纹、附加堆
ª®p&~æ®p'®pèé®p()®pêëg

®uY
纹等。

!"#$%
街亭遗址碑

王家阴
洼遗址 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和晚
=;>?56
º»3f*CÛÜÝÞ+

/01 三国古战场遗址。位于天水市城区
¬¾9ÆÇv¿Y "$Ï\Ð;'
天水关
K,４５
(! %é.Y
^_
í
`abîY 'D)cdef
西南
公里处。又名＂收姜维＂。诸葛亮受刘备托
gÜhJijâkä0Jlmnopqpp,ö;J
孤重任，决心出兵伐魏，先攻取了安定、安南两城，

擒住魏国驸马夏侯桥，又假冒夏侯之名向天水求
rs0¾tGuv#J ^wxuvå_yÏ\z
{J|¢^}~mnÏ\Y J2G
救，另外又命赵云乘虚攻取天水。守将马遵信以为

C,-U./ÝÞEhvþY
9Y34¾¿!"Y
期宝鸡北首岭类型上层遗存。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秦安县五营乡鱼尾沟东岸的第二级阶地上，
"$%p90¶Ê12I+ÄÛABY3DEJ
45ÞÛ[Dv¿Y '$,' / ９月，甘肃省博物馆大
$ 6J0127481
属典型的山地遗址。１９８１年
D9<ö:×¸o;!J<ö`a %.!
de-J;
地湾发掘组进行了清理，发掘面积
６２５平方米，清
!â<= & >p·?６３座、灰坑
%& >poq２个、灶坑
. @pýq ３个。
& @Y
理出房基３座、墓葬

!"# !－
－! ３６１

!"#$%
天水大辞典

抹子、蚌壳、短褶子蚌等。猪面纹细颈彩陶壶属国
`a?bc?deabB5 fghSTi=Ujk

等。还有少量的彩陶，图案呈弧线三角纹，平行带
B5 IOJK8i=.'LÏ)*yMh.[N
纹，变体动物纹等。保存基本完好。
h.OPQ:hB5 «1ìR345
清淡坪遗址
67()* 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遗址。县级
¦§o¨?8lo¨9©5 ªn
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秦安县郭嘉镇暖泉村第一、二
o:«¬®5 ®¯ò9ªSTôUV·½m?Ù
级阶地上，面积约
１０ Á[ÂÃ5
万平方米。断崖处可见灰层
WX?YZÑ
n¾¿.gÀw $%

家—级文物。陶器以细泥红陶、夹粗砂红陶为主，
lmno:5 =pqSrs=?YtZs=uMv

和灰面遗迹，文化层厚２～４米。遗物有红陶钵、壶
%Ñg9[.o¨ (.& Ã5 9:Os=W?U

由墓葬区和居住区两部分组成，墓葬保存较完好。
!"#$%&'()*+,-./#012345
出土的遗物包括陶器、石器和骨器等的生产、生活
6789:;<=>?@>%A>B8CD?CE

用具和装饰品
FG%HIJ３００
!""余件。主要有葫芦瓶、细颈壶、
KL5 MNOPQR?STU?
盆、钵、碗、夹砂平底罐、夹砂圜底罐、石刀、石、石
V?W?X?YZ[\]?YZ^\]?@_?@?@

彩陶约占陶器的三分之一。陶器钵、碗、盆的陶片
i=wx=>8y+zm5 =pW?X?V8={

?rs=?YZ=?*Û{B5 2æç
口沿、泥质红陶、夹砂陶口沿、腹部残片等。因历年

多为纵列的片层，每层薄厚大致均匀，盆的口沿外
|u}~8{v vV8

êáèí34.5ð675
农民修建宅院，破坏严重。

有泥质的盆唇。夹沙平底罐的口沿是复杂而平整
Or8V5 Y[\]8[
的细泥口沿，内部有明显的平行宽凸棱。罐上腹饰
8Srv*O8[5 ]I
多道螺旋纹和凸弦纹，彩陶钵上发现有
种刻画
|h%hv i=W O ５# ¡¢£
¤¥5
符号。

雁掌坪遗址
&'()* 仰韶文化遗址。县级文物保护
¦§o¨9©5 ªno:«¬
单位。位于秦安县五营乡焦沟村、清水河南岸的第
®5 ®¯°±ª²³´µ¶·?¸¹º»¼8½

一级阶地上，面积约
万平方米。地势平坦，出土
mn¾¿vgÀw １０
$% Á[ÂÃ5
¿Ä[Åv67
的文物主要有石斧、石刀、有孔石斧、陶刀、纺轮等
8o:MNO@Æ?@_?OÇ@Æ?=_?ÈÉB
生产用具，以及彩陶壶
、尖底瓶、红陶单耳罐、红陶
CDFGvqÊi=U?Ë\R?s=Ì]?s=
VBCEFG5 =p=Or%YZ)¡vÍÎ
盆等生活用具。陶器陶质有泥质和夹砂两种，颜色
Ïs?Ð?ÑÎÊi=5
Ò«12u345
呈红、黄、灰色及彩陶。现今保存较为完好。

王家窑遗址
8,9)* 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遗址。县级
¦§o¨?8lo¨9©5 ªn
o:«¬®5 ®¯ò9ª\]´^l_·.gÀ
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秦安县魏店乡王家窑村，面积

约
３～４米。灰层中有大量
w ５００平方米。文化层厚
#"" [ÂÃ5 o¨ !/&
Ã5 ÑÞOK
的陶片。遗物有泥质红陶罐，圜底钵口沿残片，夹
8={5 9:Ors=].^\WÛ{.Y
砂陶罐口沿残片，彩陶罐残片等，纹饰以绳纹和篮
Z=]Û{.i=]Û{B.hIq"h%`
huM5
纹为主。

雒家川遗址
:,;)* 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遗址。县级
¦§o¨?8lo¨9©5 ªn
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秦安县西川镇雒家川村西小
o:«¬®5 ®¯ò9ª×aôbla·×ø
河西侧的第一级阶地上，面积约
１２００ [ÂÃ5
平方米。文
º×@8½mn¾¿.gÀw 0(""
o
化层厚
¨ ４～５米。遗物有泥质和夹砂红陶罐口沿、
&1# Ã5 9:Or%YZs=]?
@_?@Æ?s=cd?^\WÛ{%i=
石刀、石斧、红陶豆足、圜底钵口沿残片和彩陶口

+,-)* 仰韶文化遗址。县级文物保护
¦§o¨9©5 ªno:«¬ 沿残片等。保存基本完好。
Û{B5 «1ìe345
朱家峡遗址
<,()* 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遗址。县级
¦§o¨?8lo¨9©5 ªn
马家坪遗址
½Ùn¾¿v
gÀw
o:«¬®5
®¯ò9ªókôfa·gha
&'#
ÁÚÂÃ5
o¨
第二级阶地上，面积约 ４．５ 万平方米。文化层厚 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秦安县兴国镇郑川村花山子
２￣３米。内有彩陶片，夹砂陶片，彩陶器口残片，石
()! Ã5 Oi={vYZ={vi=>Û{v@
ij.gÀw ("""
å½Ùn¾¿8Ñ
周围，面积约
２０００ [ÂÃ5
平方米。在第二级阶地上的灰

单位。位于秦安县安伏乡朱家峡村、显亲河西岸的
®5 ®¯°±ª±Ó´ÔlÕ·?Öº×Ø8

斧残块，泥质及夹砂陶器口沿、腹部残片，陶环残
ÆÛÜvrÊYZ=>?*Û{v=ÝÛ
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历年修水塘和农田
LB5 Þßàáâ%k-ãävåæçè¹é%êë

层、灰坑中有大量的彩陶、红陶和加砂陶片，文化
?ÑkÞOK8i=?s=%lZ={.o¨

ìíÞOîïð5
基建中有所破坏。

s=UÛ{B5
沙红陶壶残片等。

孙蔡村遗址
./0)* 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遗址。县级
¦§o¨?ñlo¨9©5 ªn
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秦安县兴国镇孙蔡村东小沟
o:0¬®5 ®¯ò±ªókôõö·÷ø¶
北岸的第二级阶地上，面积约
ùØ8½Ùn¾¿vgÀw !３万平方米。文化层
Á[ÂÃ5 o¨
厚１～２米。出土的遗物有玉斧、石斧、石刀、陶刀、
 $*( Ã5 6789:OúÆ?@Æ?@_?=_?

单位。位于秦安县莲花镇上河村、清水河与庄浪河
®5 ®¯ò9ªmgôº·?¸¹º<noº
交汇处的陡峭三角梁上，面积约
万平方米。痕
=>?8pqy+r.gÀw１．０５
0'%# Á[ÂÃ5
s

Aû?s=]?üÌs=]?s=R?U?V?W?ý?
骨锥、红陶罐、双耳红陶罐、红陶瓶、壶、盆、钵、鬲、

盘等。陶片很多，颜色呈红、灰、褐色及彩色等。纹
þB5 ={ÿ|.ÍÎÏs?Ñ?!ÎÊiÎB5 h
饰以粗细绳纹
、篮纹 、刻划纹和蜂窝纹为主。彩陶
IqtS"h?#h?¢$h%%&huM5
i=
片的图案有弧线三角纹、同心圆纹、平行带纹和草
{8'(O)*y+h?,-.h?[/h%0

层厚
 ０．５～４米。遗物有彩陶钵口沿、绳纹红陶和夹
"'#2& Ã5 9:Oi=W?"hs=%Y

雷祖庙遗址
=>?)* 齐家文化遗址。县级文物保护
8lo¨9©5 ªno:«¬

迹明显，有灰层、灰坑、白灰面等。白灰面有三层叠
[.OÑ?Ñk?tÑgB5 tÑgOyu
våmw.vxÿ|={.o¨０．２～０．９
%'(3%'4 米。
Ã5
压在一起，压着很多陶片，文化层厚
9:AB.Os=]?=ÈÉ?@Æ?@_?OÇ@
遗物丰富，有红陶罐、陶纺轮、石斧、石刀
、有孔石
Æ?W?ý?X?yB5 hIO"h?`h?¢zh%
斧、钵、鬲、碗、杯等。纹饰有绳纹、篮纹、刻划纹和
%&hB5
{è-|ë5
蜂窝纹等。现已修成梯田。
@()* 齐家文化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
8lo¨9©5 ªno:«¬
阳坪遗址

1hB5 2æçêáèí34.5ð675
叶纹等。因历年农民修建宅院，破坏严重。

康坡遗址
12)* 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遗址。县级文
¦§o¨?8lo¨9©5 ªno
:«¬®5 ®¯ò9ªókô:;·?»øº<
物保护单位。位于秦安县兴国镇康坡村、南小河与
»¸¹º=>?8÷@.gÀw ４５００
&#%% [ÂÃ5
o
南清水河交汇处的东侧，面积约
平方米。文

化层厚
¨２￣３
(+!米。遗物丰富，有泥质红陶钵，彩陶
Ã5 9:AB.Ors=W.i=
钵，彩陶罐以及灌口沿、腹部残片，红烧土等。
W.i=]qÊC?*Û{.sD7B5
崖背里遗址
345)* 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遗址。县级
¦§o¨?8lo¨9©5 ªn

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秦安县安伏乡杨寺村，葫芦河
o:«¬®5 ®¯ò9ª9Ó´EF·.PQº
o¨
×¼½Ùn¾¿.gÀw ,%%%
西岸第二级阶地上，面积约
８０００ [ÂÃ5
平方米。文化层
(-# Ã5 6789:O@Æ?OÇ@_?=Ý?
厚２￣５米。出土的遗物有石斧、有孔石刀、陶环、
陶纺轮、马鞍口双耳罐、红陶鬲、单耳罐、红陶罐
=ÈÉ?GHüÌ]?s=ý?Ì]?s=]

®5 ®¯ò9ª9Ó´¶}·PQº÷¼8½Ù
位。位于秦安县安伏乡沟门村葫芦河东岸的第二
n¾¿.<X~9©º.gÀw１．２
0'( Á
级阶地上，与崖背里遗址隔河相望，面积约
万
Ã5 9:MNOs=?
[ÂÃ5 o¨ (5!
平方米。文化层厚
２￣３米。遗物主要有红陶灯、单

耳灰陶罐、灰陶罐、石刀、石斧、有孔石斧等。同时
ÌÑ=]?Ñ=]?@_?@Æ?OÇ@ÆB5 ,
发掘出一座汉墓，出土有铜镜、铜壶等文物多件。
 6m/.67O?UBo:|L5
«12u345
保存较为完好。

高家庙遗址
A,?)* 齐家文化遗址。县级文物保护
8lo¨9©5 ªno:«¬

单位。位于秦安县王窑乡高家庙村云台山东南坡，
®5 ®¯ò9ª^_´l·h÷»;.
gÀw ２０００
(%%% [ÂÃ5
o¨ (6! Ã5 9:Or
面积约
平方米。文化层厚２～３米。遗物有泥
s=UÛ{.s=UÛ{.=ÈÉ
质红陶壶口沿残片，直口红陶壶口沿残片，陶纺轮

! !"# !－
－３６２

! "
文化

残片等。纹饰以篮纹、堆纹为主。因历年修梯田，已
!"#$ %&'(%)*%+,$ -./01234
567$
遭破坏。

宋湾遗址
#$%& 齐家文化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
89:;<=$ >?:@ABC
位。位于秦安县安伏乡宋湾村，面积约
万平方
!"# PQR
D$ DEFG>GHIJKL3MNO１．３
米。内有泥质红陶及夹砂陶片，纹饰以绳纹和堆纹
S$ TUVWXYZ[\Y"3%&']%^*%
+,$
为主。
'()%& 齐家文化遗址。县级文物保护
89:;<=$ >?:@AB
榆木川遗址

村，县城西南三爷庙塬，牛头河南岸第二级阶地。
L3>¬µe÷vwx3234eyz6?7j$
东临后峪沟，西界西干河，宽约
４００米。南起清草（清
S$ e¤-~Â={13µ|µ}43AO )%%
水至草川）公路，北至永清堡，长约
５００米，总面积
£Ê~;3fÊÅ-3O +%%
S3MN
２０余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１～３米。出土石器
$% PQRS3:;*NBC !-# S$ MKVN
有刀
、斧、铲之类，骨器有锥、削等，陶器多残片。
UW))
3\NU])¡3YNt"$
蔡湾遗址
1$%&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周代文化
rs:;)+9,:;)ê:;
<=$ >?:@ABCD$ DE-£>X.K
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清水县红堡镇蔡湾

CD$ DEFG>_`Iabcdefghij 村西
Lµ１５０米的庄坷地，负山临河，地势开阔。面积
!+% Súj3:h=43j¹$ MN
单位。位于秦安县王铺乡榆木川村南北两山坡地
上，面积
２０００
平方米。暴露物不十分明显，地埂上
*"$ 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
PQRS3:;*NBC %"+.$
S$ MKVN
k3MN $%%% QRS$ lm@nopqr3jsk ９．２
０．５～２米。出土石器

有残存绳纹红陶片、篮纹红陶片、红陶罐口沿残片
Utu]%XY")(%XY")XYvwxt"
等。在农田基建时遭到破坏。
#$ yz2{|}5~67$

冀县遗址
*+%&古遗址。据《史记·秦本纪》记载∶
<=$ F 
＂秦武公十年（前

Fo/６８８年），伐卦、冀戎，初县之。＂秦
&'' /3!)3>$ F

武公攻邦、冀戎人，征服了邦、冀以后，建立了邦县
!)3!)'3|!>

和冀县。汉末，隗嚣等人于天水起兵，反对王莽统
^>$ 3 ¡E¢£¤¥3¦§_¨©
治，即以冀城为中心，并建立汉复政权，自称西州
ª3«'¬+®3¯|°±²3³´µ¶
上将军，势力最大时占有陇右七郡。东汉改天水郡
k·¸3¹º»¼}½U¾¿ÀÁ$ ÂÃ¢£Á
为汉阳郡，永平十七年（７４年），汉阳郡治所由平襄
+ÄÁ3ÅQoÀ/() /3ÄÁªÆÇQÈ

有石刀、石斧等，陶器有细泥陶、夹砂陶。多属新石
UVW)V¡3YNUVY)[\Y$ éV
器时代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遗存。其上层有周代
N}rs:;)+9,:;<u$ "kBUê
:;<u$
文化遗存。
2345%& 马家窑文化、周代文化遗址。
+9,:;)ê:;<=$
诸葛垒塬遗址
>?:@ABCD$ DE-£>Å-.Â !"+ '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清水县永清镇东１．５
公里
的诸葛垒塬，牛头河北岸二级阶地。东西长
５００
úx3 234fy%?7j$ Âµ +%%
S3efA #+%
S3MN !("+ PQRS$
é+9
米，南北宽
３５０米，面积１７．５
万平方米。多属马家

Ã+ì>3 Ü¯íîï>$ ðñã¼ò}
改为冀城县，后又并入黄瓜县。隋炀帝大业时

窑文化遗存，其上层有周代文化遗存。
,:;<u3"kBUê:;<u$
白土崖遗址
678%& 古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
<=$ >?:@ABCD$ D
E-£>Å-.Lf ２０米处，牛头河北岸第
$% S(3234fyz
于清水县永清镇李崖村北
Ù?7j$ Âµ ３００米，南北宽
#%% S3efA !)%
S$ :;*
一级阶地。东西长
１４０米。文化堆
NBC %"+/!"+ S$
积层厚０．５～１．５米。
92:;%& 古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 >?:@ABCD$
绵诸道城遗址
DE-£>Ñ;I4L94ÜV4
位于清水县今贾川乡林河村林家河（又名稠泥河）
eyh3h$ h)xhkÊh U
南岸堡子山，依山而筑。从山脚沿山而上至山腰有
Â)µ)e÷M¬¡<¢3£¤-¥3fD¦E4
东、西、南三面城垣遗迹，轮廓清晰，北边湮于河

（６０５—６２０
年）又改为冀城县。唐高祖武德三年
&%+ë&$% /
ÜÃ+¬>$ óôõö÷/

中。城址东西宽
１３２
$ ¬=ÂµA ２５０米，南北长
$+% S3ef ３５０米，面积约
#+% S3MNO !#$

（６２０年）改为伏羌县，并入渭州的陇西。冀县故城
&$% /Ã+Hø>3¯íù¶ú¾µ$ >û¬

§3¬¨jM©u２米多，部分埋于地下，宽
$ S3ÏpªEj*3A１．５
!"+0
亩，城墙地面现存
～

移至冀县。建宁元年（１６８
ÉÊ>$ |ËÌ/!&'年），凉州刺史部治所也
/3Í¶ÎÏªÆÐ
Ç¾>ÑÒ9cÓÔ³ª>Éª>$ µÕÖ
由陇县（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移治冀县。西晋泰
×Ø/$&* /y¢£ÙÚÛF¶3¬ÜÝ+F
始五年（２６９
年）在天水一带置秦州，冀城又成为秦
¶ªÆ$
ÞßÀ/
$'& /3F¶Z¢£Áª³
州治所。太康七年（２８６年），秦州及天水郡治自冀
城迁至上卦。北朝后魏武帝太平真君八年（４４７
/
¬àÊk!$ fáâãÞQäåæ/))(年）
Ã+çè>3é¢£Á$ fáfê}++(ë+'! /
改为当亭县，属天水郡。北朝北周时（５５７—５８１年）

具体位置，有三种观点∶其一在今甘谷县城南，其
üýDÛ3U÷þÿ!"ÙyÑ#$>¬e3"
二在今甘谷县城东南，其三在今甘谷县城西
公
%yÑ&$>¬Âe3 "÷yÑ&$>¬µ ３# 
'(eh)*$
里处南山脚下。

泰山庙遗址
,-.%& 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遗址。县
+9,:;)89:;<=$ >
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清水县永清镇沙鱼沟村东
?:@ABCD$ DE-£>Å-./01LÂ
+% S(3234e56?7j38e9f3:h
南e５０米处，牛头河南岸二级阶地，坐南向北，负山
M;3f<2343Â=e>4$ j¹Q?3Âµ@
面川，北望牛头河，东临南道河。地势平坦，东西长

$ S$
２米。

清水古城遗址
<=>;%& 汉代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
<=$ >?:@ABC
位。位于清水县永清镇李崖村北
D$ DE-£>Å-.Lf３００
#%% 米处，牛头河
S(3234
f«%?7j3234n¬4®ú÷¯jÚ$ ¬
北岸二级阶地，牛头河与樊河交汇的三角地带。城
¡°±y²³<=k3 ©tu´Kµ¬f
垣叠压在汉代聚落遗址上，现残存夯土版筑城北

D¨¡３６
#&米，残高１～３米，夯土层厚
S3tô !1# S3´KBC０．１５
%"!+ 米，并
S3¯
边墙垣
UF¶t¡$ µ}3+·#¸¹º$ |E
有断续残垣。西汉时，为陕甘交通要隘。建于汉武

ãÌ»%/ １１５
!!+ 年）。至唐开元二十二年（７３４
/$ ÊóÌ%o%/(#)
帝元鼎二年（前
米。边缘、断面、沟渠、田埂有灰坑、红烧土、白灰
S$ DE)FM)1G)2sUHI)XJK)LH 年），因大地震城垣塌废。
/3-¼j¼¬¡½¾$
¡$ MKYNU[\XYv)OYv)VW[\(
?;%& 汉代遗址。位于清水县红堡镇西
<=$ DE-£>X.µ
等。出土陶器有夹砂红陶罐、彩陶罐、泥质夹砂篮
西城遗址
%)]%)*%Yv)PxQ)RwS)OYv)YT
¬L¿$ ÀÁnÂÃúÄDÅ3'ØÆKÇ´
纹、绳纹、堆纹陶罐、卷沿盆、敛口钵、彩陶罐、陶鬲
城村旁。略呈不规则的四边形，以五花土板夯筑而

５００
+%%米，南北宽４５０米。文化堆积层厚约
S3efA )+% S$ :;*NBCO０．５～１．５
%"+,!"+

等；石器有石刀、石斧、石凿、石矛等，另有骨锥。马
¡UVNUVW)VX)VY)VZ¡3[U\]$ +

成。东墙因临河已毁，西、南、北三面墙尚有断续遗
Ý$ Â¨-=44È3µ)e)f÷M¨ÉUF¶<

家窑文化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其次为夹砂红陶；
9,:;YN'VWXY+,3"^+[\XYU

存。西垣残长
米，北墙残长
u$ µ¡t５０+%米，南垣残长
S3e¡t ５６０
+&% S3f¨t

89:;YN'_M+,3`a+b%)]%)(
齐家文化陶器以素面为主，少数为弦纹
、绳纹 、篮

７００米，夯土层厚
米。城内满布汉代残
(%% S3´KBC ０．１３～０．１５
%"!#2%"!+ S$
¬TÊËt

纹。１９８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队与
%$ !*'! /cdefghijkÆ&lmn

Ì)ÍÎ)FV¡|ÏÐ$
砖、碎瓦、断石等建筑材料。

县文化馆考古调查。
>:;oipq$

?@%& 仰韶文化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
rs:;<=$ >?:@ABC
西川遗址
D$ DEÒ9;ÓÔ³ª>Ñh.µ;LÒÓÔ
位。位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龙山镇西川村苗圃园
Z-£4e«ÙÚúzÙÕjk3ôM4ÖO &
及清水河南岸一带的第一台地之上，高出河床约６

小原遗址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
/0%& rs:;)+9,:;)89:;
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清水县永清镇胜利
<=$ >?:@ABCD$ DE-£>Å-.tu

!"! !－
－! ３６３

!"#$%
天水大辞典

米，距秦安大地湾遗址
２０公里。东起西川村，西至
!"#$%&'()* !"
+,- ./012304
苗圃园中路，南靠桥（子沟）四（十里墩）公路，北至
567893:;<=>?@ABC,DE+9FG4
清水河冲击的断崖。地势平坦，面积约
万平方
HIJKLMNOP 'QRSFTUV１．５
#$% WRX
米，文化层厚约
１．５～２．７米。１９８７年文物调查时发
!P #)*( ]Y^_`ab
!FYZ[\V &$%'!$(
现，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存，以半坡类型为
cF defgahijYZ)k3 lmnopd
主，黑土质，结构松散，地表、断崖暴露红烧土
、墓
qFrstFuvwxFyz{NO|}~s{
葬等。出土陶器
３０
多件，多夹砂红陶，彩陶次之，
- sg +" F ~FF
采集标本有喇叭口黄红陶绳纹尖底瓶、夹砂红陶
~{ ~

南山遗址
01() 齐家文化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
6¶YZ)*P ®¯Y^°±²
位。位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龙山镇南梁村山顶，面
³P ³´µ¶1·¸¹º®ùÀ::t2ÀuFT
临深沟，通往南山之小道由深沟东边盘旋而上，西
Î¬Fvw:ÀÌ\x¬.YyzþÄF0
与冯源村毗邻。分布于南山小道东侧分道两旁的
Å{|2}~P ´:ÀÌ\.\p
台地上，土质为黑土和黄褐土，面积约
万平方
ÃyÄFstdrsî"sFTUV ２．７
!$( WRÕ
米，文化层厚度
２．５～４米。１９８７
年文物调查时发
!FYZ[\ !$%/0
!P &)*( ]Y^_`aÚ
cP ßO|}¾3s{à[F1 ¦F
现。断崖暴露大量烧土、灰层，并含陶片，有一处长
!àTFq{~¦
５% 米的白灰面，采集标本主要有篮纹、绳纹红陶片

绳纹深腹罐、彩陶钵、碗、盆、葫芦瓶、带盖罐等，还
{{{{ ¡{¢£F¤
有红陶
、彩陶残片，出土石器有凿 、斧、研磨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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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子遗址
&'()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周代文化
ijYZ«¬op{ hYZ

î2¦P
和极少彩陶片。

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P ®¯Y^°±²³P ³´µ¶1·¸¹º®

梁，东与水滩村相接，西靠阴洼村，南临高沟村，北
tF.ÅI2ÆF0;¿2F:Î¬2FG

木河乡店子村大洼山第四、第五级台地上。南与店
»J¼½>2¾¿ÀÁA{ÁÂ¯ÃyÄP :Å½

至上渠子村。１９８７
年文物调查时发现，面积约
4Ä>2P &)*( ]Y^_`aÚcF
TUV

子村相连，北至大洼山半山腰，东靠该村第三村民
>2ÆÇ3G4¾¿ÀmÀÈ3.;É2ÁÊ2Ë

*%1" RÕ!FYZ[\ 23% !FÀudFI
８５００平方米，文化层厚１～５米，山顶为墓葬区，水
滩村附近为居住区。断崖暴露灰层、烧土、红陶片，
2jdP ßO|}à[{s{~¦F
曾出土三足罐、横整手罐、横整銮手盆、舀子
、单耳
sÊð{ü{ü{>{²
罐，纹饰有篮纹
、绳纹、锯齿纹、堆纹等，出土石器
Fa{{{kFsfg

小组，西临水沟村。破坏较严重，残存面积约
万
ÌÍ30ÎI?2P ÏÐÑÒÓ3¥kTÔV ２．６
!$, W
平方米，文化层厚５
年文物调查时发
RÕ!3YÖ[× % 米左右。１９８７
!ØÙP &)*( ]Y^_`aÚ
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存上叠压周代文化遗
c3 ijYÖ«?op)kÄÛÜhYZ)
存，黄褐色土质。断崖暴露灰坑、红烧土、石斧和陶
k3ÝÞst- ßO|}àá{~s{fâã

水滩遗址
"2() 齐家文化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
6¶YZ)*P ®¯Y^°±²
³P ³´µ¶1·¸¹º®¾ó¼I2sY
位。位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大阳乡水滩村铁边寺

â{©ªg- P
有斧、研磨器及骨针等。

*+,()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存和马家
ijYZmnop)kîñ¶
圪塔川遗址
窑文化半山类型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张
òYZmÀop)*- ®¯Y^°±²³- ³´µ

!"34 古城址。始建于春秋时期。北魏时
G¡*P ¢£´¤¥a¦P G§a
天水古城
Â¡ÆF¨©ª«¡FG¬R£.{0ø¡F&
五城相接，唐筑雄武城，北宋复建东、西二城，后经
®{¯{HÊh°£F±5²³.´{¾¡{8¡{0
元、明
、清三代屡建，遂形成今东关、大城、中城、西
´{µ¶¡Â¡·¸Fx.0d¾¹üºF:G
关、伏羲城五城格局，由东西一条大街横贯，南北
A¾9»¼P c¡8¡°½Y^G.µ
四大路纵切。现城中及城周保留的文物古迹有伏

家川回族自治县大阳乡阎家村东北角、太原河南
¶1·¸¹º®¾ó¼ô¶2.Gé{ õöJ:

羲庙、文庙
、南北宅子 、城隍庙、万寿宫、玉泉观、瑞
¶«{Y«{:G¾>{¡¿«{WÀÁ{ÂÃÄ{Å

岸第二至第三级台地上，龙（山）黑（水眼）公路横
÷Áø4ÁÊ¯ÃyÄFùBÀErBIúEû9ü

莲寺、南郭寺
、李广墓 、诸葛军垒 、道衙署 、陇南书
Æ{:Ç{ÈÉ{ÊËÌÍ{\ÎÏ{Ð:Ñ

穿而过。破坏较严重，残存面积约
WRÕ!P
ýþÿP Ï!ÑÒÓF ¥kTUV６,万平方米。

院、北关清真寺、红台清真寺、水月寺、泰山庙、苏
E{G´HÒ{~ÃHÒ{IÓ{ÔÀ«{Õ

１９８７
２～５米，黑褐
&)*(年文物调查时发现，文化层厚
]Y^_`aÚcFYZ[\ !-%
!Fr"
色土质，黏性大，干后坚硬。断崖暴露灰坑、红烧
ÞstF#$¾F%&'(P ßO|}àá{~
土、木炭屑、白灰面
、陶片、石器和兽骨等遗迹遗
s{»)*{+àT{¦{fgî,-).)

蕙织锦台、飞将巷、隗嚣宫址等名胜古迹。枣园巷、
Ö×ØÃ{ÙÚÛ{ÜÝÁ*ÞßG.P à7Û{
三新巷、石家巷、砚房背后尚存古巷之貌。古城残
ÊeÛ{f¶Û{áâã&äkGÛåP G¡¥
垣遗迹略存。１９９４年１月
æ).çkP &))0 ] & Ó４ 0日，国务院批准公布为
èF8éEêëûd

物，彩陶最多，夹砂红陶次之，并有少量灰陶，采集
^F/0F~F123àF
{45gî¦{fâP
标本有尖底瓶、杯形器和陶片、石斧等。
-./() 仰韶文化、齐家文化，战国、秦
ijYZ{6¶YZF78{$
坪桃塬遗址

ì8íîYZÞ¡P
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FsgäåæçèÊéêëF¥
片，出土陶器有勾叶圆点弧三角纹曲腹彩陶盆，残

件有粗绳纹夹砂尖底瓶底部和鬲足，出土石器有
ìíîïðF sfg
§{fâ凿、石斧。

汉文化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张家川回族
9YZ)*P ®¯Y^°±²³P ³´µ¶1·¸

564) 古城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
G¡*P ®¯Y^°±²³P ³´
吴砦城址
ïUÊð¼ñò:P d¬ñI©F ãóôõÀ
麦积区三岔乡吴砦镇。为宋吴所筑，背负野鹤山
Bö÷øõÀEFGÎùJFTU ,$!%
H
（俗称老鹤山），北临渭河，面积
６．２５WRÕ!P
万平方米。清

¹º®µ¶1:;ñ20G<=>0GP &)*! ]F
自治县张家川镇下马村西北坪桃塬西北。１９８２年，

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年）置三岔厅，属秦州直隶州，
úûøCø]B&(%( ]EüÊðýFþ$ÿ!"ÿF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文化馆普查发现。１９９０
µ¶1·¸¹º®YZ?@`ÚcP &))"年，中国
]F88

ÿ#F$¾öñò¡F%:&'FÓ©¡æF(
州判住之，扩大原吴砦城，向南延伸，重筑城垣，辟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队、天水市博物馆又
ABCDEFG©HIJKL{ MINO^?P

)*F£Î+P Ë8ø]B&)&+ ]EF,ÿ-ÏF.Ê
操场，建衙门。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撤州判署，设三

QR`P )*ST´&1JÅ:1JUVG÷
作复查。遗址坐落于后川河与南川河交汇之北岸

ð/0ÏP Ë8C]B&)!& ]EF12,3Êð
岔警察分署。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年），正式撤销三岔

ÁøÃy<=>ÄP .ÎMµû9F0W¬X:
第二台地坪桃塬上。东临天张公路，西有涧沟；南

!%4 !:¥æ).Flsf4
ýP ck.¡æ ２５０米及南残垣遗迹，以土夹石夯
厅。现存东城垣

自台地边，北至堡山，面积１３
万平方米。文化层厚
¹ÃyYFG4ZÀFTU &+ WRÕ!P
YZ[\

筑，夯层厚０．２米，卷顶东城门尚存。
©F4[\ "$! !F5u.¡+äkP

１￣２
&.!米。暴露有灰层、红烧土、白灰面、窑址烟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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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连城址
7894) 古城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
G¡*P ®¯Y^°±²³P ³
于秦州区汪川镇鸦儿变庄。南宋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
´$ÿ61:78f9P :¬:;C]B&&0&

采集到石斧、石凿
、石研磨器和泥质红 、灰 、彩陶
]fâ{f§{f©ªgî^t~{à{

片，加砂粗红陶片。彩陶多饰宽带纹、平行条纹、弧
¦F_ì~¦P `ab¢{Rcd{è
边三角纹、勾叶纹、变体鸟纹；素陶多饰绳纹
、附加
YÊé{eå{fghXi`a{j_

堆纹。１９７５
kP &)(% 年以后出土铜车马饰、马骨、战国铜镜、
]l&slmña{ñ-{78ln{
秦汉＂半两＂铜币
、铁罐等。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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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宣抚司吴璘收复秦州后为确保西和州，抵御金
]E<=>ñ!?R$ÿ&d@°0îÿFABC
DEF:;FGùÀy5©CøÇ¡ÇHQIP
兵入侵南下，依白龙山地形筑十二连城连环作防。
¹´ZÀJ4K®b1¼L¶M2F  １５
&% û
自白关堡山脚至礼县宽川乡廖家寨村，长
公
RÕ!P ck¥æ &5+ !P O¡
,FNy 0"""
里，占地
４０００平方米。现存残垣高１～３米。各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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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沿山而建，各城间既有距离，又可互为联络。山形
!"#$%&'()*+,-./01234 "5

若飞凤，故名凤凰山。其有隍城、小隍城、上城堡，
678-9:8;"4 <*='>?='>@'A相互对峙，前呼后应，成一体系，气势磅礴，故称
B0CD-EFGH-IJKL-MNOP%QR
＂连城跨凤＂。自礼县宽川、秦州区汪川各有一小河
S
T'U8V4 WXYZ[>\]^_[`*J?a
流至隍城前汇合，将隍城围于中门，所以有＂水包
bc=dEef-g=dhijk-lm*
Sno
隍城＂或＂一十二道连城＂之称。三四城属秦州区
=dVp
SJqrsTdVtR4 uvdw\]^
x-rdwXYx4 !"#! y-znY{|}~4
界，二城属礼县界。１９８１年，天水县文化馆调查。
#$%& 古城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今武
d4 Y{ 4 
宁远城址
y-
"Yd4 izuy!$!"年），崇
山县城。宁远寨始建于北宋天禧三年（１０１９
y
uy!!$% y1Y4 ry!&'" 年）
宁三年（１１０４年）寨升为县。明洪武二年（１３６９
Y"Yd4
¡
(')*
宁远知县刘冕依山临渭，建半圆县城。周长 １６．８
¢-£ +"
¨©ª«¬®-¯°±
里，高
１９ ¤-¥¦§4
尺，厚丈余。明清两代多次重修，现残存
²³d´4
µdk¶±·¸-¹º»¼-½
¾部分城墙。南城门保存完整，拱顶洞式，深 !,
１７米，
¹ÂV rÃ- 1ÄÅrqvy
Z % ¾4 ¿ÀÁS
宽４米。额石刻＂拱极＂二字，为乾隆二十四年

瓦泉村附近出土铺首衔环铜壶、陶蒜头壶，据考
üLÍRZÿò[\]^4_> &`Ó_- ab
c-w \E4
证，属周秦遗物。
弓
门寨遗址 古城址。位于张家川回族自治
/01.&
d4 iFG[HIWJ
县城东
公里处之恭门镇政府驻地。秦昭王十四
Ydd １４
+% e¢>tfkÊghiØ4
\j-qv
0"& y- êgklômkA- nCo
y E ２９３年），大将白起始筑弓门堡，总面积
年（前

２４７．５
0%,)- 平方米。北宋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年），筑弓门
:;¾4 Ñp:qrry",, y-ômk
4 sr2yt1S
fkV4 ¯ð±dd´¡ 0$$
寨。民国初年改为＂恭门＂。现残存东城墙长
２００
米，北城墙长
３５０ ¾-ñòÖõ
米，夯土层厚$)+01$)$*
０．１２￣０．０８米。寨
¾-Ñd´¡ &-$
¾4 
城北依北山，南临樊河，东接下城子村，西与小河
dÑÑ"-µÚa-duvdOÍ-KÙ?a
村相望，城墙东侧曾出土末代瓷器和铜镜。
ÍBw-d´dxyÿòzª{|}4~4
张家川西城遗址
2345%.& 古城址。位于张家川回族
d4 iFG[HI
自治县张家川镇西。系北宋太平兴国年间（９７６—
WJYFG[ÊK4 LÑp:qry(",'
"*& yô4 ¡ &*$ ¾-Z 0,$ ¾-Co +-&)"亩，为
-1
９８３年）筑。长３８０米，宽２７０米，面积１５３．９
dK¡;54 hojdÑmKÜsK
东西长方形。范围包括今中城北路以西的人民西

+,-" yÆ®lÇ4
>Kd>}:K4
+"*, y-"Y{|}~4 路、西城路、和平西路。
（１７５９
年）维修所镌。１９８７年，武山县文化馆调查。
23678.& 古城址。位于张家川回族
d4 iFG[HI
张家川东城遗址
WJYFG[Êd4 ¨{ àycy
自治县张家川镇东。清文宗咸丰元年至五年

（１８５１—１８５５年），由东关回民苏尚达倡导所筑。东
+*-++*-- y-dHslô4 d
K¡ ２１０米，南北宽
0+$ ¾-µÑZ ３５０米，为南北长方形，折合
&-$ ¾-1µÑ¡;5-f
西长
Co ++$)0- - hojdÑmdÜs
面积１１０．２５亩，范围包括今中城北路以东的人民
d>dd>}:d4 ddÙKdt(*
东路、东城路、和平东路。东城与西城之间留有巷
s-Z
' ¾-©ddkBC6é-QR
S
dkV4 
道，宽６米，两城城门相对而开，故称＂双城门＂。同
治年间（１８６２—１８７４
yP4
Jy(+*'0+*,%年）被拆除。
放马滩墓群
9:;<= 战国至西汉墓葬。全国重点文
rcKÞ4 r{
物保护单位。位于麦积区党川乡北部花庙河上源
¶È4 io^[,Ñ<a@
党川河源头处，为战国晚期的秦人墓葬遗址。１９８６
[a Ó>-1r¡¢Ü\E4 +"*'
!"#$%&
宁远城址遗存
'()%& 古城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
d4 Y{¶È4 
清水双城址
i¨nYÉ¨ÊËÌÍ4 ÎÏÐYdÑÒÓ
于清水县永清镇李崖村北。坐落在今县城北牛头
河北岸第二层台地上，属牛头河与樊河交汇的三
aÑÔÕrÖ×Ø@- wÒÓaÙÚaÛeÜu
角地。汉武帝元鼎三年（前
１１４
ÝØ4 ÞßàáuyE
++%年），置清水县，先
y-â¨nY-ã
后属汉阳郡、天水郡、秦州、络州辖县。唐开元二十
äwÞåæ>znæ>\]>!]çY4 èéàrq
ry,&% yêØëìdíîï4
¯ð±ñòóô
二年（７３４
年）大地震使城垣塌废。现残存夯土版筑
Ñ°í３６米，残高１～３米，夯土层厚
&' ¾-°£ +.& ¾-ñòÖõ +ö¾4 d
北残垣
１５厘米。城
÷øùÞª°úûü>ýþ4 ÿ!"«Ü#$%&
内满布汉代残砖断瓦、柱础。出露较多的绳纹灰陶
'>%&(>%&)*4 +"*/ y¨nY{|}~4
片、灰陶罐、灰陶盆等。１９８０年清水县文化馆调查。
*+%& 古城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
d4 Y{¶È4 i
冶坊城址
¨nY+k,-.ÍÑ4 /0d12é3?/
清水县黄门乡王店村北。冶坊城因宋初开设小冶

年
y ３月，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党川林场职工在放马
& £- ?¤"¥¦§¨©[¥ª«¬Ð®
滩护林站修建房舍时发现。总面积为
万平方
¯È¥°®±²T?¯4 nCo1１．１
+)+ 9:;
米，有墓葬１２０
１４ ³座，其中西汉墓１
¾- * +0$余座，发掘
§³- ?´ +%
<jKÞ +

座、秦墓
１３ ³-µ1ò@¶·-¸ÿò{
座，均为土坑竖穴墓，共出土文物 %$$
４００
³>\ +&
§¹-<j&|２８0*件、漆器
¹>º|１１
++件、木器
¹>»| １３
+& 件、铜
¹>4
余件，其中陶器
| , ¹>\¼©D３枚
& ½>¾¿À¿Á
% ¹>ÂÃ 0+
器７件、秦半两币
、毛笔及笔套４件、算筹
２１
½>»ÄÅ + Æ２0幅、木板地图
Ç>»ÄØÈ %４ Æ
, Ç>KÞÉ
枚、木板画１块
块７幅、西汉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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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残片１件、竹简
４６０枚。出土文物最珍贵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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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板地图。木板地图在椁内头端，出土时沉没在椁
底泥浆中。因木板厚，虽浸水中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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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完好。７
幅地图均用墨线绘在 %４块大小基本相同
的木板上，其中６幅为成品图，１
Ü»Ä@-<j ' Ç1IßÈ-+ 幅为半成品，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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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作坊而名，后置县建城，在后川河南岸依山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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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县地区城邑政区及水系、物产图，内容包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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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临河而筑。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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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万平方米，现存部分残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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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里 、山水、关隘、道路、分水岭、伐木点等地理
事物。地图涉及渭河与嘉陵江上游两大水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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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河床１米处发现宋代灰坑、居住面、铜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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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发现柱础等遗物。１９８７年，清水县文化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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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亭遗址
,-.& 古城址。位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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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今天水市所辖地区及陇南北部礼县、西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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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枚竹简，简文以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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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连同地图一起发现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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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体书写，一般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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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之间。其中秦墓发

城西南瓦泉村，为周孝王十三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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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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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封为附庸时所建城邑，是秦的最早都邑。１９７５
年 现多而集中，出土物丰富。竹简是继湖北云梦睡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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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地秦简之后的第二次重要发现，也是甘肃省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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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室三部分组成，建筑有穹隆顶长方形，券顶

发现的秦文化典籍。７
幅木板地图是迄今为止时代
5-&"6789: ! ;<=>?0@ABCDE
最早的地图实物。西汉纸定名为＂放马滩纸＂，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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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时代最早的麻纸实物，将中国发明造纸术的
UVDEFG&WLHI. XYZ5[\L]&

形、覆钵顶形等，且以楼阁形制为主。建筑结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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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提早了三百余年。

特，布局严谨，营造繁复，砖雕内容丰富，有千姿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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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各种花卉、飞禽走兽，有栩栩如生的人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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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构图简洁明快，形象生动传神，雕工精巧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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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纤细繁缛、色调鲜明协调。集中表现为三个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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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特点；一是墓室为砖雕仿木结构，模仿人间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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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建筑式样雕造；二是墓葬装饰多采用乐舞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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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装饰彩绘鲜艳；三是墓主人身份都是没有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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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民。有着极其鲜明的时代、地域特色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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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文化含量极高。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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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室即是一处地下艺术室库，具有较高的历史、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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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考古价值，是研究宋金时期社会生活、经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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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民俗、宗教及建筑的珍贵实物史料。
÷³ØÄ³ÅÆ»ÒÓ&ÇÈHI°É:

放马滩墓出土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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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沟墓地
&'() 古墓葬。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def: g23*h6Iijk

永清镇苏山砖雕彩绘墓
/-01!2345( 古墓葬。甘肃省重
Aef: 123*
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清水县县城西北５公里，苏
h6Iijkl: lmÅÆuuÇJ| % Ê.H
山村东１公里的山坡台地上，属宋代遗迹。１９８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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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位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刘堡乡杜家村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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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村民平田整地时发现，挖出方形湖州铜镜、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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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瓷碗、灰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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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文物，墓室由清水县县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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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处，南以长沟为界，北以瓦窑沟为界，东到山顶，

西临张华公里。南北长约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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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东西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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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面积约为５
３０余座，其中
}.B % 万平方米。发现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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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清理、拍照后封顶保护。呈南北向，由墓道、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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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偏南，因有障碍未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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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被盗，墓葬填土大多粗夯，最小的墓葬底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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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道紧连墓室，两壁对称。墓门位于墓道和甬道之
间，呈拱形。墓室平面呈边长
２．５米的正方形，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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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Fef ¡B ８米，在盗洞口散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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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１米，最大墓葬底边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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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绳纹灰陶片，在编号
Ｍ２ &ef&£¤¯°
的墓葬的盗洞口有人
&±²³´².µI&¶·³¸¹º»¼½: ¢5的头骨、股骨，动物的牙齿、铲足鬲及漆皮。在发现
"& cefY.¯ $ 座积炭墓。积炭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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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３０余座墓葬中，有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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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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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年代约为战国晚期。
*+,( 古墓葬。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def: g23*h6Iijk
赵充国墓
位。位于清水县城西北李崖村。宋代始修祭亭、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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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0 米，为仿木结构砖雕彩绘楼阁形制，分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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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墓室上部自山花板后边叠砌成八面穹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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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中部四壁正中为仿木结构楼房，下部为须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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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台基。从上到下，依次置以穹隆顶、歇山、飞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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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翘、斗拱、门窗和须弥座式楼台。补间斗拱六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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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三下昂，转角斗拱、翘、耍头结合，交手拱连接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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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使四补间、四转角连成整体。墓室在歇山以上
+.,Eþ³E$%ìXðý: eR¢*þ
堂等建筑。清嘉庆、道光重修。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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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修亭殿，并筑围墙，民国末年全毁。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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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
、地两级先后拨款，修建围墙，安装大
*+("年，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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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整修墓冢，兴建碑亭，植树绿化。现存墓冢略呈

半球体，上覆茸草，高
３．８米，底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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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６米。底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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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围固。家前建歇山顶砖砌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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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
$eS6ÅÖ×ÚÛ^Ü*("% 年）＂汉故将军营平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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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墓＂和清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
之墓＂两通石碑。汉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之墓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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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５米，宽
米，拱形龙首条碑，额刻＂大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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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汉故将军营平侯之墓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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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灰色砖顶，其下均以彩绘装饰。雕有人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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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兽、花卉等。构图简洁明快，雕工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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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川乡董湾砖雕彩绘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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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清水县贾川乡董湾村。属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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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遗迹。出土文物有瓷器
件，陶罐１件。坐东向
J.ä ９０°。墓室由主室、甬室、甬道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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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向
úY@;.{J8５．４米。主室南北、东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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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呈中字形，东西通长
$.0 }.´ "３米，呈穹隆顶仿古楼阁式。甬室在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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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壁中下部，与墓葬同向。进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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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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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拱券高
０．８米，砖拱结构形制。甬道居西，进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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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米，宽０．８米，高１．３
米。墓室同葬２尸，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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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形龙首条碑，额刻＂大清＂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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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骨骸残损，３
件陪葬器均摆放在主室东、北、
67.89:;." Ü<f1S=P¢aR{³|³
-".( 古墓葬。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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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宋墓
南三壁亭台上。主室歇山上部以条砖叠砌，无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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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位于清水县上卦乡李崖村赵充国墓前院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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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集中保护四座，分别是苏面、白沙、贾川、红堡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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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保存完整，造型各异。每座墓室均由墓道、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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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下部及甬道均有雕饰，绘画、画像砖各半穿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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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砖雕内容少，雕刻简练，构图完美。彩绘采

!"" !－
－! ３６６

"
文! 化

用大写意手法，以红、白、黑为主，按各自不同位置
月，甘肃省博物馆大地湾发掘小组发掘
!"#$%&'()*+*,-.'/012345 ９ (月至
á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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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染。

白沙乡箭峡砖雕彩绘墓
#$%&'()*+, 古墓葬。甘肃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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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清水县白沙乡。宋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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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断定属仰韶文化早期的墓葬。共有６３
G'_AØ:;8 ¯½ $!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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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两大家族共用的氏族公墓，分为东西区两大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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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西区墓葬以男性为主，分布着
座头向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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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R;SB３! 件，墨迹铭砖１块。坐北向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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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陪葬器物

的墓和瓮棺葬，排列密集；东区墓葬以女性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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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室、甬道、墓道三部分组成，呈窑洞式形制。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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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长
３．４米。甬道偏
][n３．６米，东西宽２．６
!#$ o'pqr %#$ 米，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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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葬品也比西区多，分布着
３０ \[up:
座头向北偏东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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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进深
米，宽"#%
１．２米，高
１．８米。墓道与甬道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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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竖砌筑内外两层封门砖。墓室地平北端通置长

同，人体骨架皆置于长方形圆角的土坑中，多数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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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砖构棺床１座，上遗存腐蚀棺木
%#( 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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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件，骨骸２具，为夫妇合葬。砖雕内容丰富，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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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坑。葬式分４种∶１．仰身直肢单人葬。共
Q¬8;ke & ³´"#µ¶·E³;8¯５０
+* 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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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形式，第一种在墓穴左侧有一相连的置随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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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的凹壶门形内各雕饰一个历史故事，或动物，或

品的小坑；第二种随葬品坑与墓穴不相连；第三种
¬¸¸³;¬x:²2uº¸c³
没有随葬品坑和随葬品。墓穴一般长
A½;¬U;8 :²¡»n１．４４～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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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或生活题材，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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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其中人物故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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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饰
 ４８
&' 件，无一重复，以二十四孝图为主，间有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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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出行、狩猎耕读、杂技表演、飞天、武士等。该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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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集北方各民族生活、习俗、宗教、文化诸方面于
一室，是研究宋金以来清水乃至甘肃东部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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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人民生活等的珍贵资料。

李广墓
-., 古墓葬。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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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秦州区玉泉镇石马坪。汉＂飞将军＂李广卒于汉

武帝元狩四年（１１９
þ!':¶"8 #:$%-&
ËüýÁºþÿ""( 年），墓地无载。现墓可能为衣
'(' ):þ*¶+8 :í,-.ß/0' 1
冠家，建墓年代无考。墓区规模原来较大，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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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０米，有垣、门、庭、石马及墓家、墓碑。门两侧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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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虎卧沙场，射石昔曾传没羽；鹤归华表，树碑
HIJKL8 øMN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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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再赋招魂。＂横额为＂飞将佳城＂。现存石马、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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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墓碑和墓冢。石马两匹，造型古朴，疑为汉代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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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惜残躯断首。祭亭为
间悬山顶建筑，蒋介石
fg
õ
ôö÷ùúh:øX|ñTiFRShj'
手书＂汉将军李广之墓＂砖砌石碑立于祭亭之后，
碑高约６米。墓家以石包砌，高约６米，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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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座瓮棺葬，排列较稀疏。两组墓的形制基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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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体骨架左侧还有一放置随葬品的椭圆形竖穴

o'r *,+$/"
o2Í8 %,;8 ¯ ! 8 ¼-!
米，宽
０．５６～１米不等。２．瓮棺葬。共３座。均为用
陶瓮作葬具的小孩墓，即将小孩骨架置于大瓮内，
½¾;¿:'Àö¿¨5F0~'
横放在墓坑中部，再用一残瓮的陶片将瓮口盖封。
M°¹:¬²d'I!¡]½ÁöÂÃ8
瓮中的小孩年龄约
²¿þÄk６～１０
$0"* 岁，亦为仰身直肢葬。墓
Å'Æ-µ¶·;8 :
穴长
²n １．４４米，宽１米左右。３．单人二次墓。共７座。
",&& o'r " o®Ç8 !,E³¸È:8 ¯ - 8
e-³lk' ¸¡³³§°5gµÉ·§
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人体放置成仰身屈肢或仰
µ¶·Ê';°F:²®6¬~8 ¸¸³³
身直肢状，随葬品放于墓穴左侧小坑内。第二种人
§°5gµÉ·Ê' ËA½;U°5;
体放置成仰身屈肢状，但没有随葬品和放置随葬
¬8 :²n ０．７６～１．２米不等，宽
*,-$1",% o2Í' r *,+2),$
品的小坑。墓穴长
０．５￣０．６
o2Í8 &,:;8 ¯ !３ 8
-ÌÍ;UgþÎ
米不等。４．合墓葬。共
座。为母子合葬和成年双
³;³lk8 :²n１．６～１．８米，宽
",$3",' o'r ０．７８～１
),-'4"
人合葬两种形式。墓穴长
o2Í8 :uÏsÐ/¡'-eÑ:;
米不等。墓层相互的地层关系较多，为分析墓葬的
ÒÓU;ÔBÈÕÖ×Ø¡ÙÚ8
早晚序列和随葬器物的演变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上袁村秦墓
4567, 古墓葬。位于秦安县陇城镇上
Y:;8 4Fë{IÛPð
袁村北的二级阶地上。１９６３
年农民在修梯田时发
ÜÝ[¸êÞ8 "($! þßÒ¹àáâã
现。破坏严重，墓葬结构不清。出土的器物有陶器、
Q8 äåæ?':;ç2G8 PQÔB½½Ô*

件。其中秦权和秦铜灯最为著名，
èÔ*éÔ¯ ３９
!( 8
±²ëêUëèëì-íî'
o8 :(n5Gopºþÿ"-!( þqi
õ
ôö÷ù 铜器、铁器共
米。墓冢上镶置清乾隆四年（１７３９
年）立＂汉将军李
ÛïðñòAB' óÜÝëôõö÷ø¡U
是全国罕见的文物，对研究秦朝度量衡的统一和
ú:øT8 ÊHríqsÉöt'u@-ùú´v'
广墓＂碑。天水市区西关飞将巷，相传为李广故里，

原有＂飞将故里＂石碑一通，巷前有牌坊，额题＂汉
.½
õ
Éö´vøñT¡s'tw½xy'N
õô
Éö÷ùú´vø'Hz28
飞将军李广故里＂，今已不存。

fù«úÆûÖ×ØÙÚ8
手工生产技术提供了依据。
896:, 古墓葬。位于秦安县兴国镇映
Y:;8 4Fë{Iüððý
映南村汉墓
]Ý¡êÞ8 "(-' 年农民修建时发现。共
þßÒà)ãQ8 ¯ !３
南村一级阶地上。１９７８
'" þ:-pq\'hÿÐl{¬:'Ðl:`'
座，１号墓为东西向，呈正方形竖坑墓，方形墓室，

无墓道。墓基均为木炭，木炭下又有半圆形的木
¶:b8 :¥¼-!' !"#½$ªl
块，均已腐朽，墓的西南角有人骨。２号墓东西方
Y'¼z%':q]«½³8 % þ:pqÐ
o&Q½'
\' -nÐl!{¬:8 ¹w +５米处发现有项
向，为长方形木炭竖坑墓。在深
链、小弩机、车马器、铜饰等鎏金小铜器及绘有云
(*)**+òÔ*è Í,ÞèÔ4-½.
纹图案的有彩小骨器，共计１０８
件。３号墓东西方
/¼0½1Ô'¯° ")' 8
! þ:pqÐ
向，为正方形木炭竖穴墓，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
\'-ÿÐl!{²:'E³µ¶·;8 ;
!"#
李广墓

王家阴洼墓葬
/012,3 古墓葬。县级重点文物保护
Y:;8 Iê?@ABCD
单位。位于秦安县五营乡王家阴洼遗址内。１９８１年
E484Fë{I|}K~NO~8"('" þ

器物多为铜器，有壶、斧
、盆、扁壶、虎、镜、桶形三
ÔB¡-èÔ'½*2*3*4*:*5*6lc
«Ô*478b9Í'¯½$:*;<=U½>8
角器、扁足博山炉等，还有半两钱、膝耳环和陶罐。
;0<:, 古墓葬。位于秦安县兴国镇杨
Y:;8 4Fë{Iüðð?
杨家坪汉墓
ó@¸¡êÞ8 "(') þ " ßÒ¹ âA
坪村第一级阶地上。１９８０年１月农民在平田整地

!"# !
－! ３６７－

!"#$%
天水大辞典

时发现。方向东偏北，有墓道、墓门和前后墓室。后
家坪，宽
４００米，面积１２
万平方米。暴露有汉代砖
!"#$ %&'()*+,-.,/012,34 2
¬9s (++
9 %$ tg%B
uv+wFk
室有骨架两具，室内随葬器物被盗空。前室的随葬
室墓
座，穹隆顶。其中内填木炭者１座，进深
¾¿:z{ % 9|} *５
3+567893:;<=>?@AB 13C;<
3, ３- 9xyÒB
器物有陶罐、铜镜、摇钱树、铜马腿、弩机、五铢钱
米，宽
米，高$.*２．５米，东向，以磨制刻花画像砖
=>+DE.FG.HIJ.FKL.MNOPQI
9s ３．５
-.* 9~
9Ì&9UN÷xk
砌成，距地表２．５
米。曾大量出土汉代铜器、兵器、
*9± $.* B
JmnwFF=.=.
RST9UVFW0X=RB
等多件，以及铜瓦和铁器等。
麻沟汉墓
古墓葬。位于秦安县五营乡
麻沟
陶器等。其中陶器有罐、鼎、井、灶、屏风等，皆绿。
&'() Y,<B Z[\]^P_`ab
D=RB ¾¿D=+E....R9rB
墓区东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东西长
村。１９７２
cB !"#$ 年农民平田整地时发现。有砖室墓１处，
,Ì+®=!F9Ìq３００
defghij!"#B +k3, % l9
-++ 米，南北宽
9zs
mn=>S?op9qiC+rsDtOFtuvT4
'+ 9 $.% 万平方米。断崖暴露有灰层、红
tg%B Buv+.
出土器物多被损坏，完整的有绿釉陶灯、铜灯各一件。
７０余米，面积２．１
*+() 古墓葬。位于秦安县莲花镇北山
Y,<4 Z[\]^wxyz{
n..RB ¸.ôDB ôD
莲花汉墓
烧土、灰坑、窖穴等。采集到泥质红、彩陶片。彩陶
多饰勾叶圆点纹，弧线三角纹，属仰韶文化中期文
|v}~jB !"&$ d"#B +k3, % 9mn
S©Z9î× 9¡¢£[c¿Á[
下一级阶地上。１９６２年发现。有砖室墓１座，出土
化遗存。因河流改道，破坏较大。但汉代聚落址的
T9DK %１件，陶熏炉１件，陶
T9D % T9D
=>+D $件，陶马
cÆB @i¤¥-9¦pÇJB §wF¨©C
的器物有灰陶俑２
 % TB
ª-ý«¬®B
街道遗迹依稀可
见。
釜１件。

兴丰汉墓
,-() 古墓葬。位于秦安县兴丰乡兴丰
Y,<B Z[\]^`
cB %"&% d"#B +,１% 座，出土的器物多被
9mn=>S?
村。１９６１年发现。有木炭墓
TB
op9qi+F.Fu %
损坏，完整的有铜壶、铜鼎各
１件。
何川汉墓
./() 古墓葬。位于秦安县兴国镇何川
Y,<B Z[\]^y

34'5) 古墓葬。位于秦安县叶堡乡杨
Y,<B Z[\]^©ª`«
杨家沟唐墓

下康墓群
78)2 古墓葬。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Y,<B ^}YZ[>\]^ZB
Z[_{^¯/y|°cB Ñghizj|°
位于武山县洛门镇下康村。分布在渭河北岸下康
cz{±9²[³[c´B Ìmµ¶·
村北山原上，压于西周文化遗址之上。东起青娘滩
沟，西至大桥梁，长
２００米，南自下康村，北到鸦儿
b9oJ¸¹9q $++
9r|°c9z¸º»
坪，宽
9 s ３００米。面积６
-++ B  & 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
tg%9 [c¼½
０．１～０．４米，断崖、地表暴露有灰层、灰坑、红烧土
+.%/+.( 9B.±uv+..n
等文化遗存。现存较大封土堆
３ -座，其一高
R[cÆB #ÆÇJ¾n¼
9¾v~ ５米，
* 9
¿À１２
%$ 米；其二高
Á¾~４．５
(.* 9¿À
B ±ÂÃÄ9
直径
米，直径 %+
１０米。原御碑佚，
% ÆB %",'年，武山县文化馆调查。
d9_{^[c¶deB
#ÆÅøÃ１通。１９８７
现存无字碑
9:;) 古墓葬。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Y,<B ^}YZ[>\]^ZB
姚弋仲墓
Z[²Ç^yÈ¬czÐB ÈÉÊD2\È
位于甘谷县新兴镇姚家村北部。姚弋仲为后秦姚
Ë´Ì9]ÍÎÏÐ©Ðq91.2ÑÒÓB ¾,
苌之父，南安赤亭羌部落酋长，前、后赵将军。其墓

家沟村南的石西山坡上。１９６５
年９月农民在平整
¬bc®!{¯B %"&* d
" °efgi

Ô<[²Ç^È¬czvq６０
&+ 米、宽
. s (*
传葬于甘谷县姚家村北一长
４５ Cb
米的沟

村二级阶地上。１９７７
c}~jB%"'' 年农民平田整地时发现。有砖
defghij!"#B+k
3,１ %座，出土的遗物有陶房
9mn>+D４ (座，绿釉陶灯、井、
9rsD..
室墓
u % TB
灶各１件。
01()2 古墓葬。位于秦安县千户
Y,<B Z[\]^`
四坪汉墓群
乡四
)*++ g%B efeh ¡!
cB  ２５００平方米。农民在农田基建时
坪村西。面积约

发现。出土的遗物有簇、铁戈、铁矛、铜羊、车马器
"#B mn>+¢OX£OX¤OF¥O¦K=
等铜器和铁器多件，以及一些灰陶器等。
§F=0X=ST9UVv¨D=§B

土地时发现。甘肃省博物馆从
１９６５ d
年９月到
１９６６
n±!"#B ²³´µ>¶· %"&*
" °¸ %"&&

地里，四周为居民宅院所围。北距散渡河
±-9³DÕfÖ×ØÙB zÚÛi２００
$++米，
9

年初先后清理了６
座墓早期被盗
d¹º2»¼½ &座墓葬，其中
,<9 ¾¿ ５* ,ÀÁ?Â

²JÜÝ %++
B ,Þ[ %"*, dgin±!
南距甘大公路
１００米。墓冢于１９５８
年平整土地时

掘，遗物一空。只有
Ã9>vA4 Ä+ %１号墓遗存较完好，呈方形砖
Å,ÆÇqÈ9É%Êk
室墓，方位坐北偏东，有墓室、甬道、墓道
、耳室等
3,9%ZËz(Ì9+,3OÍÎO,ÎOÏ3R
部分。墓室平面呈方形，顶，西、南二壁中部开明
ÐÑ4 ,3gÉ%Ê9Ò9OÓ¿ÐÔÕ

挖掉，现地表有塌陷现象，墓室结构不明。据传现
ßà9#±+êá#>9,3âãüÕB äÔ#
姚家庄和姚家山姚姓村民系当年所留
名守墓
È¬å0È¬{ÈæcfçèdØé ３００
-++ êë,
人之后裔。１９８７年，甘谷县文化馆调查。
â´2ìB %",' d9²Ç^[c¶deB

窗，窗以三砖侧立作格。靠东壁设须弥座棺床，有
Ö9ÖU×kØÙÚÛ4 ÜÌÓÝÞßàá9+
â5789ã?äå9æ5çàá|B Ï3Z[Í
人骨两具，已被扰动，头骨置棺床下。耳室位于甬

姜维墓
<=) 古墓葬。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
Y,<B ^}YZ[>\]^ZB Z
[²Ç^íîyïÏðñ¬å{òB %"'$年后，
d29
于甘谷县六峰镇仓耳王姜家庄南山腰。１９７２
óô±.²Ç^[>OÚ{SõdeB ñö÷ø
天水地区、甘谷县文物工作者多次调查。姜维衣冠
ÞØ±ù9~mñ¬å &+
Ôñú2ì
家冢所在地靴坪，高出姜家庄
６０B
余米。传姜氏后裔
Dûüñö+ý9Ò¾Øù9vþ<[¾±9
为表示对姜维纪念，将其所遗靴子一双葬于其地，
ÿ!"ù9B %"'$ 年修梯田时平掉墓冢，出土有
d#$h!gà,Þ9mn+
故又称靴子坪。１９７２

道外右侧，顶部已塌毁，平面呈方形，四边略有弧
-èéØ9ÒÐãêë9gÉ%Ê9ìí+î
度。墓室中出土的随葬器物主要是唐三彩俑，共
ïB ,3¿mnC;<=>ðñòó×ô9õ
１８０多件。在耳室的甬道口，发现刻字砖一块，砖面
%,+ STB Ï3CÍ-ö9"#÷økvù9k

粗糙不平，字迹模糊，勉强辨识有
＂□□三年＂
úûüg9 øýþÿ9 !"#$+%
!!×d&

＂□（秦）州成纪县安乐乡安乐里＂等字样。从三彩
!'\()*+^],`],-&Rø.B ·×ô
%
C/01239 45mnC6789:;,
俑的造型特征看，与陕西出土的章怀太子李贤墓
出的同类俑，其形象、特征完全一样。因此，杨家沟
mC<=9¾Ê>.12q?v.B @A9«¬b
墓葬断定为唐中宗年代。是秦安发掘清理的古墓
,<BCDó¿EdFB ò\]"Ã»¼CY,
葬中价值最大的１处，为研究盛唐时期的三彩制
<¿GHIJC % l9 DKLMó!ÁC×ôN
作工艺以及葬俗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ÚOPUV<QRS½TUCV>WXB

范家坪墓群
641)2 古墓葬。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Y,<B ^}YZ[>\]^
ZBZ[_{^`a`b¬cB%",' d_{^[
位。位于武山县桦林乡范家坪村。１９８７年武山县文
c¶deB ,fÑghijkvl±9m
化馆调查。墓群分布在渭河西岸第一台地上，西起
马鞍山，东至河沿，长
３００米。南自坪头地，北到范
Kn{9Ìoip9q -++
B ræ±9z¸b

wFX=B {|+ñö%9 &d'+()*åB
汉代铁器。山下有姜维祠，每年均有祭祀活动。
%",& d9²Ç^âf+,üñö,Ú½ö-9,1
１９８６年，甘谷县人民政府对姜维墓作了维修，墓前
%
ñöÿ-&ÃB
Ù«*_.
立杨成武书＂姜维故里＂碑。

李虎墓
>?) 古墓葬。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
Y,<B ^}YZ[>\]^ZB Z

于清水县白沙乡鲁家湾村。李虎，字威猛，陇西成
[»ô^/0`1¬2cB :39ø4596*
纪人，西魏时征授仪同三司，兼除秦州清水本郡太
+â97!289<×:9;<\)»ô=>8
守。北周建德六年（５７７年）卒于长安，隋大业二年
ëB z³¡?íd'*'' d(@[q]9AJBd
'&+& d(C<»ô^
%
/D`!!-´±&B Ë©
（６０６
年）归葬清水县＂白莎乡□□里之原＂。坐落在
EFiÌ{1¬2rGc9&9zH"{9I
汤浴河东山鲁家湾自然村，南向，北枕络山，南望
JæiB »-KPd'%,$* d(`fLnÃm,M9
牛头河。清道光五年（１８２５年）乡民取土掘出墓志，

!"# !－
－! ３６８

! "
文化

随即掩埋。清同治年间被山洪冲出，庠生鲁振甲抄
!"#$% &'()*+,-./0!12345
其铭文后又埋于墓中。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年）清水
6789:;<=>? @ABC)D!"#" )E&F
县长周顺吉任省通志局采访，掘出墓志抄文报省
GHIJKLMNOPQR0 S/=O58TM

怒目卷尾，张口吞脊；中央置琉璃兽面火珠，两侧
ijkl0mn^e>ogpqêrs0Üt
设走兽。梁架结构为彻上露明造，采用了元代首创
uvêÄ ÿwxy¦zÃ{H|0Q}~=Í
的斜梁构件，殿内金柱采用减柱造，扩大了使用面
ÿyÔ0 Q} |0d~f}

NOUV @AWBX)Y!"$# )Z[\]^_=`[ 积。大殿栏额上方悬有明胡缵宗所书＂般若＂匾额，
c
PQt0
Ä dÃ®H/
通志局。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年），邑绅修整墓址，
|0Ä A^0
ab
c
defghijdklmnopqrs=t
树立＂大隋使持节骠骑大将军慎政公讳李虎之墓＂
苍劲古朴，是难得的书法佳作。虽经多次重修，但

石碑。墓志铭现存清水县博物馆。
uv? =O7wx&FGyz{?
庙儿川秦汉墓群
#$%&'() 古墓葬。位于张家川回族
|=}? ~<

其梁架结构，斗拱风格，基本上保持了元代建筑特
6ÿwxy0 ¡09:Ã;g~=Í>?¢
B0£¤Mwx)Í¥¦;x¥<_%x
点，是甘肃省内现存年代较早、保存较完整的木结

(GG  ８公里处的刘堡乡庙儿川一带，面
% oX0 构古建筑，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y|>?0§®¨©Iª«¬Ä
自治县县城北

积约２
公里的
0 & o ０．５
'() o
 #万平方米，分布在长１公里、宽
半山腰，以竖穴式土坑墓为主。出土大量陶器、铜
,0 ¡¢£¤¥=¦§¨ /¤d©ª«¬
器，主要有戈、剑、镜、甲片，秦、汉钱币等。
«0§®¯°±²³0´µ¶·¸V
瓦泉秦汉墓群
*+&'() 古墓葬。位于张家川回族自
|=}V ~<
(GG ¹º0»¼½º¾¿À
治县县城西南，包括张家川镇的南川、瓦泉、袁川、
ÁÂÃXÄ ÅÆ0Ç©d0È9ÉwÊ
下马、上川一带。分布面积广，数量大，先后发现砖
式墓、竖穴式土坑墓数十座，出土秦代铜壶
、蒜头
£=¡¢£¤Ë=ÇBÌ0/¤´Í¬ÎÏÐ
壶、车马饰残件、甲片和汉代陶器
、铁坛、铜镜、箭
ÎÑÂÒÓÔ4³ÕµÍª«Ö×¬±Ø
头、镞及秦＂半两＂、汉＂五铢＂钱币等。
ÐÙÚ´
Û
ÜÝµ
Û
Þßt¶·¸Ä
连柯汉代墓群
,-'.() 古墓葬。位于张家川回族自
|=}Ä ~<
(G ¹２０
#' 公里处的龙山镇连柯村一带，面积约
oà,½áâãX0
治县城西
#''万平方米，分布在长
0Å ２# oä
& o,å
２００
公里 、宽１公里的山坡
上。１９７４年至
１０
ÃV *"+, )æ １９７７年间，先后发掘汉代砖式墓
*"++ )ç0È9ÉSµÍÊ£= *'
èÌ0/¤®¬é½=êëÎìíîï4
余座，出土有铜质镇墓兽、纺、壶、鼎、钊、刀
、盔、甲
³¶·Õd©ª«¸ðzV *"%$ ):ÉS¡¢£
片、钱币和大量陶器等遗物。１９８３年又发掘竖穴式

元代建筑兴国寺般若殿
!"#$%&'()*
89# 明代建筑。又名太昊宫，俗称人宗
HÍ>?Ä :®¯°0 ±²³
伏羲庙
Ä AAB8z;CD~Ä ~<´´µ¶·¸
庙。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秦州区伏羲路
**' ¹Ä º><H»¼B½)Y*,%$ )E0È9 " ¾
１１０号。始建于明成化十九年（１４８３年），先后９次

重修，逐步形成一组具有明代建筑风格，布局严
A^0 ¿Àó»XÁ§®HÍ>?Â¡0 ÅPÃ
¤Ë=XÌ0/¤ªéìñòóÎFôõö
土坑墓一座，出土陶质鼎、瓶、茧形壶、水管、熏炉
Õ¬éì÷øùÎ¸ðz *''
和铜质鼎、甑、整、灶、壶等遗物
１００ èÔV
余件。

海河汉代墓群
/0'.() 古墓葬。位于张家川回族自
|=}V ~<
治县县城东南
(GG úº１０
*' 公里处的恭门镇海河村一带，面
oûü½ýþãX0
积约
公里
１．５万平方米。分布在长
*() Ä ÅH２．５
-() 公里、宽０．５
o '() o
的山梁上，以竖穴式土坑墓为主，地面散布灰、红
,ÿÃ0 ¡¢£¤Ë=¦§0!"Å#$

陶片和木炭。１９８０年清理汉代土坑墓
ª³Õ%&Ä *"%' )&'µÍ¤Ë=１０*'余座，出
èÌ0/
¤¬Î¬(ªìª)*+,-.Úªù¸8
土铜壶、铜镜、陶鼎、陶三足罐、双耳罐及陶灶等文
èÔÄ
物z５０)' 余件。
1%'.() 古墓葬。位于张家川回族自
|=}Ä ~<
胡川汉代墓群

治县县城西南
(GG ¹º１０
*' 公里处的胡川乡胡川村一带，面
o//ãX0
积约
公里的
２０万平方米。分布在长１公里、宽０．５
-' Ä ÅH * o '() o
Ì0/
,åÃ0 Ê£=¦§0&'µÍÊ£=５) 座，出
山坡上，以砖式墓为主，清理汉代砖式墓
土铜扁钟、铜镜和陶罐、灶、壶等文物。另外，在木
¤¬01¬(Õª.ùÎ¸8zÄ 230%
þ45ûü|¤¸!67Éw8Ì|=09:;
河店子、恭门古土等地陆续发现几座古墓，基本保
x<_Ä
存完整。

兴国寺般若殿
234567 元代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
=Í>?Ä @AAB8z;
护单位。位于秦安县城北街。创建于元至顺三年
CD~Ä ~<´EG FÄ G><=æJ))

谨，整肃宏伟的建筑群。临街，坐北向南，原占地
Ä0_¤ÅÆ>?ÇÄ ÈF0RSº0ÉÊË
１．３
万平方米，现存..''
６６００平方米。主体建筑依次排
*($ 0wx
Ä §O>?Ì¾Í
列在中轴线上。南端临街为牌坊３间，高
Î>ÏÐÃÄ ºÑÈF¦ÒÓ $ ç0© １０余米，
*' è0
 %(* 0X,YÔpq¾0WÁÕÖ0×Øç
宽８．１米，歇山顶覆琉璃瓦，檐下斗拱繁密，当心间
WÁ
c
ÙKHÚtÛ0ÜÝÞßàáÄ ÒÓ9¦
檐下悬＂开天明道＂巨匾，笔法圆润流畅。牌坊后为
dü0T ) ç １７．６米，悬山顶。门楣上额原挂明
*+(. 0,YÄ üâÃÉãH
大门，面阔５间
/
c
NKË"tÛ0äåÄ
ü¦æç0è
胡缵宗书＂与天地率＂巨匾，今佚。门内为前院，穿
过前院是仪门，面阔５间，进深２间，悬山顶。仪门
éæçêü0T ) ç0UV # ç0,YÄ êü
内为中院，院正北有月台，砖石铺砌，长
¦>ç0ç]®ëì0Êuíî0H ２６．４米，宽
#.(, 0
１３米，高
米。月台后是庙中主体建筑先天殿，
*$ 0© １．７
*(+ Ä
ëì9>§O>?ÈK0
AWX,Y0T + ç２６．４米，进深
#.(, 0UV ５间
) ç１５．７米。
*)(+ Ä
重檐歇山顶，面阔７间
下檐单双步梁作法，类似宋《营造法式》十架椽屋
ÁWD,ÀÿÝ0ïðñòó|Ý£ôBwõö
前后乳袱用四柱的形式。正脊中心浮雕三彩琉璃
æ9÷ø}ù ó£Ä ]^>Ø_`)úpq
＂天宫＂宝刹一座，高约
米，上有重檐及斗拱出
c
K°tûüXÌ0© ３$ 0Ã®AWÚ/
WÌý0ÁuþÿÚ! ３$ 间，两侧为浮雕，
ç0Üt¦_`0
檐、平座、拱桥，下设佛龛道帐
¦A"®Ä K#\Ã$ÈK%Bù&Ú
为国内所仅有。殿内天花板上绘先天六十四卦及

河图洛书图形，神龛上悬＂文明肇启＂巨匾，龛内塑
þ'('ó0)ÿÃ
c
8H*+tÛ0ÿ,

（１３３２
Y*$$- 年）。明万历年间重建，现存大门、钟楼、天王
)EÄ HI)çA>0wxdü1JKL
MN§O>?PQMÄ dMRúS¹0 T)ç
殿与主体建筑般若殿。大殿坐东向西，面阔三间
**(+ 米，进深两间
0UVÜç %８ 0DWX,Y0ÃÅZ[\
１１．７
米，单檐歇山顶，上布灰筒板

¶·-0./a0012C&0j3440567
伏羲像，身披树叶，手托八卦，目光炯炯，气宇轩

瓦。正脊两面浮雕行龙和牡丹纹饰；两端置龙吻，
¾Ä ]^Ü_`aàÕbcdÒeÜfgàh0

:;°Ä ÿwç<XW=>?0@w0§
又名寝宫。梁架间施一斗二升交麻叶斗拱隔架，具

昂。先天殿后为第三院，有月门相通，正殿先天殿，
8Ä ÈK9¦9)ç0®ëü:N0]ÈK0
单檐歇山顶，面阔５
DWX,Y0T )间，进深４
ç0UV ,间，内塑伏羲坐像，
ç0,¶·R-0

! !"# !－
－３６９

!"#$%
天水大辞典

有元代砖雕
!"l ３４
#" 方。玉皇阁虽数次修缮和重修，但
8 ¹DåRHH.

仍保持着明代建造风格。玉皇殿紧依阁后，坐北朝
0 %8 ¹DàËÌå.*Ài
南。修建于元代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
-8 H0¦"""\]ÈK%&*'年），明崇祯十
ÈN.¥\
年（１６３７
年）重修。殿身阔三间计１１．７
àyTÇãU %%($ 米，通高约
F.ÝÐ
ÈK%!#$ ÈNH8

１０．５
米。单檐歇山九脊顶，覆琉璃碧瓦，正脊中置
%+() F8
dX«Pè. ¡¢´Z.Zx£
楼阁亭，两侧饰以狮象，两端龙吻吞脊。殿内木构
¤åø.¥îm¦§¨.¥©P[ª8 àE«a
¼\.^¬² .®¼c¯\¼.]^X«
造梁架，为彻上露明造，抬梁式七架梁，采用歇山
_ý¼°±²³`abc8 ´µde.}hä¥©
抹角梁与踩步金结构形式。副阶檐柱，大额坊两端

未至角柱，由平板坊联搭。上置平身斗拱八攒，排
¶ýe.·vwä¸¹8 ²£vy{|'}.º
K²¶fezvyz.Ì»¼½¾£8 ¥«S
列上未分柱头科和平身科，依等距离布置。两山面

伏羲庙先天殿

及后檐每两间攒，为五铺作三抄双下昂重拱计心
¿dÀ¥ã}. ^8~ÇÙ|U

!"#$%&

8 }à¼\a ÁÂ.%FA.^O
!"#$%& '()!*+,*!-.*/01.2 造。大殿梁架构造奇特，风格古朴，为保存完整的
有元代遗风。东北原有池，跨池有桥，池畔建亭，名
3
4
56178 9!
:
;<1=.>?@!A<BC8
曰＂见易亭＂。西有＂来鹤亭＂，相传曾有白鹤栖息。
DE)!FG
H+I６４
!"卦列植，现幸存
JKL+MNO ３７
#$ 株，
H+
院内原有古柏
６４!"株，按

08
明代建筑。

龙枝虬干，生机盎然。相传农历正月十六为伏羲诞
PQRS+TUVW8 >?XYZ[\]^_`a
b.cdefgh;i.jklm.nopq8 ^r
辰，男女老少倾城来朝，迎接福神，祈求康宁。为我
国现存伏羲氏庙宇中规模最宏大、气势最雄伟、时
stO_`uvwxyz{|}~{~
代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现为天水市
{ ~O{0+t^
8
博物馆所在地。

玉泉观
&'( 元至清代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08 s
 8 ¡¢h(£+¤2¥q£+ ¦§¨©h(
单位。俗称城北寺，又名崇宁寺，位于秦州区城北
ª«¬+^®¯°& ±«²!³´µµ~
天靖山麓，为道教宫观。因山上有一碧水盈盈、清
¶·¸¹º. "§¨®»¼½¾0£¿!
甜透脑的玉泉，元代秦州教谕梁公弼建寺时吟有
:
«£ÀÁ.2«¹º=ÂÃÄÅ28 0¦"}ÆÇ
＂山寺北郊，名山玉泉＂之句而得名。建于元大德三
ÈÉ%&'' ÈÊ.tO0^08 ËÌhÍ.
年（１２９９年），现存建筑为明清时重建。紧依城垣，

)*+ 明代建筑。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8 s2Ã8
南宅子

顺山势升高，随山沟、崖壁、台地而建。中轴线自下
Î«ÏÐ.Ñ«Ò~ÓÔ~ÕÄ08 xÖ×ØÙ

Ã¦§¨©ÄÅÆ8 Ç0ÈIª°ÈJ
位于秦州区民主路。创建年代约在明嘉靖与隆庆

而上，有山门，遇仙桥，通仙桥，青龙殿，白虎殿，人
Ä².!«Ú.ÛÜ-.ÝÞ-.ßPà.Aáà.â

Èã. ^xÉ}Ê~ «9ËÌ´ÍÎ;ÏÐ
年间，为明代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副使胡来缙私
Ñ8 *-iÀ.vSÒÓÔb8 ÕDÀý!Ö«è
宅。坐南朝北，平面略呈矩形。庭院北角有硬山顶
}Ú #间，额榜书＂副宪第＂３
ã.h×0
4
´Éæ7# 字，为明人手迹。大门
Ø.^âÙÚ8 }Ú
大门３

间天上坊，玉泉阁，第一山牌坊，三清殿，山顶有小
ã²ä.¹ºå.æ³«çä.Çà.«è!é

庙，传为明魏忠贤生祠。侧边有雷祖庙，三官殿，诸
v.?^êëìTí8 îï!ðñv.Çòà.ó

'()*+
玉泉观全景

葛祠，托公祠，三清阁，选胜亭，静观亭，苍圣殿，玉
当心间前面改作＂胡松秀之妻蒲氏＂的节孝坊。门
ôí.õ½í.Çå.ö÷ø.ù°ø.úûà.¹
ÛãSÜ
4
ÎÝÞÂßàu7áâä8 Ú
泉井。井上有六角亭。神仙洞传为元代陆、马二真
前有一株明代古槐，浓荫覆地，故当地人又称南宅
ºü8 ü²!]ýø8 mÜþ?^"ÿ~!"#
!³HFã.äå .æÛâ¤¢-Ñ
人羽化处。内有秦州八景之一的＂玉泉仙洞＂，相传
â$%&8 E!§¨'(Â³
4
¹ºÜþ7.>?
ç^
4
}ãèÙ78 }ÚE!³éü.-éêÔ.
子为＂大槐树下＂。大门内有一小天井，南设照壁，
^)~¼~!Ç#â*%+,Â8 þ9-!³.
ë9ìí³îoéÚ.ëÚïð.9ÚñO.hò
为卢、梁、马三真人坐化埋葬之地。洞西南有一碑
东西各辟一垂花小门，东门已圮，西门尚存，额题
ø.E/"01234!5067.²089: ＂桂馥＂。门内是四合前院，东西厢房为清代建筑，
4
óô78 ÚEõ6öD.ë9÷ø^0.
亭，内藏元代书法家赵孟頫草书四帖，上书五言绝
Ã6;.<1ú=>?.@ABC8 ¹Då*E 南正庭
-ZÕ５ )间是明代建筑，单檐悬山顶，直棂隔扇，
ãõ0.dù«è.xúûü.
句四首，笔法苍劲圆浑，质朴豪放。玉皇阁坐落在
%(") FÐÕG²8 *Ài-.H0¦".
１．４５米高的台基上。坐北朝南，修建于元代，清代
IJ\6ÈK%*+'年）、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
ÈL~M"\8ÈK%*")年）、
ÈN~
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
MO"\PÈQ%'+# ÈNÇRH8 åSTÇãU
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三次重修。阁面阔三间计
%&(& F.VW ６０５
!+) F8
X«Yè.´ZP[8 åE8
１２．２米，进深
米。歇山屋顶，碧瓦龙吻。阁内五
\¼.]^X«¼\_ý¼`abc8 dÙ6ef
架梁，采用歇山梁架抹角梁结构形式。檐下四柱分

别为三间，明间阔６米。柱上架大额坊，外坊下雀
g^Çã.ãT ! F8 e²\}hä.iäÙj
替为雕饰腾龙、花卉，内坊下雕饰二龙戏珠，雕刻
k^lmnP~op.EäÙlm"Pqr.ls
精细。额坊上平板坊直通角柱，坊上平身科斗拱三
tu8 hä²vwäxÝýe.ä²vyz{|Ç
攒，为五铺作出三抄双下昂计心造，柱头科上左右
}.^8~ÇÙU .ez²
¤8 dÙ6..GÙ
又双出斜昂。檐下四周回廊，前后勾栏，廊基下嵌
!
!
－３７０－
!"#

,-./0
南宅子大
门

! "
文化

哺龙脊饰。北面５
!"#$% &' ! 间倒座。沿正厅廊前迤东小门可
()*% +,-./01234
入书房四合小院。自照壁东向南穿一迂回曲折小
567892:% ;<=>?@ABCDEF2
径入西进垂花小门，进三合后院，院中南三间悬山
G5HIJK23LIM9N:L:O@M(PQ
顶五架椽前出附阶正房为明代建筑，制作古朴。整
RSTU/VWX,7YZ[\]L^_`a% b
组建筑布局严谨，曲回幽静，为甘肃省内现存明代
c\]defghEDijhYklmnopZ[

³þ4¨©4,¦4$%4ª«4Ø¬)ê©
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各世和清顺治

庭院建筑的杰出代表。
q:\]rsV[t%

修，乾隆九十三年（１７７８
年）、嘉庆八年（１８０３
-LºªÿM!'**+
"4$«»!'+,(年）、
"4
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０年）再度重修。现除主体建筑大
ò½ý!'+(, "¾¿w-Ä oÀ F\]¯

北宅子
#$% 明代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Z[\]% uvwxyz{|}~
~ % @@&% \Z
位于秦州区民主路。与南宅子南北相望。建于明万
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年）。为明太常寺少卿胡忻（胡来
8M"#"! % YZ
缙之子）私宅。原建筑平面略呈正方形，东南设总
% \]' ,¡¢h>@£¤
门3３$ 间，门额榜书＂太常第＂，阶前卧２
(h3¥¦6§¨©hX/ª % 石狮，内设
«¬hn£
照壁。整座宅院由
®¯2°±rM9²89:c
<=% b*:６# 个大小不等的三合、四合院组
成。现仅保存东二院的正庭厅楼，为重檐硬山顶二
³´ oµ{¶>·:¸,q-¹hYwº»Q¼·

层楼阁式砖木结构。高约
９米，长
½¹¾¿ÀÁÂÃÄ ÅÆ
& ÇhÈ１３'(米，进深约
ÇhIÉÆ !５

米，面阔５
Çh'Ê ! 间。顶覆灰筒板瓦，五脊六兽。二楼檐柱
( ¼ËÌÍÎÏhSÐÑÒ ·¹ºÓ
间雕花栏板，每间
(ÔKÕÎhÖ(５!块，各浮雕团花一组，有牡丹、
×hØÙÔÚKBchÛÜÝ²

十二年（１６５５
年）相继增修。清康熙戊戌年（１７１８
·!'#!! "®¯-Ä
ê°±²³!'*'+
年）地震后，殿宇穿漏，门墙颓圮。康熙六十一年
"B´NL3µA¶L3·¸¹Ä °±ÑB
（１７２２
年）、乾隆八年（１７４３年）、乾隆二十八年
!'*%% "4
ºª» !'*)( "4 ºª·»
!'*#( "4ºªM8!'*#& "¼pw-)¯
（１７６３年）、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
年）做了重修和增

³3{p./GbÁLÂEÃÄ\ÅÆÄ ¯³3Ç
成殿保存基本完整外，其余皆改建或毁。大成殿坐

北朝南，面阔
间，宽 ',
１０
&È@ L'Ê５ !间，通长
(LÉÈ １４
') 米，进深
ÇLI É ４) (Lm
米，建筑面积
１６５ ¡ÇL¯¿ËÁÂÃýÌÍÎ
平方米，大式土木结构七檩抬梁
ÇL\]'Ê '#!
造单檐歇山顶，正脊施三兽宝瓶式火珠，梁架为彻
W}ºYQ¼L,ÐÏMÒTe¿cdLÎTYÐ
上露明造，明彩画，大殿外观、斗拱
、用材比例、构
aÑZWLZÒÓL¯3ÁÔ4Õ_4Ö×Ø4Ã

件做法等，大多符合明代建筑特征，同时有早于明
Ù¼Ú±L¯?Û9Z[\]ÜÝLÞßÛúZ
[rlH)ê[,-r¼ÚL \]HIàáâ
代的遗风和清代维修的做法，建筑风格与旧志载
述时代沿革相吻合，具有一定的历史、考古、建筑
ãß[+ä^9LÛBår4æ`4\]

äçÄ
艺术价值。

ÞK±ßàLÃßáâLãäÅåLYZ[Ôæä
荷花等图案，构图精致，技艺高超，为明代雕刻艺
çs_Ä
术之杰作。

秦安泰山庙
+,12- 元代建筑。甘肃省重点文物保
è[\]Ä klmw yz{
|}~Ä ~¡¢£>L\]'ÊÆ１．７
'-* ¡
护单位。位于秦安县城东，建筑面积约
万平方

&'()* 元至清代建筑。又称西关清真
èéê[\]Ä ëìHíêî
后街清真寺
Lïì
§
¯ðÄ uvwxyz{|}~Ä ~
寺，俗称＂大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秦

ÇÄ çZ[èéê¡áë)ê[ìíê¡¢
米。据明代胡缵宗《秦安志》和清代孙海《秦安县

州区成纪大道西段人民西路。始建于元至正三年
³ñ¯òHóôHÄ õ\èé,M
（１３４３
年），是甘肃省创立最早的清真大寺，明洪武
'()( höklm÷øùúrêî¯hZûü
w\hZ³þÿ!')#+ "#\L
ý'(*) 年）重建，明成化九年（１４６８年）扩建，
七年（１３７４

op3µ )'座，建在拾阶而上的九个平台上，分
*L \ïðXñarÿ®òaLó
现存殿宇４１
B¾4BN4·ô4M-4Sõ4ÑQ34·83
一阁、一宫、二洞、三厅、五厦、六山门、二十四殿
µLdeáöL÷øÛâLÕ_ù9á{4Òúû
宇，布局精巧，错落有致，斗拱咬合精细
、彩绘绚

明嘉靖十三年（１５３４年）建姆拉楼，明万历十三年
Z$%M!'!$) "\&'¹LZM

烂，既富于变化，又浑然一体，属中国古典庭院园
üLýþÿþLë!"BFL#Ov`Lq:$

（１５８５
年）建头门和二门牌坊，１９８６ ,-L./
年维修，基本
!'!+! "\(3)·3*+L'&+#

林建筑风格。从前山门而上依次是财神殿
、东岳泰
%\]HIÄ &/Q3ña'îö()34>*+

恢复原貌。现存建筑大殿一座，明、清石碑二方，清
012Ä op\]¯3B*LZ4ê«5·¡Lê
代楹联一副，民国匾额二幅，陨石一块，手书经卷
[67B8Lv9¥·:L;«B×L<6=>
多册。占地
平方米，各类房屋*,
７０余间。主
?@Ä AB １７３０．９５
'*$,-&! ¡ÇLØC7D
E(Ä
体建筑大殿保存完整，建筑风格独异，是典型的明
F\]¯3{pGbL\]HIJKLöLMrZ
代宫殿式建筑，前殿、后殿，卷棚、走廊、中起塔亭
[N3¿\]L/34N3L>O4P.4OQRS
宝盖，三步建造均为歇山单檐，琉璃碧瓦，正脊饰
TULMV\WXYYQ}ºLZ[\ÏL,Ð$
以兽吻，拱桥上置火珠宝瓶，整个大殿建筑只有两
]Ò^L_`abcdTeLb®¯3\]fÛg
根粗大的内柱，系元代减柱建筑遗风，结构严谨，
hi¯rnÓLjè[kÓ\]lHLÂÃfgL
殿内宽畅明亮，扩大了殿身空间，铺间为五铺单抄
3nmnZoL#¯p3qr(Ls(YSs}t
单一下昂，柱头为四铺作出平昂，殿门可装可卸，
}BuvLÓ(Y8s_VvL334w4xL

山殿建筑群
、蓬莱阁 、鲁班殿建筑群 、五台观建筑
Q3\],4-.¾4/03\],4SòÔ\]
群、碑林、三法宫、玉皇殿、三清殿、邀月亭和太白
,45%4MÚN41234Mê3434S)5
楼。有树龄在
３２棵、石碑
１２
¹Ä Û67ï ３００年以上的古柏
(,, ]ar`8 (%
94 «5 '%
块，儒、释、道三教塑像
座。建于清乾隆十四年
×L:4;4òM<= #(６３*Ä
\êºª8

áëæLõ\è¯¦/LN?î-b)#\Ä
志》考证，始建于元大德之前，后多次修整和扩建。

（１７４９
年）的蓬莱阁，成为景区标志性建筑和古城
!'*)& "r-.¾L³Y>?á@\])`£
¡ryþAÝÄ
秦安的文化象征。

均为传统的精细透花木雕。是天水地区最大最古
XYyzrá{|KÁ}Ä ö~Bù¯ù`

3* 元至明代建筑。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
èéZ[\]Ä klmw yz{|
官寺
}~Ä ~üQ¢£@3nHBryþ¥nÄ Y
单位。位于武山县城南门内西侧的文化馆内。原为
CDELöüQ¢£ùúrFGC:Ä H
佛教圣寿寺，是武山县城最早的官办佛教寺院。因
IJ[KCLòMNLÄÔÄO
Ôð
O
FðïüQ
受宋代抑佛崇道影响，由寺改观。＂观＂＂官＂在武山
方言中相同，又因寺规模宏大，故名官寺。位于武
¡POÞLëHQRS¯LTUFÄ ~ü

老的清真寺，也是一座具有民族风格的元至清代
rêîL öB*ÛHIrèéê[

山县城南门内西侧，是城内最古老的寺观之一，原
Q¢£@3nHBLö£nù`rÔBL

建筑，建筑、石碑、匾额、陨石
、经卷及建筑木雕等
\]L\]4«549¥4;«4=>\]Á}±

有天王殿、大佛殿、十八罗汉殿、燃灯古佛殿、钟鼓
Û~V34¯C34»WX34YZ`C34[\

寺藏文物都为研究伊斯兰教寺院建筑提供了主要
 yzY:\]p 
实证材料，是研究天水乃至甘肃省回族源流不可
L ö~éklmD°4
多得的实物资料，有着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及深
?rzLÛ44äçÉ
æryþnÄ
刻的文化内涵。
+,!-./0 明代建筑。全国重点文物
Z[\]Ä uvw yz
秦安文庙大成殿
{|}~Ä ~¡¢£¤@'yþ¥N:Ä
保护单位。位于秦安县城青年路南面文化馆后院。

楼等。现存燃灯古佛殿，始建于元，重修于明。为官
¹±Ä opYZ`C3Lõ\èLw-ZÄ YF

创建于元大德元年（１２９７
"LZûü§w-LN=
÷\è¯¦è!'%&*年），明洪武初重修，后经

寺的主殿，两侧配耳室，主殿结构为单檐悬山顶，
r 3LgB]^_L 3ÂÃY}ºPQ¼L
,Ð$`"aTdLÚbcdßLeb"^[ÒL
正脊饰游龙戏宝珠，团莲争艳图，端置龙吻璃兽，

厅室火珠。前后檐各列柱四根，做法简而古朴。两
-_cdÄ /NºØfÓ8hL¼Úgñ`aÄ g

侧配殿结构为单层檐歇山顶，四周皆有昂伸出，斗
B]3ÂÃY}½ºYQ¼L8hÃÛviVLÕ
拱造型古朴，颇具元代风格，保存较为完整。
_WM`aLjè[HIL{pkYGbÄ
甘谷文庙大成殿
45!-./0 明代建筑。甘肃省重点文
Z[\]Ä klmw y

!"# !－
－! ３７１

天水大辞典
!"#$%

物保护单位。位于甘谷县城南街西边的南街小学
!"#$%& %'()*+,-./0,-12
院内。始建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丁亥
34& 56'789:;<=7>?@ABC
（１２８７年），明代迁建于此，一直作为学堂使用。
D!"#$ AEF GHI6'JF KLMN2OPQR
１９５８
!%&#年将棂心门、泮池等建筑拆除，只保留三间大
ASTUVWXYZ6[\]F^_`abc
成殿。坐西向东，重檐歇山顶，长
１８米，
"" piq !#
pi
deR f.ghijklmnio ２２米，宽

分，由直廊、前后拜庭
、大殿，寝宫组成。前拜庭为
zF{LÉW]|ËWhF}È~dR
|ËN
三间单檐悬山与拜庭之间有卷棚式直廊相接，拜
abÝkm|Ë²bb^_kLÉZ\F|
庭后面的高台基上建有单檐歇山顶大殿三间，起
Ë]t°Û¸º6bÝklmnhabF
架高于周围建筑。大殿后有小三间悬山顶寝宫，与
Û'e6[R h]b1abmn}ÈF
大殿间乃用卷棚直廊连接，波式联结的屋顶，覆盖
hbQ^_LÉm\F k9o°ÞnFßà

进深
rs４' 间，面阔５间，玻璃瓦顶。其斗拱、耍头、昂
bitu & bivwxnR yz{W|}W~
均沿袭元代做法，保存较为完好。殿前
株古柏与
7Hi NR e ４
' 
大成殿一体为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deKN(j!$%R

琉璃碧瓦，施以雕花脊饰，龙吻吞脊。有较高的历
ãwxFlF-R bÛ°
史W2W2èsõ°4R
、科学、艺术美学价值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纪信祠
&'( 明代建筑。全称为＂汉忠烈纪将军
GH6[R N
<S
祠＂，又名天水城隍庙，是祭祀西汉名将纪信的庙
i ¡¢£¤i¥¦§.S¨0¤
宇。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秦州区大城十
©R (j!_$%R %'ª«¬¢?

Ý%R %'ª«¬t>1234FÎÏt
护单位。位于秦州区解放路第二小学院内，占地面

)*+,- 明代建筑。甘肃省重点文物保
GH6[R (j!_
秦州关帝庙

元，为成纪县衙，明初撤衙，在此基础上扩建，明、
7iNd*³iG´µ³i¶·¸¹º»6iGW

积７５０
 $&)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５３平方米。庙院坐西朝
ÐÑpF6[t *&* ÐÑpR ¤3f.
东，现存有大殿、拜殿、前殿并南侧小殿等建筑。该
hFÒÓbhW|hWh,û1h6[R
建筑群规模较大，各单体建筑工艺精细，结构复
6[±¡¢F TÝ6[£òôF ¤X¥
¦F§¨©F_ÓbGª°6[è«6A
杂，装饰华丽，保存较好并有明确的建筑和增建年

清、民国都曾多次维修，曾经形成三门四进
座
"! Ç
¼W½¾¿ÀÁÂÃÄiÀÅÆdaV@r ２１

代纪年的墨书题记，具有很强的真实性
、较好的完
HA°¬®¯F°b±²°³´µW°

殿、宫
、廊、楼、庭、厦建筑群，原占地 '%()
４９６０ ÐÑpi
平方米，
eWÈWÉWÊWËWÌ6[±iÍÎÏ
现存建筑
多平方米。原建筑群最前面是一座
ÒÓ6[１７００
!$)) ÁÐÑpR
Í6[±Ôt¥KÇ
四柱三楼木质牌坊，面阔
余米，单檐
@ÕaÊÖ×ØÙitu３ *间，通高
biÚÛ １０
!) ÜpiÝk
歇山屋顶覆盖剪边琉璃简板瓦，用四根粗大通柱
lmÞnßàáâãwäåxF Q@æçÚÕ
è@éêëìíÞîïð°Öñèòóôõ°
和四对大斜戗支撑屋叠密集的木梁和精雕细刻的
z{Wö÷R !%#$ Aøq-ùúFSØÙghûI
斗拱、雀替。１９８７
年拓宽街道时，将牌坊向东侧迁

整性和延续性，不仅对研究秦州区明清时期庙宇
¶µè·¸µF ¹ºé»¼ª«¬G¼ú½¤©
建筑的历史、技术、工艺、文化内涵等有着重要意
6[°W¾W£W4b¿jÀÁ
义，而且对确定天水地区明清建筑的时代有着重
ÂF ÃÄéªÅ ¡Ï¬G¼6[°úHb¿j

字东北角，是保留较为完好的古建群之一。始建于
h®¯i¥`N°6±²KR 56'

R
大价值。
./0 清代建筑。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¼H6[R (j!_Ý
蔡家寺
%R %'()*ÆÇÈhÉ°ÊËÌÍR Î6'7
位。位于甘谷县新兴镇东端的蔡家寺村。创建于元

移了１５
üý !&米，偏离了中轴线，牌坊后为高大的砖墙
pFþÿý!"#FØÙ$NÛ°%&
门楼，中开朱红大门，门楣圆拱形，木刻云龙，两侧
VÊF!'()VFV*+{ÆFÖõ,-F.û
墙上镌刻邑人邓宝珊摹写清人董平章的对联∶＂楚
&º/õ0123456¼17Ð8°é9:

;

HFGL?ÏAD!&#$ AÐjÄÑ3hF¼ÒÓ
代，明万历十五年（１５８７年）重修大雄宝殿，清康熙
a?ÔA
D!(%# AÐÕÂÄÖR
Ì4Ò×bGH
三十七年（１６９８
年）再次修缮。寺内现藏有明代天
ØÔAD!("$ AÐ°ÖõÅÙ２２０
"") 片，其中有《金刚
ÚFy!bÛÜÝ
启七年（１６２７年）的木刻经版

逼荥阳时凭烈士激昂四百年基开赤帝，神生成纪
<=>ú?<@AB@CA¸'DEF FGd

经》《弥阵陀经》《观音经》《孔雀经》《地藏经》和《三官
ÅÞ
ßàáÅâ
ÛãäÅâ
ÛåöÅâ
ÛÏ×ÅâèÛaæ

地作故乡保障千万载祜笃黎民。＂进大门为通道，
ÏMHI_JKLMNOP½R rVNÚùF

经》６
种经卷木刻板。另有明清两代版本的像经抄
Åâ( çÅ^ÖõåR
èbG¼.HÙé°êÅë

青砖铺地，两厢各建单坡长廊
Q%RÏF.ST6ÝUoÉ １１
!! 间，在中部横建
bF¶!VW6

本
é１００
!)) 卷以及弥勒佛、释迦佛、千手菩萨、罗汉、观
^lìàíîWïðîWKñòóWôWã

一木构架小牌坊，与大门相对，紧接其后建进深三
KÖXY1ØÙFVZéF[\y]6rsa
门卷棚直廊作二进通道门。二门内原是宽阔的三
V^_LÉM>rÚùVR >V4Í¥qu°a
合院，院北正中建有重门，是一座面阔５
、附阶
`3F3®a!6bjVF¥KÇtu &间bWcd

音等铜像，并有道教八仙中铸佛两尊。依山而建，
äõêFbùö÷ø!ùî.úR ûmÃ6F
坐北朝南。从山脚至半山腰，营造有序，疏朗自然。
f®,R ümý=þmÿF!"b#F$%&'R

山门为明次
mVNGÂ３* 间，采用单翘无昂五踩斗拱。财神殿
bF(QÝ)*+Ï,z{R -Fh

、大
efWÝkghn°>iÊjk6[FjVh..
NjkÊjk6[R ba¾hWòóÊW.jW
周匝
、单檐庑殿顶的二层楼阁式建筑，重门东西两 为重檐楼阁式建筑。有三国殿、菩萨楼、文昌阁
ûlmnoXÑkpbqrÊF ysNtarÚ
Ñ3hW9/hW01hW2ÅOR a¾h43b
雄宝殿、祖师殿、伽蓝殿、讲经堂等。三国殿内绘有
侧以连搭结构方式配有钟鼓楼，其下为第三进通
ùVFuZéR .ûÍbh.vÊF.vÊwÓF
道门，互相对称。两侧原有东西看楼，西看楼尚存，

a¾®4°56１２０
!") 幅，保存完好。寺内大小建筑
7F_ÓR Ì416[
三国题材的壁画

N>ixmnÉÊF rjVF ¥6[±°yV
ÜÇFN¼H86R Ñ3h6[V9Q
为二层硬山顶廊楼，进重门，是建筑群的主体部
３０*) 余座，均为清代所建。大雄宝殿等建筑全部采用

悬山顶式营造，清代风格明显。
mnk!"F¼H:;G<R
120 十六国后秦建筑。为麦积山石窟的
?=¾]ª6[R N>m?@°
瑞应寺
KAcBVzF 56AH>m?@CN?=
一个附属部分，始建年代与麦积山石窟同为十六

国后秦，时称石岩寺。东晋敕赐名无忧寺，隋代敕
¾]ªFú?DÌR hEFG*HÌFIHF
赐名净念寺，唐代敕赐名应乾寺。至宋徽宗大观元
GJKÌFLHFGMNÌR =OPQã7
年（１１０７
AÐFR>mnîSTUÒVW３６
*(朵，
XF
AD!!)$ 年），因麦积山顶佛塔旁发现灵芝
并由当地政府官员以祥瑞之物献于皇宫，故敕赐
{YÏZ[æ\l]^²!_'`ÈF HFG

寺名瑞应寺。宋时与其并存的尚有胜仙寺与崇果
Ì^MÌR OúyÓ°wbaøÌbc

院。至明代，除胜仙寺外，尚有龟凤山，今已均无遗
3R =GHF]aøÌdFwbefmFgh*i
jR %'>m,kFGHj6F¼HjÄR f®g
迹。位于麦积山南麓，明代重建，清代重修。坐北向
,Flm>mFtnopFhq?ñF.ûr
南，背靠麦积山，面朝滴翠峰，东倚石梁，西侧开

纪信祠牌坊
!"#$%

阔。建筑沿中轴线布置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
uR 6[!"#stbmVW uhWÑ3hW

! !"# !－
－３７２

! "
文化

钟鼓楼、东西配殿等。山门前有较开阔的广场，原
!"#$%&'()* +,-./0123456
称塔院。与山门相对，广场正南原有清光绪十八年
789* :+,;<534=>6.?@ABCD
（１８９２
E!"#$ 年）建造的戏楼一座，１９８４
DFGH2IJKL5%#"& 年拆除。
DMN*
天水文庙
#$!% 元代建筑。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OPGQ* RSTUVWXYZ
位。位于秦州区中华西路西端。元大德六年（１３０２
[* [\]^_`a&b&c* OdefDE%'($
年）建，明清前后
DFG5g?-h "８次修葺，今存大成殿，为明代建
ijk5lmdno5pgPG
Q* q1 )５间计２０．７米，进深３间计１６．２米。重檐
rs $(*+ t5uv ' rs %,*- t* Tw
筑。面阔
x+y5zw{|5}~* do{5w
歇山顶，飞檐起翘，龙吻吞脊。大殿起架高峻，上檐

宇完好。传正殿原有梁记
stu* Z=o6.vw ３面，其一载唐元和九年
' q5ÈKî«OxyD

o f5w5n
殿身六架椽，下檐两架周匝回廊，形成金箱头底槽
* pgPGQ5?PTj5.OP
柱网。为明代建筑基架，清代重修换件，有元代遗
r5%& #９
* mGQ.+,３ '间，东西两庑各
风。现存建筑还有悬山式戟门

殿祠关财神，前建抱厦。左右配钟鼓楼，最前为寺
o5-Gó* '!J5-p¯
门。现寺门、钟鼓楼、抱厦均拆，但寺内高
２０余米、
©t
,* ¯,!JóM5¯o -(
径围
ä ２．１米的两株雕鳞皮的龙钟古槐依然苍劲挺
-*% t2¤2}!¥¦ ¡¢?@
拔。１９８０年后，地县文化局多次调查。
¢* %#"( Dh5£RVI¤¥i¦§*

间。另有苍柏７
１０余通。
r* ¡.¢£ 株，古槐
+ ¤5¥¦２-株，石碑
¤5§¨ %(
©ª*

（８１４年）建寺，余一面为清道光六年（１８２６
DF5z
E"%& DFG¯5©Kqp?/@fDE%"-,年），另
一面为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
Kqp?{|ÖDE%",) 年）重修。据传大殿佛像
DFTj* çZdo÷q
体内装古书上亦有＂元和九年＂字样。坐落在槐树
ð
OxyDö* _É¦ã
}o~¥f.
林中，四合院式，占地
平方米。现存建筑
１２
`5 Ö95
 ８００
"(( ®2t*
mGQ %间。正北硬山顶大佛殿
r* =Ý+yd÷o３ '间，原塑三大佛、十八罗
r56pd÷BC
* =o%& .os ' r5* %'o
汉。正殿东西各有殿宇３间，祠三霄、火神。东配殿
×Ø+'5&'o×Ø*
>
祠天王、山神、土地，西配殿祠天王
、地藏菩萨。南

崇福寺
-., 唐以后建筑。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
«)hGQ* RSVWXYZ[* [
于麦积区街子镇。坐落在镇南改龙山腰。传原大殿
\³´_n¨¸* _É¸>©}+ª* Z6do

梁上有＂唐弘道建＂的记载，圣母宫殿基出土龙吻
v.ð««/Gö2wî5¬®où'}~
上有＂崇祯六年（
１６３３年）九月翻修＂的刻记。城隍
.
ð
¯°fDE%,''
DFy±²jö2³w* ´µ
庙纪信祠内，现存清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７年）街子
¶·¸o5m?Ì¹ÖBDE%+++ DFn¨
崇福寺碑、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年）重修崇福寺碑。建
¯º¯¨»¼BfDE%"%% DFTj¯º¯¨* G
筑包括大雄宝殿、杏林观、老母宫、玉皇宫、圣母
Q½¾d¿QoÀÁ[®áÂ®¬
宫、城隍庙、武圣祠、杜甫祠等部分。城隍庙在改龙
®´µ¶Ã¬¾¿)ÄÅ* ´µ¶É©}
山前沿，庙内现有明、清重修庙记碑
+-Æ5¶o.g?Tj¶w¨ , ６通。改龙山
ª* ©}+
¾¿G\?Ì¹BÇDE%++-年），为小式
DF5pÈ
下杜甫祠建于清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
'ÉÊËÌÍÎvH\ùwÍÏÐJ* ÈKJi
土木结构五檩抬梁造双出檐二层阁楼。其一楼次

!"#$
天水文庙
&'() 唐代建筑。原名太平寺，又名甘泉
«PGQ* 6¬®¯5°¬±²
双玉兰堂
¯$d¯* [\³´_>µ %)
¹G
寺、大寺。位于麦积区南约
１５ ¶·2±²¸*
公里的甘泉镇。创建
DPº»* ¼«½¾¿ÀÁ]^ÂÃÄÅ`ÆÇ5
年代待考。从唐人杜甫流寓秦州所作诗篇中可知，
È¯É«ÊËÌOÍDE+)#年）即已略具规模。原
DFÎÏÐÑÒÓ* 6
其寺在唐肃宗乾元二年（７５９

间壁嵌清乾隆三十七年建杜甫祠堂记事碑，祠北有
rÑÒ?Ì¹BÇDG¾¿hwÓ¨5Ý.
小式土木结构五檩抬梁造前出廊悬山顶武圣洞。
È'ÉÊËÌÍÎvH-ù+yÃ¬Ô*
瑞莲寺
/0, 明代建筑。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gPGQ* RSTUVWXYZ[*

有正殿
.=o３间，东西禅房各
' r5%&ÔÕ ５)间，四大天王殿３
r5Öd×Øo '间，
r5
还有钟楼、戏楼。原建筑大都已损坏，现在原址上
.!J$IJ* 6GQdÙÏÚÛ5É6Ü

位于秦州区大城街道奋斗巷
[\]^_d´nÕÖ×Ø ２７号，始建于明代万
-+ -5ÙG\gPW
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年），俗称新寺。占地
２０００平方
ÚByDE%,%% DF5Û7ë¯*
£ -(((
®2
米。原为甘肃临时军政府副都督向桑私宅，州牧买
t* 6p±ÊÜÝÞßàáÙâã!äå5^æç

建有南北侧房各
G.>ÝÞÕ ３' 间。西大厅面阔
r* &dßqà ５间，厅前有玉
) r5ß-.á

为寺。清代曾作重修。现存建筑自南迄北依次为寺
p¯* ?PSÃTj* mGQè>éÝ ip¯

兰树两株，高约
２５ t5äµ
米，围约２
米。大厅西北侧有泉
- t*
dß&ÝÞ.²
âã¤5µ -)
水一眼，据《秦州直隶州新志》载∶＂马跑泉东南二
åKæ5çè]^éê^ëìíîï
ðñò²%>Í
十里为甘泉寺镇，有甘泉寺，泉在寺中厦下，一名
B·p±²¯¸5.±²¯5²É¯`ó5K¬
春晓泉。＂＂佛殿中有泉涌出，东流入永川，其水极
ôõ²* ö
ð
÷o`.²øù5%úûüý5Èåþ

,êëß%&ìÕxdo* ¯,p+yíî,5
门、过厅、东西厢房和大殿。寺门为悬山顶垂花门，
jgï?ðñfòóØôõfð
ö÷¯öi
额悬明末清初陇上书法家王了望书
＂瑞莲寺＂匾
j* ëßp+y5È'ÉÊËÌÍÎvH5q
额。过厅为悬山顶，小式土木结构五檩抬梁造，面
r5øv &４间，爆花脊坐回头吻，前塑天王像，
r5ùî~5-p×Øq5
阔à３' 间，进深
úpYòûüq*
%qà５) 间，内塑＂慈航菩渡＂
r5op
ð
ýþÿö
背塑护法韦陀像。东庑面阔

盛，旱不竭，冬不冻，土人引以为灌用。作寺覆其
ÿ5!"#5$%&5'½()p*+* Ã¯,È
上，号甘泉寺。＂唐诗人杜甫赞道∶＂取供十方僧，香
ð
01B2354
5-±²¯* ö«Ä½¾¿./ï
5678* ö²6G.C9:5l;5<=C9
美胜牛乳。＂泉上原建有八角亭，今毁，仅剩八角形

观音菩萨等像。西庑面阔
Á!)q* &qà５) 间，内塑＂锡振幽复＂地
r5op
ð
"#$%ö£
藏菩萨等像。大殿悬山顶，小式土木结构五檩抬梁
)q* do+y5È'ÉÊËÌÍÎv

条石。泉前有古柏
>§* ²-.¥£２- 株，苍劲挺拔，其中一柏的破
¤5¢?@A5È`K£2B

造，面阔
９．８５米。
H5qà５)间，通长
r5ªG １８．３
%"*' 米，进深
t5øv ４& 间，宽
r5& #*")
t*

裂树干处，长出一株槐树，槐树中又长出—株椿
CãDE5 FùK¤¦ã5 ¦ã`°GùK¤H

爆花脊坐回头吻，正脊中置麒麟宝珠。内塑
尊五
'î~5=`()*+,* op ５
) -Ì
方大佛，高可
米，中为释迦牟尼、左次阿弥陀佛、
2d÷5Æ ５) t5`p./01i23ü÷
左三弥勒佛，右次药师佛、左三宝生佛。寺内藏石
34÷5i56÷+7÷* ¯o§
碑一通，茎围
¨Kª58ä ５米的老槐
) t2[¦３' 株。
¤*
12345 明代建筑。县级重点文物保护
gPGQ* RSTUVWXY
洛门关帝庙
Z[* [\Ã+R9,¸* %#"+ D5Ã+RVI:
单位。位于武山县洛门镇。１９８７年，武山县文化馆

树，造化之功，令人惊叹。原甘肃省省长邓宝珊曾
ã5HIJK5L½MN* 6±ÊOOGPQRS

赞之为＂柏槐孕椿＂，题诗曰∶＂万丈光芒传老杜，双
.Jp
ð
£¦THö5UÄVï
ð
WX@YZ[¾5\
ð
\áâhö2i
]^_`aâ* öbcde§fg
柯磊落得芳兰。＂并请齐白石书写＂双玉兰堂＂的匾

额悬挂在寺中。
jkÉ¯`*
槐花寺
*+, 疑似唐代建筑。县级重点文物保护
lm«PGQ* RSTUVWXY
单位。位于秦州区天水镇下街。寺内塑像早毁，殿
Z[* [\]^_×å¸n* ¯opqr;5o

调查。创建于明崇祯九年（１６３６
¦§* ¹G\g¯°yDE%,',年），西向原有戏
DF5&ã6.I

!"! !
－! ３７３－

天水大辞典
!"#$%
楼、山门、钟鼓楼、抱厦、大殿及三清、三官殿。现仅
!"#$"%&!"'(")*+,-.,/*0 12

ªÅ«E¬®N
宫和万寿同归塔炉。

存抱厦、大殿、三清殿。大殿为大式砖木结构硬山
3'(.)*.,-*4 )*5)6789:;#

万寿宫
./0 清代建筑。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zfgN Õ¢Ö×ØÙÚd{N

顶十一檩抬梁造前后出廊式，面阔３
１２
<=>?@ABCDEF6G HI ! 间，通长
JG KL "#
米。进深６间，宽１１米，山柱高
１１米。前后抱厦与
MN OP $ JGQ %" MG#RS ""
MN CDT(U
大殿勾连搭接在一起，卷棚式顶。卷棚与硬山间架
)*VWXYZ>[G\]6<4 \]U;#J^

{|}ÛÜf¯°A±N «Eª º²³ªGf|
位于秦州区建设路东段。万寿宫又称庆祝宫，建于

前，今庙存而祀废矣。＂清同治时移娲皇庙于城内，
CG34 -|G

清康熙初年。原占地１９０９
nêMN ·¸fg¹º
-´µ¶~N eè¨ %'&' 平方米。主要建筑排列
在南北中轴线上，共
座 #)
２４JN
间。自南而北依次是
Z_r;»¼/G½ ５
+j
_rq¾
砖砌宝顶式宫门，内设木卷棚。宫门内建午门
7¿(<6ª$G ¯8\]N ª$fÀ$ +５
JGYfAtÁÂ１２间，迄北设高
%# JGÃr¯S
%' 米、
M
间，接建东西朝房
１米% ML
、长 １９
Q ９米的露台。台后坐金色琉璃鸳鸯瓦屋顶的单
' MÏÄªN ªDüÅÆÇÈÉÊËÌ<Ïd
宽
檐歇山顶朝贺庆祝大殿，面阔
３ !间，通长
JGKL １３
%! 米，进
MGO
kÍ#<ÁÎ²³)*GHI
深６
１２米。大式土木结构七檩抬梁造，正中
JGQ %#
MN )6x89:Ï?@ABG:;
P $间，宽
施宝刹火球，前后檐为大栏额式，檐下五踩双昂斗
Ð(ÑÒÓGCDk5)Ô*6Gklû+Õ-p
拱，身内金箱斗底槽。整个建筑结构严谨，绚丽美观。
qG.ÅÖp×N ccfg9:ØÙGÚÛÜUN

祀礼甚隆。后又圮，今重修。女娲风姓，今陇城镇以
4 D ¡a¢£4 ¤¥a

龙头寺
12+ 清代建筑。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zfgN Õ¢Ö×ØÙÚd{N

风命名之地有风沟、风台、风茔等，相传女娲＂生于
¤¦§¨¤©.¤ª.¤«¬a`

®|

位于秦州区天水镇龙头寺村西侧的瓜蔓山麓。始
{|}ÛÜµ»ÝÞátsÏßà#áN â

风沟，长于风台＂。陇城北门内有一泉，冬夏不交
¤©aL|¤ª4 r$>¯a°±²³
竭，水势极盛，人称龙泉，相传女娲抟黄土造人时
´aµ¶·¸a¹º»¯a`¼½xB¹
即用此泉水。这些遗迹和传说都表现了人们对人
¾¿À¯µ4 ÁÂÃÄÅÆÇÈ1É¹ÊË¹
类创造者的崇拜和尊敬。
ÌÍBÎÏÐÑÅÒÓ4
)*+ 明代风格建筑。县级重点文物保护
z¤Ôfg4 Õ¢Ö×ØÙÚ
演法寺
d{4 {|}ÛÜÝ¯Þßàá4 fgâãä
单位。位于秦州区玉泉镇张家窑村。建筑规模较

建年代无考，同治初毁于战乱。光绪二十九年
f~zãäG ¶å|æçN èéY=ê~
（１９０３年）捐资重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
%'&! ~ëìí¢fN ;î¹ï½ÅðiñDG>ò
作为学校。１９８３
１８ øáïùí
庄村民募资
ó5ôõN %'*!年学校迁出，寺周
~ôõöEGÞ÷ %*
重修。以并列式连建三院，占地
２０７４平方米，存土
¢£N úº6Wf,çGè¨ #&,)
nêMG3x

一椽相接，使
>_`Yab !３个单体建筑组成一座建筑。檐下三
cdefghi>jfg4 kl,
栖单平昂斗拱。三官殿在大殿北侧，西向，阔、深各
mdnopq4 ,/*Z)*rsatuaI.Pv
JaL "&
' Maw6x89:;#<y?
３ !间，长
１０MaQ
米，宽９米，小式土木结构硬山顶六檩

@AB4
抬梁造。

女娲庙
&'( 清代建筑。位于秦安县陇城镇。明
-zfg4 {|}~4 
《秦安县志》载∶＂陇城之北，有女娲庙。庙建于汉以
}~ 

rG4 f|

小，四合院式，仅占地面积
３００平方米。相传佛曾
waåæç6a2è¨Hé !&&
nêM4 `ëì
|À¨íîïGð§N ñò3fgóôÅBõ¤Ô
于此地演过法，故名。从所存建筑特征和造像风格
看，具有明代风格。北建有悬山顶大殿，面阔
öG÷z¤ÔN rfø#<)*GHI３!间，
JG

通长
１０米许，为大式土木
KL１２米多，进深４
"( MùGOP )间，宽
JGQ %&
MúG5)6x8
结构，五檩抬梁造前出廊。顶坐行龙团莲爆花脊，
9:Gû?@ABCEFN <üý»þÿ!"#G
套龙吻，狮形宝珠。前檐大额式，檐下三踩单云昂
$»%G&'()N Ck)*6Gkl,+d,-

斗拱。身内五架梁上坐驼峰承托平梁，平梁上支脊
pqN .û^A/ü0123nAGnA/4#

爪柱、叉手承托脊檩。檐步以单步梁承托。殿后正
5R67823#?N k9d9A23N *D:
中塑释迦牟尼像，东塑消灾延寿药师像，西塑阿弥
;<=>?@õGA<BCDEFGõGt<HI

陀佛像。释迦牟尼佛左右配塑阿难、迦叶两大弟子
JëõN =>?@ëKLM<NOP>QR)ST

木结构建筑房舍
３０余间。整体布局中院为佛殿
89:fgÂû !&
JN ceüý;ç5ë*
çGåæç6Gtrü;#<x89:û?@AB
院，四合院式，西北坐硬山顶土木结构五檩抬梁造
)þ(* ! JGKL '９米，进深７米。西南配
MGOP , MN t_M !３间
J
大雄宝殿３间，通长
dµ,]Pÿ!*N
ArM
!
Jû?@ABÕE
单坡水三霄、圣母殿。东北配 ３间五檩抬梁造双出
JG%&<`JG
F6=*"#*GA_$ü¾３ !间，当心塑韦陀，
廊式十殿间君殿，东南倒坐是
`JpH¾;çC$G $'%&<å(»¤Åå
韦陀背面是中院前门，门庭当心塑四海龙王和四
)»¤GRJ*$+N tç5,-G:*,
府龙王，两次间辟门可入。西院为关帝庙，正殿关
 Gt./0GA.åÿªN 1,?@ABC
财神，西庑曹公祠，东庑四圣宫。皆三檩抬梁造前

出廊式。东院皆为僧房。存有重修记事及布施石碑
EF6N Aç152ÂN 3¢£34+üÐk5
４通。立碑时代最早为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
) KN ñ5z65-èé,=Y~%'&$ ~ëG
拱首条碑，长
米，宽０．６米。前沿尚存古槐
q7s5GL１．２５
%-(+ MGQ
&-$ MN C893d: ２株。
(;N

赤峪河，秦州十景谓之＂赤峪丹灶＂。清顺治五年
tuvG}Û=wx
ytuz{|N -}û~

灵源侯庙
345( 清代建筑。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zfgN Õ¢Ö×ØÙÚd
{N {|}ÛÜµ<áGü=|µ>?
位。位于秦州区天水镇庙坪村，坐落于天水镇太祖
#CS@/G_uGè¨ $&&
山前高阜上，南向，占地
６００ nêMG5AF6w
平方米，为穿廊式小
çN ;»¼/_rq¾"$P \]6B
院。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依次是垂花门、卷棚式直
P;#<:*N :*HI ! JC
* MGOP + MN
庙、硬山顶正殿。正殿面阔３
间计８米，进深５米。
;»¼RsDE
F
$
JN
3GP-Pïðk
中轴线两侧有其他神宇 ６ 间。存宋 、清、民国时石
碑
5 ７通，其中有宋元丰四年（１０８１年）、元丰六年
, KGD;GHIå~%&*% ~ëPHIy~
（１０８３
年）、绍圣四年（１０９７
%&*! 年）、元丰八年（１０８５
~ëP H I J ~%&*+ ~ëP
K ÿ å ~%&',

（１６４８
年）重修，创建年代最迟不晚于明代。现建筑
1fg
%$)* ~¢£GÍf~z²|zN

~ë5v %１通，碑文内容主要是记述大旱之年，官
KG5×L·¸¾3M)N~G/
年）碑各

多系近代之物。建
１０余米的高台，方广１亩。自东
ù zØN f %&
MÏSªGê % N A

民取湫祈雨及民间记事，重修庙记等。
ïOPQR+ïJ34G¢£3¬N

ÅUVW6 )¶XY)Z[N tM* !３间为卷棚
J5\]
和观世音、大势至二大菩萨。西配殿

顶，内供三霄。东配殿
<G\,]N AM*３! 间亦为卷棚顶，内供菩萨。
J^5\]<G\Z[N
_Ë*\Úï`çN aÙ3bcÏdfgÅe
南对殿内供护法韦院。除保存完整的古建筑和原
<ëõfGghPijk
lN
塑佛像外，还有红
、绿陨石 ２( 块。
,-(
-zfgN
Õ¢Ö×ØÙÚd{N
老君庙 清代建筑。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秦州区玉泉镇吕家崖村边。背依千条山，面对
{|}ÛÜÝ¯mßnáoN pqrs#GHË

凤凰山东岳庙
6789:( 清代建筑。县级重点文物保
-zfgN Õ¢Ö×ØÙ
护单位。位于麦积区新阳镇席家寨北凤凰山巅。始
Úd{N {|SéÜTUVßWrXY#ZN â
合院，正东坐
间硬山顶小式土木结构老子祠，三 建于宋大观三年（１１０９年）之前。明万历二十二年
æçG:Aü !３ J;#<w6x89:TG,
f|G)U,~%%&' ~ëCN «[Y=Y~
JdµM*GUW
?@ABCEF6N _３ !间单坡水配殿，祀观音、
%+') ~ëP«[,=ê~%$%% ~ëP-zìZ
檩抬梁造前出廊式。南
（１５９４年）、明万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年）、清代曾在
`J6TN r３! 间单坡水配殿，祀财神、灵
JdµM*G ¡
e\¢£G1fgù-zØN üru_G*F +
韦陀、送子娘娘。北
原址重修，现建筑多系清代之物。坐北向南，殿宇５
官、协天玉皇、镇江王杨四将军。北月门外有文昌
/¢Ý£¤¥å¦§N r¨$f×©
j １５
%+ JN
)*HI ! JC９．３米，深
'-! MGP )４间计５米，
JC + MG
座
间。大殿面阔３间计
而西依次为∶台下存喂牛槽，槽旁
３３ /
层踏垛之上
tq5ªl3G !!
入小便门即为天井，出天井登台入垂花门为一三
w$¾5G Eª"$5>,

! !"# !－
－３７４

! "
文化

土木结构硬山顶五檩拾梁造。抱厦
３ 间，长
!"#$%&'()*+,- ./
! 012９．３
"#! 米，
34
进深４米，土木结构悬山顶五檩抬梁造。东、西配
56 $ 34!"#$7&'()*+,8 9:;<
殿各
=>３! 间，戏楼１座。存北宋大观三年（１１０９
04?@ % A- BCDEFGHI%%&" 年）和
HJK
明万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
HJQRSTU>VW8
LMNGOPHI%'%%年）修庙记事碑各一通。
吴砦隍庙
#$%& 清代建筑。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XYZ[8 \]^_`abcd

木构建筑，面阔３
"$Z[4zñ !间，进深５
0456 + 间，单檐悬山顶，内壁
04d7&'4oi
嵌饰花卉图案砖雕和阿拉伯文《古兰经》八条屏砖
jklmnopKqrs`·tu¸»vØw
x4xyz{4|}~õ8 `a@à&v
刻，刻工精密，别具匠心。邦克楼为歇山八角攒尖

顶楼阁式木构建筑，八卦悬山梁架造，与礼拜殿勾
'@ð"$Z[4v7&+,4^h=ý
连搭建，斗拱华丽飞檐高啄。整个建筑构造巧妙，
P Z4R8 Z[$,4
位。位于麦积区三岔乡吴砦镇内。１９８７
e8 efghiGjklmno- %"()年，北道区
H4Cpi 气势俊逸，古朴典雅，富有民族特色，是全省仅存
4t44GB
的
`qrst- ZfXY4uBvwGOHx%"&$ HJ
³６处伊斯兰教古建筑之一，文物价值较高。
'  u¡tZ[V4`a¢£¤8
文化馆调查。建于清代，留存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

y % z- {|２４０
*$& 平方米。现存大式砖木结构七檩
}~38 BE"#$)
匾１面。占地

<=>? 清代民居。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
XY¥8 (¦^_`abc
贾家公馆

抬梁造单檐歇山顶正殿
３ !间，通长
04W2 ７．１米，进深
)#% 3456 '６
*+,d&' =
米。另有卷棚顶抱厦３
７．１米，进深
38 './间，通长
! 04W2
)#% 3456３．５米。
!#+38
导流山祖师庙
'()*+& 建筑年代不详。县级重点文
Z[HY8 \]^_`
物保护单位。位于麦积区石佛乡马家山村。１９８７
abcde8 efghik&8 %"()

单位。位于秦州区砚房背后
号南临胡氏民居北
'' ¬Â¦®¥C
de8 ef®§i¨©ª« ６６

年，北道区文化馆调查。导流山传是大禹治水中凿
H4Cpi`qrst8 &E
山疏渭之地，早年建有禹王庙，早已塌毁。坐于渭
&|4HZR4 ¡8 ¢f

¯ê49¦®§iá°±4;à²³E@4ª´
宅子，东临秦州区人民政府，西为电信大楼，背接

砚房背后古民居，占地面积
¨©ª«t¥4{|zh ２７８９
*)(" 平方米，建筑面
}~34Z[z
积２４７８
}~38 YZfXëìH0x%)%%[%)""
h *$)(平方米。始建于清乾隆年间（１７１１—１７９９

年），为贾乐玺宅院，其孙贾缵绪，字宇清，秦州花
HJ4àµ¶·¯64¸¹µºw4»¼X4®§l

ÂÃÄÅ¶4Æ¹8 ÃC&4&ÇÈÉ
南出显亲峡，石宕水注之。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娲
Ê8 Ë¿ÀÌÍ¸®¯\³ÎÏ£4ÄÅ¶Ì
祠。＂瓦亭水即今流经秦安县的葫芦河，显亲峡即
Í´µ¶4ÐÃ´µ¶9C&ÑÐ4ÒÃ
今玉钟峡，石岩水出玉钟峡东北山滴水岩，因水出

Â½xÍÙghiJá4¾ç¿;ÀÁ\:ÂÀp
南埠（今天水麦积区）人，任四川西充知县、南充道
台等职。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被派总办甘肃烟酒事
,eÂ8 VíHx%"%) HJÃÄDÅ(¦ÆÇT
务，还曾任民国时国会议员、甘肃省教育厅厅长
È4 ÉÊ¾VËVÌÍÎ: (¦¡ÏÐÐ2
等。贾缵绪在民国任职期间久居于此，其住宅有所
e8 µºwKV¾ÂÑ0Ò¥fÓ4¸Ô¯Õ
增建，规模空前。屋架用材硕大，木构建做法古朴，
ÖZ44×ØÙ8 ÚÛÜÝE4"$ZÞßt4
pyzà4á³XY6â8
雕工精细，是典型的清代院落。
@ABCD 明至清代民居。甘肃省重点文
LãXY¥8 (¦^_`
张庆麟宅院
abcde8 ef®§iäåæ
*%:*!:$* 号院，
¬64
物保护单位。位于秦州区澄源巷
２１、２３、４２
X5çèéêÔ¯8
æCVçg6àë64
是清进士张庆麟住宅。巷北有一四合小院为老院，
æÂ ２１、２３号两院为新院。建筑年代较早，大门坐
*%:*! ¬ì6àí68 Z[HY¤4Eè¢
巷南

岩石穴间而得名。今已毁。玉钟峡中一大青石上有
ÐÓ0ÔÕÖ8 Í¡8 ´µ¶VE×Ç

北向南，内有照壁，内门坐西向东，垂花门雕饰精
CFÂ4oîi4oè¢;F94ïlèðkz

条天然石，极似爬行之蛇，为女娲人首蛇身之天然
ØÙÚ4ÛÜÝÞß4àÈÉáâßãÙÚ

ñ4bBòó8 6oÂôõÐ $间，正房
04 © !
049õ
美，保存完好。院内南房侧厅４
３间，东侧
%
0àEèWp8
C©àîï\@4ö
!
04÷;à
１间为大门通道。北房为二层主楼，共３ 间，靠西为

河北岸，负山临河，占地７５００
平方米。现存建筑
£C¤4¥&¦£4{| )+&& }~38
BZ[ $４
座A１０%&间，塑像
１５ ©4ªXYa8
尊，皆清代之物。正殿祖师殿
04§¨ %+
=«¬= !３
间，通长
04W2 "９米，进深６米，小式土木结构硬山顶五
3456 ' 34!"#$%&'(
)*+,8
檩抬梁造。
,-. 建筑年代不详。位于秦安县城西北
Z[HY8 ef®¯\°;C
女娲祠

１２
%* 公里的玉钟峡。《水经注－渭水》载；＂瓦亭水又西
±²³´µ¶8·¸¹º»¼½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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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
äå8

魁星楼
/01 清代建筑。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XYZ[8 \]^_`abcde8
位于武山县四门镇西堡子村。建于乾隆五十六年
efæ&\çèn;éê8 Zfëì(OíH
（１７９１年）。为大式木结构重檐歇山顶二层楼阁式
I%)"% HJ8 àE"#$^&'îï@ð

楼梯间，悬山顶式出檐附阶。东西厢房各
@M047&'ÃøL8 9;ùô> ３间，为
! 04à
明代建筑。新院规模较大，现存一进两院，房屋
４４
LYZ[8 í64×¤E4BV5ì64ôÚ $$

04bBòó4àXYZ[8
间，保存完好，为清代建筑。
张氏民居
@EFG 清代民居。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
XY¥8 (¦^_`abc
de8 ef®§iÏúæ ５６
+' ¬8
ûXpvH0ü
单位。位于秦州区育生巷
号。系清道光年间陕
#$%&8
;ýþ\ÿè!æ"#Gá$¥V8 YZfL
西紫阳县令张仲武兄弟三人故居之一。始建于明
均绘壁画。
23)456 古建筑。位于甘谷县城南师
'Z[8 ef()\°Â¬
%îHx%$!) HJ4X&'îHx%(+* HJ(Z4
大像山永明寺
正统二年（１４３７年），清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扩建，
傅沟内台地上。创建年代无考。１９９２年重建。设施
BEH)àXYZ[8 Z[}z*+,ä4|5
*+o,|Ç8 -ZHY./8 %""* H^Z8 0ú
现存大部分为清代建筑。建筑平面略呈矩形，地进
123 456Ô0748&è:Ù=:9::; ３!院，坐西朝东。前院南北对称，建有硬山顶单坡水
64¢;-98 Ù6ÂC./4Z%&'d0
布局以正规寺院而设置，由山门、天王殿、斋堂、客

建筑，面阔、进深各
间，长宽约６米，当心间作神
Z[4zñ:56> !３ 042òó
' 34ôõ0ö÷
ø4çùúLû:üû:}A:ýþ:ÿ!4"ï&z
龛，四周施明柱、望柱、平座、勾栏、回廊，每层山面

堂、钟鼓二楼、十三祖师殿、伽蓝殿
、大雄宝殿、藏
::µ<î@:OG«¬=:=>=:E?@=:A

厢房各
ùô>３! 间，中轴线上建硬山顶过庭
0412ÇZ%&'3b５+间，其中
04¸ !３

¸@BC4DzhE $**$
}~38 9ÂF;C4G
经楼组成，总面积达
４２２４平方米。东南向西北，全

0 Ð4ìõ4ô> %１间木质小楼，南套房楼下通
0"5@4Â4ô@WW
间正厅，两侧套房各

HZ[IJKLM³,|Ç4 &èàNOPQ
部建筑分布在阶梯式的台地上，山门为并排连体

道可达中院。过厅为拾梁式结构，前后檐柱上置平
p6768 3Ðà*+#$4Ù«ûÇ7}

拱形状牌楼顶。
RäST@'8

板枋，枋上坐斗，水平梁的梁头和梁尾雕饰麻叶头
8949Ç¢4}+³+:K+;ðk<=:

南下关清真寺
789:;6 明代建筑。县级重点文物保
LYZ[8 \]^_`ab
护单位。位于秦安县兴国镇南下关，始建于明洪武
cde8 ef®¯\UVnÂWX4YZfLZæ

落斗上。拱板浮雕牡丹，拱垫板镂雕四季花。依柱
âÇ8 R8>ð?@4RA8BðçCl8 Dû

年间（１３６８—１３９８
平方米。现存建
H0x%!'([%!"( 年），占地１２３１
HJ4{| %*!% }~38
BZ
e4Z[zh )*&
f}~34V5ç64çg61
等，建筑面积
７２０余平方米，一进四院，四合院布

山顶式
间，亦为三厅两耳形制。前檐置金柱檐
&' ５+ 04
LàGÐìMäN8 Ù7Oû
û4ûÇP949Ç¢4<=.:+QÃR4
柱，柱上承斗枋，枋上坐斗，麻叶抱头梁伸出斗口，
äCRS4VÃ!ê8
RTUð4RA8Bð
形成斗
口跳，一出廊子。拱板有浮雕，拱垫板镂雕

局。礼拜堂和邦克楼为主体建筑。礼拜堂为庭堂式
28 ^h:K`a@à\QZ[8 ^h:àb:

五蝠捧寿、四季花，枋柱间施雀替。院南北各建硬
(VWX:çCl49û0úYZ8 6ÂC>Z%

筑主要有礼拜堂、邦克楼、东庭子、南庭子、沐浴堂
[\]^_::`a@:9bê:Âbê:cd:

0E7FGèKHIJ8 6\Ðô¢;K94%
间装置隔扇门和直棂窗。中院主厅房坐西朝东，硬

! !"# !－
－３７５

天水大辞典
!"#$%

山顶单坡水厢房
!"#$%&' ３间，屋面有脊饰，檐下置隔扇
! () *+,-.) /0123
门、直棂窗。主厅房后西南角有一处小偏院即书房
456789 :;'<=>?,@ABCDEF'
院，有坐南向北的硬山顶单坡水主厅房、北倒座各
D),G>HIJK!"#$%:;'5ILMN
３ !间和东西对称各
间厢房，西厢房次间做门厅，
(OP=QRN ３! (&')
=&'S(T4;)
UBVWXJYZBD) [\]^_`abcd
为小巧玲珑的四合小院，较完整地保存了清代民

居古建筑的风貌和特点。
efghJijOkl9
&'()* 明至清代民居。甘肃省重点文
mnbcde9 opqrls
连腾霄宅院
t_u#v9 vwxyzI{|}~ "5#5$号院，
D)
物保护单位。位于秦州区北关连家巷２、４、６
建筑面积１３００平方米。连腾霄，秦州人，历任明代
gh+ %!&& 9 | )xy)mc
太学士，秦州知州。整个建筑一进三院，现存房屋
)xyy9 ]gh@D)`'*
５０余间。前院南为道庭，北正中建虎坐门，东西厦
'& (9 D>U)IgG4)P=
房，西北面为正大门，东北起照壁。中院南靠虎坐
')=I+U4)PI9 D>G
4)IU)P='9 <D>U)IU
门，北为过庭，东西厦房。后院南为过庭，北为正庭
)P='9 _` ¡\¢)gh£¤f¥)¦§
楼，东西厦房。保存基本完好，建筑工艺古朴，雄伟
深幽，结构严谨。雕刻线条流畅，是连腾霄任职时
¨©)ª«¬9 ®¯°±²³)´| µ¶

哈锐宅院
./)* 明至清代民居。甘肃省重点文物
mnbcde9 opqrlst
保护单位。位于秦州区澄源巷１３、１５、１７
D19
_u#v9 vwxyzde~ %!5%'5%) 号院内。
哈锐，字蜕庵，回族，生于清代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fg)hij)kl)mwbcnop+¹%*$"年），
+¼)
卒于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
qwdrç*@+¹%+!" 年），清光绪翰林院庶吉
+¼)bstuvDwx
士。坐北面南，一进三院，前有大门、影壁、垂花门，
9 GI+>)@D),45y5êz4)
中有过庭，后有木结构二层楼两座，正侧大小房屋
,)<,&ª«ç3åM)âB'*

数十间，为典型的小四合院古建筑群。雕梁画栋，
_*()Ub{JBYZDfgh|9 ®}~)
飞檐走兽，并有细腻玲珑的博古雕饰图案木屏风
/ä) C,WXJf®.M &i
间隔其内，充分显示明末清初的时代建筑特征，具
(241)ØìmbJ¶cghk)½
有南北兼备的建筑风格和浓厚的地方风貌，装修
,>IJghiUOJ^ij) 
精美，砖雕
、木雕、垂花门等工艺奇特，是天水地区
)®5&®5êz4I£¤Wk)´=%^z
古民居中典型的代表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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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瑞宅院
01-)* 清至民国民居。甘肃省重点文
bndrde9 opqrls
物保护单位。位于秦州区大城共和巷
)Æ^
t_u#v9 vwxyzÛO~３３!!号，占地

护单位。位于秦州区解放路石家巷。占地面积
４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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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平方米，建筑面积８２３平方米。冯国瑞
+ １０４０
%&#& )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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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１—１９６３
¹%+&%%+$! 年），字仲翔，陇上著名学者。坐北朝
+¼)h)ÿú9 GI
南，由前后两院组成，建筑平面呈矩形，土木结构。
>) <åD¡¢)gh+£¤î)¥&ª«9
主厅、过厅、倒座排列在纵贯的中轴线上，以轴线
:;5;5LM¦§¨©ªJ«°ÿ)¬«°

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多平方米。石作瑞，清代
Ç)gh+ ３０００
!&&& 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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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建有厢房并乐亭、耳房等。主厅三开间，通长９
QRg,&'Cóû5'I9 :;®()ï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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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人，历任四川清溪县知县，保宁府知府，川南
ÏÍÐ)ÑÒÓ)Ð9 ÑIÔÕÖg×9 ]
永宁道道台，按察使，道台。按北斗七星建造。整个
ghØÕDÙ9 ` %($ D)) DÚÛÜÄ
建筑分七院落。现存１～６号院，７号院因城市道路
ÝÞßàá9 Pâ % DUÅ}J:'D)ãØU
拓宽已拆除。东侧１号院为石家的主房院，又分为

米，进深８．１
米。硬山顶式，顶覆灰筒板瓦。内有大
)¨ *,% 9
K!"B)"¯°±²³9 1,

·¸¹º»`¼9 ½,[¾gh¤¿ÀÁ9
官邸（匾额现存）。具有较高建筑艺术价值。
+,-)* 清代民居。甘肃省重点文物保
bcde9 opqrlst_
石作瑞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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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天井、照壁、垂花门、拱形砖门等。大门与二门
/(X,@B=>)ç4U´î®4)¬¶·z
之间设有一小天井，二门为拱形砖雕门，以竹节花
.¡¢)¶¸5¶·´ ¹@º»¼½¢9 åâ
饰组成，竹根、竹节是由青砖一端磨制而成。两侧

J¾´4ÿ)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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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月拱门上，分别砖刻＂诚实勤俭＂＂孝慈友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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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盘门，三道门为垂华门。前院各显长方形，西面
牌匾。前院过厅两侧的拱门各有一对楹联，东面隶
有房，北房为道庭，南房为通向后院的过庭，东
、西 书＂芝兰玉树生阶砌，乔木临风听雨来＂，横批＂随
,')I'U)>'UïH<DJ)P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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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南走向的前后两院。有大门三道，头二道门为
I5>äHJ<åD9 ,4)æç4U

房为厢房，每面三大间，为＂云乐厅＂结构。２号院为
'U&')ð+()U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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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靠近书亭院后边，还有上下几间小木楼，２０世
!9 "FûD<#)$,ÿ0%(B&)"& '

遇而安＂，表达了冯氏的文人气质，处世之道。第二
Ú½Ûô)ÜaÝJsÞß)A'/9 àç
道门的拱门上部拱形砖雕主题以暗八仙为主。构
4J´4ÿá´î®:â¬ãäåU:9 «
思巧妙，精心策划，通过以中轴线为主的空洞流
ZV[) æçè) ï¬«°U:Jéê²

纪六七十年代被拆除。３
号院为１号院后院。北房
()Õ*+c,àá9 !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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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灵活变幻，颇具传境。属清代早期建造，部分建
°)ëìíî)ï½ðñ9 òbcóôg×)áØ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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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过庭，南房有庭房五间，东西各有廊房三间，
>'OP.'/(,@?4U % D<49 # 
南庭房和东廊房之间有一角门为１号院后门。４号

hUdr¶õg9
筑为民国时增建。

马鞍架厅子院，原名＂书亭院＂，专供石家孩子上学
õö÷;øD)ùú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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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银 Ａ与

DU}0D9 ùD1>2,(å3&)U45
院为家庙院。原院内南边有三间两层木楼，为其祖

先的＂家宫殿＂。现剩北房三间。５号院为书房院。６
6J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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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宏居

DUFD),å4:æ4U;<5èé4)
号院为书院，有两道大门∶头道门为栅栏、棋盘门，

二道门为垂华门。两门之间有小天井及两米见方
ç4Uêë49 å4/(,B=>?å@
JY+9D1>' ' ()I' ３! (9)
DUÅ
的四面照壁。院内南房５间，北房
间。７号院为石
}A'D9 4UGB4)C,å349 D
家客房院。大门为虎坐式门楼，并有两扇中门。该

院分前后两院∶前院，南房和北房各
DØ<åD:D)>'OI'N ５' 间，东西房
()P='

各N３间，为客房；后院有北房
! ()UA'E<D,I'３! 间，为石家佣人、厨
()UÅ}F5G
役等居住。建筑采用了天文星象图中＂北斗七星＂
HIeJ9 ghK!a=sÖ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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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布院构建，既统一又分合，既封闭又独立完
])UVWk)XY«ZW[)\]a^ïdeY
整，格局奇特，设计构思奇妙，超出了普通民居四
ZDO@_DJUV) ´fc`DghaÿJ
合院和一进数院的格局，是古代宅院建筑史上的

bc9
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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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瑞故居
2345 古民居。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fde9 opqrlst_u#
汪氏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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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位于秦州区自由路，占地面积
平方米，建

－! ３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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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筑面积７８７
!"# !"!平方米。建筑年代无考，整座建筑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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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tuvw7xyzº{|}B ~[\

^
群生蒙庥托庇，馨香世代报神恩。＂外联∶＂忠义参

古朴，建筑平面呈矩形，为一进二院，前后两座四
23-(!$"4567189:;-<=>/?
合院形制。有主厅楼、厢房、过厅、绣楼
、耳房 、倒
@;6AB CDEFGHIGJEGKFGLIGM
座、门厅等建筑。院北轴线上过厅３
T-UV>W
/GNEO(!B ;PQRSJE #间，紧依两侧

天出于至性，宫墙数仞仰之弥高。＂
o 7Ç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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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悬山顶耳楼为绣楼。东西各建厢房五间，格局与

后院厢房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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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宅子
#$%&明代民居。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
d*ef' ghijklmnB n
opqr\stuF $$G$! vB 1d*w[xy
于秦州区西关杨家楼６６、６７号。为明代广东布政
zt{|}~B 7x`CNFGwG
使杨名显的住宅。南向，原布局有门楼、广场、牌

后

GNG[\];=FB [;J
坊、大门、东西宅各三院及后楼。现存东宅中院过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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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东西厢房，后院东西厢房及西宅后院的五间

楼，共有房舍
间，占地&!'
４７０平方米。东宅中院过
%# 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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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面阔
间，小式土木结构硬山顶六檩抬梁造前
E" ３# 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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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省会馆门楼
4,./56 清代建筑。县级文物保护单
Úº(!B ghijúlm
山陕会馆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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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１６．３米，进深
出廊式，通长
米。梁柱用材较大，
额枋彩画无油灰地仗，颜色虽年久剥落，但木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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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位于秦州区解放路东端。建于清嘉庆十七年
nB nopqrýþÿ[B (oÚ1)
"µ¶G·¸¹Cdº»_B [\HI]３# 间，通
T7 （１８１２
面印痕、饰纹具有明代风格。东西厢房各
+"+% 年），为山（西）、陕（西）商人酌议修建，原在
)71Y2\G2\VÓ(7ï
长
米，进深５．４米，小式土木结构五檩抬梁造前
¼ １０
+' &79¡
,*- &7^<
出廊式，其抱头梁砍成月梁式样，是时代较早之
7 ½¾¿ÀÁÂÃ7 ÄÅº0ÆÇ
jB [=;[\HI"]
T7¼ ８．１米、进
"*+ &G9
物。东宅后院东西厢房面阔各
３ .间，通长
,*, &76Ac;[\HIB \=; ５间楼，
, TF7
¡ ５．５米，形制同中院东西厢房。西宅后院
深

SÈ>É7, ÊËÌ7 
上下两层，５架椽屋，小式土木结构六檩抬梁造出
7SÈÉÍÎ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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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式，上下层以木梯相通。虽经后代多次维修，但
总体布局
、单体结构及造型艺术等方面仍具有明、
ÔÕx`GmÕÖ×ØO%"Ù¹CdG

清宅院建筑规范和风格，尤以东宅中院建筑更具
Ú;(!ÛÜÝ»_7 ÞÍ[;(!ß¹
Cdº(!àáB
有明代建筑特点。

山陕会馆（今文化馆）内，１９８５
年迁建于甘谷县十
Y2iñ7+/", )(og1
 ¡^ ¢£YÈB "间，通长
. T7¼１０+0米，
&7
里铺乡五里铺村大像山下。面阔３
. &B - ¢ ８" ¤¥¦vÌ"B
:hpF
9¡ ３米。４柱
进深
叉手承托屋面。木结构二级重檐

两小扶一大式，明间歇山顶，次间庑殿顶。
>§87dT¨YZ7ÑT©,ZB
056 民国建筑。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
e0(!B ghijúlmnB no
砖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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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县大石乡观寺村。为大石乡贯子川李善积祖
²}³´µ 7"(oe01)+/%" )3B µ
母的贞节祠牌坊，始建于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祠
;３４２
.-% 平方米。南向，中轴线自南迄北排列是
$%&B 7QR¶·PíîÄ
院占地
<( 7=(µ¸7¹º»ÍHIB Í.-9!
前建牌坊，后建祠堂，左右配以厢房。以雕砖砌筑

任其昌故居
'()*+ 清代民居。位于秦州区西关士
ÚºefB nopqr\sâ

而成，面阔
３间，通长
１３米，高
１１米。二级重檐，
:Á7" .
T7¼ +.
&7 ++
&B :hpF7

言巷４号，为清进士、户部主事任其昌的住宅。整
ãä - v71Ú9âGåæDçè½é}~B .
个建筑呈东西纵轴线排列布局。一进两院，大门建
ê(!ë[\ìQRíîx`B 89>;7N(
在东北角，门内有照壁，南向进二门入前院，东西
ï[Pð7NñCòó79:Nô<;7[\

明间歇山顶，次间庑殿顶，牌楼下部辟拱门可出
dT¨YZ7 ÑT©,Z7 FÈæ¼AN½

为倒厅３
1ME .间，南、北各
T7GP] ,５间，西为过厅３间，硬山屋
T7\1JE . T7Y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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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撑天柱、雀替、门楣砖雕工艺甚精。祠堂为单檐
YZ(!7"３. 间。
TB
硬山顶建筑，面阔

÷1ø7 ¹Cùd}Úº(!»
房I ３. T7
间，均为木质结构，具有鲜明的清代建筑风
_7úûüB
格，保存完好。
,-./0123 清代建筑。县级文物保
Úº(!B ghijú
陕省会馆砖雕门楼

麦积山石窟
7849: 北魏至明代石窟寺。全国重点
PgdºªÄ*B Å0pá
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麦积区麦积镇南侧山峰南面
ijúlmnB noÆ#rÇ#ÈWYÉ"
的悬崖峭壁上。始凿于十六国后秦时期，大兴于北
}XÊËóSB "Ìo10=pÅÍ7ÎoP
g7\gÏÓÊÐ7PÑÒÓÔÕÐ7Ö;×
魏，西魏再修崖阁，北周李允信造七佛阁，隋开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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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年间塑摩崖大佛，后经各代不断开凿修建，遂
Á1ßàá{}ÖªÄrÇ8B â;ã:1:
成为我国著名的大型石窟群之一。唐开元二十二

护单位。位于秦州区解放路东端。始建于清乾隆年
lmnB nopqrýþÿ[!B "(oÚ#$)

年（７３４
年），因地震使崖面中间部分塌毁，整个窟
)!.- )37äåzÊ"Tææçè7.êÄ

T7ñ%s&7'()*B DÕ(!CNFG+FG
间，内祀关帝，又称官寺。主体建筑有门楼、戏楼、
,OB -.NFúû.7 /e01)
大殿等。现存砖雕门楼保存完整，系民国十三年

réæ1[ÊÝ\Ê>ææB C=Ä１９４
+/-个，造
ê7
群便分为东崖和西崖两部分。现有洞窟
!''' 令尊，壁画
êë7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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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平方米。尤以南北朝等

（１９２４
、磨砖拼砌
2+/%- 年）由关中工匠雕造。通体以雕砖
)34s56.B ÕÍ.-G7-89

早期作品之多和雕塑艺术精湛居全国之首而著称
ÆÍíîÇÐÝ.Ú×ØÃïfÅ0Çð:á(

而成，面阔３间，４柱
:Á7" . T7- ¢５楼，通长
, F7¼ ２２．２３米。中门、次
%%*%. &B NGÑ

于世。与周边景点组成麦积山景区，为国务院首批
ozB aÑñòáóÁÆ#Yòr710ô;ð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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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均开卷洞。正面砌砖雕镂梁柱斗拱，平座勾栏，

阁。构件上雕刻珍禽异兽、花草虫鱼、锦绫博古、人
JB ³S.KLMNOGEPQRGSTU2GV

公布的全国
个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洞窟多凿
öx}Å0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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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０～８０米高的垂直崖面上，有崖阁、山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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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摩崖窟、摩崖浅龛等，层层相叠，上下错落。洞
GÛÊÄGÛÊúûO7ÉÉbü7SÈý±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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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故事等。四柱旁侧镌刻楹联，内联∶＂义勇冠尘

窟之间以凌空栈道相通连，工程奇险浩大。麦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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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当年摧吴挫魏，丹心耿耿锦汉祚；庙貌重关陇，
b7c)defg7hijjSklmnopsq7

由于石质疏松，不宜于精雕细凿，主要以泥塑著称
4oªø'(7Ü)oÃ.*Ì7D+Í,Úá(

Z7TdT1õB =;\1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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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中间明间为通道。后院西为主房
５ ,间，南、北各
C ３. THI7DIPWö;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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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间厢房，主房北侧小跨院有西厢房 ３. 间、东厢

垂花檐楼、各式额枋花板，构成几层仿木结构的楼
DEFFG]¥¦EG7ÁHÉ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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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
于世。泥塑有高浮塑、圆塑、粘贴塑
、彩塑４种。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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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有佛、菩萨
、弟子、天王 、力士等。各种塑像栩栩
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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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生，表情逼真，喜、怒、哀、乐
、虔诚、天真、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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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富生活情趣，塑像多采用
<BOPQRSTUBVWAXDYB%>Z[\
＂以形写神＂和＂形神兼备＂的传统手法，上彩不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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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或者直接用塑泥表现质感。洞窟内自后秦至清
-Bnopq\%rOPst/ uvwxyz{|
代作品几乎都有，均保持着各自的时代特色，系统
}~&B =xf}Bh
地反映了我国泥塑艺术的发展、演变过程。除泥塑
r%) r%

北周特点。菩萨像丰盈清秀，身材修长，衣纹流畅，
ÑêÕ 34>|Bñ}B«¬B
有浓厚的北周风格。壁画多为中唐、五代作品。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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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壁残存
Çpò１３６
")& 平方米壁画，由里及表为北魏创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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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乃至六代复绘。正中表层绘一佛二菩萨，余皆
ëì{ç}* 2On*L2Q34Be
小型之作，分
'! 组设绘崖壁各处，有圆演法、飞
¡¢*$p=£B &*j)¤
8P~B  ２４
天、供养人、牛拉车等。表层大像、菩萨及南上部浮
8)¥¦ý)§õ¨< On¸>)34x©k(
Éª«Ï¬Bý×}®¯B°±²³k´Bi
雕喇嘛教塔，人物长鼻深眼窝，嘴角胡须上翘，手
jµ¶·¸BÂï}m~ ¸2>:n¤8B*
法粗犷拙劣，为元代重作。大佛头顶里层飞天，绘

之外，还有少量石刻造像和造像碑，构图紧凑、线
画技法简练概括，是水帘洞壁画中最具有时代性
B& ¡¢£>c£>¤B¥¦§¨7©
+¹jº»¼½B Kóôup+2¾&}¿
条流畅，富于质感。该石窟以其
的早期优秀原作。洞中殿宇分上下两台而造，有丘
"#$$ 多年的历史，
Z¯f°±B
fÀOÁs~ u2ÂÃk7/[Ä£B&Å
ª«¬BW!st ¡v^®１５００
绝世仅有的泥塑，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
和 祖宫、福禄神殿、老君殿、西圣宫
、送子娘娘殿、五
²"³&fr%B´µ¶·'v7¸¹º»¡vc
ÆÇ)ÈÉaÂ)ÊËÂ)ÐÇ)Ì6ÍÍÂ)í
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我国四大石窟，被誉为＂东
¼½¾¿¡vBÀÁÂÃÄ¡vBÅÆÂ]Ç 宫宝殿、菩萨泉楼阁、摸子池等，虽属近代之物，然
ÇÎÂ)34ÏáÐ)Ñ6ù<BÒÓÔ}×BÕ
ËGÖòB×^34á¾ØÙ
古风犹存，尤以菩萨楼最华丽。

方雕塑馆＂，古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圣地。
ÈÉ%ÊbBËÌÍÎkf2ÏÐ/

&'($%
水帘洞石窟

!"#$%
麦积山石窟

水帘洞石窟群
"&'()* 北朝石窟寺。全国重点文物
ÑÒ¡vÓ/ ÔmÕÖ×
保护单位。位于武山县榆盘乡楼湾村。始建于十六
ØÙÚ/ Ú!ÛÜÝÞßàáâã äå!æç
国后秦，经北魏、北周、隋、唐、五代，至元、明、清均
yzBèÑé)Ñê)ë)ì)íîB{ï)ð)|
&åñ Pòóôu)õöÓ)÷2u)øÐù ! ４个
ú
有建修。现存水帘洞、拉梢寺、千佛洞、显圣池
Ùï¡vû ü&ýþÿ!v"B#&É%^$
单元石窟群。没有人工开凿窟室，所有雕塑均以崖
%&'pq(%BÔ)É%)*+~,-./
体壁面直接悬塑，全部雕塑、绘画作品均在峡谷两
侧悬崖峭壁上。其中千佛洞上部的无龛室造像，直
0($1&k ®2÷2uk)f34"£>Bp

接高塑、影塑于崖面。下部开小龛
１０个，拱顶
q'%) 5%!$6 7)ÿ84 "$
úB 9: !４
龛，有弧形龛眉和门柱，柱头浮雕出仰俯莲瓣承托
4B&;_4<c¿=B=>(É?@ABCDE
4<BFÑêÉ£GH õöÓIJ¸2$BKL
龛眉，似北周雕造风格。拉梢寺又名大佛崖，是一
MN¸fÑêO¸PL2Q34R$&(ÉB
幅巨大的北周时期大型一佛二菩萨摩崖壁浮雕，

+,- 北朝石窟寺。一称大佛崖。全国重点
ÑÒ¡vÓ LÁ¸2$ ÔmÕ
拉梢寺

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武山县榆盘乡楼湾村。建寺时
Ö×ØÙÚ Ú!ÛÜÝÞßàáâÚ åÓ
自岩脚搭木至山巅，待修建完毕后拆木而下，故
xÛÜÝt{ÜÞB ßñåàáyâtÄ7Bã
名。有岩崖摩崖高浮雕石胎泥塑释迦牟尼大佛和
J &Û$R$'(É¡är%åæçè¸2c
¸é{)ê"ë34Bd*p+)'%82> ¸(
大势至、观世音菩萨，兼绘壁画、高塑小佛像。大浮
Éqì6íf ５０？？大佛高
#$*B¸2'４０
!$ 余米，结跳趺坐于
efBWXYZ!
雕占总面积的
B[kB^_`B*îïBðñòóB34>ôõ
莲台上，禅定印，圆脸胖身，通肩袈裟，菩萨头戴花
ö÷BøùªúûüýþÿB!kBi"Bõ 
蔓冠，项佩条带式连珠璎珞，袒上身，手执莲花。里
nÂÑês~BOnÂï}#ñ 2g$@ABC
层为北周原作，表层为元代妆修。佛座从仰俯莲瓣
_Bk%É%&×¦'B&i)j)k<B(m &+"$
形，上列雕塑动物图案，有狮、鹿、象等，每排
６～１０

个，中部头向前正视，余皆头侧向两侧，表现了释
úB2)>)w*Be >0)/0BOPå

建于隋文帝开皇十—年（５９１
¯V 2WXYZ!B
å!ëÖSÿTæL¯U#%"年）。佛结趾趺坐于莲

迦的另—种护法形式。莲台正中凿一人字顶浅龛，
æf+L.Øj_û B[2!Lý,:-4B

台上，双手施禅定印，两侧是胁侍菩萨，坐佛高达
[kB\i]^_`B/aKbc34BZ2'd
４０!$余米，佛座下镌刻有狮、鹿、象三排，上层６狮、
efB2g7h¢&i)j)klmBkn & i)

内高塑一佛二菩萨，其中立佛仅存头部，丰满圆
w'%L2Q34B ®2.2³ò>)B /*
润，系唐代佳作。大佛身上侧有北周立佛。北侧一
0Bì}1~ ¸2k0&Ñê.2 Ñ0L
长方浅平，内摩崖阴刻北周明帝宇文毓三年题
}È-4B wR$2¢ÑêðSÃÖ3l¯0

2o % j)7n９象。历代壁画占崖体
% k °}p+q$%２／３
'() 以上，顶
^kB:
中层９鹿、下层
rÂs~tW¥uvBvwxy9kz{|BÔ}
端为原作木结构遮檐，檐前及斗拱上挂铜铃，全长

记一方，面积１．６５平方米，魏体竖写
4LÈB6í ",&# ÈfBé%5`１２"'行6９９
%% 字。
,

)" fB~ )
f ÷2u,óôuÑ #$$
ffÜ
３１米，进深
３米。千佛洞在水帘洞西北
５００米的山
Ö78
]
9¸êðTSl¯:;<=Q>æÃ?@
文曰∶＂维大周明皇帝三年岁次己卯二月十四日使

沟西崖壁上。崖面
$pk $6５００
#$$平方米，影塑千佛，摩崖悬
ÈfB5%÷2BR$(

A=¸BCDE¸FzGHIJKLMÛ
持节柱国大将军陇右大都督秦渭河鄯凉甘瓜成武

%2BI2 ^ Âk)7/o k
NOPÖQæÃRSCTzRU±VWXYZ
塑七佛，又叫七佛沟。以栈道分为上、下两层。上部
岷洮邓文康十四州诸军事秦州刺史蜀国公尉迟迥

高塑
、影塑三世佛、二胁侍菩萨、二弟子，下部正中
'%)5%l"2)Qbc34)Q56B72

与比丘释道减于渭州仙崖敬造释迦牟尼像一区愿
´[Åå\!GR]$^£åæçè>L_`

大佛残像呈低平肉髻，面方圆，有西魏遗风，颇具
天下和平四海安乐众生与天地久长周祚与日月俱
¸2>B6È*B&éGB
87cÃabJcA´8d}êe´?>f
!"# !
－! ３７８－

! "
文化

永。＂崖面还存小龛８个，其最低小龛造像为元代
!" #$%&'() ! *+,-.()/0123 南。始建于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１６００
_X ^Y_QR_;+`ab *'))多年。宋、
mX cã
作品，大佛头顶千佛壁画，遮檐上部悬塑喇嘛教
45+ 6789:7;<+ =>?@ABCDE

F+G123H4"
塔，均为元代之作。

明、清等朝代均有修葺，现存明清时期庙宇２７
dãSeR3GJf+g'dS_;hB "(座，
+
保存北魏、宋、明、清塑像
１９７ j+;<
尊，壁画 !(
８７平方米，
T'QiãcãdãSB0 *&(
k{+
以及三庵（东、西、南庵），两山（献珠山、宝盖山）的
]lwmnoã^ã_mp+´dqrsdãtudvb
千佛崖、卧佛洞、梯子洞、大雄宝殿
、玉皇阁等大量
:7$ãw7xãyzxã6{tyã|}8e6~

较为完整的省内外著名的石窟古建筑群。西庵为
¼1£bÐÛjbKLX ^m1
一巨大天然石廊，长
米，其下建殿
6+®K+８０米，进深
!) {+ ü １０
*) {+,Ýy
*+ +d367ylX
om6
堂 １４
座，有明代大佛殿及碑刻。东庵也是一巨大
石廊，长７０米，进深
８米，有明代罗汉堂。东西庵
K+ () {+ ü ! {+d3,X o^m

之间是献珠山，顶端有望云楼、无量殿。献珠山南
H¶rsd+9ï9ã~yX rsd_
为宝盖山。上有玉泉洞，内有７尊塑像。献珠山与
1tudX ?|x+Ð ( jB0X rsd
宝盖山之间有一孤峰，望之如塔。山上建有燃灯
tudH¶+ HFX d?
&'()*
拉梢寺壁画

1¦§+¨©ª«+¬p®¯8@16°±
为半圆雕，比例匀称，神态自然；头部为大螺旋形

8+ a"+®+ Ðd3/0
阁，相传这里原有天然仙灯，内有明代造像燃灯
7X Ks_Ý!m+B0X _m + j
佛。沿石阶南下有涅槃庵，塑像完好。南庵有４
尊
北魏时期小影塑和宋代摩崖悬塑佛像。不仅有佛、
i_;(Bc3g$AB70X n7ã
道等宗教建筑与塑像，还保存一定数量的经典、石
Ïe EB0+&T'¡~bG¢ãK
刻等文献资料。古建筑群、造像、壁画、碑刻等具有
eRr£¤X ã/0ã;<ãe¥
较高的文物和艺术价值。留存着大量北魏、宋元，
¼ubRS¦§¨©X ª'Ñ6~iãc2+
«¬dS_;b/0;<+ ÐÀ®¯7ã
特别是明清时期的造像与壁画，内容丰富且佛、
Ïã°wE±hHX ,²45³´6xã
道、儒三教兼而有之。其中一些作品如泗洲大圣、
%®6µe/0+KL/0¶1·¸X n1
面然大师等造像，在石窟造像中极为罕见。不仅为
,¹ºjbT»dKL¼½dS_;b45¾
其邻近著名的麦积山石窟缺少明清时期的作品填
¿ÀÁÂ+ÃÀ+Ä7E¦§ÅÆbÇÈ+É_
补了空白，延长了天水佛教艺术发展的历程，同时

高肉髻；两眉间有毫光，细眉大眼，眼角较长；鼻高
u²³¯´µ¶·¸+¹µ6º+º»¼¯½u

也为研究中国明
、清时期佛、道 、儒三教的发展与
1ÊËOdãS_;7ãÏã°wEbÅÆ

而直，腮部丰满；嘴大唇厚，上唇有蝌蚪状短须；双
h¾+¿@ÀÁ¯Â6ÃÄ+?ÃÅÆÇÈÉ¯Ê

ÌÍ+ÎÏÀÐÑb ¡£¤X
融合，提供了许多新的珍贵资料。

大像山石窟
#$%&' 唐末石窟寺。全国重点文物保
IJKLM" NOPQRST
护单位。位于甘谷县城西南
"#$ 公里的文旗山，因
`abRcd+e
UVWX WYZ[\]^_２．５
6fg$70hij+klm3noX pdqrs
大型摩崖佛像而得名，开凿年代不祥。自山脚拾阶
h?t-uvwxy:z{d|+}d~+
而上至最高处三圣殿千余米山脊，依山就势，建有
 6b" 67yWY
一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主体建筑大佛殿位于中
@bd$H+1b6y+I
部的山崖之巅，为一座长方形的圆拱形大殿，系唐
代所建。大佛高
3" 67u２３．３
"%#% 米，肩宽９．５米，头高５．８米，
{+ &#$ {+8u $#! {+

膝长
６米。在全国石胎泥塑的大佛中居第
' {" NOKBb67７(位，是
W+
6fKL1nb ¡RSX ¢7£*¤¥
大型石窟中为数不多的珍贵文物。人佛整个身躯

耳垂肩，颈圈三道；内着僧祗支，腰系—带于胸前
ËÌ+ÍÎwÏ¯ÐÑÒÓÔ+ÕÖY×Ø
打结，外着圆领下垂的袈裟；左手扶膝、右手举起，
ÙÚ+ÛÑÜÝÌbÞß¯àáâãäáåæ+
4çèéêëÇ¯ÚìíîYïð?+ñ×ò
作施普济众生状；结珈趺坐于云形台座上，袒胸赤
ó+qôõð+öi÷øùo+úûüýX 67yþ
足，脚踩莲台，显得肃穆慈祥，含蓄深沉。大佛殿四
ÿ()７０余个，每龛前原有泥质塑像，为供养
() z*+!)Ø"#B0+1$%
周有小龛
&'ã()*+ã,-ã+.ã/0ã12ã¢<3ã
菩萨、伎乐飞天、罗汉
、天王、力士、夜叉 、人画鸟、
4ïX
L>"5Ú6w789:+e;<=>
卷云。窟檐原系木结构三层阁楼式，因长期风雨侵

蚀，致使殿宇坍塌，大佛手足遭损，经
１９８２—１９８５
?+@AyBCD+67áóEF+G *&!"H*&!$
mIJKB+LMNO"PX
年抢修补塑，基本恢复原貌。

木梯寺石窟
+,-&' 北魏至清代石窟寺。全国重点
itS3KLMX NOPQ

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武山县马力镇杨坪村北柏林
RSTUVWX WYÒd\Ó/WÔÕ\Ö×
山上，为武山县＂八景之一＂。建在柏林山九梁十沟
d?+1Òd\
Ø
ÙÚH#X Ö×dÛÜÝÞ
之中，长约
５００米。山上茂林叠翠、松柏倒挂，殿宇
H+ß $))
{X d?à×áâããÖäå+yB

临崖靠壁，精舍环绕层荫，古寺依山构造，四周悬
æ$ç;+èéêë7ì+M}d6/+þÿA
$í;+îïdðñòMÐX "í;v
崖绝壁，仅北侧有一铁山门可通寺内。传原绝壁处
óôu5yñåõMÐ+öj5yMX 5yM
设一数丈高木梯可举入寺内，故名木梯寺。木梯寺
Y÷+gxL１８
*! 个，殿堂
*+y +４座，各时期
+ø_;
相传建于秦汉，现有洞窟
/0８０余尊，壁画
!) zj+;<２３０
"%) 幅，２１００
ù+"*)) k{+g'B
造像
平方米，现存泥塑
最早为西魏，而宋代造像最为精美完整，其中以５、
-ú1^i+hc3/0-1èû£+,] $ã
( üL13ý+ þ１７
*( üLI3671Z÷Ý6
７号窟为代表，另有
号窟唐代大佛为甘肃十大

+,-./
大像山石窟
()*&' 北朝至清代石窟寺。全国重点
QRtS3KLMX NOPQ
仙人崖石窟

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麦积区麦积镇朱家后川村以
RSTUVWX WYTUVTUWXYZ[\]
! !"# !
－３７９－

!"#$%
木梯寺远眺

天水大辞典
!"#$%
0123
鲁+ 恭姬造像

造像之一，最晚延续至清代、民国。取材之丰富，内
!"#$%&'()*+,-./0 12#3456

容之广，雕饰之多变，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除
7#859:#;<5=>?@ABCDEF0 G
石窟外，古建筑有玉皇阁、三宫殿、无量殿、菩萨
HIJ5KLM>NOPQRST-UVT-WX
殿、雷神庙、大佛阁等，大都依山临谷、因势起屋，
T-YZ[-\]^_5\`abcdQefgh5

HÁ0 ÄÅv
碑 石刻。全国重

i=jk0
极具匠心。

ÉÊ
È
镇李
崖村西赵充

4

wxyz`|}0
点文物保护单位。
mÆÇm
立¦ ~
于清水县永清

开凿在渭河南岸华盖山悬崖峭壁上，南倚鸟笼山，
bb5

ÅËÌ0%(*( R
国墓东侧。１９７９
年
nmÆxÍÎ
后清水县文化馆
;ÏÐÑz`0 z
多次勘察保护。为

北傍渭川，东连马务寺，西接翠云山。岗峦耸立，圆
5q5 ¡b¢ £¤¥¦5§
供若柱，山巅华丽，略似宝盖，故名华盖寺。在悬崖
¨©ª5b«¬5®¯°±q¢ 
上凿单式、复式窟龛
个，雕塑神像#$３０余尊。山
|²Q³²I´ ２５
!" µ9¶Z
·¸¢ b

à 天和
/ Ò二
Ó R
北周
年
S!Ô
©"&* R¥
（５６７
年）南阳、罕
Ó Õ Ö 守郡功曹
×ÕØÙ
二郡太

下原寺大殿屋面覆铁瓦三行，又名铁瓦寺，Ｉ旧寺已
¹ºq\Th»¼½¾R¿À±½¾qÁqÂ
毁，仅存六角攒光顶文昌亭
１ Í¢
座。寺最高第一窟凿
ÃÄÅÆÇÈÉÊxËÌ %
q&ÎÏ$I

kÚmÆÛîÜ
平望清水句法袭

华盖寺石窟
&'()* 明至清代道教石窟寺。甘肃省
l*mnopHIqr stu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甘谷县大像山镇廿铺村。
vwxyz{|}0 }~sd\br

于距山脚
米的沙砾岩悬崖上，俗称三眼洞。宽
&& ÒBÓÔÕÖ×RØÙ¢
Ú
~ÐbÑ ６６

２．１
１．９ÒÛ
米，深"'!５．２
!'% 米，高
ÒÎ %'(
Ò¢米。内塑释迦牟尼像，高１
6¶ÜÝÞß5Î %
米余，洞周壁绘唐僧取经等壁画
幅，属晚期作
Ò·5 Ùàáâãäå_æ ４) ç5
èéêë
品，笔法自如，线条流畅，造型生动。其下
２４Iù
窟中７
ì5íîïð5ñòóô5!õö÷0 ø¹ !)
*
窟像毁，余
窟中有丘祖、千手千眼佛、观音菩
IÃ5· １７
%* Iù>úû-üýüØ]-þÿW

!"#$%&
鲁恭姬造像碑

zÝÞeßà!ÜÝ =á_?Bâã¼0 m
为亡妻鲁公姬造释迦定光并等身像的记事碑。清
o=äåæ0°çò¼5; , Ò5Ú $'+" Ò0èé¼
道光初出土。拱首条碑，长２米，宽０．８５米。未见碑
趺，右下角残缺。正面高浮雕释迦定光立于莲台
ê5 ë¹Ç±ì0 X»Îí9ÜÝ =¦~¹«
0 îkïð5ñòó<5ôÎõö5F÷¹ø5»
上。偏平肉髻，曲眉直目，鼻高嘴小，双耳下垂，面

部接近丰圆，颈短，着通肩袈裟。释迦周围雕刻背
ùú¨§5ûü5ý½þÿ!0 ÜÝà"9Á#
光、佛龛、小佛、菩萨等。碑阴书刻魏体碑文∶＂天和
=$]´$ö]$WX_0 ¼À%Á^&¼x'
(
/Ò

X!R"!#$%"&'"&UVû(&)*!+*!
萨、三星、太白金星、魁星、无量祖师、老子、孔子、
,-.&/0&12&34&56]_5;7l8m
孙真人、天帝、，伏羲、灵官、地藏佛像等，多系明、清
ëì0 12¶9:;Ç5<=>>5?@AB5ý
作品。伏羲塑像头额长角，目光炯炯，身披树叶，手

二年六月士目□口□口左员外侍郎南阳口罕二郡
ÓRÆTP)!!!!*+J,-S.ÔÓÕ

托八卦，额生双角，有龙瑞之仪。无量祖师窟门楣、
CDE5:öFÇ5>GH#I0 UVû(IJK8
/XYZ
[
\/
LM>NORPQRSTUVW
藻井有乾隆三十七年阳月所题＂北天正宰＂＂赞天

;7Ï189:ã;ã<=Ë,>!?@ABC
长晖次息蛭仕遵僧允僧进显昌孙怀□杨氏妹凤姜
D@EÇFG@HEEzF0 Izw»!5JK
垣氏女永妃毕氏嫁女女保妃。＂为四面造像，继承

¦iZ]:0
立极＂横额。

了北魏的造像风格，又有向隋唐过渡的特征，是研
L^B!MN5À>OPâQRB|}5ST

鲁班山石窟
+,-)* 北魏石窟寺。县级文物保护单
^HIq0 _xyz`|

Ö×ÕØÙÕkÚmÆÛîÜzÝÞe/à!Ü
太守郡功曹郡平望清水句法袭为亡妻鲁恭姬造释

迦定光并等身像二躯息刺史蔡国公士曹从事功曹
Ý =á_?Ó01234Åß5Ù6ãØÙ

究北周时期历史
、宗教、书法等重要实证，具有一
UàVêo3WXp$%î_vYZ[5=>

位。位于武山县榆盘乡鲁班村南。开凿在渭河之北
}0 }~abbcdef0 g#

Bo3$\$%îCD_EF0
定的历史、考古、书法艺术等价值。

的鲁班山岩，占地４
BefbÕ5hi ) 万平方米。开凿于北魏，以后
jklÒ0
~^5mn
历代皆有修葺。现存洞窟
onp>qr0 sÅÙI +８个，其中７号窟有中心
t5øù * uI>ùk
塔柱，３号窟有四檐柱，内平顶，此为北魏早期特
vª5# uI>wxª5 6kÊ5 yz^{ê|

岱岳庙碑
5674 石刻。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秦
HÁ0 _xyz`|}0 }~]
州区关子镇村北。１９８１年天水县文化馆调查。现存
^_`*0%(+% R/ÆxÍÎab0sÅ
元代、清代石碑各１通。元延祐元年（１３１４年）碑，
cnWmnH¼¾ % ½0 c(!cR©%#%) R¥¼5

征。山顶有三层方形砖塔１
}0 bÊ>R~lv %座。
Í0

残长
０．７３ÒdmNOPÓR
米；清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
±;０．８
$'+ 米，宽
Ò5Ú $'*#
©%*)* 年）
R¥
¼5±; １．０２
%'$, Ò5Ú
pzq[âã¼0
碑，残长
米，宽$'&
０．６Ò0
米。皆为修庙记事碑。
894 石刻。位于秦州区关子镇流水村。
HÁ0 }~]^_`*óÆ0
玉阳碑
%(+% R/ÆxÍÎab0NSþ6Å¼ ４通。其
) ½0ø
１９８１年天水县文化馆调查。玉阳观内存碑
zc*eRR©%##, R¥¦²]^NSþ¼Â¶5
一为元至顺三年（１３３２年）立《秦州玉阳观碑铭》，
°çò¼5; $'("
Ò5Ú $'+% Ò0 foghx5i
拱首条碑，长
０．９５米，宽０．８１米。张道成撰文，王

禅殿寺石窟
./()* 清代石窟寺。县级文物保护单
mnHIq0 _xyz`|
位。位于武山县马力镇远中村。坐落在定荒山南麓
}0 }~abù0  b
大石渭沟，面积１
万平方米。始建年代不详。寺内
\H5» % jklÒ0
LRn0 q6
s>I´９个，有送子娘娘殿、玉皇殿、三官殿、五
( t5>*T8NOT8R4T8
现有窟龛

佛殿、观音阁等，皆为石窟、古建筑相结合，依崖而
]T8þÿP_5pzHI8LM?5a

H%j5?Ik:5ÈlXÁÃ5Émn¦H0 m¢
瑞书丹，杨仪篆额，李维正刻字，赵世德立石。清康
£wPR©%*$% R¥¦²vqNSþo¶% ½5Gç
熙四十年（１７０１年）立《重修玉阳观序》１通，龙首
ò¼5; １．６２米，厚０．２１米，其余为布施、土地记碑。
%'&, Ò5p $',% Ò-ø·zqr$æiâ¼0
(!5ö÷-0 qJû(T7|
条碑，长
禅师造像精致，形象生动逼真。寺门祖师殿系一单

建。殿内保存有明、清造像
尊，其中伽蓝殿建造
L0 T6zÅ>l8m! ５５
"" ¸5øùTL!
规模最大，有造像
２３ ¸0
尊。比丘铁牛禅师窟内铁牛
&\5>! ,#
ú½(I6½
檐歇山顶楼阁式建筑，清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年）
x bÊ¡P²LM5m¢£ÆPR¤%*,, R¥

创建，清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重修。该殿坐落于
¦L5m§¨PR©%+&$ R¥vq0 ªT~ #３
米多高的台基上。殿内现存塑像
Ò;ÎB«¬0 T6sÅ¶７* 尊，殿周明柱回
¸5Tàlª
廊，殿基当心开辟拱门。寺内残存壁画
®5T¬@k ¯°J0 q6±Åæ３４
#) 幅，明万
ç5lj

王司徒墓志
:;<=>石刻。１９７２
HÁ0%(*!年
R３. 月出土。为北魏
Tåæ0z^
孝庄帝永安元年（５２８年）所立，呈正方形，边长
st0 Çu cR©",+ R¥U¦ 5v X l  5 w ;
５６．８
厘米，厚*７厘米，出土时两块合在一起，志文
"&'+ ¿Ò5p
¿Ò5åæVxyg5zx

相连，共
行，每行 ,$
２０ Ã5^¼&5}>~í
字，魏碑体，间有楷草笔
?5{ ４０
)$ ¿5|¿

历六年（１５７８
R¥¦²vL\H³´µ¶·¸
0 âL
(
]^S.i-z#ã5>
(
\
oÆR©%"*+ 年）立《重建大石林古迹禅祠》琉璃
意。记述了＂秦州略阳人＂王真保之事，末尾有＂大
¹º»¼ % ½5;Ú¾２１
,% 厘米，碑面阴刻铭文
¿Ò5¼»ÀÁÂx
ÉZkÓR ÏPTPR)
莲花瓣形碑１通，长宽各
赵神平二年岁次己酉十一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
âBV©
(\ÉZkÅuÒRu53%¥0
记＂的题款（＂大赵神平＂国号和年号，史书失载）。

#$(字。
Ã0
３０９

!"# !
－! ３８０－

! "
文化

述了墓主人的身份。对研究清水郡的历史、北魏时
4'ºÕ.HI J"KfUL./0ÂM%Ô
'fU.hõbNOPQ
期清水的建置有参考价值。
?@%& 石刻。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清
@A BäD>EFGH HIf
夜明寺碑
UBRfMÑSRTU'Ó %",- SfUBD
水县永清镇李崖村赵充国墓旁。１９７８
年清水县文
查。净土寺规模较小，南向，有正殿
X9 YZ[\]^_1`a1bcd３间，清代建，
$ e1fgh1
À?WX %"-$ S1²fUBVW<XY[&{
化馆调查。１９８３年，由清水县远门乡夜明寺内迁立
后有双塔１
l9 mno1pq@rst9
ibjk %座。惜均毁，唯存石碑两通。
:Z {IY[\vSy%&'+ Sz1=Ï>r10 %.(
现址。立于明景泰三年（１４５２年），拱首条碑，长
１．６
米，宽０．７米。碑首阴刻＂夜明寺记＂。碑身楷书阴刻
宝天铁路死难民工纪念堂创建碑
'()*+,-./0123& 石刻。民
@A9 ,
314 *., 3rÏGA
]
XY[^rH_GA
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
uvwxSy!"&' 年）立于民工纪念堂，天水专员
Sz{I,|}~1TU 明景泰三年重修远门夜明寺殿宇的记文。书法流
Y[\vS`VWXY[da.D bc
对研究北魏晚期甘肃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珍
!"#$%&'()*+,-./01 2345

6.789 :;()<=>?9
贵的资料。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净土寺碑
#$%& 石刻。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麦
@A9 BCD>EFGH9 HIJ
积区麦积镇朱家后川村。１９８１年天水县文化馆调
KLJKMNOPQR9 !"#! STUBDV?W

 D11` %%
B,
胡受谦撰文，冯国瑞书丹，内容记述陇南
１１县民
|T1,|. rD
工协修宝天铁路，一百多名民工殉难的事迹。碑文
 ¡¢£¤¥y¦,|}~z§¨©ª1E
镶嵌在解放电影院（原民工纪念堂）东侧墙上，保
q«¬
存完好。

利洒脱，挺拔有力。
def1ghbi
福兴院碑
ABC& 石刻。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清
@A BäD>EFGH HIf
UBZW<[jR%"-- SfUBDÀ?WX{
水县土门乡寺下村。１９８８年清水县文化馆调查。立
%.'( 31
IY/ÀkSy%&,+ Sz =Ï>r1r0 １．５６米，
于明成化八年（１４７２年）。拱首条碑，碑长

456& 石刻。清顺治十四年（１６２６
@A f®wxSy%()(年）立
Sz{
二妙轩碑

宽０．６８米。碑文记述了福兴院殿宇建筑布局及佛
4 *.(- 3 rD4lm¥dahnopqr

I¯°± ²³´µ¶¶·¸¹º»1¼½¾¿À 事活动简况。
stuv
于玉泉观。由巩秦阶道道台宋琬主持，集兰州淳化
东温泉诗碑
ÁÂÃÄrÅÆÇÈÉ1ÊËÌ´¾ÍÎ
(*
Ï1Ð
DEFG& 石刻。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
@A BäD>EFGH HI
阁、西安碑洞中晋帖字，刊杜甫秦州杂诗 ６０首，列
I¯°±ÑËÒÓ1ÔÕÖ×ØÙ iÚ1ÛbÜ 清水县白沙乡汤浴河东温泉旁。１９８１年清水县文
fUBwx<yz{§|°Ó %"-% SfUBD
于玉泉观李杜祠旁，时人称为二绝。后佚，仅有拓

本字帖存世。２０世纪
ÝÉÈqÞ +* Þ} ９０年代，天水市政府依原拓
"* Sg1TUßàáâ¦Ü
ÝA@{I`ã[
本刻石立
于南郭寺。

化馆调查。立于明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年）。拱首条
À?WX {IY}~wSy%(&+ Sz =Ï>
碑，长
１．１５米，宽０．５９米。碑文为五言诗句，巡按
r10 %.%'
314 *.'" 3 rD×Î1
ø)0Ñ  Î
]
T1xÔ
甘肃御史李悦心题。诗云∶＂天留千载泽，池贮四时

春。善洗身心病，蒸销眼耳尘。＂碑文为行书阴刻，
 H1 ^rD×+GA1
cd1ef
刚柔流利，洒脱自然。

温泉庙碑
EFH& 石刻。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清
@A BäD>EFGH HIf
UBwx<yz{§|°Ó %"-% SfUBDÀ
水县白沙乡汤浴河东温泉旁。１９８１年清水县文化
?WX {If56wæSy%,'% Sz =Ï>r1
馆调查。立于清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年）。拱首条碑，
0 １．３
%.$ 314
3 ´¾¾w D1rD
长
米，宽*.',
０．５７米。秦州知州白郎图撰文，碑文
GA
4|°¡dahn¢v1£O¤f
¸
宋体阴刻。记述了温泉庙殿宇建筑概况，是考察清
U|°°U¥¦d§.DÉ78
水温泉泉水开发利用的文字资料。
IJK*& 石刻。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
@A BäD>EFGH HI
关山驿路碑
fUB´;M¨©R %"-, SfUBDÀ?WX
清水县秦亭镇盘龙村。１９８７年清水县文化馆调查。
{Ifª«ØwvSy%-", Sz =Ï>r10 %.&+
立于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拱首条碑，长
１．４２
314 *.,%
3 rcCGA_
]
`ïÿ¬
米，宽
０．７１米。碑正面阴刻楷书＂重修关山驿路之

碑＂。碑文记述了陕西凤翔府知府、陇州知州、知名
r^ rD4®Ã¯°±±Â¾¾Â
!"#$%
二妙轩碑刻

Õ²qN³b´µ.¶
人士及参与修路有功者的姓名。

7389:; 石刻。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
@A BäD>EFGH H
巩建丰墓志铭

于甘谷县六峰镇巩家石滩村新建巩建丰纪念祠
I(åBæçM³O@èRéh³hê}~Ò
Æ !",+ SëìíhÆ²îïMÄðñRë,ò
中。１９７２年农田基建中由城关镇安嘴头村农民挖
ó1ôõöJ÷ %"-$ SøåBDÀ?ùúûüý
出，弃置打麦场。１９８３年甘谷县文化馆将其搬入大
þÿ@!EF %"-- S1³"P# Rh³h$
像山石窟保护。１９８８年，巩氏后裔在村内建巩建丰
}~Ò1%&'()IÒ*+EF ,-.¯@
纪念祠，并迁墓志铭于祠内进行保护。系汉白玉石
314 *.(,
3 AIf56
A/101210 %.++
刻成，长方形，长
１．２２米，宽
０．６７米。刻于清乾隆

十四年（１７４９
wxSy%,&" 年），系巩建丰的学生李培因撰铭。
Sz1,³h$.78Ñ9: )
秦亭魏碑
<=>& 石刻。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清
@A BäD>EFGH HIf

水县秦亭乡秦亭村。１９８２年清水县文化馆调查。拱
UB´;<´;R%"-+ SfUBDÀ?WX=
首条碑，北魏太和廿年（４９６
１．８３米，宽
Ï>r1?%@ABSy&"( 年）立。长
Sz{ 0 %.-$
314
０．３６米。碑面加工粗糙，碑文阴刻于碑身两面，记
*.$( 3 rCD|EF1rDGAIrHsC1

千佛造像碑
LMNO& 石刻。１９８８
@A %"-- 年秋张家川回族自
S·¸OQ¹-
治县木河乡店子村出土。北魏时所立，通高
厘
®Bº{<»¼RóZ M%Ô½{1t¾ １７４
%,& ¿

米，宽
厘米，厚 +*
２０ ¿3
厘米。分碑额、碑身、底座
314 ７０
,* ¿31À
ÁrÂÂrHÂÃl $３
ÄÁ1sC¥ÅÆþ %& 尊，碑额呈拱形四龙交蟠
Ç1rÂÈ=2x©ÉÊ
部分，两面开龛造像１４
¿31ÌCj1ÍÆ¥_Î=ÏÅ1¾
Ë1¾ '$
式，高
５３厘米，阳面下方居中开一小圆拱浅龛，高
+, 厘米，内雕一佛二菩萨，两侧各开
¿31ÐrØÑÒ1s¨Ó¥ -８ ¿3¾.=
２７
厘米高的拱
2ÏÅ1ÐÔÕÖ×_r1s¨ØÙÄÓÐ
形浅龛，内雕一结珈趺坐小佛，两侧边沿部各雕—
t>1 rÂGCj1ÍÆ¥Î=_ÏÅ1 ¾ $$
动物，碑额阴面下方居中开一圆拱小浅龛，高
３３
¿31ÆrØÑÒ rH¾ １２１厘米，阳面下
%+% ¿31ÌCj
厘米，内造一佛二菩萨。碑身高
部刻
１９０字发愿文，末尾题款为＂大代永口年岁
É¦ÚD1 ÛÜÝ×]
ýgR!SÞ
ÄA %"*
次＂。现藏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文化馆。
ß^ :;¸OQ¹-®BDÀ?

!"# !－
－! ３８１

PQ& 石刻。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张家
@A BäD>EFGH HI¸O
摩崖碑

!"#$%
天水大辞典

【川回族自治县城东
２５)*+,-./0123
公里处之恭门镇河峪村马 米，厚
３厘米，志文相连，共
行，每行 !#２１字，正
UEá %
!"#$%&'( !"
fUEzÀEk ３６
%* cEdc
aEâ
家涧关驿站东。刻于东汉桓帝和平元年（１５０
年），
楷体，记述了清代太学生周君的生平事迹，＂周君
BDE
3
Ú
45678(9 :;(<=>?@ABC#"$
ã^E Yå@] ÉÚNÉ@nE
是甘肃省境内最早的一处摩崖碑。崖高
讳抡魁，字聚五，世为龙门望族，有隐德，伟人代
FGHIJKLMNO+PQRS QT ３米，宽
% UEV
bEa+E÷i.#EyE¶
１．５
出＂；其祖＂自晋迁秦，始家上邦之张家川＂。其文由
#&" 米，略呈梯形。壁额刻一繁体＂汉＂字，壁面刻字
UEWXYZ9 [\:O]^
_
<`aE[b:a
`ªl
3
$×Ey4¡",4!`9 lÀ
１４行，每行约１７
厘米见方，字体为汉 3
#' cEdce #(字，每字
aEda １０
#$ fUghEa^i<
 É2E¾0
＂儒学优廪生堂侄鑫谨记，赐同进士出身、分发河
隶，共
２５０余字，因字迹剥落较多，可辨认
jEk !"$
laEmanopqrEstu９５
)" 个。
vS

南知县年家眷弟彭绳祖填讳书丹＂。碑的背面刻；
&B4 ¡b¢£`9 RN¤b:a

wx:y
z
?@AB{|}`(字，末尾题记为＂赵
aE~i
z

开头刻有＂和平元年岁庚寅＂７

＂咸丰五年十月□初四日＂。现藏张家川回族自治
3
+BCÇ!¥,`9 ÂÃ4!"#$%

 `
亿建造＂。

&À<Æ9
县文化馆。

王令猥造像碑
&'()*+ 石刻。１９７３
:9 #)(% 年张家川回族自
B4!"#$
治县马关公社出土。建于北周武帝建德二年（５７３
%&36)9 ;>B"(%
年）。通高
BDS T １１３
##% 厘米，分碑额、碑身、底座
fUER\R %３部分，四
E
面开龛造像，碑额高
厘米，为四龙
fUEV ４２
'! fUEi
bw ER\T２３!%厘米，宽

重建清真寺碑
,BCDE+ 石刻。立于清光绪八年（１８８２
:9 ß;@¦§¨B#++!
年）冬。拱首条碑，通高１．３米，宽０．７米，厚０．２米，
BD©9 ¯DERET #&% UEV $&( UEá $&! UE
碑首阳面线刻云龙纹图案，中刻＂皇清＂二字。碑身
RD bª:GHIJE:
3
«@`a9 R
阳面为碑文，两边线刻花纹图案，碑文共
行 '"$
４５０
#% c
biRÀE°Pª:OHIJERÀk １３

交蟠式。碑身高
厘米，阳面上部有
S RT６７*(厘米，宽
fUEV ３９
%) fUE
b¡y

余字，主要记述了重建清真寺的经过。碑之阴面刻
laE.¬YåÑ@®N¯°9 R,«b:

!" fUEK¤O¥¦§E¨
OhZ¢£ET ２５厘米，内雕一佛二菩萨，下部
一方形帷幕龛，高
有四个方形浅龛；碑身阴面上部居中有一尖拱龛，
yvhZ©ªR«b¡¬yO®¯E
高T２０
!$ 厘米，内雕一佛二菩萨，龛的两侧各刻有两
fUEK¤O¥¦§EN°±²:y°
竖行供养人姓氏，下部有两组供养人车、马行列浅
³c´µ¶·¸E¨y°¹´µ¶º3c»©

列修建清真寺各坊众共
#%( 人及所捐银两数目。
¶³Þ´µ°¶·9
»Ò@®²±²k１３７

浮雕；碑身两侧上方各开—小龛，龛下为发愿文。
¼¤ªR°±¡h²wO½E¨i¾¿À

浅浮雕山水图画，有从山峻岭、悬崖怪石、天桥楼
©¼¤qtI¼Ey½q¾¿ÀQÁîÂÃ

R¨Áb:¾¿ÀEk !)+
a ÂÃGHIÄ
碑身下部三面刻发愿文，共
２９８字。现藏甘肃省博

ÄÅÆOÇ³È½É:E¼b¡hÊ3Ë
阁、松柏花草及石阶小道等，画面上方题记似＂飞

ÅÆ
物馆。

可渡＂几字及＂甲子仲秋月于古油江福元自制＂。阴
sÌ`Ía³
3
WÈUÎÇ;ÏÐfÑA$Ò`9 «

,-./0123+ 石刻。１９７５年
: #)(" B １０
#$ Ç
重修武安君祠堂记碑
月张

现藏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城东关清真寺院内。
ÂÃ4!"#$%&'(6@®¸K9
座碑
F+ 石刻。造于清代，为宣化岗拱北世传。
:9
;@Ei¹<º¯÷»9
呈长方形，高
５１厘米，宽４０
厘米，厚# fU9
１厘米。阳面
XàhZET ",
fUEV '$ fUEá
b

ÍÎÏÐB#$)( 年
BDÑÒÓÔÕÖ×ÖØÙ
哲宗绍圣四年（１０９７
）重修战国时期秦期将武安

b«:Ç¢a１８
#+ 个。现藏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文化馆。
v9 ÂÃ4!"#$%&À<Æ9
面阴刻草书字
G;C@+
:9 &ÓÀÅÔÕÖ×9 ×;
马德清墓碑 石刻。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
4!"#$%&-./Ø~2E ß;@¹ÙA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恭门镇鄢湾村，立于清宣统元

君白起祠时所立。呈长方形，长
６７厘米，宽３８
厘
ÚÛÜÝÕÞß XàhZEà *(
fUEV %+ f

年（１９０９年）冬。拱首条碑，碑通高
０．４２
B#)$) BD©9 ¯DERERT１．６
#&*米，宽
UEV $&'!

米，厚１３．５
厘米。碑文为正楷体，共
５４３字，记录了
UEá #%&" fU
RÀiâã^Ek "'%
aEäå

米。碑首线刻博古花瓶、云纹组成的图案，中刻篆
U9 RDª:ÄÏOÚGH¹ÛNIJE:L

为白起立碑之详情，＂秦以虎吞诸国，力并天下，虽
iÛÜßR,æçE
_
×èéêëÔEìíî¨Eï

书＂皇清＂２字与阿拉伯文。碑身刻铭，共
¢
3
«@`! aFÜÝÞÀ9 R:ßEk #%１３行５３０
c "%$

曰地得百二而资累世之勋，盖亦爪牙有助焉。方是
ðñòóôõö÷,øEùúûüyýþ9 hF

多字，由马锡康撰文，介绍了马德清阿訇的生平事
raE3àáâÀEãÏå3@ÜäNÉ@

4!"#$%&-.)¨'ÈÉÊË Ì
家川回族自治县恭门公社下城子生产队出土。宋

时，得白起忠节，使之为将，授以兵柄而不疑……＂
迹，＂世伯讳德清，号仁斋，祖籍陕西凤翔，生而颖
ÕEòÛÜÿ!E",iØE#è$%ô&'((`
nE
3
÷Þb@EåæçEèéêZ[EÉôë
碑文末尾有＂绍圣四年七月五日前主簿刘果谨记＂
RÀ~y
)
ÏÐB*Ç+,-./012`

＂弓门寨兵马都监魏诚立石＂等题款。现藏张家川
3
4.5$36789ß`:;9 ÂÃ4!
"#$%&À<Æ9
回族自治县文化馆。

悟，长而好诵吾教经典，不以世道荣心而以教门是
ìEàôíîïð¯ñE&è÷Éòóôèð.F
ô`9
务＂。

4!"#$%&3=)à>7?Ë¾Â9 ß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鹿公社长宁驿大队发现。立
;@ABCB#('( BD9 ¯DERET #%)
于清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年）。拱首条碑，通高
１３９ f
厘
UEV
*(
fUEá
#"
fUER\«:FGHI
米，宽 ６７ 厘米，厚 １５厘米，碑额阴刻龙与云纹图

GHIJ GHK@+ 石刻。民国二十二年
:9 õÔCB
马元章、马元超墓碑
#)%% BDöÇß;¹<º¯9
¯DERERT
（１９３３
年）九月立于宣化岗拱北。拱首条碑，碑高
#&*" UEV $&+ 米，碑身阳面刻＂马大（三）上人光烈
UER b:
3
3?ÁD¡¶¦÷
１．６５米，宽０．８
øÈ,ùR`Eú:
3ûõÔCBöÇü
夫子之墓碑＂，右刻＂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中浣
!X`EQ¨h:
3
²Ið¨ýÈ·:þß`9 R
穀旦＂，左下方刻＂各省教下暨子姓等同敬立＂。碑

案，中间篆刻＂恩德碑＂３
3
MR`% 字，碑身四周均阴刻云纹
aERN«:GH
JEKL:

!((' aEi
3
-ÿ!¸"#
«b:ùzßEk ２７７４
身阴面刻墓志铭，共
字，为＂前翰林院庶吉士

凤翔府太守任公德政碑
456789:;<+ 石刻。１９８３
:9 #)+%年B８+ 月
Ç

.¨$%2âÀE&'¡()*+þ¢E,q
门下哈锐谨撰文，陆军上校愚侄何兆龙敬书，岐山
+#" 字，记述了凤翔府太守任
aEYåZ[\]^_
-ò.:`9 Â/;¹<º¯9
WÈ!X`9 RÀk８１５
甲子穀旦＂。碑文共
陈得才刻石＂。现存于宣化岗拱北。
OPEQ±i
3
?@ABCB{RSTUV
花边，左侧题记为＂大清乾隆十二年岁次丁卯仲夏

公为政时的公德∶＂任公讳晟，字济洲，江夏人也，
)i`ÕN)a
3_)bcEadeEfV¶gE
雍正六年抵任后，其善政多端，不可殚述也。＂＂公
hâiBj_kElm`rnE&soYg9 `
3
)
之恩德且与关山并峙、淠水长流矣，遂叙其始末以
,MpF6qírstàuvEwxly~è

志不朽云。＂现藏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文化馆。
z&{G9 `ÂÃ4!"#$%&À<Æ9
7=>?0@A 石刻。１９７５
:9 #)(" B
Ç|4
太学生周君墓志
年 #$
１０月在张家
!"#$%&!/)}~?Ë9 ß;@
川回族自治县张川镇公社崔湾大队出土。立于清
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共两块，呈正方形，边长
３３厘
f
+B#+"" BD9 k°EXâhZEPà %%

马元章、马元超神道碑
GHIJGHKLM+ 石刻。民国二十三年
:9 õÔCÁB
（１９３４年）１
月陕甘两省官绅商学人士为马元章、
#)%' BD# ÇéG°I012
¶i3A3
马元超所树。中间为一正碑，两侧各立一副碑。正
3A4Þ59 KiOâRE°±²ßO6R9 â

碑通高
８１ fUEá
厘米，厚!$２０fU9
厘米。副碑高
RT３５０
%"$厘米，宽
fUEV +#
6RT
($ fUEV ８５厘米，厚
+" fUEá !$
âRRDR
７０厘米，宽
２０ fU9
厘米。正碑由碑首、碑
 %３ ¹ÛERDX¯ZEl
b¼¤
身、底座
部分组成，碑首呈拱形，其阳面浮雕二
789:E K¤;q:.ÃIJE .<:
龙戏珠盘顶，中间雕歇山顶式门楼图案，门楣刻

! !"# !
－３８２－

! "
文化

＂人伦师表＂四字，两边刻＂精神宛在，道德弥光＂，
!
"#$%&'()*+,
./01)23456)

½ïÓÃÄ»)Å@ÆBÇÓÈÉZ VÊ
湾文化的典型陶器，兼有食器和炊器的功能。从腹

中刻篆书＂录寿＂，其下刻有寿星和天宫图像，长方
7,89
:
;<=)>?,@<ABCDEF)GH 到底部满施交叉绳纹，体口沿外侧周圈抹光，上面
ËÌ ÍÎWÏÐQ)ëÑÒÓÔÕÖ5)_Q
形框内刻有古装人物图像；其阴面浮雕三龙蟠交，
IJK,@LM"NEFO>PQRSTUVW) 绘红色宽带纹，口沿内涂一圈红色窄线纹，彩绘纹
×ØÙ*¸Q)ëÑKÚeÕØÙÛÜQ)Ý×Q
中刻＂碑阴＂二字。碑身阳面两边雕刻８
尊古装人 样简单，是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彩陶。
7,
XP=Y(Z X[\Q*+S, ! ]LM"
Þßà)Â7uáââLãÓÝ»Z
物，中间刻有陕西名书法家寇一瑕亲书＂马大（三）
N)7^,@_`a9bcdefg9
hijTk
善人光烈口先生之神道碑＂，右刻＂中华民国二十
l"5m!nop/qX=)r,
:7stuYv
Twexyz{=)|,
:}~ 
三年一月告日立＂，左刻＂陇南绅商学界暨各省教

下公立＂；碑身阴面刻碑文，共
?{6OX[PQ,X) １１７０
""#$ 多字，正楷字
()(

体，介绍了马元章、马元超生平事迹。碑文为邦山
)hhoZ X
任承允所撰，滇南何兆龙书丹，教下李正广运石，
) ~¡¢U9£)¤?¥¦§¨)
岐山陈得才刻石。两块副碑分别刻列国民党政府
©ª«¬,¨Z *®X¯°,±ut²³´
大员和社会名流朱绍良
、杨虎城、邵力子、邓宝珊、
iµB¶·a¸¹º»¼½¾¿ÀÁÂÃ
)*+,&'三足圈底彩陶钵

ÄÅ~ÆÇdef»ÈÉÊËÌ %$
胡宗南、张维、寇一瑕、杨思、范振绪等
３０ a{X
名立碑

»Z ¼÷õi½¾
人头型器口彩陶瓶 陶器。秦安县大地湾遗

发起人姓名、立碑时恭贺的
７６ ÔÕÖ×aØÙÚ
坊清真寺名称及各
ÍÎ"Ïa{XÐÑÒÓ &'

67@AB=>C

坊１６３
Ô ('%人姓名，末尾刻＂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月穀
"Ïa)ÛÜ,
7stuYvTwex!
旦＂。原建于距今张家川镇
公里处的赵川村路
Ý=Z ÞßàáâÆcãä ３% åæçÓèãéê
口，现存于宣化岗拱北。
ë)ìíàîïðñòZ
关山顶重修塑武圣帝君神像庙宇原叙碑
石
#$%&'()*+,-./0123 ¨
,Z tuYvówj)*%' wk)ô_` }õö÷i
刻。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由陕西省陇县保安大
øùe7øGhúûÌ"{àâÆcãüýþÿ
队第一中队长马荣仓等人立于今张家川回族自治
õ½! ４５
+, åæçÓh"#$%&Z
X' ２０５
-., (
县城东
公里处的马鹿乡老爷岭。碑高
厘
))*
!.
())+
-.
()Z
X,-ñI)RSYU
米，宽 ８０ 厘米，厚２０厘米。碑首呈拱形，浮雕二龙
./Z X[\Q*+,@01"NEF)7^X
戏珠。碑身阳面两边刻有八仙人物图像，中间为碑

¿JKZ "ZÄëÝ»
址出土。人头型器口彩陶
ä À  ３１．８
%)/! (
)) ëÁ
瓶高为
厘米，口径
+/,
())
åGØ
４．５ 厘米，质地为细泥红
»)I*Z[)7^iZ
陶，器形两头小，中间大。

文，共
１６行
５００ ()PQ,±4ß56789
多字，阴面刻列修建武圣帝君庙
)2 )'
3 ,..

子呈蒜头形，鼻翼鼓起，嘴
À-øZI)ôùúÎ)û

器口为圆雕人头像，头发
ëæS"ZF) ZÍ
ÍF,çåè) ZÓ|r
发式刻画细致，头的左右
é êÍ) ëìía
与后部为披发，前额覆垂
îeïðñÓòÍZ \ó
着一排整齐的短发。眼睛
BôÀSõÓö÷Z ô
和鼻子为雕通的孔洞。鼻

!"#$%&'(
器口彩陶瓶
:Ð;<=>?@A"ÏaB@B*Z XC 唇微微启张。两耳耳垂处
宇时仕宦农工商贾捐款人姓名和所捐银两。碑座
ü^^ýÆZ *þþaç 人头型
DEFZ
Ú@eÿö)M!"ÓþöZ Ê #$ÝçT%
为龟趺式。
各有一穿孔，系装饰品的耳孔。腹部以黑彩画三横

鱼化石
4"5 泥盆纪化石。１９６１年出土。长
GHIï¨Z )*') wJKZ G *９厘
(
米，最宽处有２．４
厘米。鱼体石化于水成岩中，鱼体
))L*ç@ -/+ ()Z
M¨ïàNOP7)M
纹理清晰可辨。从标本看，其头大尾小，眼珠突起，
QRÕSTUZ VWXY)>ZiÜ[)\/]Î)

ïôfÜT&QB'Ü(OÓYH)*E+)T
排由弧线三角纹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可
ÉÂ,QÓ-Bßï) áâó.wÓ/0
能是鸟纹的变体和简化，为距今五千多年的仰韶

头和尾微微上翘，鱼身下垂，鱼的脊椎弯曲成弧
ZBÜ^^_`) M[?a) MÓbcdeOf
I)bcgÙMhiÕS)j"eklmnoÓ
形，脊椎节及鱼刺骨清晰，给人一种鲜活
、挣扎的

|N}Z
省博物馆。

感觉。同时出土的另一块长７厘米、宽
pqZ rÐJKÓseG & ()*２．５厘米，活
-/, ())m

õó4#¾5éi½¾¿JK) ¤¨Ð
县五营乡邵店村大地湾遗址出土，为新石器时代

tuvÓIwxyTzZ ì{ÕNõ|N}Z
蹦乱跳的形态依稀可见。现藏清水县博物馆。
678"5 旧石器时代化石。１９８４年秋，国
~¨Ðï¨Z )*!+ w)u
人头骨化石
c
iø15õäci
家核工业部地质大队在武山县鸳鸯镇苟家山大沟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典型器物。盆口径
厘
/0ï9ÌµÄÓÃÄNZ HëÁ ５１
,) (

Íì) iR Ｃ１４
0)+ áâ
发现，经兰州大学地理系
实验室测定为距今
%!+$$ 年
w1,$$
３８４００
±５００ w)KL¸Íì
年，与内蒙古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
:"=ï¨w ¡)¢
Ó~¨ÐÓ
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河套人＂化石年代相当，属
于晚更新世中期。１９８８年，文物工作者在文物普查
à£¤¥7Z )*!! w)N¦§1N¨©

时在距原地点约１．２米处，又发现了人头骨化石、
Ð1áÞª« )/2 )ç) ¬Íì"Zï¨
"®Ù¨j¯°B¨±kZ *²1reª
人肋骨及石器（尖状器和石球）。两次在同—地点

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的典型花纹样式。现藏甘肃
ï9ÌµÄÝ»ÓÃÄ1QÞFZ ì{23

变体鱼纹圆底彩陶盆
DE4F;<=>G 陶器。１９８１
»Z )*!) 年于秦安
wà¼÷

米，口沿向外卷折，腹部弯曲，腹下部急速收敛，与
))ëÑ6Ò78)Ê de)Ê? 9:;<)

底部共同构成一个大圜底，是迄今发现的同类器
Ì =r>Oe?i@Ì) ÂáâÍìÓrµ
物中最大的一件。制作规整，盆门浑圆，胎壁厚薄
N7LiÓeAZ B¦Cð)HDEæ)FG+H
IJ)Hë#$ÝÝ×eÕ)Ê eÔ×*K-
均匀，盆口以黑彩彩绘一圈，腹部一周绘两条变体
MQ)L×M[ÓÜKGMeN@O)PQRS¸
鱼纹，描绘鱼身的线条长达一尺有余，用笔准确流
T)UVJWXÓ×BYZZ
畅，显示出娴熟的绘制技术。
=>HI7 陶器。１９８２年文物普查时于西
»Z )*!2 wN¨©Ðà`
彩陶权杖头
BõGq#[c\¾¿7ÍìZ
&/! 厘米，腹径
())ÊÁ
和县长道乡宁家庄遗址中发现。高À７．８

发现人头骨及石器，说明古人类曾在这一带长期
Íì"ZÙ¨) ³´L"µ¶1·e¸G
m¹ºZ ì{5õ|N}Z
活动过。现藏武山县博物馆。
9:;<=>? 陶器。１９７９
»Z )*&* 年于秦安县大
wà¼÷õi
三足圜底彩陶钵

)2 厘米。中央有一个上大下小可以安插木杖的穿
()Z 7]@e?_i?[T#÷^_`Óÿ
１２

地湾遗址出土，高
２７．５厘米。是大地
½¾¿JK)À１２
)2 厘米，口径
())ëÁ 2&/,
()Z Âi

绘弧线勾叫三角纹，下部绘四只背向高飞的变体
×fÜhiT&Q) ? ×'jk6ÀlÓ-

孔，上径
２．１厘米，下径
厘米。赭红色，体形略呈
())?Á %３()Z
aØÙ)Ibö)_Á 2/)
扁圆球形，俯瞰为一圆形，侧视为椭圆形。腹上部
cæ±I)deeæI)ÓfgæIZ Ê_

! !"! !－
－３８３

!"#$%
天水大辞典

!"#
鸟纹。

稳定性。整体设计合理，构思精妙，符合香类器皿
}~R ÛÚ´ V´!%

鲵鱼纹彩陶瓶
&'()*+ 陶器。武山县马力镇傅家门
$%# &'()*+,-. 的实用要求。陶质细腻，器表光滑，表现出纯熟的
°÷R $ú+´%Ö´Ö/°

/012 １８．５
ûSUR
!"#$ 34156
347 89:;<= 制造技艺。
出土，高
厘米，口径$#%５．７厘米。上面的动物图
三兽足单耳红陶罐
859:;<*2 陶器。１９７６
$%R !&%' 年秦城区王
w¢£
">?@$ABC8:;<DEFGHIJDKL
纹绘于彩陶瓶腹部上的动物，身子呈蜷曲状，尾巴
家窑的农民在修梯田时发现。为泥质红陶，高
１４．８
-°©ìR ùúø$´2 !)#"
M8NODP?Q8R S9TU9DVWXYZ[
向上翘举，交于头上。脸面似人面，双眼圆睁而有

神。嘴巴宽阔，颌下有须。头顶两侧有伸出的节肢
\7 ]L^_D`a[bR Qcde[f/:gh
JiDj[klmhDhn[op:qrDE8>
状腮，只有—对前肢，肢端有张开的四趾，身上绘

厘米，口径宽
厘米，直口、鼓腹、三足。口部和肩
34´56^ ９& 34´5-¼B-Å{R
5C.
8[^öôb´öi5Ðhó[Å
上有一宽扁耳（或称把），耳与口沿相接处有三枚

stuJ:v"R
着网络状的线纹。

õù ´¡5ö8´5C.òCG¢qA,"´
小泥饼，贴塑在耳上，口部和颈部刻画四道弦纹，

旋涡纹彩陶瓮
,-()!" 陶器。１９６９
$%R !&'& 秦安县安伏乡伏
wx(xyzy
家湾村刘家故堆出土。为马家窑类型的典型器物。
-{|}-~/0 - : %<R
高2３７厘米，口径
４０ 34D
厘米，能容粮约
(% 34D56１６
!' 厘米，肩宽
34D^ )*

腰部戳划三处半圆圈纹，每处五道半圆，腹下部用
£C¤¥ÅóíX'"´Ãó7AíX´BaC÷
泥条贴一周，三足根部切割成兽足状，宛若一只三
ùÉ¡¦´Å{§C¨©ü\{J´ª«jÅ

"* R
８０斤。

{\}}¬®R
足兽稳稳地站立。
)=*!>? 陶器。国家一级文物。永安寺
$%R -¯°<R ±²³
彩绘陶天王俑

蛙纹彩陶钵
.()*/陶器。１９８９
$%R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D

´µ¶¬·«/0R¸
舍利塔地宫内出土。一尊

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在发掘秦城区师赵村遗址
 ¡w¢£¤¥¦§¨

') 34´¸2 $)
高2６４厘米，一尊高
５４ 3厘

时出土。钵内满绘一只巨大的蛙形图案，故名。口
©/0 ª«¬>j®¯°±²=³´~µ 5
4R $¹Qº2J´F»
米。陶俑头束高髻，深目
径6１７厘米，高５厘米，口部微微收敛，弧腹，平底。
!% 34´2 $ 34´5C¶¶·¸´¹B´º»
2=´V»XY´¼½m
高鼻，双目圆睁，怒视前
蛙的头部有一对圆鼓的眼睛，前肢朝前伸展，后腿
±°QC[lX¼°W½´mh¾mf¿´ÀÁ
¾´E¿ÀÁ´£ÂøÓ
方，身穿金甲，腰系红色
朝后弯曲，每肢均有三趾。蛙背部绘饰网格状纹
¾ÀÂI´ ÃhÄ[År ±ÆC>ÇtÈJ"
ÃÄ´ÁÅÆÇ´ÈÉÊ
战袍，腿裹行藤，脚蹬毡
Ç´ÉvÊËmÀ´Ì±ÆÍÎÏdCÍ ª 靴，身材比例恰当，肌肉
饰，一条线纵贯前后，将蛙背分为左右两部分。钵
Ë´EÌ:;ÍÎ´ÏÐ
«Ð>[dÑÒÓÔ"´ÕÖ×ØÙ ªÚ8°Û
ìÑQÒÓ´Ô×"&Õ
内沿绘有两囤黑色彩纹，以表示水波。钵体上的整
发达、健美，显示了武士
Ü=²ÝÞj¯±ßØààá;´ ØÙâ
°zÖ*×RØEÌÙ
个图形仿佛一只大蛙正在水中缓缓游动，水波涟
的无穷力量。天王身材魁
漪四散。为国内迄今出土的最为完整的一件蛙纹
ãqäR «åæ/0°çèÛ°é±"
$ªR
陶钵。

Ú´ÏcÛÜ%ÝÞß
梧，右手握一兵器（缺）、
Îc
à
&záâã´d{
左手作＂施无畏＂印，两足

人像彩陶罐
01)*2 陶器。１９８９
$%R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

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在发掘秦城区师赵村遗址
êëì¡w¢£¤¥¦§¨
时出土。为半山—马厂类型的典型器形。罐高
©/0R í'îï ° %²R ð2 ２１．７
+!,%

厘米，口径
１５ 34R
厘米。罐形为大口短颈，腹部呈圆
34´56 !$
ð²¯5ñò´BCGX
形，腹部下端向内曲收，最大鼓腹处有两个对称的
²´BCanM«I·´ç¯¼Bó[dÜlô:
小耳，用红泥质陶制成。从口部至器腹中下部涂敷
õö´÷øùú$ûüR ý5Cþ%BaCÿ!

()*+,彩绘陶天王俑
äåæE8´åæQD
踏在恶鬼身上，恶鬼头长
ç/´dèéê¬jë´o5ìí´\îïðñÍR
独角，两臂肘撑地仰卧，张口哀号，神情惊恐万分。
!&&+年，赴日展出。现藏天水市博物馆。
´òó¿/R ôØØõö<÷R
１９９２
*@A 陶器。国家一级文物。１９７６
$%R-¯°<R!&%' ?ØØ
陶舞马
年于天水

市区北山顶出土。高
４．７５
õ£ø'c/0R 2４２厘米，长
)+ 34´D４１．３厘米，重
)!#( 34´ù )#%$
úR ûDüýò´þ]o]´Q¶¶eM
公斤。舞马长鬃披颈，昂首张嘴，马头微微侧向一

aC&'^("´òCÇq)*+°,"´下部施一圈宽带纹，颈部饰四边较细的弦纹，肩、

边，背上备有鞍、鞘、鞅拌，皆饰挂缨穗。三足健立
ÿ´Æ8!["Q#Q$%´&Ç'()R Å{Ò®
平板之上，前左蹄在空中屈曲作舞蹈之状。现藏天
º*28´mÎ+,-Iû.2JR ôØ

腹部为网格纹和三角锯齿纹。两耳之间的腹部雕
BCtÈ".Å/01"R dö23°BC4

Øõö<÷R
水市博物馆。

5U96´U678nß´9CÍ:;<R 9
塑一人面像，人像五官端正，各部分比例适中。面
C&øÓÔ>´=>?@´dABC+DZMaÂ
部施红色彩绘，鼻准隆突，两道眉毛细长而向下弯
I´W½-]EMaFGüõHJ´Qc2I2
曲，眼睛、嘴巴向下深刻成小坑状，头顶一高耸之

/0R ø$ú´%2 ７９
%& 34´²ûÝ/0
年出土。为红陶质，通高
厘米，形制为仿木构楼

了—层薄薄的红彩，器身通体本施满黑色彩绘，口沿
"#$$°øÔ´%E%Ú&¬ÒÓÔ>´5Ð

BCDEFGH 陶器。国家一级文物。１９７９
$%R -¯°<R !&%&
宋代琉璃舍利塔

<TìJ´Qde÷ÒÓKL>/aM°Qì´
物似为发髻，头两侧用黑色颜料绘出下垂的头发，

1a´2»3Q¶E.¶
阁式，由底座、塔身和塔
cÅCÍ4üR»35
顶三部分组成。底座为喇

ÛÜ59TNO96R û8P÷"5QG->
整个塑面似一妇女面像。制作上采用了塑、刻、绘

6²´3E[ '６个桃形镂
Ü7²8
叭形，座身有

RST´UVWR
等技法，工艺精致。

,9:´ C·Eº£´
空孔洞，中部收身束腰，

平底兽首灰陶益
34567*# 陶器。武山县马力镇傅家
$%R &'(*+X门出土。高
厘米，底径 !-#+
１０．２ 3
厘
./0R 2２９．６
+&#'厘米，腹径
34´B6 １３．９
!(#& 34´»6
米。上部为延颈企望的兽首形，以兽嘴作为流嘴，
4R 8CYòZ[°\]²´Õ\]^]´
饰有六道条棱的宽带式把手，从兽首后部顺势弯
Ç[_AÉ`°^(abc´ ý\]ÀCdeÂ

上有六角形镂空仰莲，各
8[_/²8,j;´9

角上都有圆形依柱，柱额
/8<[X²=>´>?
上各有一个小兽。底座中
89[Üõ\R»3
间为塔柱，柱外为平座，
3¶>´ >vº3´

曲而下至浅弧度接于器腹，与仰翘的兽首配置协
IZaþf¹gh?%B´ ijN°\]klm
nR 56õ´^52Zo5p´qrstÚuÕv
调。口径小，流口高而注口斜，使存储液体难以外
wR òxDZByM´º»z{q!Ú|[*¯°
溅。颈粗长而腹低垂，平底无足使秃体具有较大的

宋代琉璃舍利塔
!"#$%&'

!"# !
－! ３８４－

柱上为多层莲花瓣，以仰
>8@#;AB´Õj
;hCD*2°¶ER
莲直接承托较高的塔身。
¶EÝ/01aE
塔身为仿木构楼阁式建

! "
文化

筑，四周雕刻门宙、柱额、屋檐以及天神等，攒尖顶
!"#$%&'()*+),-./0123456
上有戗脊飞檐出挑，脊端装戗兽。塔顶上设有十三
789:;-<=3:>?9@A B67C8DE
层相轮，再上为仰莲，上置黄色宝瓶。通体施翠绿
FGH3I7JKL37MNOPQA RSTUV
色铅釉。为瘗藏当年寿山寺高僧舍利之物。宝瓶、
OWXA JYZ[\]^_`abcdeA PQ)
戗脊、神兽为黄色，与塔座
、塔身及宝刹翠绿色相
9:)1@JfO3gBh)Bi/PjUkOG
映衬，显得釉彩鲜艳、协调、晶莹、舒目。而且塔身
lm3noXpqr)st)uv)wxA yzBi
{|no}~3JEp dA 
造型显得秀丽、匀称，为宋代三彩的成功之作。现

藏天水市博物馆。
Z0eA
大唐舍利塔之碑
月于天水
#$%&'() 陶器。１９８７
A !"#$年
\ ４% 0
宾馆施工现场出土。泥质
T<A 
灰陶，通高
厘米，由碑
3R` ４９
&" 3
首、碑身
、碑趺座组成。碑
)i)h
A
 ¡¢£ ¤637
首六螭龙虬盘成拱顶，上
¥¦§¨
©
ª«bcBd
面镌篆书＂大唐舍利塔之
碑＂七字。碑趺座龟形，背
¬®A h¯°3±
上有龟纹，四足爬在底座
78¯²3³´µ¶·h
73¯¸¹A i` '(
上，龟首残缺。碑身高
２８

大唐舍利塔之碑
&'()*+,

厘米，宽
厘米，厚 ,６
3º １５．７
)*+$ 3»
37¦&¼¨１９
)"行，
½3
厘米，上镌刻楷书
'*& ®À
Á¥ )½
¾¿ ２５４
共计
字。正面
１０行
!*(字，侧面
®3 Â¥ ４行
&½ ５１字，
*! ®3
１５８

±¥ * ½４６&,字。
®A
背面５行
*+ 玉器。１９７７
ÃA !"$$年武山县马力镇傅家门遗
\Ä^ÅÆÇÈÉÊ'Ë
玉铲
ÌÍ<3Î２２
..厘米，宽
3º *+*
Ó
址中出土，长
５．５ 3ÏÐÑÒA
厘米，完好无损。质地

为蛇纹岩石料，玉铲坚硬致密。从钻孔到铲端，色
JÔ²ÕÖ×3ÃØÙÚÛÜA ÝÞßàØ>3O

调由墨绿逐渐过渡为浅绿色，玉石表面光滑无纹，
táVâãäåJæVO3ÃÖç¥èéÑ²3
其内部的自然裂纹却很清晰。铲首有一钻孔，安插
êëìíîï²ðñòóÀ Ø8ôÞß3õö

木柄的孔截面为蜂腰形，系双面钻凿而成，孔和刃
÷øßù¥Júû°3üý¥Þþy 3ßÿ!
部磨制细致，圆滑而锋刃突出，无一丝雕磨痕迹。
ì"#$Û3%éy&!'<3Ñô(%")*À

虽然制作简单，但工艺极为精巧，结构合理的内孔
+î#,-3./0J1233456ëß
安装上木柄牢固耐用，且经久不脱，玉质温润而有
õ?7÷ø789:3z;<=>3Ã?@y8
èA3BCDEÀ ZÄ^ÅeFÀ
光泽，古朴典雅。现藏于武山县博物馆。
,-. GHÀ IJK\L0MëÀ
不期篇青铜器。民国初年发现于天水境内。

/0. 青铜器。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于今天
GHÀ IJ\)")$ \uÀ0
秦公簋
水市秦州区秦岭
VÁÂVÃ

乡梨树坡与陇南
ÄÅÆÇgÈÉ
ÊÅËÌÄÍ
市礼县红河乡交
ÎÏÐ^7<
界处的庙山上出
)"+( 
À R` １９．８
土。通高
厘

 3 Ñ Ò １８．５
)(+* 
米，口径
厘
´ÔÒ
3 Ó
米 ，
圈足直
径
)"+* 3
ÕÖ
１９．５
厘米，鼓腹
× ª Ô Ò ２３
./ 
最大直径
厘

-./
秦公簋

3S¤[Øì\ À [6%°37Ù£°Ú
米，由体、盖两部分组成。盖顶圆形，上附盘形捉手

柄，敞口鼓腹，附兽首长舌形双耳，囤足外撇。盖口
ø3ÛÑÜÖ3Ù@ÎÝ°ýÞ3ß´àáÀ [Ñ
â¤Ñã¤´äìåæçè²¤é ²3Öêìç
沿、器口肩、足等部位均饰弦纹、蟠螭纹，腹下部饰
ë²À ëÿ[ë\ìíîï５１字和
*) ®ÿ５３
*/字，同时
®3U
瓦纹。器内和盖内分别铸铭文
ð8V¤ ñU`&ò "９字。作于秦景公时期（前
®À VóXU` se
各有秦、汉时期刻款
*$,ôe５３７年）。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 \uÀ ZÍJ¿OeõÀ
５７６—前

天水家马鼎
12345 青铜器。１９７１年于甘肃省礼县
GHÀ )"$) \ö÷øÊÅ
永兴乡蒙张村南山出土。属秦国青铜器，高
２５．５厘
¹ùÄúûüÉ^<À ýVJGH3` .*+*

米，口径
公斤。覆盖、附耳、圆底，盖
3ÑÒ２２
.. 厘米，重
3þ ４．５
&+* XÿÀ
![¤ÙÞ¤%·3[
g5 "%S3E#´$%&3'Ñv(¤fg
与器合成扁圆体，三蹄足较短矮，敛口方唇、左右
ÙÞ)*àÛ3Öìç+è²ô$3[78E,附耳微曲外敞，腹部饰凸弦纹一周，盖上有三个环
形纽，腹与盖各阴刻隶书十三字＂天水家马鼎容三
°.3Ög[ð/&0¨DE®

0ÊÆ12E
34þDjÿ¬À ZÊÅeõÀ
升并重十九斤＂。现藏礼县博物馆。
6789: 铜器。国家一级文物。亦称鸭嘴
HÀ JÊô5ïeÀ 678
凫首型铜壶
9À ¾Ø:À ô: １９９６
)"", 年
\ (８ 
壶。共两件。一件于
月
<ÀVÁÂ$Ê;3
R`
出土于今秦州区周家巷，通高
3 ÑÒ ４．８厘米，重
&+( 3 þ )+&
２８.(厘米，口径
１．４
XÿÀ
{|73<Ñªû3ýx%
公斤。造型上，凫口大张，双目圆
=3 <>7&.1$?
睁，凫首及颈上刻以精细的羽
@3FFAB3CDôEF7û
毛，层层叠压，宛若一只野鸭张
8G0HIÀ Jô: １９９７
)""$ \
嘴朝天鸣叫。另一件于
年
<0ÂK^¯Lôh
出土于天水市区北山皇城一座

ñMëÀ ÜÖ¤*>¤<3` /"３９ 免首型铜壶
汉墓内。鼓腹、曲颈、凫首，高
弁!"#$%
据史学家考证，为周宣王时秦庄公的器物。仅出土
3·Ò ２３．８
./+( 3þ
XÿÀ 9JôN*
NOPÊQR3J$STUVWXeÀ Y< 厘米，底径
厘米，重*+.５．２公斤。壶首为一弯曲
Z[3ÝZ[°#g®S\]3g^$_`GH
簋盖，从簋盖形制与字体分析，与西周晚期青铜器
GaÀ #Ubªc¶Xde (.\fgÀ Z[7
相似。制作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８２０年左右。簋盖上

<°O3<PQ8R3ýx%=38SÎyê
的凫首形状，凫紧闭嘴巴，双目圆睁，嘴巴长而下

8 １５２
)*. 字∶
®h ijKklm3
nophq=ê3r
有
唯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其，驭
（朔）方严狁广伐西俞，王命我羞追于西，余来归献
stuvwxyz^{3T|}~^3

;<=>?9@ABC 铜器。国家一级文
HÀ JÊô5ï
鎏金十一面铜观音立像
eÀ ` ８１厘米，重
() 3þ .$+*
物。高
２７．５Xÿ3WJ0_
公斤，原为天水市水月寺的

禽。余命汝御追于洛，汝以我宕伐于高陶。汝多折

À | 3 .}z`À

XYZ3)",( \Í0ï[õ\ZÀ Z0
传世品，１９６８年交天水市文化馆收藏。现藏天水市

首执讯。戎大同从追汝，汝及戎大敦搏，汝休，弗以
À ªÝ 3 ª3 3.

垂，颈部以下铆接一壶。两壶现藏天水市博物馆。
T3>ì.êUVô9À Ø9Z0eõÀ

eõÀ
博物馆。

我车函（陷）于艰，汝多禽，折首执讯。＂伯氏曰；＂不
}su3 3À ¬oph

=

海马瑞兽葡萄镜
D4EFGHI 铜器。国家一级文物。属武
HÀ JÊô5ïeÀ ýÄ

ê3 3 u3
¡ô¢£¤¥
其，汝小子，汝肇诲（敏）于戎工，锡汝弓一矢束、臣

则天时期风格。直径达
２９ ."
厘米，厚
]0U`^_À ÔÒ`
3»２ .厘米，重
3þ ４．５
&+*

五家、田十田，用从乃事。＂不其拜稽手，休，用作朕
¦Ê¤§D§3:Ý¨©À ¬ªê«¬33:®
¯°±¤²³´ZÀ :µ¶3·]Ñ¸3¹º»
皇祖公伯、孟姬尊簋。用丐多福，眉寿无疆，永纯灵

公斤，为甘肃出土的最大铜镜，是中国铜镜发展巅
Xÿ3Jö÷<×ªHa3bÍJHaLcd

终，子子孙孙其永宝用享。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¼3½½ê¹P:¾À ZÍJ¿OeFÀ

eU`çZÀ ZVõÅeõÀ
峰时期的代表作品。现藏秦安县博物馆。
JDK<L9MC 铜器。国家一级文物。高
HÀ JÊô5ïeÀ `
刘海戏金蟾铜造像

! !"# !－
－３８５

!"#$%
天水大辞典

４１．５
３６厘米，重
!"#$ 厘米，宽
!"#$ %&
!"%&

L ¡¢Ç¤%+(
７３+%枚，乙种《目书》３７９

"' ()*
+,-./ 枚。二是纪年文书，即
 ú¥ÌoÇL'
达' １２
公斤。下部为一只
0 123 4 23 5 6 7
! N¦rstdefO
三足蟾蜍，蟾蜍阔口隆
邦（今甘肃省天水市）

§¨ ©ª `«¬ ä
丞相御史呈奏的＂谒
ÇÃ ®¯.°±²¬
A* BCDE=FGHI 书＂。叙述一名叫丹的
瘤。上部刘海身背葫芦形

鼻，暴突眼，浑身凸起稣
849:;4< => ?@

酒壶，一手握拳上举，一
人的事迹。据推测，丹
³¬´ Iµ¶L·
JKL .MNOBPL.
腿提悬，一脚踩于蜗蜍背
QRSL.TUVW3X 很可能是１号墓墓主，
¸)S " &zz¹L
BL=YZZ[ \L]^ 所以把这部分内容定
VÚ º», T  ¼
上，身体微微前倾，作戏
弄蟾蜍之状。现藏天水市
_23`a* bcdef
-¢z¹½¤L5 - 枚。

为《墓主记》，共８
刘海戏金蟾铜造像
!"#$%&'( 博物馆。
V½ ò ¾d ¿ À
ghi*
所记内容除言天道鬼
铜鼎
&' 铜器。国家一级文物。天水市区南城根
jk* lm.noh* defpqrs
天水市电视台一工地古墓里出土，鼎４件，盘１
deftuv.wxyz{|}L ~ ! L  "
件，均为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青铜器。高
厘
L -  jk １９．５
"(#$ !

怪的迷信巫术外，更多
Á¬ÂÃÄÅÝLÆ
的是涉及人事的条文，
¬ÇÈ³´¬oL

)*+,-./0
放马滩出土的简牍
hi mÉ -³Ê $
是研究了解秦人计时
Ík¥ËÌÃÍ¥ÎÏÐÑaÒ ÓÔÕÖ%×·
"L6 ２１
'" !"L%%01I*
b 制度、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习俗的极其
米，口径
厘米，短折沿，双附耳，三足蹄形。现藏
defh*
no%pq
天水市博物馆。
珍贵的资料。

阿拉伯文狮纽盖铜熏炉
()*+,-.&/0 铜器。国家一级文
jk* m.no
物。通高
２０!"L&
厘米，重７公斤。腹部铸
h* ４０
!) 厘米，口径
!"L6 '*
+ ()* ,
２'组连弧纹和阿拉伯文。直腹、三蹄足，狮形盖镂
 ¡¢£o ¤¥01%¦I§¨
©L¦ª«¬aL®u¥¯°¥±¥I²³´
空，狮做蹲臣状，双目怒视、嘴张
、耳敏、形象逼真

甘谷汉简
<=2; 简牍。１９７１年甘谷县渭阳乡十字
uv "(+" ÌrØ/ÙÚ2ûã
道一东汉墓内出土。共
２３'%枚。长
２．５
¿.Û,zÐ} 5
 =２３．５
'%,$厘米，宽
!"LÜ ',$
厘米，厚
０．４ !"
厘米。因正面隶书两行，又称木两行。
!"LÑ *,!
ÝÞeâÇXßLàáXß
oãâL .ãÛ,äåæçÌßN"$-è
文字内容连贯，是一份东汉桓帝延熹年间（１５８—

µ¶L·.¸¹.º»L¼-½¾¿À»LÁÂd
生动，其一爪压一小球，意为＂独霸全球，沐浴天
+Ã ÄÅÆÇ
½
ÈÉÊËÌÍÃ
下＂。底款楷书＂大明宣德年制＂。
12&3
jk ÎÏpÐ} ¤１４．７
"!,+ !
蜀汉铜镜 铜器。麦积区出土。直径
厘
米，厚
厘米，重 !$*
４５０ ÒL-Ó»IÔLÕI
克，为半球形钮，圆形。纽座
*#% !"L&
Ö×
"LÑ ０．３

"&+ 年）重申维护东汉宗室权益的官方文书。简中
ÌO&éêxÛ,Ëëìí¬îùoÇ u
１６７

周围饰以蟠螭纹，外区双弦之间为一圈铭文，隶书
ØÙÚÛÜLÝpÞ`ß-.àáoLâÇ

由盛转衰的历史事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由松
/01ú%2ª´üL3&4%ªq56 /7

字体，铭文为＂章武元年二月作镜德扬宇宙威震八
ãYLáoä
åæçÌèé]êËëìíîïð

木制成，表面褐黄，字迹清晰，书法工整，字体飘逸
áÍÿL8e9LãLÇ:;:LãY<=

荒除凶辟兵照民万方＂二十四字。＂章武＂为刘备在
ñòóôõö÷øùÃúûüã½
åæÃ-Dýþ

俊秀，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L3@%Ç:AÅ56brstgh

ïPmð$ñòËë¬}òóôbLõö÷øZL
列举了当时各地宗室的土地遭兼并，财产被侵夺，
ÎÏòzùúZ%´ûL ´üýþÿmÛ,!
政治地位日趋衰微的事例，真实地反映了东汉后
期中央集权削弱，豪强势力增强，外戚梁氏专权而
"#ìc$L%&'()&LÝ*+,-ì.

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
!"89:>?@A 古地图。国家级文物
yýB mnoh

成都称帝时的年号，章武元年即公元
２２１年。从铭
ÿ!"#$%Ì&LåæçÌ'(ç ''"
Ì (á
o)*-+,jê
文可知为蜀汉铜镜。

弩机
45 铜器。１９６４年秦安县魏店乡出土。青铜
jk "(&! Ì-./012Ð} j

弩机，共三件。制作精巧，外观平整光洁，大件长
１８
34L50 Í]67LÝ89:;<LÈ= "!"Lº "*厘米。上悬刀、望山、键、郭、钩心、牙等
!" BS>¥?@¥A¥B¥CD¥EF
厘米，小件１０
部件俱全。根据四川郫县出土的蜀汉景耀四年（２１６
,GÀ HIüJK/Ð}%+,LMüÌN'"&
ÌO+,34%PQ RSTUL-+VWL年）蜀汉弩机的式样和功能分析，均为蜀国所造，为
+0XYZde$V[ bdefgh
蜀魏两国争夺天水时所遗。现藏天水市博物馆。
67 衡器。１９６７年秦安县上袁家出土。高
\k "(&+ Ì-./B]mÐ}  +７
秦权

保护单位。１９８６
年于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共
wxyz"(-& ÌVde.&-zÐ}5
７+ 幅，长约
２６．５～２６．８厘米，宽１５～１８．１厘米，厚
C/ =D '&#$0'&#!"L Ü "$1"-#" !"LÑ
１．１
厘米，经脱水处理后，木质坚硬，字迹线条清
"#" !"LÐEeFG!LáHIJLãK
晰。均用墨线绘在
块两面绘
 LMKNþ４! 块木板上，其中
OáPBL · ３% OXeQ
ÍL" OyeQÍ
HIýB ¨RSTLÐU
制，１
块单面绘制。根据地图内容和相互关系，经拼
V!)ÿ.C:%ýBL HIWLX)T
合后可组成一幅完整的地图，根据不同用途可分
à-¢ÎpB¤
¢ýIB¤ ¢ÐÑB¤ ¢ÎpB¤
别称为《政区图》《地形图》和《经济图》。《政区图》
ÚY÷Z
ßÎ[\-&ZL]Ðm/¥2¥{Ï
以居民点和行政建置为重点，标出了县、乡 、里治

并削为棱状，棱间平面阴刻。为研究秦国衡量制度
bc-daLdß9efg -hi-\jÍk

V%z\ ¢ýIB¤V^Q%&ZýI¥ý_¥
所的位置。《地形图》所描绘的重点是地形、地貌、
河流走向．道路，关口位置和形状等。《经济图》在
`abcL~d¥S6z\ IaF ¢ÐÑB¤þ

Rlmnopq brstgh
提供了珍贵资料。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地形图》的基础上，着重注明了各地森林分布情
¢ýIB¤%efBLg&hÉmñýijTkl

天水放马滩秦简
!"89:6; 简牍。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uv mnohwxy
位。１９８６
年发掘于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一墓群，共
z "(-& Ì{|V}~pJ2.zL5
４６０
３８７ Lw
枚，多数保存完
!&*枚，其中秦简
L· -u ７３
+% 枚，汉简
L,u %-+
整，字迹清晰。简文都以古隶体书写在篾黄面，一
:Lã uo!ÚyâYÇþeL.
þ ２０～４０字之间，每简书写一条内容。内容大
'*.!* ã`ßLuÇ. È
般在
)T-X,TL.ÇLHIu=.L
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日书，根据简册长短不一，
pL)T-¥ X¡L¡¢Ç£
内容稍有区别，又可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日书》

况和木材种类以及各地之间的相距里程。这三种
Ò ám¡nÚÈñý`ß%¨o{p »0¡

厘米，直径
!"L¤５$ 厘米，鼻纽，弧首，弧腹，略呈圆柱体
!"L8ÖL^LL_`ÕaY

地图基本上反映了战国晚期至秦统一时卦县的地
ýBqrBþÿms t-u.$!/%ý
Gv_
理概貌。

放马滩西汉地图古纸
89:B2@ACD 古纸张。国家级文物
yw° mnoh

保护单位。出土于一西汉文景时期（前
１７９—前
wxyz Ð}V.,oL$ N[ "+(è[
"!" ÌO%zxL-MNýB%yzL\V{|}
１４１年）的墓葬，为手绘地图的残片，置于棺内死者

的胸部。残纸长
５．６
%~, yw=
$#&厘米，宽２．６
!"LÜ '#&厘米，质薄而软，
!"LH.L

! !"# !－
－３８６

! "
文化

!"#$%&'()*+,-.&/0&1 234一件藏清水县博物馆。
rãgÛÜÝÞYß1
出土时呈黄色，后来蜕变为浅灰色间黄色。纸面光

滑平整，用黑色的线条绘出山脉、河流
、道路等图
567'89&:;<=>?@ABCADEFG
形。是我国已发现的西汉古纸中年代最早的纸张
H1 IJKLMN:OPQ2RSTUV:2W
XY'ZIJKUV:[=\2]:^GXY'_
实物，也是我国最早的描绘于纸上的地图实物，具
`abcd:ef1 NghijkQlmn1
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现藏甘肃省考古研究所。

0123.4567089
白釉珍珠地刻牡丹纹白瓷枕
567849 瓷器。国家一级文物。１９９１年
op1KqrstY1#&&# S
十三瓜棱瓷壶
\YZ[\]^_`ar
于秦城区藉口乡新尧村一
bvTæÐSc###+ 年）
Sd
座宋代大观四年（１１１０
ef>"1 }２２
(( 厘米，口
{|']
墓内出土。高
$ghê'`ij]Akô
呈喇叭状 ，有把与口 、肩相

放马滩出土的纸地图
'()*+,-./
#$%&'()* 瓷器。国家一级文物。北
op1 KqrstY1 u
磁州窑女孩儿瓷枕

宋末年制作。长
１４．５厘米，外形为一曲
vwSxy1 z３４
!" 厘米，高
{|'} #"$%
{|'~H,r
 :H1 6
膝袖手侧头爬卧的小女孩形象。腰身圆平而微下
'y,:1 r
凹，正好作为舒适的枕面。小女孩一双大眼睛活灵
N'9M' ¡¢\£¤'¥¦§'¨©
活现，满头黑发，髫辫垂于阴后，脸盘胖圆，小嘴紧
ª'«¬1 ®¯°±&²'³´µ&¶·¸>
闭，回首侧视。通体施白色釉，并由褐色颜料画出
¹º»¼½¾¿1 ¹À]:¾Á'IÂv
衣折纹理及花样。小女孩衣着上的小花朵，是唐宋
时期丝织品和印花绢纱上常见的花纹。枕面上画
ÃÄÅÆÇÈÉ¾ÊË]ÌÍ:¾»1 3]¸
出一枝折枝花卉，四周以褐色画出粗细边框以表
>rÎºÎ¾Ï' ÐÑÒµ&¸>ÓÔÕÖÒ×
示为一条绣花枕巾。清水县博物馆收藏。
Ø,r<Ù¾Ú1 ÛÜÝÞYßàg1

l'kmCn]o'pAk
连，肩部流弯曲上翘，颈、肩
qùrDs»'tmuì
处饰三道凹弦纹，腹部竖刻
vrD£;'%wé7tx
十三道阴线，如瓜棱将腹部
Fy,vrxy'z{1 |
等分为十三部分，故名。壶
!"#$%&
®¯°}~&²1`
身通体施豆绿色青釉。有人
十三瓜棱瓷壶
k,

Y Ç1 NgVÜWÞYß1
考证为＂秦窑＂产品。现藏天水市博物馆。
:,0;<=4> 瓷器。天水市区西关出
op1 VÜW[O>
绿釉刻花双耳瓷瓶
"1 }２５厘米，直口细颈，垂腹圈足，颈附双梦龙
(% {|']Ôp'¢t&'p
土。高
'ù»'kxùs»'txìïÎ
耳，饰环带云纹，肩部饰仰风弦纹，腹部刻缠枝莲
¾'pkq²P1 ì¾'?@`1 N
花，颈肩处釉彩龟裂开片。刻花娟秀，刚劲有力。现
gVÜWÞYß1
藏天水市博物馆。

白釉珍珠地刻牡丹纹白瓷枕
+,-./0123+4* 瓷器。国家一
op1 Kqr

?;@ 瓷器。秦州区枣园庄出土。高７
op1 Y[>"1 } ' {
印花碗
厘

级文物。共两件。其一为
年于玉泉观出土的
stY1 áâã1 br, １９７２
#&'( S\äåæ>":
瓷枕，长
１１ {|',zè
厘米，为长方
(# {|'ç１３
#! 厘米，高
{|'} ##
o'z ２１厘米，宽

米，口径
１５厘米，豆绿色釉，碗内印荷叶莲花，外
|'] #%
{|'}~&²'fÉ ð¾'~

体四折棱状，枕面略下凹，刻画两朵牡丹纹及缠枝
¯Ðºéê'3ë'ì¸âÁíî»½ïÎ

刻莲瓣，敛口斜直腹，小平底圈足。现藏天水市博
ì¡'¢]£t'6¤&1 NgVÜWÞ

Yß1
物馆。

ð»'³ñÒòó^ôõö1 Ð3ì÷^íî
叶纹，并且以珍珠地相衬托。枕侧四面刻减地牡丹

贴金彩绘屏风石棺床
６
ABCDEFGHI 唐代文物。１９８２
ÂTtY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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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纹。其二为清水县博物馆收藏的瓷枕，长
厘
() {
¾»1 bø,ÛÜÝÞYßàg:o'z ２６

米，宽
１８ {|'}
厘米，高#!１３{|1
厘米。枕面及枕侧满饰珍珠
|'ç #*
3½ùòó

¥YZ[¦§¨r©ÂQeªf>"1 ®} １．２３
#$(!
月秦城区石马坪一隋唐古墓葬内出土。通高
|'ç #$#% |'z
|1 ¦«¬´F: #'
米，宽１．１５
米，长($#*
２．１８米。石棺床由大小不等的１７

^ìúíî»¾û1 âãoüì`íî»¾û'
地刻划牡丹纹花卉。两件瓷枕均刻有牡丹纹花卉，
ñýÒòó^õöþÿ»ùíî¾' þÿ»ù
而且都以珍珠地衬托主题纹饰牡丹花，主题纹饰
!~:"±#Ò$%òóê:&'^' ì¾
之外的空白处以宛如珍珠状的小圆圈做地，刻花

è¸®¦È８* 方素面石条组成，分为床座、床板和
è¯3¦<°='y,¬bA¬±È
方画像石和
屏风三部分。床座正面由两方画像石拼成，上面凹
²rxy1 ¬b3´âè¸®¦³=']3
´ ６) °|µ'
y]â11 ]1|µ,¤¡
雕
组壶门，分上下两层。上层壶门为圆底莲瓣

的技巧基本相同。两瓷枕胎质均为红褐色，在胎体
:()*+ô,1 âo-.ü,/µ&'0-¯

形，内有６个男性乐伎，均头戴束发冠，身着圆领
H'f` ) M¶·¸¹'üº»M¼'À½

上都施一层白色化妆土，然后划画纹饰。在划刻过
]ý°r1±&23"'4¤ú¸»ù1 0úì5

紧袖左衽绯衣，两肩垂带交叉飘起，从左到右依次
©¾¿À¹'âk¢ÁÂÃÄ'Å¾ÆÇÈÉ

程中将白色化妆土剔划掉，露出红褐色的胎，使之
6R7±&23"8ú9':>;µ&:-'<!

为执笙俑、执铜钹俑、弹琵琶俑
、吹洞箫俑、手击腰
,ÊËÌAÊÍÎÌAÏÐÑÌAÒÓÔÌAÕ

成为一种刚劲、流畅、自然、活泼的红褐色画线。花
=,r>?@ACAAB4ACD:;µ&¸;1 ¾

鼓俑和双手弹奏竖篓篌俑。下层壶门内与，亡层乐
ÖÌÈÏ×uØÙÌ1 1Úµfj'Û1¸

»Ò~:&' I8r>ExFêG_H
纹以外的小圆圈，是用一种竹制小圆筒状工具戳

伎上下对称雕刻６个神兽，两臂生翼，反掌用力向
¹]ÜÝ´ì ) MÞß'âàáâ'ãä8å
上托举，双腿弯曲呈下蹲状态。床板由四块石条拼
]öæ'çn$èêé1 ¬±´Ðê¦<³

刺而成，大小一致，均匀细密。整个图案红、白色彩
I='rJ'üKÔL1 7MGNOA±&P
结合协调，纹饰清晰。现一件藏天水市博物馆，另
QRST'»ùÛU1 NrãgVÜWÞYß'X

接而成，各石条之间均以子母扣组接，正面床沿镌
ë='ì¦<!/üÒíîï°ë'3¬ð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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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刻连珠忍冬纹，并饰以金彩。其余三面距床边沿处
!"#$%&'()*+,- ./0123456

凿刻有凹槽。槽上置立屏风，为该石棺床最有价值
7!89:- :;<=>?@ABCD3E8FG
的部分。屏风共有
HIJK >?L8１１
!! 块，采用平地减底的雕刻技
MNOPQRSTHU!V
法，雕工精湛，内容丰富，主要反映主人狩猎、宴
W@UXYZ@[\]^'_`ab_cdefg
饮、出行、泛舟等生活场面和亭台楼阁
、水榭花园
hfijfklmnop1qrstufvwxy
mz{|}K IJ~C)*,'+'
等建筑物体。部分画像石饰以红彩，外施贴金，十

J 分华丽。

期，祭银列入州署财政预算，而祭祀不再由官府主
(@ª2e%fghi@jª°kT« _
办，转由伏羲城（亦称小西关城）士绅组织的上元
l@B«mµnopqrm¶stuvH;
会主办。清道光七年（１８２７年）正月十五日，伏羲庙
w_xK Ayz{´µ!*'# ´¶¾@À:@
创办灯会，成为祭典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祭祀活
|x}w@ÙAª~oÚHËÏ`[\K ª°o
动从正月十四开始，城乡民众前往进香，同时上演
Ú¾@³@m Ê@ùú;
庙戏；十五日出榜文；十六日正祭，正式举行典礼。
À:iÑ:¾ª@¾Ðj~£K
祭资已不再由政府拨付，完全依赖敬香人捐助。祭
ªkT« @·]c89K ª
祀依旧由上元会主办，正祭时多邀请当地行政长
°«;w_x@ ¾ªú7KRj

官主祭，礼仪与晚清同。祭祀程序依次为迎神、初
_ª@£YAùK ª°áüÜAóôf
献、亚献、终献、彻馔、送神、望瘗七部分。清代祭祀
^f^f^ff÷ôf{IJK Aª°
程序、礼仪较明代简略。民国则更加简略，祭器供
áüf£Y ¡¢K £¤¥¡¢@ª$¦
品大不如前。正月十六日零点，礼炮九响，正祭开
,§k¨ K ¾@Ñ:©ª@£«¬@¾ª
始，屠宰乌牛、白马、猪三牲献血，清洗后将头架于
@®¯°±f²³f´0µ^¶@A·dÓ¸¹

供桌，杂陈果品
、糕点 、茶酒等物，而后由民众敬
¦º@»¼½,f¾ªf¿À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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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金彩绘屏风石棺床

香。早晨八时许，典礼开始，主祭、陪祭依次列香案
K ÁÂÃúÄ@~£@_ªfÅªÜeÆ
前宣读祭文，行三拜九叩礼（后改为三鞠躬）。下午
ÇÈª@j0É¬Ê£µdÕA0ËÌ¶K ÍÎ
行送神礼，将榜文焚于先天殿前的琉璃塔上，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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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

将灰送至藉河中，祭祀即告毕。１９４９
年天水解放
ÓÖ÷×ØÙ@ ª°ÚÛÜK !)() ´ÑvÝÞ
后，上元会自行解散，不再祭祀伏羲。１９８１
d@;wðjÝß@kTª°K !)*! 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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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秦州
- |K 
伏羲祭典

;Û8áâã¡ª:;K !)** 年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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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有诚信者开始在伏羲祭日上香。１９８８
月
:µ>?À@0¶@Ñväc lÝå
２６'& 日（农历五月十三），天水市人民政府举办规模

s8K N ¡
卦台山于元代已有伏羲庙。明代，中央政府在秦州
¢=@£I¤¥¦§¨©ª@«R¬®
专立伏羲庙，礼部特别制作标准祭文，由地方官负

盛大的伏羲祭祀典礼。从
'§Hª°~£K １９８９
!)*) 年开始，祭典活动
´@ª~oÚ

责祭祀。明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年），全国各地取消对三
¯ª°K ±²³´µ!"#! ´¶N·¸R¹º»0
皇的祭奠。伏羲祭奠取消。明正德五年（１５１０
¼Hª½K ª½¹ºK ¾¿À´µ!$!%年），
´¶@
政府对伏羲祭祀禁令松弛，卦台山恢复春秋祭，祭
 »ª°ÁÂÃÄ@sÅÆÇÈª@ª
£ÉÊjK ¾¿Ë´µ!$!&年），朝廷批准
´¶@ÌÍÎ©
礼仿文庙进行。明正德十一年（１５１６
¡sÏz@ª¾ÐÅÆK ¾¿
秦州在卦台山重建伏羲庙，官祭正式恢复。明正德

01/% 民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
K |K _`
女娲祭典

æçAèéêK
发展为伏羲文化艺术节。
流传于清水河流域陇城镇。陇城镇距秦安县城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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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相传为女娲出生之地。据《水经注》记载∶秦
Mò@óìAôõinàRK öòv÷øöùúû

十六年（１５２１年），又批准将拟建于卦台山的伏羲
Ñ´µ!$'! ´¶@ÒÎ©ÓÔzsH

安县城北面，山上有女娲祠，该地有风姓命名的风
ðñmü1@;8ôõý@BR8?þÿ!H?
沟"f?sf?#mR!@õ¼f$%f&'m(!@ì
、风台 、风茔等地名，娲皇、凤尾、龙泉等村名，传
说女娲生于风沟，长于风台，葬于风茔。镇南门有
)ôõn?"@?s@*?#K ï+,8

庙改建于秦州。明嘉靖二年（１５２３年），秦州伏羲庙
ÕzK Ö×Ø´µ!$'" ´¶@

女娲庙，大殿正中有女娲氏塑像。秦安陇城女娲祠
ôõ@§Ò¾8ôõ-.K ðîmôõý

正式建成，祭祀活动渐次正规化
、制度化，礼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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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造年代，距今已有
Hz/´@208 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１９８９
'%%% 7´H?çK !)*)年，
´@
îmï1þAà23ôõ@ ðæ4¡56Ï7
陇城镇百姓为了纪念女娲，自发筹资在原址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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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一座仿古式女娲大殿。每年的正月十五，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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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女娲的人们都要来庙里进香拜祭。从
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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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当地政府把＂民祭＂活动同宣传当地旅游资源、
DEðF}GHIJ8=@ uv§ÝåHMª
提升秦安整体形象结合起来，组织大规模的公祭

订了程式化的祭文。明嘉靖十三年（１５３４
ßàáÐHªK Ö×0´µ!$"(年），巡按
´¶@âã
甘肃御史张鹏、秦州知州黄仕隆主持制礼作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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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自撰《迎神曲》《送神曲》各—章，同时制定了祭
éðñòóôõ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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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程序、乐生舞生员额、祭祀人员服饰以及所用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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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祭祀进入极盛期。明代后期祭礼废弃，祭品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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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少牢，乐舞省去，祭祀用银也没有保障，多由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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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知州捐助。祭日也逐渐由一年两度改为一年一

度，时间定在农历正月十六。清代对三皇的祭祀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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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但＂民祭＂依然是当地百姓最为重视的祭祀
形式。民祭女娲活动最盛时有５省
县 !#%
１７０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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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群众参加。祭祀仪式开始前，祭祀师身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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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转衰，秦州的伏羲庙也渐渐冷清。清乾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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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３９
年），秦州知州李铉申报甘肃布政司，请求动
PMNÅÆª°@OPQÆK AEí³Ñ´
用公款恢复明代祭祀，未得答复。清乾隆四十六年

衣
、手持笏板、头戴＂三清冠＂，守在即将供奉给女
UfVîWX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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娲的猪、牛
、羊＂三牲＂和高粱、小麦、玉米
、黄豆、谷
õH´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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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１年），秦州知州侯作吴再次申报甘肃布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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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位年长的＂乡老＂一起进入女娲祠并献上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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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由天水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宣读祭文，人们敬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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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篮。秦安女娲祭祀仪式保持了原生态特性，成为

获准每年由布政司给银助祭，恢复太牢礼仪，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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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没有恢复官祭，敬献拜跪礼都有所降低。清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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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五谷＂旁边。仪式开始后，伴随着礼乐，祭师及
f
Z
ÀeKg4K YÐd@hiT£ï@ªR"

! !"" !
－３８８－

! "
文化

延绵数百年的文化积淀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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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水帘洞庙会的活动区域分＂拉
Üï',ðñòÐ- WÎÏ[\&Éµ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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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高抬
#$%& 民俗。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又
./- 0123,4'(5+- 6
叫铁芯子
、抬阁，也称高杆戏、亭子。高抬源于祭
789:;<=>?@ABC;D:A<EFG
祀，后逐渐演化为节日娱乐形式，是春节社火中的
H>IJKL(MNOPQRS>TUNVWX&
重要表演形式。麦积高抬兴起于清同治初年，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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梢寺＂＂水帘洞＂＂千佛洞＂三部分，主要在水帘洞举
çè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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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ÎÏæ
å
éêÏæ;o>nZqWÎÏó
行。庙会分道教、佛教两大类，各自举行仪式。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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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客以武山、甘谷、陇西、通渭
县为主，也有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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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南、四川、新疆等地的香客香会，平均每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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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甘泉、马跑泉一带，而后逐渐扩散流行，主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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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麦积区的甘泉镇、马跑泉镇、花牛镇、社棠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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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清嘉庆年间，水帘洞失火，庙会冷落。光绪年
és- _()c¾>WÎÏ*W>[\+,- -.c
间重修大殿，庙会逐渐恢复。从
¾Y/Z0>[\JK12- l１９８４
$%&# 年开始，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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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阳镇及道北办事处等十几个乡
、镇、办事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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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连续举办。庙会分春香会、秋香会，以春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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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制作是将一根铁杆插入方桌正中凿成的孔中，
< Ti8BX&X>
然后将其固定在贯通方桌底部的石磨眼中，以铁
Iq&X> 8
杆为骨架进行人物造型，在装扮好的人物周围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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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春香会在农历二月初九至十九，会期十天。
Mn- Uù\q^_6`ba7a>\8V秋香会在农历九月初九至十一，会期三天。庙会期
5ù\q^_a`ba7i>\8;V- [\8
间各地香会订有祭祀上供进香专门的日期，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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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所表演的故事情节，再饰以花木、山石、亭台、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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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武山香会进香日，除祭祀上供
、进香外，还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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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等，扮演故事情节的人物在上面辅以动作，由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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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道情与儒家文化艺术。香会为每届庙会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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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机拉动进行表演。起初的高抬是一层，在一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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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因以去水帘洞进香故称香会，又因均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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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捆扎一木杆，其上又在杆头绑扎一幼童，还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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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由人背着进行表演，后来渐发展到铁芯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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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层数及高度，具有艺术性。麦积高抬具有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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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帘洞行善助善，在民间又称＂水会＂。初十为甘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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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会，十一日陇西香会，十二日通渭香会，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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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大李家沟香会，各个香会组织服饰根据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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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和角色不同而定。武术会主要为武术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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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有特定的表演服饰。文艺表演主要有武山道
?;ðO;PO>K¬Q[\&ZMR- WÎÏU
情、山歌、秧歌，服饰按庙会的要求定做。水帘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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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文化艺术演唱团为民间组织的专业表演团体，
&' VsÄWÎÏz?[L®¶ ５０多人组成。
"' ùsÄ由¶８０余人组成水帘洞道情表演队由
506678 民俗。天水市非物质文化遗
U/- VWX3,4'(5
天水罐罐茶艺

妙、惊险、美观的特点。在表演内容上，主要是截取
×;ØÙ;ÚÛ&ÜÝ- q[LÞßà>nZTáâ
ãäåæ;ãäCç;èéêæXëìíî>ï
古典小说、古典戏剧、神话传说中精彩片段，配以
ðñ;t;D¯;ò,;°±óô>õCç;ì
山石
、花木 、亭台、器物、鸟兽等元素，集戏剧、彩
ö;½÷; ¡øùúÓFiû>ÑÒüýëþ;
绘、扎糊、造型等诸多技艺于一体，具有构思精巧、

制作精湛、内容丰富、视觉冲击力强
、地域色彩鲜
 ëÿ;Þ!"#;$%&'();*+,ì-

明等显著特征，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主要代表作
./0Ü1>ÑÒ2A&'(34- nZ5[
品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计划生育好》《蝴蝶杯》
6Ò789:;<=ë>
7?@AB¤>
7CDE>

《凤仪亭》《狮子楼》《盗仙草》《化蝶》《白蛇传》《刘
7FGD>
7H:I>
7JKL>
7(D>
7=Mê>7N
OP>
7QRST>全进瓜》《女娲眺镜》等。

玉泉观上九朝观
'()*+,- 民俗。天水市非物质文化
U/- VWX3,4'(
遗产。天水最大的庙会之一。农历正月初九，据传
5+- VWYZ&[\]i- ^_`ba>§ê
为玉皇大帝的诞辰，每年此日玉泉观皆设醮祭祀。
MbcZd&ef>gchObfÛijkGH-

从正月初八晚上开始，朝拜的人群已经摩肩接踵，
l`bmnàop>qr&stuvwxyz>
{|}V>~W.>3- Ý>sdW
爆竹喧天，灯火通明，热闹非凡。零点，人流几乎水
 >;Q;>Q
泄不通，钟磬声
、鼓乐声 、欢笑声相融相合，游乐盛
:- sdK- ba[\O>r¥
况空前。半夜人流渐歇。初九庙会日，包括城区周

产。罐罐茶普遍流行于天水城乡，通常以中下等炒
+- WWXYZdeFVW>[X\]
青绿茶为原料，经加水熬煮而成。熬罐罐茶的茶
^_XM`a> vÍWbck- deeX&X
具，称＂区区罐＂，形制古朴，高不足６
Ñ>@
å
rreæ>Rãf>A g ( 厘米，口径不
hi>jk
足
g ４# 厘米，用土陶烧制而成，腹部微鼓，罐口有一
hi>lmnok>pq>WjÒi
点小流，以方便倾倒，罐身有一供手持的小把，喝
Ýåd>rst>W»Òi:uv&åw>x
茶用的茶杯为一只形如酒盅大小的粗瓷杯。熬煮
Xl&XEMiyRz{|Zå&}~E- dc
罐罐茶的方法比较简单质朴，先把＂区区罐＂煨在
eeX&2ò4f>w
årreæq
炉火上，里边注入七分满的水，水滚沸后，将水倒
Wà>Õ oª&W>WI>Wt
入小瓷茶盅内，再按具体喝茶者的浓淡要求往砂
å~X|Þ> «ÑûX&ZM
罐内下入茶叶，然后再把茶盅里的滚水回入下了
eÞ\X> I«wX|Õ&W\Î

古装的夹板队伍在打夹板的过程中附有旋转的舞
ã¢&¬®¯q°¬&±²XÒ³Å&´

X&
årreæ>«Wdc>`¿>liå
茶叶的＂区区罐＂，再次温火熬煮，同时，用一根小
>ÈeÞ&X>¨VWs6wdee
棍，来回翻搅罐内的茶叶，所以天水人又把熬罐罐
茶形象地称作捣罐罐茶。＂捣＂的目的是使茶
、水相
æ&«&TX;W
XR%@ WWX-å

技，铿锵有力的夹板声中谐伴鼓、钹、锣
、箫 、喷呐
ú>µ¶Ò(&¬X·¸;¹;º;»;¼½

>Xo>X Á¡- YIc¤&
融，茶汁充分浸出，茶味变得更浓。最后将煮好的

U¾òQ>i¿¾ÀÁãÂs:Ã>ÄiÅ
等民间器乐，一时间引得古城万人空巷，组成一幅

XtX|>¢¢6£- S&dWWXTl
茶汁倒入茶盅，细细品茗。老式的熬罐罐茶是用木

既有传统民间文化特色，又有现代生活气息的人
ÆÒêÇU¾'(Ü,> 6ÒÈ5AÉÊË&s

材作燃料，燃具—般是用黄泥制作的倒三足形火
¤ ¥a> ¥Ñi¦Tl§¨ &t;gRW

围附近的人们扶老携幼，三五成群云集玉泉观，各
¦&sÁ>;t õbfÛ>¡
种美食、庙会纪念品以及娱乐杂耍琳琅满目，身着
¢Ú£;[\¤¥6yPQ¦§¨©ª«>»Ç

¾QÌ间游乐图。

炉，周围留三个开口。熬茶时，生上火，在镔铁做的
>¥¦©;oj- dX¿>AàW>qª8R&

武山水帘洞庙会
./01234 民俗。天水市非物质文化
U/- VWX3,4'(
遗产。武山水帘洞位于距武山县城东北
公里渭
5+- ÍðWÎÏÐFÑÍðÒÓ{ ２５
!" ÔÕÖ
水之北的鲁班峡中。始建于十六国后秦，北魏、北
W]{&×ØÙX- pÚFÛÜIÝ>{Þ;{
周、隋唐、五代、元代各代都有增建和重建，现存
¥;ßà;á;óá¡áâÒÌÚãYÚ>Èä

＂水帘洞＂＂拉梢寺＂＂千佛洞＂＂显圣池＂四处，均为
¸çèæ
å
éêÏæ
å/ëìæí~>îM
å
WÎÏæ
å

圆锥形水壶（俗称
子）内装上新鲜水，置于三足
«¬RW®/@ｐｉａ
!"! :¯Þ¢à#-W>°F;g
上预热，砂罐煨在炉子开口处的火边熬茶。由于生
à±>Wq:oj~&W bX- ¶FA
ÉW&&²A>³;´uvµáÎ¶W>W
活水平的提高，煤炉、电炉已经取代了柴火炉，水
?u±·Ë ¸¹W>ºÒ
årrWæ»ð
壶也已过渡到不锈钢水壶，唯有＂区区罐＂依然保
vÎ`p4f&¼½持了原始质朴的模样。

!"# #
－# ３８９－

天水大辞典
!"#$%
! ! 天水雕漆
!"&' 传统技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 &'()*+,-./

后处理采用机器平整和洗毯。洗毯不能用强氧化
j²¦ÉWÙX»¥üÚ_/ Ú_XÛWÜÝ]

天水雕漆以选料严格、工艺精湛
、漆质坚硬 、造型
0123456789:$;<93*=>9?@

剂作丝光处理，要用中性洗涤剂。中国仿古丝毯必
Þ`^H²¦ZQW|ÇÚßÞ/ |[àE^_Ð
须剪片，整理装饰图案，而高档丝毯则一般不用剪
ÑÛáZ¥¦âeCDZ+ÎÈ^_Ï{ÂXWÛ
片。天水丝毯产品有京式仿古、艺术挂毯、波斯图
á/ 01^_.O`<}àE9$õ_9C
案D ３大类
+ öW２００
($$余种，其织造精细考究，图案新颖，
ãÁZ-g?;ÊäåZCDæçZ

奇特、图案古朴、漆面光亮为特点。早期的产品主
AB9CDEF93GHIJBK/ LMN.OP
要为桌
、椅 、柜、箱等家用器具，多系木胎，亦有竹
QJR9S9T9UV'WXYZ[\]^Z_`a
胎、皮胎、藤胎。油饰做法为漆地做好后，以熟桐油
^9b^9c^/ defgJ3hfijZ4kld

 Zz4kld33Z
贴银箔，再罩以熟桐油生漆配制透明漆，入荫干燥

色泽鲜艳，立体感强，是西北地区的独家产品。
oèéxZ eêÜZ HÇ;h¯Në'.O/
２００６
($$, 年，天水丝毯织造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刘静波
àZ 01^_g?°$ìík²îÔïð
恢复了高浮雕丝毯编织技艺，采用天然优质桑绢
ñòóÎ^_fg°$Z ÉW0ô*ð

后漆色深红如枣皮，纹饰呈棕红色并泛金光，有浮
j3o|bZwe|otHZ`

丝为织毯原料，８
字扣栽绒手工编织方法，在织毯
^Jg_±6Z' õö«¬:fg~gZ
g_

雕感，古朴典雅。后期产品以木胎、皮胎的漆木碗、
ZF/ jM.O4]^9b^N3]9
手杖、印盒、笔筒、梳妆匣、茶碗等为主，也有靠背
 9¡¢9£¤9¥¦§9¨VJPZ©`ª«

÷|øùCDú_Pêwûü«¬ý
过程中按照图案设计对挂毯主体纹样进行栽绒留

调朱色森涂，绘泥金花草纹饰，漆色艳丽光亮。罩
mnopqZrstuvweZ3oxyHI/ z
漆做法为红漆地以堆漆方法堆塑花鸟博古纹饰，
3f{J|3h4}3~gEweZ

椅S9¬S99®R9¨¯V/
、摇椅、匾、圆桌 、茶几等。天水雕漆馨饰技法除
013pe°{±
传统的雕填外，还有彩绘、镶嵌、镶银、描金
、胎花、
²"N2³´Zµ`¶r9·¸9· 9¹t9^9
印锦、戗金、平螺钿、研磨彩绘等几十种。图案题材
¡º9!t9»¼½9¾¿¶rV¯ÀÁ/ CDÂÃ

取自《西厢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故事人物，
ÄÅÆÇÈÉÊ
ÆËÌÍÊ
ÆÎÏÐÑÊVÒÓÔ)Z
以及花草、文物、鸟兽、山水，兼取民间剪纸、刺绣、
4Õv9+)9Ö9×1ZØÄÙÚÛÜ9ÝÞ9
]ß9àáV/ .O:$`]:93:9âß9·¸9
木刻、年画等。产品工艺有木工、漆工、石刻、镶嵌、

描金等
多道工序。雕漆色彩除传统的乌黑色
¹tV １００
"#$ ãä:å/
3o¶±²"Næço
´Zµ`|9è|9éê9ëì9íê9îï9Eðï9
外，还有红、酒红
、墨绿、宝蓝、翠绿、驼黄、古绢黄、
nñ|9òó|VoZo¶ôy/ âß$õö÷ø
朱砂红、玫瑰红等色，色彩绚丽。石刻艺术大抵属
浅浮雕，由各种有色石料和象牙、玛瑙、珊瑚
、珠
ùZúûÁ`oâ6üýþ9ÿ!9"#9$

长，留出不同层次，再经过平剪工艺雕刻，使挂毯
þZývXYÿ!Zµ»Û:$ßZ"_
达到了浮雕的艺术效果，此项织毯工艺技术俗称
mnóN$õ#$Z %&g_:$°õ'(
＂软黄金上的雕刻＂。丝织浮雕艺术挂毯《珠联凤
~
)ïtNß/ ^g$õ_ Æ$*+

祥》《乘龙观音》等
项作品获得国家外观设计专
Æ-./ÊV "(１２&`O0['´.1
,Ê

利，大型丝织艺术挂毯《麦积山》被中华人民共和
2Zö@^g$õ_Æ34×Ê5|6ÔÙ7ü
国外交部收藏，丝织浮雕艺术挂毯《兽面纹》在第
[´89:;Z^g$õ_ÆÖGwÊì
４３
)+ 届全国工艺品交易会上获得＂金凤凰＂创新产品
<[:$O8=0
~
t>?Fæ.O
设计大奖赛金奖，丝织浮雕框式艺术壁挂《珠联凤
ö@tZ^gA}$õBÆ$*+

祥》在第九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
,Ê ìC<|[:$DõöE`OF[G$õ
($$'
~
0:$H9IJ Z
;O２００８＂天工艺苑、百花杯＂银奖，浮
精品博览会上获
^g$õ_Æ6KCÊLìM<|[N.
雕丝织艺术挂毯《华夏图腾》荣获第七届中国（浙

%9&'â9(tâ9)*V·¸+,/
-W64.
玉、孔雀石、青金石
、贝壳等镶嵌而成。其用料以浙
/(0â9123×â9×4ê5â96×|â97
江青田石、福建寿山石、山东绿冻石、萧山红石、掖

/O\)*+]-. /
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银奖。

县白滑石、北京黄石为主，附以东北岫岩玉、河南
89:â9;<ïâJPZ=44;>?%9@A
黄花石、太湖蚌皮等。天水雕漆厂创建于
ïâ9BCDbV/ 013EF2G １９５８年，
"%&' àZ
是生产天水雕漆产品的主要厂家，产品有床榻、躺
H.013.ONPQE'Z.O`IJ9K
椅、屏风、茶几、餐桌、书架、茶盘、烟具以及旅游纪
S9LM9¨¯9NR9OP9¨Q9RY4ÕSTU
念品十几大类
VOÀ¯öW２００
($$ 多种不同规格的产品。
ãÁXYZ8N.O/
天水丝毯
!"() 传统技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²"°$/ ['\)*+]-./

产。甘谷脊兽始于清末，传承至今已有
./ qPQÖRGSTZ²îUVW`１３０
"+$余年。
ãà/

天水丝毯制作历史悠久，１９５４年天水成立手工编
01^_`abcdZ"%&) à01,e:f
gh_h`iZ($ jU
àkjMà.lmn (２
织地毯合作社，２０
世纪 '$
８０年代后期年产量达到

些事物组合在一起，表达一定的心愿。民居脊兽用
yÓ)zh{{ZÀm{|N}~/ ÙQÖW

万平方米，成为甘肃省当时出口创汇的主要商品
o»~pZ ,JqrstuvwFxNPQyO

*+,- 传统技艺。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
²"°$/ qrs\)*+]甘谷脊兽

题材有民间传说、神话故事
、鱼虫花鸟，图案主要
ÂÃ`ÙÚ²X9YZÒÓ9[\ZCDPQ
有佛、道、儒三家经典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莲花、梅
`]9ä9^_'µÒÓ|NÔ)`ýZa9b

花9cd9eVfghZ9i9j9>9k9l
、牡丹、菊花等寓意花卉，龙、鹿、鹤、凤、马 、麒
麟、蝙蝠等祥瑞动物及博古等文房四宝。脊兽常通
m9noV,pq)ÕEV+ríë/ QÖs
过象形、会意、比拟、夸张、谐音等艺术手法，将一
ý`9g9tu9vw9x/V$õgZ¸{
印花压模脊和五把鬃以下等级，寺庙屋脊有莲花
¡Qü4 VZ Q`a
脊和实心脊。甘谷脊兽在县内外很有名气。民谣
Qü}Q/ qPQÖ8´`/ Ù

z{/ -|Z}·$_
~
$9"'$ ä$õ
`
~
NZNsZb'Nã
之一。其中，浮雕式镶珠毯＂二龙戏珠＂、１８０
道艺术 有∶＂土桥子的瓦碴，双碾子的泥，史家坪的秀才多

挂毯＂群仙祝寿＂、２００
道波斯毯在全国轻工业出口
_
~
 39($$ ä_[:vw
产品展览会上获金龙腾飞铜牌奖。天水丝毯以优
.Ot/ 01^_4

[/ N'(OJPQ.hZP
如鱼。＂永安村（俗称土桥子）为主要生产基地，主

质的桑绢丝或柞绢丝为主料，通过图案设计、绘制
*Nð^ð^JP6ZCD9r

产作坊，被称为＂张大兽＂的张海最为知名。张海
~wöÖNw¨©Jª/ w¨
.`¦Z§(J

Cö
图样大稿

9K9¡¢9£o9¤¢9¢9g_9»
、点样、算线、染色、倒线、配线、织毯、平

（１８７４—１９５６年），字子寿，自幼学习脊兽艺术，一
N"'*)«"%&, àOZõ3ZÅ¬®QÖ$õZ{

要生产宗教建筑脊兽和民用砖瓦。农户多半有生
Q. 2¡QÖüÙW¢/ £¤ã¥`

毯、剪花、整理等
_9Û9¥¦V ("２１道工序纯手工生产而成。丝毯
ä:å§:.+,/ ^_

¯QÖZ°±ZÔ(
~
wöÖ/ LàG²
生捏制脊兽，闻名陇上，人称＂张大兽＂。早年于渭

的生产工艺与羊毛栽绒地毯大致相同，区别在于
N.:$¨©ª«¬h_ö®YZ ¯°G

源、陇西、宝鸡等地拜师学艺，与陕西张德高
、北京
³9±Ç9ë´VhµE$Z¨¶Çw·Î9;<

原料和后处理上。蚕丝先要经过练丝，即将生丝浸
±6üj²¦/ ³^´Qµ¶^Z·¸^¹
在碱溶液中，去除丝纤维外表的胶质，成为熟丝。
º»¼|Z½±^¾¿´ÀNÁ*Z,Jk^/

王勤等名师切磋技艺，取多家之长，制作的脊兽庄
¸¹VEº»°$ZÄã'zþZ`NQÖ¼

一般将
{Â¸２７
(* 根熟丝捻成一股丝线，经过酸性染料染
Ãk^Ä,{Å^¢ZµÆÇ£6£
oZ,J«¬±6/ ^_N|È.OÉWÊËÌ¢
色，成为栽绒原料。丝毯的中档产品采用细棉纱线
`µÍ¢Z+ÎÈ.OÏÐÑ4^¢`µÍ¢/ ^
作经纬线，而高档产品则必须以丝线作经纬线。丝

鹤j9Ä9ÅVQÖZa9bVÆ)hÇÈÇÉZ.
、鹰、鸽等脊兽，莲、梅等植物花卉惟妙惟肖，产
OüÊGqrË4ÕÌËN×ÍÕÎÏ
品行销于甘肃境内以及邻境的名山寺观及乡绅名
Ðz'/ "%*' 年后，传统古建筑文化重新得到重
àjZ ²"E2¡+]½æ0n½
宦之家。１９７８

毯采用抽绞栽绒工艺，以便于折叠和保存。丝毯的
_ÉWÒÓ«¬:$Z4ÔGÕÖü×Ø/ ^_N

视，脊兽行业开始兴盛，张海的子孙在继承传统的
ÑZQÖüÒRÓÔZw¨NÕÖî²"N

½Z¯N9+9¾9k9¿À9[9ÁÂ9Ã9
重典雅，捏制的龙、凤、狮、马
、狻猊、鱼、瞅儿、虎、

! !"# !
－３９０－

! "
文化

同时，创新了工艺技术，用画幅、卡片上的图形作
!"#$%&'()*+,-./0123456

质文化遗产。天水呱呱历史悠久，相传在西汉末年
xyz{| ÔÕnnopqr+×rSstüF

蓝本，捏制的脊兽形式更为多样，形象更为生动。
78+9:3;<5=>?@A+5B>?CDE
１９８４年，从河南引进琉璃挂釉技术，使甘谷脊兽在
!"#$ F+GHIJKLMNO)*#PQR;<S
工艺创新上更进一步。甘谷脊兽工艺美观大方、庄
'(T%2>KUVE QR;<'(WXYZ[\

隗嚣割据天水时，呱呱是皇宫里的御食。隗嚣的母
uvwxÔÕ"+nnyØz3{| uv3}

重典雅
、光泽晶莹，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及浓郁的乡
]^_[`abc+defghZijklm3n

御厨逃离皇宫，隐居天水，后在天水城内租起一间
{yØ+ÔÕ+!SÔÕ·GU

opqE
土气息。

铺面，专门经营呱呱。呱呱的做法是先将荞麦粉碎
ã+ nn nn3¡í¢K£½äg

秦安草编技艺
#$%&'( 传统技艺。甘肃省非物质文
rs)(E Qtuvwxy
化遗产。秦安王尹乡王庙、莲花镇尹家湾遗址出土
z{|E }~n/ {o

成＂荞糁子＂，加水浸泡后取其淀粉，将淀粉加水入
Ä
¤
£¥¦§+ÃÕ¨©!ôª«ä+K«äÃÕ8

的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土陶柳条壶与土陶柳条杯
3%" yzoo
是秦安最早的编织品的雏形。到了清代，草帽、竹
}~335 &+[
席、篓筐等有草、竹、柳等材料编制品繁多，以安伏
[¡¢£e[[£¤¥:¦@+§~¨

的呱呱时方可取出，待装入盆内加盖回性后，将呱
3nn"Z²ô+ò³8´GÃµ¶.!+Kn
呱撕成小块，加辣椒油
、芝麻油、芥末、酱油、食盐、
n·Äl¸+Ã¹ºá/»ëá/¼ü/½á/|ì/
醋、蒜泥等调料即可。制作呱呱时，荞麦
、宾豆、豌
¾/¿À£P¥>² :6nn"+£½/ÁÂ/Ã

乡的草帽最具特色，多由商贾收购转销。秦安草编
n3dij+@©ª«¬®¯ }~

豆都可当作原料，以荞麦做的为上品。呱呱的好与
ÂÄ²Û6Å¥+§£½¡3?2 nn3"

工艺主要分布在叶堡、莲花、陇城、王尹、安伏等多
'(°±²³S´µ[[¶·[[~¨£@

坏，调料的配制非常关键，经营呱呱的人都有独特
Æ+P¥3Ç:vÈÉÊ+ nn3ÜÄeËi
的调料配制秘方。呱呱色泽美观，调料讲究，柔精
3P¥Ç:ÌZ nnjaWX+P¥ÍÎ+,Ò

¸n+Y¹º»¼,½¾[¿RÀÁÂ(*Ã'
个乡镇，大量农民利用麦秆
、苞谷皮通过艺术加工
编织成各种美观、实用的工艺品，如茶垫、提篮、生
ÄÅÆWX[Ç,3'(+ÈÉÊ[ËÌ[C
肖、草帽等，式样新颖
、颜色绚丽、工艺精巧。
Í[£+=A%Î[ÏjÐÑ['(ÒÓE
天水猪油盒制作工艺
)*+,-./0( 传统技艺。天水市物
rs)(E ÔÕÖw
质文化遗产。相传清代从宫廷传来，当地人称为宫
xyz{|E ×rGØÙrÚ+ÛhÜÝ?Ø
ÙÞß ÔÕàáâ°¥?2£Òãä+å¥eC
廷点心。天水猪油盒主料为上等精面粉，辅料有生
àæá/Yçèé/êëá/Òì£ :6Zíî
猪板油、大葱嫩芯、胡麻油、精盐等。制作方法是把

~!+nni +öeU
亲塑宁王太后，对呱呱特别喜爱，每隔三日必有一

食。到了东汉，隗嚣兵败刘秀，投奔西蜀的孙述时，
| &t+uv+s3"+

锅，用小火熬煮，直到锅内形成厚厚一层色泽黄亮
¬+,lD®+*¬G5Ä¯¯U°jaV±

而富有韧性，重油而浓香不腻，冷热皆可食用，是
fÏe-.+]áflbde+ÐFÑ²|,+
ÒÓÑÔ3lm
四季皆宜的小吃。

明光仙酿酒工艺
234560( 传统技艺。天水市非物质
rs)( ÔÕÖvwx
文化遗产。＂明光仙＂酒因其在秦州区娘娘坝镇姚
yz{|¤
g`ÕÖ×ØªS}ÙÚÛÛÜÝ
Þßà`áâK&ãäcåj Å¥§kxY
家沟村云光山下进行酿造而得名。原料以优质大
麦和玉米为主，发酵曲子原料是大米和五味子、黄
½æçè?°+ðñé¦Å¥Yèæêa¦/V

ë/ìí¦/îï/ðê/ñê/òÀ/Vó£
Òïãäðñò,+óôá/ã+§Uõö3õ÷
精白面粉发酵待用，另取油、面，以一比三的比例
芪、车前子、防风、柴胡、钱胡
、桑皮 、黄檗等 %&
２０ @
多
ÆYôõ
g`ÕÖËi3rsã×'(+<ö
种中草药。＂明光仙＂独特的传统酿酒工艺，包括对
Å¥/Õ÷/ðñ'(3øùæúû+ÁÂüýÉ
原料、水源、发酵工艺的认识和掌握，通过师承关

系代代相传，并适时加以调整，每次酿造出的酒均
þ×r+ÿQ"Ã§P!+"ãä3×#

有所区别。＂明光仙＂酒酿造者到现在已是第七代
e$Ú¤
g`ÕÖ×ãä%&S'()
传承人，酿造者只在春节前酿造酒自用，不作为经
rýÜ+ãä%*S+,íãä×-,+d6?

济来源，因此酿酒技术面临失传的危险。
.Ú÷+Ø/ã×)*ã01r323
天水麻鞋编织技艺
)*78&9'( 传统技艺。天水市非物
rs)( ÔÕÖvw
质文化遗产。天水麻鞋主要集中在甘谷和清水两
xyz{| ÔÕë4°±5YSQRæÕ3
6 §ÛhÆ7ã89:3kxYë?°±Å¥+
县。以当地种植面积较广的优质大麻为主要原料，

辅以棉布、麻布进行纯手工编织、刺绣、压形。甘谷
å§;³/ë³K&<='>/?@/A5 QR
麻鞋分纯麻编织和棉线编织两种。棉线麻鞋制作
ë4²Bë>æ;C>3Æ ;Cë4:6
!"#
猪油盒
:ø+ùîYçèéúÄûüý, þÄ§2'ÿ
制酥，再把大葱嫩芯切成细末备用。完成以上工序
!+ îðñ"3ã#ÃU$õ÷3%K&'()
后，把发酵好的面团加一定比例的碱进行反复揉

)*æ'(åW Drý+E8ã¥e;³/YF
技术和工艺得于家庭传承，基本面料有棉布、大青
ë/;C+A=?rs3GHIæJK3CLJM
麻、棉线，样式为传统的百衲底和简易的线帮简便
4 '(ë4©<ë>cÄ ë4eÒûN²+
鞋。工艺麻鞋由纯麻编织而成。麻鞋有精细之分，

:+*+)Ò,e-."+/Ä0+12êë
制，直至揉到精柔有韧性时，拉成长条，抹上胡麻

粗者用麻拧成辫，盘成麻鞋底垫，用麻绳左右穿
O%,ëPÄQ+ RÄë4IÊ+ ,ëSTUV

á+2ÄU3]3ã4+ùîã456+78Cá
油，揪成一两重的面剂，再把面剂按扁，包入生油

紧，在鞋底周边栽上较粗的精制麻绳，
做成鞋帮
W+ S4IXYZ29O3Ò:ëS+ ¡Ä4L

酥卷拢，按扁，包进生猪板油、大葱末、精盐等，捏
ø9:+5;+<KCàæá/Yçü/Òì£+9

¦+K4L¦UU[Ú+ù¡2\]+,^_`
子，将鞋帮子一一串起来，再做上鼻梁，用木头楦

拢收口即成圆形猪油饼生坯。把整置火上预热，在
:¬=>Ä?5àá@CA îBCD2EF+S

子把鞋撑起来即告成功。细麻鞋底子结实，帮子细
¦î4aÚ>bÄc ûë4d¦eÇ+f¦û

鳌内抹上少许胡麻油，鳌烧热后，将生坯放入鳌内
BG12HIêëá+BJF!+KCAL8BG
稍烙一会，即在整内调入适量胡麻油，待生坯半煎
MNUO+>SBGP8Q¹êëá+òCARS
半炸至金黄色时，从鳌内取出，置于炉中烘烤至
RT+UVj"+ GBGô+ CWXYZ[+

密，鼻梁精制。除传统的式样外，还有单边麻鞋与
g+\]Ò: hrs3=Ai+jekYë4

熟。具有酥脆松软、滋味浓香、色泽绚丽
、油而不
\ deø]^_/`alb/jaÐÑ/ácd

开发了既绿色环保、又符合现代时尚的天然麻鞋
yð&z{j|}/ ~&"3Ôë4

腻、酥而不碎的特点，被评为甘肃省名优小吃。
e/øfdg3iÞ+hi?Qtujklm

þ|+|=W /8kÖ v
系列产品，该产品出口美国、日本及欧洲市场。公

)*11./'( 传统技艺。天水市非物
rs)( ÔÕÖvw
天水呱呱制作技艺

l\]ë4£ ë43>mn"oW3pz
无鼻梁麻鞋等。麻鞋的编织随着时代审美的变化

不断改进，甘谷县大漠行麻编鞋业有限公司研究、
dqrK+QR6Ys&ë>4teuvwxÎ/

司员工王应武通过搜集、整理，形成了较为系统的
w'ÁÂ5/!+5Ä&9?þs3

! !"# !－
－３９１

!"#$%
天水大辞典

民间传统麻鞋制作技艺资料，对研究民间编织历
!"#$%&'()*+,- ./0!"123
史、编织技艺均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45126*789:;/0<=>
秦安陶器烧制技艺
&'()*+,- 传统技艺。大地湾出土
#$6*> ?@ABC
的
!""" 余件陶器，证明了秦安制陶业源远流长。
EFGHI JKLMN'GOPQRS>
D８０００

明清时期，制陶技术普及全县，城乡各地都有作
KTUVI 'G6WXYZ[I \]^@_8(

武山旋鼓舞
./234 传统舞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z$> YÎµZ[\
产。旋鼓舞也叫扇鼓舞或羊皮鼓舞，是一种舞乐结
¡>  ¡¢h £¤
I¥9C¦§
合的群众性民间广场舞蹈艺术。代表地区有武山
¨;©ª¿!"«?*W> ~¬@ë8]
的滩歌镇、洛门百泉、龙台、山丹等镇村。最初的作
;®5¯°±²5³´5µq> ¸õ;(
用是牧童用来震慑狼群、减灾避害的活动方式，后
g¥¶·g"¸¹º©5»¼½¾;eq¿ÀI

坊，主要以生活日用品为主，有盆
、罐、坛、碗、壶、
`IabcdefghiaI8j5k5l5m5n5
杯、缸等，烧制精良，远销省内外。相传清朝嘉庆末
o5pq-r'st-Quvwx> yzT{|}~
年，陕西万姓人在兴国镇康坡村后山顶挖窑制陶，
I 'GI

来发展成为民间祭祀、祷告、祈助等宗教仪式。羊
"ª« i!"ÁÂ5ÃÄ5ÅÆqÇÈÉÀ> ¤

并传授技艺于康坡村村民。民间流传着＂康家坡的
z6*!> !"Rz

;
瓦罐儿，徐长家的蒜辫儿＂的谚语。民国时已成为
kIS;D> !U i
陶器生产的基地。兴国镇康坡村，王尹乡王川、尹
GHd¡D¢@> I£¤]£¥5¤

有羊皮鼓一面，鼓槌一只。鼓为单面鼓，状如团扇，
9kI Ó9Ô>
iÕk IÖ×ØhI
8¤
以木或扁铁做框，上蒙羊皮，柄下置三孔佩九环，
ce£Ù,ÚÛIÜ¤ IÝ{ÞßàáâãI
鼓时九环互触有声。鼓槌用羊皮或麻绳编成，状如
Uâãäå8æ>
Óg¤ £%çè IÖ×

川、胡家河、沟底村都发展成为陶器生产村。康坡
¥5¦§5¨©_ª« iGHd¡> 
村当时有１２０
¬U8 #$%多户，从事烧制陶器的
®I ¯°r'GHD７０
&%多户，年
®I
产陶器６
F> M±GHc²³´iaIµ@¶
¡GH '万多件。秦安陶器以青灰色为主，质地较

秦剧中的马鞭，长约—尺有半，由鼓槌、鼓柄、槌穗
Méñ;êëISì9í8îIï Ó5 Ý5Óð
（为红色）组成。动作有原地击、跑跳击、跑步击、吸
ñiò´óô > x(8ê@Æ5õöÆ5õ÷Æ5ø
腿击、蹉步击、下蹲击、翻身击、半蹲击、虎跳击、箭
ùÆ5ú÷Æ5{ûÆ5üýÆ5îûÆ5þöÆ5ÿ

薄。瓦坛、瓦罐的最薄部位仅
·> l5kD¸·¹º»３～４
()*毫米，韧性好，
¼½I¾¿ÀI

步击、互击
１１ C>
种。最精彩者为跑跳击、吸腿击、虎
÷Æ5äÆ ..
¸s!"iõöÆ5øùÆ5þ
跳击。跑跳击，舞者左手持鼓于左胸前，右手握鼓
öÆ> õöÆI"#$% #&'I($)
槌击鼓，左脚向前跑跳一步，右脚抬起，左脚垫跳
ÓÆ I#*A+õö9÷I(,-tI#,.ö
一步后，右脚落地跑跳一步，左脚抬起连续按一拍
9÷I(,/@õö9÷I#,-t01293

皮鼓为男性群体舞蹈，表演人数数十人或数百人
iÊ¿©ËI ÌÍÎÎÏ£Î±
上千人均可。演出方式以行进、圆场式为主。道具
Ð7Ê> ÍB¿Àc}|5Ñ?Àia> Òî

能承受一般性撞击，且透气性能好，可储藏食物，
ÁÂÃ9Ä¿ÅÆIÇÈÉ¿ÁÀIÊËÌÍÎI
加之价格低廉，一度成为秦安以及相邻的通渭、甘
ÏÐ<ÑÒÓI9Ô iM±cYyÕDÖ×5Ø
谷、秦州、麦积、庄浪
、静宁、张家川 、清水和周边的
Ù5MÚ5ÛÜ5ÝÞ5ßà5á¥5TâãäåD
æç5è5éêq[ë!ìde;abíî
降德、西吉
、海原等县区人民家庭生活的主要餐具
ïðH> ñò!óã ôõVIGHö÷ 
与容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陶器还处在兴
øUVIGHd¡ùcd¡defghiaId¡
盛时期，陶器生产仍以生产生活日用品为主，生产
6Wúûüý> $" þÿ６０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
'" !c"I#$%;
技术不断革新。２０世纪
ª«I&';()I*H5+*5,H5-,qde
发展，运输的方便，瓷器
、搪瓷、铁器、塑料等生活

节奏反复。吸腿击，左手持鼓于左胸前，鼓面朝右，
4567> øùÆI#8% #&9I k{(I
(8% Ó¯(:¿Æ > 93Æ 5;3<,
右手持鼓槌从右侧上方击鼓。一拍击鼓、二拍响铁
ã> #*¨=93,>@I,?@;I(ù,>
环。左脚合第一拍脚尖着地，脚跟提高，右腿脚尖

蹦直吸腿。第二拍脚跟落地、右腿还原。第三、四拍
Aøù> BC3,D/@5(ùöê> =ß5E3
ï=95C3ÚyFx(> þöÆI#8G I(8
与第一、二拍做相反动作。虎跳击，左手持鼓，右手
G Ó/@(üþöÆ > ÌÍUI "HI
持鼓槌落地作翻虎跳后击鼓。表演时，舞者戴草
JIK.LMIwwN6OPIxQR´êSIT
帽，穿对襟上衣，内带绣花肚兜，外套白色马夹，腰
U²´VwI{²´£W´.XYI,Z%&I
系青色布带，下着青色或蓝色大裆裤，脚蹬麻鞋，

日用品的大量出现，陶器生产逐渐衰退。２０
世纪
fgh;./B0I GHd¡1234> $" þÿ
８０
!" 年代后，人们对花盆等工艺品需求量越来越高，
!I5.6jq7*h89/:":;I
为了适应市场，秦安的陶器生产转向茶壶、花盆等
iL<=>?IM±;GHd¡@ABn56jq

工艺品，产品种类繁多，色彩丰富，图案精美，陶器
7*hI¡hCDEI´FGHIIJsKIGH
制品成为秦安的一大特产。一部分制陶人外出兰
'h iM±;9.L¡> 9¹M'GxBN
州、银川、定西、靖远、西宁、西安、新疆等地从事生
Ú5O¥5P5QQ5à5±5ýRq@¯°d
产与销售，陶器收入成为制陶人经济生活的主要
¡ïuSI GHTU i'GVWde;ab

鞋尖饰红色或青色穗子，左手持鼓右手握鼓槌和
&[\ò´£²´ð]I #8G (8) Óã
着鼓点在领舞者引领下或奔或突或旋或圆，忽左
 ^ _"`_{£a£b££ÑI c#
忽右，时缓时趋，形成旋场
、旋蜗牛、旋八字 、旋四
c(IUdUeIf ?5gh5ij5E

角k5l]m5%65nE°5o]pE°5qêM
、剪子扣、旋麻花、开四门、太子游四门、白马分
r5st 5uvw5sxÒ5yzB{5;³|}5
鬃、蛇蜕皮、钻口袋、蛇嗖道、蚰蜒出洞、二龙戏珠、

"P>
来源。

u6~q１９
.- 种队形。
Cf>
钻花眼等

./"0+1,- 传统技艺。天水市非物
z$6*> Xâ>YÎ
武山水磨制作技艺
µZ[\¡> ]â^Mi_`5ô`aC> _`
质文化遗产。武山水磨分为平轮、立轮两种。平轮
abMb ¥c@ë5×§RdI@`ieµIg
主要分布在川道地区、渭河流域，转轮为木质，用
â/¶.Iâf¶_IgÔi ３５～４０
(+,*" ÔÐ"I^h
水量较大，水槽较平，差度为
度之间，磨扇
ijIBkl¶;> ô`^gâ/mIabMn
厚重，出面率较高。立轮磨用水量小，主要分布在
ëo¨I7*'(pÔ.I@q¹Mrgâsô
山区峡沟，工艺制作难度大，转动部分先用水将立
t;e`u@I vgô`wxayz^h{¹
起的木轮冲转，然后用立轮带动主轴使磨扇下部
转动进行磨面。２０
８０年代初，农村拉上高压
@x|}^k> $" 世纪
þÿ !"
~õI;
电，用电动机皮带轮作动力，直接改造成电动磨。
Igx w`(xI q^>
２０$"世纪
年代，武山水磨除土榨油磨磨油籽外，
þÿ ９０
-" !I
]â^C^^xI
大部分农村全部用上电钢磨。武山水磨现存最早
.¹MZ¹g^> ]â^0¸
9÷K~3"I9÷T"> Z
一处建于明代万历年间，一处建于清同治年间。全
[0 ５处水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
+ ÷â^(iYÎµZ[\¡ÃI
县现存
â^Z¹>
其他水磨全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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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旋鼓舞

&5674 传统舞蹈。甘肃省非物质文化
z$> ØvYÎµZ[
秦州夹板舞

"
文! 化

遗产。夹板又称云阳板，唐时又称拍板，源于上古
!"# $%&'()%*+,&'-%*./01
时的＂击壤＂，一般用于大型祭祀活动及庄严肃穆
,2
3456789:/;<=>?@ABCDE
的场合。１９８５年，在北道区南集宋墓出土的画像砖
2FG# !"#$ H7IJKLMNOPQR2STU
中，《男伎击拍板图》与天水早期夹板样式基本相
V7WXY4-%Z[ \]^_`$%abcde
同。夹板舞以架为一演出单位，每架约
人
$%&'% p
f# $%ghij8kQlm7nio ５０～６０

事）和小兵调（以情调、民歌为主）两种，曲调高古
:{t®u6hxusj~:¯7Óu°1

不等，但夹板队不得少于
２４ p#
人。表演方式以行进
qr7s$%tquv/ ()
wkxbhyz
式和原地式为主。演者上着黑底白云边短打服，下
b{|}bj~ k0( 7
着黑裤，头扎白布巾。夹板以两块长
厘米、宽６
7# $%h ７５
*$ 
'

自身的本真样式自然存活于民间，较少人为地加
ÒÏ2dÓabÒ»É?/ 7 êvpj}Ô

厘米、厚
厘米的红椿木制成，后改为桐木，皆涂
 ２．５
(+$ 27j7
漆绘彩或呈本色。一头钻孔以筋条扎之饰彩穗，一
¡¢£¤¥d¦# 8§¨h©ª«¬£78
头为舞者双手所持。表演时舞者拉开夹板，右手拉
jg®¯°±# wk,g²³$%7´¯²

快，鼎盛时曾流传到５
个乡镇 .,%
２４０余个村落。１９５７
å7æç,èSJ¨ $ DW
ªDZé 1"$*
年，由秦安郭嘉镇郭嘉村农民董烈儿、郭遂世、赵
H7"TZêëìíîÛï
改儿
、李珍英、郭存生 、宋林林' ６p12g
人组成的蜡花舞
íðñòÉÙOóó

至右上方，左手握夹板，右脚拉向前方。然后左手
µ´0x7¶¯·$%7´¸²¹ºx# »¶¯

表演队代表甘肃省赴京参加了第二届全国民间艺
wktÝwDMôõöÔÊ÷øùúû ü

拉至后上方，右手推至左前方，左脚不动，右脚掌
²µ0x7´¯¼µ¶ºx7¶¸q@7´¸½
点地向前，左右手击响夹板三次后脚原地不动。最
¾}¹º7¶´¯4¿$%ÀÁ¸|}q@ Â

术观摩会演，受到了周恩来
、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
ýþÿåk7Þ¨Ê!"h#$rû%ý&p2

通俗，旋律简洁丰富，唱法柔媚雅致。唱腔采用秦
^±7²³Ý´µ¶7p·¸¹º» p¼½:T
安当地方言土语，曲调丰富，既有＂文人雅士＂清雅
j}x¾R¿7ÓÀµ¶7Á×
Â
QpºÃÄÅº
格调，又大量保存了明清俗曲的＂原始基因＂。早期
Â
|âcÌÍ _`
Æu7&;ÇÈÉÊËÅ±Ó2
主要在元宵节前后社火表演中流行。由于一直以
~IÎÏºÐÑwkVSy "/8Òh
工改造，保留了典型的原生态民间舞蹈形式。２０
世
ÕÖ7È×ÊØ<2|ÙÚ gçÞb .0 Û

纪 $%
５０ HÝ7gÞ¨ßà2°áâ7ãäê
年代，蜡花舞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发展较
Ü

'(7Å)*r+ ÷,-öÔ-.Ê/0W1
接见，并获二等奖。随后应邀参加拍摄了电影《万
后，左右手将夹板合拢，左脚上前并拢，即完成一
紫千红》等影视片。到了２０
23[r0â ¨Ê .%世纪
7¶´¯Ã$%GÄ7¶¸0ºÅÄ7ÆÇ8
ÛÜ７０
*% 年代，秦安蜡
HÝ7T
行香步。表演时，舞者手持夹板在行进中反复作行
yÈÉ wk,7g¯±$%IyzVÊËÌy 花舞濒临失传。改革开放以后，蜡花舞重新恢复，
g456J 7³ôh7g89Ë7
香步，驻足时夹板在身体左右喳喳击之，直至曲
多个村缩小到目前不
ÈÉ7 ÍÎ,$%IÏÐ¶´ÑÑ4«7 ÒµÓ 流行区域由解放初期的
SyL:";ô<`2 ６０
'% `DZ=t¨>ºq
终。伴奏有唢呐为主的吹打乐器。夹板舞动作简
Ô ÕÖ×ØÙj~2ÚÛÜ $%g@ÌÝ 足
Î １０个村，参加人员由过去的青年女子演变为目
!% DZ7öÔp?"@A2£Hc8kãj>
ltÞl87¥ß'à7yáÍÎâÔqã 前的中小学学生。舞蹈步、形体动作由过去以碎步
º2VtBBÙ gçÉÞÐ@Ì"@AhCÉ
单、队形单一，呈对称两排，行走、驻足始终不变。
早期的打夹板为庙会群体舞蹈，迷信色彩较浓。每
_`2$%jäåæÐgç7èé¦£êë n
j~7kãjgI2rsgçÉj~78DEáê
为主，演变为现在的秧歌舞蹈步为主，一些难度较
逢朝山还愿或迎神祭天之时，先放三响铁炮，随之
;2ÞÐ@ÌF°G¦H¦7åIJKLv
ìíîïð¤ñò=]«,7óôÀ¿õö7÷«
大的形体动作如高挠扇
、底摆扇，会做者已经减少。
8øù;2úûüý2þÿ³! þÿ"#$
一面硕大的龙旗引领的仪仗开拔。仪仗由高举着
;%&'()*7+,-.òm)/7¯±
大红宫灯
、罩伞、佛幡，怀抱薰炉神位、佛签，手持
)02æÐ1 «2ÚÛt7"½345
佛棍的群体组成。之后是吹打乐队，由掌鼓、筛锣、
(56À78978:;5;5<=r
云锣（三星子、七星子）、大锣
、罗锣、木鱼、钗等打
4ÛÜ{ØÙ>?8@rÚÖÛÜ1
Ût
击乐器和唢呐、笙、管子、笛等吹奏乐器组成。乐队
AjB$%¯ CDtBIÛtÚÖ2WE8
两侧为两列夹板手。整个队列在乐队吹奏的《太子
FGH[ÛÓ2ÕÖ{$%4«Iyz
游四门》乐曲的伴奏下和着夹板打击之声行进。
#$%&' 传统舞蹈。甘肃省非物质文化
JKgç LDMNOPQR
秦州鞭杆舞

遗产。流传于秦州区秦岭乡斜坡村一带。鞭杆舞通
!" SJ/TULTVWXYZ8[ \]g^
_j４人一组，最多时可有
, p817 Â`,a×３２
-. 人或
p¤ ６４
', pf,g
常为
人同时舞
ç7gbjXcd¦7@Ìef gISJh
蹈，舞者分为男女角色，动作各异。现在流传下来
2\]g2d¦hXpj~7cpijkd7@Ì
的鞭杆舞的角色以男人为主，女人充当配角，动作

!"#$%
秦安蜡花舞

êÝl l\]g,å×mpnokp7p2Ó8
较简单。跳鞭杆舞时会有专人负责演唱，唱的曲子
qjrs¤tÓ7Óuvw/Kx7yz{|7}
多为秧歌或小曲，曲调类似于道情，悠扬婉转，细

(),- 曲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秦安
Óü û%NOPQR!" T
秦安小曲
小曲分＂花调＂和＂老调＂两大类型。＂花调＂的词曲
tÓb
M
ÀÍ{
M
«ÀÍ;v<M
ÀÍ2Ó
ÆbAÀbÀNrxøOvwPQÀ ÅR"S
格式及调式调性等方面都类似眉户调。清末由陕
TJUTM
«ÀÍ2ÓÆbkÖkpÞbh
西传入秦安。＂老调＂的词曲格式、演奏演唱形式以
M
ÀÍqf7
M
«ÀÍ2
AÀbÀN{SJxV7\
及调式调性和流传情况，与＂花调＂不同，＂老调＂的

~@p7p;q J¤ò
腻动人，而唱词则大多讲述民间传说或神话故事。
()*+' 传统舞蹈。甘肃省非物质文化
JKgç DMOPQR
秦安蜡花舞
!" Tg~b/TJ2
遗产。秦安蜡花舞主要分布于秦安县北片的郭嘉、
叶堡、安伏等乡镇，是当地群众节日期间娱乐的重
rW72j}æ` Û2

要方式。蜡花舞多在夜间演出，演出时表演者手托
xb gqI kQ7kQ,wk¯
7 ¡¾¢7'g g2w
花灯，花灯内装点蜡烛，故称蜡花舞。蜡花舞的表

演者由青少年女子组成，表演者左手持花灯，右手
k"£vHc817wk¶¯±7´¯

词曲结构严谨，唱词是长短句体。每个曲牌的字
ÓWXCY7 p2ZÐ nDÓ[2\
数，每句的字数都形成一定的格式，每段不同内容
§7nZ2\§OÞ8]2Æb7n^qf _
的唱词都得按固有的曲调格式填词。其曲调节奏
2pOu`a×2ÓÀÆbb cÓÀÖ
顿挫有致，旋律迂回曲折，音域宽广，色彩明朗，典
de×»7²³fgÓ¥7h:i7¦£Ëj7Ø

雅细腻，委婉悠扬。秦安小曲共有
,% 多个曲牌，主
`DÓ[7~
º}~7k{yz TtÓl×４０
p g2ÕpjTtÓV2«u{u7h 要有＂越调＂＂越尾＂＂穿字越调＂＂四六越调＂＂背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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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À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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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Í
M
o\mÀÍ
M
GpmÀÍ
M
q%Í
人。蜡花舞的伴唱为秦安小曲中的老调和花调，以

持丝折扇，表演人数少者
８ p7
人，多者可百余
¨/
qa©ª
±¤¥¦7 wkp§v４, 到

老调为主，歌词有大乐调（唱上—个完整的历史故
«uj~7s×;Ûu6p08DÇC2¬

MqnÍMlq%ÍMÀKrÍM;stÍ6雁落沙滩）
uévw:
＂背尾＂＂单背宫＂＂三道蔓＂＂大五更＂（

! !"! !－
－３９３

天水大辞典
!"#$%

调＂＂进兰房＂＂—串铃＂＂岗调＂＂太平年＂＂割非菜＂
:%
)
TUV%
)
JWX%
)
Y:%
)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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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面配合默契，形成优美动听的伴奏器乐。秦州小
¹i,¦~}§0s ¡àIj Îê"
曲继承了地方方言在演唱中的文化脉络，既有历
i Ü]^^_ëtsæç} O
史价值，又有曲艺文化研究考古价值，被认为是中
P}Ùivæç}pt
国秦腔、眉户戏发展史的重要参照。
ÎÖóôPsj
甘谷道情
*+,- 曲艺。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道
ivj áâãä·åæçèéj B

＂十里亭＂＂赏月光＂＂满江红＂等曲牌。曲牌分两大
)
`ab%
)
cde%
)
f=g%hiFj iFklm

情唱词多为宗教内容，也称为＂道歌＂，演唱形式为
Á³¥´µ} 
)
BF%}§¨

类；一类是音乐较短的中小型曲牌（艺人习惯把这
noJnpCIqrst"uiF-vwxyz{
类曲牌叫＂小调＂曲牌），已整理
３８个；另一类是音
niF|
)
":%iF0}~ !"
JnpC

坐唱。演唱时，由说唱艺人自己伴奏，伴奏乐器有
j ©}vw ¡} ¡Ià

乐较长的大型曲牌（艺人习惯称此类曲牌为＂大
IqsmuiF -vwxy niF)
m
调＂曲牌）。大型曲牌只有勾、平、当、挂四大曲牌，
:%iF0j muiFE[miF}
已经很少有人会唱，仅存＂赏月光＂＂满江红＂。一个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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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g%j J

竹板组成，上端各向外分开，离顶端
１０ ¢£¬§
厘米处各
PÝ.0}4¦§¨k©}ª«¦ #'
拴一扇小碰钟，由说唱者左手从下端握住简板，按
J®"{¯}ª°«6¦±²Ý}³

曲牌一般由一人演唱，可从头唱到尾，也可—人唱
iFJJw}3}Jw

击，产生清脆悦耳的声音。鱼鼓为一直径８～１０
厘
¯}é»ü¼½¾s¿Cj
tJÀÁ "(#' ¢
米、长
９０～１００ ¢£sÂÃÄ}4¦o(ÅÆÇÈ
厘米的木制桶，上端用香油猪皮覆
£ )'*#''

＂小五更＂＂降夜香＂＂软环儿＂（跌落）＂三字头＂＂上
!
"#$%
!
&'(%
)
*+,%-./0
)
123%
)
4

暑落＂＂下暑落＂＂诗篇＂＂荡调＂＂岔儿＂＂混江龙＂＂莲
5/%
)
65/%
)
78%
)
9:%
)
;,%
)
<=>%
)
?
花＂＂双莲花＂＂道音＂＂禅音＂＂勾牌子＂＂哭调勾牌
@%)A?@%)BC%)DC%)EFG%)H:EF
子＂＂乐一乐＂＂男寡夫＂＂琼竹调＂＂赶船调＂＂马头
G%)IJK%)LMN%)OP:%)QR:%)S3

J}J ¡w¢£J}¤¥w
一段，另外一个伴奏人接着唱另外一段，没有多人

简板、鱼鼓。简板由两条长
Ý tj Ýl¡ ６０
%' 厘米、宽
¢£¤ $５厘米的薄
¢£s¥

´sµ¶ °·®¯PÝ} l®"{¯¸¹º
适当的速度、节拍敲击竹板，两扇小碰钟相互撞

É}¡¯©}ªo°ÊË²4¦}Ì«6¦
¦s§¨j ©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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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合唱的演唱形式。演唱时演唱者手持＂摔子＂敲击
盖，奏击时，说唱者用左肘托住上端，右手从下端

节奏，只唱无白。唱词内容有对人物登场前的交
°¡} ±²j ³´µ¶w·¸¹ºs»
代，场景、人物外貌或其情绪的描述，有登场人物
¼}¹½w·¾¿ÀÁÂsÃÄ}¸¹w·
的对话，有人物内心的独白，有对某一故事的叙述
s¶Å}w·´ÆsÇ²}¶ÈJÉÊsËÄ

鼓面上用小拇指、无名指、中指敲击，一般在每句
ti4o"ÍÎ±ÏÎtÎ®¯}JëÐÑ
落音时敲击，与简板合拍。说唱之间伴有鱼鼓声，
/C©®¯}ÒÝ¦·j Óø  t¿}
敲击的轻重与节拍的强弱相一致。道情在演唱时
®¯sÔÒ°·sÕÖ¸J×j BÁë©

有说有唱，先是念白带吟诵，一般四句一组押韵，
}ØpÙ²ÚÛÜ}JÑJ.ÝÞ}
¿¶ÊÌsÍÄ} hhj ÎÏ"iÐª®¯
或对事件的评述，等等。秦安小曲除演唱者敲击
l×JÑûõ¸¢©Úi:Ö}õ|Ýßo}à
)
G% ¡}ÑÒJwÓ1ÔÕÖ ¡}×Ø
最后一句于起唱相接时带曲调腔，起叫板作用，紧
＂摔子＂伴奏外，通常有一人弹三弦随腔伴奏，后来
ÙÚÛÜÝÞßÞhIàj
又增加了板胡
、二胡等乐器。

¢£Ý tá¡}â9j BÁ©}ãÖ
接着简板、鱼鼓齐奏，引入唱段。道情演唱时，拖腔
}äåæç}ãÖ´;èhé2}ê©ëé
长，悠扬婉转，拖腔内有佛号等虚字，个别时候虚
2êw&ìj
áíBÁi:¥}lÒîs
字别人可以帮唱。甘谷道情曲调很多，最常见的有
HBÁLHïðñLHïðFLHDLHòóLHôõL
《道情》《五更盘》《五更歌》《参禅》《皇姑》《捎书》

《八仙诗儿》《耍孩儿》《哭兰衫》《降香》《赶船》《清
H6ö7,L
H÷ø,L
HùUúL
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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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ü
节》１２个。甘谷道情以一人演唱为主。演唱者手执
°L#+ j áíBÁ&Jw+j ª«û
简板，怀抱鱼鼓，盘腿而坐，无其他乐器伴奏。也有
Ý}üý t}ñþ/}±ÀÿIà ¡j 

一唱众合的演唱形式。曲调以民族五声音阶徵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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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小曲
&'() 曲艺。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秦
ivj áâãä·åæçèéj Î
秦州小曲

式为多，也有宫、商、羽调及燕乐音阶的曲调。节奏
¨¥}5%&:'JIC#si:j °¡
以＂一板一眼＂为主，杂有＂一板二眼＂小节，很少即
&
)
JÝ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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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加花。流传于甘谷县城及其附近大像山、六峰、
+Û@j <=ûáí,-'À./m0123

4ÏÏ56+h #'
磐安、安远、新兴等
１０ `7}¿<8û9ø]3
个乡镇，或流行于田间地头
ê"ipëìíîïðsñò4óôõØsJö
州小曲是在农村黑社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

民间曲艺文化。始创于清朝咸丰年间（１８５１—１８６１
÷øivæçj ùúûüýþÿ\ø-#"$#!#"%#
年），创始人为秦州三阳川的陈旺。秦州小曲以演
\0}úùwÎê1"#s$%j Îê"i&
唱具有人文情节的剧目（折子或段子）为主，配以
'wæÁ°s()-*G¿G0+},&
文、武、器乐组合而成的完整的民间曲艺表演形
æ - àI.¦/0s1s÷øiv2§

¿Óû:3;ì<=/}0>!?ÓA
或弹唱于街头巷尾、农家院落，成为群众劳动之余

式，基本曲调为九宫十八调，同时渗入一些佛、道
¨}ñ3i:45`6:}7©89J:;B

蘸音乐或道场音乐。始创于明代万历年间（１５７３—
NCI¿B¹CIj ùúûO¼PO\ø-#$&!Q

CIi:}<=>?si)@
AB-*0j
音乐曲调，流传至今的曲目约有
７０ &'
余首（折、段）。
ÀtCDEk÷F}GHIJKLhJ:ïðiGj
其中包含部分民歌，如《洋燕麦》等一些社火曲子。
题材以历史故事、忠孝节义、婚姻爱情、尊老爱幼
MN&OPÉÊQR°STUVÁWXVY
h+} &÷ø÷Z[·\B'} ]^^_\B
等为主，以民间民俗实物做道具，地方方言做道

１６２０
#%+'年），清朝乾隆年间受陕西华阴等地道教音乐
\0}üýRS\øTUVWXh]BCI

白，乡土气息浓厚。乐器包括打击乐和弦乐，俗称
²}`abcdej IàCfg¯IhÔI}Z

文、武场面。文场面以弦乐为主，有三弦、二胡、板
æ-¹ij æ¹i&ÔI+}1ÔßÞÝ

胡、笛子，也有配以洋琴的弦乐。武场面以打击乐
ÞjG},&IksÔIj -¹i&g¯I

为主，最早使用四片瓦，现常用干鼓、红鼓（抬鼓）、
+}lmnopq}rÒostgt-ut0
梆子、大钹、喜锣、钐子、碰铃、大锣、唢呐等。文武
vGmwxyzG{Xmy|}hj æ-

h@ABC»<ÁDsÇE§¨j
和亲友聚会交流情感的独特演唱形式。
.",/01 传统音乐。国家非物质文化
=FCIj <ä·åæç
清水道教音乐
èéj GûtHIJsBKLCI} M
遗产。源于中国全真教派的道教科仪音乐，也称斋

的影响，相继分成了＂龙门＂和＂华山＂两个支派。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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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Z}¸k0Ü
初创时便已是声腔、器乐、打击乐并用的综合表演
]ú©^~p¿ÖàIg¯I_os`¦2
形式。因经词是配以音乐曲调且在打击乐的伴奏
§¨j a³p,&CIi:bëg¯Is ¡
下唱出的，因此清水道教音乐注重的是＂一写二念
6cs}aüdBCIe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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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ßÙ

三吹打＂，句式多为四字、七字和十字句，表现的主
1gg%}Ñ¨¥2h2h`2Ñ}2rs+
´µijk÷Ïïíÿ¸lmnoj ü
要内容为祈求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幸福吉祥。清
dBCIm":sno}/pr¼CIqr}Ò
水道教音乐大小调的使用，近似现代音乐结构，常
用经典
部１８０多卷。其音乐可分＂声乐＂和＂器
os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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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 ÀC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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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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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乐＂两大类，声乐为纯人声演唱，可根据不同道场
!"#$%&'!()*'+,&-./0123
不同经词配以不同韵律反复交替演唱，最初的曲
41567891:;<=>?+@A BCDE
调有
多种，以经词含
FG３６０
!"#余种，现在流行使用
HIJKLMNOP ２００
$%# QIJ856R
意而命名，有＂开坛韵＂＂奠茶韵＂＂大赞韵＂＂山名
STUV& GW
XY:Z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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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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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等；器乐有吹管乐、打击乐两类，演奏时用数支
:Z`ab!Gcd!efg!#%J+hiPjk

敲锣鼓、一人击钹组成四人班子合奏。天水唢呐分
e{*g+*sh© lm

为秦州唢呐、甘谷唢呐和秦安唢呐。秦州唢呐广泛
(lmeXlmlm© lm
应用于民间祭祀
、集会、丰收节庆或婚丧礼仪中，
P eeèàÌJ
形成独特的演奏风格。现存《唢呐曲谱系列》及《民
ÀÃÄD+h»© KlmE ¡¢£õ
间小调系列》。秦州唢呐表演期间配有云锣、鼓点、
ÐF¡¢¤© lm¥+d7G¦e÷e

等，营造出庄严肃穆现场气氛。道教音乐在古代主
`Juvwxyz{K3|}~ 2!L

钹、铰子
、梆子、笙、管、笛等乐器，大多时候为静止
e§se¨seleden`!bJ]Qi©(ª«
表演，在迎送客人、祭祀现场时的演奏为行进式表
¥+JL¬®*eK3iD+h(N¯¼¥

要用于道场活动，为清水县农村文化庙会的组成
P 23J (D

演。演奏一般以两人为一组，祭祀时场面较大，几
+© +h{8#*({Ji3wÉ]J°

~
部分。

张家川花儿
#$%&' 传统音乐。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 
产。广泛流传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内。＂张家川
~ M
¡¢£¤¥¦§¨©W
¡¢

十个人同时演奏，气势恢宏。秦州唢呐曲牌有
５０
.Å*1i+hJ |±²³© lmEsG &%
余个，每调前均有引子，渐次进入主调至结束。根
HÅJ´Fµ¶G·sJ¸¹¯ºF»½¼© .
据其性质，曲牌又分为红调（喜庆类）、白调（丧葬
/ÂÆJEsí(½F¾¿%ÀeÁF¾Â

花儿＂与＂河洲花儿＂＂洮岷花儿＂大体相似，只是由
ª«Z¬
W
®ª«Z
W
¯°ª«Z$±²³J´µ¶
于方言差异，在格律调式、结构上形成了其独特的
·¸¹ºAL»;F¼e½¾¿ÀÁÂÃÄD

类）、礼祭调（宗教祭祀类）３类。其中红调有《弓调》
%ÀeF¾Ã%À! %© ÂÌ½FGÄF¤
《水龙吟》《小开门》《扭丝》《摆嫁妆》《十杯酒》《转
ÅÆ¤
ÐXÇ¤
ÈÉ¤
ÊËÌ¤
.ÍÎ¤
Ï

个性，羽调式、徵调式较多，乐句、乐汇中渗透着
ÅÆJÇF¼eÈF¼ÉQJ!Êe!ËÌÍÎÏ

娘家》《算卦先生》《送十里》等
３０ HIJÁFG
余种，白调有《寡
ÑÒÓ&¤
.Ô¤` !%
Õ
Ð¤

＂小曲＂的音韵，曲调深沉，高亢悠扬。演唱者多加
W
ÐEZD:JEFÑÒJÓÔÕÖ© +@×QØ

妇上坟》《哭五更》《哭长城》《哭兰衫》《小麦歌》《大
Ö¿×¤
ØöÙ¤
ØÚÛ¤
ØÜÝ¤
ÐÞ@¤
ß]
麦歌》等
Þ@¤` １０
'# 余种，礼祭调有《朝天子》《大开门》《拜
HIJFGàs¤
]XÇ¤
á
洞》《游四门》《观音观善》等
１０HI©
余种。同时，唢呐曲
â¤
ã+Ç¤
ääå¤` (%
1iJlmE

笙箫、笛反复齐奏并配以法器
、道服、大旖、牌像
lmen<=ohp78qbe2re]!est

滑音
、连音 、颤音等装饰音，演唱方式通常为独唱
ÙeÚeÛ`ÜÝJ+@·¼Þß(Ã@
或对唱。演唱时运用张家川方言，具有浓郁的地方
àá@© +@iâP¡¢·¸JãGäåDæ·
特色。节奏上既有缓慢的自由板，又有活跃欢快的
Äç© èh¿éGêëD¥¶ìJíGîïðD
ñòóôòõöò© ¡¢ª«B]Ä÷µ8øù
二拍、三拍及五拍。张家川花儿最大特点是以老百
姓的日常口语抒发内心的真情实感，以生动、形象
úDûßüýþÿ¨!D"#$%J8&eÀ'
的比兴起句，结构以四、六句为主，曲令有百十种
D()*ÊJ½¾8+e,Ê(JE-Gù.I

牌中也有多用调，如《升官图》，在喜庆、丧葬、礼祭
sÌæGQPFJçèéê¤JL¿eëÂe
等场合中均能使用，《弓调》《水龙吟》等在丧葬中
`3Ì¶ìOPJÄF¤
ÅÆ¤ `LëÂÌ
迎挽幛时也采用。由于受甘谷小曲、道情、民谣、戏
¬íîiæïP© ¶ ðXÐEe21eñeò
剧的影响，唢呐曲也吸收其精华，大大丰富了唢呐
óDôJlmEæõÂö÷J]]øÁlm

/Q© ±0(þ1e23#]%J8þ14Q© 5 曲的内容。甘谷唢呐曲多以２／４拍为主，兼有３／
ED¨V© XlmEQ8 )*+ ò(JùG !,
之多。体裁分为抒情、叙事两大类，以抒情居多。题
6¿7#e&e89:;e<=>8õi
材上分爱情、生活、历史典故、神话传说以及时代

+ òJ´ESúòèhûcJÓÔüýJþøþ1ç
４拍，每曲强弱拍节奏鲜明，高亢悦耳，极富抒情色

?@`J81@4Q© 1@]AeBCJ9DEF¬
新歌等，以情歌居多。情歌大胆、炽烈，不乏诙谐与

彩。秦州唢呐音色高亢、明亮、抑扬顿挫，具有极强
ÿ© lmçÓÔec!e"Ö#$JãGþS

GHJà@@ï!71JàIJ²K/LJý¸ 的感染力。
D%%&©
机智，或歌唱欢乐爱情，或倾诉相思之苦，语言质
秦州山歌
MN"JGäåDOPQ©
ÂR56Dª«J23
(),- 传统音乐。天水市非物质文化遗
!© '
朴率真，有浓郁的乡土味。其他题材的花儿，叙事
ÆSJ1èTUJ¨VW©
性强，情节完整，内容生动。

产。秦州山歌产生于明代末年，主要流传于秦州区
Z© _@ZW c()JM *
]ÇO§¨© @6Ê¼Q8x+Ê(,-J#Ê{
大门乡境内。歌词句式多以七字句为基础，两句一

段，唱词的段数不定，一般以两段（四句）为常见，
.J@6D.j9/J{8#.¾+ÊÀ(ß0J
曲调相近，有着共同的音调基础，大多数为五声羽
EF²1JGÏ21DF,-J]Qj(ö'Ç
F¼JEFàÓÔ34JàÕ567Jàþ189J
调式，曲调或高亢凄婉，或悠久缠绵，或抒情优美，
没有器乐伴奏，有深邃幽远之感。演唱形式为独唱
:Gb!;hJGÑ<=>/%© +@À¼(Ã@

或对唱，歌词借喻巧妙，风趣幽默，以即兴创作为
àá@J@6?@ABJC=DJ8E)FG(
Q© HÆEIG¬J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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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ÔM
多。代表性曲目有《迎春花》《唱山歌》《凉水泉里泡
NN¤

OPÞ¤`©
QÿKEIRjQS
馍馍》《洋燕麦》等。所发现曲目总数多达 $-%%
２０００ H
余
TJGUVDG １２８
(). 首。由于积蕴深厚、传唱广泛，
T© ¶ WXÑYe@J
首，有记录的有
]ÇOG
W
_@/OZ/\©
大门乡有＂山歌之乡＂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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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花儿

./012 传统音乐。天水市非物质文化
!© '
天水古琴曲

()*+
!© XzY
秦州
唢呐 传统音乐。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
Z© [\]^© *_ `aJb ceidJee
产。俗称喇叭。起源于西周，盛于明
、清时期，汉、

唐、宋历代相承，尤以清代同治、光绪时期为盛。唢
feg8²hJi81¦ejkid(b© l
呐用铜片制成喇叭状碗子，用乌木或花梨木制成
mPnop]^qrsJ Ptuàªvup

遗产。天水北门张氏素有琴诗传家、书画鼎盛的传
Z© ZÇ¡[\G]^e_`abD
统。咸丰年间进士张庆麟及其父张泰武均擅长弹
© b)¯c¡dõÂe¡fg¶hÚi
琴，张家曾收藏琴谱、琴曲数十卷，并自撰《北门张
]J¡jk] e]Ej.lJp¥mZÇ¡
氏琴谱》—书。张拱辰
、张楠、张筱辰、张受名 、张汝
[] ¤{_© ¡noe¡pe¡qoe¡ðVe¡r

lmdJ¿wXxÅyJzX{Å||yJP
唢呐管，上面开七个音孔，下开一个换气音孔，用

祥等均善古琴，张拱辰编有《操慢旨要》。张氏曾保
s`¶å]J¡notGuëv¤© ¡[jw

芦苇秆制成篾子，一般分为大、小两种，大的叫＂吹
}~psJ{(]eÐ#IJ]D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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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古琴
G] ２０
$- 多床，现遗存者为宋代的红琴、山水趣
QxJK×(gD½]e_C

响＂，小的叫＂祭呐子＂。演奏时由两人吹唢呐、一人
ZJÐD
W
msZ© +hi¶#*clme{* 和明代的钟鸣、女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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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
! ! 傅川小曲
&'() 传统音乐。天水市非物质文化遗
!"#$% &'()*+,-.
产。傅川小曲发源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城东部
３０
/% 01234567819:;<=>?@ "#
里恭门镇以东
里处的傅川村。小曲融合了本地
ABCDE?１５
$% AFG01H%
23IJKLM

山歌小调的唱法，唱腔古老殊异，舞姿原始简洁，
NO2PGQRSQTUVWXYZ[\]^_Y
介于劳作后的即兴和排练下的表演之间，没有台
`6abcGdefghiGjklmY nop

带，包括天水市的五县两区及陇南市的西和、礼县
S&'(G=6)Ëp(Glfª=
等地。脸谱基本根据戏中的人物性格、身份和规定
Ms L[G*ª ¡f¢£
情景勾画而成，既不同于其他剧种的脸谱，也不同
¤¥2S}¦§6Ù¨©$GSä¦§
于秦腔不同流派的脸谱（如甘肃的耿氏脸谱），具
6WT¦§{ªG Q«JKG¬RS~
有陇东一带秦腔脸谱的夸张、美观、粗犷、大方等
o?{WTG®7ªHvª¯°ª±

上台下之分。演员与观众互动交流，帮腔舞唱，既
qpilrs ktuvwxyz{Y|TZQY}
具程式性，亦有随意性，既向人们叙述了故事情
~S oS } K
节，又使观演者融入情节之中，寓教于乐的作用显
SvkIlS6Gb

特点。代表作约
２００&''余幅，现存
²³s ºjb,
ñ´SÅ:１００
$''余帧。
ñµs

著，在传承中保留了大量口头文学和传统曲目。傅
SK ¡,¢f"3£s 0
川小曲在当地起到了和睦相邻、教化民风、苦中寻
123¤M¥¦Kf§¨©ª-«¬ª®
乐、宣泄激情、传承曲技、烘托气氛的作用。２０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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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
、庆贺、祈祷" $ÀÁs
３ 种类型。节日类内容有家禽家
ÃªÄÂÅÆªÇÈÉÊªËÌÍÎªÏÐÑ¶·
畜、飞禽走兽、花草鱼虫
、瓜果树木、吉词祝剪纸
Òª*eªÓÔÕs 3Ö¶·Ú×$Ø
字、人物故事、历史传说等。元宵节剪纸为各种镂

９０年代后，因经济大潮冲击和艺人们的自然老去，
(' ¹ºcS»¼½¾¿ÀfÁG;ÂVÃS
加之现代化视听设备的普及，傅川小曲渐进消失。
ÄlÅº-ÆÇÈÉGÊËS0123ÌÍÎÏs
张家川回族口弦
*+',-./ 传统音乐。天水市非物质
"#s &'(Ð*+

@GÇÙS ¶R
空的花灯，剪法
u»¶·L
与节日剪纸基本
¨§S ÚÛÞÚ
相同，图案多为

!"78 传统美术。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
"HIs JKLÐ*+,-.
天水剪纸
/s &'¶·ãûr¸M'ªW¹ªJº "３县，分
=Sr
产。天水剪纸主要分布在清水、秦安、甘谷

文化遗产。口弦又称＂口琴＂＂响篾＂＂弹篾＂，张家川
装饰性的花纹。
,-./s
ÑÒ
Ó ÔÕ
Ó
Ö×Õ
Ó
Ø×ÕS781
ÜÝGÇÞs
庆贺类多见于新
人称其为＂口口＂。其演奏内容多以表达爱情和生
ÒÙÚ
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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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活为主，也有少数舞曲，并可以演奏民间叙事
/áâÚãSäoåæZ3SçèEkÛ«é 婚、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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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之

期，图案以喜以
âS ÚÛEã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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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以丰收及有象

长诗和即兴诗歌，是回族妇女劳动耕作之余、围暖
êëfdeëOSìí:îïayðblñªòó
ôõlö÷4øªjßùúãûüýs
Ñ
歇凉之时抒发感情、表达心声主要娱乐形式。口弦

&'()*+,清水县王永兰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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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寓意的动植物为主。新婚剪＂蓖＂，剪＂花好月
é ÕS ¶Óê ë ì í Õî ¼ ½ ï à ð ñ S ¶Óò Õ ¶
圆＂，剪＂龙凤呈祥＂；庆贺龟寿鹤龄，剪＂福＂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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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剪＂松＂剪＂鹤＂；连年丰收剪＂丰＂，剪＂连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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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以及新老两代思想观念存在的严重断代，隔
余＂。祈祷类今已少见，图案为小娃娃，寓意祈祷与

有竹制和金属制两种，竹制最为常见。张家川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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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弦，多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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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竹片制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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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祈祷者的信使。流传至今的正月十六伏羲庙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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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时，庙内的树上还能见到娃娃剪纸，剪纸样式常

阳了口弦生存空间和机会，口弦演奏处于＂人亡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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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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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鸿盛社秦腔脸谱

物质文化遗产。源自于清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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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阳川人陈某在秦州创建秦腔戏班＂魁盛班＂。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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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有长方形、圆形、三角形和变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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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回形纹
、水波纹、丁拐纹、菊花纹 、斜线纹、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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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等。天水剪纸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艺术风格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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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明了、纯朴自然。

天水泥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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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天水泥塑制作主要分布在秦州、麦积、甘谷
、武
西周至李炳南结婚，两班合并，改称＂西秦鸿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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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秦安等县区。天水泥塑制作技艺的发展因素一
社＂，成为天水较早的专业秦腔戏班之一。天水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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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社以演净角戏和
是由于北魏时佛教文化在民间的逐渐兴盛，大量
G@BC8DEK{FG@BC8G«mHÁ
~á[ÚãS 
须生戏为主，脸谱
的佛像雕塑造就了一批从事佛像雕塑的民间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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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刻画武将及神话
人。二是受民间习俗的影响，立春前后，春馆串村

重合Ｅ０ｉ

行分＞Ｒｔ

!"#$%
鸿盛社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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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见长，在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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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巷向农人送＂泥春牛＂，农人手执彩扎牛鞭，＂牛＂

fqo
和勾画程序上有着

（泥牛）身上抽打三次，作为春耕开始的象征，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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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到之处。尤其是
   绘入


将兵器
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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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脸谱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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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神采。天水鸿

＂打春＂，寓意阳气上升，万象更新。集市也有小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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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出售，邻里间相互赠送，被视为五谷丰登、六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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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旺的吉祥物。天水泥塑制作以秦州区杨家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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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泥塑制作为典型代表，由于杨家寺乡有深厚的

盛社脸谱属甘肃秦
佛教文化背景，境内树木葱郁，山峦起伏，土质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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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JKp 好，土壤多以红壤为主，黏性较强，为当地群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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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脸谱中的甘肃南
WTS { 作泥塑制品提供了优质的原材料。天水泥塑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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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秦腔脸谱，流行
为传统的手工作坊制作，师徒间只能通过口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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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的方式传承。泥塑制品工序复杂，题材丰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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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繁多，集绘画、雕塑、雕刻于一身，具有较高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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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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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击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塑像工程逐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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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民间泥塑艺人只能在寺院里做些小型塑像，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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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工艺木雕和艺术木雕，工艺木雕又分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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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竹雕

赏性和实用性。观赏性木雕利用立体圆线半圆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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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艺技术雕制，表现题材广泛，有花卉、飞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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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仕女
、历史人物等。实用性木雕指利用木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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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装饰的，实用与艺术相结合的艺术品。如宫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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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灯、屏风、镜架、笔架
、首饰盒、佛龛及建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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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家具雕饰。武山木雕的主要产地有高楼乡、马

产。竹雕也称竹刻，是在竹制的器物上雕刻多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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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镇等地，一般由经验丰富、技艺精湛的老艺人或
²³¨¨5A´µÉ¶34=VM·¸G¹MX

饰图案和文字，或用竹根雕刻成各种陈设摆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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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竹雕分布范围广泛，甘谷、武山
、清水 、张家川、
>0z= ¡=¢=£¤¥=
麦积等县区均有分布，尤以秦州区分布最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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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师设计、雕刻，再由工艺娴熟的工人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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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复制，因社会需求量小，传人很少，亟待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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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工艺面临失传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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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开发。

秦州区西关、石马坪一带分布较广，秦州区南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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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鸳鸯玉雕
-./01, 传统美术。甘肃省非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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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的乡村也有零星的竹雕生产。天水产的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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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鸳鸯玉学名蛇纹岩，分布于武山县鸳鸯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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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崇山峻岭之间，故称鸳鸯玉。由于所含化学成分
不同，颜色有翠绿、墨绿、淡绿及褐红诸色之分。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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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杯是鸳鸯玉雕中的龙头产品，其质地优良，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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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工艺精湛，产品新颖，风格独特，造型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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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泽度好。主要品种有平底杯、西洋高脚杯和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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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气候影响，韧性好，经得起多次弯曲、打磨，但
ÁTÂÃÄÅ5ÆÇÈ5ÉÊË9ÌÍÎ=ÏÐ5Ñ

同时也加大了雕刻难度，作品价值不低于牙雕、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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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天水的竹雕艺术作品将雕刻工艺高浮雕、低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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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镂空、圆雕融为一体，其造型独特，品种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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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竹雕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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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民间艺术竹子雕刻高级工艺师吴云生、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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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师副高级职称王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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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木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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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天水木雕制作主要分布在秦州区。材料取自红
ö=ýþö=ÿö=!ö¨"ö25É#=Ï!
木、核桃木、梨木、椴木等优质木材，经设计、打胚
制胎、休整雕刻、反复打磨等数道工序，再用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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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花杯等，杯口直径最小
厘米，最大８～９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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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式新颖，不落俗套。鸳鸯玉雕在以主产夜光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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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文房用品、茶具等旅游纪念品和实用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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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造型别致、雕工细腻，在甘肃省首届旅游商品、

纪念品评比中多次获奖。以丝绸之路为题材，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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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胡麻油的混合物涂于器物表面之上，进行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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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方特色制作的＂凹角狮盖方炉＂＂古道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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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表现题材一般有花卉、飞禽
、走兽、仕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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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马踏飞燕＂＂三足炉＂等产品，很受游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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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等。从修建于元代的天水文庙门窗上的木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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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睐。

图案，以及修建于明朝的天水伏羲庙太极殿上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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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团凤的木雕图案，可考证天水木雕制作技艺的

武山砖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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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武山砖雕是镶嵌在砖木结构建筑物的侧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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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可追溯到元、明时期。天水木雕所采用高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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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或正间墙头的檐下和庭院照壁正中，专门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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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雕琢的花板在甘肃省行业内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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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木雕

产。甘谷木雕吸纳了北方民间建筑木雕、江苏彩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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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砌墙壁的手工艺品。代表地区有城关镇红沟
J@GG^,M+y ëì¨ªDK´³üL
村。制作工艺有刻活和捏活之分。捏活是把配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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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黏土泥巴，用手和模具捏成各种造型，之后入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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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雕、南京仿古木雕等各种木雕技艺，分为圆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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焙烧而成，题材主要有龙、凤、麒麟等，多用于屋脊

浮雕、透雕等，主要手法有雕、琢、镂、剔、嵌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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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俗称＂脊兽＂。刻活是在烧好的青砖上用刻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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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民间吉祥物和花鸟虫鱼为主，杂以山川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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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制成各种图案，用于装饰门庭
、照壁等。制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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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广泛运用于各种古代和现代仿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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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是修砖→→上样→刻样→打坯出细→磨光，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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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木雕

式上可分为浅浮雕、高浮雕、阴线雕、多层雕、堆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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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武山木雕最早出现于元代，具体表现在木雕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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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题材上主要以人物、花卉、风景、动物、书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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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木质碗碟、杯盏，以及木雕工艺饰品中的挂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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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图案。图案往往由几块、十几块甚至更多的青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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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件、手杖等上。木雕材料以椴木、水曲柳
、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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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木为主，木雕注重实用与欣赏相结合，有圆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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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都十分注重画面的构图、透视关系，对景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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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显得大气、精致。小巧的图案多以山水花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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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吉祥纹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木材的减

漂净、晾干、染色、上漆、打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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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道。武山木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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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传统建筑已由过去土木结构转变成了钢筋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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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结构，砖雕建筑逐年减少，砖雕技术面临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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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叫，＂动＂感强烈；表现的花卉，或含苞待放，或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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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柳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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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武山柳编原料主要产于四门镇云雾山、滩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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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沟和马力镇的大山一带。对柳条首先剥皮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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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根据粗细优劣分类，再按所编产品的精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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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嫣红，窈窕柔美，春光无限，体现了积极向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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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乐见、寓意吉祥的主题。
$%&ÑþÿõöZIs¡

度选料，浸泡水中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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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日，士大夫之家，剪纸为小幡，或悬于佳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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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小之分，小的可容两三人，大的可容十到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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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或缀于花下。又剪为春蝶、春线、春胜以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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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进行编制。最后将所编物品放于熏筒中熏蒸

剪纸用途很广，过年时除做窗花、挂笺外，还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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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小时，使其洁白光亮。武山柳编的主要产地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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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镇三衙、滩歌镇樊庄，以及温泉乡的部分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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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有筐箩、簸箕、花篮、水果盘等多种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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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产品除少量出口外，主要批量销于西北五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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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笼、喜庆花。在农村，剪纸也作鞋花、枕花、帽花、
±¶Ñ÷ø°¡ D«¿+,Eì5°ÑB°ÑL°Ñ
肚兜花、衣袖花、围裙花等。剪纸以单色为主，也有
FG°ÑKH°ÑIJ°´¡ +,¥Ié¤I¿E
套色及撕纸。剪纸的工具，一般用一把小剪刀，有
Jé¦K,¡ +,Z·¿\Lî\M+N¿

ªnÆ8
部分地区。

甘谷刺绣
*+,- 传统美术。天水市非物质文化遗
Ç67-8 9:;<=>?@A

甘谷剪纸
*+23 传统美术。天水市非物质文化遗
Ç67-¡ 9:;<=>?@A

产。唐代逢年过节剪纸之风盛行。《西酉阳杂俎》载；
t¡ '())*+,-.¡Ê/012Î34

的艺人还用一种特制的刻刀刻制，称为＂刻纸＂。剪
5
O,ð¡ +
Z¸Øî\¶ZONO¿a¤
纸表现的题材非常广泛，有人物
、花卉、动物 、风
,èéZst<P@Q¿ =Ñ°óÑê=Ñ景、神话故事
、民间生活生活场景等，亦有文人雅
§ÑÒRÅSÑÙ0,0,T§´¿U
?V

产。甘谷刺绣工艺既吸收了苏绣、湘绣、蜀绣的绣
t8 ÈÉÊË·¸ÌÍÎÏÐËÑÒËRÓËZË
法，又溶入了地方民情习俗，形成了巧拙相济的格
ÔzÕÖ×ÏØÙÚÛÜÝÞßÏàáâãZä
调。大多以黑、红、兰三色调的锦缎作底，用对比强
å¹ [µ¥æÑçÑèéåZêëìíÝî^ïð

品、吉祥茶壶、茶碗、成语典故、民间故事为内容，
uÑõöâWÑâXÑßYZÅÑÙÅS¤i¿
融合传统风格与现代艺术元素，造型优美，风格细
[/Ç6-ä\é¸-]^¿_`l7¿-äk

烈的彩线绣制，绣工细腻。优美的线条和吉祥喜庆
ñZòóË¿Ë·kô¹ l7Zó_Wõö÷ø

@¿ì·¸RS¡ TLUVZWX¿ÈÉÊËZ
化，制作工艺考究。由于社会的发展，甘谷刺绣的

秦安仿古彩陶
456789 传统美术。由秦安县兴国镇
Ç67-¡ Tab¥cËO
d2e«¸dfsg¡ $%&'年，康心田在祖传
)¿dfhÇ
康家坡村艺人康心田所创。１９８２
ij¸Zkl7¿mn¼òioZpqÑr
制陶手艺的基础上，摸索出古彩陶复制的拦泥、轮
ÑstÑuv´·¸¿u¼Ziw\GH"â
制、打磨、烧坯等工艺，烧出的陶器与原件极其相
%¿!xy0z¡ df{oÏ|}?@o`
似，深受人们欢迎。康心田共复制了仰韶文化类型
Z~ÞòiÑíVo`ZÑX2o
的人头形彩陶瓶、庙底沟类型的曲腹盆、马家窑类

观赏性已大于实用性，掌握其工艺的人数已逐渐
YZ[\[L]î[¿ ^_·¸Z\(`

型的尖底瓶、罐和马丁类型、半坡类型等不同时期
`Z íÑWXo`Ñeo`´

*+¡
减少。

不同类型的彩陶
余件，每年上交
o `Z òi３０
() 余种
 ¶ ５０００
*))) 
H¿ ·) 7

甘谷荷包
*+./ 传统美术。天水市非物质文化遗
Ç67-¡ 9:;<=>?@A
产。俗称香包儿。香包既可驱虫防蚊，又是一种独
t¡ ÜaMNb¡ MNÌcdef¿Õg\¶h
特的装饰品。香包内填香草，用绸缎包裹，再在其
ZFGu¡ MNijMk¿îlëNm¿q
上绣以各种锦文图案，缝
、绣、绘工艺十分精细。甘
7Ë¥n¶ê?ùo¿pÑËÑq·¸nvk¡
È
谷香包种类繁多，题材丰富，有玉兔拜月、葫芦剑、
ÉMN¶orµ¿stuv¿ wxyzÑ{|}Ñ

１０００
$)))余件工艺术品，作为秦安旅游纪念品。
H·¸-u¿ì¤abÏu¡

~ÿÑÑËÑÑ ÑÑ
如意袋、鸡心袋、绣球袋、蟾蜍袋、蝎子袋、蜈蚣袋、
ÑÞÑ°´¡ [Zg
鸳鸯袋、桃形袋、荷花袋等。最具代表性的是十二

~è<õö
木§Ñ=ÅSÑ¨©ÇªÑõöY´¡
、人物故事、历史传说、吉祥祝语等。如表示吉祥
Z+,«5õø~ÿðîÑ¬Ñ~ÿZÞ'
的剪纸纹样＂吉庆如意＂用鸡
、磬、如意的形象组

生肖香包，做工精巧，古朴有趣。香包图案在有意
0MN¿·và¿ ¡ MNùo ÿ

成，表示多子多福的纹样用莲花
、石榴 、葡萄等形
ß¿è<µµ+Z«î®°ÑãäÑ¯°´Þ

的图案夸张变形，寓意深远。＂繁花似锦＂象征美满
ZùúûüýÞ¿þÿ!"¡#
$°%ê&'(7)

#
-./0&1þ23W4¿567Z
*+Z0,¿
幸福的生活，＂龙凤合欢＂寄寓家庭和睦，鞋垫上的
＂正＂字蕴示丈夫走其正道……枕顶、肚兜、装饰物
8
9&:;<=>?9@AABCÑDEÑFG=
件、围裙
、鞋面、衣帽、香包等绣品的图案千变万
HÑIJÑ5.ÑKLÑMN´ËuZùOPýQ

ô¿v 0,Ú¡
腻，富有生活情趣。

秦安剪纸
4523 传统美术。剪纸一般用于逢年过
Ç67-¡ +,\LîL)A
节
、婚嫁祝寿、庆贺乔迁之时对屋舍的美化，形式
*ÑÑø^Z7@¿Þ
多样，题材新颖，内容丰富。主要有人们喜爱的花
µ¿st¿iuv¡ IJ y÷®Z°
草鱼虫、飞禽走兽、家禽家畜
、瓜果蔬菜 、云龙树
kdÑë ?¡Ñ2 2¢Ñ£²¤¥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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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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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间保留了许多传统文化信息。端午前后，大街
象组成。广为流行的有＂龙凤吉祥＂＂五福临门＂＂喜
上眉梢＂＂鸳鸯戏水＂＂凤鸟牡丹＂＂麒麟送子＂＂三阳
¡¼¢ZM£ß¤ÈÉ¥¦\[§Y¡
ÈÉ
7²³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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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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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µ¶·ð
5
0
小巷出售的香包成为甘谷县城一大景观。在甘谷
开泰＂＂福禄长寿＂等。剪纸的其他类型还有窗花、
5
+º»ð´¡ +,Z¼o`Ø B°Ñ
UÃDÆ¨©ªg«¬®Z¯Ú=¡
¸¹ð
南北山区至今仍是男女恋爱的定情信物。
*+01
Ç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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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花、花灯、节日门挂等。窗花就是贴在窗子上的
甘谷宫灯 传统美术。天水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甘谷宫灯是一种八角或六角形的灯笼，每面糊
t¡ ÈÉ°±g\¶²³´µ³ÞZ±¶¿·.¸
绢或镶玻璃，并画有彩色图画，下面悬挂流苏（一
¹´º»¼¿~½ òéù½¿¾.¿ÀÁÐ\
种丝线制成的穗子），由于最早在宫中使用，故名
¶ÂóßZÃ¿TLÄ°}î¿ÅÆ

+,¡ ½°¾gîn¶òé,+ßn¶ùO½
剪纸。贴花就是用各种彩色纸剪成各种图案贴在

°±¡ °±ZÞÇ[µ¤9ØÞ¿\±M.µ.´
宫灯。宫灯的形状大多为正方形，一灯四面六面或

îÇ,+ßÈXPùÞ¿ÉÊi¦Ë7ÑNÌ
用黄纸剪成甲马云子图形，吊在院内树枝上
、门楣

八面，图画题材来源于《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
².¿ù½stÈÉLÊËÌÍÎ
ÊÂÏÐÎ
ÊÑÒ
ÌÍÎ
ÊÓÔÕÎ
ÊÂÖÐÎ´¿×¾¿Ø -.ÙöÑ
演义》《牡丹亭》《西厢记》等，此外，还有龙凤呈祥、
-ÚÛÑÜXÝÞÑßàá)ÑÓÔÑDâÑãäÑ
二龙戏珠、骏马奔腾、松鹤延年、牡丹、山茶、石榴、

两边的木墩上、门联横额上端等处，用以寄托驱灾
ÍZ§Î7ÑNÏÐÑ7Ò´Ó¿î¥1ÔcÕ
Ö+Ñ×@õZØW^7Ù0,Z#ÚÚ¡
纳福
、逢凶化吉的心愿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ab·)ý*ÛJÜÝÞß.[Z°±V¿
秦安每年春节期间都要举办规模盛大的花灯会，

月季、松竹、梅、兰等。表现的动物，或飞或跑，或耍
zåÑßæÑçÑè´¡ èéZê=¿´ë´ì¿´í

每一盏灯笼上都贴有不同种类的剪纸图样。有多
·\à±¶7Û½ ¶oZ+,ù¡
µ

墙壁上。如布置结婚新房时，灯上、顶棚上、门帘上
¿À7¡ ~ÁÂ!Ã¿±7ÑCÄ7ÑNÅ7
等贴云子或大红双喜字。节日门挂是在过春节时，
´½P´[çÆ÷:¡ *7NÀgA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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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姿多态的龙凤灯、栩栩如生的老寿星灯、精妙绝伦
!"#$%&'())*+$,-.'(/012

绝＂等棍及＂十兄弟＂棍。其中单头棍有＂单撒手＂
1¢¡Ü
³þÎÿ¢¡ö ;Ïæþ¡Ä
³æ!¢

的四季长寿灯、别具一格的五谷丰收灯、造型奇特
3456-'789:;$<=>?'7@ABC
的九莲灯、玲珑剔透的宫灯，花灯已成为一种融竹
DEF'7GHIJ$KLMNLOPQ:RST
编UVWX7YZ7[\]^_:`$abc]d^
、绘画、裱糊、剪纸艺术于一身的民间工艺美术
品。剪纸不仅用来装饰和美化生活环境，而且还用
ef g\hijklmndo+pqrMstuj

＂单扫＂＂黑驴滚缠＂＂双手提＂等
个壳子。双头棍
æ±¢
³
"#$%¢
³
Ø&¢ ４５
/$ ã¸ö
Øþ¡
³

于祭祀、催生、祈雨、镇邪驱病。老人去世后所用的
_vwVx+VyzV{|}~f ,jD
纸货，如纸做的花朵、金银斗
、童男童女等均以剪
\M*\ DNVg
纸为基础制作而成。另外，天旱时，剪个＂浊水棒
\QsP g


测；中盘壳子＂栓子枪＂左缠右击，势小进堂，中平
9«Ï/ã¸³:¸;¢<%=>M?ùO@MÏA

槌＂扔在院内村外，祈求天降沛雨；雨涝时，剪一个
¡¢£¤¥¦§y¨©ªz«z¬g:
手拿推耙和扫帚的＂扫天媳妇＂插在院子里，祈求
®¯°n±²D
³±´µ¶·¤¥¸¹y¨
将天上的阴云推扫干净。１９８５年
４６
% ÁÂÃÄ &%
º»$¼½¯±¾¿f !"#$ À６月，全县有

集棍枪技击方法之大成，势小步捷，动作紧凑，变
K¡;Ò>áÛKðPM?ùLMM¬NOMP
化灵活，尤在实战中瞬间变化奇绝，打法应用独
oQpM R¤SòÏTbPoB1M UÛVjX
特。壳子棍也叫撒手棍，每个壳子都由撒手开始，
Cö ã¸¡WX!¡MYã¸Z[!\]M

幅剪纸参加甘肃省民间剪纸展览。在民族文化宫
Åg\ÆÇÈÉÊabg\ËÌf ¤aÍÎoK

由撒手棍结束，所以撒手棍是壳子棍的基础棍法，
[!¡^_M!¡¢ã¸¡D¡ÛM
实战时的应招、变招皆出自撒手棍，故此历代流传
SòDV`VP`aG!¡Mbc(/¥Ü

和中国民间美术博物馆收藏的甘肃省民间窗花
nÏÐabd^ÑÒÓ?ÔDÈÉÊabÕN
'%(件作品中，秦安民间窗花有
ÖeÏ×ØabÕNÄ ５３
$) ÖÙÚ?Ô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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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占被收藏数
$ *+,f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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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庞公玉雕
#$%&'( 传统美术。庞公石为火山岩
ÜÝd^f ÞßàQáâã
石，质地密致，坚而不脆，硬而不滑，以深绿色为主
àMäåæçMèshéMêshëMìíîQï
体，各色翠纹萦绕于石。产于清水县小华山山脚下
ðMñîòóôõ_àö ÷_øÃùúââûü
生头河谷地—带，探明储量１５．７亿吨。庞公石的历
ýþÿ=å:!M"#$% -$.( &'ö ÞßàD(

有＂仙人指路＂＂老汉揩鼻＂＂双乌龙摆尾＂＂高尾子＂
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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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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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２１个壳子。壳子棍分上、中、下三盘棍法。上盘
 *- ã¸ö ã¸¡é»VÏVüÔ/¡Ûö »/
壳子＂云里拨灯＂以惊上取下，扫腿盖顶，诱敌莫
ã¸³½¹0L¢1»2üM±345M678
有枪；下盘壳子＂毒狠下山＂硬攻直取，上提下洗，
Ä;«ü/ã¸
³BCüâ¢êßD2M»&üEM
运用自如。壳子棍的特点是内容丰富，攻守全面，
FjG*ö ã¸¡DCH¢¦÷>IMßûÂJM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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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ef:
着＂学会六十六壳子，棍棍皆由撒手起＂，＂学会一
百零八棍，战时棍棍不脱空＂。
Rhú¡Mò¡¡?ij¢ö
武山翻子拳
./0,1 传统体育。天水市非物质文化
ÜÝðkö lÒäÎo
÷ö m¸nop
³
úqm¢Mrp
³
úqþsm¢ö
遗产。翻子拳又称＂八闪翻＂，俗称＂八闪十二翻＂。
m¸nDtu¿ÄvwúmVxymVz{mV|
翻子拳的基本套路有∶萃八翻、站桩翻、健宗翻、轻
mV}mVúmVümV:~mö m¸n¢
手翻、搂手翻、八手翻、六手翻、一字翻。翻子拳是

史可以追溯到宋代山阳人杜绾所著的《云林石
)*+,-./â0123D 4½5à

UDnM;CH¢
³VêVéV¢M 
短打类的拳，其劲力特点是＂快、硬、脆、弹＂，速度

67M?89:ñåBà !!+
RM;Ï<ÄÞßàö
谱》，收入南北各地奇石
１１０种，其中就有庞公石。
=Vø>MÞßà?i@AQBjCeMDEF
明、清时期，庞公石不仅被选为御用贡品，陈设皇
GH5MstIJKLMNO8PQRSGTö U
家园林，而且观赏之风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庭。弄

MsÔMæ*zMrp
³
m¸:¢ö
快，接二连三，密如暴雨，俗称＂翻子一挂鞭＂。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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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皮影戏 传统戏剧。天水市非物质文化
÷ö ïöé¤V×ØVÈ= 1３ Ãö

遗产。主要分布在麦积、秦安、甘谷
县区。皮影戏

石家匠心独具，创作工艺巧夺天工，作品有古今人
àGVWX9MYc]Z[cMeÄ\]

道具简单，演员三五人不等，出外演出时，由一条
9æMÔ<?MM[:

物、飞禽走兽、江河峻岭、花草树木等多种类型。２０
ÒV^_`aVbÿcdVNefghRiAö *+

d9ö ðù§ZMC8
毛驶驴驮着道具即可。皮影戏大小村庄都能演，特别

世纪
年代初，在北京举办的清水＂庞公石＂展览
j ９０
"+ ÀklM¤:mnoDø
³
Þßà¢ËÌ

是演不起＂大戏＂的那些小村庄，都演皮影戏，因而
¢?g
³
ð¢D ù§MZM¡s

会上，它以独具的石质、古朴典雅的造型获得好
p»M qr9DàäV \stuD@Avwx
评。１９９９
米，通体玉润翠绿、纹理斑
yö !"""年，一块高
ÀM:z{ ２．５
*.$ |M}ð~òíVó
斓的巨型＂虎啸鹿鸣＂庞公玉盆景，被毛泽东的母
DA
³ ¢Þß~M@D
校长沙一中收藏。中央电视台在《祖国各地》节目
6:Ï?Ôö Ï¤4Ðñå7

皮影戏又称＂小戏＂＂家庭戏＂＂炕头戏＂。小村庄祭
op
³
ù¢
³
GT¢
³
¢þ¢ö ù§v
祀神灵，唱庙戏，非皮影戏莫属。天水皮影戏形成
w£QM¤¥M8¦ö §P
于秦，鼎盛于清末民国初。皮影因其材料多用牛皮
_×M¨©_øªaÐlö ¡;«¬hjý
制作，故民间称其为＂牛皮灯影子＂。皮影的雕刻技
Mbabp;Q
³
ýL¸¢ö D®Ò

ÏÜ4Ï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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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播出宣传片《中国一绝——清水庞公玉》。
)*+,- 传统武术。甘肃省非物质文化
ÜÝ^ö ÈÉÊÒäÎo
秦安壳子棍

ÛQ
³Õ®þ¯®°M±®²³+¸´MµlÁ
法为＂先刻头帽后刻脸，再刻眉眼鼻子尖，服装发
¶:`ÂM·¸l¹`ØM®P±»îM¸
须一身全，最后整装把身安，刻成以后再上色，整

遗产。秦安壳子棍是西北棍术的代表，在秦安县高
÷ö ×Ø ¸¡¢£:¡^Dk¤M¤×ØÃ{

个制作就算完＂。表演时在台前绑一三尺左右的白
<º»¢ö ¤¤¼½:Ô¾<=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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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相传乾隆年间，有一从
hÀö ¦Ü§¨ÀbMÄ:©
家山村流传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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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反清活动的少林和尚，被清廷捕获下狱在秦安，

ÀÁMjLÂÃÄý®PDÒgM¤
布或纱布，用灯光照射牛皮雕刻成的人物剪影，表
×ÅQïDÆö
³
\Ç¢ÞoX
演以秦腔为主的戏剧。皮影戏以＂纸亮＂（又叫影

³²´Mµ¶×ØÃ{G!M·~¸ÇM¹
后越狱出逃，途经秦安县高家山时，饥病交加，昏
º¤§»D{¼å¹M @{G!D{<½¾¿À
倒在村边的高粱地里，被高家山的高五太爷路过
ÁÂMÃ;ÄÅGÏÆÇö QÈÉÊËKÌMn®
发现，将其抬回家中医治。为报答救命之恩，和尚

窗）为舞台，影人影件透过灯光显影于纸亮，供人
ÕâQÈMÖJÀLÂÉ_\ÇMÊ

给高五太爷兄弟传授了少林绝技壳子棍。和尚在
Í{<½¾ÎÏÜÐÑ51Ò ¸¡ö n®¤

坐前台）端坐前台，操持影人（俗称捉线子），剧中
Ú¼âÛÚ¼MÜÝÞrpÞß¸âMÆÏ

观赏。乐器一般有板胡、二胡、三弦、渔鼓、简板、笛
IJö ËÌ:ÍÄÎÏVsÏVÔÐVÑÒVÎVÓ
¸VÔÕVÖ×VÒV¾ÒVØ¸VÙö ïÞrp
子、铜锣、唢呐、皮鼓、干鼓、甩子、钹等。主演（俗称

高家山住了三年，先后给高氏弟兄传授了少林单
{G!ÓÑÔÀM ÕÍ{ÖÏÎÜÐÑ5×

ñàïöáîD¤a[¼âãö ×Ø
各类主要角色的演唱皆由前台承担。秦安皮影戏

头壳子棍
２１个，共计
６６个壳
þ ¸¡ ４５个，双头壳子棍
/$ MØþ ¸¡ *!
MÙÚ %%


的音乐高亢激昂，婉转流畅，旋律优美，节奏明快。
DäË{åæçMèé¥êMëìídMî=ïö

子１０８
¸ !+0棍法，及所有壳子棍的破法（攻防方法）。壳
¡ÛMÜÄ ¸¡DÝÛÞßàáÛâö ã
¸¡äåæþnØþçèéM æþ¡êëìíî
子棍包括单头和双头两部分，单头棍适合远距离
ïnðñåòM Øþ¡êëóòÜùôõï
搏斗和大场地作战，双头棍适合近战及小范围搏

戏剧每演到高潮或动情处，根据固定唱法，主唱领
ÆYð{ñÀ¬òóMôõö÷¤ÛMï¤ø
gMÂðnùM:ÅÔúM:¤ÔûMüýþÿM!
起，全体和声，一腔三折，一唱三叹，气氛浓烈，娓
!¬"ö ×ØD@A\sM#$dM@A
娓动听。秦安的皮影造型古朴，雕刻精美，造型以

ö
¸¡Dïö¦÷Ä
³
øù¢
³
úû¢
³
üý¢
³
<
斗。壳子棍的主要内容有＂七克＂＂八守＂＂六凶＂＂五

戏剧人物为主体，同时兼以布景的陈设，人物的
ÆÒQïðM %&DDEM ÒD

!"" !－
－! ３９９

!"#$%
天水大辞典

头、身、四肢皆以＂动感＂取胜。生丑净旦，各有千
!"#"$%&'
(
)*+,-. /0123456
秋，栩栩如生。神仙鬼怪，殿堂楼阁，车马云轿，花
73889/. :;<=3>?@A3BCDE3F
草树木等等，形象逼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GHIJJ3KLMN. OPQRSTUVWX3
秦安境内就有
!" 个皮影戏班在各乡镇轮流演出，
^_`abcdefghij3
YZ[\]5２３
到k１９８９
个，演出人员 "''
３００
#$%$ 年，全县有皮影戏班
l3mn5_`ab ３４
"& ^3ioQp

的一端镶进一段长约
１２ ¤
厘
x§o¢§£wx５０
)' 厘米左右、直径约
¤¥u ¦§x #!
米左右的圆柱体木棒，成为一个木榔头。木榔头古
¥x¨©¨Iª3V"§^I«!. I«!¼
代称＂稷＂。＂稷＂是古代的农具，＂形如榔头＂，用来
½T
Ü
!+.Ü
!+y¼½x(3
Ü
K9«!+3q
敲碎土块，平整土地。＂击壤＂的习俗很古老，＂击壤
ý+x<X®¼3
Ü
ý
3t¬.Ü
歌＂即古人击壤平整土地时唱的歌谣。
¯+¼Qýt¬° x¯±.

余人。演技较好
、影响较大的是兴丰乡高湾村的皮
qQ. irstu`vswxyz{e|}~_

守号护青
6789 保禾习俗。旧时在天水东南部林
p²<X. ³°c´µk¶

影戏班，１９８８
年高湾村的皮影班参加了电视剧《麦
`ab3#$%% l|}x_`b


区，每至庄稼种子发芽及已成熟而尚未收获时期，
·3¸¹º»è÷¼½¾NV¿ÀÁÂÃÄ°Å3

x.
积烟雨》的拍摄。

常有狗熊、野猪、松鼠
、野鸡等禽兽对庄稼进行侵
Æ5ÇÈuÉÊuËÌuÉÍJÎÏ¡º»¢DÐ

武山秧歌
&'() 传统戏剧。天水市非物质文化遗
a. 
. yi u¡¢u£iu¤u¥r¦
产。武山秧歌是集演唱、对白、表演、武术、杂技于

害，为保护粮食收成，山民都要守号护青（也叫守
Ñ3"pÒÓÔÃV3RÕÕÖ×ÒØÙ»ÛÖ
号子、守庵棚）。守号护青期间，农人在地里搭起
×÷uÖÙÚÞ. Ö×ÒØÅE3QcÛÜ|

一体的综合性群众文化艺术活动。题材既包括社
§¨x©ª«¬®¤¯°. ±²³´µ¶
会各个阶层的生活，也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历史
·4¸¹ºx/¯3»,²¦¼½:¾¿uÀÁ

Ü
Ý+ÞKxÙÚGßÙ×ÚÞ3c×ÚXà§á
＂介＂字形的庵棚草舍（即号棚），在号棚前燃一堆

故事和传统戏剧故事。腔调和唱词丰富，质朴流
ÂÃTaÂÃ. ÄÅT Æ{Ç3 Èh

敲锣鼓、吹牛角号来惊吓野物。林区流传的＂高山
úûuéêë× ìíÉ. ¶·hx
Ü
|

畅。音乐清丽婉转、纯朴悠扬。唱腔曲调主要有《月
É. ÊËÌÍÎÏuÐÈÑÒ. ÄÓÅÔÕ5Ö

庄稼使人愁，不是野猪便是猴。要得夫妻同床睡，
º»îQï3ðyÉÊñyò. Õóôõö÷ø3

调》《背宫调》（或叫＂空腔＂），以＂呀＂＂哪＂＂哈＂等嘘
Å
×ØÅ
ÙÚÛ
Ü
ÝÄ+Þ3'
Ü
ß+
Ü
à+
Ü
á+Jâ
词作衬句，以突出某种感情。演奏方式有＂弦伴奏＂
Æãäå3'æoçèéê. iëìí5
Ü
îïë+
和＂无弦伴奏＂。前者演奏乐器是二胡、板胡、笛子、
T
Ü
ðîïë+. XñiëËòyóôuõôuö÷u

只等粮食装进柜＂顺口溜，即是守号护青现象的真
ùJÓÔú¢û+üýþ3yÖÿ!ØLLxN

篝火，偶尔吼唱有腔无词的山歌号子，或放土枪、
âã3äåæ 5ÄðÆx¯×÷3Úçèu

"#$.
实写照。

三弦等，后者以锣鼓打击节拍，其唱腔多为＂高腔＂
øîJ3ùñ'úûüýþ3ÿ Ä!"
Ü
|Ä+

连枷
:; 农具。＂连枷＂是用柔韧坚硬的藤条扎
(.Ü
%&+yq'()*x+,成的长约
至 *６根
Vxwx ３" 尺左右的排子，排子一般用
yx.÷3 .÷§/q ５) ¹
v

（即独唱）向集体帮腔。道具有龙灯、高台，高跷、狮
Ù#$ Þ%¨&Ä. '(5)*u|+u|,u-

01/23x+,-V3 K"X4ù5x6
大拇指般粗细的藤条扎成，形状为前宽后窄的扇

÷u./u0CJ3!' 12 %'
l½34o5B.
子、旱船、纸马等，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又推出了彩车。

7. -8+,x´9:;y<ó|=>x?@
面。扎绑藤条的东西必须是经得起磨损的大牲畜
x_÷3 c5x§!A§B!3 îq°-tx
的皮子，在窄的一头做一轴头，使用时将扎好的
Ü
9:3;<=xQ>?@A.
%&+Zc5BCxIh3'D6Ï°
改变，学习传统秧歌的人逐渐减少。
＂连枷＂安在有轴孔的木柄上，即可以自由地转动
拍打铺在地上的小麦，使之脱粒。现已逐渐消失。
!"*+,- 传统游艺。天水市非物质文
B®. 
"üEcxF3îGH. LN>?PI.
天水打梭游戏

由于受文化多元化的影响，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的
6¦7!8x`v3¬/u/¯ìíx

化遗产。打梭游戏是流行于天水市民间的一种喜
. üCBayhD¦REx§èF

JçÓÔxò3KL¦M.Ü
#+q3N
篙! 盛放粮食的器物，类似于囤。＂篙＂用细竹

闻乐见的民间传统竞技活动。２０
７０年代以后，
GËHxREIr¯°.!' 世纪
12 ('
l½'ù3

条编织而成，呈长方体。天水农家使用的＂篙＂一般
,OPÀV3Qwì¨. Rîqx
Ü
#+§/

随着现代娱乐方式的改变，打梭游戏已
日渐消亡。
JKL½MËìíx9:3üCBaNO?PQ.

! ¥3w "３米，宽近１米，可以装几千斤粮食。编
¥34S # ¥3'úT6UÓÔ. O
高| ２米，长

好的篇在使用前要用麦秸和成的泥巴在内壁厚厚
tx#cîqXÕqVTVxWXc\YZZ
地糊上一层，再用细泥抹光，干透即可以使用。也
[§º3\q3W]^3_`'îq. »
有用湿牛粪抹糊的，据说湿牛粪有防腐功能。用篇
5qaêb][x3c¿aêb5defg. q#

. 俗
/
民
二人抬杠
0123 耕作方式。亦称＂抬耕＂（方言读
Rãìí. STÜ
UR+ÙìVW
＂耕＂为ｇａｉ），俗称＂二人抬杠＂。耕作方式是两人一
Ü
R+" !"#Þ3XT
Ü
óQUY+. RãìíyZQ§
X§ù[\]^_`3Xa§Qãbc3ùd§Q
前一后相从并力举耜，前边一人作牵引，后边一人
efgh3 bcijcghk%XlÓmoxg
手持犁柄，牵引绳拴在犁柄部向前弯曲展出的犁
拐端。为了保持前后两人用力方向的一致与平衡，
no. "pfXùZQq^ì%x§rstu3
3q§vwx ９$ yxIYzcZQx{!3
|}
又用一根长约
尺的木杠架在两人的肩头，起固
Ü
óQUY+. I
~ãq3KVZQ[U3Â
定作用，形成两人相抬之状，故名＂二人抬杠＂。木
杠两端各镶一根１尺左右长的撑子，靠在两人肩
YZo4§v # ywx ÷3 cZQ{
!3Xd§^Q{!K^¦ ÷3'X3b
头，前边一个人肩头着力于撑子，可以往前拉，牵
引绳的一端就拴在撑子上；后边的一人肩头着力
cix§o]jc ÷ ùdx§Q{!K^
于撑子，可以往前推。这种流行于天水的抬耕方
¦ ÷3 'X4. èhD¦xUì

装粮食时，必须在篑四周用木头固定一个架子，以
úÓÔ°3h;c#$iqI!}~§^z÷3'
dÓÔxjkKVxl^
Ü
#+mlno. LN
防粮食的重量形成的压力将＂需＂挤压崩坏。现已
>?PI.
逐渐消失。
<=>? 原始耕作方式。主要出现在旧时
pqãìí. ÔÕoLc³°
放火烧荒

的天水南部山区。放火烧荒是先将山坡上的杂草
xµk·. çrsytux¥G
灌木砍倒、晒干、烧光，以草木灰作肥料，用点种棒
vIwxuy_ur^3'GIzã{|3q}èª
c~}3ðOG. ãV¿ù3Ã
在地上刺穴点播，不中耕锄草。作物成熟后
，收获
ÿè÷Úv. 6¦rz {
其种子或块根。由于火烧地仅仅依靠灰烬提供肥
^3\ól|{^q3Rcè§
力，因此从第二年起肥力开始下降，农民在耕种一

年后便撂荒，重新找一块地放火烧荒，异地耕种。
lùñs3j§çrs3è.
由于只种一年撂荒，所以林区有＂土溜坷垃朽，身
6¦ùè§ls3'¶·5Üþ3

×+xX.
í3y¼½x
Ü
+3yOUÁ 背吊罐走＂的俗语。
式，即是古代的＂耦耕＂，是中国农耕史上继刀耕火

种之后最古老的耕作方式。
èù¼xãìí.
击壤
45 耕作方式。耕种前，用＂匏子＂将较大的
ãìí. èX3q
Ü
÷+sx
§§3T
Üý+. QÜý+»T
土块一一敲碎，称＂击壤＂。天水人把＂击壤＂也称
Ü
üô+. q ü
Ü
ô+x
Ü
÷+3yc§v¡÷
＂打胡整＂。用来打＂胡整＂的＂匏子＂，是在一根棍子

切口
@A 狩猎习俗。猎人进山打猎时的语言禁
<X. Q¢ü°xV

忌习俗。猎人们进山打猎，要祭山神。打猎时，有许
<X. Q¢ü3Õ :. ü°35¡
¢Vx. 9ðgTü"
Ü
£¤+3¿
Ü
£
多语言上的禁忌。如不能称打猎为＂耍去＂，说＂耍
Ü
¤+. ü
¤+·¥¦üðKÉ3<§T
去＂会预示打不着野物，习惯上称＂上山去＂。打猎

!"" !
－! ４００－

"
文! 化

的指挥叫＂照山＂，把大野兽叫＂大牲口＂，小野兽叫
!"#$
%
&'()*+,-$
.
+/0()1,-$
＂小牲口＂，称皮子为＂展子＂，野兽走的路线叫＂线
.
1/0()2345.
647),-89:;$
%;
子＂，动物的耳朵叫＂招风子＂，动物的头叫＂山头＂。
47)<=9>?$
.
@A47)<=9B$
.
'B7C
语言上的禁忌反映了狩猎习俗的原始性。
DEF9GHIJKLMNO9PQRC

祭行业神，鲁班庙、三皇庙等均是聚会祭祀的场
:¢à) =¨ ^U:9

#
$
%&' 狩猎习俗。打＂交口＂是猎人依据
LMNOC S
.
T0(UMVWX
打＂交口＂
经验，在黑熊等动物经常出没的路口下套子，或定
YZ)[\]^<=Y_`a9:0bc4)de

老君，酿酒业敬杜康，缝纫行当敬轩辕，理发匠（旧
²³)´Ààqµ¶)·¸¢èq¹º)»¼¹r

fgh9ijLMklC LM9f$
%
T07C mn
点射杀的一种狩猎方式。狩猎的点叫＂交口＂。夜间

还会有许多内容，如行业内部的矛盾纠纷，越行揽
dy]ÅÆÇ)¢àÆÈ9ÉÊËÌ)Í¢Î

打＂交口＂时，把枪口支在预测好的位置，听到＂交
S
.
T07o)*p0q[rst9uv)wx
.
T

活，工价调整等，都会借祭祖之机，或聚饮，或小
c)7ÏÐÑ^)ÔÒ:;Ó)dÔ)d1

口＂上有响声就放枪。
07Fyz{|}pC
拜师
() 工匠习俗。拜师之人先由其家长寻找
~NOC V 
合适的介绍人，提前几个月与师傅接洽。如师傅应
9V)C 

酌，互相讲和。旧时天水地方的手艺人很多，凡铁
Õ)Ö×ØC roÙãÚÛ9ÜXVÅ)Ýë
匠、木匠、石匠、泥水匠、瓦匠、竹篾匠、窑匠、镟匠、
¨6¨?¨âã¨@¨Þß¨¯¨G¨

所。许多行业每年要举办＂鲁班会＂，焚香磕头，诵
.
=7)¤¥üB)¦
¡C ]¢¢àKQ²¡£
经演古。各个行当都有自己的宗师，木、石、瓦、泥
Y§¨C Û\¢èÔy©ª9«)6¨?¨@¨â
等行当敬鲁班，金、银、铜、铁、窑
、陶等行当敬太上
^¢èq=)¬¨¨®¨ë¨¯¨°^¢èq±F
称待诏）敬螺诅，屠宰业敬张飞。工匠行业祭祖时
2½¾¼q¿À)ÁÂàqÃÄC 7¢à:;o

焊匠
、皮毛匠 、擀毡匠 、箍桶匠 、补锅匠 、染匠 、鞋
à¨3á¨âã¨äå¨æç¨è¨é

允，即选择良辰吉日，举行拜师仪式。拜师日期一
) )¡¢£lC  ¤i

匠、阉匠、画匠、塑匠、纸货匠
、理发匠、玉匠、银匠、
¨ê¨×¨ë¨ìF¨»L¨E¨¨

般选择端午、中秋、正月初四等日子进行拜师。拜
¥¦§¨©ª¨«¬® 4¯¢C 

铜匠、小箩匠
、裁缝匠等百工匠作，几乎全部存在。
®¨1í¨î·^ï7á)ðñÈò[C

师时，学徒要准备猪肉
、粉条（或挂面）、蜡烛、白
o)°±²³´µ¶¨·¸
¹dº»¼¨½¾¨¿

各类工匠因其劳作性质的不同，有的必须常年流
Ûó7 ôáRõ9y9) y9ö÷_Qø

酒、茶叶、红枣等，与介绍人到师傅家。师徒见面
À¨ÁÂ¨ÃÄ®)VxÅC ±Æ»
后，先要书写＂关书＂，写明学徒期限，学徒期间无
Ç)²ÈÉ%
ÊÈ7)ÉË°±¤Ì)°±¤nÍ
论出现任何闪失，都与师傅无关，等等。＂关书＂由
Î`ÏÐÑÒÓ)ÔÅÍÊ)^^C%
ÊÈ7
师傅、学徒、介绍人分别画押签字，各执一份保管。
Å¨°±¨VÕÖ×ØÙÚ)ÛÜiÝÞßC

动，走乡串户，登门服务，有的则在市镇摆摊设点，
<)8ùúû)üýþÿ)y9é[!"#$%f)

有的行业师傅由作头师傅（如泥水匠
、编织匠 等）
y9¢àÅáBÅ¹âã¨äå^¼

d&'(e9á)`)Û©9*&C 7¢ày
或建立固定的作坊，出售各自的产品。工匠行业有

许多讳言和行为的禁忌，外行入不懂的行话和隐
]Å+EØ¢59GH) A¢,y-9¢.Ø/
语。木匠、石匠
、泥水匠、瓦匠 、皮匠、铁匠、陶匠等
DC 6¨?¨âã¨@¨3¨ë¨°^
¢è012N
.
57
.
47
.
37
.
ã7
.
4756,57
行当广泛使用＂矩＂＂规＂＂绳＂＂水＂＂垂＂五法以为营

æVçè)y9Åéàêçè)[ëì¢à©
本人充当，有的师傅则由业主充当，在铁器行业中
也有由资深技高的掌钳师傅充当。＂关书＂签署后
íyîïðñ9òóÅçèC.
ÊÈ7ÙôÇ
要举行拜师仪式。先点燃红烛—对，请师傅上坐，
²¡¢£lC fõÃ¾iö)÷ÅFø)
徒弟跪下向师傅磕头行礼。拜师仪式结束后，介绍
±ùúbûÅüB¢ýC £lþÿÇ)

8)Å9:ð;<C
造，多具科技含量。

人要将红枣（有时也带些鲜果品）等分给在场的小
V²!ÃÄ¹yoí"#$%&¼^Õ'[(91

一样旺盛。铁匠开炉时忌讳服丧之人在场，认为
iGHIC ëW>oH+þJV[ ) o5

师傅及师兄们，以示与大家结缘。随后，师傅带徒
Å)*+),-+þ.C /Ç)Å0±

＂不洁＂。忌有人围观或吵闹，忌乱说话。一怕影响
.
yK7C HyVLMdNO)HPQ.C iRSz

弟拜见师母，交代一些基本的规矩。如果是木工学
ùÆ1)T2i#3æ945C %U67°

工作时的注意力，怕伤到人。二怕说了不吉利的话
7áo9T{U)RVxVC WRQKyX9.

徒，则要在师傅的陪同下祭拜祖师爷鲁班。木、石、
±)é²[Å989b:;<=>C 6¨?¨
泥、瓦以外的木雕、扎彩、玉器、皮货、编织、镟匠等
â¨@,A96B¨CD¨Eì¨3F¨äå¨G^
行业，也都奉鲁班为＂先师＂。学徒期间师傅管吃管
¢à)íÔH=>5
.
7C °±¤nÅßIß
住，每月发一点零用钱，称＂月规钱＂。学徒在第—
J)KLifMNO)2
.
4O7C °±[Pi
年充当师傅家里的杂役，第二年才开始学艺。学徒
QçèÅR9ST)PUQVWQ°XC °±
满师，大都留在师傅家作伴，个别经师傅允许可以
Y)+ÔZ[Åá[)\ÖYÅ]^,

Sz
.
YB7C ëN9ó4¨Z4^79)H+A
影响＂彩头＂。铁匠用的钳子、锤子等工具，忌讳外

_``abcC ±ùÍÎ[°X¤n)dU`,
单挑出去做活。徒弟无论在学艺期间，还是出师以
Ç)efg¨©ª¨hi^jki
)Ô²lÅ
后，遇端阳
、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都要给师傅
.
mi7)néo5pqC
＂追节＂，否则认为不敬。

辞工
*+ 工匠习俗。旧时工匠业主辞退工人没
7NOC ro7àêst7Va

01 制造和修理铁器的工匠。旧时铁匠开
w8Ø=»ëì97C roëW
铁匠
>f?o)² o):¢àÞ@±F
炉点火时，要选择吉日吉时，祭祀行业保护神太上
²³)AB>?
.
²³7CD>©9
.
EF?7
老君，祈求炉火如＂老君＂八卦炉中的＂三昧真火＂

人触动。正在干活时忌吹口哨。一个铁匠铺一般师
V[<C «[\coH]0^C i\ë_i¥
徒二人，或父子二人，二人配合默契、心手一致。
±WV)d`4WV)WVabc¨dÜieC

＂料＂烧好后，师傅用手锤＂叫音＂，在铁砧上空敲一
.
f7gÇ)ÅNÜZ
.
$h7)[ëiFjki
b)-WQlSC %U
.
m?7)mno)²B
下，表示开始锻打。如果是＂抢火＂，即抢温度，要求
i0pSq)ÅéNÜZrsjkb)-W
一口气打完，师傅则用手锤连续空敲三下，表示开
Q)±ùt<Z4)iuáp)vwíyxyC Sq
始，徒弟抡动锤子，一鼓作气，再累也不能停。打完
Ç)Åvjkib)-zZC {j
.
$h7ì
后，师傅再空敲一下，表示收锤。这种＂叫音＂与器
|}WQoN~4jkibdb9`
乐合奏开始时用梆子空敲一下或两下的情形如出
i)ÔUx"i}9áNC
一辙，都是起到指挥节奏的作用。

有严格的限制，只要师傅不愿意要某人，便可以辞
yuv9Ìw)x²Åyz{²|V)}^,~

21 对木工从业者的称谓。木匠有＂细木
ö67 à92C 6y.
6
木匠

tC ~t9 4i¥[§¨©ªdU
退。辞退的日子一般选择在端午、中秋或腊月二十

7
.
67Õ)ê²U,ý¨¨¨^
匠＂＂粗木匠＂之分，前者主要是以门、窗、箱、柜等

三以后，也有选择在正月初四的，因为作坊在正月
,Ç)íy[«¬9)5á[«
初四要接财神，如果不叫某人拜财神，即意味着被
¬² )%y$|V ){

型物件的制作为主，后者则主要以修造房舍，制造
=9wá5ê)Çéê²,=8)w8
各种大型的器具及交通工具等为主。在乡间，一个
Ûj+9ì9)T79^5êC [ùn)i\

~tC ~t7Víy)%Å±ù)
辞退。辞退工人也有讲究，如果师傅骂徒弟很凶，

木匠基本上粗、细兼做。还有一种木匠，叫串串儿
63æF¨bC dyij6)$úú
匠，走门串户找生意，替人修理旧家具、旧农具。木
)8ýúû{)V=»r9¨r9C 6
9794¨4¨4¨¨¨¨6¨
匠的工具包括斧子、刨子、锛子、锯、凿、锉、木、钻
Ø ¡¨¢£^C 6K¤\qc)Ô²*BN
和墨斗、曲尺等。木匠每次干完活
，都要把斧头用

单单不骂其中一人，即意味着该人将被辞退；节前
__y ©iV){V!~ti
聚餐，餐桌上的鸡头对准谁，即表示谁将被辞退；
)F9Bö³)-!~t

聚餐时师傅先给谁敬酒，也表示谁没好事。
oÅlqÀ)í-aC
行业仪规工匠习俗。旧时工匠行业都讲究
,-./ 7NOC ro7¢àÔ

红布包起来，以示珍重。木匠的行规是斧头柄不能
Ã¥¦),-§¨C 69¢4UB©yx

!"# !－
－! ４０１

!"#$%
天水大辞典
装满榫，忌有人在早晨借锉子、墨斗与曲尺，更忌
!"#$%&'()*+,-./012345%

讳别人随便翻动锉子墨斗与曲尺和从锉子墨斗与
67'89:;,-/0123<=,-/01
曲尺上面跨过。木匠出工也有讲究。孟月逢酉、仲
23>?@AB CDEFG&HIB JKLM.N

制作工艺讲究，质量上乘，曾远销湖北、北京
、天
³´F'HIn¾¿>ÀnÁÂÃÄÅPÅÆP·

津ÇP>ÈPÉÊPR6ÅqB
、上海 、重庆、成都等地。

月逢巳、季月逢丑的口子是＂红煞＂日。春子日、夏
KLOPQKLRST-U
V
WXYZB [-Z.\

擀毡匠
,-' 用羊毛擀制毡子的工匠。毡是把羊
²S³Ë-SFDB ËUç
毛通过复杂的工序紧压在一起固定成方形或长方
SÌAÍSFHÎÏ(wÐÑR98±Ò9

卯日、秋午、冬酉日是＂鲁班煞＂日。这几日如得不
]Z.^_P`MZU
V
abXYZB cdZefg

形的炕上用品。擀毡首先要有一间较大的房子作
8SÓ>²ÝB Ëc~&Ôf5SÕ-´

到祖师爷的保佑，容易发生工伤事故。木匠做活时
hijkSlmnopqrFstuv CDwxy
如果不慎受伤，血迹沾在木料上，必须立即擦干
ezg{|sn }~(C>n  
净。木匠做活还要＂留尾巴＂，完工后要留一些木
v CDwx
VYnFC

毡坊，还要有洗毡案。毛毡在擀制之前先要拣选羊
ËÖn&ËB SË(³×Ú~Ø«
SnSØnÙÚÛüÜn®ÝÞßPàPP
毛，羊毛拣干净后，按标准分类，开始依弹、揉、洗、

屑、刨花让主家自己收拾，预示今后还有活干。但
n&xv 
是替人做寿材时，刨花、木屑则必须亲自打扫干
U 'w¡¢yn  C£¤¥¦
净，不得留给主家打扫，以免留下晦气。
n§f¨¥¦n©ª«¬v
石匠
&' 开采石料或用石料制作器物的工匠。
®¯°±²°³´µ¶SFDv

实、耐用、隔潮、保温、富有弹性，深受民众欢迎。旧
æPç²PèéPlêPë&ßìní|XîïðB ¹

SFH®g³´n S¢áâãªäB SËå
擀的工序进行制作，擀的程度全凭经验。毛毡结
yPþñòóônËõéëö'¥²n÷(Pþ
时由于价格昂贵，毡多为富裕人家使用，现在由于

生活条件的改善，毡现在已被褥子取代，擀毡匠亦
rxøùSúûnË÷(üýþ-ÿ1nËD!
d"#$B
几近消失。

天水的石匠旧时集中在甘谷县渭水峪，主要疃琢
·¸S°D¹yº»(¼½¾¿¸À$ !"

.'指烧制砖、瓦、陶等各种器皿的工匠，
%&³'P(P)Åµ*SFDn
窑匠

石磨、门墩、石臼等一些日常用器。石匠的工具有
°Á.ÂÃ.°ÄÅZÆ²µB °DSFÇ&

天水民间叫＂烧窑的＂。秦安、甘谷有一定数量的从
V
,-SYB m.P¼½&Ñ/¿S=
·¸XÔ+

锤子、凿子和石钻等。石匠信奉＂石头神＂的生日，
È-.É-<°ÊÅB °DËÌ
V
°ÍÎYSrZn
在这一天中，忌讳敲打石头，甚至不允许和石头有
(c·»n%6Ï¥°ÍnÐÑ§ÒÓ<°Í&
任何接触。石匠在上山采石前，要祭拜山神。祭品
ÔÕÖ×B °D(>ØÙ°ÚnÛÜØÎB ÛÝ
²ÞPßàPáânã
V
äåæYB Ù°yezç}
用鸡、猪肉、豆腐，称＂三仙礼＂。采石时如果把血沾

事烧制陶器、砖瓦工作，并以此为生的窑匠。相传
t,³0µP'(F´n©1érS-DB 23
太上老君为窑匠祖师，二月十五是太上老君的生
4>56é-Dijn 7Kº8U4>56Sr
日，届时要祭祀老君。过去在窑旁要立＂窑神＂的牌
Zn9yÛ:56B A;(-<
V
-ÎYS=
位。窑匠在封窑烧火前，要点香烛、烧纸钱、上香敬
dB -D(>-,?Ún@ABPCDEP>AF

h°Í>nèé§êëB ìíyn%6çîïðn
到石头上，即认为不吉利。吃饭时，忌讳把碗倒扣，
èéU°ÍñòSóôB
认为是石头坍塌的征兆。

拜风火神，严禁燃放鞭炮。自封窑到开窑期，忌讳
ÜG?ÎnHIJKLMB >-h®-Nn%6
孕妇、小孩进入窑场，忌讳不洁物经过窑场。不同
OPPøQ®R-Sn%6§T¶ªA-SB §U

()' 用竹篾制造器物的小手工业者，即
²õö³÷µ¶SøùFúûn
ÜVS-gnWXPI%G&§UB )-C-ynY
栲楮匠
类型的窑行，习俗、禁忌也有不同。陶窑烧窑时，比

竹篾匠。分布于麦积、甘谷、武山等县区。对一些编
õöDB üýþÿ!P¼½P"ØÅ¾#B $%

织手艺高超的匠人，常常忘其本名，以＂栲楮匠＂
&ù'()SD'nÆÆ*+,-n©V./DY
＂苏栲栲＂代称。栲楮匠编织的东西，大都为圆形
V0./Y1ãB ./D2&S34n56é78

C³'(ZHn-ÂÚKk[-n[>@\
烧制砖瓦要庄严，窑
门前要放张桌子，桌上点一盏
Ò]^n[_Kk4j`na5jbcdB 5j
长明灯，桌旁放一张太师椅，供大师傅专座。大师

的、方形的和不规则的簸箕、篮子、背篓、箩筐
、盖
SP98S<§:£S;<P=-P>?P@AP#

傅是技术精湛的窑匠，烧制时间的长短，火力的强
bUefghS-DnC³yÔSÒiP?jSk
弱，全凭大师傅的一双眼睛与经验。烧窑时，禁止
lnâã5jbSmno1ªäB C-ynIp

具、竹席、筛子、漏斗、箸篓子等。编织的基本工序
ÇPõBPC-PD0PE?-ÅB 2&SFGFH

乱说话，尤其禁止污言秽语。在窑场吃饭时不能说
qrsnt+IpuvwxB (-Sìíy§½y

是砍、锯、切、剖、粒、橇、编
、削、磨，基本由一个人
UIPJPKPLPMPNP%POPÁnFGPQ'

话，不能碰响碗碟，不能把筷子放在碗上，寓意这
sn§½z{î|n§½ç}-K(î>n~c

RB
完成。

些行为会亵渎窑神而影响到产品的质量。
gé-Î{h^ÝS¾¿B

皮毛匠
*+' 对从事毛皮熟制与裁制的工人的称
$=tSTU³1V³SF'Sã

集市
/0 天水称＂赶集＂。集市一般设在人口较
·¸ã
V ºYB º('Tf

谓，民间称＂毛毛匠＂。据史料记载，旧时皮毛产品
WnXYã
V
SSDYB Z[\]n¹yTS^Ý
在甘肃六大特产中属首位，皮毛加工在天水是一
(¼_`5a^»bcdn TSeF(·¸U
个较大的行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天水的皮
Qf5SgúB »h'Xi<jRÚn·¸ST
毛匠集中在张家川、秦州区两地，其他县区较少。
SDº»(klPmnopqn+r¾ofsB

集中的乡镇所在地。一个集镇的集市不是天天有，
º»S(qB QºSº§U··&n
KºûéB 2S-ºyÔ
每月九集者最为普遍。相邻的镇子集贸时间必须
®nLPPn£é7P8Pn
错开，甲镇逢一、四
、七互市，则乙镇为二、五、八，
éäP`PB Gq'çhc&:S
丙镇为三、六、九。本地人把到这种有规律的变换

·¸STSeFtuvw(xyB z{|}n·¸
天水的皮毛加工真正兴起在清朝。光绪初年，天水

时间和地点的集市去交易叫＂跟集＂或＂赶集＂。
yÔ<q@Sº;p+
V
ºY±
V ºYB

先后开设有＂万胜皮店＂＂德胜皮店＂＂兴盛皮店＂
~®&VTY
VTY
VvTY

12 即经纪人。又称＂中人＂＂乡约＂＂居间
ª 'B ¡ãV
»'Y
V
¢Y
V
£Ô
掮客

n&VgYP
V vTYÅ１８!"家，并有德商＂德斯股洋行＂、
＂俱兴堂皮店＂等

工的皮张大宗为羊皮，其余为驴皮、兔皮、狗皮等
FSTk5éTn+éTPTPTÅ

'YB (XÔp»n£Ôã+ªä<T¼n¤¥
人＂。在民间交易中，居间商凭其经验和口才，协助
买卖双方成交，起说合作用，从中获取酬金。过去
¦§m9Rnwr¨´²n=»©ÿª«B A;
$£ÔSã¬Þgú&+n ®¯S>S
对居间商的称呼依行业各有叫法，粮食市场上的

杂皮。加工皮张集中在
至 "８月份，主要工序分
TB FTkº»( ３$ Ñ
Kn FHü

叫＂斗行＂；干果
、杂货、食盐、木炭市场叫＂秤行＂；
+
V
0gY°zP±P¯²PC³S+
V´gY°

擀
、案，即把生皮熟制成裘皮，再把裘皮制成各种
PnçrTU³RTnçT³R

皮毛业、牲畜市场、鲜果业均称＂牙行＂（又称＂牙
TSúPµ¶SP·zú¸ãV¹gYº¡ãV¹
纪＂或＂牙子＂）。＂牙子＂在买卖双方当面议价时，习
Y±
V
¹-Y²BV
¹-Y(¦§m9»?¼ñynW


V
rgYÅ ３# jTSgB
TSD
英商＂聚生公洋行＂等
家国外皮毛行。皮毛匠加

!T -P¡-ÅB rT³RTSA¢UTS
服装皮筒子、裤子等。生皮制成裘皮的过程是皮毛

加工的主要工序，也是关键工艺。皮毛加工使用的
FSFHnGU£¤F'B TSF¥²S
¦U§¨PT©B ª«TP¬TPTP®¯
主要辅料是黄米、皮硝。经选皮、剪皮、洗皮、进缸
°±T²PUTP³TP´TPµTP¶xPwxPE
（即踏皮）、熟皮、铲皮、晒皮、钉皮、配活、做活、出
灰、展活、印活等十几道工序才能完成。天水皮毛
·P¸xP¹xÅºd»FH¼½RB ·¸TS

惯在袖筒中捏指议价，这种议价的方式称袖里吞
½(¾ »¿%¼ñn c¼ñS9Àã¾ÁÂ

金。如捏一个食指表示
%n¿¯%<»%Ä２，捏
&n¿
«B e¿QÃ%Ä１，捏食指和中指表示
äQ%ÍÄ３，捏四个指头表示
$n¿Q%ÍÄ ４，捏五个指头
'n¿8Q%Í
三个指头表示
Ä５，合捏大拇指和食指为８，食指弯曲表示
(n¨¿5Å%<¯%é "n¯%Æ2Ä ９。
)B
表示

! !"# !
－４０２－

"
文! 化

也有用暗语代替数字的。
!"#$%&'()*+

多准备一些，取剩余之意。吃年饭前，要先祭祀祖
e±.²;³´>µ WvY¢;4¶·¸¹

扁担客
#$% 行商的一种。扁担客主要从事长途
,-*./+ 012345678
贩运，把货物从甲地挑到乙地，再批发或零售。也
9:;<=>5?@ABC@;DEFGHI+ J
有专门为雇主挑运的，自己不亲自经营。天水的扁
"KLMN3A:*;OPQROST+ UV*0
担客主要集中在甘谷县。旧时把从陕南贩运茶叶
1234WXYZ[\+ ]^<5_`9:ab

先，上供茶饭、果品、糕点之类。初一早上城乡家庭
¶;¥aYöºö»À>¼ ¨.X ¡¬½
普遍吃饺子。初五日，俗称＂破五＂，城镇人早上吃
¾¿W® ¨ÀF;DZ
d
ÁÀg; 'qXW
饺子，意为＂咬破五＂；农村人早上吃搅团，意取＂粘
d
ÂÁÀgÔPQqXWpq;µ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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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福＂。初九日交子时，富裕之家用煮熟的猪头祭
ÀÄg ¨VF$^;ÅÆ>¬¢ÇÈ*ÉË·

的扁担客叫＂西方客＂，把从东边往天水贩运机织
*012cdef2g;<5hijUV9:kl

天，祈＂天爷＂赐福降祥。正月十五普遍吃元宵。天
U;Ê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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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扁担客叫＂洋布客＂。扁担客往往十数人结成
m*012c
n
om2g+ 012jjp(qrs

水农村春节时还有吃血肠的习惯。做血肠时，将猪
VPQw^4"WÒÓ*|} ëÒÓ^;ÔÉ

n
.tg;,uXQv
n
wtg;5xysz
n
{tg*
＂一帮＂，行进中不能＂脱帮＂，从而形成了＂护帮＂的

血与荞粉按比例和在一起，兑入调料与精盐，灌入
Ò uÕ±ÖY.Í;×ØÙÚ ÛÜ;ÝØ

习惯。扁担客忌讳从扁担上跨过，尤其是生人。在
|}+ 012~501; q Y
行进中如遇到路上丢弃的贵重物品，绝对不能拾
,uXB*>; Qv
取。扁担客挑重物走长路，必须配备有＂搭枕＂（即
+ 012A>7;"
n
g

猪肠中，上笼蒸熟，置放起来。食用时，将蒸好的血
ÉÓX;Þ}È;ßàÍÎ H¢^;Ô}ñ*Ò
肠切成薄片，入锅炒熟，调入醋、蒜泥、盐等调料食
Óásâ¨;ØãäÈ;åØæöçèöÜåÚH
用。二月初二，家家户户炒蚕豆、大豆或豌豆，意为
¢ é§¨é;¬¬êêäëö÷Gì;µM

垫肩）与＂搭棍＂。＂搭枕＂是用棉布内裹棉花或碎布
 n
¡gn
g ¢£m¤¥£¦G§m
片缝制而成的，垫在肩上，减轻担子对肩膀的磨
¨©ªxs*; Y; «¬1®*¯
压。＂搭棍＂比挑者的肩膀略高，上端镶一凹形短
°n¡g±A²*®³´;µ¶.·y¸

杀虫爆蛐。清明节，要准备丰盛的食物至坟前祭
íîïð ñòw; 4±ó*H><ô¢·

木，行进时空肩的一只手有规律地用＂搭棍＂＂点＂
¹;,u^º*»¼½"¾¿@¢
d¡g
dÀg
地，以减轻负重。需要歇气的时候，把扁担搁在＂搭
@;Á«¬Â Ã4ÄÅ*^Æ;<01ÇY
d

棍＂上端的凹口处，让担子的一头悬起来，一头着
¡gµ*·ÈÉ;Ê1*»ËÌÍÎ;»ËÏ

做甜醅、晶糕、醪糟、凉粉，饮雄黄酒。亲友之间有
ë"#ö$»ö%&ö'u;G()* Rú>z"
互赠食品的习俗。六月初六日，古称＂天配节＂，要
+,H*|D -§¨-F;.Z
d
U/wg;4
献绿豆汤于祖茔，农村人家要用小麦粉烙＂麦蝉＂，
01jÚ¹2;PQq¬4¢stu3
d
t4g;
馍上有花纹图案。七月十二为新麦上场后食新面
f"¦567 8§péM9t:ÿH9×
>wF;^;<=ö>?ió@A;
d
8§p
之节日，时值辣椒、茄子等蔬菜盛产上市，＂七月十

地，腾出肩膀可以缓缓气；上下坡时，把＂搭棍＂从
@;ÐÑ®ÒÁÓÓÅÔÕÖ^;<
d¡g5

空肩的一面斜插于扁担下，使挑子与身体呈
º*»×ØÙÚ01Õ; ÛA ÜÝÞ４５°
!"#

角，既把挑子的重量分散于双肩，又避免了担子的
ß;à<A*áâãÚä;åæçz1*
一头碰到地面。扁担客所用扁担，用桑木做就，因
.ËèB@×+ 012é¢01;¢ê¹ëì;í
桑木柔韧性好，经久耐用。
ê¹îïðñ;Sòó¢+

奠，其中要有死者生前爱吃的食品。祭毕，家人亲
õ;X4"ö²¢÷ø*H ·ù;¬qR
友在坟前择一草坪野餐。端午节家家户户包粽子，
úYô¢û.üýþJ µTw¬¬êê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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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辣椒茄儿＂，新菜新面，合家饱餐，共享丰收之

&'( 脚夫、大车歇息的骡马店。民国以
ôõö ÷øÄù*úûü ýþÁ
脚骡店

I åK9×ësJ/VKö L>Mqy*NM
乐。又以新面做成各种水果、动物和人形的饼和
f;Zt4C;âãOsC;J,PRú PQR§
馍，称麦蝉儿，分散给小儿，也赠送亲友。农历八月
pÀXSw; ¬¬êêW§N w¢¬¬±§
十五中秋节，家家户户吃月饼。节前家家准备月

后，天水车马数量不断增加，在交通要道的集镇出
ÿ;UVøû(áQ!"#;Y$%4&*W'Ñ

饼、瓜果，饮酒赏月。冬至吃饺子。农历腊月初八
NöTK;G*U§ V<W® PQW§¨X

现了许多脚骡店。脚骡店都是通铺大炕，方便、实
(z)*ôúü ôúü+ %,÷-;f.ö/

日，用小米或大米做主料，掺以扁豆、黄豆，或核桃
F;¢sG÷ë3Ú;YK0öZ;G[\
仁、杏仁、大刺
、青菜 、糖等原料做腊八粥，也叫糊
]ö^]ö÷_ö`iöa?bÚëWXc;Jcd
涂饭。相传吃了腊八粥，可健身益寿，牲畜食之亦
eY f|WzWXc;ÒgÜhi;jkH>l
能增肥兴旺，固有人畜分食之习俗。五更早起煮
v"mno; p"qkâH>|D ÀqXÍÇ
粥，清晨即食，并将粥抹在土地堂、灶爷堂
、麦垛、
c;ñrH;sÔctY@uövËuötwö
草堆、门窗扇
、牲畜圈和大农具上，表示犒劳之意。
üxöLyzöjk{M÷P|;}~>µ
腊月二十三日，俗称小年，民间有祭灶神之俗。家
W§épIF;DZsv;ýz"·v>D ¬

惠。住脚骡店的除脚夫、马帮外，还有大车夫。脚骡
0 1ôúü*2ôõöût3;4"÷øõ ôú

店的主人殷勤、周到、热情，脚夫一进店，常有＂宾
ü*3q56ö7Bö89;ôõ.uü;:"
d;
至如归＂之感。脚骡店现已消失。
<=g>? ôúü(@AB
日常饮食
)*+, 生活民俗。天水居民日常饮食一
CýD UVEýF:GH.
日三餐，以面食为主。西北路一带偏远的农村，旧
FIJ;K×HM3 eL.MNO*PQ;]
^*.FRS;TUVöpÀWXY;ZWd[
时多一日两餐，上午约九、十点吃早饭，称吃＂干
\g;]^^W_Y;ZW
d
`Tg;Pa^XTb.
粮＂，黄昏时吃晚饭，称吃＂晌午＂，农忙时中午加一

¬4·; ;©.3;4KL
家要隆重致祭，虔诚祷告，除一般贡品外，要专
门

顿面条，称饭。＂干粮＂多以馍、菜、酸菜汤、咸菜为
c×d;ZYd
[\geKfögöhijökiM

献＂灶饼＂，供＂灶糖＂，还有灶爷所乘马匹的草料，
0
dvNg;¥
dvag;4"vËéû*üÚ;

3;TYM×d;_YKlV×M3 Yh`.
主，午饭为面条，晚饭以浆水面为主。在东南路一
带，农民则＂早上散馓饭，晚上打搅团＂，中午吃杂
M;Pým
dXãnY;_opqg;XTWr

.s0 va ¢ötë*a t
一并献上。灶糖是用玉米、麦芽做的饴糖。麦积区
'é@va
sv¢U;ÑI
石佛镇所产灶糖名闻陇上。小年前几天，满街出售

\×d st×u¼Yvw^ÎxyC ýz{
粮面条。小麦面粉只在年节时来改善生活。民间流
|Ï
d}ffvWg*~ :eKö[
传着＂蒸馍馍过年吃＂的说法。平常多以糜子、谷

*va;« é@
的灶糖，几乎全是石佛所产。

öö´M3H; Ktö0öt 
子、玉米、高粱为主食，辅以荞麦、扁豆、莜麦等。土

.%,/ 生活民俗。天水人待客厚道
ýD UVq2ö/
待客食俗
、实
Y 2quLÿ;¶-;s- ;¡ÝÝ
在。客人进门后，先请坐炕上首，摆小炕桌，熬灌灌

豆是重要的蔬菜，许多时候当主粮食用。随着经济
 4*i;)e^Æ3\H¢ ÏS

茶款待。在茶盅内放上冰糖或白砂糖，茶水熬好
a¢ Ya£¤à¤aG¥¦a; aV§ñ

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日常饮食已发生
*FV*´; FGH@F

后，注入茶盅，双手捧给客人品尝。待客食品一般
ÿ;¨Øa£;ä½©O2qª 2H.
是用手工擀制的肉臊子面或出汤面，又叫另汤面，
¢½«¬ª*®×GÑj×;åc¯j×;

÷x;×döYöË@sM34GH
重大改变，面条、米饭、馒头已成为主要饮食。

节日饮食
-)+, 生活民俗。春节期间饮食最为丰
ýD wzGHM
; ¡;w¢peU£4}¤×Ë;¥
富，无论城乡，春节前十多天都要蒸白面馒头，供
¦§*３天＂年＂（初一到初三）食用。除夕，全家吃
$U
d
vg¨.B¨IH¢ ©ª;«¬W
正月的
＂团圆饭＂，主要为＂扁食＂＂饺子＂＂宽心面＂。年饭须
d
qYg;34M
d
0Hg
d
®g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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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配有四至八碟下饭菜。给客人盛面条要汤宽面
s"°<X±ÕYi O2qó×d4j¯×
²;Qv J"¢ä³´öµ¶N·2q*
浅，不能过满。也有用炒鸡蛋、烙油饼招待客人的。
¶N¢¸V¹*×ut¶ºse»; ºØ¼
油饼用开水烫过的面粉抹上油卷成多层，卷入葱
¦?ÙÚ;Yã½¾¶µÈ 4"*Y¹ñ¬â*
花等调料，在锅里倒油烙熟。还有的在烫好擀薄的

!"# !－
－! ４０３

!"#$%
天水大辞典

面饼中包入韭菜或菜瓜丝，抹上油在锅内烙熟，称
!"#$%&'(')*+,-./0123+4
韭饼或瓜饼。用来招待客人的婚丧宴席历来为民
&"()"5 6789:;<=>?@A7BC
间盛事，待客丰盛讲究。无论城乡居民，届时必置
DEF+9:GEHI5 JKLMNC+OPQR
办宴席待客，宴席规模视主人经济情况而定。宴席
S?@9:+?@TUVW;XYZ[\]5 ?@

麦。做凉粉时，先将荞麦用石磨去皮，磨成糁子，将
úÎ ê SP+Í¸Ìú6,-â(+-ÆÎd+¸

名目有＂膘碗子＂＂两道饭＂＂四盘子四碗一锅子＂
^_`abcde
fghie
fjkdjcl0de

糁子用清水发泡，泡好后，用手搓揉成面团状，然
Îd6³pÏ+Ïr*+6IáÃÆ!~1+)
后洗浆，将洗好的面浆在锅内用文火制成凉粉成
*ö+ ¸r<!ö/016ÐvÑÆ SÆ
品。凉粉食用最要紧的调料是红油辣椒，将本地产
kÎ
S§6ÒÓ<xoÔ.34+¸Õ¼×
干线辣椒粉碎成面，再于其中加入少许草果
、八角
ÁÖ34SåÆ!+sÞT#%×Ø¹Ùu}Ú

（冬天常用，盛四碗不同的菜，中间再上铜质火锅
mnop6+Ejcqr<'+#Ds-tuv0
或砂质火锅煎菜）＂五碗＂＂五碗四盘子＂＂六君子＂
(wuv0x'y
fzce
fzcjkde
f{|de
＂八大碗＂＂九魁＂（即八碗炒菜、中间加一碗凉拌），
f
}~c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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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香料，用八成熟的植物油枪之，使其香气醇厚。
v´x+6}Æ3<ÛÜ.Ýò+ÞT´ßàÎ
吃时将凉粉用刀切成不规则片状，或用一种小漏
P¸ S6áçÆqTâµ1+ (6l¤sã
勺拉成面条状的＂捞捞＂，调入红油辣椒、精盐、蒜
ä.Æ!¥1<
fååe+%Ô.347³t78

席间必有酒助兴，主人要轮番劝酒，以表敬意。酒
@DQ`+W;+5 
过三巡，客人可以自由畅饮尽兴。
+:;5
特殊食俗
&'() 生活民俗。天水东南部林区有一
C5 o ¡¢£`l

泥97±²7´´7®¯°vx+6§Î
、芥末、香醋、芝麻酱等调料，即可用食。
锅鲰
./ 风味小吃。原料主要为玉米、荞麦面
Í²sÎ ÓxWBÄÅ7 Ìú!
粉。先把锅中的水烧开，然后用左手抓面粉徐徐撒
SÎ ÍB0#<æO+)*6Iç!Sèè:

种特殊的食宿，即采摘野生的百合花卷入馍中蒸
¤¥¦<§¨+ ©ª«<¬®¯%°#±

入锅中，右手持擀面杖或权棍快速不停地旋转搅
%0#+ Ié!ê(ëìíîqï¼ðñò
动，使面粉与水相融化，待锅内渐稠至硬成团后，
ó+Þ!Sôõö÷+901øùÆ~*+
再沿锅淋入热水，用文火慢慢渣熟，使其不致焦
sú0û%ü+ 6Ðvý3+ ÞTqþÿ

熟，味道清香可口。还有将野生的草莓（当地人称
3+²h³´µ¶ ·`¸«<¹ºm»¼;4
瓢儿），拣择干净，揉入玉米面中，烙成粑粑馍，酸
½¾y+¿ÀÁÂ+Ã%ÄÅ!#+2ÆÇÇ°+È

黄不接之时，割取已灌浆但尚未黄熟的麦穗，置笼
ðqñòP+óÛôõö÷øùð3<úû+Rü

糊。将渣煮熟的面粥舀入陶制的漏勺中，用手勺背
!Î ¸ýL3<!" %#Ñ<ãä#+6Iä$
在漏勺中反复挤压，让面粥通过漏勺上的小孔直
/ãä#%&'(+ )!"*ãä-<s+,
接滴入盛有凉水的盆器中，遇冷后立即变成＂活蹦
ñ-%E` <./#+01*23Æ
f
4
乱跳＂的＂蝌蚪＂。喜食酸吃者，在面鱼中浇入枪好
56e<
f
78eÎ N§È9+/!:#;%Ýr
<ö+<-.34u89u´'²ut=2xÎ
的浆水，配上油泼辣椒、蒜泥、香菜末
、盐等调料。

#ývþ±ÿ!"#+$%/&'#áâ(ã+)
中急火猛蒸十几分钟，趁烫在簸箕中搓去皮衣，然

喜食甜吃者，在面鱼中浇上用豆腐丁、鸡蛋煎饼、
N§Ê9+/!:#;-6¹>?uèéx"u

*¸ú+6,-.Æ/01+2%3456789+
后将麦粒用石磨拉成绳索状，调入辣椒、醋、蒜泥，
:´'§6+²h;<Î `Ð¼Ú/ÄÅøùÆ3
撒香菜食用，味道极佳。有些地方在玉米尚未成熟
P+¸=+>?<ï@d+6ABÄÅ+CDEd
时，将籽粒饱满的青棒子，用刀把玉米粒从嫩棒子
上铲下来，用石磨拉成浆，磨出的鲜玉米浆用手捏
-FG7+6,-.Æö+-H<ÜÄÅö6IJ

@ÔAuB?u»'=CÑ<Ë+s<´´u.
西红柿、肉丁、菠菜等烩制的汤，再配以香醋、油泼

成形，或煮或蒸，名曰＂浆粑粑＂。天水人还喜食用
ÆK+(L(±+^M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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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目》记载浆水有＂调中行气、宣和强力
、通关开
J_Kghö`f2#LßuMæNOu*PO

盛开的刺槐花（俗称洋槐）和玉米粉或其他面粉做
EO<PQ®m4RQyæÄÅS(TU!Sê

胃、止渴消食、利小便、白肌肤、止呕吐、止泻痢＂的
QuRST§uÄsDuUVWuRXYuRZ[e<
功效。浆水面是天水人的家常便饭，家家会做，人
\]Î ö!oo;<^pDi+^^_ê+;

中带甜，别具风味。这些食俗明显带有原始采集生
#ÉÊ+ËÌÍ²Î ÏÐ§ÑÒÉ`ÓÔ©Õ
活的特征。一些产核桃的地方，核桃成熟时，取鲜
<¥Ö5 lÐ×ØÙ<¼Ú+ØÙÆ3P+ÛÜ
ØÙÝ+Þ0ßà+áâ$ã+äå+æ%çå<
核桃仁，于锅里焙炒，搓去包衣，剁碎，和入切碎的

韭菜和炒熟的鸡蛋，做成馅包扁食。旧时穷人在青
&'æ3<èé+êÆë$ì§Î íPî;/ï

成的＂糗（方言读
Æ<fVmÚWX ｑｕｎ）馍＂（俗称＂糗挖瘩＂或＂糗
!"#y° em4fV YZ e(fV

34u89u´'²ut=2x+DÆEÈ½Ü¾u
辣椒、蒜泥、香菜末、盐等调料，便成了颜色鲜艳、
Ü´ÀFu³ÃJG<¿§Î
鲜香浓郁、清爽无比的美食。

浆水面
0"* 风味小吃。浆水的历史悠久，《本草
Í²sÎ ö<AHIj+[Õ¹

人爱吃。制作浆水，是先将苦苣菜、芹菜、苜蓿、白
VeyÎ[\]^o_`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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糗＂）。《周礼·天官·笠人》就有＂羞笠之实，糗饵粉＂
的记载，可见糗馍食俗已久。天水还有一种食品，
<gh+iV°§ôjÎ o·`l¤§k+

菜等菜洗干净，切碎煮熟，装进盛有＂脚子＂（即旧
'='ÁÂ+çåL3+fgE`fhdemí

叫＂旗块＂，是在发酵好的小麦面粉中加盐、大香等
l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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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料，再掺入适量的食用油，掺入对半的干面，和
Æ!~+Ãr*ÆÅ<(d+6A¸
成面团，揉好后擀成半厘米左右厚的皮子，用刀将

浆水，又称引子、酵头）的缸中，再烧一锅开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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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皮切成指头蛋大小均匀的菱形小块，将切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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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形小块放入锅中用细火慢炒至熟，香脆可口，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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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以上时间）。食用时，先要＂炝浆水＂。锅里放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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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植物油，将油烧热，投入盐、葱花、蒜片、辣椒丝

放易携，多用于小儿食用或向出门在外的人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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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晒干的野葱花，风味更佳），炸成焦黄后，把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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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许小麦面粉或玉米面粉勾芡，煮熟后倒进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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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搅匀，密封缸口，一日后即可食用（冬季发酵需

面皮
*+ 风味小吃。将面粉用凉水和成硬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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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倒入锅中，稍煮即盛出。把炝好的浆水浇在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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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在水中揉搓清洗，待淀粉沉淀后，倒去上面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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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条上，调油泼辣椒、炒好的葱花、韭菜，撒上切

水，加食用碱，调成面浆，舀入平底铝锅内蒸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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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条。淀粉洗完后所剩部分在笼上蒸熟成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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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的香菜，便成了酸香溜爽的浆水面。浆水面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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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食用方法。一是把手工擀制面按喜好切成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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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吃法是在黄亮透明的面皮上，加油泼辣椒、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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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韭叶、大宽等各种形状，＂下在锅里莲花转，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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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酱、蒜泥、芥末
、精盐、香醋 、酱油等调料，再放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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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碗里一根线＂，一碗碗煮好捞出来，浇上浆水汤

片面筋和一小撮焯熟的绿豆芽、菠菜之类的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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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艳味美，油浓汁足，凉爽利滑，香辣解颐。天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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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颜色黄亮，精柔可口，吃完面皮之后碗底不留汤汁。

食用。二是把擀好的面切成菱形或短条形的面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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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下入锅中煮熟，再把提前炝好的浆水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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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入煮熟的面中，叫＂一锅子面＂。三是把和好的面

凉粉
,- 风味小吃。天水凉粉的主要原料是荞
Í²sÎ o S<WÓxoÌ

团揪成面片，倒入炝好的浆水，吃起来滑溜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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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水面通常以白面擀制，用豆面、荞麦面、玉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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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肉
、羊肉等。荞面搅团配羊肉臊子味道更佳。
LÅ.¢3<
/(wx¢¢Ð9¹£V<

等杂粮做的浆水面，风味独特。做浆水的菜以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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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苦苣菜（学名败酱草，菊科、药用全草，有清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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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适口，有开胃降火、除湿利水、化瘀消肿、清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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馓饭
01 地方风味食品。用玉米等杂粮面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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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将土豆切成小块，放入锅中煮，等土豆块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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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把玉米面粉或其他杂粮面粉一点一点地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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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开水锅中，边撒面粉边不停地搅动，用文火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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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煮至黏稠的糊状，即成馓饭。吃时配以各种或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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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之功效。芹菜浆水有清热利尿、止血定喘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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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炒的风味小菜。

毒之功效）最佳，其次是芹菜、苜蓿
、小白菜 、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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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荠荠菜
、萝卜等，风味各有不同。＂苦苣浆水＂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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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汤面
#$% 回族风味食品。将切得细长的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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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水回族传统食品。面擀好后，等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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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面

煮好后捞在事先放有汤水的＂品＂（专供捞长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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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瓷盆）内，摆在桌子中间，另将有肉丁、菜丁等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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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好的汤料舀入小碗内，再加醋、油泼辣椒及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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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干状态切成菱形长约
¬ó3 ù®¯° !１厘米左右、形如雀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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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块，码在盘中，称＂雀（方言读
ｑｉａｏ）舌头＂。先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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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制好的半生羊肉丁放进锅内水中，用文火慢煮，
ª*7»?¢ ¼~"+,q+
等煮出香味后，再放入切成碎丁的榨菜，切成细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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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带、鸡蛋饼和虾皮等，烩煮成香味浓郁的臊子

佐料，吃时捞少许面条于汤料中，边吃边捞，频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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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汤，味道醇厚，香辣沁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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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头大卤面
&'()*% 地方传统食品。乌龙头大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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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碎面煮好后浇上臊子汤，撒上香菜，加醋、盐、辣

面必须用天水山林所产乌龙头作为臊子的主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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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头学名榴木，别名刺龙苞、鸟不宿等，属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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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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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乔木，微苦，具祛风除湿、活血化瘀、消肿止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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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混合，加胡椒水、鸡蛋和成面团，搓成均匀柔软

功效。天水的乌龙头大卤面讲究宽面大臊子。做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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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长条，呈环状平列摆开，慢慢放入油锅中，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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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大卤面时，以温水和面，加适量碱水，揉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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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上色后捞出即可。馓子以股细条匀，色美酥脆闻

剂，发汤以增加面的韧性。把乌龙头、芹菜
、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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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其特点是长久耐藏，即使在一两个月后，仍不

豆腐干、大肉、夹板肉
、煎蛋饼等切成大块或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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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其色香味，深受回族群众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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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滚刀块稍加煽炒，加调料后再放入切成大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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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菜与余好的丸子，加少许汤微炒，然后兑入适

45 张家川风味食品。用＂酵子＂将面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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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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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加胡椒、苦豆、姜黄等佐料，用棒子压面，做成

量的热水，煮沸后用淀粉勾芡成稠糊状即成。将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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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饼，印上花纹，放置在上下均有火的整内，温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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馓子
、熟
03 回族风味食品。将一定比例的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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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宽面捞入碗中，浇上臊子汤头，再调上油泼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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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烤至熟。锅盔体形大、厚实，花纹精致漂亮，柔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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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醋、盐等作料，为荤大卤面，臊子中不放肉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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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嚼，香味醇厚，经久耐放。当地人以其为走亲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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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卤面。乌龙头大卤面的特点是面宽、汤宽、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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臊子大、臊子稠，与面条紧粘在一起，味美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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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油盒
+,- 地方名小吃。相传由清代宫廷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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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又称宫廷点心。天水猪油盒的主料为上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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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粉，辅料有生猪板油、大葱嫩芯、胡麻油
、精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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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的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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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猪油盒制作工艺复杂精细，用料讲究，经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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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考的综合加工，具有酥脆松软、滋味浓香、色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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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丽、油而不腻、酥而不碎的特点，曾被评为甘肃

油饦
,! 回族风味食品。将荞麦面用水和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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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制成形状如手镯的圆环，放进油锅，炸熟、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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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捞出即可。油饦小巧精致，风味独特，具有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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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清香等特色。

武山油圈圈
67,88 风味小吃。主料为优质冬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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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边撒边搅，用文火慢慢管煮，待结成稠硬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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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L_..g-..ä%.;.
面粉、植物油，配料有花椒粉、苦豆粉
、姜黄、食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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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碱。先用纯正胡麻油和制油面，并准备一碗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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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清油备用。将发好的面放在案板上，揉进干面
粉和适量的食用碱，用力反复揉压，使面柔软绵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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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沾手，再揉入适量清油、花椒粉、姜黄粉、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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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等，以形成饼子的层次、颜色、味道等。取揉好

后，再沿锅淋入开水，慢慢渣煮，不能使搅团焦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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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分成等份足量的小团，然后分别做成圆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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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煮到—一定火候，要不停地用擀面杖等器物在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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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饼胚，再将饼胚揉入一些已备好的油面，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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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旋转搅动，搅动的时间越长越好。搅团做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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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夹制作出简略的花型棱纹，用刷子蘸油刷匀称

盛入碗中，浇盛清汤臊子，调油泼辣椒、蒜、盐等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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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而食。清汤臊子有浆水
、素菜、荤菜三种。素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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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料有豆腐丁、土豆丁、胡萝卜丁、木耳、海带、菠

刷在上面，放进鳌里烘烤十几分钟，即可成熟。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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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时要掌握火候与时间，火力要适中，时间要适

菜等。荤菜的配料与素菜基本相同，不同处在于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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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风味小吃。相传清朝由甘谷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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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酥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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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优小吃。

搅团
./ 地方风味食品。搅团多用玉米、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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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麦等杂粮面粉做成。锅中烧开水，徐徐撒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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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既要避免焦色，又要熟透，以外脆里酥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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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
附近蒋家庄一李姓厨师创制而成，至今已是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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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传人。甘谷酥圈圈是以精细白面为主料，加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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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麻油配以各味香料精制而成。将面粉发酵，添加
IJKL>MNOE?,-.9 PBQRS/TF
碱水，加胡麻油、鸡蛋、花椒末、姜末、桂皮、精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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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料，再配以一定比例的肉汤，精揉细搓后，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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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蹄窝子＂或＂鸡窝窝＂。牲鞋鞋底垫以麦草、玉米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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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莜麦草等，用来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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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链
:; 旧时人们出门时用来装物的口袋。裕
ïð8hª«ð¹|÷fo9 ¬
链是用布或毛织布缝制成一长方形的囊，两头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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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中间的一面开一口子，装上东西后，袋口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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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子，拉条揉成大小、粗细均匀的环状，又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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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将面粉、姜黄
、麻油等配制好的糊状粉末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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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在肩上，故称裕祥。较大的裕链，可以搭在驶驴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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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圈上，置于上下均有炭火的整中双面烘烤，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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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古老的住宅。窑洞造价低廉，冬暖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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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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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驮东西，多用于赶集或旅途装东西。

凉，为农村穷苦人家的重要住宅形式。本地窑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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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崖式和箍窑两种。崖式窑洞是选择好沟边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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畔向阳之处，于崖壁上横向打洞。窑洞顶部呈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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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即覆斗状，底部直陡，洞口高大，利于出烟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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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即可。肚丝汤汤色黄亮，肚丝飘荡，吃起来酸辣
,µ9 ©hh~/©¶·/¸¹ºª 气。箍窑亦称旋窑，用土坯（俗称＂整子＂）砌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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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ón}ôõö后色泽金黄油亮，味道香酥可口，油而不腻，耐存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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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肚丝汤
&'()* 风味小吃。将猪肚洗净，清水下
Nr9  ¡/¢V
锅煮熟，冷却后切成细丝，配以辣椒丝、胡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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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精盐等佐料做成汤，用适量淀粉勾芡，文火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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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麻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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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现已消失。

醪糟
+, 风味小吃。将糯米洗净蒸熟，拌上酒
Nr9 ¼½ ¡¾/ ¿GÀ
曲，于温度适宜的地方，待发酵后，成为醪糟醅子。
{/ÁÂ®ÃfÄÅ/ÆRS§/.CÇÈÉn9

板屋
>? 古代木制建筑。天水境内林木繁茂，民
Â6ú,ûö9 óVüÞýúþÿ/ô
以＂板屋＂为居。《诗经·秦风》就有＂在其板屋＂的记
>
z
!"}C#9$%ã&ú'(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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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汉书·地理志》有＂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
+/$,-&Ä./'
zóV0/1Jýú/ô>

PÉnÊ£Ë/FÌÍV/G¤Î/ÏÌX
将醅子舀在锅里，加入凉水，于火上煮开，打入鸡

蛋，即可享用。醪糟温润滋补，酸甜可口。
Y/µÐ9 ÇÈÁÑÒÓ/ºÔ9
-. 风味小吃。将莜麦淘洗后，蒸熟倒进大
Nr9 PÕÖ× §/¾ØÙq
甜醅
Ú/ÛÌ®¯fÀ{/Ü¿tu/ÝÌÚÞßàá
盆，加入适量的酒曲，搅拌均匀，盛入盆内包裹严
â/ÁÂ®ÃfÄÅ/ã&äåRS§/æ
实，放置在温度适宜的地方，经一昼夜发酵后，便
成甜醅。甜醅色泽呈浅黄色，汁浓、味道甜美，略显
.ÔÉ9 ÔÉçè~/éêWNÔë/ìí
ÀN/»NÔî9
酒味，其味甜爽。

板为室屋＂的记载。随着社会的进步，建筑材料发
!C2"}f*39 4Z56fÙ7/ûö8ER
9:;</
z
)"}2ãøù9 óV=ã&Rfû
生了变化，＂板屋＂已经消失。天水东南部一带的建
ö/>ÄlCz>@?}/ûö@A3BCPD/E
筑，当地称为＂托件房＂，建筑特点是深堂宽廊，前
FGHú)I./JKLMN)"fOP9
檐墙纯用木板镶成，依稀能看到板屋的痕迹。
@A? 用茅草搭盖的房屋，俗称庵房。民国
Q¦¶Rf?"/_lS?9 ôT
茅草屋
EJU=ã1V/W>ýXVCJ9 Q¦"Y
前多见于东南部山区，尤以林缘区为多。茅草屋简

褐子
/0 旧时流行于天水的民间织物，主要产
ïðñòóVfôõö÷/ Døù

单易造，随坏随修，但易于着火，不够安全。至今在
[ZÇ/4[4\/]ZZ^/_û`9 01

于秦安县。褐子是用粗麻编织的纺织品，编织褐子
úûü9 ýn3sJþöfÿö!/þöýn

1VaMN/ Jbc=ÕMdeffg
山区仍可看到，多用于牲畜棚圈和看管果园的临

要通过揉、洗
、擀等工序，使粗麻纤维变得柔软、绵
ø"#iW W$H%&/'sJ()*+,-W.
细，颜色呈黄黑色。褐子织成后，可以裁制衣服袜巾。
@//ç019 ýnö.§/>2,34569
滚身子
120 旧时男子在冬季穿的短棉衣。由于
ïð7n89:f;<39 =
当时的经济条件所限，不穿衬衣，贴身穿短棉衣，
>ðfã?p@AB/:C3/DE:;<3/
A>F
z
GEn}9
所以叫＂滚身子＂。

ðhA9
时居所。

偏厦子
BC0 天水最普遍的住宅形式。以渭水北
óVÁijfÃÄrÒ9 >kVl
部地区为盛。偏厦子是＂马鞍架＂房的一半，为一坡
ãÄVCÝ9 mnn3
z
opq}?f&r/C&s
水，即单檐房，有别于＂马鞍架＂的双檐。偏厦子省
V/c[F?/t
z
opq}fF9 mnnu

木料，利于采光、保温
、通气，但房屋进深浅，面积
úE/êvwW©ÁW"í/]?"ÙBè/Bx

34 旧时冬季穿的大襟袄。多用丈许长、四
ïð89:fqHI9 JKLMWN
缠腰
5OPfQRSTUV=WCTR/ XY:Z
五寸宽的布带缠在腰间几圈作为腰带，这种穿着

B9
有限。

版筑
DE 流行于天水东南部的一种古老的筑墙
ñòóV=ãf&YÂ föG

F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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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W\W<]^9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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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Ï\)G}9 ÏG
叫＂缠腰＂。＂缠腰＂有单、夹、棉之分。俗语＂十单不
方式。本地人把这种筑墙方式叫＂打夹板墙＂。打墙
b&</a<b&S}cd<STfefW9
如一棉，十棉不如一缠＂即指棉缠腰的御寒作用。
5(0 旧时贴身穿的一种内衣。旧时因条
ïðDE:f&YÞ39 ïðgp
围肚子

件所限，人们很少穿衬衣，代替衬衣的是—种贴身
@AB/8hij:C3/6kC3f3&YDE

小衣，俗称＂围肚子＂或＂袋肚儿＂，呈扇形，上端系
r3/_l
zmn}nzop}/çqr/Gst

在颈上，中间系在腰后，遮护腹部，正面做有兜儿，
uG/UtT§/vwxy/zBl{p/
可装零星小东西，兜儿绣上花，起装饰作用，男女
|}~r/{pG/¸|W/7
j:9
老少皆穿。

膝裤
67旧时妇女的一种穿着装。无论贫富，婚
ïðf&Y:Z|9 /

后的妇女讲究长尺寸，上穿右掩襟衫，或大襟棉
§fMO/ G:H/ nqH<
/ :/0 /C]9
袄，下穿膝裤，套在脚踝至膝下，为之膝裤。
89 旧时天水人冬天穿的一种自制暖鞋，
ïðóV88ó:f&Y,/
牲鞋
用猪
、牛皮制成，取＂牲＂之意，所以叫牲鞋，也叫
z}]/A>F/ F
W_,./

ð¨±z{ú)l|}~/cÙ§/U
时须用两块厚木板做活动模框，固定好后，往中间
Ìð/ & nâ9 N)X
填入粘土，一层层用础子夯实。夯到与板缘相齐
时，卸下木板，再固定到已筑成的墙体上边，再填
ð/ ú)/bcN2ö.fGGÛ/b
ðö9 bö/NøéÂc9
土夯筑。如此反复夯筑若干层，达到要求高度即可。
版筑的粘土墙厚达二尺五左右，隔热、保温，冬暖
öfðG5/W©Á/8

夏凉，就地取材，是旧时农家普遍的建房筑墙方式。
ËÍ/(Ä8/3ïðÌÐijfû?öGÅÒ9
入烟
FG 新宅落成后的乔迁仪式。新宅落成后，
Ä.§fÒ9 Ä.§/
择日搬迁，亲朋持喜幛
、喜联或实用物什前来恭贺
Ø/ ¡¢£¤W£¥nâ÷¦E¹§¨

乔迁之喜，俗称＂入烟＂，又称＂踏院＂。旧时农村＂入
]£/_l
z
Ìë}/xl
z
©ª}9 ïðÌÍ
z
Ì
ë}ð/«ø¬9 DÐP½B®¯«°N?/
烟＂时，先要祭灶。主家将米面灶具率先拿到新房，
û±Ù
z
²}/³§´µGO¬¶9z
Ìë}]/
安顿好＂灶神＂，尔后献贡上香祭祀。＂入烟＂之日，
·¸¹/7D8º&Ú»ëf^/D8¼º&
鸣放鞭炮，男主人抱一盆冒烟的火，女主人怀抱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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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头小猪，用手拍打小猪，使其发出嚎叫声，同时提
!"#$%&'("#$)*+,-./0123
一壶凉水，一齐进入新居，将凉水在新灶上烧开，
45670489:;<0=67>;?@AB$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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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人烟＂。

挂画
#$ 广泛流行于天水的一种室内装饰习
IJKLMN7O 4PQ RS TU
俗。过去，天水士、农、工、商无论贫与富，家家户户
VH WX0N7YZ[Z\Z]^_`ab0ccdd
喜欢在正房墙上悬挂名人字画。一般人家在正房
ef>ghi@jklmnoH 4pmc>gh
Ogqi@rstuvkwxaty0cz{Om
的正面墙上（端对门）挂中堂与对联，家境好的人
家挂四条屏、横批、斗方。一些事业有成者，字虽然
ck|}~ZZH 4 0n
欠佳但仍然比较受欢迎，这与人们祈福吉祥、追求
f0amZ

早饭吃搅团，吃馓饭，并要在门、窗
、桌、柜等处粘
sØâñº0â°Ø0±½>uZÎZÓZ²_³
Á
µ±ÉH 4>>®¯Ý2¶·4
@Ø´0.
点饭粒，叫＂黏五福＂。一些地方在除夕夜时预扎一

个草人和一把笤帚，立在房门背后，到初五清晨，
à¸m¹4º»¼0½>u¾"0HL±MN0
把屋内的垃圾，炕上的灰尘清扫后和草人一并送
º·Rò0 ¿@òÀÁM¶"¹¸m4±´
到十字路口或沟边、河边，然后吃一顿＂搅团＂，谓
H¨nÂÃÄZ«0"â4Å
ÁñºÉ0
之＂治五穷＂。城区多在初五早上吃饺子，以＂吃饺＂
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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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意＂破无穷＂。

)*+ 节日习俗。正月初九日为玉皇大帝
 UVH g¦LÊ gËÌ,Í
上九日
òÎÏ0V¡
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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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辰，俗称＂上九日＂。天水人称为＂天爷＂诞辰。
LÒÂ@ôgÁNÐÉÓÔ0;ÕÕ=0@/ÙÚ0
OH
初八晚上即为＂天爷＂暖寿，鸣放纸炮，上香祭祀，
幸福的心理有关。
%& 节日习俗。俗称年节、过年。从腊月二
 UVH V¡¢Z£¢H ¤¥¦§
Öm×QH ìLÊÆ20ØÙöc>Ð?wKÚÛ
春节
顶礼膜拜。交初九子时，富裕之家在庭院中以煮熟

十三小年节起，人们开始忙碌，从除夕到正月十五
¨©"¢ª0mB«¬0¤®¯°g¦¨±
日，统称过年。腊月二十三日，送灶神，扫屋舍。除
0²¡£¢H ¥¦³¨© 0´?µ0¶·¸H ®

的猪头祭天。各地社火也于初八、初九后开演。一
ò#!ÙNH W>Ü&ÇMLÒZLÊ"BÝH 4
>Þ½>LÊ ßàáâãáH äåÈËæ
些地方还要在初九日组织戏班唱戏。秦州区玉泉

夕，全家团圆，出外者要及时赶回家，有＂三十晚上
¯0¹cº»0,¼½¾2¿Àc0
Á
©¨Â@

Á@ÊÉIèémêëòìí0gN7,ò
ç
观＂上九＂庙会有万人空巷的盛况，为天水较大的

一根折筷子也要归家＂的习俗。下午家家户户贴春
4ÃÄÅÆÇ½ÈcÉOUVH ÊËccddÌÍ
联、挂年画、贴门神、贴窗花，装饰庭堂。要开神主
yZk¢oZÌuµZÌÎÏ0STÐxH ½BµÑ
堂，在供桌上＂坐纸＂、献茶饭，祭祀祖宗。除夕晚上
x0>ÒÓ@
E
ÔÕÉZÖ×Ø0ÙÚÛÜH ®¯Â@

庙会之一，天水人称＂上九＂朝观会。
Ièö40N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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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
,-& 节日习俗。俗称灯节，又叫上元节。
 UVH V¡ï0ð.@ñH
正月十五日，城乡处处张灯结彩，家家团聚煮元
g¦¨± 0 ÇòóïZ0 ccºzÚñ

的年夜饭—般是臊子面，个别吃扁食、饺子，晚饭
O¢ÝØ4pÞßÆq0àáâãäZåÆ0ÂØ

ôH :Ý0Ïï8Õ0mõaö!0çï÷Zøù
宵。入夜，花灯齐放，人们云集街头，观灯展、看焰

4æ½çè0éê
Á
ëìÆ20í¢èÉH N7
一定要有剩余，取意＂岁交子时，长年有余＂。天水

r[()V
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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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旧俗有＂有吃没喝，三十晚夕一盆大火＂的说

&0úfûüH N7ýï4>0g¦¨±;þ
火，尽欢达旦。天水西部一些地方，正月十五新媳
|½Àÿc!ïH "#Z$%4>&'²ò
妇要回娘家壁灯。甘谷、武山一些地方制有传统的
()*ï0@+,-ò.©/Ý01
.ý234
.5µ
连环宫灯，上绘完整的《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
Ý04_m§67a89H
N7[(:V0>
演义》等人物绣像与故事情节。天水农村风俗，在
元宵节用谷面、糜子面、荞面做成十二生肖形象，
ñô%#qZ;ÆqZ<q=¨³Î>?@0

法），续香守岁，俗称＂守先人＂，讲古论今，说笑话，
-v0./0ë0V¡
Á
01mÉ023_40÷560

或农具形状的面灯，在蒸笼里蒸熟，上插缠有捻子
[A?Bòqï0>CDJCÛ0@EÿEÆ

玩纸牌（俗称＂掀硬纸＂）。交子时，鸣鞭炮，开大门，
7Õ8rV¡
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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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麦秸或胡麻杆，用清油浸泡，点燃后放在门墩
òFGHIJ0 %MKLM0 @A"Õ>uN

迎喜神。一些地方在交子时，在院中点燃一堆柏叶
eµH 4>>ìÆ20>?w@A4BC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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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点了灯，明了心＂之说。全家老少各持一盏

火，插香接喜神。一些老人在交子夜时，到庙里烧
&0E/FeµH 4Gm>ìÆÝ20HIJA

点燃的面灯，在宅院四周转圈，俗称＂绕灯＂，互相
@Aòqï0>T?|UVW0V¡
ÁXïÉ0vY
在耳朵鼻子前照一照，意为驱除虫害，辟邪免灾。
>Z[\Æ]4]0êg^®_`0abcdH
同时念念有词∶＂寻什么呢？寻蛐蜒
、壁虱、跳蚤呢；
12eefg
Á
hijkl hmnZopZqrk

北部一带，除夕有吃＂搅团＂的习俗，有＂三十日吃
îï4ð0®¯âÁñºÉòUV0
Á©¨ â

搅团，来年有搅然＂（即有钱用）之说。年饭毕，长辈
ñº0ó¢ñÉrôõ%vö÷H ¢Øø0íù
给儿孙散＂盘缠＂（即压岁钱），然后合家围住火盆
úûü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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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香＂以祈福。初一清晨，先给祖先烧香上供，接
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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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晚辈给家中长辈磕头拜年，长辈们要给孩子散
OÂùúcwíùP!Q¢0 íù½úRÆ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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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忧而不乐。人们早晨见面，拱手点头，互道＂年过

寻着了没有？寻见了；打死了没有？打死了；我没打
hOO*l htO(sO*l (sOt*(
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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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张天师＇的花马儿把它踏死了。＂之后，将面灯
z>·u{,uÖ0|}EÆAúH ~ =@£
藏在屋门垴或大门顶，直至捻子燃尽。次日将点过
òqïä0¡
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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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灯切片炒食，称作＂倒灯＂。有些农家还要捏一
à,ò? FBò
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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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比较大的形似麦垛状的＂糜面墙＂，放在庭院中，
@ó¢±#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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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来年五谷丰登。元宵节晚上，小孩子要挑着各

得好＂。初—不扫地，寓意聚财。妇女不出门，忌冲
x{ÉH L4o¶>0yêz{H |}o,u0~

式花灯走街串巷，以示岁岁光明。十五过后，春节
Ïïöë0KëëPH ¨±£"0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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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凡新年前结婚的男子，必须按时＂拜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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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基本结束，＂十五一过没年了，娃娃大汉安然

＂盘缠＂，孩子们到本族亲人家中去给长辈磕头拜
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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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挣＂盘缠＂。各家赶上披红挂彩的牛、马、驴、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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骡等家畜，齐集村外迎＂喜神＂。２０
６０年代后，
4efgh^\H ;iöcrGivÙÚ0V¡
一度改为赛骡马。有新丧之家（老丧）祭祀，俗称

＂烧新灵＂。新丧之家则依礼守孝，不外出拜年，意
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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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丈人＂；老女婿则在初二拜丈人。初三晚饭后
＂送纸＂（俗称＂送先人＂）。此后人们便可携带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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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亲访友，谓之＂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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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二月二
./. 节日习俗。古称中和节，也叫春龙
 UVH 3¡w¹0 Ç.Í
节。天水有＂二月二，龙抬头＂之说。家家户户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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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五
'( 节日习俗。正月初五送＂五穷＂，俗称
 UVH g¦L±´Á±É0V¡

日炒蚕豆、豌豆、大豆，爆米花，杀虫爆蛐，祈祷年
ZZ,0Ï0m0¢

＂破五＂。早晨打扫院落房间，将垃圾集于一处，送
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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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不降冰雹。农村还有打＂灰簸箕＂的习俗。清晨，
Ro ¡¢H [(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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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妇以簸箕盛草木灰沿着院落四周，一边用
§q¨©(£¤0)¸¥Àªª«>iÃ04Ã
擀面杖敲打簸箕，使草木灰徐徐撒在墙根，一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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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念道＂二月二，龙抬头，乾蚤壁虱别抬头，要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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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门外僻静之处，或填埋于坑内，叫＂赶五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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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脏衣物，叫＂洗五穷＂。洗过衣服的污水泼于大
u¼0H«¬£¤0®©7¯7KXH
门外僻静处，或到河渠边洗涤，让污水随水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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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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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簸箕打在灰里头＂，意即消灭害虫，祈求五谷
!"#$%&'()!*"+,-./0"1234
丰登。旧时农村中多以红布缝制春牛缀于小儿左
567 89:;<=>?@ABCDEFGHI
袖以祛疾疫，又将炒热的蚕豆、豌豆等串成串，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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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于小孩子脖颈，据说可以减轻麻疹、天花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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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
&'( 节日习俗。祭奠祖先的节日。清明扫
ijkl7 mnopQij7 qrs

祖的节日。民间传说这一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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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坟才可以培土
、整修，故在春分过后，即可先祭
8xa>z{T|}"'C",apm

一天，称＂晒龙衣＂。家家户户晒衣物、被褥、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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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防湿防蛀。清晨，子女要为去世未满三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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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泼绿豆汤，意寓和亡人一起消暑。孩童在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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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所戴之＂花花手＂在此日摘除，家长要为孩子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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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蝉状薄饼吃，称烙＂麦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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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日习俗。亦称＂七夕＂＂乞巧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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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七

扫新坟，清明前几天祭扫旧坟。上坟时要在坟头插
s x"qrfms8x7 wx9'x!

间传说为牛郎织女而设。当日，姑娘、少妇于庭院
µê`yD./'´07 1j"23T45F67

纸幡、挂纸条、化纸钱，在墓地植草种树。旧时大姓
TT"'t7 89
人家有＂清明会＂，族人轮流主持合族上坟，举行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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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祭祀仪礼。今已流变为一家一户祭奠祖先。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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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摆放瓜果，穿七孔针，向织女乞巧求艺。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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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盆清水放于院中生膜，投针则浮，看水中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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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呈花草状，便以为得巧。在秦州区南部的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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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天朗气清，境内在祭扫祖墓的同时，还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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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寺、花岐、牡丹、天水等乡镇，称乞巧节为＂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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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青
、春游、放风筝等活动。境内西部一些地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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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娘节＂。七夕前，当地的女性要用彩纸扎塑＂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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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用大红布缝制约寸许宽的长方形小袋，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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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像，尔后欢歌欢舞，高唱＂十炷香＂＂迎巧歌＂。七
夕前几天是女性欢度祈福的节日，无人可禁。七夕
+f6'SÖ[12Qij"\a]7 *+
晚上，祭祀结束，便唱＂送巧歌＂，烧掉＂巧娘娘＂塑
^w"m¥ÙÚ"IXv-ã*"_`v-33*a

墓，俗称＂上坟＂，即为祖先坟培土、整修。三年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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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籽，缀于小儿衣服左肩，寓意可以增寿禄、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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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气。俗语云∶＂身背红花籽，鳜头匏子（打土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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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榔头）打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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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乞巧节便告结束。

四月八
)*+ 宗教习俗。农历四月八即＂浴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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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
+*/, 节日习俗。即中秋节，又叫团圆
ijkl7 ,<ci" M£de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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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诞节＂，相传为释迦牟尼诞辰。天水各佛寺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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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中秋节是仅次于春节的岁时节日，节前各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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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经法会，以各种香浸水灌洗佛像，供养各种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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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僧尼信众云集寺院参拜，男女信徒携老扶幼，

户准备丰厚的月饼、瓜果、糖酒等食品，于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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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寺庙拈香敬佛，还愿祈福。甘谷县大像山四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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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是天水最大的庙会之一，人数最多时可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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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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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在庭院当中摆上供桌，陈列各种瓜果和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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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女主人主持祭月，然后一家人坐在一起，分食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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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欢度良宵。因为月亮是太阴，所以男不祭
月。旧时农村，一些不育妇女还有在中秋晚上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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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
,*, 节日习俗。又称端阳节。清晨，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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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瓜田架下摸取瓜、豆以求子的习俗，俗称＂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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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民众于郊外折柳枝、采艾蒿，家家门庭插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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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中秋节讲究向亲友赠送月饼、瓜果时鲜，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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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节＂。学生要向老师、徒弟要向师傅、女婿要向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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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父母，甚至亲朋之间，都要以瓜果、月饼相赠。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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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学生在中秋节向老师＂追节＂时，穷学生如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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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艾蒿以避邪气。有人采集艾蒿存起来晒干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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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儿童佩戴香草荷包，手腕、脚腕处缠五彩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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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镯子，俗称＂花花手＂），腰系绣有＂五毒＂图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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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裹肚，肩缀做成动物等形状的香包，耳门、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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囟门、发际等处涂抹雄黄酒，以避虫疫。人们吃粽

子、甜醅、油糕、凉粉、绿豆糕、熟鸡蛋等食品，互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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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学生
、徒弟 、新女婿要分别给老师、师傅、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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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可送，可以到别人家的果园去偷，即使被主人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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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一天也会得到原谅，民间把这叫＂偷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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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祭月、赏月之外，乡间还有祭土地神的＂秋报＂
活动。乡社多请来皮影戏、木偶戏进行酬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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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送礼品（俗称＂追节＂）。本地居民还有烙＂麦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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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借此庆祝五谷丰收，感谢天地神灵风调雨顺，

馍＂，烙＂鼓角儿＂馍的习俗，又叫烙＂花馍＂。花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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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盼来年收成更好，国泰民安。

将发酵好的白面加入油、盐、花椒等调料，在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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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节日习俗。农历九月初九为重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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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

上压出各种花纹，文火烙制而成。旧时，乡间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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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叫＂重九＂。旧时文人雅士往往于此日携酒登高，

在端午节要敬奉山神、土地，要扬幡、献牲、敲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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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地而坐，饮酒赏菊，赋诗抒怀，称为＂重阳会＂。民

鼓。祭祖毕，全村按户均分祭肉而食。在武山县一
¡7 moÀ"Á;Â«ÃmÄ´7 'Å54# 间亦有登高之宴，以避祸消灾，健身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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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从四月初一起，牧童和青年开始＂旋鼓＂
寒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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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节日习俗。农历十月初一为寒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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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称羊皮鼓）。端午节临近时，以村为单位，汇集

是传统的专为亡人送寒衣的日子。人们用纸和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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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乡八村的旋鼓队，进行赛鼓联欢，直到端午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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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由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旋鼓习俗得以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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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武山的滩歌、龙泉等乡镇最为兴盛。

花剪贴成棉衣、鞋、帽等物，到祖先坟墓或郊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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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奠焚烧，俗称＂送寒衣＂。在外地工作的人，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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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古于外地者，家人把＂寒衣＂封包，写明寄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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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送城隍庙转交，在路口或僻静处祭祀一番后烧

六月六
-*- 节日习俗。古称＂天配节＂，是纪念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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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叫＂焚包＂。

婴儿缝制的白布衣服，右襟、斜领须由婴儿外婆亲
¶·O·¸³"¹ºg»¼½Aæq¾

腊月八
#$% 节日习俗。农历十二月初八为腊八
)*+,( -./0123453
节，相传此日为释迦牟尼成道之日。佛教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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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八熬五谷粟米成粥以供佛，余下的分送人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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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腊八＂。后来，吃腊八粥之风逐渐深入民间。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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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缝制）和褥子、被子。产妇坐在草灰堆上，第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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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灰炕，叫＂起草＂。婴儿出生后，用旧衣裤或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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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大麻缕束扎，第三日才穿外家送来的＂毛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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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早晨，人们先到河边
、泉边，或池塘处敲冰块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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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中，分别搁置于庭院中央（祭天之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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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麦垛、粪堆、牲畜圈等处，察看冰块中气泡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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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在洗浴的热水中浸泡艾叶、花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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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月
,$ 生辰习俗。婴儿满月，俗称＂初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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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月叫＂做初月＂。旧俗，月内婴儿不剃头，母、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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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麦粒
、豆粒 、荞麦 、糜、谷等的形状相似与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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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来年何种庄稼收成好。如无处打冰，则在＂腊
W=(  l¡n"¢£
$
5
八＂前夕，用盆盛满水，置院中，使之结成冰，俗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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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门，随月满，便予解除。做满月时，娘家及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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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朋友，以至邻里皆来祝贺。礼品有小儿衣帽、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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袜、布料以及钱币、玩具之类。富有特色的礼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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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鉴＂，次日凌晨察看测断来年的收成。＂腊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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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馍馍、婴儿的项圈、银质长命锁、老虎枕头、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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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帽等。做满月的客人多为女性，宾客以婴儿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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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粥为通俗，粥以小米
、黄米为主，掺以扁豆、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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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给婴儿做＂洗三＂时，要为婴儿擦洗身体，有的

豆、白菜
、萝卜、豆腐 、肉类等副食同煮，煮熟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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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宾，礼物也最丰。婴儿满月要剃去头发，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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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调料，谓之腊八粥，也叫＂糊涂饭＂。故有＂腊月
ÄÅÆ"¬?53J"Ç#
ÈÉÊËU( ÌÍ
$
51
八，渣米渣＂之说。熬好的粥给土地堂、灶爷堂、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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垛、门窗扇
、牲畜圈
、磨子、果树和大农具上抹一
gÓÔÕg
gÖ×gØÙÚÛ-ÜÝÞß

＂铰头＂＂剃胎毛＂，由舅舅主持。父母老年得子者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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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专管一家之善恶，腊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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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日要上天向玉皇禀奏，以行赏罚。人们为了灶

头时留一撮胎毛，到孩子长到＂百碎＂或
岁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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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掉。民间有＂胎毛不剃，终身不利＂之说。剃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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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不能随便处置，或扔在屋顶上，或用红纸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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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别＂在墙缝内。除老年得子者偶有做满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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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般对＂头首子＂（第一胎）做初月，以后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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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不再做初月。做满月的当天，主人要设宴招待
9¾ß"íÀô "å**:;( ¦¨1O<ß=
众亲朋，共同庆贺，不终日而毕。做满月的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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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是抱小孩第一次出门见世面，女客们争相抱

爷能＂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故在腊月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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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亲昵婴儿，以示婴儿从此日始，进入社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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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家各户剪一纸马，备少许饲草，草上撒几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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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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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示糊住家里的财气不外流，或有犒劳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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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全家共食，且要有剩余，象征来年吉庆有余。
&' 节日习俗。农历腊月二十三日，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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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年

＂小年＂，民间有祭灶之俗。相传灶爷的神职是＂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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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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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由家庭主妇祭灶，俗称＂送灶爷＂。祭祀时焚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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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辰习俗。亦称＂试醉＂＂捉碎＂＂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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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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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烛，敬献＂灶糖＂（麦芽糖）、灶饼。祭后烧掉灶君
àE"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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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及纸马、饲草，表示送灶爷上天了。祭灶后，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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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清舍，谓之＂扫掉穷土＂，置办年货，准备过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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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晚上再将灶神接回供奉。二十三日晚上，家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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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搅团＂供奉灶君，其意与供＂灶糖＂相同，意欲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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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设＂碎盘＂，内盛糕点、果品、文房四宝、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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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尺
、秤剪算盘等物品，置于席上，给小孩穿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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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后，让其坐在当中，任他伸手去抓，以试其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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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灶君的嘴巴，使其＂好话多说，瞎话瞒味＂。
() 生辰习俗。产妇临产，请接生婆，俗称
lm+,( nBon"p^lq",T
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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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婆子＂。倘遇难产，则向＂送生娘娘＂＂催生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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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烧香祈祷。旧时农村，一些人家在炕上铺上麦

尺子代表工，一把算盘代表商。试碎之俗，虽属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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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之＂试碎＂。试盘内盛象征士、农
、工、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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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本书或一支笔代表士，一条鞭子代表农，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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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一类，但反映出家长及长辈望子成龙的心情，寄

寓了父母对子女前程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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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生辰习俗。旧时缺医少药，婴幼儿易
lm+,( yDwx:y"z{
拜干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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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谷草或草木灰，让婴儿生在草灰上，谓之＂落
得＂四六风＂（破伤风）等疾病，多有夭折。为保育孩
=U( ÍORS ]!"i"ê
草＂。有的人家找僻静地方将胎衣埋掉，或专意埋

祖先点香烛禀告添丁，并向产妇娘家报喜。
càDE)"&nBuS(
洗三
*+ 生辰习俗。婴儿出生后第三天举行庆
lm+,( lVõ|C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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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平安成长，要以＂拜干亲＂即＂拜干大＂的方式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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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孩子健康成长。拜认干亲的时间多在孩子满月、
百醉，或在特为择定的吉日良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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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赘婚
345 婚礼习俗。也叫＂上门＂或＂招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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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赘男子称上门女婿，婚礼在女家举行。入赘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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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仪式，娘家看望产妇与婴儿，谓之＂洗三＂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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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õ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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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俗称＂做三日＂。去时带空心馍（中间有孔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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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有的地方叫＂起草馍＂）、鸡蛋、红糖和肉、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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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和婴儿衣服。一些地方给婴儿送＂毛衫儿＂（为

生子女，要姓女方之姓，要为女方父母养老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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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婚礼习俗。也叫提话、上门、传红、问
å+,( Ç#ggÝÓg7±g
提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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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换贴。各县、区称呼不一，但实质相同。旧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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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到了及＂冠＂、及＂笄＂之年，父母要为儿女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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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口，任行人踩踏。旧时把产妇叫＂月婆子＂，生

小孩称＂坐月子＂。婴儿降生后，家长记下时辰，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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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

男方父母相中女方后，央媒人到女家提亲。提亲时
!"#$%&'"()*+,-'./01 /02
带的礼物为双数，其中瓶酒一对，瓶口用红线系
3456789) :&;<=>) ;?@ABC
住，表示＂千里姻缘一线牵＂。媒人要介绍男方的家
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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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为人、土地财产，以及男子本人的才智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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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肩上，谓之＂缚线线＂，取意月下老人牵红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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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姻缘。定亲之日，凡女方所请参与订婚者，在女
¬JKo Ð0°w)'Qöü£Ò®)'
子出嫁时要送衣物钱币以盛妆奁，俗称＂添箱＂。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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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之后，每逢端午节、中秋节、春节，要给女方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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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品、相貌、身体状况等。女方如愿意，媒人便要来
,`S%aSbcdefg 'Qhij)+,k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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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袜等礼品，谓之＂追节＂，女方给男方亦有回

女方庚帖。庚帖用红纸书写女子的出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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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八字＂。也有的将男方生辰八字写在庚帖上，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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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一般乡俗，送够四个节后才能迎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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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话
() 婚礼习俗。俗称通话，也叫＂磕大头＂
5ÔÕo ÕÛ=Å){ÆxæmèM

媒人送往女家。交换庚帖后，双方将庚帖压在香炉
+,'.o  mn()8Q}mn

＂迎朱衣＂。男方择吉日，请媒人通知女家，商量结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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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或放在神像前三日后，如家中人畜平安、诸事顺
w()h.&,
当，即认为合上了婚，女方家将酒瓶中的酒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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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米粒少许置瓶中，交与媒人，表示同意议亲。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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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日期。商量只是礼节性的，实际上只能听男方家
wÓo ÊÌÄ5ºÍ4)]^Ì^Î!Q.
的意见。男方到女方家去提话时，要备礼物，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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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带土布两匹，富裕家庭用食盒抬上＂件子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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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甘谷一带男方取来女方的八字后，供于灶君神
§¨©=3!Qªl'Q4yz()«¬®
位之前，晚上焚香祝告后，在锅内放少许粮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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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早晨取出，数粮食粒数看单双数，连试三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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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生猪、肥羊，抬上面粉，带上衣料、首饰、妆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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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色日用品，并送结婚礼服＂朱衣＂一件，红盖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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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为双数，第二日为单数，第三日为单数，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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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如是双数，便是合上了婚，是单数则合不上。双
ÃhÄ89)kÄ)Ä½9ÅÆg 8
方同意后，则由媒人穿针引线于两家，传情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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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财礼和订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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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礼习俗。天水各县、区称定亲为喝
5ÔÕg Ö×ØÙ ÚÛÐ07Ü
定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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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下聘、订婚、换盅，也有称焚香、讨茶、会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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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言礼、谢允或磕小头儿、缚线线的。提亲经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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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同意后，认为＂八字＂相合，无＂破月＂，媒人便
和女方家长研究礼钱，择定定亲日期。女家事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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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女子外家（舅家）、男子外家等重要亲族。另具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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奁书一封，以男方母亲的名义，致达女子母亲，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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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为称颂亲家母训女有方，并开列新娘宜避宜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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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属，妆奁书多在迎娶当日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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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礼习俗。俗称娶媳媳妇。良辰吉日，
5ÔÕo ÕÛÄøøùo ú~Èw)
迎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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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方前往女家迎亲。届时，通知亲友，聘厨师、请堂
þSÿ!"S#÷Wo ó$Sóô5%4*
客、剪窗花、贴喜联。新郎、新娘在婚礼举行前的清
»)Ø&4.&iN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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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在各自的家中都要＂上头＂，即挑选有福气的老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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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之梳头，同时说一些吉利的话。新娘还要＂开

办酒饭，到期请族中长幼及亲戚挚友参加，设香
ô<õ) -Óö÷&ìøY0ùúûüý) þ

脸＂（整眉光面）。迎亲时，富有之家准备新娘乘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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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供祖先，将女子订婚大事告诸祖宗，请祖先受
ÿS«!ó)}'ZÒ"´!#)ö!ó$

的四人抬花轿一顶，一般人家用母畜（骡马或草
4L,×"8=á) =4,.@$ K9:;

享祭。男方带聘金若干。清代，彩礼最高为
２４个银
%&o !Q3Ý'()o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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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不用骡子）迎娶。迎亲的人数必须是单数，而送
<)Æ@=ZPÃÄo Ã04,9>æÄ½9)?

元，谓之＂全礼＂，一般
１０56Æfo
多块不等。民国初期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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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35M)=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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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的人数则为双数。迎娶之日由新郎、媒人、男女
04,9Å789o ÃÄ°wÇó$S+,S!'

纸币，彩礼
１０～２０元，民国后期通货膨胀，纸币贬
p;),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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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相携带四色彩礼、请柬、妆奁书前往女家，到女
@%k3LÞ,5SöçS²³q'.)-'
方家祖先香案前上香、献供品
、奠酒、跪拜毕，新郎
Q.!óÿSz«`Sy<SA|})ó$
等人先归。随后，新娘着朱衣，戴盖头，佩红花，由
f,óBo C()óôDÇ°)Eàè)FA")Ç

值，礼金高达
２０ 5Eo
多万。除礼金外，还有礼布４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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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个（一个布相当四丈余，为家织土布），起初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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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讲究，稍后苏联花布也很时髦，也有的根据实
^Íe_·¸()`)abcdSefS)gY "４
际情况给粮食若干斗，另具鞋袜、首饰、干果及

顶（可临时借赁）。男子须具全柬请帖，送女方合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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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相男子抱上轿（或马、驴），至亲好友送往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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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称送亲。迎亲时，需请一班＂吹响＂奏乐，营造喜

包水礼，都要成双。定亲当日，男方家携带的礼品
h×5)iNj8o Ð0w)!Q.k345`
中最要紧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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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馍馍（上印梅花红点）。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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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家长率子及媒人、族中长辈、至亲数人，至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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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气氛。男方派专人将新娘嫁妆箱、柜等送往男
Q*Ro !QST,}óô¯²µS Uf!

入门登堂，焚香
、奠酒、献饭、跪拜。礼毕，茶点招
uvwx)ßSy<Szõ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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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女家要在箱内放＂压箱钱＂。迎亲时，要带＂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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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ñMo Ã02)N3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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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边饮酒，边商谈聘金、聘礼。由女方父母、兄嫂、

女钱＂若干，用红纸包裹。到女家后，由女家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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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的新郎弟弟在迎娶时专门去背嫁妆箱，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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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要看视箱内所装嫁妆，要给背箱者赏＂开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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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女钱＂。轿夫＂起轿＂时，男女双方都要赏轿夫礼
姑母、姨妈等提出要求，男方一一承诺，并写于红

待，订婚仪式完毕，男方在香案前行礼、告别。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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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多为钱币），名曰＂起轿钱＂。新娘离家的时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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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意在＂赶煞＂，表示不忍离别亲人之意。迎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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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方所送酒之瓶内装米、麦少许，上插鲜花或

上若遇其他人家的迎亲队伍，则互换手绢等小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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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纸花朵，交男方带回。席间，媒人领女婿给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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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岳母及其他亲属敬酒。席将终时，女子来磕头，
!Q.ìN¥
x
æèñMo ¦2*×fÙÐ0
男方家长要给＂磕头钱＂。旧时清水等县在定亲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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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男方家由媒人用红线串成的铜钱搭在待聘女

品，以防＂相冲＂。迎亲的路线除中间大路外，在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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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双方所处的村庄内，尽量不走重路。男方在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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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设桌案，焚香一炷，上放一只升斗，装满粮食，贴

纸之上，称为＂礼单＂，带回照办。最后，设酒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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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喜＂字，升子内放尺子、剪子、锥子、秤、擀面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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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一件，妇女黑色丝包头一方，花绣鞋一双，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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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酒壶一个，酒杯两个，酒壶用红纸封顶，插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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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二双，两个酒杯以红线相连，两端各系一个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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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放于酒杯内（此为新郎、新娘合卺、喝交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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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交桌饭时所用。红筷子表示早生贵子，人口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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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就意味着不同意）。在提亲和定亲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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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桌底悬水桶一只，盛满泉水为新媳妇三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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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做试手面时用。新娘将到，门外奏乐，鸣放鞭炮
tuvw4[:] PSxy-z{|}-~J

祥外，其他日子里都可以举行。一般以＂主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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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即聚礼日）或星期四嫁娶者居多。迎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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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新娘到男家门口，足不履地，或用毡毯铺地，
] PSyzd- -:-

[-K«-:·ÉRÊà-PQÒ»Ëù
时，不同于汉族者，用公驴、马迎娶，新郎要亲自去
女方家给亲戚道＂赛俩目＂。新娘进门后，首先请阿

ÍÎÏ] PS¤z¥-Ð½\Ñ
&,]»Ìq
訇念证婚词，诵《古兰经》，主持婚仪。婚后第二天
Ò¡CÓ-ÔÕÖ×ØÙ-ÃÚC¥] C¥ÛAW
清晨，新郎、新娘要同吃＂睁眼饭＂（水饺）。张家川
ÜÝ-PQRPSÒX

ÞßZMjàg] áâ
回族自治县连五乡的回族迎亲时，有女方家闹新
ËãäEÅåµ»[- §&,ZP
QµHñ-,uæçèé-"e:êëRh
郎的习俗，男方须做好防护准备，一边用糖果
、核
iR.a»ìíîû«-"eïèPQ´ð
桃、花生等物诱哄堵打者，一边保护新郎安全地闯

新郎将＂斗＂抱至洞房，按新娘宜坐方位安置好，将
PQx

-PS,-x
水桶提入厨房备用。由喜相男子将新娘从轿中抱
jkt:] D3xPS ¡¢
出，抱进洞房后，面＂斗＂安坐。洞房门口设有大火
£-¤¥-4

] zd¦§¨©
一盆，抱＂轿＂者必踏越其上，再由两个＂福命双全＂
"ª-

¡«¬®¯°-±97

²³1´
的伴娘接待和陪伴新娘。女方送亲者，由专人迎
µ¶S·¸¹¶PS] &,º»«- ¼c
接，先至庭房上香、行礼，再待以茶点筵席。其他亲
-½¾°¿RÀÁ-±·BÂÃÄÅ] ¯Æ»

友恭贺者接踵而至，以新郎之外家为上宾，贺礼亦
ÇÈÉ«ÊË-BPQÌ{O°Í-ÉÁÎ
最丰。还要将新娘嫁妆箱柜放于院中，启开让众人
ÏÐ] ÑÒxPSÓÔÕÖJK×¢$ØÙÚÛc
参观，谓之＂摆嫁妆＂。新娘娶来后，择吉时结发拜
ÜÝ$ÞÌ

ßÓÔ] PSàá¥$âã[äåæ
堂。拜堂前，先为新娘统妆＂上头＂（即将发辫改挽
ç] æçè$½OPSéÔ

°+Mêxåëìí

必备茶与红枣两样礼品。回族订婚又称＂订茶＂。娶

´Â] à
¬Â;j9²Á³] ´Cµò
亲前十日，男方要提公、母鸡（公鸡要红色，母鸡要
»è¶r-,Ò·R¸¹M·¹Ò;(-¸¹Ò
黄色）一对去女家，叫送＂提话鸡＂。送了＂提话鸡＂，
º(g"5ù&-ôº

¹] º©

¹就只等迎亲了。婚娶的日子除星期二被视为不吉
l»»©] Càµr3¼½¾A~¿Oã

¤&,¨z]
进女方家大门。

«ûÙåë-PQ½üqý-þqý-¥°+
者打开发辫，新郎先梳三次，篦三次，后由＂上头＂

过岁
*+ 诞庆习俗。无论男女，每逢生辰，天水
ñòHñ] XP&-óôaõ-Wj
人都要过生日，叫＂过岁＂。小孩过岁，大人要给做
cÁÒDar-ô

Dö] Y÷Dö-¨cÒ]u
＂圈圈馍＂，或做长寿面，或全家吃一顿搅团表示

øøù- uQú4- ´X"ûüý^_

þöMêÿEÌOg] ¨cDö-"Â¾S!N
＂然岁＂（即粘连之意）。大人过岁，一般家庭皆借此
ýy-3&»ÇÁæ"É-#ºú4M$%4:
团聚，子女或亲友礼拜祝贺，奉送寿面（把挂面用
;<=&gRú5R'Ã»Á³-Ãc\¨Xú
红纸封扎）、寿酒、糕点等礼品，主人请大家吃寿

者梳篦，挽成＂纂纂＂，用细线绞去新妇脸上的汗
«üþ-íîóó-:ÿC!ùP%"°µ#

4-B5]
面，喝喜酒。

成高警，俗称＂纂纂＂，即所谓＂结发＂），俗叫＂破
î ï ð - ñ òó ó - ê \ Þä å g- ñ ôõ
面＂。先由新郎用擀面杖挑去新娘的盖头，＂上头＂
4] ½PQ:ö4÷øùPSµ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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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俗称＂拔脸＂，擦脂敷粉，梳妆已毕，从此淑女便

,- 诞庆习俗。老年人一般从六十岁起，逢
ñòHñ] ()c"Â G¶öm-ô
寿诞

成佳妇。未＂上头＂前，属避相之人，不能见新娘。送
î.%] /

°+è-01DÌc-23PS] º

整十数做一次大寿，有＂贺七十、庆八十、祝九十＂
*¶+u"ý¨ú-§
É,¶Rò-¶R".¶

亲之人待筵席毕，二三人代表娘家到新房对女儿
»Ìc·ÄÅ+- Aqc4^SyP5&6

之说，其规模视家境不同而异。旧时富有之家，于
Ì¨-¯/0¿Ë] 1[2§Ì-K

嘱咐安慰，再全体至庭堂行礼告别。傍晚，男女候
789-±´:¾çÀÁ;<] =>-&?

寿辰前三日即派人下请帖，寿辰前一天晚上设寿
úõèqrê3cs\4- úõè"W>°¦ú
堂，亲友送寿礼，由女儿、女婿设宴庆祝，叫＂暖
ç -»Ç ºúÁ - & 6 R & 5 ¦ 6 ò " - ô`
寿＂，也有亲友出面＂暖寿＂的。晚饭前全家向寿堂
ú-§»Ç£4

`úµ] >Zè´7úç
行礼，宾客行礼时子女站在一边代为答礼。祝寿当
ÀÁ-Í8ÀÁ[3&9}"e4O:Á] "ú;

相引新郎入洞房。安排新郎新娘喝交杯酒，吃交桌
D@PQ] APQPSBW85-XWY
饭。至此，婚礼过程结束，＂六礼告成＂。
Z] N-CÁDEäF
GÁ;î]
闹新房
#$% 婚礼习俗。俗称＂禳房＂，取禳去邪
CÁHñ] ñòI-JIùK
恶、迎得吉祥之意。不论长幼，皆可入新房耍嘻，谓
LRMãNÌO] PQR-STPUV-Þ
Ì

qWX¨Y] Z+-»Ç;[-\áµ

²
之＂三天无大小＂。闹房毕，亲友告退，由请来的＂福

天，祝寿者要献寿幛、赠寿联、作祝词，主人设宴庆
W-"ú«Ò<ú=R>ú?R"Ó-Ãc¦6ò

É]
贺。

./ 殡葬习俗。指弥留之际。首先确定将死
@AHñ] BCDÌE] Ð½F«xG
初终

命双全＂的喜相或位相给新婚夫妇铺床，俗称＂暖
³1´µD?D]PC^%_-ñò`
炕＂或＂安房＂＂安床＂。＂暖炕＂者用一把新笤帚一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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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Pcd"e
扫床，一边将一个装有核桃、红枣，用红纸糊严的
f_-"ex"7g§hiR;j-:;<klµ
斗提起摇动，唱道∶＂双双核桃双双枣，养下娃娃满
mno-pqr

11hi11j-ssttn

«H*IJKL] MN,¦ÃÒ

0O-ê$
者是否已停止呼吸。检验方式主要是＂属红＂，即把
PPKdQè-¿¯H§R] ;FS¯*G新棉置于口鼻前，视其是否有气。当确知其已死，
TêUÀ(«}a+OG«*VRWúXM¯Y
立即由邻里老者在炕头为死者整容、穿寿衣（其实

院跑＂。或曰；＂一扫金，二扫银，三下扫出个聚宝
"fw-Afx-qsf£7yz
×u] vr

多在弥留之际就穿好了寿衣），子女为其洗脸洗
È}CDÌEWæ©úXg- 3&O¯Z"Z

盆＂。随后，将核桃、枣儿撒在炕上，再将被子覆盖
ª] {¥-xhiRj6|}a°-±x~3ú

脚，剪手和脚指甲，家人在炕脚焚纸哭泣，称＂烧倒
[-\w¸[B]-c}a[^<_`-ò

ab

¯°-äF] -ï- ¢] 
其上，安房结束。是夜，华烛高照，忌中途熄灭。境

+<-ýcÚG«de-:f<gú¯"Mñòh
头纸＂，次则让死者仰寝，用白纸遮盖其脸（俗称苫

内一些地方，在新婚之夜还有听房（也称听床）之
L",-}PCÌÑ§Mò_gÌ

"<g-B¨Äij ]
脸纸），以大麻缕缚足。

俗，人躲在新房外，偷听新婚夫妇谈话。万一无人
ñ-c}P{-PC^%] "Xc

停灵
01 殡葬习俗。烧完＂倒头纸＂后，将遗体搬
@AHñ] ak

b+<¥-xl:m
放在主房正中后墙脚木板上，俗称＂落草＂，烧＂落
J}Ãn¢¥o[pq°-ñ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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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去听，就在窗外放一物件代替。
ù-}{J"4]
回族婚俗
&'() 婚礼习俗。回族婚娶习俗与汉族
CÁHñ] CàH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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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小异，婚礼不拜天地，但必须请阿訇证婚，举
À£¤¥¦] »§¨î©ÞÌ

ª] «»[,
行宗教仪式。亲事说成了谓之＂落话＂。定亲时男方
与女方要互送礼物，叫作＂换手＂（若一方不接＂换
&,Ò¬ºÁ-ô®wM¯",
®

草纸＂，供桌上献碗＂倒头饭＂（小米干饭），上边插７
r<-sY°<t

b+ZMYuvZg-°e? !
74w-x_sÃ"y

@z{MôQ|{g-}
个面蛋，灵床下点一盏＂引路灯＂（也叫长明灯），昼
Q|-sYèa<ª １个（也叫孝子盆）。全家
" 7Mô~3ªg] ´
夜长明，供桌前置烧纸盆
¢-~3°¿a<-_+-K¨z{a<c<
举哀，孝子上香烧纸，痛哭毕，于大门外烧纸人纸

!"" !
－! ４１１－

天水大辞典
!"#$%
马和纸钱，称烧＂倒头人马＂，门首挂＂门头纸＂（一
»
!"#$%&'
(
)*+!,%-./(
-*#,01 吃＂起丧饭＂，行起柩礼，男女家人及宾朋跪拜，长
(
¼ß,%Ù¼ìÜ%}z+Ëåò½%T
岁一条）和悬挂用白纸糊的灯笼（每晚点着，点到
子或长孙捧举＂孝子盆＂于头顶，孝子跪于大门外，
e¡T¾á
(
de¿,ó*À%deòóL-M%
2134"5/67#89:;0<=>?%>@
百日为止）。亡人出煞（即＂出殃＂），在大门外＂出
主事者喊一声＂起灵＂，鸣炮起棺，抬出大门，孝子
ABCD4E F+GH0I(
GJ,4%KL-M(G
ÁÂUÃ1Ä(
¼o,%¥§¼P%ÅGL-%de
纸＂，即张贴讣告，上书死者生卒时辰、享年、下葬
遂将＂孝子盆＂在大门口丧火旁摔碎。清宅毕，将灵
ÆÇ
(
de¿,KL-¾ÈÉÊËE £ÌØ%Ço
#,%INOPQ%RSTUVWXYZ[\Z]^
时间、墓地山向、孝子姓名等内容。同时，在庭房设
堂铺草杂物及逝者生前用过的部分已无价值的东
pyxÍÎËÎUV6Ï9Ð|ÑÒÓ9Ô
X_Z`abcZdefghijE kX%Klmn
灵堂、悬灵帐
、挂伴灵纸，灵床左右以麦草铺地，子 西全部投入火中烧掉。起丧后，乐工奏乐先导，引
ÕÐÖÈ×'sE ¼=%©Ø8©Aª%
opZ5oqZ/ro#%ostuvwxya%e
女晚辈分男左女右，日夜坐草守灵。
z={|}tzu%B~xoE

魂幡，金山冥斗紧随其后，挽幛、纸货排列成行，由
ÙÚ%Ûb"ÜÝÞ=%ûüZ#ÀßàÙ%I

开吊
&' 殡葬习俗。自亡人初终停灵、入殓、成
^E F+ oZZ

８! 人肩抬灵柩，灵柩上盖丧罩（多用作挽幛的绸被
+áÅoì%oìRcâ0ã6äûü9åe

服、至出殡之前，亲戚朋友随时可往丧家吊唁。但
ZG%XE 
境内俗例，丧家必须择定出殡前一日或二日为亲
i%  G1B¡¢BC
友吊唁之日，俗称＂烧纸＂。清晨，鸣鞭炮，鼓乐前
B%&
(
'#,E £¤%¥¦§%¨©

面覆盖），孝子分男女排成两行，灵柩上系两根长
Væc4%de|}zßçÙ%oìR~ç
白布，男女各拉一根，徐徐牵引前行，俗称＂扯纤＂，
7%}zÓè1%ééêÙ%&
(
ëì,%
并手持＂孝棍＂（又称哭丧棒），一步一哭直到墓地，
íYî
(
dï,0M&øð4%1ñ1øò@`a%

导，凡有服男女，穿孝衫，戴麻冠，腰束麻带，俯首、
ª%«¬}z%d®%¯°±%²³°´%µ.Z

长子＂孝棍＂仅长数寸，以后诸子的渐次增长。村中
Te
(
d,óTôõ%v=öe9÷ºøE ¼×
人肩扛铁锹，跟在灵柩后边。沿途鸣放纸炮，凡遇
+áùúû%üKoì=E ýþ¥a#§%«³
路口必撒纸钱。若送葬队伍经过至亲厚友门口，亲
ÿ¾!#$E "ú^#$%&-¾%

躬腰、柱丧仗，依次出庐（草铺），出大门到村头或
¶²Z·¸%¹ºG»0xy4%GL-@¼*¡
巷口迎＂纸货＂。＂纸货＂是用竹篦扎成屋舍、床帐、
½¾¿
(
#À,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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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人、器皿、摆设及死者生前嗜爱之物的形状
6ÇZ+ZÈÉZÊnËTUVÌÍÎ9ÏÐ
框架，用各色纸粘糊彩绘。迎毕纸货，行早奠礼。简
ÑÒ%6ÓÔ#Õ8Ö×E ¿Ø#À%ÙÚÛÜE Ý
者，献饭献茶，烧纸举哀；繁者，有礼宾赞礼，三献，
U%ÞßÞà%'#áâãäU%¬ÜåæÜ%çÞ%
读祝文、烧纸、举哀。开吊时，柩前设香案、献供品，
èéêZ'#ZáâE ëX%ìníîZÞïð%

友在路头摆案，举行路祭，俗称＂接路＂。出殡途中
Kÿ*Êî%áÙÿ¡%&
(
Rÿ,E Gþ×
讲究灵柩不能落地，如遇＂路祭＂要停留时，路上支
'(oì)*a%²³
(
ÿ¡,+,X%ÿR好长条凳，将灵柩置于凳上方。到墓地后，停灵于
dT3.%Çoì¨ó.R°E @`a=%oó
墓穴前，献供品，祭后土，孝子下到墓穴清扫一遍，
`¬%Þïð%¡=¢%de]@`¬£/10%

dev}tzuñ%òóôºE ZRíZ
孝子以男左女右之制，跪于苫次。亲友吊唁、上香、
'#%deõõö.÷Ü%øùE úûüZû
烧纸，孝子频频稽首答礼，哭泣。亲友送挽幛、挽
Û$,%%&'
ýZþÿZ'#!"#E ú$&C(
联、花圈、烧纸与冥币。送钱称为＂奠仪＂，数额不

俗称＂扫坟＂。时刻一到，以大绳将棺柩徐徐吊入墓
&
(
/¯,E Xº1@%vL1ÇPìéé`

拘，多因亲疏及礼尚往来的通行常例而不同。此即
(%)*+ËÜ,-9.Ù/0'kE 1I

8¢çû%:=;<8¢=E >?Pì×_%d
培土三锨，尔后乡邻培土成冢。填埋棺柩中间，孝
eXc8¢9@;<A.%vBC7E ¯=8¼
子不时向培土的众乡邻叩首，以示谢意。坟冢培起

2&
(
34,%¬567E %8©¿9%Ù
古称之＂膊仪＂，有相助之意。亲友吊唁，奏乐迎接，行

剂礼毕，丧家以饭菜招待后，再在灵柩前上香、辞去。
ÜØ%vß:;<=%>KoìRí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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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阴阳先生用罗盘、红头绳，分经坐度，正柩之

后，先是长子培土三锨，掷锨于地，再由阴阳先生
=%AÁTe8¢çû%9ûóa%>I23AV

入验
() 殡葬习俗。入验时，先在棺内垫以草木
^E X%AKBiCvxD

后，孝子将孝棍插于坟堆中，点燃纸货，纸钱、祭奠
=%deÇdïDó¯E×%>F#À%#$Z¡Û
尽哀，向送殡亲友跪拜致谢，葬仪完成。一些地方
Gâ%cúò½HC%^4IE 1Ja°

灰，上铺大麻三绺（叫等身麻），由儿子将褥子（又
E%RyL°çF0GhH°4%IJeKLe0M

出殡时带一串事先烙好的＂打狗饼＂，以便过＂叭狗
GX´1KÂALd9
(
MNO,%v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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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铺寒
）铺入棺底，接举举尸入棺，由长子为死者
NyO4yPQ%RááSP%ITeCTU
净面，剪断束手脚之麻缕，四周垫实，遗体放周正，
UV%WX³YZ°[%\]C^%_`a]b%

山＂和＂恶狗村＂时，对付恶狗。有些地方出殡时用
b,"
(
RN¼,X%STRNE ¬Ja°GX6

>IzJcdee%Ifg
(
Jyzc,E ez!
再由女儿盖好被子，即所谓＂儿铺女盖＂。子女与亲

埋于墓穴底，再厝入棺柩。＂酵＂谐音＂孝＂，有克尽
?ó`¬Q%>ZPìE(
X,[\
(
d,%¬]G

人绕棺一周，瞻仰遗容，孝子哭灵后掩棺收钉，再
+hP1]%ij_j%deøoklP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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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纸、上香、献茶。忌讳泪水掉在亡人身上。殓棺

孝道、祈求祖先荫护发达之意。一些地方在下葬
d^Z _`aAbc¶7E 1Ja°K]^
X%²ÎUCde+%oìR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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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如逝者为高寿之人，灵柩上的＂丧罩＂（多为丝
åeV4geú^+hëij1kE 1J\l+Ç
绸被面）会被送葬人撕扯抢夺一空。一些年轻人将

时，孝子即依礼成服。丧服分斩衰、齐衰、大功、小
X%deI¹ÜE |tuZvuZLwZx
功、锶麻，谓之五服，按照亲人与亡者关系的远近
wZy°%gz%{|+!FU}~9
亲疏来区别用料和缝法。孝服分全孝、半孝，全孝
+-6" E d|dZd%d
又称麻孝，由子女
、长孙承戴（无亲生儿子者由继
M&°d%IezZ¯
0VJeUI

1UñxV%iWvXY%]^X%AÇ(
XeV,
一陶制小罐，内盛以酵母，下葬时，先将＂酵子罐＂

hë-9åmnKo´R%vpqrE
撕扯来的绸缎缠在裤带上，以讨吉利。
,- 殡葬习俗。葬后第三天子夜，孝子与亲
^E ^=sç¸e~%de!
服三
<@`a¡tE @Xþ×uvwE @`a=%'
邻去墓地祭祀。去时途中不准说话。到墓地后，烧

子戴麻孝），孝服用粗白布缝制，不缉边。戴麻冠，
e¯°d4%d67ñ%E ¯°±%
腰束麻带，孝子棍上粘白纸条，服孝期为三年；半
²³°´%deRÕ7#3%dCç\ã
dM&7d%Nd%IJZzZzZM
孝又称白孝，也叫棉孝，由侄儿、侄女
、女婿、外甥

(
xç,E yzXuz*{=|%uvwE
＂撩服三＂。返回时不准回头朝后看，亦不准说话。

承戴，首经及鞋面均用白布，不加麻。
¯%.ËV67%°E

复返。有些地方，＂撩服三＂现已演变为当天或第二
yE ¬J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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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殡
*+ 殡葬习俗。亦称＂发引＂＂送葬＂。出殡前
^E &
(
,
(
ú^,E G

纸祭祀，男自左、女自右绕坟作往上撩士状，俗称
#¡t%}tZzuh¯äRx¢Ð%&

如遇殡葬时从坟上带回一撮土，＂撩服三＂时便要
²³^X}¯R´z1~¢%
(
xç, XP+

天晚上，天黑即行此礼。有的地方把＂服三＂称为
¸=R%¸IÙ1ÜE ¬9a° (
ç,&C

1Bde a¡k¢%¹bcZ{|Z£¤º¥%
一日孝子至茔地祭后土，依山向、辈分、昭穆次序，

＂收土＂。＂服三＂亦为＂伏山＂，意即安伏山神土地。
(
m¢,E(
ç,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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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葬之位置斩草、破土，挖好墓穴。出殡的时辰
K¦^§¨txZ©¢%ª«`¬E G9XY
®TUVYZTFX_"¯b°c
E 1±ç
根据死者生辰
、死亡时间和坟山方向择定。一般三
Bi]^%²³
(
¢´,µ<XB%¬9ST¶
日内下葬，如遇＂土旺＂则须待时日，有的停尸长达

七七纸
../ 殡葬习俗。亦称＂做七＂＂尽七＂，或纸
^E &
(
,
(
G,%¡#
E }ÎB¼sB%C
(
*,%s¢
节。从逝世之日算起至第七日，为＂头七＂，第二个

十天半月。出殡之日，按所定时刻发引。出殡前先
·¸¹E GB%{f XºE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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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叫＂二七＂，直至第七个七日，逢七必拜祭。＂七
(
X,%-¡Û%N'
(
X#,E Þ×
,&
七＂称＂断七＂，亲友前来祭奠，叫烧＂断七纸＂。其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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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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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七、三七、五七、七七大纸节，亲友送纸纪念。＂五
!"#$"#%"#""&'()*+,'-./0
%

这一谜条的发现，为天水市约在百年前已有了今
ÔFÓÔÕÖ6 ?<Ñ× ;H"cä×Ø

七＂纸由女儿烧，＂六七＂纸不烧。亡后百天烧百日
"1'23456
0
7"1'85/ 9:;<5;=

天所谓的＂红虎＂，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辛亥革命以
<ÙÔ

pë16Úì×äÛÔÜÝÍ É
后，天水谜坛出现了邓宝珊、聂友莳、胡楚白、冯国
:6<ÑÓÞ±Ö×ßàá½â+ã½äåµ½æ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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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称为过＂百期＂。

节又称＂小祥＂。清晨孝子携带祭品、纸仪、冥币等
(M>
0
NO1/ PQRSTUIVW'K#XYZ

è½äéêZF&ëÓìíÍ
瑞、胡恕轩等一大批制谜高手。
*+ 民间游戏。游戏者可随时在地下画出
ÏÇÍ ÏÇÅîï¦ _¹ð±
掐方

用物，到故地去祭奠。周年纸不动亲朋，由家族内
[\6]^_`Ia/ GH'8b*c62def

＂棋盘＂，以草秸，或小石子、小土块作为棋子，在地

Tñ16Éòó6ôNõS½Nö÷R?TS6 _

一年纸
#$% 殡葬习俗。一周年祭祀仪式。周年纸
BCDE/ FGHIJKL/ GH'

g*h5a6Fijk/
部亲人烧奠，一切从简。

´ðFø !"! ÔùúTñ6 ûùüýh ２５
#$ øT
上画一个７×７的方形棋盘，双方各选定
个棋

&'% 殡葬习俗。三周年祭祀仪式。又称
BCDE/ $GHIJKL/ M>
三年纸

S6Fùþòó6ÿFùþNõSÍ !""É
B
#$
子，一方是草秸，另一方是小石子。比赛前以＂采包

＂大祥＂。旧俗服孝三年，孝子不能穿红着绿、唱歌、
0
&O1/ lEmR$H6RS8nopqrWstW
uvWwxyz{|}b68~#8'#8
弹曲、参加社会娱乐活动，不贴春联、不鸣纸炮、不

吃＂（石头、剪子、布）的方法争出先手。先手在棋格
%1¬õ!½&S½'MÔùj(±§íÍ §í T)
上先着子，然后轮番下子，棋格每个点位下满为
´§qS6 ª:*+¹S6 T)Úø,-¹.?

办婚嫁喜事。士子不应试，官员不莅任，谓之＂丁
 / S8686
0

Í ¹T¦²¨/01ÔTS2áF
B
ù1¬XSá
止。下棋时既要让自己的棋子构成一＂方＂（四子成

忧＂。辛亥革命后，此制虽被废止，但民间在三周年
1/ :66 $GH

一＂方＂），或构成＂绺＂（一行一方七子成一＂绺＂），
Bù1M6ô2áB31¬F®Fù"SáF
B31M6
F
4¨Å5²ùá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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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1>6]7¸Ô8ÔÍ
还要破坏对方成＂方＂成＂绺＂而达到取胜的目的。

服孝期间，仍遵从古制，不贴春联，不鸣纸炮，大多
mRA6¡¢j£68~68'6&¤
数人家不办婚嫁喜事。烧三周年纸时，先要堂祭，
¥hd8 / 5$GH'¦6§¨©I6

,-. 民间游戏。游戏时，在地上画一个棋
ÏÇÍ ÏÇ¦6 _´ðFøT
围和尚

然后举家及亲友到墓地去祭奠烧纸，行＂脱服礼＂。
ª:«d¬*+]_`Ia5'6®
0
¯m°1/
要换对联，早上仍贴白对联，从墓地祭奠回来后，
¨±²6³´¡~µ²6j_Ia¶·:6
撕下白对联，换上红对联，当喜事操办。主家要隆重
¸¹µ²6±´p²6º»/ ¼d¨½¾

盘，取
１６个一色的石子或土块为＂娃娃＂，用其中
ñ67 %&
øF9ÔõSôö÷?
B::16[ü:

Ia6½¾¿À6ÁÂÃÄÅÆÇÈsÇÉÊËÌÍ
祭奠，隆重待客，富道殷实者请戏班唱戏以示庆贺。

Fø=&ÔõSôö÷;B<=16ýíûù>h
一个较大的石子或土块做＂和尚＂，选手双方确定

＂娃娃＂方与＂和尚＂方的身份。游戏方法是∶＂和尚＂
B
::1ù^
B
<=1ùÔ?@Í ÏÇùjþA
B
<=1
占据＂庙＂内（横、竖第三线的边点都可作＂和尚＂之
BC
B
à1f¬Ó½ED$EÔF,GîR
B
<=1

() 智能游艺。天水灯谜的兴起约在明代。
ÎnÏÐ/ <ÑÒÓÔÕÖ× ØÙ/
灯谜

B
à1M6ª: TñXG6HüIÔ %$
＂庙＂），然后在棋盘四周，即其余的
１５ ø,´üJ
个点上各站

º¦ÚÛ´ÜÝ(6Þfßà&áâãä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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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每逢上元佳节，城内孔庙大成殿设有＂灯山＂，

Fø
B
::16
B::1§K6LMàN6
B::1Ú9
一个＂娃娃＂，＂娃娃＂先走，叫开庙门，＂娃娃＂每次

àæçè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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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院廊间悬挂＂字虎＂，供游人观赏猜射。清末光绪
H6¦ôõöÂÂ÷Ôøùúûðë6ü

年，时任巩秦阶道道尹的姚协赞极喜射虎，其在任
A6ÚÛ´ÜÝ(6ýþÂÿ!"#ãÒ$6è
期间，每逢上元佳节，必于道署衙前搭设灯棚，悬

＂和尚＂走入两个＂娃娃＂中间叫＂吃＂，取掉两个＂娃
B
<=1KÂø
B
::1:L
B
%167Sø
B
:

灯谜于其上，竞猜三夕。据传有个名叫李俊的邑痒
ÒÓþü´6%ï$&Í '(ä)*+,-Ô./

夹时或退后或前进，不能在原格内停留；凡在棋盘
W¦ôa:ô"_68n I)fZ[T\ Tñ

只能走一步，而＂和尚＂则可直线走一步或数步；
OnKFi6>B<=1PîQEKFiô¥iR
B::1 UV:îÉWX
B<=16
B<=1Y
:1T
娃＂；＂娃娃＂在围攻中可以夹向＂和尚＂，＂和尚＂遇

生，才思敏捷，聪颖过人，曾屡次射中难度较大的
061234656@h6789ð:;<=&Ô

中将＂和尚＂围死时，＂娃娃＂要撤退让出＂和尚＂能
:
B
<=1Ub¦6
B::1¨]a/±
B<=1n

灯谜而闻名全城。如以＂庭中倒竖齐桓公＂射＂原＂
ÒÓ>?*@ÞÍ AÉ
B
C:DEFGH1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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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范围；把＂和尚＂困死在庙中，＂娃娃＂为胜，
}bÔ^UT_
B<=1`b à:6
B::1?¸6

字。＂原＂之部首从厂（切庭中），桓公名小白，面名
êÍB
I1gJjKLiC:M6GH*Nµ6N*

和尚把＂娃娃＂吃得剩下
<=_
B
::1%a¹３ '个，＂和尚＂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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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枯井
/01 民间游戏。民间少年儿童玩耍的一
ÏÇÍ bH4cdeÔF
种智力游戏活动。游戏时，在地下画出一棋盘，双
fÎÛÏÇ}bÍ ÏÇ¦6 _¹ð±FTñ6û

＂倒竖＂暗示应读作＂白小＂。又有一实物谜，于猜灯
O
DE1PÊQR
B
µN1Í MäFÄ\Ó6þïÒ
之下，坠一棋卒，标明射《四书》四句不连。谜底为
¹6SFTU6VØðWXYZX[8\Í Ó]?

＂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死而后已，曷敢望回＂。此
B
^ü_`68^üa`6b>:c6def¶1Í 

大盛。另有一读书人马伯龙，上元时节在赴京参加
&Í äFQYh6´Ü¦( wx

方各选取三个不同于对方的棋子，然后用＂采包
ùüý7$ø8gþ²ùÔTS6 ª:[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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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íÍ ûùü¹$øN6ÚhKFi6]
吃＂确定先手。双方各下三个两面，每人走一步，到
²ùÆjK¦6FSkÂlmf6QnFùÔ$S
对方无处走时，一子跳入枯井内，直至一方的三子
GoÂlm6pq7¸Í
都被逼入枯井，就算取胜。
&23 民间游戏。三子棋早年流传于天水
ÏÇÍ $ST³Hr(þ<Ñ
三子棋
sGt6þb4uÔÎnÏÐ}bÍ
ÏÇ¦6
市区周边，是少儿喜欢的智能游艺活动。游戏时，
在地上画一个大正方形套小正方形的棋盘，形成
_´ðFø&vùúwNvùúÔTñ6 úá

会试途中经河南某府城，见灯山悬有一谜，以唐杜
z:Þ6 ÒåèäFÓ6É¡¢

xøyz,6 ûùüý$øs{þ²ùú|ô}
八个交叉点，双方各选三个区别于对方形状或颜

Óg2USÔ×hij¬khR[>lm6 nþ
谜系由卒子的约定步法及特定作用而赋意，须于
opqZ
WrSZ
W&sZ
W:tZ XYuvw[6>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间寻章摘句，而

且要文通义顺，不露痕迹。两条灯谜皆被李俊射
x¨yz{|6 8}~Í ÒÓ,-ð
中，由此深得姚协赞赏识并给予赏赐。市民便称李
:62øùúî îÍ >,
俊为＂打虎将＂。天水的＂射虎＂＂纵虎＂之风，亦因之
-?

ë1Í <Ñ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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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诗句＂霜叶红于二月花＂为谜面，隐《四书》人名
£¤[
¥¦pþ§¨©1?ÓN6ªoXY«h*

9ÔTS6>h§í:6M~SÍ S¦ûùF
色的棋子，确定先手后，开始落子。落子时双方一

六（均不冠姓），要求射出谜底既含人名六，又要仍
7¬8®¯M6¨°ð±Ó]²³h*76M¨¡

次性将自己的三个棋子置于棋盘的交叉点上，然
901Ô$øTSþTñÔyz,´6ª
后开始走，每次走一步，以将对方的棋子堵死在外
:M~K6Ú9KFi6É²ùÔTSb 

成诗句，马伯龙当场射出＂春华不胜秋容丹＂，由景
á¤[6´µº¶ð±

·8¸¹º»162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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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朱圉＂。孔文子为春秋时人，名圉，哈锐借助彩

四边形四个顶点之上者为胜。
XtúXø,´Å?¸Í
猜拳
45 民间游戏。流行于天水民间。除普通流
ÏÇÍ r®þ<ÑÍ z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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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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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拇战＂外，唱拳最有特色。如五更月
、飞凤凰、
½ZÍ
ôsô66úL¤
尕老汉
、飞鸟鸟等。或唱或说，亦庄亦谐，形式多

笔之妙，以朱书示意入扣，妙趣横生，又贴切入题。
ÐÑ6ÉËYÊmÂÃ6ÑÒÓ06M~iÂÇÍ

样。＂孕老汉＂歌词有七段之多。如首段歌词为∶＂一
Í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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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公西华、戴不胜、奕秋、南容、丹（白圭名丹）六
½H¾·½¿8¸½À¹½º½»¬µÁ*»M7

名入扣，遂破此谜无人能射的难题。清朝进士哈锐
*ÂÃ6ÄÅÓÆhnðÔ;ÇÍ PÈ_ÉÊ
曾制一朱书的＂孔文子＂谜面，射天水一山名，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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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
个（嘛子）孕老汉哟哟，七十七（哩嘛）哟哟，再加上
!"#$%&'())*+,+"-#%))*./0

四岁（嘛子叶子儿青哩嘛），八十一（来嘛）哟哟。＂
12"#$3$45-#%*6,7"8#%))9 :
双方在猜唱时，根据词意，要用手势和指数配合表
;<=>?@*ABCD*EFGHIJKLMN
达，做出滑稽可笑、诙谐风趣的形象动作以增加娱
O*PQRSTUVWXYZ[\]^_`a/b
乐性。每段歌词唱完，接着＂拇战＂，一旦叫住对方，
cd9 efgC?h*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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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栽＂在地上，周围用土夯实，一端轴头朝上。
7í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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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根长约一丈有余，中间稍弯曲的大粗木作
&7ABC7W* }©[Â_
平衡木，将其刮剖光滑，在平衡木的中点处钻出一
¬Â*Í®R*=¬Â[} i¡Q7
个深坑，以能装下碌磷轴头为准，在大粗木两头各
!¢F*`£¤_ºÀ½*=Â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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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一根结实的挡头，挡头的方向朝上，与轴孔方向

则要说＂该你喝＂，对方也同时说＂该我喝＂。如果叫
rEs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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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tyv:9 z{o
住对方，口里仍然说＂都不喝＂，即使是胜拳，仍然
pq<*|}~skv:* *~
无效。如果拳划输了，应该说＂该我喝＂，可是没反
9 z{*ts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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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挡头靠里处（距离约—个人上身的长度）
©*=§ºª}i"3ÖC7!ö0«[BÚ%
平行钻通一孔，镶进一根光滑的木棍，两头露柄，
¬?¡¬7¨*¦å7A®R[ÂM*º®*
作抓手用。游戏时，将碌磷的轴头对准平衡木两
_¯GF9 @* Í[ºq½¬Â

应过来，仍说＂都不喝＂，则要罚喝两大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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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孩
&'民间游戏。有些地方称＂打瓦＂。打孩、
9 <
k
:9 V
打瓦的游戏形式大同小异，都与上古时期的＂击
[\x ¡* ¢0£@¤[k
¥
壤＂之戏有关。＂陵＂是稍加整饰过的平稳光滑的石
¦:§¨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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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躬下身子，伏在平衡木上，双手紧攥抓手，推送
º*°_«$*±=¬Â0*;G²³¯G*´µ
的人从圈外跑进，在平衡木的一侧平行推行平衡
[ö\¶·yå* =¬Â[7]¬?´?¬
木，让其轮转起来。也可以两人同时在平衡木两侧
Â*¸á¹d89 wT`öx@=¬Â]

片或瓦片。打陈方法比较固定，第一道线叫＂头
°±°9 <²³´µ¶* ·7¸¹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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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即—手执孩，瞅准目标稳击，目标为瓦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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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慢则会被平衡木打倒。

推送，当转动到高速时，推送的人要迅速从圈内跑
´µ*º¹^*f@*´µ[öE»f\¶[y
飞球索
+,- 民间游戏。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利
9 À<ÁÂ7Ã

用麻质纤维编成细绳，两端各捆绑—颗石弹丸，发
FÄÅÆÇÈLÉ*í¥ÊË7Ì¯bÍ*Î
现兔、雉之类，即手持一端用力旋转后掷出，用以
8ÏVÐ§Ñ*GÒ7íFÓÔ¹äúQ*F`
击打猎物；二是双索飞炮，用一条兽皮或麻质纤维
¥ÕÖüÊ;×gØ*F7éÙÚ±ÄÅÆÇ
编成腰带状，将两端持于手中，其一端紧结于手腕
ÈÛÜÝ*ÍíÒZG}*7í²âZGÞ
进入第二轮比赛。站在第一条线上做＂担水＂＂斜＂
åæ·Êá³ç9 è=·7é¹0P
k
êë: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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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Rà*.ÍbÍYZáâãí§ä}*ÍÜ
以防其滑脱，再将弹丸置于折叠顶端之兜中，将带
k
íî:ÉïÀðñ[ò¶^_9k
: §ó*
$efád*á¹K¶äfÚ)e*äÍ×[7
＂端枪＂等更为复杂的规定动作。＂咳＂有大小之分，
子快速轮起，轮转数圈后速度渐快，然后将索的一
大者一砖为二，每人一半，目标清楚，掷抛有声；小
ô7õÀÊ*eö7÷*¾¿øù*úÓûü
í"åâæZGÞ[7í%çÎè*¯bÍà
端（未结扎于手腕的一端）猛然放开，石弹丸即脱
者犹如树叶，玲珑光滑，比赛经多次预选较量，层
ôýzþ3*ÿ!®R*³ç"#$%&´'*(
×Q*gh¾¿9 @*#ö¥Ògé×*
索而出，飞向目标。民间游戏时，多人各持飞球索，
次渐高。即＂孩＂越来越小，或薄如豆腐干，或光洁
k
:+8+ *±,z-./*±®0
êY¾¿*_ëú9ì9
$)*9 
设置目标，作投掷竞技。
块、木块，赌资有铜钱、杏核等。第二道线叫＂挑
ÁVÂÁ*ÃÄÅÆVÇÈÉ9 ·Ê¸¹okË
牛＂，即将＂孩＂放在一只脚上，跨步抛出击之。第三
Ì:*Í
k
:Î=7ÏÐ0*ÑÒÓQ¥§9 ·Ô
道线叫＂夹脚＂，离目标最近，难度也最大，即把孩
¸¹okÕÐ:*Ö¾¿×Ø*ÙÚw×*Û
片放在两膝盖骨上，弓腿击之。第一轮结束后，即
°Î=ÜÝÞ0*ßà¥§9 ·7áâãä*

如琉璃片，距离随之拉大，远者可达
z12°*3Ö4§5*6ôTO１０
!" 米以上，最
7`0*×

打毛弹
&./ 民间游戏。毛弹是用毛线缠绕而成
9 íbFí¹îï

ärQ87qÊV7q1[9ç:;9 <^#
后则出现一对二、一对四的竞赛场面。打陵活动多

的圆球，与皮球相似。毛弹内芯多用棉花或碎布裹
[Né*¢Úé©ð9 íb[ñ#Fòó±ôõö

==>¤å?9
在春节期间进行。

成团，然后用毛线裹缠，裹缠得越紧弹性越大。游
÷*äFí¹öî*öîø+²bd+9 

打梭
&( 民间游戏。游戏时，先在地上挖出一个
9 @*@=0AQ7!
长约
尺
BC２～３
#$% 寸，宽约１寸的小坑。所用器械是
D*EC ! D[ F9 GFHI ２# J
长的木棒一根，５寸长的细木棍一根，２～３寸长的
B[ÂK7A*& DB[LÂM7A*#'% DB[
小圆木一段作＂棱＂用，参赛须两人以上，赛前可商
NÂ7f_
k
O:F*PçQö`0*çRTS

戏方式简单，可以是两人，也可以是多人组成双
<ùú* T`ö* wT`#öû;
方。用手拍时要用劲，否则容易落地不起。玩时一
<9 FGü@EFý*þrÿ!kd9 "@7
边拍打，一边口中计数，在一轮中拍打次数高的一
sü*7s|}#K*=7á}ü$K*[7

'TU#VK"`ÂK_ÀW'[JÚ%9 .F
量好共打多少棒（以木棒作为丈量的尺度）。再用
=ÂK0
k
0Û:[<XQ@G9 ³ç@*Í N
在木棒上＂上把＂的方式决出先手。比赛时，将小圆
ÂYZ F[*ÍLÂM\];ì^Z NÂ_*
木置于小坑内，将细木棍从侧面斜插于小圆木下，

<À 9
方为胜。

跳起来，然后用木棒快速击打，使小圆木飞向远
cd8* äFÂKef¥*  NÂgh6

011 民间游戏。跳佛佛游戏人越多越好。
9 c$$ö+#+T9
跳佛佛
%@FQ&$V '$V õ[k
()*: <+¶
首先用出剪子、锤子、布的＂采包吃＂方式确定
k
$$:*P
k
$$:[;G,º-_*[ö\«
＂佛佛＂，做＂佛佛＂的双手抱头蹲下，其余的人从身
äh«RÑ9 G[öcä*
k
$$:[*Ú.
后向身前跨过。所有的人跳过后，＂佛佛＂的高度逐
)a**/d«$*_Û*;G_01pÐ;*c
渐增高，直起身子，弯下腰，双手下垂抵住脚面，跳

处，待小圆木落地后，用木棒丈量小圆木飞出去的
i*j NÂkä*FÂKW' NÂgQl[

者开始——跨越。随着高度的增加，跳者要助跑，
ôè277Ñ+9 4j*Ú[a/*côE3y*

距离，如击空即算输。打满提前商定的长度（多少
3Ö*z¥mn9 opRS¶[BÚ"#V

跑出捡回小圆木。在捡小圆木的途中如果中断了
yQz{ NÂ9 =z NÂ[|}z{}~

y
k
$$:«ä@*;G4=
k$$:0FÓ7
跑到＂佛佛＂身后时，双手搭在＂佛佛＂背上用力一
5*769 ×*fi
k
$$:è/«$*;G
撑，一跃而过。最高段处是＂佛佛＂站直身子，双手
抱头，跨越者助跑至＂佛佛＂身后，双手搭于其肩，
,º*Ñ+ô3y7
k$$:«ä*;G4Z8*
用力撑起身子，跨越而过。参赛者如在任意一段高
FÓ5d«$*Ñ+9 Pçôz=rD7f*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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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梭＂声，算再输一次，输方须将胜方从断声处背

Ú0Ñ*9Q:;Rs[
k
$$:9
度上没有跨过，必须替换前边的＂佛佛＂。

到小土坑处，比赛才算结束。
 xFi*³çnâã9
&)* 民间游戏。打轮秋具有较强的节令
9 á´[>
打轮秋
d*7==>?9 áF:F[I
性，一般在春节举行。轮秋用农家碾场用的碌磷和

四门拳
234 民间武术。四门拳是天水传统拳种。
<=9 1>?ë@AÁ9
L2@
øBCVDEVFGHIJÀK@9
清朝雍正
、乾隆 、嘉庆年间已广为流传。其创始传
öÀMNöOPQ"RSÀOP*TUV0WÜ
人为庄浪人邵银环（其真名为邵银，因左耳上常带

—根长而粗的平衡木做成。先把大碌磷竖起来，将
7AB[¬ÂP9 @Ûd8*Í

一银环，故人称邵银环）。主要包括徒手套路、器械
7PQ*XöOPQ%9 YE)Z[G\]VHI

击打者用木棒从上往下敲击细木棍，使小圆木弹
¥ôFÂK\0`_a¥LÂM*  NÂb

K%ôÀ <*q <Í NÂhrD<h¥Q*
棒）者为胜方，由胜方将小圆木向任意方向击出，

输方一边嘴里连声喊＂梭＂，一边从小土坑处快速
<7st}uûv
kw:*7s\ xF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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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套路、对练套路三种类型约
１５８个套路，广泛分布
!"#$%!"&'()* !"#
+!",-./0

亡故，一般说＂过世了＂，忌说＂死了＂。小孩病故了，
¸¹ÿid

ºucµd

»c 2¼½¹

于天水地区各县。四门拳因流传地域不同，又各具
12345678 9:;<=>4?@ABC6D
特色。清水
、张家川县以硬功著称，甘谷、武山县侧
EF8 G3HIJK7LMNOPBQRHST7U
重鞭棍演练，西和、礼县则以柔软见长。
VWXY%BZ[H\7]L^_`ab
军门派
#$% 民间武术。军门拳派代表人物孙彦
cdSe8 f:;ghijklm

一般说＂糟蹋了＂，忌说＂死了＂＂完了＂。老年人发
Àc qjÁ
ÿid¾¿cµd»c
胖，说＂发福＂，忌说＂肥＂。小孩发胖，说＂憨＂＂福
ÂdÁÃcµdÄc 2¼ÁÂdÅcÆ
态＂，忌说＂肥＂＂胖＂。生意人忌说＂关门＂，应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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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c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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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１８８０—１９７５
no!##$p!%&" 年），师从四门拳传人邵银环。孙彦
qrBst9:;ujvwx8 lm

相关。如＂土旺＂期间，忌在宅院和祖先坟上（清明
ÏÊ 

ÐÑcÒdµÇÓ[ÔDÕ¶oGÖ

yz{|},~1XeY% ,
彪身形魁伟，长于棍术，演练对打讲究步眼，腾挪
闪跃，气势逼人。尤其是＂龙摆尾＂式的进身步法，
,jb 

z,
大起大落，身如行龙，独具特色。其武术实战性强，
,z,DEF Se ¡¢£,

除外）动土，忌出圈粪
、炕灰、灶灰。忌母鸡叫鸣。春
£f·×Ðµ¤ØÙHÚÛHÜÛ
µÝÞßú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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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手威力大，与人数次＂碰拳走棍＂，声名大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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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派 民间武术。东门拳派代表人物王把

式（１８４５—１９２４年）。因其威信高，被人尊称为＂东
«
±
µ!#'"¶!%(' q· <¦¸¹ºj»¼½
:³¾ ±:g¿ÀÁÂ=u!"ÃÄÅ"
门王爷＂。东门派公开教习流传的套路有十八路，
Æ;eÄ"ÇÈÉÊ5ËÌÍÎÏÐ¤¯
其中拳术十路，在今秦州区授徒众多，比较出名的
有＂马三的手、杜平子的走
、张泰的硬、马彦彪的
ÃÑ&¥HÒÓÔHIÕMHÑmn

X
棍＂。

八门拳派
'$(% 民间武术。八门拳派为清嘉庆年
cdSe Å:;g½GÖ×q

:cËË ½¶µÌ¨jÍÎH?½
门＂，等等。行为上的忌讳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行为

节忌妇女做针线，已出嫁的女儿春节不能在娘家
áµâãäåæ ç¤èãFàáýéÇêJ

过年。招待客人吃饭，菜肴宜双不宜单，忌三个（有
ºq Vëtjìíîïð9ýð8µ&+oÃ
＂三献毛鬼神＂的说法）菜。小孩吃饭忌敲碗。农民

&ñòóôcd·î 2¼ìíµõö ÷c
出卖骡、马等牲畜时，忌带走笼头和缰绳，等等。
¤øùHÑËúûCµüý:[þÿËË

/ 游
0
旅
123/04 政府工作部门。位于秦州区
!"#o$: %1ÉÊ5
天水市旅游局
&'" ! ()'1１９８７
!%#& 年
q '４月，与天水市外事
*¨23Ýf+
建设路１号，始设于

甘谷鞭杆
)*+, 传统武术。鞭杆又称短棍，有三尺
>èSe W(CP)XÃ&*

办公室合署办公。１９９４年
,¿-./,¿ !%%' q １０月，天水市旅游局与
!$ *23Ý012¨
外事办分设，与麦积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合署办
f+,/' ¨âãT34¯556å2./,
公，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１９９９
¿½é789+8% !%%% 年１０
q !$ 月，市旅游局
*Ý012
¨âãT34¯556å2/' ë',¿-H
与麦积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分设。内设办公室、法
:¨&':;<H6å<HÝ=>><H¸?
规与建设规划科
、行业管理科、市场宣传科、信息
<@8%Ã23Ý01ABCD6åH23
科，下属单位有天水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天水
Ý01EFÆGH23HI0J ÞßKLM
市旅游培训中心、天水国际旅行社。主要职责是∶
N6åéÝ01 OP UéÝ01QR
依法管理全市旅游行业，组织实施全市旅游资源

间燕山人带巴马首创。天水市主要分布在秦州、麦
dØTjÙÚÑÛÜ 23ÝÞß/àÇÉÊáâ
ãä5 Å:;åæçèéêëìíî=>积两区。八门拳理论系统全面，内容丰富，流传广
. ï/½Ì¥!"H ðñ!"[%!"ò #)
泛，可分为徒手套路、器材套路和对练套路共
８６
' Å:;¤¥óôõöõ÷,øùúûü,ý
种。八门拳出手猛烈，大杀大劈，似雷鸣炮轰，势不
ïþÿ!" #V$% ¡ ¥L;½
可挡，一气呵成。注重攻防，讲究实战。手法以拳为
ÞdÃ&H'
主，间有掌法
、腿法。

鞭和四尺鞭（长鞭杆）及袖里鞭等长短之分。天水
W[9*WoaW+·,-.W/a)0/ 23

和旅游产品开发建设，组织旅游区（点）的质量等
[01ÎSÀÁ&'OP015oT·ABË

鞭杆的主要特点是短小精悍，泼辣迅猛，单双头并
W+ÞßE1)234567ó89:;

级评定，指导旅游商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培育
UVWXY01hSÀÁHÎ[Z[E\

使，把法换手灵活，变化多端，实战性强。天水人练
<´=¥>?@AÎB ¡¢£ 23j%
鞭杆时讲究长鞭杆先练猴儿串杆的技巧；袖里鞭
W+CaW+D%EFG(HIJ -.W
杆要求鞭走步随，中袖身旋。演练时须在左手鞭进
(ßKWLÆ-zM Y%CNÇO¥W
击之后，反趟须换右手施招，形成随机应变的阴手
P0QRSN=T¥UV{WLXY@Z¥
鞭法，更要突出点击穴道的功法。天水鞭杆以甘谷
W[ß\¤1P]^N 23W(LQR
鞭杆为代表，很早年间，就有＂甘谷的鞭杆，秦安的
W(½hi_`qdaÃ

QRW(Éb
棍＂的说法。以前甘谷人出外经商，一般都喜欢提
Xcd LeQRj¤fghÿijklm
条鞭杆，以作防身之用，外地人称甘谷出外经商者
nW(Lopz0qfrjPQR¤fghs
为＂甘谷鞭杆儿客＂。１９世纪中叶，渭阳豹子坪人张
½

QRW+Ftc !% uvÆwxyzÔ{jI
|}~T±´
:³c =
金顺结交了山东江湖把式＂铁头王二＂，学得了换
¥W+ I|} W+Q ÇJQ
手鞭杆。张金顺学得此鞭杆后，常在自家后院苦

[ÀÁHIHHë01tRÝ=Ë
和开发国际、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等。

天水市旅游协会
月 ()
２６
123/056 行业协会。２００２
]^ ($$(年
q３* *
日成立，是由天水市旅游行业的有关企事业单位
_W` a23Ý01ÃÊb+8%

和社会各界有关人士自愿结成的行业性社会团
[J^6cÃÊjde~W¢J^f
体，接受旅游行政主管单位市旅游局的业务指导
g hi01!Þ68%Ý012jXY
[cdOP6å2_C6 ]^klMm
和民间组织管理局的日常监管。协会的宗旨是；服
务政府
、服务行业、服务会员单位，为天水市旅游
j!"HmjHmj^n8%½23Ý01
ÎopÁqä¤rñòÃ^n ２３８
(*# j($!$
q
产业健康发展做出贡献。共有会员
人。２０１０年
s23Ýhë6(1tt
'$$
ujª
v01
底天水市接待各类游客近 ４００ 万人次，实现旅游
!'亿元。
yz
wxt１４
收入近
789:;<=>?@AB6 天水市政府
23Ý!{
麦积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Cäq0;>j I|}9
练，时达两年之久，并传给本族人。张金顺所生四

g¤X| }7U+8%~LHJU34¯
派出机构。正县级事业单位，负责对国家级风景名

子，以老大张秉业、老四张免儿武艺最为高强，张
ÔLõIH9IS½¹£I

胜区——麦积山风景名胜区的综合管理。位于麦
55¶¶
¶âãT34¯55.6å %1â

秉业步下快如闪电，平纵功夫惊人，尤其是换手着
ÓNj=¥

积区泉湖路
ã5"２号。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天水籍
( ( cH&Äqo!%'# q·23

数，更是精湛。除豹子坪的换手鞭杆外，还有沙石
©¡3¢ £zÔ{=¥W+f¤Ã¥¦

著名学者冯国瑞先生约请地方人士成立了＂麦积
O¯ sHD* rjdW`
âã
山石窟修建保管委员会＂，拟定修缮、保护计划，未
T¦&6n^cWH;

坡的铁门扭丝栓鞭杆，以及双头鞭、黑虎鞭等
６０
§:¨©ªW+ L,9:WH «¬W/ )$

!W+
能实施。１９５３年９月，天水专员公署成立了麦积山
é U !%"* q % *23n¿/W`âãT
余套鞭杆。
-. 信仰民俗。包括语言禁忌习俗与行为
¸®c¯ °±²³´µÂ¯¨½
忌讳
文物管理所，隶属天水县（今麦积区）政府文卫科。
k6å@237oÈâã5·!{<

禁忌习俗。语言上的禁忌大多涉及人自身，如老人
´µÂ¯ ²³¶´µõÎ·,jzj

!%#' 年成立麦积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行政上受
qW`âãT34¯556å2 !¶i
１９８４

! !"# !－
－４１５

天水大辞典
!"#$%

天水地区行政公署领导，业务上由省城乡建设厅
!"#$%&'()*+ ,-./012345
指导。１９９５
8+!"9:;<=>?@ABCDE
6*7 $%%&年，天水市旅游局、麦积山风景名胜区
管理局合并，１９９９
１０月分设。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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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47 !""$ 年，麦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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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归口天水市建委管理。２０１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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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设立天水市麦积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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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之一。２００６
年，公祭伏羲活动升格为国家级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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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设办公室
、规划建设、资源保护、经营管理、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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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国家森林公园
级景
-./01234 自然景观。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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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６个科室，下设麦积山景区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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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财务
、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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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于麦积区小陇山林区北部。宝天高速公路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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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其中，陇海铁路与公园相邻。是一个以森林景观
为主体，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为依托，集森林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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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避暑疗养、休闲度假、教学实习、自然资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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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景区管理所、石门景区管理所
、景区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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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接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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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p ５个单位，派驻单位有景区工商分局
和景区公安派出所（１９９６年成立）。景区共有干部
yBE'zt{d|$%%' 8}P~7 BEv
职工１０１名，常年聘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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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名。２０１０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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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接待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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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o; １０８万人次，以门票收入为主的经营

祀，并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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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名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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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举办 !$２１届（２００８年因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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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地震停办一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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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前来天水寻根祭祖、参拜伏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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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大型国家级森林公园。公

园于１９８２年筹建，１９９４年晋升为＂全省示范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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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１９９７
年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
&'()*+, 节庆活动。天水是人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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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公顷，由麦积植物园、放马
伏羲文化旅游节
园。公园总面积８４４２
祖伏羲的诞生地，素有＂羲皇故里＂之称，从古至今
滩、曲溪
、净土寺４个景区组成，驰名中外的麦积
Ov ¡¢£¤¥¦O§¨©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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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主要的伏羲祭祀地和纪念地。农历正月十六
山石窟位于公园内。景区跨秦岭南北，分属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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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uKS7 BE°ð±²yOK³´µ=
日、五月十三日（相传为龙的生日）均为沿袭至今
黄河两大流域。森林覆盖率达
８４？？植物种类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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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伏羲祭祀日。１９８８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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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有熊、野猪、鹿、娃娃鱼、锦鸡等野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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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种。公园地处北秦岭山地，属暖温带半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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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在伏羲庙举办了首届伏羲文化节，隆重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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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开始，天水市政府
8ÍO!"9&À 润季风气候区。气温垂直变化明显，年平均气温
%Å¿®ËÌ7 §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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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伏羲祭祀典礼。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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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规定在每年的五月十三日举办＂伏羲文化节＂。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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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２℃，相对湿度
６５？５？？景区崇山峻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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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节会不断成功的举办，伏羲文化节的内涵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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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单一的祭祀发展成为融祭祀典礼、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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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âO
经贸活动为一体的大型庆典活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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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文化节改为伏羲文化旅游节。举办时间改为
Ð8 *æ% JåOçÛèäå7 ¬Séêëì
每年的７—９月间，共一周时间。主要内容包括拜

谒祭典仪式，秦州夹板舞、甘谷唢呐、武山旋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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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民间艺术表演，传统戏剧、现代戏剧、音乐、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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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演出以及明星演唱会，体育邀请赛，组织寻根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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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游等观光活动，旅游商品展销和线路宣传、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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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国家
森林公园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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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形奇特，森林茂密，溪水飞瀑众多，形成了＂夏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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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型商品交易会、经贸洽谈会及天水文化、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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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风情艺术展等。２００５年，甘肃省政府决定＂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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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文化旅游节＂正式升格为甘肃省级公祭，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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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节庆协会评为最具发展潜力的中国十大节庆

酷暑，冬无严寒＂的森林小气候，空气清新，负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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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高，有＂天然空调＂＂绿色氧吧＂的美誉。公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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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了供游人娱乐的登山、钓鱼、漂流、探险、野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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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特种动物养殖场，品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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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景区内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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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野猪、七彩山鸡、野鸡等十多种；建有野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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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一个，野菜有香椿、乌龙头、蕨菜等几十个品
¿7 }3v1-J@2 １处，二星级宾馆１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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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公园建有四星级山庄
v78=v9: ２０余幢，有接待床位
!" ;<Ovn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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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别墅、小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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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张。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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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4?３０多处，已逐步形成了＂吃、住、行、游、购、
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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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的旅游格局。

!"#$ 年伏羲祭祀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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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溪景区
5678 自然景观。麦积国家森林公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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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景区之一。位于小陇山林业实验局观音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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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距天水市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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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公里。景区是一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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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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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的峡谷。嘉陵江支流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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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河纵贯其中，以＂山秀
、林茂、水美＂驰名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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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称天水＂小江南＂。景区建有卧虎台、琵琶湖、十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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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峡谷、松鹤崖、三星岩等
２８ Q<R;
处景点。从琵琶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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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沿冷水河流域，经十里峡谷到九曲十八湾，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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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幻莫测，忽而山重水复，忽而峰回路转，给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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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如青罗带，人在画中游＂之神奇意境。景区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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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辟的曲溪漂流项目可使游客领略青山碧水的
; <=>?*Q'o;
无穷韵味。景区建有山庄一处，可供百余人食宿。

亭、台、楼、阁、碑、廊、园等。园门到瀑布处全长约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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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是主要游览区。从正门入园，逆溪流向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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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依次有驯鹿姑娘、神农尝百草、牡丹仙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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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散花、牡丹园、月季园
、栏园、水榭、鱼池、曲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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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影阁、八层实心塔、瀑布、飞虹桥、闻涛亭、映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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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问津亭、览胜亭等景点。１９９１
年植物园被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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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联盟秘书处接纳为会员单位，是中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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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该组织的四大植物园之一。１９９９
年被中国科协

确定为首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２００６
年建成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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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园山庄。

放马滩景区
()*&' 自然景观。麦积国家森林公园
<`; -
的主要景区之一。位于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党川林
~øù<=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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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境内。因秦人先祖嬴非子在此给周王室牧马而
nz{; opoqrst;t÷muvwxyf
得名。１９８５年，在此出土了著名的木板地图、＂放马
z2; #$"' ª't÷{òæ|2~}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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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纸＂和战国秦简等文物，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
0 ¿pPâ±' t{· 
注。放马滩森林公园与十八罗汉峰、仙人崖、蛟龙
; y-F^ri,:oL,
寺、净土寺连为一体，组成陇上新的览胜之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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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王洞、七女峰、南天一柱、玄武峰、牧马滩、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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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澳
#$%&' 自然景观。麦积国家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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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景区

洞、聚仙桥等
多处自然景点和新建的亭榭长
, :!P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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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景区之首，位于距麦积山石窟东北约
<=v'
¡¢*£¤¥¦§ #１公里
G
的后崖沟。１９８３年始建，原称＂树木园＂，１９９０
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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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为植物园，是培育、繁殖、引进、保护野生植物
®>¯°±'²³´,µ¶,·¸,¹º»¼°±
的基地和植物种质资源库。景区群山环抱，总面积
~½¾¿°±ÀÁÂÃÄ; <=Å*ÆÇ'ÈÉ
''&&多亩，有各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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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收藏植物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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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大观楼、八骏马等人文景观。公园内气候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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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润，奇峰林立，密林覆盖，溪水潺潺。公园内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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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石门度假村，掩映在群山翠峰、湖光山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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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然古朴，风格独特，装潢考究，设施一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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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由于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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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万余份，建成各种专类植物园区

多功能厅、会议室能同时满足百余人餐饮
、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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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Ú Û¿°±ÀÅ' ÜÓ¯Ý¦Þ¾=É
的地理位置和植物种群，已成为我国北方地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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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最大、收藏植物种类最多的植物园之一。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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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由森林生态区、植物观赏区、自然和人文景观

会议、教研之需，水、电
、暖、洗浴、通信设施齐全，
[¾,gÆvÇ'!,È,É,ÊË,ÌÍ²³Î*'

假村中有高、中、低档客房，床位
¥¦&?´,&,µ¶ ·'¸ １００
#&&余张，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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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便利，为＂避暑消夏、休闲度假、旅游观光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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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娱乐＂之胜地。

!!"&亩，保留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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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区组成。森林生态区面积

麦积山风景名胜区
+,-.&/0' 旅游景点。位于麦积区
Øn<R;
¡=

有森林的面貌。植物观赏区面积
９１５
?-~Éç; °±`á=É
$#'亩，按针叶、
Ë'èéê,

中南部，地处秦岭山脉西段，北跨渭水，南接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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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ª１１月
## ?８" 日被国务院首批公布为
âSãä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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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年
４４个国家
ågR¬<2R=v; !&#& ª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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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２０１０年
月晋升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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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Ａ'*级旅游景区。名胜区以石窟艺术为特色，兼有
9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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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崖、秀峰
、密林、溪水、珍禽
、异兽、古树名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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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温泉和奇葩景观，总面积达２１５平方公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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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叶、药用植物、经济植物、优良乡土树种、藤本植

物、草本植物和水生植物等划分为
个分区。自
±,ôÐ°±¿!¼°±Põö¯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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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和人文景观游览区面积约
亩。此区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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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绝壁、奇峰怪石
、青松翠柏、小桥、瀑布和各种
úLûü,xiý£,qJþÿ,8!,"#¿Ì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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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保护区
平方公里。全景区包括麦积山、仙
oL,£),],ö$ '５ Ö<='?
人崖、石门、曲溪、街亭
个景区，有#"１８Ö¬<8
个风景小
#" Öøùnã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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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１８０余处风景点，共有
个主要游览点、１０ Ê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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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外围游览点。主要有麦积山石窟、植物园、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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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净土寺、石门山、曲溪等各具特色的景点，兼有

南秀北雄之美。景区以悠久独特的石窟艺术
、多种
:+¦úv/; <=(ûüØÙ~£¤èé,ÊÀ
地貌单元和生物的多样性享誉国内外，并具备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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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世界文化、自然双重遗产的条件。
+,-&' 旅游景点。位于秦岭西端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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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山景区

植物园景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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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麦积城区
!" 公里，麦积山形上突下小，望之团
G'*2348'5v6
¢1=２８

! !"# !
－４１７－

天水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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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如农家堆积的麦垛之状，故而得名麦积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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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奇、秀和独特的石窟文化而著称。其山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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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著名的麦积山石窟便开
!"#$米，相对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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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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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相连。麦积山石窟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以其独
YGZA )[2;<\]^_`;<+aF3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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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窟造像，经北魏、西魏、北周
、隋唐、五代、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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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朝代的不断开凿、重修，遂成为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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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于敦煌莫高窟的我国第二大艺术宝窟，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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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泥塑可分为高浮塑、圆塑、影塑、壁塑
４种，
大的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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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秀骨清像＂，还是隋唐以来的＂丰满圆润＂，均神

旋而上，只见苍松翠柏，赤壁丹崖，山势奇特，鬼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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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工。东、西、南三峰参列，宛若天成。三崖五峰之
Ë~Ñ Ô+TcGFÑ cP G+
上保存有明、清殿宇
２７ +"
座，房屋
５４1&间，北朝
、宋、
S¡0+ 
³F
óF~++
明+c|
、清等朝代塑像 %,"
１９７ FR
尊，壁画)+８２平方米。南峰上
®¯EÑ TGS
有玉皇顶，四周群峰，若揖若拜，其壮观景象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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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堂，侧有僧房，左有高梯通莲花洞，内凿石莲、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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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凳、石炉、石棋盘，塑披发仙人坐石上，神态
迥异。献珠山孤峰突起，顺羊肠小道曲径盘旋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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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皇阁，崖顶古柏茂密，
野花幽香；崖下庙宇毗连，飞檐斗拱；崖底清溪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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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造坝拦水，建有仙人湖，山水倒影，峻奇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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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各异，栩栩如生。被誉为＂东方艺术雕塑馆＂＂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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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崖崖间有峰，崖上有寺，寺内建有石窟造像。
绸之路东端的璀璨明珠＂。麦积山石窟的惊险陡
夜晚，天然萤火与寺庙中油灯烛火交相辉映，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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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在中国现存石窟中是罕见的。石窟布局独具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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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峭壁上，层层叠叠。最大洞窟横宽
３０多米，最小
洞窟仅能容身，洞窟之间全靠架设在崖面上的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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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栈道连接通达，惊险雄伟。麦积山景区风景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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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翠柏苍松密布，山清水秀、溪石相映成趣，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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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上林泉之冠＂的美称。每当夏秋之季阴雨靠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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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雨后初晴，山岚缭绕、烟雨蒙蒙，麦积奇峰时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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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现，呈现出＂麦积烟雨＂之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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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崖景区一角
+,)* 旅游景点。麦积山风景名胜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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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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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景区之一。位于麦积区东南
公里处的陇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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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其山壁立千仞，四周峭崖，只有一条小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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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两峰，且南北峰之间的聚仙桥下石壁上，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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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崖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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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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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点。麦积山风景名胜区

QR!"+aÑ S)'"ÔTUV" &1
主要景区之一。位于麦积区东南距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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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处

的秦岭山脉，距麦积山石窟１７公里。东联秦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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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东柯谷，群山俯仰，山势奇伟。仙人崖由三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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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西崖、南崖），五峰（玉皇峰、东崖峰、西崖峰、宝

盖峰、献珠峰），六寺（木莲寺、石莲寺、铁莲寺、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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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寺、水莲寺、灵应寺）及仙人湖组成。沿着石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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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景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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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形黑浑圈，状若门楣，故名石门山。相传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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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234 区有可食用的乌龙头和丰富的蕨菜资源，有五味
豹出没，俗称卧虎台。石门山景色壮美，有小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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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称。主峰上有明、清重修的真武祠、王母祠、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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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无量殿、玉皇殿和钟楼，峰间架通仙桥亭，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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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祖师麻、细辛、芍药等十几种中药材。珍稀动物

类药材有鹿角、麝香、豹骨、蛇蜕、五灵脂等。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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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该景区被天水市人民政府命名为市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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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山脚下五阳观登山，上十八盘，山势蜿蜒，环绕

攀登，古雅峥嵘的殿阁台榭掩映于白云翠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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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色迷人。中秋夜，皓月仿佛从石门缝中徐徐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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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幻无穷。石门月夜，意趣盎然，为天水十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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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地处小陇山林缘区，三面临陕，为省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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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是以森林生态旅游业和核桃、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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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餐饮、休闲度假、娱乐等第三产业发展的
陇东南中心集镇。境内天然森林覆盖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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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线以及正在修建的＂宝天＂高速百里风情线穿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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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金龙山森林公园。已建成桃花坪优质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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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栗培育基地，产品远销西北五省区；已建成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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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云凤风景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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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名胜区，２００７年
月被甘肃省林业厅命名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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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森林公园。２００７年７月，张家川县政府在关山云

凤风景名胜区举办了首届关山＂花儿＂会。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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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了供游人娱乐的登山、钓鱼、骑马、射箭、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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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露儿韭、苦苣、苜蓿等野菜为主的地方小菜，特

娱乐中心，东综宾馆，溪源大酒店等一些明星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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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野味有珍珠鸡、土鸡、野兔等。长宁驿站农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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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各类个体商业门店、超市、餐饮企业、住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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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为游客提供全方位较为优质的服务。风景区
I'JLKLI"^G/0KBC0 ù<
p\MN'¤ê ３０５
1*/ Oûù<
' Þ°íGP"
交通便利，省道
横穿风景区，区内公路、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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ËMN .$辆；有石英石工厂、透灰石加工厂、采石
N83.P.QRGST.UQRGV.
厂、粉石厂、采沙厂、楼板厂、蜂窝煤厂、制砖厂等
RGW.RGVXRGY»RGYZ[RG\]R¿

小型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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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云凤风景名胜区
./012345- 旅游景点。位于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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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回族自治县马鹿林场辖区，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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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网络可覆盖整个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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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西北以田家磨为界，东南至陕甘交界，西南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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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俗文化为内涵。风景区山峦叠翠，水碧林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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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与天水石门遥遥相望，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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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0bDi'{jvw'HkÊ'lm
石崖＂，又因峰峦叠嶂，翠柏掩映，清泉流水，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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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险＂各呈异彩，森林
、草地和峡谷溪流相互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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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县与清水县交界，属关山高原地貌，以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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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森林 、草场和溪流为景观特色，以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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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石崖
自然风景区 旅游景点。位于甘陕交
界的关山支脉，距清水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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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场地。风景区人文景观主要有五龙山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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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悠久，相传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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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遗址、佛爷崖太极八卦图、二郎神脚印石
、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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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等，自然景观有五龙山、老龙潭、斩蛇崖、五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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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情侣峰、万树谷、青石崖、石人峰、仙人湖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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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主要动物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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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相映成趣，是避暑休闲
、风景游赏和科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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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宇多为明清时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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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有磨针殿、大殿院、
有∶林麝、白臀鹿、金钱豹、黄鼬、水獭、狗獾、狼、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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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草兔、鹊鹞、锦鸡、灰喜鹊。水生类主要有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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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鳞鲑（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主要植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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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石窟二处，内有彩

１０２种，其中乔木
种，灌木..２２种，藤木２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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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题匾。磨针殿内有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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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石崖景区

天水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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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塑像二尊，为＂观音点化、祖师修道＂之形象，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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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等。风景区以石质山、河流为主要地质景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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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生动逼真。两侧壁画为＂太子游四门、祖师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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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均为明清作品。花石崖按地势分为东崖、西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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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境内山清水秀，峰峦叠嶂，山势雄伟，森林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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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空大战黄木狼的洞穴，洞口高约
米，地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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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qÝÞßg-àáop/
桃、野花椒等
余种针阔乔灌木、草本植物及

Á&âãäå&»ÂÃ; «¬Ó· ５０００
"%%% 余亩，森
rÄ&«
密，气候宜人，风光旖旎。森林面积
林覆盖率
!'.; ,}«¬opbÅÆ-ÇÈÆ-É
TOVWXY&NOZ[&\]^_&`Oa>]
¬Ö×Ø ３９？？主要森林植物有油松、落叶松、华
东崖峰峦起伏，石崖重叠，向上倾斜，悬崖峭壁上
有一石洞，名为＂黄木狼洞＂，相传是《西游记》中孙
Æ-ÇÊ-Ë-ÌÍ-ÎÍ-óÏË-Ð-Ñ
bcNd&e'
(
fghd2&ijklUBmnop 山松、白桦、山杨、漆树、椴树、青肤杨、山杏、山李

要，洞深莫测。花石崖有凤凰山、三岔口、三仙台等
}&d~; MNOb- w-
景点。从谷底沿山而上，有一巨石，平地而起，高约
; ]&bcN&{X&xy
"# z&&syb $%
&''( &
５０米，顶阔而平，大约有
１０ z;
平方米。１９９８年春，天
 N3]¡
(
¢N2£&
水书法家毛惠民在此石之上书写＂补天石＂三字，
¤MNO¥¦c;
使花石崖再添一景。

桃花沟景区
&'()* 旅游景点。为小陇山国家森林
§B+; '¨©ª«¬
®¯s°3c; ±²³´µ¶·°T ¬¸
公园六大景区之一。位于甘肃省麦积区东岔林场
¹º&»¼½¾&¿ÀÁÂÃ¾ª«¬®&
境内，北临渭河，南接宝鸡通天河国家森林公园，
西倚小陇山国家森林公园金龙山景区，东通太白
UÄ¨©ª«¬®ÅÆ°& TÃ@Ç
山国家森林公园，区位优势明显。２００６
年被国家林
ª«¬®&°±ÈRIÉ; )%%* Êª¬
业局批准晋升为小陇山国家森林公园桃花沟景
ËÌÍÎÏÐ'¨©ª«¬®ÑMÒ
区。景区面积
°; °Ó·４５５２
+"")公顷，地势南高北低，森林覆盖
Ô&{R¿x»Õ&«¬Ö×

!"#$%&'()
尖山寺森林公园一角

率为７９．４？？桃花沟景区自然景观优美，森林郁郁
Ø' ,'-+.; ÑMÒ°ÙÚ)ÈÛ&«¬ÜÜ

o¹â; bØMã-Åäå-æÂ¶rqªu
中药材。有梅花鹿、金钱豹、锦鸡等十余种国家保

ÝÝ&{4{Þßà&Cáâãäå; °æçè
葱葱，地形地貌奇特，四季气候宜人。景区以雄伟

护野生动物。公园有７大景区
vf7.p; ®b , s°３２
!) 个景点，７大景区
ç&, s°

的奇峰怪石、神奇的清泉溪涧著称，兼有黄山之
éßVêN- ëßéJìíîïð& ñbf3

k²èÚé7¬°-NêëÝÈì¬°-ìè
是殿湾天然次生林区、石猴梁针叶纯林景区
、泉湾

ò&óô3õ; )ö÷øùúû&üb)*-ý
秀，青城之幽。景观资源类型繁多，既有观音山、香

场所；也有别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尤以凸峰、峰林、
¸567b89à:éÙÚ)&;æ<V-V¬-

B°-híîÍgïðñò°-ógMô°-²
游乐区、狼窝掌树木根雕艺术区、苗木花卉区
、殿
èo¹âop®°-7-õö°; ÷ø®&ë
湾中药材植物园区、生活服务区。进入公园，沿梁
ù&cNêª²ëo&úo«¬ÀÁ&7ûüÚ;
而行，一石猴立于梁中，途中森林茂密，生机盎然。
ý)*³²æTbþ£=-¨ÿ²-ë3-@
古建筑三霄殿以东有敛翅岩、灵宫殿、山神庙、太

奇特象形山石、岩壁、峡谷最具特色，而日出、雪雾
ßà54N-=>->?9à:&@A-BC

白泉、洗心泉、白石岩、豹洞、白云庵、八卦台、卧龙
Çì-!"ì-ÇN=-åd-Ç#$-%&-'Æ

及雨后彩虹等天象景观变幻莫测，气象万千。森林
/DEFG5)HI&â5JK; «¬

坪，直至唐王庙，向北有凤颈峰
、地藏殿、石猴梁、
j&()*º3&\»b+V-{,²-Nêë-

景观随林相季相的变化，在不同季节表现出多姿
)L¬iáiéH,& MNáOPQAûR

幻洞天等，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映衬，令人流连
Id&ÙÚ)-å%)i./&Tå\

ûFéH,; à:)bSTUN-¨VëW-N>
多彩的变化。特色景观有∶令牌石
、小岭神灯、石壁

忘返，配有旅馆
、移动帐篷，可供游人休息、娱乐 、
01&b§2-3.45&67Bå8--

þÿ!"#$éå%)& &o)*æ'(
妃墓等历史悠远的人文景观，其中观音山以宗教
建筑群为主，是宗教活动及举办民俗庙会的重要
)*+',& k'(-./01234éZ}

面佛、龙虎潭
、桃花溪、观音峰、桃花潭、天然石屋、
ÓX-ÆYZ-ÑMí-)*V-ÑMZ-ÚN[\ýZ-ÑM]^-_`-a]Z`-Æbc-de
连香潭、桃花鱼舫、镜瀑、双鱼潭瀑、龙吟桥、仰板
N-fgO-h]N-ÅiZ-åj-klN-m
石、野雀崖、鲤鱼石、金瓶潭、仙人坪、翻天印石、指
点江山等。桃花沟景区植物种类约有
n; ÑMÒ°opqøyb２５００
)"%%余种，
rq&
其中国家一、二级保护植物
９ q6
种；野生动物
１０００
&oªc- stuvop '
f7.p $%%%
ûq&&oªc-stuv.p $+
°wx
多种，其中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
１４ q;
种。景区基础
-À,
yz{|&ÑMÒ}~b¨g[ "
设施齐全，桃花沟度假村有小木屋
５栋、接待主楼
$ &- -4-ûyzc
１栋，客房、餐厅、会议室、多功能厅等配套设施一
&k§B}~---4)é
流，是旅游度假、休闲娱乐、避暑消夏
、会议观光的

3{;
理想之地。

9:;
食宿等。

小陇山森林公园
23,./01 旅游景点。位于甘肃省东
§B; ±²³´µT
南部，渭河
、嘉陵江、西汉水上游。地处我国南北分
¿;&½¾-<=n-U>]B;
{?ª¿»S
@AéBVC&DEFn-f¾<sG; HÃ
界线的秦岭山脉，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交通
IJ&©KLM-!$% ª1NO&o;
kcçæ«¬
便利，陇海铁路、３１０
国道贯穿其中。是一个以森林
)',P& å%)QÙÚ)'RS& T)
景观为主体，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为依托，集观
---}~-ÙÚö÷uv²cPéû
光、娱乐、休闲、度假、自然资源保护于一体的多功
能综合性大型国家级森林公园。２００２
UVWsùªt«¬®; )%%) 年开始建设，
X)y&
)%%" 年
 $)
２００５
１２ Y©ª¬ËÌÍÎÏÐ'ªt«
月经国家林业局批准晋升为国家级森
林公园。森林覆盖率为
７９．７？？植物种类
余
¬®; «¬Ö×Ø' ,'-,.&
opqø ２７００
),%% r

尖山寺森林公园
+,-./01 旅游景点。位于甘谷县城
§B; ±²³ô

种。境内山形奇特，环境优美，森林茂密，气候宜
q; ¹º4ßà&Z¹ÈÛ&«¬ÀÁ&âãä

U¿３０
!% 公里处的武家河乡境内。因其地形地貌恰
é¾¹º; &{4{Þ
西南

人，溪流纵横，飞瀑清泉随处可见，文物古迹众多。
å&í[D&¥`JìL6\&%pý]^û;
有陇上＂蓬莱仙岛＂之称。公园总面积１９６７０
b©]
(
_`a23ð; ®bÓ· $'*,%公顷，
Ô&
由桃花沟
、金龙山 、黑河、碧峪、百花、龙门六大景
cÑMÒ-ÅÆ-d¾-ef-gM-ÆD¯s

似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故又名＂灵凤山＂。１９９５年
c¡¢£¤¥é&¦§e
(
¨2; $''" 
经省林业厅批准建立为省级森林公园。尖山寺始
©µ¬ËÍÎ)ª'µt«¬®; «¬

)²®Ï¯°&Q±)*û'IJ)*&bsçÁ
区构成（其中黑河景区位于陇南市两当县境内）。
建于魏晋时期，现存建筑多为明清建筑，有大雄宝
°hE i&od¾°±²©¿j<k¹ºl;
²-³²-´µ²-¶·²-¨¸²-¸²-¹º
殿、三霄殿、无量殿、十五殿、灵官殿、三官殿、药王
桃花沟景区位于园区东部，景区分两大景点，桃花
ÑMÒ°±²®°T;&°S<s&ÑM

! !"# !
－４２０－

! "
文化

沟景点以雄伟
、奇秀著称，普渡峡景点以险、幽见
!"#$%&'()*+,-./"#$0'12
长。人文景观观音山神奇灵幻，历史古迹和自然美
34 56"7789:(;<,=>?@ABCD

景相得益彰。黑河景区位于园区南部，主要以＂奇、
"EFGHI JK"LMNOLPQ,RS$
T
(U
秀、险＂为特色，俗称＂陇上九寨沟＂。电影《白莲花》
)'0VWXY,Z+
T
[\]^!VI _`abcde
拍摄外景就在该景区内。碧峪景区位于园区西北
fgh"ijk"LlI mn"LMNOLop

保存良好，景观资源丰富，分布植物
,"7ÌÍ34,Ö×âã２７００
!%"" 余种，动
ä,ç

物ã ３６０
多种，其中有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金
#)" ¡ä,
ìu±²# qçãÇ
钱豹、鹿、岩羊、毛冠鹿、红腹锦鸡等。自然景观主
''''sI BC"7R
要以高山草原、高山风光为主，融森林、奇峰、峡谷
S$Ò9à'Ò9WR,wx'(|'/y
于一体。主要景点有轩辕谷
、芦子滩，辅景点石洞
N´ÎI RS"#uy'F,"#~

部，景区的十里长峡很有特色。百花景区位于园区
Q,"Lqrs3/tuXY4 vd"LMNOL
西部，主要以森林景观、河谷溪流、奇峰异石、田园
oQ,RS$wx"7UKyz{U(|}~'O
风光为特点，山区农田与山水风光相得益彰。龙门
WX#,9L9EFGHI


山、白桦湾、金柳滩、龙潭沟。轩辕谷是传说中轩辕
9'bÜ'Ç ' ¡!I yöi¢ì

景区位于园区西南部，区内风景优美，山清水秀，
"LMNOLoPQ,Ll"D,9),
怪石林立。主要景点有朝阳山、朝阳洞、玉女峰、利
~xI RS"#u9''|'
桥城堡等。公园建有小别墅
、小木屋 ２０
!" 余幢，有接
,u
I Ou'
待床位
、购、
#$"多张，逐步形成了＂吃、住、行、游
¡¢,£¤¥¦§T¨U©UªU«U¬U
 M３８０

公顷，沿谷自下而上，谷口两山对峙形似石门，入
Å,¯yBÔÕ\,y°R9GH¥±~,T
谷千米有一巨石耸立，传说是轩辕黄帝戏耍石。深
y^²u´³~è,i¢ö£¤´µ~I ¶
谷之处有传说中的轩辕洞，镶嵌在森林掩映下的
y³ýui¢ìq, ·¸jwx¹ºÔq

Vq®«¯°I
娱＂的旅游格局。

栖息。是寻根祭祖、森林观光、猎奇避暑的理想胜
½¾I ö¿ÀÁÂ'wx7'Ã({|qøù"

#$%&' 旅游景点。小陇山国家森林公
®«"#I [9±²wx
金龙山景区
园景区之一，位于小陇山林业实验局立远林场境
O"L³´, MN[9xµ¶·°¸x¹º
内。东与桃花沟景区相连，西与麦积国家森林公园
lI »¼d!"LE½,o¾¿±²wxO
毗邻。公园占地面积
ÀÁ4 OÂÃÄ¿７５５９
%&&'公顷，主要由金龙山、石
Å,RSÆÇ 9U~

地。芦子滩景点面积
公顷，是牛头河的发源
ÃI F"#Ä¿ ８００
$"" Å,
öÄÅKqÆÍ

崖沟、莲花沟三个景区组成。金龙山景区以森林资
È!Ucd!ÉÊ"LË¦4 Ç 9"L$wxÌ
ÍWRÎ, ÏÐÑÒÓBÔÕ\Ö×ØÙÚ"7
源为主体，依海拔高度自下而上分布着松栎景观

带、桦木景观带、云冷杉景观带和高山草甸景观
ÛU Ü"7ÛU ÝÞß"7ÛAÒ9àá"7
ÛI Ö×uâã １８５２种，野生动物
($&! ä,åæçã !)*
äI "Ll
带。分布有植物
２６４种。景区内
(~è,zééI
uêë'ìíîï'ð
奇石耸立，溪水潺潺。建有豪华别墅、中型餐厅、会
ñï'òQ'5óô'"õ,ö®«Ó÷qøù
议厅、娱乐部、人工湖
、景亭等，是旅游度假的理想

黄帝出生地，在县城东
７０里的山门镇白河村。轩
£¤VæÃ,jE» %"
sq9bK¥I 
辕谷峰峦起伏，森林茂盛，草地平坦开阔，面积
５１２
y|¦§¨,wx©ª,àÃ«¬®,Ä¿ &,!

石崖之中，谷之两山林木茂盛，时有大量野生动物
~È³ì,y³R9x©ª,vu»¼åæçã

地，这里天然林与人工林交相辉映，针叶林与阔叶
Ã,Çs<Cx5óxÈEÉº,ÊËx®Ë
林纵横交错，草场开阔。景区内有古镇遗址立石
xÌÍÎÏ, à¹®I "Llu?ÐÑ~
镇、古镇拴马石
、城堡等保存完好，时有珍贵禽兽
'?ÒÓ~'ÔÕÖ,vu×ØÙ
出没。景区配套设施完善，建有小型仿古式别墅两
VÚI "LÛÜÝÞÖß,uíà?áR
â,àã?ä２０
!" 余座，设有跑马场、射箭场、情侣
å,ÝuæÓ¹'çè¹'éê
栋，仿蒙古包
äòÝÞAëo'ëXYîì,í¤¥¦
包等娱乐设施和烤鱼、烤羊等特色餐饮，初步形成

了一定规模的吃、住、行、娱、游的旅游格局。
§´îïðq¨'©'ª''«q®«¯°I

¹úI
场所。
()*+,-* 旅游景点。位于秦州区城
®«"#I MNûüL
李子园森林公园
L»P５４
&* 公里处，紧临麦积山风景名胜区，地处
sý,þÿ¾¿9"!"L,Ãý
区东南

嘉陵江上游，是兼有我国南北特点的典型次森林
#$%\«, ö&u'±PpX#q(í)wx
LI xÃ'àÃÄ¿* *+
+,I OL-.Ö/,
区。林地、草地面积达
４０余万亩。园区四季分明，

气候宜人，自然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十分优
0125, BC®«ÌÍ34, æ56ºrÖ
7,56"7ABC(7Ö×89,ö´ý:;¡
雅，人文景观和自然奇观分布广泛，是一处不可多

!"#$%&'()
三皇谷森林公园一角

Fq<CwxOI xLlâãä=>¡,ã?Ì
得的天然森林公园。林区内植物种类繁多，物产资
Í34,zéé,-."Y25I Ol"$b
源丰富，溪水潺潺，四季景色宜人。园内风景以白

MNûüLPñqò9xLlI OÄ¿
位于秦州区南侧的太阳山林区内。公园总面积

太阳山森林公园
12%+,-* 旅游景点。省级森林公园，
®«"#I wxO,

Ý9'b8/'~@!AWDI bÝ9MNBB ５４８６公顷，林木茂盛，森林覆盖率
云山、白音峡、石罐沟最为优美。白云山位于茫茫
６９．１？？公园主
&*$) Å,x©ª,wxóôõ )'-(.,OR
xÐC,DEºlq<F9EGH,9x6I,
林海间，与徽县境内的天子山相对峙，山林环绕，
SÆò9"L'~"L'ö÷K"LË¦,$
要由太阳山景区、石门景区、关陵河景区组成，以
云蒸霞蔚。白音峡长约６
ÝJKLI b8/3M )公里，峡谷曲折，涧水清
s,/yNO,P T
OqRS"#uò
1'('ø'0')VÕù!I
＂幽、奇
、峻、险、秀＂而闻名。公园的主要景点有太

澈，两岸景色入影，有＂小九寨沟＂之称。石罐沟以
Q,RS"YT`,u
T
]^!V³+I ~@!$
<CU¥~V!,~WX'~Y'~Z'~['~\'
天然象形石出名，石棋盘、石锅
、石缸、石匣、石碾、
~],^_v5,`a`bI OlucNde
石猴等，千姿百态，惟妙惟肖。园内有始建于唐代

的普华寺，充满传奇色彩的白云寺
、韩湘子洞、灵
q-ëf,ghi(YjqbÝf'klF';
英亭，供游人观鱼、垂钓的人工鱼塘等，红军长征
mõ,n«57o'pqq5óor,st3u
vwxyzÃ, ö7{|' }~Ó÷qøù"
时曾经过此地，是观光避暑、休闲度假的理想胜

ÃI
地。

阳山、新洞寺、穆相洞、罗汉崖、万仙拜寿、旭日东
9'úf'ûE'üýÈ'+þÿ!'"#»
$'É%&×'7''Ö('É9)*I +,
升、三响瀑布、观鹿台、分水岭、三山聚汇等。庙宇
-,/<´.,9(|),È¶1,{/0,
轩昂，峡天一线，山奇峰秀，崖洞深幽，水流飞泻，
是公园景点的主要特点。公园内野生动物种类繁
öO"#qRSX#I Olåæçãä=>
¡,u1='Ù='R½='2ª= ６１科，３５７
)( 3,#&% 种。
äI
多，有鸟类、兽类、两栖类、爬行类等
野生植物资源丰富，有苔藓、蕨类、裸子、被子植物
åæâãÌÍ34,u45'6='7F'8Fâã
!!* 科，９４５
3,'*& 9,:
ö´ý<CqçãO
２２４
属，近!%++
２７００äI种。是一处天然的动物园

./0+,-* 旅游景点。省级森林公园。
®«"#I wxOI
三皇谷森林公园

AâãOI wxOluà?9;'îï'¡<
和植物园。森林公园内建有仿古山庄、餐厅、多功

位于清水县山门镇东，距县城
公里，总面积
MNE9», E ３８
#$ s,
Ä¿
３６６５
#))& 公顷，是森林型自然风景区。公园内天然植被
Å,öwxíBC"LI Ol<Câ

娱等服务，是一处集旅游观光、休闲、登山
、野餐、
DE,ö´ýF®«7'}~'G9'åî'

=ï'5óô,W«>?n@AqB'C'ª'¬'
能厅、人工湖等，为游客提供方便的食、宿、行、购、

!"# !
－! ４２１－

!"#$%
天水大辞典

垂钓、探险、摄影、教学
、科研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01234
ÉÊ3N
度假休闲地。
卧牛山森林公园
清水温泉生态景区
&'()*+, 旅游景点。省级森林公园。
01564 789:;<4
8"349:;< 旅游景点。位于清水县
0156N =>±bA
位于武山县滩歌镇境内，隶属于小陇山林区滩歌
=>?@ABCDEFG HI>JK@:LBC
林场。陇海铁路、３１０
国道与公园相邻。距离武山县
:MNKOPQR!"# STU;<VWNXY?@A

城东北约
公里处的汤浴河畔，景区内主要景点
Z¡/¢ ７% ;[Ï/£^¤¥G
5LFÔÕ56

城Z３５
!$ 公里。卧牛山海拔
;[N \]@O^ ３０００
!### 多米，为天水第一高
_`G,abc-d

¦59:;<#5#
°789:;<¦¦
有省级森林公园——温泉森林公园、温泉度假村、
£^5#§¨©#ª«¬.N
5L»°®7
汤浴温泉、李虎墓
、歇马店寺等。景区建有甘肃省

峰，俗称天水＂小泰山＂。公园总面积７４４８
eGfgab
h
Ji@jN ;<klm %&&'公顷，森
;nG9
林垂直分布带明显。自然景观以西秦岭森林垂直
:!opqrst4 uv5wxyz{9:!o

体育训练基地
、甘肃省总工会疗养中心、全国青少
.Þ¯°3#®7kÃpUòó#±S²³
Ð´µ3N 5LF°S5:lm３０００
!###多亩，
_¶G
年夏令营基地。景区内有风景林面积

分布带为依托，依次形成雪峰
、草甸、峡谷 、幽泉
、
pqr,|}G|~e##
##

°·@#¸¹#º !)
;<F5
有华山松、侧柏、油松等
３６gwê»gN
种观赏树种。公园内景

碧潭、飞瀑、奇峰、怪石等大小景点
１３０ _N
多个。尤以
##e#J56 "!#
x
太皇山大草原、松椽玉大峡谷、南沟瀑布、妖精潭、
@# #q##
天爷山雪峰、南天第一门、八盘山云海日出、干沟
a@e#ac-R @¡O¢£R¤
冰瀑、冰挂及雨庵奇松等景色享誉陇上。人文景观
¥R¥¦§¨©5ª«¬KN ®¯5w
有明清一条街、摩崖石碑、牛舌将军庙等。公园建
°s±-²³R´µ¶R]·¸¹ºN ;<»

区由儿童游乐区
、老年活动区、温泉浴场区 、登高
Lù¼½1L#¾Ð¿ÀL#5^ML#Ád
游览区、花果观赏区、疏林草地等组成。其中以温
1ÂL#ÙØwêL#Ã:3ÄN 9òx5
泉最为著名，属全国十三大名泉之一，有＂西北第
Å,RÖGI±SÆÇÖK-G°
hy/c
一泉＂之誉。水温５３．５℃，泉水流量２４吨／小时，水
-jK¬N b5 $!,$.GbÈZ (& É / JÊGb
_×ËN b,Ì¤ 3ÍÎÏ/dÐÑbG
质优良。水为渭河谷地断裂层上的高热矿泉水，泉

有仿古山庄、多功能厅、餐厅、人工湖等旅游设施，
°¼½@¾R_¿ÀÁRÂÁR®ÃÄ01ÅÆG

水中含有放射性元素氡
、矿物质及锂、锗、硅、硼、
bòf°ÒÓklÔ#Ñi_§Õ#Ö#×#Ø#

形成了旅游观光、休闲、教学、科研为一体的旅游
Ç01wÈRÉÊR()R*+,-./01

锶等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为含氡的硫酸根
Ù_g®.ÚÛ/jZklG ,fÔ/ÜbÝ
钠钙型热泉水。其中被誉为＂生命之花＂的锌含量
ËÌ4
cdeÐbN 9òÞ¬,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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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
渗金山森林公园
居全国之冠。温泉生态旅游景区是秦人牧马之地，
-.()*+, 旅游景点。位于秦州区城
01564 =>zÍLZ
á±SKâN 5ãè015Lmz®ã«K3G
区南郊
诸葛亮收复姜维之地，也是丝绸之路歇马店。经考
LÎ１３公里处。２００３
"! ;[Ï4 (##!年经省林业厅批建，公园
ÐÑ7:ÒÁÓ»G;<
äåæçèéêK3GëmìíKQª«¬N Ñî
klm "&)#公顷。公园主要以名优林果花卉的引
;n4 ;<ÔÕxÖ×:ØÙÚ/Û
ïðñò®óôà Ñ5Gõsò,
h
K
总面积１４６０
证在宋代人们就开始经营温泉，至明代已成为＂陇
h52·±Gøùú^j/
ÜRÝÞ#+ß#àáâãäåæ,|}Gçãèw
2öjG±}÷°
进、培育、研究、开发和生产示范为依托，集生态观
上胜迹＂，清朝更有＂温泉胜华清，咏泉爱新浴＂的
诗句。温泉生态旅游景区已形成了融食、住、行、
È#*é(Þ#êÙëØ#ÉÊ!"#.ìíî>úûN 5ãè015LÇüý##þ#
光、科普教育、赏花品果、休闲垂钓、体验农趣于一
体，主要景点有天翠苑、园艺科普中心、太白庙、林
.GÔÕ56°aïð#<ñ*éòó#ôº#:
游1#ÿ#,-!Gç"^#stpU#ÉÊ
、购 、娱为一身，集沐浴度假、保健疗养、休闲娱
果科研观赏区、渔歌唱晚区等。又由于３１６
国道和 乐#9:wÈ#.Þ#$â;<e,-./
Ø*+wêL#õCö÷LN øù> !") STâ
、森林观光、体育竞技和各类大型会议为一体的
ú»/aûdü;Qý@þÿG!"#p$%G& 西北著名、甘肃一流的温泉生态旅游避暑胜地。年
y/RÖ#®-È/5ãè01%&23N Ð
新建的天宝高速公路傍山而过，交通十分便利，具
°á'01äÒ/()N
'1( ５０多万人。２００６
$# _)®N (##) ÐÞ*,®7Æ+
有发展旅游产业的潜力。
接待游客达
年被评为甘肃省十佳
/0()*+,
0156N
=>?@AZ
5LN
老君山森林公园 旅游景点。位于武山县城 景区。

南９公里处，１９９４年省林业厅批建。公园西望古刹
 * ;[ÏG"**& Ð7:ÒÁÓ»N ;<y*½+
木梯寺，北瞰仙境水帘洞，南襟温泉。距
３１０ST
国道５
,-.G/01Eb23G45N X !"#
$
公里，总面积
９３３ ;nG9:678
公顷，森林覆盖率!&+G9ò°
３４？？其中有
;[Gklm *!!
林地面积２９８．５
:3lm (*',$ 公顷。该公园有各类景点２１个，主
;nN :;<°;<56 (" GÔ

要景点有锅底烟云、乱石峡等。园内山势雄伟，峰
Õ56°=>?¡#@N <F@ABCGe
DEFG@:GG½HaG,½IJ5K-N
峦秀丽，乱石林立，古松参天，为古宁远八景之一。
1234567 旅游企业。位于麦积区街
01LÒN =>MmL³
街子温泉度假村
ND5OG 5bPQ>RÖSÈ23Mm
子镇温泉峡口，温泉水得益于著名风光胜地麦积
!"#$
清水温泉

山景区森林之涵养，自秦岭西峡地下
５００米处涌
@5L9:KTUG uz{y3V $##
`ÏW
£GÑXYb5 ３９．５℃，日出水量
!*,$-G¢£bZ !)##
I
出，经测定水温
３６００ [\`N
立方米。属

=(34567 旅游企业。又名矿泉，古称
01LÒN øÖhG½g
武山温泉度假村
烫池寺。位于武山县温泉乡，距武山县城
,-.N =>?@A5.GX?@AZ ２０公里。
(# ;[N
ghi_§jZklG m×_/hbG n°o
温泉热水区域较广，有泉眼
１１处，日涌水量
７００
5ÐbL/01G °2 ""
ÏG ¢WbZ %##
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是优质的矿泉水，具有医
疗、美容、保健之奇效。据史料记载，街子温泉发现
p#qr#stKuN vwxyzG³N5á{
ÉNIÐÒÓhGb5,
!'01&#2GI3_4
吨。属热放射性矿泉，水温为 ３８℃￣４０℃，属软质淡
av]^b5Gb_,`abcdeGf° (#
天然洗浴水温，水质为重碳酸钠钙型，含有
２０ _
多

于唐朝初年，距今已有
１３００ _Ð/wN
多年的历史。温泉景
>|}~ÐGX° "!##
55
点建有麦积山温泉浴庄和街子温泉度假村。街子
6»°Mm@5^¾â³N5N ³N

温泉度假村始建于
5 »>１９９８
"**' 年，度假村建有各种档次
ÐG»°;g~
/]^ÅÆG àáÇ3â
的洗浴设施，还专门开发了野营基地和野营帐篷
G{,ç]^#1##Â##
项目，现已成为集洗浴、游泳、住宿、餐饮、娱乐、会
议接待为一体的综合性娱乐场所，是游客理想的
,-./MG m1 /

水。为中国仅有的五家氡化矿泉之一。建有兰州铁
bN ,òS5°/67Ô8hK-N »°9ÍP
路疗养院、甘肃省卫生厅直属疗养院和乡级疗养
QpU:# ®7;ãÁoIpU:â.8pU
院、农家乐等，是一处集疗养、休闲、娱乐于一体的
:#í7Gm-ÏçpU#ÉÊ#>-./

旅游度假胜地。温泉水质清澈透明，浴时有润滑舒
0123N 5b_±<=sG^Ê°>?@
ABN pUL¡yÇlC@DEGFGHGI
适感。疗养区东南西三面群山环绕，安静幽雅，空
JKLGMNOPQGÐ5RJGSTU#´#VWG
气洁净，无噪音污染，年温差小，每逢春、夏、秋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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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鸟语花香，气候宜人，是疗养康复的最佳期。疗养
２６米，有高达６米的碑塔一座，塔
ßg２米，周长
!"#$%&'()%*+,-./0123 +, 高约
, e@à ,'
e@Nßá ' e6âã\ä@ã
康复区的布局依自然地形设计，呈南北长廊式分
éº1
-456789:;<=>?@ ABCDEFG 前有三间悬山顶式祭亭，垣墙大门额题＂飞将佳
³NNå³Fæç@ ®èMHéê¾
布，其位置错落有致，所有建筑古朴、典雅，与疗养
城＂。墓冢四周砌以青砖，青草盖顶，庄严肃穆。墓
¿v ¿Êmàë_ìí@ìîï³@ðñ·òv ¿
7HIJKLMNOHPNQRSTUVWHX+,
地自然景致融为一体，给人以浓郁的乡土气息。新
68ªQ¿â\ä@Ú÷
<:;YOZ[\]H^)_`a/bc&de f 前竖立清乾隆四年（１７３９
³ó>ôõöm67)&!+ 年）重建墓碑一座，上书
＂汉将军李广墓＂。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年）胡宗南
¹º¾±²¿¿v øùÄ567)+!( 68ýÿB
g+,hijk+lQmnjkopqH *)r ¾
型疗养院氡泉水疗楼建在温泉水池塘中，是人们
+,/stu<v
疗养的理想之地。

以蒋介石的名义重修李广墓，重建垣墙、大门、享
_úûÑ6{üªý±²¿@ªQ®èUMHUþ

卦台山
#$% 旅游景点。又名画卦台，位于秦州区
wxYy3 z{|}~HJ5

KU¿âv ÿGæ!7"þK8U¿âL¿Êv úûÑ
殿、墓碑。尚存祭庭（即享殿）、墓碑和墓冢。蒋介石

5C３０公里处的三阳川境内。相传为伏羲氏仰
!"  6v [
城区北

#÷6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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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书的＂汉将军李广之墓＂砖砌石碑立于祭庭之
$v ,- %D９０年代，天水市人民政府开辟修建了
+" 6í@kÛ)ø&'1(ýQÅ
后。２０世纪
±²¿)v )*< １．３
).! +@QR,)&"" .
李广墓公园。公园占地
公顷，建筑面积１７００平

观天，俯察地，始画八卦的地方。卦台山如一巨龙
H<H|}6<v }~\
从群峦中探出头来，翠拥庙阁，渭水环流，钟灵毓
q ¡¢@£¤¥¦@§k¨©@ª«¬
秀，气象不凡。登临卦台山顶，俯瞰三阳川，古老的
@&®¯°v ±²}~³@´@S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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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得名。明胡缵宗《卦台记》云∶＂朝阳启明，其
~'()Æq@I~*+),-.@I~/
台光莹；太阳中天，其台宣朗；夕阳返照，其台腾
¾
12¿v ü345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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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由此成为天水名景＂三阳开泰＂。明正德十二

方米。景区由墓区和广场两大部分组成，墓冢台周
ev Y5ø¿5L²/0M1G2¼@¿Ê~à
围栽植树木
６４ 9)¿Ê~a
岁；墓冢台左
345Uh６４
'( 棵，寓意李广终年
6@7¥±²86 '(
:ô5７０
&" 余棵高大乔木，寓意李广一生与匈奴作
;6ßM<h@7¥±²\ÐX»¼=
面种植
&" 余次；
;?) 墓冢台右面广种红叶李与红叶桃，寓
¿Ê~Y,²ô@V±X@V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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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司马迁所著《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对李广的评
¥BÙCPDÄ"E±º¾F#qG±²6H
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广墓园肃穆庄严，现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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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天水市颇具历史文化内涵的人文景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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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园
+* 旅游景点。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位
wxYyv ÛOPùQüRST<v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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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麦积区泉湖路西侧，是为纪念天水名人而修建
)+++年，占地
6@*<１３
)! 亩，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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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仿古式建筑群，始建于
¹%·@[[à\FhM]^v )H³_`\G
西朝东，为传统封闭式院落结构。园门前雄居一对
¹abcdv ef)g*\/húi64Ù
汉白玉狮子。进入园内先是一腾空而起的德龙马
jO@I?*j]_kVìÑljiú¼6mn@
雕塑，其次是整体以艾叶青石料雕制而成的牌坊，

年（１５１７
年），从巡按冯时雍奏立庙于州北三阳川
67$%$& 68@9:;á<=>¥C

上嵌江泽民题写的＂羲皇故里＂四字。牌坊后，左右
Úopóøê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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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台山上（《秦州志》），建许多庙宇，以纪念伏羲。
}~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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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汉白玉华表一对。园北、南侧建重檐双环圆亭
G>¹abyî\Gv )CUBZQªq¨Âç
各一座，风格独特。主体建筑成纪殿为歇山重檐九
r\ä@òÒ`v Q]QR¼DK[sªqt
开间明清式建筑。其廊前十根汉白玉蟠龙柱依次
1NüôFQRv IE³5u¹abvÒ9?
排列。殿内陈列天水籍历代名人铜色塑像
wxv Kyxkzí{){|OW１９)+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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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为人文始祖伏羲，其余
qN[)å}@ I;１８
)* 位分三面环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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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石作蜀
、汉忠烈将军纪信、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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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从东向西弯曲成一个＂Ｓ＂形，把椭圆形的三阳
#¿=HÀÁÂ=6
§¶·¸¹º»¼\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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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盆地一分为二，画成了一个天然的太极图。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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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有滩地数处，形似太极图样，滩河交界，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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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不方不圆，似柱如笋，傍实中虚，如画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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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分心石，与画卦台隔河相望有龙马山，山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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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马洞，每逢云雾封洞时，给人以龙马出没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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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伏羲为创文字，上观日月飞禽，俯察山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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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在卦台山上创画了代表自然界＂天、地、水、火、

山、雷、风、泽＂八种自然现象的八卦符号，卦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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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只存山门、戏楼、午门、钟楼、西殿和伏羲大殿三
õFGHUIlUJHUªlU¹KLMK

间。大殿正中塑有全身贴金
、身着树叶的伏羲大像
Nv MK3qONPQRSUQTUV6MW
一尊；右侧塑一振翼欲飞
、造型奇特的龙马；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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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厘米、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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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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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的木制雕刻＂伏羲

六十四卦二十八宿全图＂，造型美观，雕工精巧，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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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珍贵。卦台山已成为秦州名胜，陇上佳景。台湾

中华六经学术研究会会长张渊量盛赞三阳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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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无双地＂，画卦台是＂华夏第一山＂。历代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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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诗甚多，其中明代诗人孙永思写有《别卦台》一

诗∶＂羲皇遗台天下奇，四山环合耸独危。冠裳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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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射虎的李广、前秦皇帝苻坚
、大唐名相权德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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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上铁汉安维峻等。殿左右壁绘有大地湾原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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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图，门上四周悬挂反映天水人文历史的木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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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红木浮雕、仿青铜浮雕及精美的飞天壁画。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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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天水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是

劳登远，风雨他年幻梦思。渭水有声留听处，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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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送归时。河村赢马重回首，古木颓垣乱鸟随。＂

近年来天水市投入较大、建设创意新颖的一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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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景点。李广（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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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墓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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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园被评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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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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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郭寺景区
,-./0 旅游景点。位于秦州区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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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处的慧音山。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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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景区，甘肃省重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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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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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陇西成纪人（今甘肃秦安），为西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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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匈奴人称他为＂汉飞将军＂。李广墓位于秦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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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１公里处的文峰山腰石马坪村，建于何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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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记载。据考证，此墓是李广的＂衣冠冢＂，葬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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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观。年接待各类游客
万多人。２００４年１月，

方米。南郭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历史悠久，素有
ev B®¯QBC%á2@Ä°±@²N

衣物。墓前原有石兽石马，造型生动，风格古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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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上古刹＂的美誉，宋代称＂妙胜院＂，清乾隆敕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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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磨损残缺，略具形式，石马坪因此而得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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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禅林院＂。唐肃宗乾元二年（７５９

水市西关今有＂飞将巷＂，相传为李广故里。）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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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杜甫流寓秦州，写下了＂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
)½¾©7@Å¾¡B®¯@k÷C©

! !"# !－
－４２３

天水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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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的著名诗句。南
!" #$%&'()*+,-../012345 6
郭寺以三座牌坊式大门为中轴线组成东、中、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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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院。园内建筑依山就势，各个院落相对独立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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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互相依托，隔墙设门，以门贯通，均作四合院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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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东院有驰名的北流泉和新建的二妙轩诗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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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企业。有员工１５人。内设办公室、计调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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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部、接待部、出境部、导游管理服务中心及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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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等业务职能部门。拥有一批英、日、德、法等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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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翻译导游，和全国各大旅行社建立了业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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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全国各地精选旅游线路及天水周边游特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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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以及梅园等，西院有山门、钟鼓楼、杜甫祠、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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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大雄宝殿
、隋塔地宫遗址等。山门门楣上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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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赵朴初题写的＂南郭寺＂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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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推出了＂丝绸之路＂＂回藏风情＂＂朝圣祭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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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内及山门前生长约
、树围近７米
!"## 年的侧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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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唐槐、躯干高大的龙爪槐和长江以北罕见的卫

承接各种会议，旅游汽车出租，提供各种语言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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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翻译、代订飞机、火车及汽车票。年接待外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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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为天水四绝。南山古柏自古被列为＂秦州八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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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游客

之一。在南郭寺西北侧，还建有邓宝珊将军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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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和平旅行社
!"12*+, 旅游企业。位于麦积区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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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五龙路。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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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公司。已发展成为天水及陇东南地区经营实
力最强的旅行社之一。是中国和平国际旅游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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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单位，荣获国家、省、市＂青年文明号＂称号，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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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连续十年无任何旅游投诉的佳绩。公司拥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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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业务娴熟的外联工作人员和一支英、日
、德、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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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语种的导游翻译队伍，共有员工
人。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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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财务部、计联部、组团部、航空票务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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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部门。承办天水一地及丝绸之路旅游接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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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独家承办麦积山石窟、仙人崖一日游散客拼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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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发业务，组织天水及陇东南地区广大市民前

亭，陈列有邓宝珊将军画像及生平业绩展览，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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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南山山顶建有慧音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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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家星级宾馆——南苑山庄，环境幽雅，集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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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食宿为一体。新建了天彩花园
、瑞馨园、财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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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等一批古典风格的园林建筑群以及四季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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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科普园和文体娱乐服务区等，使南郭寺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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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上添花。园内群芳吐绿、花木争艳、亭台水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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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流水、各具特色，是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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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民俗瞻仰为一体的综合性景区，吸引了全国
各地以及欧美
、东南亚 、日本、韩国等国外游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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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旅游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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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迹＂及＂甘肃著名石窟走廊游＂等具有地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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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旅游线路，同时兼营散客业务，代办单项委托，

!"&'()*+, 旅游企业。位于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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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伏羲文化旅行社

往国内外旅游观光、休闲度假，销售西安、兰州前
DEMLú678H9:EFTIGHH½¡

区迎宾路５号。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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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全国各地飞机票，同时提供导游讲解、租车、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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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旅行社，全国性社团＂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会

房
、复印打字等相关旅游配套服务。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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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单位。拥有现代化的办公设备和网络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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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和导游队伍。主要经营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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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国内外游客接待 、旅游工艺品制作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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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信息服务。为广大游客提供寻根祭祖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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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天水和平大酒店，组成天水和平旅游实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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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现已发展成为集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出境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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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宾馆住宿、大众餐饮、票务预订为一体的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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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旅游集团公司，年接待境内旅游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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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考古游、民族民俗游、生态休闲游，以及会议、

积区渭河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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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局，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及专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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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队伍，下设秦州营业部、火车站营业部、旅游商

类旅行社资质，隶属于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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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部（经营名人字画、麦积山彩陶、小沙弥、武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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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国森林旅游联谊会成员单位。拥有一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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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杯、清水庞公玉
、甘谷辣椒等旅游纪念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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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管理人员和英、日、德、法等多国语种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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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精选旅游线路及天水周边游特色线路。

商务
、培训等考察旅游活动。备有多条国内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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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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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自然国际旅行社

游翻译队伍。建有饭店
、购物商场等接待设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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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新大陆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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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游客提供服务。依托天水丰厚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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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蕴及小陇山广阔的森林资源，推出森林生态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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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文化、先秦文化、三国文化、石窟文化、丝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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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拥有大专以上旅游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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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拥有一支正规院校旅游专业毕业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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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队伍。下设计调部、外联部、营销部、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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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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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多次被评为天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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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提供专项旅游、会议服务、订房、订票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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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等旅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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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代理，与全国各地多家有实力的品牌旅行社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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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业务。推出文化演出旅游、文博考古旅游、军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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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多功能厅，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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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设施。设有可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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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团队旅游、散客旅游，以及代订酒店、机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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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的中式宴会
代办护照签证等多种委托服务。年均旅游收入
１０ 厅及自助餐厅。园内建有游泳馆、健身房、网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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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币，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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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牌室等娱乐设施，能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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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建有各种景观，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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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j¹o§â7Ù
率
¦î7½£¹=ÊXl[ o£j
成景，又和园区的整体规划协调统一。整个园区内
廊桥碧水，瀑布飞溅，亭台楼阁，鲜花绿地，给人赏
S77r7 Ú7¡a¢

与天水电视台联合举办＂回归自然＂牧马滩森林公
mpqrwxyP
{

[
园寻宝活动。
#$%&'()*+, -.*
+ 旅游企
/ *
甘肃海外旅游总公司天水
分公司

业。位于秦州区解放路，成立于
１９９３ \
年７月，隶属
![  ¡¢£¤¥7¦§ !%%&
' ¨7©ª
甘肃海外旅游总公司。拥有一批正规院校毕业的
«¬~/*®¯°[ ±²l³´µ¶·¸!¹
旅游管理人员和精通英语、日语的导游队伍，共有
/*º»a¼½¾¿ÀÁDÂÁ¹Ã*CÄ7Å²

员工
、计调部、外联部。主要以
!# 人。内设办公室
a[ jÇP¯ÈDÉÊËDwË[
ÌÍG
¼Æ １２

接待外国旅游团（者）、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到中
ÎÏÐ/*B ÑD~ÒÓDÔÕr8Ö×n
国大陆各地旅游观光为主，同时承办中国公民出
ÐsØÙÚ/*ÛÜÝÌ7 89ÞPnÐb?
境旅游、国内旅游、天水游等业务。为国内外游客
A/*DÐj/*D*4!"[ ÝÐj*F
提供吃、住、行、游、购、娱的一条龙服务。年接待国
ßàáDâDãD*DäDå¹læçZ"[ \ÎÏÐ
j*F &"""多人。
èa[
内外游客３０００
,-/0'12 旅游企业。位于秦州区民
/*![  ¡¢£b
天水秦信旅行社

£¤6¥¦[ §l9¨v©Dª«DåD¬Dx
心悦目之感。是一处集餐饮、休闲、娱乐
、疗养、健
y
l¹ª«®¯°Ú[
身于一体的休闲度假胜地。

阳光饭店
:;56 四星级饭店。位于秦州区中华西
±=>./[  ¡¢£nÒ²
¥³ã´１９!%号。２００２
ê[#""# \
$ 7
路步行街
年 (４ ¨ó¦:![\
月建成开业。楼高６层，
±²WÒY*Dµ¿Y*D2"*D?@*D¶a
拥有豪华套房、普通套房、商务房、标准房、三人
房、单人房等客房
间（套）。客房内设有卫星电
*Dòa*4F* ５４
*( V
Y[ F*jÇ²·=p
视、宽频互联网接口
、视频点播、国际国内直拨电
qD_¸¹wzÎºDq¸ï»DÐ+Ðjdep
话、语音留言信箱、独立沐浴间、中央空调、迷你
fDÁ¼½¾¿ÀD§ÁÂVDno[ÊDÃÄ
吧、保险柜、吹风机等设施。饭店建有大、中、小型
ÅDÆÇÈDÉtM4Çi[ .Êó²sDnDËÌ
qrÈ7tqn7\ÍnD²vn7ÎÏGÐÑÎÝ
会议室，宴会厅，高档中、西餐厅，菜看以清真菜为
Ì[ ó²2"n£DÒPn£D¾Ó/DsÔÕDK
主。建有商务中心、美容中心、精品店、大堂吧、酒

主东路
、宾馆、车队、
Ìé¥４３
(&号，与全国各地旅游机构
ê7mhÐÙÚ/*MëDìíDNCD

ÕDÖ"È4×"Çi[
吧、医务室等服务设施。

/*îï½ð¥D bñ4òó§zôõö÷¹
旅游景点和铁路、民航等单位建立了长期良好的

<=>? 四星级宾馆。位于麦积区步行街
±=>Øí[  01£³ã´
东方宾馆
n7ÙÚÛÜ!²ÝÞß° ２００７
#""' \à
中段，由天水友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年投

xøùú[ °jÇPÈDÉÊûDÃ*û7ü²
合作关系。公司内设办公室、计调部、导游部，共有
８)名员工。主要承接各地来天水的团体、散客旅游，
ý¼þ[ ÌÍÞÎÙÚÿ¹B!DEF/*7

资兴建。主楼为
１０层，附楼分别为
áâó[ ÌÝ !"
7ãäåÝ & ３层和５层。宾
½ * [ Ø

组织市民赴全国各地旅游观光，代订优惠客房、国
"#$b%hÐÙÚ/*ÛÜ7&'()F*DÐ

馆拥有豪华套房及标准客房共
间，设有风格
í±²WÒY*Hæ@F*ü １１７
!!' V7
Ç²tJ

jHÐ+()MOD,NOD-N!"[
\ÎÏA
内及国际优惠机票
、火车票、租车业务。年接待境

不同的大、中、小型会议室。商务中心提供航空、火
8¹sDnDËÌqçÈ[ 2"n£ßàñ[D,

内旅游游客
j/**F１０００
!"""多人，市外旅游游客
èa7$/**F２０００
#""" 多人。
èa[

车、汽车旅游售票服务以及办公服务；洗浴中心有
NDèN/*éO×"GHP×"êëÂn£²

兰州饭店天水和谐园
１２
3456,-789 旅游饭店。位于麦积
/*./[  01
!# 个豪华配置桑拿房；唐乐宫清真餐厅可容纳
oWÒZìíî* ïðÐÑvnjPk
山风景区北侧净土寺东
2tî£34567é１００
!""米处，２０１０年
897#"!" \ ５* 月
¨ #２ ４００
(""多人同时用餐，既有川菜、粤菜，也有手抓羊肉
èa89ñv7²òÎDóÎ7ô²õö÷ø
日建成开业。天水和谐园以五星级标准建造，建筑
等西北菜，还有西北地区特色小吃呱呱、凉粉、面
Âó¦:![ ½;G<=>?@óA7óB
4²ùÎ7²²ùÚ£úLËáûûDüýDC
C1 #万多平方米，以现代建筑与古典园林建筑
DèEF87 GGHóBm.IóB 皮、手撕长寿面、肉夹馍等。
þDõÿô!CDø"#4[
面积２
tJ|Kx[ K/ÌLÊÝMNL7OPQRDM
@ABC6 四星级酒店。位于秦州区岷山
±=>KÊ[  ¡¢£$2
风格相结合。酒店主色调为金黄色，雍容气派、金
华辰大酒店
STU[ K/±²?VDòVD2"òVDWÒ2"
¥7Ù%¬&'Ú()*xµ+, #""$ \
!¨
碧辉煌。酒店拥有标间
、单间、商务单间、豪华商务 路，由甘肃煤田地质局综合普查队于２００６
年１月
间、总统套房等各种客房
VD®XY*4ÙWF* ８３
)& 间。房间内配有空调、
V[ *VjZ²[ÊD
àáóA[ KÊ-Ú１１!!亩，高
.7\ ６１．５米，主楼１３
$!,* 87Ì !&层，
7
投资建造。酒店占地
Ú/l7óBC1
!%"""
EF8[
KÊ±²Ù0
地下一层，建筑面积１９０００ 平方米。酒店拥有各类
F*１６８
!$) 间，其中有豪华套房、普通套房、单人间、
V71n²WÒY*Dµ¿Y*DòaVD
客房
æ@V4Ù0*Ì[ *jZ²\]Ü2_`zb7
标准间等各类房型。房内配有高速光纤宽带网络，
Ðjôcdepf4Çi7 j8æ@¹3
国内长途直拨电话等设施，可满足不同标准的群
体。餐饮设有中餐厅、宴会厅、咖啡厅、各类包厢。
[ v4Ç²nvnD5qnD67nDÙ089[
酒店娱乐设施齐全。配套服务设施项目有商场、多
KÊåÇi:h[ ZY×"Çi56²2|Dè
lmnDqçÈ4[
功能厅、会议室等。

天水和谐园一角
!"#$%&'

和平大酒店
7DBC6 三星级酒店。位于秦州区新华
¶=>KÊ[  ¡¢£;Ò
¥ ' ê7#""* \ó¦[ ©ª %¬<½E/ã
路７号，２００５年建成。隶属于甘肃省天水和平旅行
=²Ý°ÝÌ¹½E/*Ü!¨B7ü
社有限公司为主体的天水和平旅游实业集团，共
²¼þ $" èa[ KÊsÔ>?@ ' ABCD
有员工６０多人。酒店大堂陈列着７幅反映天水悠
! !"# !
－４２５－

天水大辞典
!"#$%
久历史的壁画，共有标准房、商务房、三人标房
、行
!"#$%&'()*+,-./,-01*,-2

及松槐。整个山庄建筑掩映于苍松翠柏之中。山庄
"jk lI^d`¬mnojpqrY ^d

政套房、豪华套房
!" 间，配有智能卡门锁、空调设
7'8)9:;<=->?@
34,-564,６０

建有大型观景台，可将天水市城区面貌与南郭寺
`)X¾mls' {Çabctuè`a
风景尽收眼底；有总统套房、高级贵宾套房、行政
ëlvwxyz)·{4,-n|}4,-23
套房、单人客房和标准客房共
８８ 7z
间；有一个
４００
)~I .++
4,- ¼1},S*+},( //
平方米的大会议厅和
个中小型会议室以及歌舞
¯°$X]^ÍS ８/ IYZ¾]^_"

备、ＡＤＳＬ宽带、直拨国内国际长途电话等完备的
A-#$%& BC- DEFGFHIJKLMNA$
服务设施，有地上和地下停车场，大、中、小多功能
O/@P')QRSQTUVW'X-Y-Z[\:
会议室，建有天水市首家楼顶生态花园景观高层
]^_' `)abcdefghijklmno
酒楼，装饰新颖独特，环境幽雅，可让客人鸟瞰＂龙
pf'qrstuv'wxyz'{|}1~


城＂秀色，品味粤菜、川菜、西北地方菜等美味佳肴。
 '--QM

厅等娱乐设施；建有
ÍMÿ!@Pz`)４５０
.0+ 平方米的大宴会厅和中、
¯°$Xû]ÍSYÌÍ')è')QZì
西餐厅，既有南北菜肴，又有地方小吃。

&'#() 三星级酒店。位于秦州区中心
0p Y
华联大酒店

植物园山庄
23401 四星级宾馆。位于麦积山风景
ç} 7®^ël

广场民主西路
'())* 年开业，２００７
¡¢'*+", 年重新装
£sq
W１０'"号，１９９２
修。隶属于天水市百货大楼有限公司。楼高
(-层，
o'
¤ ¥¦abc§¨Xf)©ª« fn１３
建筑面积１４０００
平方米。酒店环境优雅，装饰考究，
`¬® (.+++
¯° pwx±z'qr²³'
拥有各类客房总数
１２０(*+
间（套），有豪华套间、双人
7¹4º')5647-»1
´)µ¶},·¸

名胜区中心地带，麦积山石窟北麓，２００６
月由
YQC'7®^'*++! 年４
. ó:

标准间
、单人标准间三种房型。房间配有空调、２９
*+7-¼1*+70½,¾
,78)>?-*)

幢
、小木屋 (+
１０ 
幢。有商务房、豪华套房
、标准间等
-Zh
)./,-564,-*+7M

¿ÀK-QÁ-ÂÃÄÅ-nÆÇÈ-uÉÊË,
寸彩电
、地毯 、真皮沙发、高级麻将桌、独立淋浴房
等设施。酒店餐厅有茶园、舒适堡、足浴室等休闲
M@P pÌÍ)Îk-ÏÐÑ-ÒË_MÓÔ
场所，并提供预订火车票、汽车票和联系旅游专用
WÕ'Ö×ØÙÚÛVÜ-ÝVÜSÞßàáâã
车、导游等服务项目。酒店四楼餐厅菜品考究，有
V-äáMO/åæ pçfÌÍ²³')
南北皆宜的美味菜肴和地方风味小吃，同时可供
èéê$SQëZì' íî{Ø
.++人用餐。十三楼设有秦州茶园，提供茶艺、棋牌
1ãÌ ï0f@)Îk'×ØÎð-ñò
４００

１４５间（套），床位
３４０zÌÍ{Ø
张；餐厅可供 -0+
３５０ 1íî
人同时进
(.0 7¹4º' -.+

O/
服务。

房,-³°W-´ËYM~ßµÓÔÿ!@P
、网球场、洗浴中心等一系列休闲娱乐设施。
!5#() 三星级酒店。位于秦州区藉河
0p ¶·
天河大酒店

f
(*
o'·`¬®
(4* E¯°
},
北路。主楼１２ 层，总建筑面积１．２
万平方米。客房
¸@0¹ïf')./4,-º»4,-*+7部设在三至十楼，有商务套房
、普通套房、标准间、

*+#() 三星级酒店。位于秦州区民主
0p 
凯悦大酒店

路６号，２００６年６月建成开业。主楼
 ! '*++!
! ó`ô¡¢ f１０层，建筑面
(+ o'`¬
(+//! 平方米。酒店拥有各类客房
¯° p´)µ¶},７５
,0 间，其中
7'õY
积®１０８８６
豪华套
４０ 7-*
间、标1Ｂ房
564５ 0间、单人间
7-¼17 １５
(0 间，标
7'* #Ａ房
, .+
,
(0 7 ,78)9:<=-FGIJDEKL-B
１５间。房间配有智能门锁、国内长途直拨电话、宽

Z^c¢BC５０００
0+++ 余万元，在植物园原
FE'k
小陇山林业实验局投资

有经营设施的基础上建成。植物园山庄建筑面积１
)MN@P$R`ô k^d`¬® (
万多平方米，建有
E[¯°'`) -３层高的综合大楼
on$Xf １幢、别墅
( - ,７

餐。山庄有功能不同的大小会议室
Ì ^d)\:í$XZ]^_ ５个，配有最新
0 I'8)s
视听设备；建有不同规格档次的餐厅
¡@Az`)í¢G£¤$ÌÍ４. 个，其中清
I'õYø
真餐厅１个，内设５
ÂÌÍ ( I'G@ 0个风格迥异、格调高雅的贵宾
IëG¥H-G?nz$|}
厅、豪华包厢。是大型会务接待、个人宴请、家庭聚
Í-56ùú ¦X¾]/§¨-I1û©-eª«
]ãÌ$Q¬WÕ ^dG@)®¯°-±²
会用餐的理想场所。山庄内还设有保龄球馆、健身

单人间共
¼17(１０８
(+/ 间（套），客房设施有直拨电话、空
7 ¹4º' },@P)DEKL->

带等设施。设有中餐厅、西餐咖啡厅、清真餐厅等
CM@P @)YÌÍ-Ìö÷Í-øÂÌÍM

-ÀbV-ÁÂÃ-n£
调?-¼v³½¾-¿K
、因特网端口 、卫星电视、饮水机、迷你吧、高档
eÄ-n¿hÅÄ-KÆ<=
)ÇÈÍ-øÂ
家具、高级卫生洁具 、电脑门锁。有海鲜厅、清真

各类包厢
人就
µ¶ùú４２
.* 间。宴会大厅可同时容纳
7 û]XÍ{íîüý ２００
*++ 1þ

厅、宴会厅、火锅厅４个餐厅，有大小会议厅５
Í-û]Í-ÛÉÍ . IÌÍ')XZ]^Í 0个，
I'

餐。酒店设有茶园
、棋牌室等娱乐场所和面积６００
可接待各类会议和商洽活动。主楼内设音乐茶苑、
Ì p@)Îk-ñò_Mÿ!WÕS®
!++
{§¨µ¶]^S.(ÊË fG@Ì!ÎÍ平方米的多功能大厅及专用会议室，为社会各界
卡拉
¯°$[\:XÍ"âã]^_' #$]µ%
;ÎＯＫ
36厅、游泳馆、洗衣房等娱乐服务设施，建有
Í-áÏ-´Ð,Mÿ!O/@P'`)
举办各种会议和商务洽谈提供方便。商务中心可
&'µ½]^S./()×Ø* ./Y{ 商务中心、停车场。
./Y-UVW
#}1×ØＰＯＳ
23%刷卡、打字、复印、电子商务、图文
+;-,--./-K0./-12
!"67 三星级酒店。位于秦州区迎宾路
0p Ñ} 0５
为客人提供
天水宾馆
3Â"24O/ p@)Y5>?-G6UVW
'*++!
, ó`ô¡¢ ·`¬® -4* E[¯
传真及文秘服务。酒店设有中央空调、内外停车场。
号，２００６年７月建成开业。总建筑面积３．２
万多平
,-#() 三星级酒店。位于麦积区泉湖
0p 7®89
°'fn １５
'0 层，客房总数
o'},·¸ １６０
'!+ 7
¹4º ,78)
方米，楼高
间（套）。房间配有
绿岛大酒店
 , ':;<=>?@A *++,
) óBCD
路７号，由甘肃省昊峰集团于
２００７年９月投资兴

¿K -Y5>?-FHFGDEKLM@P
卫星电视、中央空调、国际国内直拨电话等设施。

建。酒店总建筑面积１．１１万平方米，主楼７层（地
` p·`¬® '4(( E¯°'f , o¹Q

上R ６层，地下１层），拥有客房
７０余间，其中标准
! o'QT ( oº'´)}, ,+
F7'õY*+
7
!(
7'¼17
7'./¼7
7'5647 ,
间６１间，单人间３间，商务单间３间，豪华套间７
7'2347 .
p`)qrëGµH$X间，行政套间
４ 7
间。酒店建有装饰风格各异的大、
中、小餐厅
３０余个，百盛芙蓉餐厅可容纳
８００ 1
人
Y-ZÌÍ -+
FI'§JKLÌÍ{üý /++
同时就餐。经营粤菜、新派川菜及本地菜。娱乐场
íîþÌ MN-sO"PQ ÿ!W
所营业面积１０００
ÕN¢® (+++平方米。酒店同时可办理外币兑
¯° píî{'Q6RS
换和飞机
、火车、汽车票预订服务等。
TSUV-ÛV-ÝVÜÙÚO/M
./01 四星级酒店。位于秦州区城区南２
çp è *
南苑山庄
ªWX$YZ[\]^_- è`abcªk
公里处的龙王沟东侧龙怀山坳、南郭寺森林公园
f'õY /05#ghic
G ^d·eQ® (!)
内。山庄总占地面积
１６９亩，其中
８５？？灌木丛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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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迎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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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的大型
@ABCDEFGHIJKL ３００
$%" MN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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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场等配套设施。

华单间１０间，标准间１３９间。设有大小会议室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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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级饭店。位于秦州区泰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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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成的天水旅社，隶属于天水市（县级）饮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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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网、数字电视、国际国内直拨电话、消防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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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系统及计算机管理系统等设施。餐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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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大型洗浴中心、棋牌室、停车场等配套服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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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二星级宾馆。位于秦州区光明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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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宾馆
商业城一区，市中心广场附近，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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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间、甲级普通间
２７ ¶v
间。客房内
- ¶3sm¶ ３间、乙级普通间
$ ¶3sm¶ *(
º»Ê

间等各型客房
´mYl$¼½AI¾¿À3
´k¹Aº»７９(!间（套），配有环保型中央空调、

'()*& 三星级旅游涉外酒店。位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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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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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区中心广场北。由甘肃万隆达（集团）公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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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餐厅１个。宾馆共有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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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酒店设有人事部、业务部、质检部、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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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三星级酒店。位于麦积区陇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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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安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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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部、餐饮部、前厅部、采供部、商务中心、工程

火车站东口。始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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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部、保安部、康乐中心、娱乐城；客房部共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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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菜为经营特色，可供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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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停车、行李寄存、商务会议等多种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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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林饭店
45%& 二星级饭店。位于麦积区分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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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设施设备。餐饮部有容纳
人同时就餐的西

式餐厅１个、各种包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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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年文明号＂，被甘肃省旅游局、共青团甘肃
省委命名为旅游行业＂甘肃青年文明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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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１９８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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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还建有超市、歌舞厅、桑拿室、棋牌室等。饭店

+,)*& 二星级酒店。位于秦州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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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辰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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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部拥有

广场西北侧。拥有豪华套房、标准间、商务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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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人同时就餐，经营融合粤、川地方风味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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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间，有不同规格的小型会议室、多媒体电子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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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京、鲁四大中式系列菜肴及天水各类风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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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厅、酒吧等服务设施，还建有美国宾士域设备

设施和国际通用标准球道的保龄球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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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德瑞宾馆
678./ 三星级宾馆。位于张家川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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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河西路行政广场对面，由天水昊峰矿业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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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菜肴。

大、中、小３个会议室，大会议室可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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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餐饮部拥有３个楼层，营业面积达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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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环城西路交接处。共９层，有
套不同等级 方米，可同时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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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武都）。汉武帝刘彻拓疆，设武都郡（治今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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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年，曹操为避免氏人归附刘备，尽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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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洮水流域以及青、藏和川西高原地区，过着＂逐
CDEFGHIJ:KLMBNOPQ.RS
TU
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战国初，羌人无弋爰剑被
EVWXYZ[\]^' _`a.(<bcdef
g<hi.j)k.,lmnopqrnsoEt
秦人捕获，始为奴，后逃至河湟间（黄河与湟水之
p.uvJwxCyf&<z){|.}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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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IÓÔÕ' BÇs4O<ºZIÖ.×
若离。中原王朝强盛时，为依附关系；衰落时，脱离
×Ø' 4O<º61;.)ÙÙIÖµÁ;.ÚØ
ÙÙ. är4O<ºP¶©' BhÛ< （前
q®
依附，甚或向中原王朝属地进攻。西周孝王
#)%Ü® ８８６年）封嬴非子于今陇山西麓设秦邑
##( ¯y ËÝÞÍ?v@áBß|gà
８９１—前

u9#;<.=)(<Z>!' ,?.@Û>
在上卦称王，皆得羌人的支持。后来，更形成一支

后，戎人受到秦人的攻略。至周宣王前期（周宣王
,.Ç<ág<Z©ª' mhâ<®oqhâ<

以姚氏为首领的羌人豪强集团，经数十年攻伐，建
HAB){|Z(<C6DE.ø$®¯©F.
国后秦，雄霸关陇，称帝
３０ ¹¯'
余年。北魏时，羌人不
JK;.(<Ì
`,g.GHI@.;+ !$
时起义，反抗拓跋氏的统治。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
;ÎL.ÐÑMNBZú' °¬+°OPQR¯

#*& ¯ãy.g<ä0Ç<¶©.vnn
前®８２７年继立），秦人全力向戎人进攻，今渭河河

（４４６
年）边冏、梁会起事时，曾有%１ô(<V¥ù
万羌人屯城南
q''( ¯yS$:T¢ÎÏ;.U6

戎人所据，并形成卦戎、冀戎、绵诸戎
、源戎等较强
Ç<å .¨@Û#Ç:`Ç:êëÇ:"Çñ6
ZC' #ÇXvnI\]>FnàPQ.`Ç
的部落。卦戎居今渭河及主要支流河谷地区，冀戎
Xvìn9[IßàÉÊ. êëÇXvEaB
居今藉河上游及甘谷境内，绵诸戎居今清水县西

W³' JºH,.C=(<s<UXYZ.Û)
声援。北朝以后，部分羌人与汉人逐渐交融，成为
&' [Û)(<\]^XPZ_`aP.b;
汉族。一度成为羌人主要聚居地的故冀县地，唐时
;)
T
c(Y.defm%`jÚ
T
ßàY'
称为＂伏羌＂，一直延续至民国始改＂甘谷＂。
$
!"#$%&'
Îg?rn9[./:h
氐 古代少数民族。起源于黄河上游，商、周
t;Xiuvßj:kM:JwYl.s(<mX.
之时居住在今甘肃、四川、青海交界，与羌人杂居，

谷以至西汉水流域为秦人所据，戎人被迫依附于
àHmBEFG)g<å . Ç<fÕÙÙ?
秦，或迁徙周邻地区。秦文公东迁后，境内渐复为
g.rhæPQ' gçèx,.ÉÊXé)

C."Çíuv¬áaJCñP' g¬è®¯q® (６
部，额戎则在今武山县北部等地。秦武公十年（前
¯y.g`íó©F@A.´µ.;ª06Z
８８##年），秦国遣军攻伐陇右，击败当时实力较强的

卦戎和冀戎，并废除戎人部落统治体制，设卦、冀
#ÇL`Ç.¨îïÇ<Cúðñ.|#:`

故早期史籍中往往氏、羌并称，或以羌为两族的共
_noëp4õõq:(¨;.rH()À&Zs

两县直隶于秦王室。绵诸戎、猕戎等被迫再次臣服
Àad?g<ò' êëÇ:"ÇñfÕóôõö

称。春秋末开始分化，至汉，氐、羌有明显区别，各
;' tuvj=w.m.q:(6xyQz.{

于秦。秦灭卦戎后，还将其他部分戎人迁往关中东
?g' g¿#Ç,.÷¼~øC=Ç<õI4x

|C{|' X?@A}. \]uv~FG
设部落首领。居于陇右者，主要在今白龙江流域

C.|#aqù?vÄBúùûy.ÆÎ.v¿
部，设下卦县（位于今陕西省渭南市），由此，今天

!"# !－
－! ４２９

!"#$%
天水大辞典

水境内戎人实力大为减弱。两县内未迁戎人开始
!"#$%&'()*+, -.#/0$%12

在城北屯集声援。北朝后，屠各人亦与当地其他民
¬1í rbo`a%6©V&

同化，与秦人逐渐融合。秦穆公三十七年（前
６２３
34567%89:;< 7=>?@ABCD !"#
年）秦又大举攻伐西戎。由于绵诸、豫戎等再次归
BE7FGHIJK$< LMNOP!$QRST
附，其部统治才得以继续维持。其后，秦惠公五年
U5VWXYZ[\]^_`a Vb57c>dB
（前
３９５年）秦攻降绵诸戎，秦献公元年（前
３８４
BE 7fgNO$5 7h>iB eD $'(
eD $%&

~y:oÙz).%í
族交融，最终成为汉人。
,- 古代少数民族。休官为陇右杂夷部落，
#$%&~í dS)ÉòGo
休官

十六国时渐形成独立部族，主要居住在天水
、陇西
@<29zA~oðú¬æ!PÉK
一带。以居住在秦州略阳（今秦安县东北）的一支
í \ðú¬7:hiC§7j.+r®¶

年）又灭獠戎、俘藜王。从此，除迁徙、战死者外，仍
Ù)>í D7odSG½¾C®zC
BEFj!$Pk!l< mnop0qPrstu5v
最为强盛。前秦末，休官部落首领权千（干）成据显
C¬§7j®o7:¡í b7ozm6b
亲（在今秦安），称秦州牧。后秦时，权千成曾与后

w"xt67%y:oz){|}~a
居境内者与秦人交融，成为后来汉族的一部分。
&' 古代部族。轩辕黄帝之孙颛顼之后裔，
W~a
{o
秦人

7¢5>£¤ ３# ffb7ÉKl¥¦§Mz
秦叛将强熙合
万之众攻后秦陇西王姚硕德于上

嬴姓。从舜、禹时起居于中原，历世佐助中原王朝，
a mwMolo
至商已被封为诸侯。商纣亡，其势衰，散居于今山
 )O¡a ¢£oV¤¥o¦wM§¨
西等地。至周穆王时（前
%)!«D９２２
%""年在位），其
B¬®oV
KQ©a ª=lCD９７６—前

邦，失败后归附后秦。西秦王乞伏炽磐派兵东下，
"o¨©bªÆb7í K7l«¬®¯°+±o
攻显亲休官部落首领权小郎、吕破胡部于白石城
f dSG½¾²³P ´µ,M¶·
（约在今秦安、清水交界），俘获近万人。休官另两
C¸¬§7jP¹!yº®ok»¼%í dS½-

后裔造父受穆王信任，封于赵（今山西）。其后，一
b¯°±=l²³o M´µ§¨K®a V{o
支又向关中发展，周孝王时因其首领非子为周王
¶F·¸¹ºo ª»l¼V½¾¿À)ªl

首领权小成、吕边迦率两万余户据白坑抵拒，亦
½¾²zP ´¾Ñ-H¿C¶ÀÁÂo

室养马有功，封为附庸，令以陇山以西为封地，建
ÁÂÃÄÅo )ÆÇoÈ\É¨\K) ©oÊ

邑曰＂秦＂。＂秦＂之名，由此为始。非子及其后代率
ËÌ
Í
7ÎaÍ
7ÎÏoLn)2a ¿ÀÐV{Ñ
族人在秦邑苦心经营，与戎人争夺地盘，最后击败
~%¬7ËÒÓÔÕo6$%Ö×©ØoÙbÚÛ
戎人，成为周王室护卫西部疆土的屏障，被封为诸
$%oz)ªlÁÜÝKWÞßàáo )O
侯，设邑西犬丘（今天水市西南峁水河流域）。由
âoãËKäåC§æ!çKèé!êëì®í L
no7%î\¬§æ!ïxðMXY©í b¼7
此，秦人得以在今天水境内居于统治地位。后因秦
ñ>0Ë¸o7%¬Éò¹ºó±ôoõö
文公迁邑关中，秦人在陇右的发展一度受阻，但自

©oÃ ()++
dS%ÄgK7í r3od
败，被杀
４７００ %í
人。休官人被迫降西秦。北魏时，休
S%sÅÆtuMNOXYí vwxygodS
官人不时恃勇反抗拓跋氏统治。太平真君初，休官
人吕丰与屠各人王飞廉一起率
%´Ç6`a%l|}Ñ８０００
'+++ 余家反魏，结
HÈt3oÉ
果被镇压。数年后，边冏、梁会在上邦起事时，休官
ÊËÌí %Bbo#P¬z"{odS
人又联合屠各人屯于城北声援，结果失败。此后，
%FÍ¤`a%MroÉÊ¨©í nbo
休官人势衰，渐与其他民族交融。
dS%¤¥o96V&~y:í
./ 唐代前期散住在青藏高原的居民被松
ÎDÏ¦ú¬ÐÑÒð&Ó
吐蕃
ÔÕXbÊA2ÈÖo bV×&
赞干布统一后建立的国家称谓，后历代称其辖民

7÷>@BµD ６８８年）再次攻入陇右，进攻居住
!'' B®RSføÉòoùfðú
秦武公十年（前
¬"Pû$%oüãý"Pþ-.í
7%RS0ø
在卦、冀的戎人，并设置卦、冀两县。秦人再次迁入
b896$%y:o ÿïxz)!L7%ðú
后逐渐与戎人交融，使境内成为单一由秦人居住

为吐蕃人。始于唐玄宗开元（７１３
)ØÙ%í 2MÎÚÛ1iC)*#年）前期，吐蕃谋
B®DÏoØÙÜ

©"í
的地方。

应元年（７６２
年）占据整个陇右，致今天水境内长时
èiBC)!, B®BCéêÉòoë§æ!ïxì

Ý+Þo)Î6ß©í b)àjá¨¢âPÉòÎ
图东侵，为唐军击败。后来趁安禄山叛乱
、陇右唐
6+ãä6w¢åoRSGæ+ÞoMÎÛç
军东调参与平叛之机，再次大举东侵，于唐代宗宝

鲜卑
() 古代少数民族。鲜卑来源于东胡，后迁
#$%&~í '()*M+,ob0

期内被吐蕃统治。吐蕃占据陇右后，施行落后的农
ÏxØÙXYí ØÙBCÉòboíîGbï

居于今内蒙古，东汉时南移至今山西省北部。三国
ðM§x-#o+.è/§¨K01í ?2

奴制，压迫当地居民，导致大部被迫远徙。吐蕃统
cðoÌÄ©ð&oñëGÄòqí ØÙX

魏征西将军邓艾迁部分鲜卑降人于雍州
34K56780'(g%M9: （时今天
C§æ
水属雍州），境内始有鲜卑人居住。十六国时，鲜卑
!;9:®oïx2Ä'(%ðúí @<2o'(

治者遂迁其居民于陇右各地，强占农田，以牧为
Ytó0Vð&MÉòa©o >Bïôo \¡)
业，供养戍兵。唐宣宗大中年间（８４７—８６０年），秦
õoöÂ÷°í Î~ÛGBøC'()«'!+ B®o7

豪强在河州（今临夏）建立西秦国，一度占据今天
=>¬ê:C§?@®ÊAK72oóBC§æ
水，鲜卑越质部落首领等
１０ H07:zIí
余部迁秦州成纪。特
!o'DEFG½¾Q *+
J
KL13MNOXYÉòbo'P%z)XYto
别是北魏拓跋氏统治陇右后，鲜卑人成为统治者，

:+ÎùúboVKC§ûüP÷¨®ý1
州东部被唐收复后，其西部（今甘谷、武山）和北部

有较多官吏、将士居于境内，使鲜卑人口猛增。后
ÄQRSTP5UðMïxoÿ'(%VWXí b
随孝文帝元宏的改革，鲜卑人开始被汉族同化。至
Y»ñiZ[\o'P%12.~3]í 

石、小石、鬼留、他斯麻等。至北宋初，因生产、生活
·P²·P"#P$%Qí r&go¼'(P')
习惯的变化和羁摩关系的改变，邻近秦州界者，依
*+,]ý-.¸/[,o0¼7:ºto1

1\bo ðú¬§æ!ïx'P%6.~^
北朝以后，居住在今天水境内的鲜卑人与汉族完

ÆM&o*296.&3¼oo45ð')oq6
附于宋，习俗渐与汉民相近，过着定居生活，史籍
中称其为＂熟户＂，由宋委任部落头领为官，但仍若
V)
Í
7¿8oL&9³G:¾)Soõv;
即若离。其余仍以牧或牧猎为业，坚持吐蕃人习俗
<;=í VHv\¡¡>)õo?`ØÙ%*2
@A`Ato
Í
'¿8í &ÊBBøC%!+«%!$
并保持独立者，称＂生户＂。宋建隆年间（９６０—９６３
B®o &66ØÙGm¬7:K¹'CDÖ×
年），宋军与吐蕃部落曾在秦州西发生木材争夺
战。后至仁宗皇祐年间（１０４９—１０５４
rí bEÛF$BøC*+(%«*+&(年），宋收复秦
B®o&ùú7

全交融。
_y:í

屠各
*+ 古代少数民族。屠各原为匈奴休屠王
#$%&~í `a)bcd`l
eXfo.gðêKobg.oýM7Éo§
所统部众，汉初居河西，后降汉，被分置于秦陇，今
天水境内始有屠各人。十六国时，居住秦州略阳
æ!ïx2Ä`a%í @<2o ðú7:hi

（今秦安县东北）的屠各王氏一族，颇有势力，其王
C§7j.+1®`alO~okÄ¤'oVl

擢、王统曾为前秦将领，王统还任过秦州刺史。北
lPlXm)D75¾olXn³o7:pqí r
3XY7:boïx`a%stuí v÷vw
魏统治秦州后，境内屠各人不时反抗。太武帝太平

（今秦安东北陇城等地）仍为吐蕃部落占据，较著
C§7j+1ÉQ©®v)ØÙGBCoQþ
ÏGÄjÈPÿÈPGÃÈP²ÃÈPÛ!PG
名的部落有安家、药家、大马家
、小马家、宗哥、大

:\KP \r©o ðV©ØÙGGK
州以西、以北地，原居其地的吐蕃部落大部分西
0o$%
Í
7¿86.~y:í
迁，少数＂熟户＂与汉族交融。

真君初年（４４０
年）上邦起事的王飞廉、宣武帝正始
xygBC((+ B®z"{l|}P~÷2
B®:{lCl®o )
?BC&+! 年）州城起事的王智（或称王法智），皆为
三年（５０６
`a%í JKLvwxyABC((!年）边冏、梁会
B®#P
屠各人。特别是太平真君七年（４４６

01'2 人口构成。２０１０
%VGzí ,+*+年人口普查时，天
B%VHIoæ
民族人口
! ç Ä３４
$( 个民族，３２６２５４９
ê & ~ o$,!,&(% %
í VJ 汉
.~
水市有
人。其中∶
族

在秦州聚众反魏时，曾有两万余屠各人与休官人
¬7:ft3o mÄ-H`a%6dS%

!-&!/KV&~%VÄJM~８１８
'*'人，蒙古族
%o-#~ *+!
６．５６？？？他民族人口有∶满族
１０６

$+(!)(! %
o B %$-$%.
K L ~２１４０４８
,*(+(' 人，占
%oB
３０４６７４６
人，占
９３．３９；回族

!"# !
－! ４３０－

!":;
民族宗教

人，藏族
２４６人，维吾尔族
２０人，苗族
３６人，彝族
!"#$ !"#
!%&'($ !$
!%)$ %#
!%*$
１８&'人，壮族
人，朝鲜族 &)
１７人，瑶
!"+$ ５６人，布依族
(# !",-$ １４
&" !"./$
!%0
族$１２
１１４
&! 人，白族１人，土家族
!%1$ & !"23$ ３３
%% 人，哈萨克族
!%456$ &&"
人，傣族１人，黎族２０人，傈僳族１人，佤族１人，
!78$ & !%9$ !$ !%:;$ & !%<$ & !%
畲族６人，高山族２人，水族９人，东乡族８８人，
=$ # !%>?$ ! !7@$ * !7AB$ '' !7

隶归新置的天水市。自治区（县）成立后，由自治区
)CÿB`@a_ uvi¦r§æç7óuvi
（县）人民政府（先为人民委员会，后为革命委员会，
¦r§!XÕD¦E{!XÖ×Ø7{FGÖ×Ø7
１９８１年５月改为人民政府）行使民族自治事宜。
&*'&  ( Ï<{!XÕD§ÔHX$uvIJ_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01 地方法规。
ÉKL_
p3qt$uvr!XÝÞMØNåe îÍO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有关本

土族
３１人，达斡尔族４人，羌族４人，撒拉族２
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规范性文件。１９５３年７月，张
2$ %&
!7 CD($ " !7 E$ " !7 FG$ !
ÉáÔi(uvLPQRS_ &*(%  ) Ï7p
!"HI$ %&
& !"L$ * 人，俄罗
!"MN
人，锡伯族
３１ !"JK6$
人，塔吉克族１人，怒族９

3qt$uviæç_ &*((  &$ 月５日，自治区
Ï ( -7uvi
家川回族自治区成立。１９５５年１０

O$ & !%PQ$ # !%R$ ! !%ST$ & !"U 改称自治县。为了进一步贯彻和落实民族区域自
T=uvr_ {UVWXYZj[áX$i(u
斯族１人，裕固族６人，京族２人，门巴族１人，未

识别民族１人，外国人加入中国籍
!_
VWX$ & !"YZ![\]Z^７ )人。
民族分布
!"#$ 天水市辖秦州、麦积两区和武山、
`@abcdefghijk?e
甘谷
、秦安、清水、张家川５
县中，除张家川回族自
lmecneo@ep3q
( r]%sp3qt$u
治县外，均以汉族人口为主，且都占到总人口的
vrY% wxy$!z{|% }~!z
*'+x7k?elmhr **,*+_
!$$$ 7p3
９８？？上，武山、甘谷两县占
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张家
!$,!" !7r!z
qt$uvrt$!z ２０．２４万人，占全县总人口
川回族自治县回族人口
的 ６９？？占全市回族人口的
９０？？县境内处于后川
#*+7at$!z *$+_
rq
河与清水河之间地带的川王
、木河 、渠子、胡川等
o@qeeeq
地居民几乎全部为回族。张家川镇总人口
X{t$_ p3q!z２．８３
!,'% 万
人，其中回族
!7]t$ ２．５５
!,(( 万人。其他区、县回族人口，秦州
!_ iert$!z7cd
&,$( 万人，主要分布在市区和市郊玉泉镇（占全
!7| ¡¢aija£¤¥¦
区i１．０５

治政策，根据《宪法》《民族区域自制法》有关规定，
_X$i(uNacîÍdå7
vÕ\7]^_`ab
张家川县人大常委会于
&*'" æç_p3qt$
p3qr!MeÖØ １９８４年成立《张家川回族
自治县自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起草委员会，
uvruvfgc
¦xÌh=_fgc§ijÖ×Ø7
着手起草《条例》，经十易其稿，于
１９８９ 
年%３月
２７
klij_fgc7èmno7 &*'*
Ï !)
日召开的张家川县九届人大第三次会议讨论通
-pqp3qrrs!Mt¿¨Øâuvw

gi３４５０
%"($ 人，主要居住在马跑泉镇南巷子、花牛
!%|¸¢¯¹¥º»e¼½
积区
镇高家湾、三岔乡吴岩镇、党川乡党川村及利桥乡
>3¾e¿ÀBÁÂeÃqBÃq¬³ÄÅB

x·&*'*  * Ï !) -7 léëtyz!XÝÞM
过；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７日，甘肃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批准通过了《条例》。１９９０年
ØeÖØtm¨Øâ{|wxU_fgc_ &**$ 
３%月
日正式颁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自治条
Ï ３１
%& -./},_
_p3qt$uvruvf
例》共九章，包括总则、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治县
gcÐr~7euvruvÍeuvr
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自治县的经济建设、自
!XKj!X e uvrè2eu
vrÕeuvrRöIeuvr
治县的财政管理、自治县的教育文化事业、自治县
je uvrX$ÍjI
的干部培养和管理、自治县的民族关系和宗教事
e_
务、附则等内容。
234!"56789 政府工作部门。位
ÕDS_ 
天水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cdi2 &%"
_ &*'# 
( Ï`@aX$
于秦州区建设路
１３４号。１９８６
年５月天水市民族

利桥村；清水县
(&'* 人，主要分布在县境北部与
!7| ,¢rÆ
ÄÅ¬·o@r５１８９

事务委员会成立，与天水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合署
IÖ×Øæç7 `@aX$IÓ,

'(+§7¨{©Rª«¬e®
it$!z８５？？，其次为太京镇窝驼村、牡丹
区回族人口的
¯3°e±±±±²¬³´£µ¶·f
镇马家堡、娘娘镇娘娘坝村及皂郊镇兴隆等地；麦

张家川接壤的地方；秦安县
人主要居住在县
p3qÇÈÉ·cÊr １８５１
&'(& !|¸¢r

+7h7W!¯7{.r ¡_ !$$' 
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为正县级单位。２００８
年

城南下关及县东北部；武山县
１９９
ËºÌÍ³rAÎ· k?r９６
*# 人，甘谷县
!7 lmr &**

３% 月，天水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与天水市宗教事务管
Ï7`@aX$IÖ×Ø`@aI

人，主要居住在县城。
!7|¸¢rË_
民族区域自治
!"%&'( １９５３年１月，中共中央西北
&*(%  & Ï7 ]Ð]ÑÒÎ
局、西北行政委员会同意此前张家川地区回族代
Óe ÒÎÔÕÖ×ØÙÚÛÜp3qit$Ý
表提出的关于在张家川地区实行民族自治的议
ÞßàÍ¢p3qiáÔX$uvâ
案，决定成立张家川回族自治区。后经甘肃、陕西
ã7äåæçp3qt$uvi_ èléeêÒ
两省相邻地区有关县与所居回族居民协商，最后
hëìíiîÍrït$Xðñ7 ò

理局分设，隶属天水市政府管理，主管全市民族事
Ó 27¢ô`@aÕD7|aX$I
务工作。有人员
_ î!×１４&"人，内设办公室、经济发展科、
!72+£eè¤¥¦e
社会事业科、民族问题研究中心
§ØI¨eX$©ª«¬]４" 个科室。
3¨£_

âåóo@rôpqeeõöe÷S "４ i

议定由清水县属张川、木河、宣化、恭门
区&１镇
B7cÊrôø?eùË ! i
B7úûrôü
２６!#乡，秦安县属龙山、陇城２
区 )７乡，庄浪县属金
ýioþBjÿùi!ÅB３个村（张棉驿、喜
% "¬¦p#$e%
锁区清真乡和新陇区石桥乡的
湾、大庄）及陕西省陇县属马鹿１区
¾e&ú§³êÒëùrô¯' & i %３乡为自治区
B{uvi
i(7)ôléë`@*×+,_ Ù ) Ï
# -7
区域，隶属甘肃省天水专员公署。同年７
月６日，

<; 公元前６
+®Ü #
¯°±+®Ü５( ¯°ó²³
佛教
世纪至公元前
世纪由释迦
´µ¶·¸¹º7yÝ»\]Z7¼½ºÎ.¾
牟尼创建于古印度，汉代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

: 教
;
宗

¿¤¥7±ÀÁCÂÃ_ ÄÅÆÇ!ÈÉÉ
É
得到发展，至隋唐达到鼎盛。现存的著名石窟——
`@fg?!Èek?@ÊËeÌÍelmMÎ
天水麦积山石窟、武山水帘洞、木梯寺、甘谷大像

?!È7ÏÝw¢¼½ºÎ.±ÀÁ¾Ð_
山等石窟，建造年代均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p3qt$uvi./æç7 uvi!XÕ01
ÎÑ©Òe©ÓÔÕK7ÕMµ7fg?W¾
张家川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自治区人民政府驻
北宋太祖
、太宗崇尚佛法，佛教大兴，麦积山一时

张家川镇。自治区设６
p3q_ uvi2 #区１镇（张家川镇）３７
i &  ¦p3q§%)乡、
Be
１４１
１３００ 8É
平方
&"& 个行政村、５９４个自然村，总面积约
3ÔÕ¬e(*" 4u5¬76g7 &%$$
公里，居民２１７３６
１０．７７
9:7X !&)%#户、１３．４６万人，其中回族居民
;e&%,"# !7]t$X &$,))

万人。１９５５
１０ Ï7p3qt$uvi<=uv
月，张家川回族自治区改称自治
!_ &*(( 年
 &$
&$ Ï7o@r>?72{o@t$u
r_ &*('  １０月，与清水县合并，设为清水回族自
县。１９５８年
vr_ &*#& １２
&! 月，仍析置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Ï7@AB{p3qt$uvr_
治县。１９６１年
&*'( 7 p3qt$uvró`@ibô<{
１９８５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由天水地区辖属改为

名僧辈出。两宋以后逐渐衰微。元明时期，佛教持
ÇÖ×à_ hÑxØÙÚÛ_ ®Ü¾Ð7ÕÝ

续兴盛。清代佛教盛行，设僧正司管理佛教事务。
ÞµÃ_ oÝÕÃÔ72Ö.ßÕI_
据民国《天水县志·民族志》∶＂僧众四五十人，分住
^XZ_`@ràáX$àbâ
ã
Öäåæm!7 ¸

瑞莲寺、会福寺、同仁寺
、陕西会馆、山西会馆、南
çèÍeØéÍeÙêÍeêÒØëe?ÒØëeº
ìÍe¿íÍe@ÏÍeîïÍ7ðÇÖ7ñÔ
郭寺、三台寺、水月寺、灵源寺等处，多名僧，道行
ò>_ óXZô7õö÷jøùÿÕ7ÕúÚ_
甚高。＂民国初年，因战乱和倡导新政，佛教顿衰。
１９４９
&*"*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实行宗
]û!XÐjZç7 !XÕDáÔ

!"# !
－! ４３１－

!"#$%
天水大辞典

教信仰自由政策，大批僧尼参加生产建设，寺庙进
!"#$%&'()*+,-./012(345
行修缮整顿，佛教正常活动
、庙宇文物受到保护。
6789:(;!<=>?@4ABCDEFGH
１９８２年，全面落实宗教政策，各级佛教协会相继成
!"#$ I(JKLMN!&'(OP;!QRSTU
立。据１９８９
３１处，宗
IXY(Z[\];!3^ '%
_(N
VH W %"&"年统计，天水市有佛教寺院
派有禅宗的净土宗、密宗（传承不广），其中信仰净
`]aNbcdN@eNfghijk(lm"#c

发展。秦州、伏羌、秦安、清水等地多有固定的伊斯
r z{@@zX@ô[¥o]bcd
兰教活动场所。清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秦州台子清
e!>?²r ô<QIf%,+- Ik(z{ô
真寺建成。清乾隆中后期，哲赫忍耶门宦传入秦
Þ31Ur ô:m( àgz
州、秦安、伏羌、清水。清同治后，张家川逐渐成为
{@zX@@ô[r ô¨(LU
天水主要的穆斯林聚居区之一。明末清初以来，天
Z[¿b\dn<| r (ô×ý(Z

土宗的最多，有４０００余人。至
dNbno(] ())) pqr s ２０１０年，全市登记
$)%) I(J\tu

水伊斯兰教相继形成格底目、哲赫忍耶、伊赫瓦
[cde!ST U @ @ c¡

vwb34] １１５处。著名寺院有秦州区南郭寺、
%%* _r xy3^]z{|}~3
开放的寺庙有

,@¢£¤!`r ¥¦`§b!¡!.)¨¨
尼、色乃菲耶等教派。这些派别的教义教理大同小

3@3@ |cd3r
瑞莲寺、炳灵寺、麦积区净土寺等。

©(ª«cde!¬,`(Õ6®£¯!Ï°
异，都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并遵行哈乃斐教法学

道教
&' 产生于东汉中叶，创始人为张道陵，奉
0/m(q(
老子为教主。后世道教徒以张道陵为天师，称其创
!r !Z(l
立的道教为天师道，即正一派道教。东汉时道教传
Vb!Z(<`!r !g

派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宗教信仰自
`br m»q7±¯£1V( N!"#$
由，伊斯兰教受到保护，活动正常。１９５７年５月，天
%(cde!DEFG(>?<=r %"*, I * ²(Z
水专区有清真寺
处，其中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³|]ôÞ3 ４６２
(-+ _(
lmL´µ$P
有
处。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天水地
] ３４１
'(% _r
%",& Im±æ¶çmJR(Z[¥
|·vwôÞ3３５７
'*,处，其中张家川县
_(lm¸EP '+*
_r
区先后开放清真寺
３２５处。

入天水，为天水五大宗教之一。其信仰、教义与全
Z[(Z[)N! r l"#!¡¢J
国其他地区的道教基本相同。认为＂道＂是宇宙的
£l¤¥|b!¦§S¨r ©
ª
«¬Ab
主宰和本源，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时不存。老子
®¯§°(±²i³(±²i´(±iµr 

《道德经》、庄子《南华经》、列子《冲虚经》是道教的
¶·¸¹º¶}»¸¹¼¶½¾¸¹¬!b
主要经典。道教为多神教，尊奉老子为教祖。神仙
¿¸ÀH !oÁ!(Â!ÃH ÁÄ
信仰是该教信仰的核心，道徒崇拜多种神仙，通过
"#¬Å!"#bÆÇ(ÈÉoÊÁÄ(ËÌ
种种修炼方法追求长生不老。南北朝后，道教与佛
ÊÊ7ÍÎÏÐÑÒ/iH }ÓÔ(!¢;

%"&) 年，甘肃省伊斯兰教代表会议后，张家川、天
I(Nu¹cde!ÜºR»(¸L@Z
１９８０

教并崇。唐初崇道抑佛，道教盛极—时。元代，道教
!ÕÈH Ö×ÈØ;(!ÙÚH ÛÜ(!

水县先后成立伊斯兰教协会。至
[P·UVcde!QRr s ２０１０年，全市登
+)%) I(J\t
记开放的清真寺
４８０(&)处（含拱北、道堂），其中∶张
uvwbôÞ3
_f¼½Ó@¾k(lm¿
家川回族自治县有清真寺
、拱北１处、道堂
L´µ$P]ôÞ3４３０处
(') _@½Ó
% _@¾
１处。著名的清真寺有秦州区后街清真寺，张家川
% _r xybôÞ3]z{|JôÞ3(L
PÀÁÂ½Ó@}L¾@ôÞy)3(zXP+
县宣化岗拱北、南川道堂、清真西大寺，秦安县兴

始成宗派，多派传播。以全真道龙门派和玉阳派
UN`( o`gÝH JÞßà`¯áâ`

£#}zôÞ3r
国镇南关清真寺等。

fãä`kåxr ÛsÛæçIf%+,- Ik(ßà<N
（嵛山派）显著。元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龙门正宗
`æèÜväÃé_êëìíËîïz{áð
派十八代开山祖丘处机弟子梁志通栖迹秦州玉泉
ñ(71áòó@çôõr ÛmXÛIf%+-) Ik(
观，修建玉皇阁、三清殿等。元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

Å!ç)`§r %- [gm£("Æl²È
督教三大派别。１６
世纪传入中国后，信徒将其所崇

玉阳真君王志坚再传弟子毫州人陈志隐来秦州，
áâÞö÷íøùgëú{qûíüýz{(

九年（１８８３年），比利时籍传教士梅师德、罗默尔由
ÉIf%&&' Ik(ÊËÌg!2Í·@Î^Ï%

在流水沟（今关子镇流水观）结庐栖迹，创建玉阳
³þ[ÿf!"#þ[ñk$%îï(1áâ

兰州抵伏羌（今甘谷）传播天主教。时年入教
７０余
e{Ðf!NOkgÝZ!r I! ,)
p

ñ(õA ４０
() &(JÞãä`þgz{(!'
观，殿宇
间，全真道嵛山派始流传秦州，今绝

人，建立伏羌传教点。随后，中国传教士马维乾（甘
q(1Vg!Ñr v(m£g!2VÒ:fN

传。明清两代，道教倡兴。清设道正司管理教内事
gr (ô)Ü(!*+r ô2<,-.!/0
务，盛时秦州有道士
1(Ùz{]2 １００余人，不乏道行高尚者。
%)) pq(i36456r
民国初，玉泉观有常住道士
余人，有庙产山地
7£×(áðñ]=82 １０
%) pq(]40ä¥

肃凉州人）在伏羌扩大传教，建立教堂。民国时期，
uÓ{qk³Ô)g!(1V!¾r 7£(
天主教在天水的甘泉、伏羌、清水得到大的发展，
Z!³Z[bNð@@ô[E)b(

２０余响。１９８６
+) p9r %"&-年，天水市有全真道徒和正一派道
I(Z[\]JÞ¯<`
:@;2@<2 *-*
¿=>³z?
徒乾道、坤道道士、居士
５６５qr
人。主要分布在秦城
|@A@BC@DE@Z[F¯G|(Ó|Hâ@
区吕二、皂郊、汪川、天水乡和城区，北道区伯阳、

!+' 亦称公教，与东正教、新教并称为基
ÃZ!(¢<!@Ä!Õ¦
天主教
bÁZ(²³m£Z!r ôÇÈ
奉的神称为天主，所以在中国称为天主教。清光绪

一时在天水县甘泉镇、天水县西关、新阳、石佛、娘
³Z[PNð#@Z[Pyz@Äâ@Õ;@Ö
娘坝、马跑泉、北道埠
、社棠以及甘谷的磐安、谢家
Ö×@VØð@ÓÙ@ÚÛÜNObÝX@Þ
ß@XI@dà@áä@ââã#ST1äZ!
坪、安远、土桥、金山、渭阳等村镇相继建起天主教
堂，在清水山门、太石峡、白驼石、赵家窑、温家井、
¾(³ô[äà@åÕæ@çèÕ@éê@ëì@

Ûß@VI@J@KL@}ML(NOPQæRS(
í¸ÿ@îï¸71=!¾r s １９４９
%"(" 年，天水境
I(Z[ð
元龙、立远、街子、党川、南河川，甘谷县四十里铺，
刘家沟、下曹家等修建分教堂。至
ô[T(UäPQà@VW¥r s +)%)
I(J
清水陇东，武山县四门、马力等地。至
２０１０年，全
\tuvwbñ
"_r
xyñ]z{|áð
市登记开放的道观 ９６ 处。著名道观有秦州区玉泉
ñ@ |âñ@zXPÁÄYñr
观、麦积区五阳观、秦安县神仙塔道观等。
()*' 公元
ZÛ７,世纪初由穆罕默德创建于
[×%\]^·1
伊斯兰教
_`Hab(gm£r cde!gZ[(°
阿拉伯半岛，后传入中国。伊斯兰教传入天水，源
于唐代沿丝绸之路而来的中亚、波斯及阿拉伯穆
ÖÜfgh ijýbmk@ ldm_`H\
斯林的商贸活动。唐宋时，大食、波斯穆斯林商人、
dnbop>?r Öq()r@ld\dnoq@
贡使沿丝绸之路通过甘肃进入内地，伊斯兰教随
stfgh iËÌNu5/¥( cde!v
之传入。元至正年间（１３４１—１３６８年），秦州西关后
gr Ûs<Iwf%'(%x%'-& Ik(z{yz
JôÞ)31U(>{|9(}~(yÓx
街清真大寺建成，布局完整，宏伟壮丽，为西北著
ybôÞ)3r (ÜsôÜ(Nu\dnq
名的清真大寺。明代至清代前期，甘肃穆斯林人口
Ù( U\dn<|(cde!E5
繁盛，形成了穆斯林聚居区，伊斯兰教得到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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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qr
内有大小教堂（含活动点）５０余处、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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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 年１月 １９ 日，天主教神甫赵经农倡议，发表
《天主教天水教区响应三自革新运动发起书》。同
¶Z!Z[!|ö÷ç$øÄù?äú¹r ¨
² +日，神职人员
ò(Áûqü ２００
+)) pqýR(ËÌ
¶Z[
年I２+ 月２
余人集会，通过《天水
!þÿ!£Üö÷ç$øÄù?)RÀ"¹r
教徒反帝爱国及响应三自革新运动大会宣言》。
１９５２年
%"*+ I５月，天主教神职人员、教民选举成立天水
* ²(Z!Áûqü@!7#$UVZ[

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开展自治、自养、自
Z!ç$øÄù?%üR(v$@$&@$
传活动。１９８９
２８
g>?r %"&"年，全市有天主教堂
I(J\]Z!¾９" 座、活动点
'@>?ñ +&

处。至
年，全市登记开放的天主教活动场所
_r s ２０１０
+)%) I(J\tuvwbZ!>?²
%( _r xy!¾]z{|zZ!¾@ |â
１４处。著名教堂有秦州区东关天主教堂、麦积区渭
}Z!¾@zXPGzZ!¾r
南天主教堂、秦安县城关天主教堂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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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 １９%"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新教在中
[×vgm£r Ä!³m

()*+
民族宗教

国通称为基督教或耶稣教。清光绪二年（１８７６
!"#$%&'()*'+ ,-./01!"#$年）
02

阔三间通长
[9ë"\１０
%( 米，进深二间通宽
S=.]/ë"^ $６米，前接卷棚
S=_`ab

基督教传入天水。清光绪二年至三十二年（１８７６—
%&'34567 ,-./089:/0;%"&$<
１９０６
%'($年），基督教内地会英国传教士庞克、马殿臣、
02=%&'>?@A!3'BCDEFGHE
丁秉衡，美国传教士李春雷先后来秦州渭南镇、街
IJK=L!3'BMNOPQRSTUVWEX

抱厦。侧殿各三间面阔通长
S=.]"^ ４米，
+ S=
VW7 cGd9ëQ["\９ '米，进深通宽
均为硬山顶。后院大殿面阔五间通长
e$fvg7 QèÉGQ[së"h １８米，进深
%" S=.]
通宽
"^８米，为七檩悬山顶。内存清代石碑一通。共
" S=$XYvZ7 >×,Ó}Ø&"7 :

«5ö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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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镇及伏羌县传教，成立福音堂，分立女教堂。内
有塑像
尊，均为新塑。有古柏７株，其中一株围

地会在渭南镇吴家庄成立基督教会，建立教堂，在
?@eUVWfgh^_%&'@=i_'b=e
街子成立中华基督教街子教会，发展教徒百余人。
XY^_jk%&'XY'@=lm'nopq7
民国五年至十八年（１９１６—１９２９
r!s08:t0;%'%$<%')'年），基督教先后
02=%&'PQ

传入武山
、秦安、清水，在武山县洛门镇、秦安县城
34uvESwE,6=euv]xyWESw]z
东街建立福音堂，成立秦安县中华基督教会，发展
{Xi_`ab=^_Sw]jk%&'@=lm
教徒
，熊
pq7 |Q=56]}~EOEE
'n３０*(余人。之后，天水县石佛、雷王集、霍芦

大É５米，苍劲挺拔，郁郁葱葱。
, S=nopq=rrss7
$%# 佛教活动场所。亦称曼殊寺，系大般
~'¾¿ÀÁ7 t#uvÑ=wÉx
净土寺
yz½Dvìí{ÇÀ=s|v}~Ñæè7 Ê
若正宗文殊菩萨金刚道场，五台山圆照寺下院。位
+( A¤¼ÅÆ¥gQ
ËST¥z¥{V ４０
于秦州区城区东南
公里处的麦积区朱家后川

村溪谷山壑之中，＂净土松涛＂系秦州十景之一。道

ÎÏ àwST:|&7 Ç
v|j=
À:têvV=±{ÉGDvT=
场周边十八座山峰环抱，朝拜金刚大殿文殊主峰，

集寨，甘泉
、党川、关子、李子园，甘谷县磐安、渭
= EEYEMY=
]wEU
阳、金山，秦安郭嘉、西川等村镇建立基督教会。民
Ev=SwEWi_%&'@7 r
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天水成立甘、宁、青西北基
!/:/01%'** 02=56^_ EE%

素有＂十八罗汉拜文殊＂之称，现存寺院殿宇为
«
:t±Dvà |#= Ö×ÑèGé$

督教联合会陇南分会。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Vc@7 r!9:s01%'+$年），基
02=%
督复临安息日会传入天水。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
&w@34567 r!9:0;%'+"
年），在西关韩家巷设立天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02= eg ¡_56%&w@+
同年，基督教聚会处传入天水，在天水城区自由路
¢0=%&'£@¤3456=e56z¥¦§¨
©ª ¡_'b=«'n $(
pq+ ¢0=¬@3
澄源巷设立教堂，有教徒
６０余人。同年，信义会传
²=
456=e{z®¯¡_°±b+ %'+' 0 "月，
入天水，在东关城壕沿设立礼拜堂。１９４９年８
56E
ESwEuvE,6]%&'³«jk%
天水
、甘谷、秦安、武山、清水县基督教派有中华基
&'@Ew@E%&'£@¤E>?@;`a
督教会、安息日会、基督教聚会处、内地会（福音
b2E %&'@'@ ２３
)* ´=
'n **((
堂）、西北基督教联合会教会等
个，教徒
３３００
余人。１９８０
１０处，聚会点
pq+ %'"( 年，全市有基督教礼拜堂
0=µ¶«%&'°±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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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宝殿、观音阁、藏经阁、演法堂、五百罗汉堂、古
GEMaE E¡¢bEsobEi
佛殿、文殊殿、地藏殿、长寿殿、伽蓝殿、祖师堂、天
~GEDvGE?GE\£GE¤¥GEÞßbE5
王殿、三十五佛殿、佑宁殿、宝源阁
、玉观堂、延生
GE9:s~GE¦GEªE§MbE¨©

¤+ 8 )(%(
0=µ¶¸¹º»¼½'¾¿ÀÁ
２４)+处。至
２０１０年，全市登记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

毗卢遮那佛或释迦牟尼佛），其左右依次为东方阿
ËÌÍÎ~(ÏÐÑÒ~2=lÓÔÕÖ${×Ø

４０+(处。著名教堂有秦州区王家坪基督教堂、麦积区
¤7 ÂÃ'b«ST¥gÄ%&'bEÅÆ¥

恩佛（另说药师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
!~;ÉÊÙß~2EVN©~ENØµï~E

Ç%&'bESw]È!WÉ %&'b7
北道基督教堂、秦安县兴国镇大西巷基督教堂。

北方不空成就佛。五方佛又称五智如来，五佛，代
NÚ^Û~7 sN~Ü#sÝÈR=s~=Ó
表五智。金刚殿内供奉大威德主尊，大威德金刚。
ÞsÝ7 {G>ßàÉáâTõ=Éáâ{7
演法堂殿内雄座五大金刚本尊坛城∶密集金刚、胜
¡¢bG>êsÉ{¼õªzÚã{Eä
乐金刚、大威德金刚、十—面金刚、时轮金刚，坛城
å{EÉáâ{E:&Q{Eæç{=ªz
外有金丝楠木框架玻璃龛宇围护，采用古法梁架
è«éêëìíîïðémG= ñòi¢óí
结构搭建，立柱、梁檩榫卯咬合。古佛殿供奉缅甸
ôõöi=_÷EóXøùú7 i~Gßàûü

渗金寺
!"# 佛教活动场所。位于麦积区马跑泉
~'¾¿ÀÁ7 ÊËÅÆ¥FÌ
镇马跑泉村，是佛教净土宗道场。该寺创建年代待
WFÌ=Í~'ÎÏ½ÇÀ7 ÐÑÒi0ÓÔ
考，现存石碑记载；＂清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
Õ=Ö×}Ø¹ÙÚ
Û
,ÜÝ:/0;%&+& 年）建祖
02iÞ
ßG7 àÇ-:/0;%"*) 02ái=áâQ=§ãä
师殿。＂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年）重建，重修后，由牌坊

门入内，分为上、下两院，殿宇７
y4>=c$åEæçè=Gé & 座，３０余间，内有
ê=*( pë=>«
佛、菩萨、韦陀、无量祖师、灵官、天王等数十尊像。
~EìíEîïEðñÞßEòóE5ô:õö7
该寺数遭兵燹，屡兴屡废。民国二年（１９１３
ÐÑô÷øù=úÈúû7 r!/0;%'%* 年）成立
02^_
东泉高等小学校时，占用上院大部分建筑（至民国
{üýþÿ!="#åèÉ$ci%;8r!

１９９１
%''% 年海正金刚上师从五台山西来曼殊寺，继承
0z{åßs|vRuvÑ= 
祖师遗愿，矢志不渝所建。道场建设规模宏大，大
Þß=Ái7 ÇÀi¡É=É

坛、往生坛、禅堂、山门牌坊楼、净土寺山神地祉庙
ªE«©ªE¬bEvyãäEÎÏÑv®?¯°
等大型建筑几十处；金刚院、沙弥堂、学事堂、学戒
É±i%²:¤³{èE´µbEþ¶bEþ·
bE¸¹bEº»b
&èsbài%%¼½
堂、耆旧堂
、加行堂＂一院五堂＂建筑规模基本形
^=i%QÆ %-)$ ¾RNS=^${?¥¿É¼
成，建筑面积１．２６
万平方米，成为陇东地区最大的
~'Gb7 ÉGÀÁ:t|ÂvV
佛教殿堂。大雄宝殿倚靠十八罗汉峰之文殊峰南
Ã=wÇÀGéÄjÅTÊ=Géåæ/Æ=åÆ
麓，系道场殿宇群中轴主位，殿宇上下二层，上层

是金刚殿，下层尊坐五方佛∶中间大日如来（另说
Í{G=æÆõÇsN~ÚjëÉÈR;ÉÊ

§~9õ=zjÏÐÑÒ~=Óý{Nþïÿ!Ù
玉佛三尊，正中释迦牟尼佛，左侧东方琉璃世界药
ß~=ÔýN"åÿ!Øµï~7 G>ÓÔèý
师佛，右侧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殿内左右外侧
ßà«#$Maìí6ËÌÍÎ~%ö7 ¦
供奉有四臂观音菩萨和毗卢遮那佛鎏金像。佑宁

二十一年上院全占为学校）。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
/:&0åèµ"$þÿ27 r!/:0;%'*"

殿殿内供奉金刚护法独角马菩萨。道场般若甘露
GG>ßà{G¢&'Fìí7 ÇÀxy (

年），中央陆军骑兵军官教育班（后改称骑兵军官
02=j'()*ø)ó'+,;Q-#*ø)ó

池，镶嵌于宝莲峪广场一方，池水呈如意形，２６１５
)=*+Ë,-.À&N=/60È1½=)$%,

学校）进驻寺内，小学迁出，并拆毁塑像和部分建
þÿ2./Ñ>=ýþ01=2345ö67ci

RNS=}2ý37 4§5678i=ç9:;
平方米，石砌侧壁。墨玉栏杆环湖而建，两条溪流

筑，牌坊式寺门改建为城垛式军校校门。中华人民
%=ãä8Ñy-i$z98)ÿÿy7 jkqr

汇入湖中，有＂二龙戏珠＂之称。甘露池与大雄宝殿
<47j=«
=
/>?@à|#7
(/AÉG

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被闲置，１９８２
年被北道
:6!^_Q&;!ë><=>=%'") 0<Ç

共处中轴之上，东西殿宇连同周围十八座山峰对
:¤jÅ|å= {GéB¢m:têvC

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９２
年后
¥qr?@AB$]CDEFGHÊ7 %'') 0Q

称环抱，与菩提大道形成右旋之海螺状。
#V=AìDÉÇ½^ÔE|FG7

开始维修，新增建筑五观堂、方丈室、山门。现寺院
ºIJâ=KLi%sMbENOPEvy7 ÖÑè
"?QÆ **((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２４０
RNS=i%QÆ ))+( RNS7
c
占地面积３３００
平方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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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两院，现存上院主佛殿、东西配殿、抱厦及下

灵应寺
&'# 佛教活动场所。位于麦积区麦积镇
~'¾¿ÀÁ7 ÊËÅÆ¥ÅÆW
QHqI7 JKR8LM0ë;,%$N,)&
后川村仙人崖。北魏熙平至孝昌年间（５１６—５２７
02=e§OZVÃi~G7 PÓ#kQÑ7 RSå
年），在玉皇顶南麓建佛殿。宋代称华严寺。明永乐

院东西配殿共
êi%7 T~G$sXYvZ=Q
è{UG:６$ 座建筑。主佛殿为五檩悬山顶，面

:#0;%+%$ 年），成祖朱棣赐名灵应寺，地方官员
02=^ÞTUÃòVÑ=?NóW
十四年（１４１６

!"" !－
－! ４３３

!"#$%
天水大辞典

召集群众对庙宇、塑像进行大规模修缮和扩建，并
!"#$%&'()*+,-./0123456
铸7１８
!" 尊铜佛和６
89:2 #口铁钟。明隆庆四年（１５７０年），
;<=> ?@ABCD!$%& CEF
明穆宗朱载屋（同厚）把庙宇赐给韩宪王后代，并
?GHIJ!KLMENO'PQRSTUVF6
划大量土地作为庙产。从此，灵应寺成朱氏祠堂。
W-XYZ[\&]^ _`FabcdIefg^
清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３９
noFpqrq=stDuv
hijklmnD'()*年），秦州知州钟韵远（辽阳

立建成，古朴典雅，肃穆庄严，殿内供有缅甸玉佛
¢4d5ÃÄÅ]5¸GÆ5kÇÈÔ:

CK'"+( 年），燃灯阁毁于火灾。后又有部分建筑陆
Co5> U4
年（１８４６

３３))尊，铜铸鎏金佛
尊，故又
8597ÉÊ: １０８０８
/&"&" 尊，各类大佛
85þË-: １６
/# 85Ì
称为＂万佛塔＂。藏经楼位于大雄宝殿之侧，庄严肃
Í\

µ:Á°^ À¡1-¶ÎÏ5Æ¸
穆，内藏经书
/&& 余部，数千册之多，有佛门逸山、
Ý5ÑÒÓÎÔ5:fÕ¿Ê
G5k¸¡Ð １００
传印、贡唐仓、茗山等高僧的墨宝。最具密宗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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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文殊宝塔群，在寺院最高处，极为醒目，四塔
Qß¥¼Á5zc<ÜAÞ5à\áâ5BÁ
Ùã52õäÁAå5Áôæ１８米，塔高
/" )5ÁA２２
.. 米，
)5
环卫，中间一塔高耸，塔座直径

续倒塌。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
 mlkC!*,-年），宝盖峰唐僧殿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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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铜佛万余尊，故又称为万尊文殊宝塔，为寺庙

毁于火灾。１９８２
CF  ¡d¢£w¤¥¦§¨
 '*". 年，天水县成立仙人崖文物保管
所。同年，集资重修无量殿和圣母殿。１９８６
CF
©LCFª«¬0X2®^/*"( 年，天水
市人民政府拨款
万
¯w°±²³´１７
!% 万元，甘肃省文化厅拨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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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地。佛殿建筑金瓦红柱，飞檐拱斗，雕梁画栋，雄
çZ^ :4Êèéê5ëìíî5ïð&ñ5¶

人）主持在献珠峰修望云楼和无量殿。道光二十六
woxyz{|}0~2X>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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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壮观。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法会，规模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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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元，由麦积山风景名胜管理局负责重建磨针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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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寺
+,( 佛教活动场所。位于武山县洛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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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佛殿、石莲洞、逻伽洞、吉祥洞、重塑玉皇殿和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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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堂部分塑像，并新建环翠亭，对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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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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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柳树村西
米的西旱坪上。该寺始建于清朝
9"5 Ø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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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新建于
１９８３年。寺院占地面积
８０２０平方
米，建筑面积
)54S¾ １１２３平方米，新建佛殿
//.) 'T)5Ø4: ２. 座，附属建
ô5#$4
筑１０
/& 多间。寺院共有佛像
Ôõ^ c<%:*１８
/"尊，玉佛两尊，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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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像
)*１８
/" 尊。主要宗教活动有过法会、皈依居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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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救济活动等。过法会每年举行９
)*+,./Û^ &ö-C-, *次，皈依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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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慈善救济活动每年各举行一次。过法会在农历

堂也进行了整修。仙人崖主要由东庵、西庵、南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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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盖山及献珠山
５个部分组成。现存北魏至明代
¿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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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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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殿宇大都建
Ïð９个；明、清时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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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然岩庵下，部分建在巉岩奇峰巅顶。有北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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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明、清各代塑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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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明代铜佛 ３, 8
尊（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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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ë½¾¿Íð!"#$©o5 <= /口，壁
有１尊存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铁钟１
"% '()^ abcê\½¾*:+,-©zZ^
画&８７平方米。灵应寺现为麦积区佛教协会所在地。
&'( 佛教活动场所。位于麦积区中滩镇
:+./0©^ 1½¾*234
陇阳寺
西山李家坪村。初建于南宋淳祐八年（１２４８
å¿5678^94æý:#;CD/0-"年）。寺
Co^c
院坐北向南，海拔高度
１５１５ )^
米。原来大殿因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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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四日至十一月十七日举行，活动内容是讲文
mMBîläMlL-,5 ./k/ß0¥
ºÖ150)*225`3./45ß6"./ñ
化传统，讲慈善和谐，此项活动基本是长期活动；
'²O(zJKVMlVîló-,5x
皈依居士戒在农历五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举行，主
âk/ß7O(ñ 8*+,./zJKLMî
要内容是授居士戒；慈善救济活动在农历七月至
läM-,5xâk/ß9:;<^
十一月举行，主要内容是访贫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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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远而损坏，２００２
年农历七月由当地居民捐资扩

华严寺
门镇
,-( 佛教活动场所。位于武山县四
:+./ø©^ 1ù¿¡Bf4

建重修。扩建后的寺院占地面积２０００
4¬0^ 34UQc<RZS¾ 0&&&余平方米，
Ý'T)5
其中大殿１座，面积
Ü2- / ô5S¾１２８．６平方米，建筑风格为五
/0"1( 'T)54ÀU\V

向北
>ì５公里处。寺院分前院、中院、塔院、上院，有
4 iÞ^ c<X<Ê2<ÊÁ<Êý<5

架前廊歇山式建造，雅伍墨旋子式工艺彩绘。钟、
WXYZ¿[4\5]^_`a[b!cd^ =Ê
鼓楼各１座，面积
eþ ! ô5 S¾１３．４６
!,1-( 平方米，山门面积１８．６３
'T)5 ¿fS¾ !"1(,
平方米。另有僧人院房
平方米。办
'T)^ ÿw<g１座，面积
! ô5S¾ ３１．６
,!1( 'T)^
h
ij ! õ5S¾ ３８．８平方米。寺内有树龄达
,"1" 'T)^ cklmn !23&
公室１间，面积
１０００
CQol
p5lA１４．３米，冠幅
/+1) )5qr １８．６
/"1# )5lst
年的柏树
４ +棵，树高
米，树干粗

大雄宝殿、三大古佛、藏经楼各
-=Êk-Ã:Ê¸¡þ / １座。该寺民国二
ô^ þc°m
十七年（１９３８年）由墓老法师创建，创建时修建了
lLCD/*)" Co¼>?ö©@45@4ó04à
大雄宝殿。主要宗教活动有观音圣会、释迦法会、
-=^ xâH+./º»-Ê«Aö-Ê

观世音圣会、地藏王等，每年各举行一次。观音圣
ºB»-ÊZ¸TÛ5Cþ-,ä.^ º»
-zJKmMlóîlC-,5 «Aö-z
会在农历二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举行，释迦法会在
JKBMLîó-,5 ºB»-zJK
农历四月七日至八日举行，观世音圣会在农历六

u5vwxy5z4{|}5¸G~^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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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苍劲挺拔，与建筑相映衬，肃穆幽静。寺院供奉
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举行，地藏王活动在农历七月二
:Ê :5CJKLMlm\O-5
lCîkl-,^
十九日至三十日举行。
周嘟刚佛、玄刚佛，每年农历七月十二日为庙会，
lè8Q$^ c<w .２
周围十几个村庄的群众参加。寺院有常住僧人
w5O ２００
.&& 余人。
Ýw^
人，居士

./( 佛教活动场所。位于武山县城南约
:+./ø©^ 1ù¿¡æD
慈云寺
２０
.& 公里的龙台乡境内，坐落在西秦岭南麓的太皇
iQE¦FGk5 =HzåIæJQKÕ

炳灵寺佛教活动场所。位于秦州区城区西
)*( :+./0©^ 1q**å

山半山腰。原名慈云庵，相传始建于宋徽宗宣和五
¿L¿M^ CÂ8ä5{Öÿ4ýNHO2V

4 Þ^ @qØJ54¶
南æ５里处。据乾隆《直隶秦州新志》记载，建于元

年（１１２３
CD//.) 年），后经兵荒马乱，早期建筑毁坏，１９９１
Co5U¡¢¥PQ5R"4I5/**/

代，名为＂冰凌寺＂，后屡经兵燹动荡，毁为荒山。
V5Â\c5U ¡¢£/¤5\¥¿^
１９９３
/**) 年，五台山圆照寺清海大师的弟子释信念主
C5 V¦¿§¨cò?-©Qªa«¬x

年后开始新修。现有藏经楼、华严殿、三圣殿、地藏
CUSÿØ0^ ê¸¡ÊTÆÊkÊZ¸

持重建，并更名为＂炳灵寺＂，意为＂十万佛＂。重建
y¬456®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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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观音殿、卧佛殿等６
Êº»ÊU:Û #厢佛殿楼阁，佛龛
V:5:W３６
)# 个，
è5
玉石碑
２５间，善斋堂３
ÔÍX１２盒，僧房
/. Y5g .4
õ5*Zg ) 间，汉白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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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炳灵寺占地
万余平方米。殿堂占地
５０００ １００余尊，各类经书２００００余册。２００３年被正式批
UQ¯acRZ１１．２
//1. µÝ'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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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平方米。整个建筑依山取势，以山门、钟鼓楼、天
准为宗教、旅游活动场所。主要宗教活动有释迦法
TÊ-¶\2·5Z¸ÊÑ¹Êº»Ê
-5C-,ä.5óõzJKmMlóîlC
王殿、大雄宝殿为中轴，地藏殿、伽蓝殿、观音殿、
会，每年举行一次，时间在农历二月十八日至十九
^
¥¼½¾¿5À¡Êµ8¥¼Á²Z´Â 日。
文殊殿分列两侧，藏经楼、万尊文殊宝塔依地势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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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7
民族宗教

! ! 太平寺
!"# 佛教活动场所。位于清水县永清镇
!"#$%&' ()*+,-*. 处有戏楼。寺呈南北向，殿宇宏伟，造像庄严。造像
3L¼æ TEUPºVWPXíYZ Xí
县城东
亩。始建年代不
" 1234 5678１．５６
#$%& 9:
;<=>? 塔平面为方形四坡挑檐式，各层梯形体柱，四面均
[Q7yR\]7^Î%P0_`\abP]7c
,/0 ４公里处，占地面积
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房屋
１５８．５
厘米，顶宽
@: ABCDEFGHIJK4LMN３０
'(间，６００
OP&(( 雕凿佛像。塔高
Ñd[í [e
)%+$%厘米，底宽
fSPgh ３０．５
'($% fSPih
平方米。１９８８
年重建，１９９７年批准开放。１９９８年
QRS' )*++ =T<P)**,
=UVWX' )**+ = +８ １７．５
),$% 厘米。一至三层雕刻多为上龛小化佛、飞天、
fS |j~_Ñkîyalðm[ÖÍ!Ö
佛教故事；中龛佛菩萨，下龛多为佛教故事。四至
YP<Z78２０５．５
-(%$% 平方米。
QRS'
["rnoAl[./Pplîy["rn ]j
月，建筑面积
$%& 佛教活动场所。位于清水县白沙乡
["\$%&' ()*+,]^_
青崖寺

五层四面均雕一佛二菩萨。青莲寺石造像塔堪称
q_]7cÑ|[./ tDrXí[sx

白沙村上水泉沟。因＂山峰茸秀，暮视雾浓浓宛如
]^`a+bc: d
e
fghiPjklmmno 中国佛教文物之瑰宝，其
AG["tÉwuvP w１３００
)'((多年前的雕刻，以
î=¦xÑk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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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写神，神形兼备，既注意整体表现，更注意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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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故有＂青崖暮雨＂之称，清代为清水八景之一。
据三大古佛殿中梁牌记载为唐代所建，明万历年
}~[A y>&<P =
间重修。１９９０年重建，占地面积３
9P <Z78
OT )**( =T<P 5678 ' 亩，建筑面积

发祥寺
１０
'(& 佛教活动场所。位于清水县东南
["\$%&' ()*+,0 )(

和细节的处理。脸部和上肢细腻温润，富有质感，
Fx3  FaPLP
衣着轻软厚重，真实可感，所有细节刻画与脸部表
TPP&LkÒÀ 
情、手势、衣帽巧妙结合，和谐优美，肃穆高洁。在
ÖÖ PF¡¢£P¤¥e¦ §
雕刻技法上，既有粗犷的象形写意，更有细腻的逼
Ñk¨©aP~Lª«x¬\zPLx

公里白沙乡马二沟主峰——程沟村西灵山，海拔
12]^_g
`fP 

真传神，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考古价值。青莲寺
ô{P®L¯ex°±²³F´²³ tD

%(-平方米。
Q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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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5678３５３３
'%'' 平方米。＂佛山圣
QRS's
[f
１７００米左右。寺院占地面积
地，威灵显应＂，故名为＂西灵山发祥寺＂。明万历年
6PvPr 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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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１５７８年）始建寺，前后
院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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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上殿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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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牟尼。清代，因地震破坏，数次重修。１９８８年由
ª«¬*>Pd6®¯°P±²T)*++ =³
信教群众捐资重建庙宇
年９
´"µ¶·¸T<¹º３' 座，戏台
»P¼½ )１座。１９９４
» )**" =
*
Y ５日，批准开放。１９９５
% ¾PUVWX )**% =
YP¿LÀ;<
月
年 )(１０月，寺院内有与始建
'*'年，称明槐）１棵，清代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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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寺同龄古槐（树龄
È ) Æ ¹º<ZÉÊËLÌPÍÎÏÐPÑÒ
松１棵。庙宇建筑物错落有致，飞檐峭壁，雕梁画
Ó ÔÕLÖ×ØÖ6ÙÚÖÛÖ
栋。主要殿堂有大殿、子孙殿、地藏王殿、灵官殿、
关帝殿及附属房屋舞台、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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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济寺
)*& 佛教活动场所。位于清水县贾川乡
["\$%& ()*+,ãä_
王寺村。始建于明初，有上殿、中殿、钟楼、鼓楼、佛
Ú` ;<)JPLaÖAÖåæÖçæÖ[

堂、僧房等
４０余间，铜铸佛像
１０多尊，大小塑像
ÕÖèMé "(
êOPëì[í )(
îïPðñí
１３
)' 尊。建寺之初，即有汉传佛教僧人常住。光绪十
ï <wJPòLóô["èCõö ÷øù
八年（１８９２年）重建。民国后期，普济寺有驴和耕
z=¤)+*- =¥T< DG§KPúûLüFý
牛，耕地
６０ î9Pÿ!"
多亩，参天古柏１５
棵。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
þPý6 &(
)% 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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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上殿和僧房。１９９４年
９Y
月５日，正式批准开
T<aFèM )**" = *
% ¾P $%UVW
X )**% =１０月宗教场所登记，寺院占地
)(Y&"%&'P56 )'-(
Q
放。１９９５年
１３２０平
RSPú() ,( QRSPèM )-(
QRSP
方米，主殿普度宫７０平方米，僧房
１２０平方米，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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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３棵。寺内保存有释尊铜佛像、仁王佛像和木雕
./[í0１尊。
)ï
菩萨佛像各
+,& 佛教活动场所。位于清水县松树乡
["\$%& ()*+,ÈÅ_
清凉寺

石佛塔造像第二层第三面上两个飞天伎乐，造像
r[[Xíµ_µ~7a¶9Í!·¸P Xí

精巧，线条流畅舒展，充分表现了北朝飞天的艺术
¹Pº»¼½¾¿PÀÁMÂEÃÍ!x°±
特征。该造像塔对研究渭河流域佛教的传播发展，
ÄÅ ÆXí[ÇÈÉÊ>¼Ë["xôÌ¡¿P
具有极高的价值。②位于秦安县卧龙山（即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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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巅，故称卧龙寺，又名何家寺，始建于北宋景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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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明朝嘉靖年间由于山崩迁于郭川乡青莲寺
村东
) 12xFÙ;PrxÒ3Ú *ÁÛ=O
`0 １公里的和尚坪，故称何家爷寺。清同治年间
×)tD`0JÜ ÝÁÛÞ=G)+&-年）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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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于青莲村东今寺址。自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yáâã< １７年之久，共修庙宇寺院大小佛殿
), =wäP¨¹ºð[
以来延续修建
)- 座，戏台１座，钟鼓楼各１座（已毁），前后山门
»P¼½ ) »Påçæ0 ) »GåæHP¦§fS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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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１座（后门已毁），有住寺僧人６名。１９８３
至
)**) =çãT< )**" = ) Y ２５日正式批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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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陆续重建。１９９４年１月
X )**& 年宗教场所登记，有大雄宝殿、财神殿、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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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１９９６

萨殿、药王殿、龙王殿各１座，地藏庵、十殿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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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孤魄殿（挂像）、孔子殿
、城隍殿等均为仿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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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总建筑面积
ZPô<Z78 ２０２
-(-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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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莲念佛堂
$-./0 佛教活动场所。２００３
["\$%& -(('年，经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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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秦安县两级政府宗教部门批准，秦安凤山顶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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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祠＂成为秦安县佛教协会会址及信徒开展宗
"\$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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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活动的场所。＂太白祠＂原建筑分上下两层，一层
yP!ª«¬é"[íP_yeÙKæqP
为主殿，供释迦牟尼等诸佛像，二层为＂藏经楼＂，
ÙL ?Ù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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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有《大藏经》《世界佛教名著》《茗山日记》等文

)*++ 年
= '３ 献。２００７年５
' -((, = %月，修建了青莲念佛堂，念佛堂基础
YP<ÂtD([ÕP([Õ)*
>Ú`ð1234 ;<)5>PT<) １９８８
代王村小湾李家组。始建于宋代，重建于
部分采用了井桩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分地上殿
Y)**%
=
,
Y
-,
¾$%UVWX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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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９９５年７月 ２７日正式批准开放。同年 １０月宗
"%&'PL676１５
)% 亩，主要殿堂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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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场所登记，有荒坡地
４０ Q
平 堂和地下殿堂。

方米，内有佛像
１８个，僧房及灶房
１２０
RSP¿L[í ３' 尊，罗汉
ïP8ó )+
9PèMÞ: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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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

玉阳观
123 道教活动场所，又名流水观。位于秦
â"\$%&PÑ ¼+7 ()Í
州区关子镇流水村傲白山下，传为玉阳真人修道
89Ü×.¼+`:]fpP ôy;<Câ

青莲寺
$-& 佛教活动场所。①位于西坪乡弯儿
["\$%& .();_<=

处，现存元至顺三年（１３３２年）武略将军汪舜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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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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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里处。据《甘谷县志》记载，青莲寺建
123 }?@A,BC P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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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Ý=G%%+年），距今
于北周明帝二年（５５８
１４００ î=
多年。青莲寺

玉阳真人所立石碑。元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
;<C&IrE ÞjÞù=G)-+%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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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士、玉阳真人门人陈志隐创建玉阳观。庙观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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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景东梁等名山，环境幽雅，林木茂盛。后来，
ÿ<ZSTUP-( 世纪
V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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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建筑被拆除，２０
８０年代后由群众筹资重建。

经多次修缮，寺内现有正殿，塑三佛二菩萨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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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韦驮殿，旁有圣母、关帝庙及龙王庙，中殿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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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
! ! 五阳观
&'( 道教活动场所。位于麦积区伯阳镇
!"#$%&' ()*+,-./
石门村东南
公里。是道教正一派道场。初建于
"#$ 56'
78"9:;8%' <=)
01234２．５
南宋淳熙年间（１１７４—１１８９
4>?@ABC%%&'D%%()年），后经历历代修建，
AEFGHIIJK=F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有山门、戏楼、中大殿、后
LMNOPQRST<UV1WXYWLZ[WG
大殿、钟楼、鼓楼和僧房。２０世纪
(* 年代，当地群
AJFcde
Z[W\YW]YQ^_` "* ab ８０

众集资在原址重建，１９８２
年被天水县人民政府公
fghijkl=F%)(" AmnopNOqrs
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占地面积
tupvwxyz{(| }d~+１９８０
%)(*平方米，
F
现存建筑由主殿真武宫、圣母殿、八仙宫、古戏楼
= WWXY

游，渭水北岸盘龙山中段西北向支峰南坡，隋代就
ìFzo{ê|ÂVL}~{4FJW
建有庙宇。北宋建隆三年（９７６
=UÙ' {>=d¤A´)&,年），重修二台玉皇
AEFlK §X
殿。明、清时期，大量修建庙宇，后被毁。２０世纪
８０
' °W¥SFZK=ÙFGma' "* ab (*
年代重建，以道教庙宇古建筑群落为主。１９８２
AJl=F*8"Ù=eEu' %)("年，
AF
县人民政府命名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８５
pNOqr?upvl$wxyz{(' %)($
年重修娘娘殿、财神殿、邱祖庙、文昌殿、菩萨殿
AlKW©ªWÆÙWw«W
®' %)() 年，重修玉皇殿、祖师殿、无极老母殿及舞
AFlK§XWÆÇW
等。１９８９
' %))" A
( Ñ２４日，县政府批准开放。１９９４年，
"' ÓFpqrsR' %))' AF
台。１９９２
年８月

组成。真武宫为硬山顶式建筑，面阔５
１７．２
B %&#"
S| uV=F~ $ 间通长
米，进深通宽５．３
米，建筑面积%,+
１６３平方米；圣母殿
F $#+ F=~+

为歇山顶式建筑面阔
间通长 (#,$
８．６５米，进深
uV=~ ３+ B
F  %１间
B
通宽
&#% F=~+ ,%#' uV
７．１米，建筑面积６１．４平方米；八仙宫为歇山

县道教协会成立，办公地址设在花石崖。１９９６
年 (８
p8"=>STF5dk4i0' %)), A
月，宗教场所登记，花石崖占地总面积１７９２
ÑF"%&ùÉF0}d~+ %&)" 亩，约
pFq
１１９．４７
万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８０００
%%)#'& tF
L=~+ (*** 平方米，林
FQ
地d ６７０
２８０万平方米，可耕地
,&* 万平方米，宜林荒山
tFÎQV "(*
tFd
顶式建筑，面阔
８．６５F
米，进深１间，通宽
=F~３+ 间，通长
BF (#,$
% BF
%$ tF６００
,**平方米，岩石徒山
F0 V ３．７
+#& t
１５万平方米，果园
万平
７．１米，建筑面积
米；戏台为硬山顶式建筑，通 方米，河流沟渠及其他１７．８
&#% F=~+ ６１．４
,%#' XuV=F
UZ¤
F é¡î¢£ %&#( t'
万平方米。有大小殿
长９米，通宽６．５５米，建筑面积
５８．９５|
平方米。观
宇、僧房及戏楼等建筑
) F ,#$$ F=~+ $(#)$

W^¥XY®=１９%)座，彩色塑像
¦F§¨¡¢ ６２
," 尊，固
£F©
内现有塑像
１２７
定资产约５３
U¡¢
%"&尊，塑有三清、圣母、三官、玉皇、
£F¡U¤¥¤¦§¨
ªh«q $+万元。主要殿堂有七真殿、玉皇殿、祖
t³' ¬U®W§XWÆ
财神、文昌、王母、灵官等。石碑一通为明崇祯元年
师殿、上殿、药王殿、娘娘殿、磨针殿
座，附属建
©ªw«¬¦®| 0¯:u°±²³A
ÇWðW¯¬WW°± &７ ¦F²G=
（１６２８年）白云石质，齐首长方形，高
筑有僧房、灶房、药店、小卖部及戏楼。１９９８年
１１
´%,"( AEµ¶0·F¸¹ºF»０．３６、宽０．３４，
*#+, *#+'F
U^¥W³¥W¯´W¤µàXY' %))( A %%
*#% | ½¾¿
À
Á=01ÁÂVÃF¹Ä
À
Å¡Æ
ÑFK , F ０．５
*#$ 56ë5.'
"**% AFp©
厚¼０．１米。额楷书＂兴建石门兴龙山＂，首题＂承塑祖
月，修通宽６米，长
公里的公路。２００１年，县财
政投资２
１３００
t³F u0Ko·ùV¸ %+**
ÇÈ¢ÃF¯w¾¿FÉÊË=01ÁÂVÌ¡Æ
q¶h "万元，为花石崖修通水泥登山台阶
师金像＂，碑文楷书，记述新建石门兴龙山并塑祖
多级。至
Ç ¢ÆÇ¢ÍÎFÏÄ
À
±²³AÐÑ
¹v' Û２００７年，道观遗存有明清石窟
"**& AF8ºU°¥0»２" 处，殿宇
¼F
师殿内主像真武祖师像事宜，尾题＂崇祯元年四月
ÒÓT0ÉÃ`
,
¦
%(
BF¡¢
%"
£F½¾
%"
'
0
十八日立石记＂。
６ 座 １８间，塑像１２尊，壁画 １２平方米。花石崖主
)*+,( 道教活动场所。位于秦安县兴
8"ÔÕ%&` ()Ö×pÁ
¿ÀðÁFÂAÃI ÑÒÄÓgÙ>'
神仙塔道观
祀太上老君，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举办庙会。
国镇泰山庙，后移至神仙塔。神仙塔位于锁子峡中
R/ØVÙFGÚÛªÜ` ªÜ()ÝÞßL

庞公庵
234 道教活动场所。距清水县城
8"ÔÕ%&' Å¥op%７．５
&#$ 公
5

部叶堡乡新联村附近，葫芦河东岸的游夫子沟锁
àáâãËä2åæF çèé3êëìíÞîÝ

里。相传宋代襄阳人庞蕴，深造禅理，尝参马祖（道
6' ñò>JÆ.NÇÈFÉÊBFËÌÍÆ´8

阳关上。相传有道士李真人云游至此，羽化而登
.ïð| ñòU8óôN¶ìÛõF ö÷øù

教传说中的护海神），问曰；＂何由得道？＂祖曰∶＂待
"òÎLëzÏªEFÐÑÒ
Ó
Ô Õ8Ö ÃÆÑÒ
Ó
×

仙，后世有本地人供奉香火，香客日盛，成为秦安
FGaUúdNûüýþFýÿÓ!FSuÖ×
县的一大旅游景点，建有城隍庙、神仙塔、文昌阁、
pë:Z"ì#$F=U%&ÙWªÜWw«'W
救苦殿、祖师殿。２０
()WÆÇ' "* 世纪以后，陆续拓宽道路，栽植
ab*GF+,-8.F/0
行道树，修筑排水设施，绿化周边环境，景点面貌
182FK3o45F6÷789:F#$~;

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却得道。＂庞公大悟，西游陇
Ø:ÙÚÛ~ÜoFÝÕ8' ÃÇ5ZÞF~ìv
上，至清水县牛头山下，见牛头河、后川河、白驼河
ðFÛ¥opßZVyFàßZéWGáéWµâé
三河交汇后涌入峡谷，顿失滔滔，大有一口吸尽西
¤éãäGåæßçFèéêêFZU:ÙÚÛ~

Zu<' %))) A
, ÑSTÖ×p8"=>F"***
大为改观。１９９９
年６月成立秦安县道教协会，２０００

江水之意。遂隐居修行，广济四邻。庞公夫妇故去
ÜoHë' ìíîK1FïðÐñ' Ç5íòUó
GFNôKÇ5õ*ö÷ø' õGFIJùUúû
后，人们修庞公庵以示怀念。此后，历代都有不同

年设会长１名，副会长２名，秘书长１名，理事
A4> % ?F@> " ?FA¿ % ?FBÍ２名。
"?'
凌霄观
道教活动场所。位于秦安县云山乡
-.( 8"ÔÕ%&' ()Ö×p¶Vã

üýëK=FSu¥opþÿ!ï"ë8"F
程度的修建，成为清水县影响最广泛的道教宫观，

CÂV' CÂVDE)Ö×p4VFLàFG
赤龙山顶。赤龙山坐落于秦安县南长山岭中部，属
Ö×ÐZ?VH:' IJIKLMFñòiNO
秦安四大名山之一。凌霄观历史悠久，相传在唐朝
伐林开山时，在赫故堆顶就有玉皇殿、祖师楼等建
PQRVSFiTUVWU§XWÆÇY®=
' ³JYZÁK=FVZë[âñò)°O'
筑。元代又大兴修建，山头的土堡相传筑于明朝。

FtIAB(`lK' ¥)@*+A´%&%% AEF
宇，万历年间再次重修。清康熙辛卯年（１７１１年），
lKÇ5õW¤¥WW' LMNOP
重修庞公庵、三清殿、菩萨殿、圣母殿。中华人民共

wN#ó¹UÄ$%' °9&ABlKÌ'=
文人雅士多有题咏诗。明正德年间重修并扩建殿

QRST<FÂ1;8ó¬%/,Ç5õ' %)$'
和国成立初期，龙门派道士王城镇住庞公庵。１９５４
A ６, Ñ-8"ÔÕ%&./30F
Ç5õUQ1
年
月佛道教活动场所摸底排队，庞公庵有林木

由于地震等原因，庙观曾数次被毁，数次修复。乾
)d\®j]FÙ^_`maF_`Kb' c

&* ¹pFQ12!F2Â|' U8¥ %*
BF§X
７０多亩，林木茂盛，古树龙盘。有道房
１０间，玉皇

隆年间，知县保中筹资，当地举人吴炳等带头捐助
dABFepyLfhFcdgNhi®jZkl

阁、三教宫、护法殿、韦陀殿
、菩萨殿 、地藏殿、三官
'W¤"Wz3W45WWd6W¤¦

修复道观，并立有乾隆壬申三年碑一通、清道光地
Kb8FÌTUcdmn¤A¯:W¥8od

殿、灵官殿、无量祖师殿等宫观及道院、山门
１４ ¦
座
W¦WÆÇ®87WV1 %'

p¯:' %)&( AGFOfkhl=FIJâ
亩碑一通。１９７８年后，民众捐资重建，凌霄观堡内

３６
+, 间，建筑规模宏大。１９９３年，重建三官殿及道
BF=89:Z' %))+ AFl=¤¦8

面积约为
平方米。２００９
~+qu４５００
'$** '
"**) A年５月被秦安县人民
$ ÑmÖ×pNO
qr5turÐspvwxyz{('
政府公布为第四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01 道教活动场所。又名万紫山。位于清
8"ÔÕ%&' Y?tuV' ()¥
花石崖
"( 56ëv3ã[wÞ2xîéy
op%34 ２８
水县城东南
公里的陇东乡土寨子村涧沟河下

院、灶房等。１９９６
月宗教场所登记，共有山场
7W³¥®' %)), 年
A (８ Ñ"%&ùÉFPUV%
%*" 亩，其中林地
pFLQd ,,&*
F£[d %++'

１０２
６６７０平方米，其他土地
１３３４平
F=~+ ()
¬=U¤¦Q
方米，建筑面积
８９'
平方米。主要建筑有三官殿和
87´;<³¥W5=W>?E' "**% A*@Fl=
道院（包括灶房、办公室、宿舍）。２００１年以来，重建

!"# !－
－! ４３６

/012
民族宗教

主无量殿祖师殿及南天门牌楼等，整修吴湾村至
!"#$%&$'()*+,-. /01234
庞公庵的道路。至
!""# <.!=>? １２５平方米，
$!% @ABC
56789:; 4２００７年，主要建筑
附属建筑
DE>?１２０
$!&平方米。至
@AB; 4 ２０１０
!&$& 年，有迹可循或已
<.FGHIJK
重修和恢复的建筑有玉皇阁、三教宫、护法殿、韦
L0MNO8>?FPQRSTUVSWX$SY
陀殿、菩萨殿、地藏殿、三官殿、灵官殿
、无量祖师
Z[S\]$S^_[ST`[Sa`[S"#%&

士、山东济南人杨润平住九台山。１９５４年６月，有
le(÷8@j e ,*%+ < ' ;oF
房
间，楼房６间。１９８９
年秋季，重建殿宇。１９９４
!! ¡o,ô
' ¡ ,*(* <oL>[ÿ
,**+
ô ２２
年９月
年(８月宗教场
< * ;１６,'日，正式批准开放。１９９６
o| ,**' <
;RUS
所登记，有荒坡地
ToF^ ２６６４
!''+ 平方米，寺院占地２
@þBo,hU^ ! 亩，共
Vo
有建筑１７
９６ @þB
平方米。主要殿堂有混元老
F>? ,#座，面积
oüý *'
!=[FÃ

殿、庞公庵、庞公仙洞、戏楼、山门以及道院（住持
[S567S56bcSd,Se*fg9hijk
道土的住宅）等，并存有历代重修碑碣
５通∶分别
9l8jmn-opqFrsL0tu %
vwxy
为明正德十一年（１５１６
年）巩昌府通判孙栋所立重
z{|}~<i$%$' <v
!L

祖殿、佛殿、老君殿、王母庙、八仙庙、韦陀庙、玉皇
%[Y[[Ó-b-YZ-PQ

修庞居士庵记事碑，明万历八年（１５８０
<n
05l7to{r<i$%(& 年）清水知
县徐栋所立重修庞居士庵记事碑，清康熙辛卯年
L05l7to <
（１７１１年）县知事陈好善所立重修庞公庵、三清殿、
i$#$$ <L057T[S
菩萨殿、圣母殿记事碑，重修祖师殿记事碑。另有
\][S[toL0%&[t F
一块康熙年间所立石碑，字迹磨损难辨。
 <¡¢to£G¤¥¦§
石洞山
!"# 道教活动场所。位于清水县山门镇
9U¨©ª «¬e*

以南
３０ ®
公里。隋代始
f(３) 公里处的青岩山，距县城
®¯8°±eo²³ )&
´sµ
建道观。五代时期，道教十分兴盛。自五代以来，历
>9¶ ·s¸¹o9U~xº» ¼·sf½or
代有著名道士住持修化。元代，道教全真派邱处机
sF¾¿9ljÀ0ÁÂ Ãso9UÄÅÆÇ¯È
途经清水，住持讲经于石洞山。明代有赵道坚道长。
ÉÊojÀËÊ¬¢ce {sFÌ9Í9Î
{r<¡Ï$%#)Ð$'!& <noL0¢ceÑÒ 
明万历年间（１５７３—１６２０年），重修石洞山宫观。清
<¡ÓP9Î!À¢ceor¸~Ô<oÕ
康熙年间王清玉道长主持石洞山，历时十多年，募
Ö×ØÙÚÛÜÝÞßàáâÂ ã ä|<
化筹资绘制完成水陆画像百余幅。康熙、雍正年
¡oLåPQ"#%&°±-åß æç
间，重塑玉皇、无量祖师、青岩圣母等塑像。清嘉庆
è~<Ï$($% <néêoë¢ceìíL0 îïT
二十年（１８１５年）初夏，对石洞山进行重修。民国三

-TV[%[%&-[B[aV
庙、三宫殿、雷祖殿、祖师庙、财神殿、文昌殿、灵宫
[M[ -
殿和子孙庙。
'() 道教活动场所。建于明弘治年间。位
9U¨© >¬{:<¡ «
红崖观
¬õöoÖe ¡¢e£¤oø@õ
于牛头河北岸，化岭山梁赤峰山末端，高出牛头河

岸约
¥ １００米，距清水县城１公里。主祀文昌帝君。
,"" Bo²³ , ® !¦B§
红崖观山坡有崖坎三台。上台有明清建筑三层塔
¨=¶eF=©T  ª F{>?T«¬
,１座，四面环柱，雕梁画栋，内有玉皇大帝、
, oFü®¯o° Þo±FPQû§
式楼阁
%)4TUß ３) 4o²³´µÅ¶W
F
雷祖天尊、三教圣像
尊，造型传神逼真；中台有
}-o·¸2W¶> z9>B[o[¹ð
一小庙，仓颉居其中；下台为新建文昌殿，殿前六

根赤柱，气势恢宏。清同治年间，大部分殿宇被毁。
º¡¯o»¼N½ ¾:<¡oûnx[ÿ¿À
民国九年（１９２０
îï<,*!" 年）地震，剩余庙宇倒塌殆尽。民国
<^ÁoÂá-ÿÃÄÅÆ îï
十四年（１９２５
~F<,*!%年），重建魁星、仓颉、文昌等殿宇，后
<oL>ÇÈ·¸B-[ÿo(
¿À,**) 年，开始重建。主要宫观有三清殿、仓颉
<oµL>!=V¶FT[·¸
被毁。１９９３
-B-³É-
庙、文昌庙、城隍庙。
!*+,& 道教活动场所。位于清水县城
9U¨© «¬³
回龙武当山
 １５公里的南部山区。明代前期始建，后被毁。
,% ®8(neÊ {s¹¹µ>o (¿À
东
,*(*年，信教群众集资
<oËUÌÍÎØeÏoÐ(>Ñ%&[１９８９
、捐款，先后建起祖师殿等

十六年（１９４７
~ð<Ï$*+# 年），龙门洞管僚房、河北人赵高全来
<noñ*còóôõö÷ÌøÄ½

殿宇，塑像１７
年９* ;!=>?
月批准开放。主要建筑
[ÿoåß ,# 尊。１９９４
4,**+ <

石洞山挂帐，为石洞山主持道长，重修玉皇大殿、
¢ceùúoz¢ce!À9ÎoL0PQû[

有祖师殿、娘娘殿、万圣宫、方神殿、大殿院。
F%&[ÒÒ[Vþ[û[h

d,o0>9ô３) 间。１９５４
¡ ,*%+年，有道教宫观
<oF9UV¶３３
))间，
¡o
戏楼，修建道房

永宁观
-.) 道教活动场所。又名铜仙寺，位于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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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６６０
>?üý ''"平方米。殿宇工艺精巧，艺术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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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年后，陆续恢复部分道观、寺庙建筑。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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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古建筑风格重建玉皇殿，普通建筑重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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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宇及道房等住宅，塑像
-ÿg9ô-jmoåß１０
," 尊。１９９１年，龙门派道
4 ,**, <oñ*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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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窦世荣、杨新治住石洞山。４
月，窦道士在大殿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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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ð<F;GHI
下挖出铭文为＂清乾隆六年四月
、清水知县林云梦

谷县城西四十铺村。据寺观碑刻载，村东见龙山下
Õ³F~Ö~ ×,¶kØÙo~Úñe>
有古寺，寺供铜铸真武祖师神像—尊，遂以铜质神
F.,o,ÛLÜÅÝ%&ß4oÞfLß
像取名铜仙寺。该寺原由山下无量殿、娘娘殿、元
ßà¿Lb, á,âãe>"#[ÒÒ[Ã
君歇马殿、山腰山神土地庙、文昌宫，山顶泰山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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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组成。寺庙依山傍水，建筑分散，周围树木森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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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幽雅，景色独特。据武家堡泰山殿前明正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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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的铜钟１口，铃锣
只。１９９６
年８( ;RUS
月宗教场所 年（１４３６
年）所立石碑及有关史料载，寺庙建于北
To¢ceU^ ２９５６
!*%' Vo2W>?üý
@ 宋至道二年（９９６
"49è<**'年），金大定八年（１１６８
<o#û$<,,'(年）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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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石洞山占地
亩，其中建筑面积 '!)
６２３平
þBo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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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林地
１５００ V
亩。主要宫观有玉皇殿、磨针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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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师殿、大佛殿、观音殿、子孙宫、圣母殿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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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７月，清水县博物馆将运用现代技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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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6%~<,!#+年）修缮，明永乐九年（１４１１
<0%o{&'<,+,,
元世祖十一年（１２７４
年）扩建，明万历三年（１５７５
年）永宁镇信士严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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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铜质无量祖师圣像一尊，高三尺三寸。清同治七

的２４
â¢ce9UÝÞef¢ce ¢ce
8 !+幅石洞山道教水陆画捐赠石洞山。石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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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８６８年）遭兵燹，寺内圣像一空，仅存无量祖师

出土文物较多，计有磬
３ )尊，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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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k３) 幢，皇经、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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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各１部，皇篆宝像
Êm , noQ"oß２４
!+ 案，布幅１条，大都是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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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尊，清伏羌名人潘钦岳、雷光甸、郭辅堂书刻
ß4o45¿÷6789:;<=Ø

器物。其中，清道光年间出土的大钟一口至今保存
u^ 2Wo9v<¡wg8ûMN4x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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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好。
$%& 道教活动场所。位于清水县黄门乡
9U¨©S «¬{*|
九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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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子村西北方，始建于明代。清康熙三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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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９３年）重修。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龙门派道

对联一副。清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寺庙重建。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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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A ３０年代后期铜像流失，７０年代后寺内建筑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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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恢复修缮。１９８５年４月，甘谷县道教协会在永宁
9N*0% ,*(% < + ;oÔÕ9UDE<&)
观成立。１９９６年政府批准开放为合法的宗教活动
¶Ü ,**' <FGzHI8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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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占地面积６６４６平方米，建筑面积５３５．３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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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主要庙宇有无量祖师大殿、三清大殿，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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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温家沟、刘家沟、下曹家等地兴起，修建起分教堂。
大殿是一处具备道教建筑风格的较为完整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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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永宁观有教职人员

秦州区东关天主教堂
&'()*!+,- 天主教活动场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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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秦州区建设路。为秦州区天主教的主要活动场
BCDE*FG3 0CDE;<).<H=>?
所，也是天水市及秦州区天主教爱国会的办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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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于
１４００平方米，建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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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B１９９２年，占地面积
积４１００
Y %#&&平方米。有教职人员
Z[\3 7)89:４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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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城内设天主教堂１座，
N·O9*PO-QU» F;<) # ©U
下设刘家沟分堂、白驼分堂、白沙分堂、太石分堂。
ÞF>GJMmEFMmERMmBCMÃ
后来，县城西关天主教堂被县医院占用。１９８５年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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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县人民政府批准开放县城天主教堂，确定将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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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镇西关天主教堂旧址腾出独院
１所，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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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天主教活动场所。１９８９
年４月，成立天主教管

渭南天主教堂
./!+,- 天主教活动场所。清光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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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员会。１９９３年，中共清水县委、县人民政府决

十九年（１９０３年），武威籍神甫马维乾、比利时神甫
abTc#$&' TdUefghijklmnophi
方慎行先后到北乡（今渭南镇）传教，典租民房作
[qrstuvwxyz{|d})U~
教堂，境内始有天主教。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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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将天主教原永清镇西关教堂四合院
%µ 7
]^;<))4]|âß)ãª #１处（内有
瓦房
f２０
!& 间），退还县天主教管委会，作为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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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１９９６年，城关天主教堂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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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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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
#($,$ 平方米。
Z[\Ã
*+XY１５９．９

时神甫杜依克在熊集寨建成教堂。民国九年（１９２０
phi*)S ObTx#$!&
年）大地震，熊集寨曾出资赈济。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
Td!WUS Oa`Tx#$!'

甘谷县天主教西关教堂
341!+,5*,- 天主教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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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房院）３０余间房子，占地
１６ ´
亩（现渭南中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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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时为隶属于县城（今秦州区）的总教堂，有教

*B #$&# TÃ #$)) TUijºVW^âß)
始建于１９０１年。１９６６年，甘谷县政府将西关教堂
划拨给原邮电局使用。邮电局对教堂内部的附属
klm)nopqUÃ nopr) s.+¹
建筑物进行了改建，保留了原教堂。１９８１年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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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县天主教爱国会，会址设在北关山货市天主
ijº;<)NOPU P`FvßAvL;<
教堂。天主教西关教堂占地面积
)Ã ;<)âß)VWXY２６２８
!)!" 平方米，建
Z[\U*
+XY２１５６平方米，该场所设有礼拜堂、诊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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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面积

徒
人。教堂均住外国神甫或者修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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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大楼、修女院等。

年），美国神甫艾嘉道在熊集寨建新教堂。民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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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１９２５
Tx#$!(年），德国神甫李保灵（亦称李保禄）。在
TdUOhix ¡¢ 
熊集寨再筹建大教堂，两年后建成
£¤*!)U¥Tt*８" 间大教堂，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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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２!座，及
院（修女院、经堂院、学生院、养老院、

OaÄTx#$!$ 年）境内发生饥荒时，教堂曾赈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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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十八年（１９２９

&'(6789:,- 基督教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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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区王家坪基督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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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民。熊集寨教堂还引进新品种苹果、葡萄、杏等

位于秦州区城区南面王家坪，为天水市基督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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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在教堂园子栽植。１９８２年，重建渭南天主教
会＂及秦州区基督教＂三自＂爱委会所在地。建于

堂。２００４
月，总建筑面积为１３０３
平方米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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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４８０平
#$$$年，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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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建成。该教堂为麦积区天主教爱国委员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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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有教职人员
[\Ã 7)89:１４人，其中牧师２人，长老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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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

麦积区基督教堂
;<(9:,- 基督教活动场所。位于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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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县天主教堂
&01!+,- 天主教活动场所。位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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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兴国镇南下关
号。是天水地区保存较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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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中西合璧的古建筑之一。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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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传入秦安。民国九年（１９２０
;<)}èCÜÃ ObTµ#$!&年），美国籍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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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艾嘉道神父购得南下关成氏等民居，设简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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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以传教。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年）动工修建，民国十

积区道北环城北路中段。为批准开放的基督教活
YE(v »vG·Ã 0XYZ[.yz)=
动场所，同时作为麦积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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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办公所在地。北道基督教堂始建于民国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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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天水市中华基督教会巩守仁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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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派曹辑五（原兰州市红山根教会长老）到北道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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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教会工作，巩守仁购买寨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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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１９２９年）竣工。教堂内设经堂、神父院、修女

xÒ+¹FU7½ (&５０余人。１９８６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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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堂等附属设施，有信徒约
教堂一座，礼拜堂大厅面积
平方米，附属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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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式样，门窗上有精雕图案，内房梁上有彩绘，钟 房屋共８间，建筑面积１２０ 平方米。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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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雕刻有飞龙。教堂原占地面积共
平方 重新改建了教堂，工程总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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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元。教堂主

院、贞女院、诊疗所等。殿堂的门窗为西欧教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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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XY #!)" 平方米，现有附属房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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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１９７８
年后，成立了秦安县天主教爱国会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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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礼拜。一层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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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钢构混凝土浇筑，附属建筑为东西对称两层楼

房，有教牧办公室，区爱委会办公室
、小礼拜堂、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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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小组。１９９８
年６) 月，秦安县天主教爱国会筹备领
导小组改选，设会长
2/034UFP5１名，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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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室等，属于中国式现代建筑风格。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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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天主教堂
2"1!+,- 天主教活动场所。光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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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１９０５年），清水天主教堂落成。民国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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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天主教一时在山门、太石峡、白驼石、赵家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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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县兴国基督教堂
&01=>9:,- 基督教活动场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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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宗教

国九年（１９２０年），基督教传入秦安。民国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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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３年），教徒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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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而成原寺。此后，又于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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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占地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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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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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基督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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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为麦积区最古老的清真寺。由于原寺大殿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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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堂１处，但无固定堂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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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县基督教东关教堂
()#$%&*+&' 基督教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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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事务。城区教徒多集中于东关教堂活动。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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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批准为麦积区宗教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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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0 伊斯兰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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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县兴国镇丰乐村清真寺
场所。位于秦安县兴国镇丰乐村民族巷。占地面积
yzY úÌ,-:`!a²³d/´TY opqr

２４０
%.,平方米，院内建筑有坐西朝东的礼拜堂、门厅、
tuv&§eiµ]¶<_gh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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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坡布瓦顶，面阔四间，进深两间，东侧一间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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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城关清真寺
!"#9+!/0 伊斯兰教活动场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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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两侧绘有牡丹花卉图案，色彩鲜艳。大殿门窗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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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经费来自天水仁爱医院。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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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年，甘谷县基督教会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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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

'")% 年成立第一届甘谷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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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前为礼拜三合院，有屋宇１１间。后为浴室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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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镇清真西大寺
/0,1234#5 伊斯兰教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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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城西北。始建于清同治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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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镇清真东大寺
/0,1236#5 伊斯兰教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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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台清真寺始建年代无考，其礼拜大殿主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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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化岗拱北
&'()* 伊斯兰教活动场所。又名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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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234#5 伊斯兰教活动场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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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门镇清真北寺
9:123*5 伊斯兰教活动场所。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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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进西（教徒称＂南川二爷＂）于光绪五年（１８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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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a^³bTQcdTV«efg£
;< ２４４２平方公里，城区面积４７平方公里。２０１０
!""! =>?@AB%;< "# =>?@9 !$%$ 好的清真寺、瑞莲寺等名胜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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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 E2& FD"!$ GH)I2' GJK2"$
G
( µ２０
!$日由中共西北局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天水
ij/kÇlmn}¹/kköo!"
L%9 :'M
&()*# N'DOPQRQSQTQUV %+
社区。总人口
６８．３７万人，有汉、回、蒙、满、藏等
１９ ８月
#pqrA ¸stpqrA uHhvwxv£
GWX9 YZ[0\]^_`abcdefgh 市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体制。
个民族。为陇东南最大的交通枢纽和商品物资集
%+," Cyz{|ª}Âr£ %+,( C１２月，天水
%! µA!"
i,j kK３１０、３１６线横贯境内，与１２
*%$Q*%& lmnopDq %! rstc
散地。国道
条省道和 １９５４年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１９５８年
u»¼!"#A}¹!"#p~Aj{~
uQ%?vw`D!xQ!yz{?v|}`~j  县并入天水市，成立天水市委书记处，由第一书记
县、区公路相通，天宝、天定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历
主持工作，设书记处书记，取消常务委员。１９６１年
<¦A¸~~Astpq£ %+&% C
Y j Yj ?C
史上曾为秦州治地。春秋时为秦地。秦武公十年

（前
&(( CD!D!u %D
 ６８８年），秦灭邦戎，置卦县（治今秦州区），是

１２月市、县分设后，至
１９６２年７月，没有第一书记
%! µ#Qu´¸A %+&!
C # µAO{~

~£ (月，撤销市委书记处，改设书记、副书记。
µA#p~A°¸~QI~£
k\^u|D!j 
全国最早的县级建制之一，后称上卦。西晋太康七
或书记。８
%+&# C % µ
!, iA#p<¦/£ %+&( C %% µA
C!(& CD Q!"¡¡ ¢!£ ¤¥D １９６７年１月
２５日，市委工作中止。１９６８年１１月，
年（２８６年），秦州州治、天水郡郡治迁上邦。从此，
& µAy
}¹#pqrowxâ£ %+#% C ６月，召
B¦YQ¡Q* §¨ %,$$
ª«© 成立市革命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１９７１年
秦城作为州、郡、府治所达
１５００ ©C£
多年。历代名称多

有变更。民国二年（１９１３
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恢复天水市委，隶属天水地委
z{|ª}ÂrA!"#pAË!"p
O¬£ Wk®C%+%*年），废秦州改称天水县，
CA¯°!"uA
辖今秦州、麦积２
、副
wx£ #p~QI~prQI
$Q±< ! 区和秦安、清水部分地方。１９４９
%c²Q³"1´>£ %+"+ 领导。市委书记、副书记同时兼任革委会主任
年８月，天水县解放。１９５０年２
主任。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市委、市革委会分设。１９８４年
£ %+#( C %$ µA#pQ#pr´¸£ %+(" C
C ( µA!"u¶·£ %+,$ C !月，设立天水市（县
µA¸¹!"#u
µA!"#YI#AÍ!"#$%}¹
|A %£ !"uº !"¡£ %+,( ９ +月，天水市升格为副地级市，原天水市辖区成立
级建置），治今秦州区。天水县移治今天水郡。１９５８
天水市秦城区工作委员会，隶属天水市委。１９８５
年
!"#B%<¦pqrAË!"#p£ %+(, C
%! µA!"u»¼!"#£ %+&! C %!月，天水
µA!"
年C１２月，天水县并入天水市。１９６２年１２
７月，撤销天水地区，天水市升为地级市，成立中国
# µA!"%A!"#Y#A}¹/k
#Qu´¸£ %+(, C
# µA}¹B%£ !$$, C %
市、县分设。１９８５
年７月，成立秦城区。２００５年１
月，更名为秦州区。秦州区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
µA«Y%£ %½¾4Q¿ÀÁÂ6

共产党天水市秦城区委员会，隶属天水市委。办公
köo!"#B%pqrAË!"#p£ ?

ÃÄÅ0zÆÇÈD01YÇÉÊDËZ
域；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南部为北秦岭山地，属陇

地址在原天水市委大院。２００５
Í!"#pÂ£ !$$, 年１
C %月，秦城区更名
µAB%«
Y%A /kB%p«Y/k%p££
为秦州区，中共秦城区委更名为中共秦州区委。。
!$%$年，中共秦州区委设有办公室、组织部、宣传
CA/k%p¸O?Q1Q
２０１０

中黄土高原。海拔
米。属中温带半湿润
/¾ÌzÍ£ ÎÏ １１００￣２７１６
%%$$-!#%& Ð£
Ë/ÑÒÓÔÕ
Ö×£ CØÙ"Ú４９０
"+$毫米，年均气温
ÛÐDCØÖÑ１１．９℃，无
%%)+.DÜ
气候。年均降水量

ÝÞ２４０天左右。农作物有小麦、玉米、马铃薯、黄
!"$ !ßà£ á¦fOâ±ãäÐQåæçQ¾ 部、统战部、政法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农工
1Q ¡1Q)¢pQAh£pqr?Qá<
霜期
部、老干部局
、党校、档案局等 %$
１０ ©G<¦Ah£
多个工作机构。
èQé±QêQ8QzëQìíQîïð"ñQòíD
豆、荞麦、糜、谷、高粱、油菜、胡麻及水果、蔬菜，是 1Q¤¥1lQo¦Q§¨lV
Ç>\óôñõö÷£ øùúûD ©Yü
北方最佳苹果生产基地之一。植被茂密，多为林

,"$01234/5 6-. / 机构名
A h«
秦州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ýü;<
NþAÿ!"Q##$Q%&
区。全区森林面积
１１０%%$万亩，李子园、娘娘坝、铁炉

称。为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１９８１年５月，
£ Y%'Wª@Âr^s¸Ah£ %+(% C , µA

等地已成为森林风景区。矿石有金、锡、铬、铅、铁、
V'}Yýü()%£ *+O,Q-Q.Q/Q%Q
0QÂ1+V£ !$%$ CA%õö:2 %$$)%"
3
铜、大理石等。２０１０年，全区生产总值
１００．１４亿

天水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中
!"#{©ª'Wª@Âr{|r«A¬®/
¯'Wkck>°'Wª@Ârc>°
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W)*¢±²yA¸¹³!"#'Wª@Â
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设立了天水市人民代表大
rstpqr£ 'Wª@Âr´rÞµA'Âs
会常务委员会。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人大常
pr¦Y'Wª@Âr^s¸AhA H¶>·
委会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行使地方权
¸A¹º»£ %+(" C １２月，市人大常务委员会设
%! µA#'Âstpqr¸
力机关职责。１９８４年
¢¾Q¿ÀUÁ "４ G
¹BF|¸Q6)¼½Q)
立城乡建设
、财政经济、政治法律、科教文卫
个

工作委员会。１９８５年改为天水市秦城区人民代表
<¦pqr£ %+(, C°Y!"#B%'Wª@
!"#$%&'
秦州
区城区一角

ÂrstpqrA!$$, C年１月更名为秦州区人民
% µ«Y%'W
大会常务委员会，２００５

! !!" !
－４４１－

天水大辞典
!"#$%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２０１０年秦州区人大常委会
!"#$%&'($) !"#" *+,-./0'$

中共天水市第二次代表大会
12!"349:78#0 会议名。１９５６
$ïNl $%')

下设办公室、政法民族工作委员会、财政经济工作
123456789:;<'($6=7>?;<
委员会、科教文卫体工作委员会、人事任免代表联
'($6@ABCD;<'($6.EFG!HI

秦州区人民政府
年% ９月１日
&'()*+, 机构名。１９４９
LMNK $%&% *
O$P

年５月
* ' O２０日至２５日召开。出席代表
!" P& !' P'=l )!H１２６人，代表
$!) .W!H
７２６
１７人。市委第二书记丁云作了市
*!) 名党员，列席
N*(W+) $*
.l U';<,-./<rU
委工作报告，会议表彰了先进党支部和先进党员。
';<01W$ïH>r?@*Ac?@*(l
选举出席甘肃省党代会代表４
67)vwx*!$!H & 人，选出市委委员
.W 6U''(

成立天水市人民政府，为县级建制。１９５５
QRSTU.97VWXYZ[\K $%''年
*３月，
( OW

２２
!!人，选举丁云、刘书银为第一、第二书记，刘树信
.W67./6B,CX;6;<,-WBD¤

天水市人民政府改为天水市人民委员会。市人委
STU.97V]XSTU.9'($K U.'

X;ø,-E.FG6HIJX,-l
为第三书记；丁克荣、杨俊川为副书记。

J;<'($K
络工作委员会。

^_`ab7c!b.9!H/$d$efE&
具有地方行政和代行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事务

12!"34;:78#0 会议名。１９５９
$ïNl $%'%
中共天水市第三次代表大会

的双重功能。１９６７年１月
２５!'日，群众组织夺了市
ghijkl $%)* * $ O
PWmnopqrU
人委的权，市人委工作机构瘫痪。１９６８
２５
* !月
O !'
.'gsWU.';<LMtul $%)+ 年２
日，经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天水市革命委
PW>vwxyz'(${|W}RSTUyz'

员会。革委会由军队干部、地方机关干部和群众组
($l y'$~`aLcmno

年８月
日召开。出席代表４０４人，
* + O３１日至９月２
($ P& % O !
P'=l )!H &"& .W
代表１．１
１３９.l
人。会议总结了贯彻
KN*(W+) #(%
$ï23rLM
!H $-#万名党员，列席
执行党的总路线、兴办人民公社的经验，修订了过
ÐbNg2OP6Qö.94²g>RWSTrU
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选出市委委员
&# 人，候补
.WXY
Vg;¾£ÅWÇl 6U''(４１

p oQl $%+$ *STUy'$W
织按一定比例组成。１９８１年撤销天水市革委会，恢

'( ５人。
' .l
委员

复天水市人民政府。１９８４
年９月，天水市升为副地
% OWSTUX`
STU.97Vl $%+& *

12!"34<:78#0 会议名。１９６４
$ïNl #%)&
中共天水市第四次代表大会
年２
２９日召开。出席代表２２７人，代表
* !月
O ２０日至
!, P& !%
P'=l )!H !!* .W!H
２０８４
７０.l
人。市委副书记皇甫斌作了
!,+& 名党员，列席
NN(W+) *,
U',-Z[\<r
市委工作报告，会议号召大办农业，大办工业，掀
U';<01W$ï]'/ö¾£W/ö;£W^
起工农业生产和学习毛泽东著作新高潮。会议选
_;¾£ÅWc"`abÜc<dVel $ï6
7)x*!$!H &人，选出市委委员
.W 6U''(２１!#人，
.W
举出席省党代会代表４
67fghX,-WZ[\6i¦j6kSlX
选举王继福为书记，皇甫斌、程化龙、张天佩为副

级市，设立了秦城区公署，为天水市的派出机构。
ZUW2Rr+-4WXSTUgLMl
１９８５
$%+' 年
* *７月，天水市升为地级市，实行市管县体
OW STUX`ZUW bUYD
制。随后成立秦城区人民政府，原市政府各委、办、
\l }R+-.97VWU7V'636
局改为秦城区各委、办、局。２００５
]X+-'636l !,"' *年１月１日，秦城
$ O $ PW+
区人民政府更名为秦州区人民政府。２０１０
-.97VNX+,-.97Vl !"$"年，区政
*W-7

府设工作机构
、发展和改革局、
!& 7V345
c]y
V2;<LM２４个；政府办公室
教育体育局、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安分局、
A¡D¡@¢;£c¤¥¦4§¨
©ª«¬®7VLM¯°97±8
监察局（不计入政府机构个数）、民政局、司法局、
=7.²³´µ¶·¸c¹[2
财政局、人社局、环境保护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l
书记。

12!"34=:78#0 会议名。１９７１
$ïNl #%*#
中共天水市第五次代表大会
* ) O !* P&
(, P'=l )!H２４０
!&,人，代表
.W!H
年６月２７日至
３０日召开。出席代表

化广播影视局
、卫生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审计
¦ÁÂÃÄCÅ.ÆcÇÅ¡È

１７７１名党员。市革命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组长车
#**# N*(l Uyz'($m*nopooqr
仁声作了市委工作报告。大会作出恢复天水市委
st<rU';<01l /$<STU'

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局、城市综合管理
§ÉÅÊ©ËÌÍUÎÏÌ

的决定。选出市委委员
gul 6U''(２３!(人，选举车仁声为书记，
.W67rstX,-W

行政执法局，直属事业单位
８ +个∶地震局、畜牧局、
b7Ð8WÑÒE£ÓÔ
`ÕÖ×

vwxX,-l
霍居恒为副书记。

交通运输局、水务局
、农业局 、林业局 、商务局、文
º»¼½T&¾£¿£À&B

招商局、供销社、残疾人联合会、东十里工业示范
ØÀÙ²ÚÛ.IÏ$ÜÝÞ;£ßà
区管理委员会、暖和湾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西十
-Ì'($6ácâ;£ã-Ì'($6äÝ

里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
Þåæã-Ì'($)
+-&'(./0机构名。１９５６
LMN) $%')
Oç7
政协秦州区委员会
年*６ )月，政
) Oç7èST
èSTU%&'($QR) $%)) *
协天水市常务委员会成立。１９６６
年６月，政协天水
U%&'($éêë) $%+$ *çU7èLM)
市常务委员会被解散。１９８１年，市政协机构恢复。
$%+' *+-2Rç QRìí.97îèÀ$
１９８５年秦城区设立后，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秦城区委员会。２００５
ï+-'($l !""' 年
* $１月，政协秦城区委员会
Oç7è+-'($

中共天水市第六次代表大会
12!"34>:78#0 会议名。１９７９
$ïNl #%*%
年１月７
* # O 日至
* P&１０日召开。出席代表
#, P'=l )!H２０７
!,*人，代表
.W!H

４１００
&#,,名党员。市委书记宇文荣作了市委工作报告，
N*(l U',-yBG<rU';<01W
$ï%zrì{Ýðì|'($;øñ$ï4
会议传达了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公
0l 67)x*!$!H * .W6U''( (#
报。选举出席省党代会代表７人，选出市委委员
３１
.W67}~X,-W6B6 6
人，选举雷平为书记，蔺怀翎、刘士元、柴世芳、李
IX,-l 67'($'( ##
俊杰为副书记。还选举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１１

.l
人。

更名为政协秦州区委员会，区政协届次顺延。２０１０
NX7è+,-'($ç-7èðñòól !"$"

12!"34?:78#0 会议名。１９８５
$ïNl #%+'
中共天水市第七次代表大会

年政协秦州区委员会内设机构有；办公室、民族宗
*7è+,-'($ô2LM_õö4569:÷

年１月
* # O１６#)日至
P& １９日召开。出席代表２５６
#% P'=l )!H !')人，代表
.W!H
!-* KN*(l
U',-fB<rU';<0
２．７
万名党员。市委书记王文华作了市委工作报
告。选出市委委员
１３
1l 6U''(２９
!% 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W'($'( #(
人。选举王文华为市委书记，陈华、魏万进
、张国
.l 67fBXU',-W6K@6kí

AcøùIú'($6>?'($6@ABCD;
教和三胞联谊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科教文卫体工

作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提案与学习宣传法制
<'($6Bûüý'($6þÿ!"#$%8\
'($l
委员会。

中共天水市第一次代表大会
12!"345678#0 会议名。１９５４
$ïNl $%'&
* * O $* P&
!$ P'(l )!H７０人，代表
*" .W!H
年７月１７日至
２１日召开。出席代表
!($ N*(W+) ３２
(! .l
U',-./<rU'
２３１名党员，列席
人。市委副书记丁云作了市委
;<01W23rê45*g;<l 6U''
工作报告，总结了解放五年后的工作。选出市委委
$' .W6789:6./X;6;<,-l
员(１５人，选举余子谦、丁云为第一、第二书记。

兴、丁长胜、陈玉琴、乔正风为副书记。
Q6.q66X,-l

中共秦城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12&@(45:78#0 会议名。１９８７
$ïNl #%+*
* ( O #* P&
!, P'=l )!H !(%人，特邀
.W
年３月１７日至
２０日召开。出席代表２３９
!H #! .W!H １．３万余名党员。区委书记丁长胜
#-( K8NN(l -',-.q
代表１２人，代表
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把我
< W]y=4¡¢W£¤

!!" !
－! ４４２－

C 区
%
县

区两个文明建设扎扎实实地推向前进》的报告。会
!"#$%&'(())*+,-./0123 4
议选出区委委员
１３
!" 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 <=>?89489 #$
567!889２９
人。在委员会议上，选举丁长胜为书记，谢寿璜、张
:3 @8945A;6BCDEFGHIJKLMN
&OMPQRMP&SFTGH3
建业
、魏致中、魏建邦为副书记。

中共秦城区第二次代表大会
!"#$%&'()*+, 会议名。１９９０
45U3 #""%
年５月８
日至
V&W'
XY１１日召开。出席代表２３５人，代表
## XZ[3 7\]^ !$& :I]^
１．４
万余名党员，列席
２６ :c
人。区委书记乔正风作
#() _`Ua9I b\ !*
!8GHdefg
《团结一致，求实苦干，为全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稳
hijkQlm)nolFp!qrMstuv4w
:l
xyz{|}/~12c 4567!889３１$#人，
定发展而奋斗》的报告。会议选出区委委员

接管工作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天
ÙÑÚguÛÜÔÝ~Þ2ßRÊ:Ë©ÌÍ
水警备区司令员彭绍辉和天水军分区副政委张孝
Îàá!âã9äåæuÍÎÌç!Tq8Nè
德讲话；讨论发展生产、支援前线、肃清匪特、废除
éêëßìíyzîïMðñ-òMóôõöM÷ø
保甲制度、恢复及改革学校教育
、稳定物价等工
ùúÒûMüýþÿ!"#Mwx$%&Ú
g3
作。

天水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9:;&<=>?@A)8+2&'12B
45U3 #")" V ## W !' XY２９日召开，出席代
!" XZ[l7\]
会议名。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８日至
' ９１
"# 人。会议讨论征粮、户籍登记、组织民兵等事
:3 45ìí()M*+,HM-.Ë/&Ð
表
项，选举产生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
0l 6Bïî1k234:Ë]'455689
会常务委员
、余恺为副主
#+人，选举高峰为主席
:l6BÕFÓ\M`8FTÓ
47Ý89１７

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 人。在委员会议上，选举
:c @8945Al6B
<=>?89489１３
乔正风为书记，谢寿璜、魏致中、王志荣、刘宝珍为
defFGHlJKLPQRMM F

\ß459:h@Ï!þ;ç'４) 个区公所，下
#!<=l>
席；会议通过《在市区及城郊分设

TGH
副书记。

#* #?@AB<=~C53
设'１６个街（乡）公所的决议》。

中共秦城区第三次代表大会
!-./%&01)*+2 会议名。１９９１
45U3 #""#
年２月
名，代表
V ! W４ )日至６
XY *日召开，出席代表
XZ[l 7\]^ ２４３
!)$ Ul
]^

２６６
!**名党员。区委书记乔正风作《加快改革开放和
Ua93 !8GHdefgh[u
建设步伐，为振兴秦城而努力奋斗》的报告，会议
&'lF{|}/~12;45
选出区委委员
67!889２９!"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89489 １５人。在
#&:@
8945A;6BdefF!8GH;JKLM
委员会议上，选举乔正风为区委书记，谢寿璜、刘

宝珍、马佩授、张鸿中、王继文为区委副书记。
 MMNRM$F!8TGH
!-.3%&41)*+2 会议名。１９９８
45U #""'
中共秦城区第四次代表大会

年２月
２６６名。区委
V ! W１５日至
#& XY１７#+日召开，出席代表
XZ[;7\]^ !**
U !8
书记刘宝珍作《高举旗帜，开拓进取，为加快秦城
GH ghB;[.;F
yz{|} ~12 4567!889 !"
发展而努力奋斗》的报告。会议选出区委委员
２９

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89489 １５
#& 人。在委员会议上，选
: @8945A;6
举刘宝珍为区委书记，柴金祥、马佩授、何道华、雷
B F!8GH; ¡¢£¤¥
¦§|¨F!8TGH
传昌、王奋彦为区委副书记。

中共秦城区第五次代表大会
!-.$%&51)*+, 会议名。２００２
45U !%%!
年１２月
１０#%日至
V #! W
XY１１日召开，出席代表
## XZ[; 7\]^２６８
!*'人，区
:;!
委书记柴金祥作《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为全面推
8GH ¡gh©ª«;¬®.lFp¯+

进秦城小康建设而努力奋斗》的报告。会议选出区
.°±&'{|}~12 4567!
889２５
!& 人，候补区委委员
:l²³!889 ４) :l<=>?89
委委员
人，纪律检查委员
489１５
#& 人。在委员会议上，选举柴金祥为书记，
: @8945Al6B ¡FGHl
会委员
´µN¶%·¸¹$Wº°¹»¼½F
安永
、张智明、杨虎林、文月平、王小林、骆广田为
TGH
副书记。
!-.6%&71)8+2 会议名。２００６
45U !%%*
中共秦州区第六次代表大会
年１１月
V ## W２０
!%日至２２
XY !! 日召开，出席代表３００人。区
XZ[l7\]^ $%% : !

委书记张健作《以人为本，加快发展，为构建和谐
8GHN¾g¿À:FÁlyzlFÂ&uÃ
Ä{|} ~12c 4567!889 )#
秦州而努力奋斗》的报告。会议选出区委委员
４１
人，候补区委委员８
１９
:l ²³!889 ' 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l <=>?89489 #"
人。在区委会议上，选举张健为区委书记，周伟、宋
:c @!845Al6BN¾F!8GHlÅÆÇ

9:;&<=>?@A)8+2&012B
天水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45U3 #"&% V !２月６日至９日召开，出席代表
W * XY " XZ[l 7\]'
会议名。１９５０年
８８''人。市委书记吴辰作《１９５０
年生产建设计划的
:3 Ï8GHDEgh#"&% Vîï&'FG~
Þ2l±HTÏDghIJC5KLM~Þ2l
报告》，康杰副市长作《执行决议案情况的报告》，
N:OPQ~5K3
通过取缔娼妓的议案。

天水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9:;&<=>?@A)8+2&412B
45U3 #"&% V * W " XY１１日召开，出席代表
## XZ[l7\]R
会议名。１９５０年６月９日至
:3 45N:STUVWXYMÍÎÏ #"&%
６７*+ 人。会议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天水市１９５０
VZq[\u634:Ë]R３$项决议。
0C53
年财政概算和改选各界人民代表
9:;&'=>?@A)8+2&<12B
天水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45U3 #"&% V #! W # XY & XZ[3 È7\]
会议名。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１日至５日召开。应出席代
!%% 人，实际出席
:l)É7\ !%%
45]5^hÍÎÏ
表R ２００
２００ :3
人。会议审议了《天水市
q_kVØÚg`jþÛÜÔÝ~Þ2l6Bï
政府一年来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选举产
î^ÍÎÏ1a234:Ë]R4556894
生了天水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常务委员
7Ý89２７
!+ 人，选举曹学彦为市长，李赞亭为副
:l6Bbÿ¨FÏDlcdeFT
市长。曹学彦兼任协商委员会主席，史步蟾、袁世
ÏD3 bÿ¨fÔ56894Ó\lghiMjk
lMmnFTÓ\3
忠、王克成为副主席。
天水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9:;&'=>?@A)8+2&'12B
45U3 #"&# V ) W
!) XZ[l7\]R１６２
#*!人，
:l
会议名。１９５１年４月
２４日召开，出席代表
b\４７
)+ 人。会议听取审议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
:3 45o]5pqñrMVWXsM
列席
#"&# VFG~Þ2&3
１９５１年计划的报告等。
9:;&'=>?@A)8+2&012B
天水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45U3
#"&# V & W２０日召开，出席代表１４１
!% XZ[l7\]R #)#人，
:l
会议名。１９５１年５月
#$* :3 45ÓtìíVWXsuOk
b\ １３６人。会议主要讨论镇压反革命和取缔一
列席
u£&Úg3
贯道等工作。
9:;&'=>?@A)8+2&412B
天水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ºFTGHc
建平为副书记。

会议名。１９５２年１月
45U3 #"&! V # W ５日至８日召开，出席代表
& XY ' XZ[l 7\]R
１２５
#!&人。会议听取审议《一年来的政府工作》《郊区土
:345o]5hkVØ~q_Úg
h;!v
改工作》和加强抗美援朝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反
ÚguwpqñrM[zxïyz{|MX

天水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9:;&<=>?@A)8+,&<1,B
45Uc#")" V
" W !'
XY #%
W # XZ[cÈ7
会议名。１９４９
年９月
２８日至
１０月１日召开。应出
\]^１１７人，实际出席
##+ :l)É7\ ##!
RÊ:Ë©Ì
席代表
１１２ :c
人。中国人民解放军
ÍÎÏÌÐÑÒ894TÓÔÕg ¿Ö×ÍØ
天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高峰作《四十天来

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及准备城市民主改革等报告。
}~Óþ ÏËÓ&Þ23
9:;&0=>?@A)8+2&<12B
天水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45U3#"&$ V # W $ XY " XZ[3È7\]R
会议名。１９５３年１月３日至９日召开。应出席代表
!%%人，实际出席
:l)É7\ １８７
#'+ :lb\
45]5^
２００
人，列席#*１６:3
人。会议审议了

! !!" !－
－４４３

天水大辞典
!"#$%
《天水市两年来的施政工作》《为完成
１９５３ &23
年伟大
!"#$%&'()*+,./01 !"#$

天水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6),-./#0'4203 会
N

的经济建设任务而努力》等报告，选举产生第三届
(456789:;<-=>?@ABCDEFG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
HIJKLMNOPQRSNT9RS２７
%&人，选
J@A
举高云程为主席，李赞亭为副主席；选举产生市政
BUVW/XY@Z[\/]XY^ABCD$*
府委员
、余子
'"人。选举曹学彦为市长，李赞亭
J` ABabc/$d@Z[\efg
_RS１９

议名。１９６３年
', l '' mn１４日召开，出席代表
') mo@qYLM
Ok` '"*$ & １０月１１日至
１２３
'%$ 人；会议审议了人委工作、法院工作等报告，传
J^NOrOJR+,e{¦+,=>?@
达了省人代会精神。选举出人委委员
%$ 人，选举
J@AB
ËJLNÌÍ` ABqJRRS２３
杜景琨为市长，郭敏、王协一、方守科为副市长，陈
ÎÏÐ/$d@±²eiPje¬®/]$d@Ñ

谦、王协一为副市长。
heiPj/]$d`

ÒÓ/{¦¦d`
兴旺为法院院长。

!"&'()*+,-./#0'1203
天水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NOk` !"($ & " l (日至７日召开，出席代表
mn & mop@ qYLM
会议名。１９５３年９月５

!"&'7),-./#0'4203 N
天水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Ok` '"*( 年１２月
& '% l１０日至
', mn１６
'* 日召开，应出席代
mo@qYL
议名。１９６５
表
１２４J^NOrOEÔÕJ
人；会议审议了第五届人
'%( 人，实际出席
J@qY '%)
M １２５
委工作、法院工作、经济工作等报告，选举出人委
R+,e{¦+,e45+,=>?@ABqJR
委员
RS ２８人，选举杜景琨为市长，王协一、冯超为副
%- J@ABÎÏÐ/$d@iPje§Ö/]
市长，陈兴旺为法院院长。
$d@ÑÒÓ/{¦¦d`
!"&'8),-./#0 会议名。１９６８
NOk` '"*天水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 ２% l
%( m@4×RNØÙÚ"ÛÜbÝo
年
月２５
日，经省革委会批准在天水步兵学校召
开万人群众大会，宣布天水市革委会正式成立。
ÞJßà3N@á"$×RNâã1ä`

'((人，会议审议高云程市长《关于三年来贯彻执
J@NOrOUVW$d.stF&'uvw
１５５
xyz{|}-~>?`
行婚姻法情况》的报告。
!"&'4),-./#0'4203 N
天水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议名。１９５４年６月２７日至
+, mop@qYLM
Ok` '"() & * l %& mn３０日召开，应出席代表
'%,人，实际出席
J@qY ',)
NOrO."$*_
１２０
１０４ J`
人。会议审议了《天水市政府
j& +,>?."$EFGHJKLM
一年半来工作报告》《天水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协商委员会工作报告和上届提案执行情况的
NOPQRSN+,>?Gwx|}~
报告》等，选举出席省一届人代会的代表，作出了
>?-=@ABqYjGJLN~LM@,q
《关于拥护贯彻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
.stuvJK{-~

!"&'9),-./#0 会议名。１９７８
NOk` '"&天水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工作计划及提案执行情况等报告，选举产生天水
+,wx|}=>?@ ABCD"

年
& １０月１６日至
', l '* mn２０%,日召开，应出席代表
mo@ qYLM ２１０人，
%', J@
实到
２３ J`
人。会议听取审
å ２０２人，特邀２７人，列席
%,% J@æç %& J@ÅY %$
NO¾¿r
O$×RN+,e{¦+,=>?@À,q."
议市革委会工作、法院工作等报告，并作出《天水
$×èRSN+,>?-~O` ABéê/×
市革命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刘士元为革
RNX8@ZëìeíîïeihðeÊñòeóô
委会主任，李俊杰、袁世明、王谦光、张建有
、仲同
õeöD/]X8@Ã÷/{¦¦d@ÑÒÓ/
圣、刘卯生为副主任，杨科为法院院长，陈兴旺为

$JKRSNRS ２１人，选举刘书银为市长，王
%' J@ AB ¡/$d@i
市人民委员会委员

ø«¦ø«d`
检察院检察长。

O`
决议。
!"&'4),-./#0'1203 N
天水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会
$ l * mn１１
'' 日召开，出席代表
mo@ qYLM
Ok` '"(( &
议名。１９５５
年３月６日至
',$人。会议审议了市政府１９５４年工作总结、今后
J` NOrO$*_ '"() &+,e
１０３

Pje¢£/]$d@¤c¥/{¦¦d@§¨
协一、吴国彬为副市长，史彦博为法院院长，冯振
©/ª«¦ª«d`
江为检察院检察长。

!"&':),-./#0'4203 N
天水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议名。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９
Ok` '"-' & ( l %"日至６月３
mn * l 日召开，应出席
$ mop@qY

!"&'1),-./#0'4203 N
天水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LM２３０人，实际出席
%$, J@qY ２３０
%$, 人，特邀７人，列席
J@æç & J@ÅY &'
代表
７１

议名。１９５６年
Ok` '"(* &１２
'% 月
l )４日至８日召开，应出席代表
mn - mo@qYLM

人；
J^ 会议听取审议了天水市革委会工作、法院工
NO¾¿rO"$×RN+,e {¦+
作、财政工作等报告，选举方守科为市人大常委会
,e»*+,=>?@Aù¬®/$J3TRN
主任，杜景琨、田保德、毛向荣、李级三、成景汤为
X8@ÎúÐeûüýeþÿ!eZ"Fe1ú#/

１２８
１２８人。会议审议了人委工作、法
'%-人，实际出席
J@qY '%J` NOrOJR+,e{
¦+,wx|}=>?@ ABCD$JR
院工作和提案执行情况等报告，选举产生市人委
委员
人，选举方守科为市长，王辅俊、郭敏
RS １９
'" J@
AB¬®/$d@ i¯°e ±²

副主任；选举李俊杰为市长，袁世明
、张建有、张清
]X8^AùZëì/$d@íîïeÊñòeÊ$
³´µe¶·¸/]$d@¹º/{¦¦d@§¨
%e&d'eZë(/]$d@Ã®/{¦¦d@Æ
泉、丁长胜、李俊山为副市长，杨科为法院院长，赵
（女）、董鉴溶为副市长，刘纪文为法院院长，冯振
©/ª«¦ª«d`
江为检察院检察长。

)ì/ø«¦ø«d`
汉杰为检察院检察长。

!"&'(),-./#0'4203 N
天水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0'4203 N
天水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Ok` '"(- & * l " mn '& mo@qYLM
议名。１９５８年６月９日至１７日召开，应出席代表
'%& J@qY ',(
J^NOrOJR+,e{
１２７人，实际出席
１０５人；会议审议了人委工作、法

Ok` '"-) & ' l２４日至
%) mn２７日召开，应出席代表
%& mo@qYLM
议名。１９８４年１月
%$,
J@qY
%%)
J@æç
%* J@ÅY
J^
２３０人，实际出席 ２２４人，特邀 ２６
人，列席",９０人；

¦+,»*+,=>?@ ABi¯°e ±²
NO¾¿rO"$J3TRN+,e *_+
会议听取审议了天水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政府工
院工作和财政工作等报告，选举王辅俊、郭敏
³´µe¶·¸/]$d` '"(- & " l ) moE¼
,e{¦+,eø«¦e»*+,=>?`
Aùi
（女）、董鉴溶为副市长。１９５８年９月４日召开第二
作、法院工作、检察院
、财政工作等报告。选举王应
J` NO¾¿$*_+,
*/$J3TRNX8@ûüýeþÿ!eÊñòe
½NO` qYLM &- 人。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工作
次会议。出席代表７８
志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田保德、毛向荣、张建有、

报告，并作出决议。选举秦业振为市长，杨科为市
>?@À,qO` ABÁÂ¨/$d@Ã®/$
{¦¦d`
法院院长。

天水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5),-./#0'4203 N
'' l & mn " mo@qYLM
Ok` '"*, & １１月７日至９日召开，应出席代表
议名。１９６０年
$'( J@ÄqY３１５
$'( 人，列席
J@ÅY '''
J` NOrO
３１５人，实际出席
１１１人。会议审议了
JR+,=>?@ABqJRRS３３
$$ 人，选举赵
J@ABÆ
人委工作等报告，选举出人委委员
ÇN/$d@ÈÉeÊ!/]$d`
锁会为市长，卫峰
、张珍为副市长。

李俊山为副主任；选举魏万进为市长，张清泉、王
Zë(/]X8^Aù+Þ,/$d@Ê-%ei
尚尔、王洪宾、任和君为副市长；潘临经为法院院
./ei01e82/]$d^345/{¦¦
d@Ã®/ø«¦ø«d`
长，杨科为检察院检察长。

秦城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4),-./#0'4203 N
$, mo@qYL
Ok` '"-( & '' l %* mn３０日召开，应出席代
议名。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２６日至
$(, J@qY ３４７人，列席
$)& J@ÅY ((
NO¾¿
表M３５０人，实际出席
５５ J`
人。会议听取
rO6AùRSN7,~.Aù+,>?-*
审议了区选举委员会所作的《选举工作报告》及政

! !!! !
－４４４－

#
县@ 区

府工作等报告。选举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１７
!"#$%&' ()*+,-./01+2 !"

林、赵耀雄
、成少平、何宝平 、方宝华、蒋小丽（女）
Q×Ø1Ù¢XÉ¢¿ÉSÚÖÛ


人，选举王应志为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田保德、张
+3()4567*+,-./893:;<=>

为副区长；选举赵世和为区人民法院院长，王全社
7E*JF()QÜÝ7*+ [\\J]4Þß
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举马延东等
人为天
7*+ _`\_`JF()àá$ ８９
$# +7«
水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âãäåæ+ lm,/lmq

建有、李俊山、高山为副主任；选举谢寿璜为区长，
?@=ABC=DC7E89F()GHI7*J3
刘炳善、甘永福、赵文华
、陈有忠 、谢国新为副区
KLM=NOP=QRS=T@U=GVW7E*

9:;<=-.&>?,-.2,0 会议
/b
政协天水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长；何明武为法院院长，张文轩为检察院检察长。
JFXYZ7[\\J]>R^7_`\_`Ja
秦城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0

会
/

名。１９５６年６月
cq!#(* d * e１２
!&日至
fg １５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
!( fhiqçè/bé@

议名。１９８９
bc' !#$#年３月
d % e２８&$日至４
fg '月e２& 日召开，应出席
fhi]5jk
代表
２２４人，列席
５８ +q
人。会议听
lm２５０
&() 人，实际出席
+]nojk &&'
+]pk ($
/br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少数民族、爱国人士以
ê 8ëì=ê+ íî=Ùï =V+ðñ

取审议了政府工作及财政、经济、人大、法院、检察
stbuv!"#wxv=yz=+,=[\=_`
院等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应决议。选举丁长胜为区
\$"#%&]{#j|5}b' ()~J7*
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炳善、张建有、林作栋、姚尚
+,-./89]KLM>?@=#=

共天水地委书记吴治国在开幕式上讲话，天水市
÷«âø.ùúû¡Vüiýþÿ!"3 «âã
委书记丁云作《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天
.ùú~## $%&'V()*+é%&,3«
水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秘书长杨虎丞
âãêõ+ lm/b-..2//ùJÌÍ0

仁、谢国新为副主任；选举谢寿璜为区长，刘继光、
=GVW7E89F()GHI7*J]K=
甘永福、王志荣、魏建邦、陈有忠为副区长；何明武
NOP=46=?=T@U7E*JFXYZ

做协商委成立６
d3"#%&3 .2Q45#6
1-..12 * 年来工作报告，委员赵仲勋作提

为法院院长，张文轩为检察院检察长。
7[\\J]>R^7_`\_`J'

和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主席的致敬电
ÝV÷;ë<.2/Ý=8ké>?

秦城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1&'()*+,-.2,0 /
议名。１９９３
２８１
bc' !##%年３
d %月２日至
e & fg６ *日召开，应到代表
fhi]5lm &$!
人，出席代表
２６７ +'
人。会议选举魏致中为区人大常
+]jklm &*"
/b()7*+,-

文、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致敬
R= V+ v¡-./bÞV.2/é>
电文。会议选举产生了政协天水市第一届委员会
?Rq /b();@uv-«âãäAæ.2/
常务委员
、董鉴
-B.2１８
!$人，选举丁云为主席，杨虎丞
+3()~#78k3ÌÍ0=CD
溶、赵仲勋、袁世忠、马英豪为副主席，袁世明为秘
E=Q45=FÜU=GH7E8k3FÜY7/

委会主任，选举马爱玲（女、回族）、姚尚仁为常委
./89]()== 7-.
/E89F ()Z$１５
!( 人为常委会委员；选
+7-./.2F(
会副主任；选举于学武等
)GHI7*v!*J]>?==A=
举谢寿璜为区政府区长，张建祖、宋登祖、李玉石、
?V 4¡¢7E*JF()XYZ7
吉建安、徐国民、王治平为副区长；选举何明武为

区人民法院院长，尹兴荣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 [\\J]£¤7*+ _`\_`Jq
!3#-4&'()*+,-.2,0 /
秦城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议名。１９９８年２月２５
bcq !##$ d & e &(日至２９
fg &#日召开，应到代表
fhi] 5lm

及特邀各方代表等
１７!"个界别，６９
wòóê¿lm$
ôõö]*# 人，列席３
+]pk % 人。中
+q 

案审查报告。会议通过了提案审查决议、大会决议
7t8%&q /b9:u67t8}b=,/}b

ùJq
书长。
9:;<=-%&>?,-.2,0 会议
/b
政协天水市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cq !#*% d ( e２２
&& 日至６月１日召开，出席委员
fg * e ! fhi3jk.2
名。１９６３年５月
+q /bIJuv-NKLMæÄN/bOP3
９３#%人。会议传达了政协甘肃省二届四次会议精神，
÷«âã.ùúQRS# $%V()*+Ý
中共天水市委书记皇甫斌作《关于国内外形势和

我们的工作任务的报告》，政协副主席马英豪代表
TUé"#9Bé%&,3v-E8kGHlm

２３９
人。会议选举马佩授为区人
&%# 人，出席代表２２１
+]jklm &&! +q
/b()¥¦7*+

政协常委会作工作报告，秘书长袁世明作提案审
v--./#"#%&3 /ùJFÜY#67t

,-./89] §¨©
大常委会主任，马爱玲（女、回）、姚尚仁、聂进录、

查报告。会议通过了提案审查决议和大会决议，选
8%&q /b9:u67t8}bÝ,/}b3(

县永安为副主任；选举刘天春等
人为常委会委
ªO7E89F()K«¬$ １６
!* +7-./.
员；选举柴金祥为区政府区长，井盼昌、徐国民、郭
2F()®¯7*v!*J]°±²V ³
明兴、郭鹏魁、霍秀清（女）为副区长；选举高同银
Y¤³´µ¶·¸¹7E*JF()Dº»

举产生了政协天水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３３
);@uv-«âãäMæ.2/-B.2 %%
人，选举刘书银为政协主席，张云石、甄效如、王协
+3()Kù»7v-8k3>#=VWX=4-

为区人民法院院长，尹兴荣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7*+ [\\J]£¤7*+ _`\_`Jq
!"#-5&'()*+,-.2,0 /
秦城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A=>Y=Z[\=GH7E8k3FÜY7/
一、张石父、潘显卿、马英豪为副主席，袁世明为秘
ùJq
书长。

为常委会委员；选举安永为区政府区长，赵文、张
7-./.2F()O7*v!*J]QR>

9:;<=-1&>?,-.2,0 会议
/b
政协天水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cq !#*( d１２月
!& e
fg２０日召开，委员
&) fhi3.2７９"#人，
+3
名。１９６５年
１２!&日至
n６７
*" 人，列席
+3pk &２+q
/brsÝ]^u$v!"
实到
人。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政府工
#%&,
$[\"#%&,
$A_`ådV yza
作报告》《法院工作报告》《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执
bcdÝA_``dV
yzefé%&,q ÷
行情况和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共
天水市委书记程化龙作《当前形势和今后任务的
«âã.ùúghi# $&'*+Ýjk9Bé

ÆÇ?¢È,@XÉ¢7E*JF()>Ê
克强
、宋建平 、韩大有、何宝平为副区长；选举张诚

%&,3v-E8kVWXlmv-«âã.2/
报告》，政协副主席甄效如代表政协天水市委员会

为区人民法院院长，刘天红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7*+ [\\J] K«Ë7*+ _`\_`

-./#ld3"#%&3 E8k4-A#Mæ
常委会作两年来工作报告，副主席王协一作二届

议名。２００２年
bcq &))& d１２月１９
!& e !#日至２２
fg &&日召开，应到代表
fhi]5lm
２４０
人，出席代表２３１
人。会议选举马佩授为区人
&') +]jklm &%! +q /b()¥¦7*+
,-./89]³´µ¼½¾¹¿ÀÁÂ
大常委会主任，郭鹏魁、柳力利（女）、方晨、朱光琳

¹4Ã@µ7E89]()ÄÅ$ !' +
（女）、王毅、马有魁为副主任，选举马四存等１４
人

长。

二次会议提案处理结果的报告和本次会议提案审
MN/b67mnopé%&ÝqN/b67t

Ja

秦州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6#-7&'()8+,-.2,0 /

查报告。会议通过了提案审查决议和大会决议，选
8%&q /b9:u67t8}bÝ,/}b3(

议名。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０
bca &))" d ! e !)日至１４
fg !'日召开。应到代表
fhia 5lm
２３９
２２６+a
人。会议选举杨虎林为区人
&%#人，出席代表
+]jklm &&*
/b()ÌÍ7*+
,-./89]@µTÎSKÏÐQ¬
大常委会主任，马有魁、陈蓉华（女）、刘怀顺、赵春
YÑÒ Ó·7E89F()ÄÅ$
明、裴浩仁、胡秀玉（女）为副主任；选举马四存等
!$ 人为常委会委员；选举周伟为区政府区长，王小
+7-./.2F()ÔÕ7*v!*J]4Ö
１８

);@uv-«âãäræ.2/-B.2 ２６
&*
举产生了政协天水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人，选举王继福为政协主席，张云石、甄效如、王协
+3()4P7v-8k3>#=VWX=4A=>Y=Z[\=GH7E8k3s¯7/
一、张石父、潘显卿、马英豪为副主席，马兆祥为秘
ùJq
书长。

!!" !－
－! ４４５

9:;<=-4&>?,-.2,0 /b
政协天水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

天水大辞典
!"#$%
名。１９８１年５月
!" !"#! # $ $２８%&日至６月４
%& ' $ (日召开，出席委员
%'()*+,-

７４)*人，实到６１
人。在天水的省政协委员列席了会
.)/0 '+ ."
1234567,-8+9:
议。中共天水市委、天水地委统战部、地区民委领
;< =>23?,@23A,BCD@AEF,G
导和徽县、张家川县
、天水县政协的领导同志应邀
HIJK@LMNK@23K674GHOPQR
参加开幕式并赠送了锦旗，政协秦安县委员会发
STUVWXYZ9[\] 67^_K,-:`

本次会议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政协秦城区第二
ã:;;< :;¡¢rs967^ÁEoÕ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选举贾效谊为政协主席，邵克
q,-:~£,-]¡¢³äå§67z+]¼½
杰、李积金、马英豪、杨幼杰、马正荣为副主席，王
»@ªÎk@@¹º»@æç§yz+]{
èé§ghi<
锡平为秘书长。

政协秦城区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234)6+,-.)/7.1 会议
:;

来贺电，表示祝贺。秘书长黄金元作《政协天水市
abc)defb< ghijklmn6723?
第四届委员会委员产生情况的报告》，政协副主席
opq,-:,-rstu4vwx)67yz+
王协一代表政协常委会作工作报告，副主席马英
{7|}d67~,:mmvw] yz+

名。１９９３
年 .３月１日至５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
!< !"". #
$ ! %& $ %'U] ST:;4Ô

豪作提案审查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工作报告的决
m 4vw< :9mvw4
议、提案审查决议和大会决议。会议期间，全体委
;@ ;I:;< :;],
员列席了天水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8+923?oq.F}:o|:
议，听取和讨论了天水市革命委员会工作报告和
;] I923?,-:mvwI

书记乔正风同志的讲话、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
hÚêæëOP4àá@ E6ìmvwÊ
报告；通过区政协三届一次会议期间提案审查意
vw¯ E67q|:; í
见的报告；通过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决议。委员列席
î4vw¯67q|:;;< ,-8+
了区三届一次人代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政协秦城
9Eq|.}:¯ :;¡¢rs967^Á

其他报告，传达了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和省政
vw] 967q:;I56
协四届三次会议精神。会议选举产生了政协天水
7pq:; < :;¡¢rs96723

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选举贾效谊为政协主
Eoq,-:~£,-] ¡¢³äå§67z

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opq,-:~£,-２２
,, 人，选举柴世芳为政
.]¡¢¤¥¦§6
协主席，马英豪
、王协一、吉皓、李级三为副主席，
7z+]@{7|@¨©@ª«§yz+]
黄金元为秘书长。
jkl§ghi<
政协天水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
&'!"()*+,-.)/0.1 :;
名。１９８４
７７
!< +"&-年元月
#l$ ２３
,. 日至２８
%& /& 日召开，出席委员
%'U]*+,- ))
人，实到
６７
人。在天水的省政协委员列席会议。政
.]/0 ') .< 1234567,-8+:;< 6
7yz+}d67~,:mmvw]y
协副主席马英豪代表政协常委会作工作报告，副
z+ª«mpq:;¬a®tuv
主席李级三作四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执行情况报
w¯:;9 ;I6°;< :;¡
告；会议通过了提案审查决议和政治决议。会议选

举产生了政协天水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１６
¢rs96723?oq,-:~£,- +'
人，选举袁世明为政协主席，贾兰馨、李级三、马英
.]¡¢±¥²§67z+]³´µ@ª«@

,. 个界别１０２
¾¿À !0, 名委员。会议听取了区政协二届委
!,-< :;9E67Õq,
２３
-:mvwIØÙtuvw¯ 9E,
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办理情况报告；听取了区委

+]ªÎk@@¹º»@¹ïð@¹æN@ñò
席，李积金、马英豪、杨幼杰、杨庭友、杨正川、白笃
贞、丁太岩为副主席，王锡平为秘书长。
ó@Ûôõ§yz+]{èé§ghi<
政协秦城区第四届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
会议
&'234)8+,-.)/7.1
名。１９９８年
月２４日至
!< !""& # ２, $
,- %&２８
,& 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
%'U]ST:;4Ô
２４个界别１１３
,- ¾¿À !!.名委员。会议听取了政协秦城区三
!,-< :;967^ÁE
q,-:mvwIØÙtu4vw¯ 
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
ö9E,hÚ÷øù4àá@ E6ìmv
并讨论了区委书记刘宝珍的讲话、区政府工作报
wÊvw¯
;E67pq|:;
告及其他报告；审议通过区政协四届一次会议期

íî4vwÊË:;;<
,-8
间提案审查意见的报告及本次会议决议。委员列
+9Epq|.}:< :;¡¢rs967^
席了区四届一次人代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政协秦

城区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ÁEopq,-:~£,-１７
!) 人，选举王惠麟为
.]¡¢{úû§
政协主席，杨庭友、陈选、于廷彦、陈蓉华（女）、王
67z+]¹ïð@ü¡@Æýþ@üÿ!"#$@{

豪、汪少萍、杨幼杰为副主席，邵克杰为秘书长。
@¶·¸@¹º»§yz+]¼½»§ghi<
政协秦城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
&'234)/+,-.)/0.1 :;
名。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２５日至
３０日召开，出席委员
９７
!< +"&$ # ++ $ ,$ %&
.0 %'U]*+,- ")
人，实到
９４人，代表
.]/0 ".]}d ,1２１个界别。会议听取了秦城
¾¿À< :;9^Á

%&"#'@÷()§yz+]Ï*§ghi<
向梅（女）、刘怀顺为副主席，赵英俊为秘书长。

区首届政协筹备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常务委
EÂq67ÃÄmvw¯ I ;9~£,
-:ÅÆÇÈÉ£4vwÊË:; t
员会关于今后任务的报告及本次会议提案审查情
uvw¯ ,-8+9^ÁE.F}d:|q|
况报告；委员列席了秦城区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

协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及提案工作报告；委员
7opq,-:mvwÊmvw¯ ,8+9E.q|:;¯
;9E67
列席了区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区政协
q|:; tu4vwIã:;
五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和本次会议决

次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政协秦城区第一届委员
:;< :;¡¢rs967^ÁEo|q,-

;< :;¡¢rs967^ÁEoq,-:~
议。会议选举产生了政协秦城区第五届委员会常

:~£,-２１
,! 人，选举安振泰为政协主席，贾兰
.]¡¢_ÌÍ§67z+]³´
会常务委员

£,- １８人，选举王惠麟为政协主席，霍秀清
!& .] ¡¢{úû§67z+] +,务委员

馨、邵克杰、李积金、李级三、马英豪、汪少萍、杨幼
µ@¼½»@ªÎk@ª«@@¶·¸@¹º

.#'@/01@üÿ!.#'@÷()@{%&.#'@
（女）、钟绵邦、陈蓉华（女）、刘怀顺、王向梅（女）、
ª23§yz+]Ï*§ghi<
李广鸣为副主席，赵英俊为秘书长。

杰、赵经农为副主席，李光佐为秘书长。
»@ÏÐÑ§yz+]ªÒÓ§ghi<

政协秦城区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234)*+,-.)/7.1 会议
:;
名。２００２年
!< ,00, # １２月１８日至
!, $ !& %&２２
,, 日召开。参加会议的
%'U< ST:;4
有
Ô ２４个界别１３０
,- ¾¿À !.0 名委员。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
!,-< :;I ;9E6

政协秦城区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
&'234)5+,-.)/0.1 :;

政协秦州区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294):+,-.)/7.1 会议
:;

%& ,$ %'U]ST:;4Ô
!< !"&" #
名。１９８９
年 .３ $月,!２１日至２５
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

& %&１１
!!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
%'U< ST:;4Ô
!< ,00) # ! $ 日至
名。２００７年１月８

２６
名委员。会议听取审议了政协天水
,' 个界别１４０
¾¿À !-0 !,-<
:; ;96723
市秦州区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
城区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听取审议了
ÁEoÕq,-:o|:;;Ö¯  ;9
?^×Eoq,-:~£,-:mvwI
案办理工作情况报告；委员列席了秦州区第六届
政协天水市秦州区第—届委员会工作情况的报告
6723?^×Eo|q,-:mtu4vw
ØÙmtuvw¯ ,-8+9^×Eoâq
和提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讨论了区委书记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秦州
IØÙtu4vw¯ I9E,hÚ
.F}d:o|:;¯
;967^×
ÛiÜI?,BCDDiÝÞß4àá¯ 9
Eoâq,-:ÅÆâq|:; tu
丁长胜和市委统战部部长麻亨春的讲话；传达了
区第六届委员会关于六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
567âqÕ:; ¯ 96723?^
4vwÊã:;;< :;¡¢rs967^
省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精神；通过了政协天水市秦
的报告及本次会议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政协秦
２１个界别，９６
名委员。会议通过了政协天水市秦
,! ¾¿À]"' !,-<
:;96723?^

州区二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通过了
×EÕq|:; tu4vw¯ 9

州区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人，选举霍秀清
×Eoâq,-:~£,- ２１
,! .]
¡¢+,-

!!" !
－! ４４６？－

6
县5 区

（女）为政协主席，钟绵邦、王向梅（女）、李广鸣、吴
!"#$%&'()*+,-./01"2-345-6
兆祖、杨建新、徐生明为副主席，赵英俊为秘书长。
789:;<-=>?$@'()ABC$DEFG
天水郡街道
!"#$% 秦州区属行政建制。位于秦州
HIJKL%;MN OPHI
区城区西郊。１９８４年１月设立，总面积４平方公
JQJRSN !"#$ T % UVW) XYZ $ [\]
里。下辖王家磨、西十里
、瀛池、莲亭、暖和湾 、皂郊
^N _`.ab9Rc^9de9fg9hij9kS
路６个社区。常住居民１４８２５
l & mnJo pqrs %$'()户，４３０９６人。国道
t)$*+"& uo vw
,%& 线穿过天水郡，羲皇大道西段止于天水郡，天
xyz{|}) ~wRP{|}){
３１６
牡公路始于天水郡。驻有天水铁路信号厂、天水长
]lP{|}o
{|l{|F
城仪表厂、天水
２１３电器有限公司、天水新华印刷
Q-{| -!, ]9{|<
厂、天水长城精密电表厂等企业
家，年产值
.& a)
T
9 {|FQ ２６
２．６５亿元。有天水市第三人民医院、天水师范学
./&) o {| us¡¢ {|£¤¥

中心地带，东起吴家圪崂、共和巷，西至大众路，南
²PÃZ)ÊË6a9i5)RÍQl)Ñ
至藉河北岸，北到罗峪河，总面积３．８平方公里。辖
ÍÎÏÓÔ)ÓS Ï)XYZ ,/' [\]^o `
进步巷、光明巷、奋斗巷
、共和巷、罗玉新村、向阳６
59D?5959i59Ö<9/
&
个社区。常住居民
１０５２９户，２９４９４人。辖区内民主
mnJopqrs %+)."
t)."$"$ uo`Jðs'
路、青年路两边商业门店林立。大型商场有百货大
l9Tl(hsWo nhÁ

楼、东达大厦、文庙商场、商业城，中华路步行一条
p9ÊÒi9óøhÁ9hQ)²l&LY
áJô²Pi¾{|3OÆÃ\)
街是市区购物中心和品尝天水风味小吃的地方，
{|Eii{YJEM¾
天水图书大厦和天一阁是市区图书音像制品零售

院、天水市盲聋哑学校
、天水公路总段、甘肃省机
¢{|¦§¨¥©{|]lXª«¬

中心。辖区有中学１所、小学３所、幼儿园２所，国
²Po `J²¥ % ·9O¥ , ·9 . ·)v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胡氏民居、甘肃省文物保护单
aùóôõö¹O¡¢sr9 ª«¬óôõö¹
位汉忠烈将军祠和天水市文物保护单位瑞莲寺、
O£T¤Û¥¦i{|óôõö¹Oüfw9
文庙，以及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人民公园、儿
óø)§¨s©ª«¬ÆñÁ·us] 9

械工业学校、甘肃省机械技工学校、天水市第四中
®¯¥©ª«¬®°¯¥©{|±²

®¬ iÎÏ3¯xo
童乐园和藉河风景线。

学、秦州区委党校、天水市农科所等事业单位。
¥ HIJ³´© {|µ¶·¸¹ON

-.$, 秦州区属行政建制。位于秦州区
HIJKL%;Mo OPHIJ
东关街道
城区中东部，东至东桥头，南至藉河北岸，西至仁
QJ²ÊÉ)ÊÍÊÐ°)ÑÍÎÏÓÔ)RÍ±

２０００
.+++年建成瀛池蔬菜果品批发市场，占地
T;ºde»¼½¾¿ÀÁ) ÂÃ５６)&亩，
Ä)
为市区最大的蔬菜水果集散地。
$JÅÆ»¼|½ÇÈÃG
西关街道
&'$% 秦州区属行政建制。位于秦州区
HIJKL%;MG OPHIJ
城区西部，东起大通路，西至藉河西大桥，南达藉
QJRÉ)ÊËÌl)RÍÎÏRÐ)ÑÒÎ
ÏÓÔ)ÓÕÖ×ØÙÚ)XYZ３．２７
,/.0 平方公里。
[\]^G
河北岸，北与玉泉镇相接，总面积
%")) TÛRÜÝÞßà$RÜáwâ¸ão
_`
１９５５
年将西关管理局改为西关街道办事处。下辖
西站、聚宝盆、永庆路、环城西路、解放路、自由路６
Rä-åæç-èél-êQRl-ëìl-íîl &

i^)ÓÚ<l)XYZ %/)$
`²U
和里，北接新华路，总面积
１．５４[\]^o
平方公里。辖尚义

巷、十方堂、仁和里、忠武巷、盛源
59c\³9±i^9T´59µe ) ５个社区。常住
mnJo pq
居民
人。城区主街道建设路横贯
rs １０４８６
%+$'& 户，３０１６５
t),+%&) uo
QJ'áw;Vl¶·
ÊÜ`J)us¸L{|¹L9¯h¸L{|º
东关辖区，人民银行天水市支行、工商银行天水分
L9²v¸L{|ºL9u»õ¼{|º]9¸
行、中国银行天水分行、人寿保险天水分公司
、银

mnJopqrs １６９７７
%&"00 t),)&%&
uoïðva
个社区。常住居民
户，３５６１６人。境内有国家

信典当公司等金融机构及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
+½]k¾M¿{|Yus¡¢9
天水书画院沿街分布。辖区内还有省建八公司
、兰
{|EÀ¢ÁáºÂo `JðÃ¬;Ä]9Å

ñòóôõö¹O÷~ø- ¬ùóôõö¹Oú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伏羲庙、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石

{ÇB9{|ÃÆi²N¥© １所、
% ·9
天集团、天水地毯厂等企业和中等专业学校

作瑞故居、东晋才女苏惠织锦台。伏羲路步行街和
ûüýr-Êþÿ"!"#$%o ÷~l&Lái

²¥２所、小学
. ·9O¥３ ,所、幼儿园
·9 ２. 所。
·o
中学
/01$, 秦州区属行政建制。位于秦州
HIJKL%;Mo OPHI
七里墩街道

双桥路、解放路街道两旁建筑典雅古朴，道路宽
'Ðl9 ëìláw();*+,-.) wl/

畅，凸现古城风貌。三新巷、育生巷有明清居民院
0)12-Q34o
<596>5?7rs¢

落数座，有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辖区有天水华天
89:);<ÆÃ\ó=>?o `J{|{
微电子集团、天水铁路电缆厂、天光半导体有限责
@AÇB9{|lC9{DEFGH

任公司、天水庆华厂、甘肃省建筑五公司等企业和
I]9{|é9ª«¬;*J]i
四Ｏ七医院等医疗机构７家、中等专业学校
±!K¡¢¡LM 0 a9²N¥©２ .所、
·9
²¥３,所、小学
·9O¥ ,３ ·9G6Á
% ão
中学
所、体育场１处。
()$* 秦州区属行政建制。位于秦州区
HIJKL%;Mo OPHIJ
中城街道
QJ²P)ÊËQl9RaÁ)ÑSÎÏÓÔ)R
城区中心，东起大众路、左家场，南到藉河北岸，西
ÍTU5)ÓÍÖ×V9WXøYZ)XYZ +/0.
至忠义巷，北至玉泉观、泰山庙一带，总面积０．７２
[\]^o
_`í[59ñ<á9\s59]?Á
平方公里。下辖自治巷、重新街、伊民巷、绿色市场
$ mnJo pqrs９７４２
"0$.户，２４８８２
t).$''. uo
^²_`
４个社区。常住居民
人。其中回族
%%"+户，４３００
t)$,++ auo
^²bc9í[59de59\
１１９０
多人。其中后寨、自治巷、澄源巷、伊
s59 fg^5$_sårJo `J]?
民巷、亲睦里等巷为回民聚居区。辖区有绿色市
Á9hi9ji9kli9mWi
场、商业大厦、华联大厦
、金龙大厦、昊泰大厦等大

型商场和邮政大楼、电力大厦、天水大酒店等豪华
nhÁio%p9qi9{|rst

酒店；有医院１所、中学１所、小学３
rsu¡¢ % ·9²¥ % ·9O¥ , 所；有龙城广
·ulQ4
场、玉泉广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关清真
Á9 Ö×4Áo vañòóôõö¹OÓÜ7v
w)¬ùóôõö¹OÖ×V)WXø9bá7v
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玉泉观，泰山庙、后街清真
w9xyýr9zé{ýr9|}~ýrRÜo
寺、哈锐故居、张庆麟故居、连腾霄故居等均在西关。
大城街道
+)$, 秦州区属行政建制。位于秦州区
HIJKL%;Mo OPHIJ

区东郊，东靠麦积区花牛镇，南北与玉泉镇接壤，
JÊS)ÊÇÈZJÉÊØ)ÑÓÕÖ×ØÚË)
西起东桥头，区域狭长而分散，辖区面积
平方
RËÊÐ°)JÌÍFÎºÈ)`JYZ １２
%. [\
公里。１９８４年１月设立。下辖岷山、罗玉小区第一、
]^o%"'$ T % UVWo_`ÏX9ÖOJY9
罗玉小区第二、五里铺、海林、七里墩、东十里、长
ÖOJÐ9J^Ñ9Ò9K^Ó9Êc^9F

控厂、长开厂９个社区。常住居民
Ô9FÕ " mnJo pqrs２４６９８
.$&"'户，７４０９４
t)0$+"$
uo ~wyÖïð)º×wØÓyÖ)Ï
人。羲皇大道穿越境内，成纪大道从北边穿越，岷
Xl¶·`Jo `Jð{|FQ¯]9
山路横贯辖区。辖区内有天水长城电器工业公司、
{|FQÔM9{|FQÕÜ9{|FQ
天水长城电器控制厂、天水长城开关厂、天水长城
ÙÚ9ÛÜÏX®9{|ÒÝÞ
低压电器厂、首钢岷山机械厂、天水海林轴承厂等
²no ²¥ % ·9O¥６所、幼儿园
& ·9 ５所、
) ·9
大中型企业。有中学１所、小学
, ·o ÖOJ9{Ï|aßOJ$<àrsq
¡¢ ３所。罗玉小区、天河水家沟小区为新兴居民住
医院
áJo ¬ùóôõö¹OÑâwiãä¥å)Ñ
宅区。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南郭寺和诸葛军垒，南
âw] i{Ï4Ás©ª«¬ÆñÁ·o
郭寺公园和天河广场是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
石马坪街道
234$* 秦州区属行政建制。位于秦州
HIJKL%;Mo OPHI
区城区南部，东接七里墩，南部与玉泉镇相连，西
JQJÑÉ)ÊÚK^Ó)ÑÉÕÖ×ØÙ|)R
与天水郡毗邻，北以藉河为界，总面积约８平方公
Õ{|}æç)Ó§ÎÏ$è)XYZé ' [\]

里。石马坪之名，缘于临近玉泉镇石马坪村李广墓
^o úêëìí)îPïðÖ×Øúêë34ñ
òÆ(óúêo %"'$ T % UVWo `ÊBô9úê
前的两蹲石马。１９８４年１月设立。辖东团庄、石马
ë9ÎÏÑlY9ÎÏÑlÐ9fg ５) 个社区，
mnJ)
坪、藉河南路第一、藉河南路第二、莲亭
%%$"+ 户，３２８１０
t),.'%+ uo
`J{|FQõ
pqrs１１４９０
常住居民
人。辖区有天水长城合

! !!" !
－４４７－

天水大辞典
!"#$%
金材料厂、天水长城通用电器厂、天水塑料厂等大
!"#$%&'()*+,-$.&'/#$01
中型企业。羲皇大道和大众南路在辖区内纵横交
23456 7819:1;<=>?@ABCD

错，是辖区内主商业街道。有中等专业学校１
EFG?@AHI5J9K L20M5NO !所、
PQ
中学
所、幼儿园２
所、医院１所，有金
P%RN "２ P%STU
" P%VW
! PFL!
2N２"所、小学
宇花苑、天庆花苑小区
、盛世桃源小区 、花苑小区
XYZ.&[YZR@.\]^_R@QYZR@
等居民住宅小区
0`abcR@８ #处。
dK
&'( 秦州区辖镇。位于秦州区西北部，藉
ef@?gK hief@jklFm
关子镇

商铺楼一座，现已有营业门店
I01qL5-２２０
""% 家。
,K
皂郊镇
*+( 秦州区辖镇。位于秦州区南部，镇人
ef@?gK hief@<lqg
民政府驻地皂郊村距市区
公里。地处南沟河峡
arstuxyz@ １５
!' {|K
ud<dn
谷，山多川少，地势起伏较大，南沟河向北流经境
q\ùÛÓqu Î1q<dnÖ ØÙÚ
(!) àãÚäåK
<¢ÚA
A¡¢mnK 9 ３１６
内汇入藉河。国道
线穿境而过。南宋时因境内

修建皂角堡而得名。明清及民国时期为皂郊镇，是
£¦¤yä¥UK a¦gqG

秦州十镇之一。１９４９
年并
ef*g§K !&$&年
 ９月设皂郊乡，１９５８
& ¤q!&'# ¨

nopqgrstuvwxyz@ ４０
$% {|6
}~
河上游，镇政府驻地关子村距市区
公里。古代

¢©ª{q!&)!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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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后沟、冯集、梨尧、刘家山、松树、韩安、杨柳、西

皂角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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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子村

水市规模最大的民办中学。皂郊镇地处城郊，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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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n.'ú.û,è.HÛ.H:.Hx.g.
沟、孙家河
、水泉、谢家庄、杨川 、杨集、杨湾、店镇、

@q"%!% q Lxa７４２
+$" 户，３３８２
¼q((#" K
u®¯
区，２０１０年，有村民
人。耕地面积
３３２３
(("(亩，以中药材、果品种植为主导产业。粮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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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马家河、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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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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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郊村
*+) 皂郊镇政府驻地。小城镇建设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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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年收入
３００z¢A
万元。全村建
þ:;<Å&>?９２
)# 栋。２００７年后在
@A #%%+ ·m ３１６
"*$ ~
成二层式新农村住宅
国道
ÎEÅ¼1;<Å&>?F
6,¢%
旁边新建六层式新农村住宅楼
２ #栋@４( 个单元，共

亩。人均纯收入２７５０元。该村在
２００４年撤乡并镇
A { ¡ 0+&- ¢A ª&m 0--(
jek*
Ú²+«ÔlePQ$m% )'(ÛT ÔlÜ
之前属原铁炉乡政府所在地，有卫生院、铁炉学
TÝ$ý "
.*+,-%£Þ)9 ８０
,- I
区、农电所等
３家镇属单位，主街道有店铺
多
6%ßôTàý4*37Ñ1áâã
个，历来日用百货、小吃等小集镇型商贸业比较兴
äA Ëå５００
&-- 多亩，年果品收入约１００
I%n ¡æ '-- I
旺。各类果园面积
多

计G４８
户，建筑面积４０００多平方米。新建三层式老
(, %¼H
(%%% I7j8A Å¼J;<K

万元。年均输出富余劳动力
z¢A ûüçè¦!é２００
0-- 人次以上，人均年
{ê¥W%{

年活动中心１栋
L!SM * @１５*&间，建筑面积３８０平方米。
N%¼H ",% 7j8A
()* 秦州区辖镇。位于秦州区西部，镇政
ÌÍ}*A -GÌÍON%*P
藉口镇
府驻地郑集寨村距市区２３
 A STU-GSV
Q/R4ß&5 #" 公里。藉口因位于藉河

,--- 元左右。
¢ìíA
§Ú ¡ëm８０００
务工收入都在

上游两支流的交汇处（夕阳口子）而得名。１９８５年，
WøXYZ[u\Ï]^_TI`abA *),& %

林果业为支柱产业，果园面积
î1©Yîé1% ２３４０
0"(- 亩，果品产业
%né1

藉口乡从天水县划入秦城区。２００２
cdefÒÓgh¡Ì=A #%%#年
 ７月，藉口乡
+ i%cde
撤乡建镇。２００３年
je¼*A #%%" １２
*#月撤乡并镇，铁炉乡并入藉
ijek*%Ôlem¡c
口镇。全镇总面积２３３平方公里，２０１０年，下辖
４０
d*A W*ê #"" 7j %#%*% %Þ} (%
6&%*"( 6&%+()&
{A 
个村，１３４
个村民小组，７４９５ %"+##%
户，３７２２０人。耕地面
 +.),万亩，其中果品面积４．５万亩。主要农作物
z%Sn (.& zA £¤
积７．９８
xéy
)oTpqTroT.sTàtTuvwA
有小麦
、玉米、荞麦、油菜、胡麻、马铃薯。盛产苹

¡ÐW&{ ¡[ ,"/A
¼) 0 个大型果
623
收入占全村人均纯收入的
８３？？建有２

/01$藉口镇辖村。２０１０
ST*}&A 0-'%)４２０
(0-户，
%
四十铺村
年，有
',)& {% ２７０４亩，人均纯收入
0+-( %{ ¡ ３４５０元。
"(&- ¢A
１８９５人，耕地面积

品交易市场。１９８６年３月村上成立了四十铺果树
nuï5¡A '),$  " i&Wþðñ 

专业技术协会，服务范围由一个村逐步发展到全
ò1óôõö% ú§Äk÷#6&øÔ¶qºW
,- I6&¼ðÖ¥î1©£
*ÏùEe*[ ８０
镇及周边乡镇的
多个村；建立了以林果业为主
[úûÃÄ[
'"-%ü·ýþyT/T}T
的科普示范基地
１３００
亩，先后引进苹果、桃
、梨、
ÿIT 0/ý!"Ån６８
$,个，２０００
6%0--- ÊÒÓ5
李子、樱桃等优质新品种
年被天水市

! !!" !－
－４４９

天水大辞典
!"#$%
科协列入＂６１０科普示范基地＂。逐步走出一条＂经
!"#$
%
!"# !&'()*+, -./012
3
4
销＋基地＋农户＂的果品产业化路子。在协会的带
5 $ )* $ 67+89:;<=>?, @"A8B
动下，建立起一支由
人组成的果品经济人队
CDE FGH1IJ １３
"% KLM89:4NKO
伍，每年经销果品
&##万公斤，收入
STUEV$ ３００
%## 多万元，
WSXY
PEQR459:５００
果品定销广州、云南、新疆、青海等地。对于全镇及
9:Z5[\]^_]`a]bcd*e fghij
周边乡镇的林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辐射带动作
klmino9<pqHrstunvwBxy

z{
用。

范点。新建商业一条街，农贸市场和一处设施功能
v{ `F<12E61
齐全的集餐饮、娱乐为一体的休闲会馆。
hnt¡]¢£1¤n¥¦A§{
窝驼村
,-+ 太京镇辖村。位于太京镇东部，距市
¢£i~{ g¢£i6E
区}５公里。２０１０
年，有
人，其中回民
& T{ +#"#
RE°１９８
"') 户，８４８
7E)() KE34¨¨
１５１
人，占总人口的*(.E¨¨ª«{
７４？？为回民聚居村。
"&" 户，６２７
7E!+* KE©ÅK¶n
耕地面积
５２７亩。建成优质果园
Î*ÆÇ８３７
)%* 亩，其中川地
ÏE34* &+*
Ï{ FM¬9Ñ
ÏEß®ìíî]]+¯]°±÷Í;<
８０)# 亩，早熟马铃薯、西瓜、西红柿、豆角等小拱棚

&'( 秦州区辖镇。位于秦州区西部，镇政
|\}~i{ g|\}Ei
太京镇

("# 亩。采取＂公司
Ï{ ²³
3
T´ ＋农户＂的模式，养殖奶牛
$ 67+nµ¶Eøùúû "')
４１０
１９８

府驻地三十甸子村距市区
"& 公里。川区为瓜果、
T{ }9
 ?}１５

头。引进黄牛养殖项目，计养殖肉牛
５００头。２００８
·{ ¸¹Ùûøùº»E¼øù½û &##
·{ +##)
年人均纯收入
RKýþV$４３００
(%##元。村内建有幼儿园、中学，健
X{ ¯F°¾¿Ñ]4ÀEÁ
身休闲广场及文化墙，建筑面积１６２８平方米的办
Â¥¦[jW=ÃEFÄÆÇ "!+) ÈÉÕnÅ
公大楼。窝驼村先后获得＂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
TòÆ{ ¼½ÇÈÉ3
UB`6F'v
+
3
BÊ¾ËÌÍyÇ¹+÷ÎÏªÐ{
村＂＂市级综合治理工作先进村＂等荣誉称号。
./0*+ 太京镇辖村。位于天水市西郊，
¢£i~{ gÁDE
李家台子村
天陇公路横贯全境。２０１０年，有２个村民小组，１６７
ÑT>ÒÓh®{ +#"# RE° + Ê¨ÍLE"!*
户，７６３人，耕地面积１７７６
7E*!% KE Î*ÆÇ "**!亩，果园面积８５０
ÏE 9ÑÆÇ )&#亩。
Ï{

Z]
nu}{  %"!
蔬菜种植的主要分布区。国道３１６
线和天定
、宝天
T>
¡¢£}E¤¥¦§{
¢£i¨©
高速公路穿越太京川区，交通便利。太京镇民国时

称而立镇。１９４９
ª«Gi{ "'(' 年以后称太京乡，以境内有太京山
R¬ª¢£mE¬®¯°¢£±
«²³{ "'&) R´$µ¶T·{ "'!" R¸¹µ¶
而命名。１９５８年并入藉口公社。１９６１年又从藉口
º0E»¼½T·¾´EM¿¢£T·e "'*" R
划出，后与窝驼公社合并，成立太京公社。１９７１年
１２
"+ 月由天水县划入天水市。１９８３年改为太京乡。
ÀJÁÂº$Áe "')% RÃ¢£me
２００２
+##+ 年７月撤乡建镇。全镇总面积１４４平方公里。
R * ÀÄmFie hiÅÆÇ "(( ÈÉTe
２０１０年，辖
+#"# RE ~２６个村，６６个自然村，１０９个村民小
+! ÊE!! ÊËÌE"#' Ê¨Í
组，６８９５
户 %"###
３１０００人。耕地面积
万亩，森林面
LE!)'& 7
Ke Î ÆÇ５．８
&,) SÏEÐoÆ
+,&* SÏE9ÑÆÇ ",!)
SÏe u6yÒ°
积Ç２．５７万亩，果园面积
１．６８万亩。主要农作物有
ÍÓÔÕÖÓ×ØÙÚEÛÜÅ;Ý "#'(,")
小麦、玉米、荞麦、糜谷、黄豆，粮食总产量
１０９４．１８

万公斤。经济作物主要有苹果、早酥梨、杏、葡萄、
STUe 4NyÒu°Þ9]ßàá]â]ãä]

+##& RKýþV$ １８３０元。建有一栋两层商铺、
")%# X{ F°1ÔÕÖ]
２００５年人均纯收入

办公用房，总建筑面积
５６０ ÈÉÕë
平方米；建成占地
３０
ÅTz×E ÅFÄÆÇ &!#
FM©* %#
Ïn¢£i69:]¤Ø{ ÁgÙ9
亩的太京镇东川果品、蔬菜交易市场。天水华康果
"### ân
°ÚÛÜT´ÝÞFMßàá １０００
蔬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成储藏能力为
吨的
ãäå1æE ¢£i５０００
&###亩优质大蒜、１２００
Ï¬òó]"+## Ï
气调库一座，为太京镇
亩

亩早酥梨、７０００ ÏÞ9çèßé{
亩苹果提供储藏。
â]åæ]çè]éèE9ÑÆÇê ","
è]*## Ïßàá]*###
杏、花椒、樱桃、核桃，果园面积达
１．１SWÏë
万多亩；蔬菜 桃、７００
以马铃薯、番茄、辣椒、大蒜、胡萝卜等为主，面积
12( 秦州区辖镇。地处城郊，环绕秦州区
|\}~i{ *DEêë|\}
¬ìíî]ïð]ñæ]òó]ôõö÷EÆÇ
玉泉镇
１．４万亩。有养殖户
",( SÏ, °øù7１０００
"###多户，以奶牛、黄牛、鸡养
W7E¬úû]Ùû]üø
ù, 6¨KýþV$ ３２００元。无公害蔬菜业、
%+## X{ ÿT!<]
殖为主。农民人均纯收入

大蒜业、林果业、畜牧养殖业
、旅游业 、劳务输出为
òó<]o9<]"#øù<]$%<]&'(0

城区分布，镇政府驻市区。玉泉镇因境内名胜玉泉
}Ei}{ Ôìií®¯³`Ôì
j«É³{ ¨©îg6]mï~{ "'('
观而得名。民国时分隶于东、西十里乡管辖。１９４９
RÔìm{
"'&) R´$ðImT·{
"'!" R
年后设玉泉乡。１９５８
年并入吕二沟公社。１９６１年

六大支柱产业。林果业以红富士苹果
、早酥梨、张
)òI*;<{ o9<¬+,-Þ9]ßàá].
公元杏、巨锋葡萄、大红袍花椒、美国大樱桃为主。
TXâ]/0ãä]ò+1åæ]2òçè{

称玉泉公社。１９８３年分属环城乡
、玉泉乡、吕二乡。
ªÔìT·{ "')% Rêm]Ôìm]ðIm{

其中红富十苹果、早酥梨、桃等水果远销广东、上
34+,-Þ9]ßàá]è÷Á955[6]7

成立玉泉镇。全镇总面积
M¿Ôìi{ hiÅÆÇ１０３．８平方公里，２０１０
"#%,) ÈÉTE+#"#

海c]`a]8]9\÷*{
、新疆、西宁、兰州等地。地膜大蒜
、小拱棚地膜
*:òó]Í;<*:

年，辖
３０个村，７８个自然村，２
个居委会，１１３ Ê
个村
RE~ %#
ÊE*) ÊËÌE+ Ê«ñAE""%
¨ÍLE**%) 户，总人口
7EÅK¶ %+%'"
Î*ÆÇ (,"%
民小组，７７３８
３２３９１ K{
人。耕地面积
４．１３
SÏE ÎoÆÇ +,!&
SÏE 344NoÆÇ
万亩，退耕还林面积
２．６５万亩，其中经济林面积

ìíî=6<>ÿT?@A ＡＡ
--级农产品。城
B6;:{C
马铃薯被农业部评为无公害绿色
DF°6EF * E{ G?6HI]J]K]
郊建有农家乐７家。三十甸子村农历二、五、八、十

２００３年
乡合并
+##% R１２"+月撤乡并镇，环城、玉泉、吕二３
ÀÄm´iEê]Ôì]ðI % m¾´

)'"(,(" Ï{ hi°øùÍ}１０
"# 个，家庭养殖场
ÊEEòøù %'
８９１４．４１亩。全镇有养殖小区
３９
ÊERó;½]S]ú "!##
âE; ô "+##
个，年生产肉、蛋、奶
１６００ W
多吨，产值
１２００ WS
多万
址，具级文物保护单位师赵村遗址。名胜古迹有佛
]EÂVWÒXYZ^_\]{ ³`ab°c
X{ FMò<２２００
++## 多亩，大田蔬菜
WÏE ò{ "&##
元。建成大棚蔬菜
１５００ W
多
公桥、白马洞
、华洞寺、玉香观等。下辖庞家沟、东
Td]eìf]gfh]Ôij÷{
D~klm]6
F°õ
ÏEòçè]+Þ9'v)* '###
亩，大樱桃、红苹果示范基地
９０００ WÏ{
多亩。建有暖和
山、甸子、师家崖、湾子、窝驼、北崖、张吴山、唐家
湾工业小区、天水郡工业小区、聚宝盆工业小区、
±]G?]^ln]o?]¼½]pn].q±]rl
oÍ<Í}]ÁöÍ<Í}]ª÷Í<Í}]

日逢集，上市产品有农副产品、日用百货、畜禽蛋、
LMNE7;:°6O;:]LzPQ]"RS]
瓜果粮油等。境内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西山坪遗
9ÛT÷{ ®¯°UVWÒXYZ±[\

尧、西山坪、年集、席范、董家磨、刘家庄、田家庄、
s]±[]Rt]uv]wlx]ylz]{Ez]
靳家崖、郑家磨、银坑、台子、川口、韦家沟
、庙子、
|En]}Ex]~]?]¶]Em]?]

øùÍ<Í}]6Í<Í}{ hi°miú
七里墩工业小区、东十里工业小区。全镇有乡镇企

盘龙、郭家坪、马岐山、廿铺
个行政村。
] E[]ì±] ２６
+! Ê{

元，增加值４．２５
亿
XE ýþô (,+&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
üX{ ÿ!Í<Å;ô １８．６８
"),!) ü

业< １８９０家，从业人员
１．４万多人。年总产值
１４ ü
亿
")'# EE¹<Kû ",(
SWK{ RÅ;ô "(

元，农业总产值７６１０．０８万元，粮食总产量４２７４
公
)*+ 太京镇政府驻地。位于渭河主要支
¢£i*{ guI
XE6<Å;ô *!"#,#) SXEÛÜÅ;Ý (+*( T
甸子村

流藉河，属黄河流域，是天水市西部饮用水水源保
µEÙEÁzÁÁX
Y}{ +#"# RE~ + Ê¨ÍLE!&! 7E++(# K{
护区。２０１０年，辖２个村民小组，６５６户，２２４０人。
Î*ÆÇ "'('
ÏEÎoÆÇ６８５．８
!)&,) Ï{
Kýþ
耕地面积１９４９
亩，退耕还林面积
亩。人均纯
%'+# X{ +##( R=Z}BÍiF'
V$ ３９２０元。２００４年被确定为区级小城镇建设示
收入

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３５３８元。境内有中学２
UE6¨KýþV$ %&%)
X{ ®¯°4À + 所，小
"EÍ

学À２３
+% 所。有南郭寺、玉泉观、伏羲庙、李广墓、老君
"{ °_ h]Ôìj]#$]%[&]'(
])*h]+÷³`abøù],÷a
庙、炳灵寺、皇城等名胜古迹和七里墩、烟铺等古
\]{+##' R->Áò./mi{D~0
遗址。２００９
年被评为天水市十大魅力乡镇。下辖孙

! !"# !
－４５０－

- 区
.
县

家坪、西十里、闫河、东十里、七里墩、西团庄、伏羲
!"#$%&#'(#)%&#*&+,$-.,/0
路、王家磨、玉泉
、王家坪、石马坪、李官湾、曹家
1,2!3,45,2!",67"#89:#;!
崖、杨何、莲亭
、刘家庄、东方红、烟铺、皇城、瓦窑
<#=>,?@,A!.,)BC,DE,FG,HI
坡、枣园、马兰、左家场
、东团庄、盐池、徐家山 、天
J,KL,7M,N!O,)-.,PQ,R!S,T
水郡、暖和湾、闫新、冰凌寺
３０ ]^_`a
个行政村。
UV,WX:,'Y,Z[\ !"
七里墩村
!"#$ 玉泉镇辖村。位于秦州区城区东
45bc`d efghiji)
klmTUnopqrstuviwa xnyz{
部，在天水市第三商业圈的核心区域。为市级文明

村`|}~`|Y``Xj`
、党建示范村 、新农村示范村和城中村改造试点

１９９９
荣获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位＂称
$/// lhm`
n~z{`bo=[afegj
号。２００９
年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村＂称号。
kd ,%%/ Upz{âqr
`
mz{`gjkd
享誉盛名的天水八景之一＂赤峪丹灶＂就坐落在该
stu_tTUvwxé
`
y"z{g|}~mW
村。３１６
国道、宝天高速公路穿村而过。村内建有总
`d!$. m,TDÓ1`)d`~
5
面积
® ３０００平方米的肉牛养殖圈舍
!%%% ÂBÃt s '５座。通过招商
d ()¯q
°±Sl~²¦ ４０
&% ¤tRv
ï¶
引资项目，建成占地
亩的物流配送中心（是集

`a #"$%年，辖
c &'%
lr
村。２０１０
４５０ 
户 $(&(
１７４７人，其中纯农业人口

集散、货运、蔬菜批发与零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市
¶, , GÝBxé·t< n

文明先进单位＂，１９９６
年获得＂省级文明村＂称号。
z{[afegl$//. hi
`
]yz{`gjkd

³,`,,,t
中药材、农村电器、农贸、大型贮粮饲料的配装与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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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８
人，其余２０２
户*+&!
１０４３人为因历年征地
场）、高档汽车专卖店、汽车专修厂、骨伤外科医

等原因转为城市居民但目前仍居住在村内的人
xjnm`t
员。全村有各类土地１３２７．２
d ` ¡¢£ $!,(-,亩，其中，旧村庄占地
¤ll¥`.¦
!++亩，企业用地
¤l§r¨ $+.-!/
３００
１０６．３９ ¤lSJ©ª«¬®
亩，山坡地退耕还林面积
/,%-)$ 亩。２００１年招商引资建成七里墩建材市场，
¤d ,%%$ ¯q°±~²*&+~³n´l
９２０．８１

每年为村集体增加集体积累
年
µx`¶·¸¹¶·®º１３０
$!% 多万元。２００９
»¼½d ,%%/ 
又招商引资
多万元筹建了营业面积为 ３! ¼
万
¾¯q°± ５０００
'%%% »¼½¿~ÀÁr®x
多平方米的七里墩森美家具城，村集体年增收
９０
»ÂBÃt*&+ÄÅ!Æjl `¶·¸Ç /%
万元。新农村建设中，新建住宅楼
¼½a Y`~ÈlY~ÉÊ８ )栋
Ë２９４
,/& 套，建
Ìl~
筑面积３．４７
Í® !-&(万平方米，包括服务区
¼ÂBÃlÎÏÐÑi４２６
&,. 平方米，办
ÂBÃÒ
,%%% »ÂBÃlqE $%'%
ÂBÃlÔÕÀ
Ói ２０００多平方米，商铺
公区
１０５０平方米，实现了户
Ö×YÊØtÙa ,%$% Ú²ÛÀTUÜ
户都住上新楼房的目标。２０１０
年初成立了天水鸿
ÝÔr ÞßàÓáa `âãäåæçÔèÀé
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村委会自主制定实施了一
êëìíè`îïðñ ６０
.% 周岁，女年满
òóôñ
系列惠民措施，全村凡是男年满
５５''周岁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补助金
１００元。全村
òótõµµöÝ÷øùú $%%
½a `

院。全村有各类企业
多个，其中总资产在 ,%%%
２０００
¯d ` ¡¢§r １００
$%% »]l5±3m
万元以上的企业
¼½°×t§r１个，涉及农业、工业、交通运输、
$ ]l±²r,or,³(´,
µ¶ÐÑ»]^rF å·3¸ ¹º,!
饮食服务等多个行业；主要产品有机械电器
、家
`
q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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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塑料制品等。在新农村建设中，按照＂商铺＋住
宅＋市场＂的模式，建成产业化一条街和农民住宅
É 0 n´gt¾¿l~²3rÀéÁÂXÉ
楼。村内设卫生室一所，幼儿园两所。建有老年活
Êd `ÈÃÄÅéÆlÇÈLÉÆd ~ õ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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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心、农家书屋
、培训中心。

天水镇
*+, 秦州区辖镇。位于秦州区南部，西与
ghicbd efghiHkl$
ÎÏP9bÐÑlb_ÒÓTU`%ni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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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县盐官镇毗邻，镇政府驻地天水村距市区
公
&d ÔÕ)$ÖlH×ØSÙÚd $ÛUÜ
里。境内地势东高西低，南北群山相连。西汉水从
)8$R/Ti ) Ó&d !+.省道穿境而过，交通
]Ô)l³(
东到西流经川区８公里。３０６
BÝd
ÞßTUbàTUÏi_d
áßâ&ã
方便。唐代天水镇因置天水县而得名。五代这里曾
ÈTUÏläåæ**(,/ 年）后为秦州天水镇。
¡\xghTUbd
设天水县，清雍正七年（１７２９

*/&/ 年后设天水乡。１９８５年从天水县划入秦城
\ÈTUçd */)' ÜTUÏè6gj
１９４９
７００余人年终每人分红
２０００元。村内建有老年人
(%% ûµüC ,%%%
½a `~ õ 区。２００２年７月撤乡建镇。２０１０年，辖
id ,++,  ( öéç~bd ,+*+ lc２６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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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个村民小组，６０６５ 户，３１５００人。总面积９６平
活动中心。

烟铺村
%&$ 玉泉镇辖村。地处罗峪沟中段，距市
45bc`d ÿ!"#$l%n

方公里，耕地面积５．８４万亩，森林面积
BÓ&lª® '-)& ¼¤lÄ¬®５０７４
'+(& 亩，主
¤lå

区３
i !公里，２００９
Ó&l,%%/ 年，辖烟铺、李家园子２个自然村，
lcDE,8!L& , ]ä'`l
１５９
人，耕地面积１４０３．８
亩，通过退耕还
$'/ 户、７６１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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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栽植大樱桃经济果园
亩，亩均产值
¬l *+,-./01L１４０２．３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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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马铃薯
、葵花、油菜，果树
·= Kê,4Ã,7ëì,íî,ïl1ð
有苹果、梨。蔬菜种植、畜牧养殖业
、林果产业为主
ñ1,òd ó+,ôõr,¬13rxå

@ . ]`t-.ABCDÝEFY~¦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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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６个村的樱桃销售迅速发展；新建占地
亩的

导产业。建有蔬菜大棚１４１５个，主要种植辣椒、西
:3rd ~ ,ö *&*' ]lå·ó+÷ø,$
Cù,ú,û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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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柿、韭菜
、芹菜等。发展芦笋、高原夏菜等新型产
rl½ð`²ÛÀüý¥r<=>lÿ!`²ÛÀ
业，元树村成立了芦笋专业合作社，嘴头村成立了
1¥r<=>d 2Ç6 ,/++
½d TU
果蔬专业合作社。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９００元。天水
bp,",#$%¶lå·³&3¸ $'(
镇农历三、六、九日逢集，主要交易产品有日杂百

大樱桃批发市场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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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蔬菜副食、木柴山货、禽蛋肉食等。境内有龙头
,)¶,*+S,,-¶d Ô .!

)%%%元，总收入达到
½l5Ç6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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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００
１２００ »¼½d
多万元。农民人均纯收
6 ２８１３元。大樱桃已成为全村的主导产业，２００８
,)$! ½d ,-.9²x`tå:3rl,%%)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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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１月，组建秦州区罗玉大樱桃合作社，带动周

暖和湾村
'()$ 玉泉镇辖村。位于秦州区西南城
45bc`d efghi$Hj
郊，距天水市中心约３．５
Il%TUnvJ !-' 公里。有
Ó&d
&４个村民小组，即
]`K;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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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暖和湾、下暖和湾、吕家崖、何家堡。农户
４０８

\,/",0.1l2î\,345_678d M
寺、庙坪、青龙观，槐花寺、姜维坟等名胜古迹。下
cTU,9!,:8,2.,;",<=,>#,6?,
辖天水、安家、焦李、王庄
、董坪、孙陈、杏沟、石滩、
6R,)@,+S,ÿ!,A\,7¶,×B,C`,D
石徐
、东风、柴山 、嘴头、蒲后、古集、上游、胡村、苏

户，村民
１７８３ lPQmWX:tRþ
人，长期居住在暖和湾的流动人口 寨、青年、李尧、杨湾、铁堂峡、大山、庙坪、元树、杨
l` $()!
E,0,8F,=:,GHI,,S,/",½ð,=
２０００
¶,J' ２６
,%%%多人。耕地面积１２６４
»d ª® $,.&亩，山地退耕还林面积
¤lS©ª«¬® 集、双闫
,. ]^_`d
个行政村。
９１０
２２８．７亩。城中村改造项目
天水村
/$%亩，产业发展用地
¤l3rÝE¨ ,,)-(
¤d j`S
*+$ 天水镇政府驻地。位于天水镇中心
TUb_ÒÓd efTUbv
地带，为区级新农村建设推进村。早在西周时期，
１２５．３
亩。川地已全部被征用。２００７年全村社会总
?lxiyY`~ÈKa`d Lm$òM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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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½d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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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达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３２００元。该村
秦人就在这里活动。到唐、五代、宋代曾在此设置
ï45bXét}5YlMc , 个支部，党员人数
]Ykl}Z
TUÏ,TUV~ælCPPãQ/TU`d
是玉泉镇唯一的党总支，下辖２
天水县、天水郡等建制，红军长征曾途经天水村。
'' d [\U],n,i^_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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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２０１０年，辖８５７户４２５９人，耕地面积
,+*+ lc )'(  &,'/ lª® '.+&
¤d 
５５人。先后被省、市、区命名为＂先进党组织＂＂精神
５６０４亩。农
!"# !－
－! ４５１

!"#$%
天水大辞典

民人均纯收入
２００
!"#$%&３４５０元。栽植大蒜
!"#$ '( )*+,２００
%$$亩，芦笋
-./0 %$$
亩，果园
５０ -.89:;<=
亩，建成天水村良
-.12 ３００
!$$ 亩，试种架豆王
-.34567 #$
种场大棚育种
4>+?@4７０
&$ 亩，用于推广新品种洋芋。建设
-.ABCDEF4GH( 8I
永洋机砖厂一座。新建上宅下店、前庭后院式的仿
JGKLMNO( E8PQRSTUVWXYZ[
古商贸一条街。天水新赛畜牧有限公司计划（在天
\]^N_`( :;Eabcdefghijk:

庄、马家坝、荣光、金池、沿川、娘娘坝、南峪、钱家
qTr¢TstT°TÆÇTT$Tu¢

坝、舒家坝、庙川、李子、花园、白音、孙集、西峪、张
Tó¢T´ÇTÍÎT±2T¡vTw/T$Tx
山、小南峪、牛峡、中寨、上寨、赵峡、小峪、沟门、杜
TÜ$TsyTzTPzT{yTÜ$T|}T~
家庄、许家庄、柳林、长河、沟门
２８ <(
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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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娘坝村
国道横贯
&&') 娘娘坝镇政府驻地。３１６
ln( !'( ©ª

水镇良种场占地
全村，交通便利，信息畅通。２０１０年，辖
个自然
'$$亩）实施肉牛育肥项目，建现
-opqrs@tuv.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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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６
个村民小组，２８７Þ.'"(&
户，１４６７"人；其中回族
３４
代化肉牛加工生产线。已建成青贮池６个，建牛棚
. ５００
#$$ 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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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n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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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１４３
人。耕地面积
３１１０亩，其中粮食生产面积
４ "个，存栏

２８８
亩，林业和二、三产业是
&&'( 秦州区辖镇。位于秦州区南部林
l( B
%++亩，退耕还林
-.ßC ２６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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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娘坝镇
全村支柱产业。粮食总产量
万公斤，人均纯收
Ô<}( %&Õ}'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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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山区，西秦岭南麓，属长江流域。镇政府驻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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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坝村距市区 ３７ 公里。有白家河流经境内入嘉陵 入 ３０２７元。１９９８年，被区委、区政府确定为全区小
城镇建设重点乡镇之一。多次被市、区委评为农村
Ðl8I÷ÉlXN( TÀ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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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组织先进集体、文明村。区域内有水厂１座，
£;¤¥５００
#,, 立方米／日。
ÌÙæ . -(
供水能力

!!"#$%
娘娘坝镇景象

江。３１６
( !)( 国道穿越辖区中部。境内牡丹山有金花圣
©ª«¬( ¥¦®¯d°±²

孙集村１
*+) !/娘娘坝镇辖村。甘肃省新农村建设
l<( ¦§¨Eá<8I
示范村。位于娘娘坝镇西南部，距镇区
õö<( Bl.l１０
), 公里，甘
f .¦
什战备路穿村而过，交通较为便利。２００７
年实施异
©ª«¬«<¼. ®À( %,,& Äpq¯
地搬迁项目户
人。２０１０年，辖１个自然
n°±uvÞ４９
"* 户、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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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７个村民小组，３０８
户、１５２４人，有劳动力７４１人。
",#& -.ßC５９６．９
#*(-* 亩，耕地面
-.ßnÖ
ßnÖ×４０５７亩，其中退耕还林
耕地面积
× ２０５４
%,#" -.
%&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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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亩，粮食总产量
４５．６８àf(
万公斤；有大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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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
３０８头，猪存栏３１７头，人均纯收入１７７０元。有孙
/<LM ) ¢( }Àñò4*ð1(
集村砖厂１家。支柱产业为中药材种植和林果业。

,-) 娘娘坝镇辖村。位于秦州区娘娘坝
l<( B
柳林村
l.l ),
f ( %,,+ Ä. ( <!Ü
镇南部，距镇政府
１０公里。２００８年，辖６个村民小
丹山，故名娘娘坝。民国时期为兴隆镇所辖。１９５６
¯.½¾( !©¹¿ÀÁÂl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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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３１６ 户、１７３２ 人，耕地面积%("!
２６４３亩，其中川地
Ä.Å°TÆÇT¡È ! ３乡合并成立娘娘坝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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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金池、沿川、白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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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娘娘庙。传说明朝时金花圣母娘娘曾镇守过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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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娘娘坝乡
、李子乡由天水县划入秦城区。
%,$) Ä９月娘娘坝乡撤乡建镇，称娘娘坝镇。２００３
* ÑÉÒÉ8l.Ól( %$$!
２００１年

年
Ä １２月撤乡并镇，李子乡并入。全镇总面积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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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２０１０年，辖２８个村，９５个自然村，１２９

４２０亩，人均占有耕地
亩。主要农作物有小
"%, -. "#mdßn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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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玉米等；经济作物有黄芪 、板蓝根、柴胡等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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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和油菜，有垂钓基地１处，渔业养殖户１０
òðèé.dº»n ) 7.¼½¾Þ ),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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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约
×¿ ８０亩。有农家乐园１处。林业发展迅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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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退耕还林为载体，间作套种药材＂的生态林
¡Í( ßCÖ× )((,亩，种植中药材
-.4*ñò ３２０亩，
!%, -.
体系。退耕还林面积１６６０

个村民小组，５３７８
户、２６３７４人。耕地面积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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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农作物有小麦
、玉米、荞麦、油菜 、胡麻、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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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私营林场２家，荒山造林
４１０亩。旱作农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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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林产品有核桃、松子和药材。舒家坝村建有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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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３５０
亩，沼气池建设
７０ Þ(
户。农民人均纯收入
亩中药材示范推广点，种植品种有黄芩、黄芪、北
-ñòõöCD÷.4*F4døùTøúTû
五味等
１０ <
村
'%个，辐射带动庙川、南峪、花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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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ýþ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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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０元。建成小康农宅

种植中药材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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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有木材、山货、禽蛋、仔猪
、粮油、水果、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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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２０１０年，辖５
个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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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娘娘坝镇地处小陇山林区，森林覆盖率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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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资源丰富，林产品有木材、野生药材，还有大
鲵、林麝等野生珍稀动物。境内森林密布，河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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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耕地面积
亩，其中粮食播种面积１５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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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著名的李子园森林生态旅游公园就在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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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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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Þßf¬TàØf
府驻地平南村距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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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穿越境内，交通便利。平南镇以境内有平阑川而

清，气候凉爽宜人，是避暑休闲的理想之地。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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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矿及铅、锌、铜、铁等金属矿藏和氟石、石灰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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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矿藏。有云雾山、秀金山、香泉寺等旅游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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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正在建设娘娘坝国际旅游生态园。下辖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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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名，后改为平南。明清及民国时期为平南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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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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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6 １０镇之一。１９４９年后设平南乡。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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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天水县时划入秦城区。２００１年９月撤乡建镇。

全镇总面积９２平方公里，２０１０年，辖２９个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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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然村，１３４个村民小组，７８０４
户，４１４２１人。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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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积５．９１万亩，森林面积６７５９
亩。年总产值
!+(& 亿元，粮食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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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４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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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０元。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马铃薯，还有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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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白云豆、油菜等。１９８５
年，平南镇试种地膜玉米

成功，后广泛推广，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全镇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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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面积
多亩，种植柴胡、半夏等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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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由于交通方便，周围物产丰富，是秦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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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最大的商贸市场。农历二、五、八、十日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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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交易商品以服装、禽蛋
、肉类、蔬菜、仔猪、木
材、日用百货、五金家电为主，日贸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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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云雾山存元代至大元年（１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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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万庄、孙集、王坡、大柳、处关、落地、于庄、韩山、

平南镇孙集村新农村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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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植全膜双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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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玉米１２００亩，种植＂架豆王＂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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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养牛场。
&'# 平南镇辖村。地处平南镇西北部，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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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该村三面

环山，一面临水，属半川半山地，典型的高寒阴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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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主导产业以旱作玉米、小麦、马铃薯、荞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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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林果业甚少，劳务输出产业较为发达，外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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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比例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主要从事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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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南村、白庄、下集、何山
、关同、赵窑、高楼、苏湾、 家政服务业、餐饮业等。村内建有预制砖厂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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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富阳、丁川、百姓、刘沟
、瓦资、上沟、松林、邢 养猪场１家，天河蛋鸡场１家（存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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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 规模在百万元左右。
ª«9¼Y`MN)
平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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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树村
作物以冬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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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新乐园房地产商品楼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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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一处。孙集村＂黑社火＂被秦州区文化局列为

４１２９．２７亩，农民收入主要以养殖业和劳务产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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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２０１０年，辖３１个村，４７个自然村，１１８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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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荞麦，经济作物有油菜
、葵花、胡麻、胡萝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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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其中胡萝卜５５００多亩，中药材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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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蛋、日杂、粮油、山货、水果、大牲畜等。境内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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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祠与张部墓。下辖草川村、大湾村、缑家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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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铺村、红土坡村、王宋村、邵集寨村、辛家山
坡、双集、棉虎、刘骆、新寨、郑山、柏母
、朱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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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西路最大的农畜市场，月平均交易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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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I\ *.
川、石沟、大吕
２８ ¡¢£z1
个行政村。

汪川村
年，辖汪川、阳坡、
+,.汪川镇驻地。２０１０
òyF¥¦1 *"$"
3+wòyI|I
ÎI v４ '个自然村，１６
¡°±z+$&个村民小组，１１６５
¡z²³´+$$&! 户，
µ+
西堡、黄庄
!'&' 人。耕地面积
,1 ¶¦·¸ .!,'
%!>¹º»·¸
５４６４
８５９４ *+
亩，其中粮食作物面积
７２５６
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 亩。粮食总产量
*1 >¹:9É １３５．６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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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３１元。汪川村地处川区，以传统作物种植为主，
-&-$ <1 òyz¦yÍ+ÿº»Bª¼+
并发展了以蔬菜和甜玉米为主的特色种植及以苹
éÿÈk¿Àª¼mBÿC
果为主的林果业。尤其是苹果在全区处于领先地
[ª¼m/[71 %C[ÛÍØ¦
×+RSII¬II<I
位，品种有首红、超红、新红星、红富士、红元帅、青
I/òÜ_+/òÜ[\II
香蕉、天汪一号等，天汪一号果实大、色泽红、含糖
ÉI ¡¢£+¤¥¦&1 òyz6§Pe¨©
量高、味美可口，久负盛名。汪川村农贸市场规模
]\+ªM6GHIJIKLªNL+OPQRÿT
较大，每逢农历三、六、九日为集日，上市商品以禽
蛋、日杂、百货、水果、蔬菜、山货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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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汪川镇辖村。位于汪川镇东部。全村
òyFwz1 ×ØòyFÙí1 Ûz
闫集村
S $("户１６５１
µ $&!$人。耕地面积
,1 ¶¦·¸３４１２
-'$* 亩，主要农作物
*+¼½6º»
有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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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麦、玉米、马铃薯、荞麦等，经济作物有胡麻、

的文化广场，配置了健身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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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川镇
+,-秦州区辖镇。位于秦州区南部，西南
ËÌÍwF1 ×ØËÌÍÚí+ÎÚ
部与西和县、徽县接壤，镇政府驻地汪川村距市区
ísÎkîIïîðñ+F£¤¥¦òyzóPÍ
５８!.公里。汪川河沿西北方向流入西汉水，苏成河南
?ô1 òyõÎöã÷øCÎùZ+ú5Ú
流入嘉陵江支流麻沿河。汪川镇以境内汪姓宗族
øCûüýþøÅõ1 òyFÿ`aò!"#

=ABC ２０５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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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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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汪川河而得名。明清时为成县上店里，民国三十
,3Ý),'& 3ß-.ïî+òy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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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１９４６
年）划归徽县，设汪川镇。１９５８年划入

123 秦州区辖乡，位于秦州区北部，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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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梁乡
¤¥¦±}{zóPÍ １１
$$ ?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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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驻地何家湾村距市区
公里。属北部干旱地

/Zî+s\gIú5I0N?123ª\g?11
天水县，与大门、苏成、阎集公社合并为大门公社。
),&) 3456+57òy,²?11 ),.- 38ª
１９６１年又分开，成立汪川人民公社。１９８３年改为
9+),.! 3òy9I ú59:/Zî-CË;Í1
乡，１９８５年汪川乡、苏成乡由天水县划入秦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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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撤乡并
#++# 年７
3 ( 月汪川撤乡建镇。２００３年
Ñòy<9lF1 #++- 3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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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植被较差，水土流失严重。中梁乡因黄土梁得
&1 ²b)e²$7Fk»9+$,', 年
3 .８ Ñ¼名。民国时期属而立镇和马兰乡，１９４９
月后划
./Zî½ÜÍ
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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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归天水县第一区（玉泉区）罗峪乡管辖。１９６１年设
!¹?11 $,&. 3s¿À?12 ª!¹?1+
中梁公社。１９６８年与罗峪公社合并为中梁公社，

葵花、油菜等，人均产粮
３１５ ?@+>¹:9É
公斤，粮食总产量 !*
５２
ÆÇIWÈ_+,=9> -$!
万公斤。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是劳务输出和传统
0?@1 6²m¼½ÁÂBC«¬®k
种植业及以核桃为主的林果业。核桃园
年人
B7ÿ¯°ª¼m/[71 ¯°> ２０１０
*"$" 3,

镇，苏成乡并入。全镇总面积１９２
F+ú593C1 ÛF:·¸ ),# 平方公里，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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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１２
$* 月划归天水市，１９７８
Ñ-./ZP+$,(. 3年６月划归天水
& Ñ-./Z
１９７１年
3+ w２８#.个村，１１６
¡z+))& 个自然村，１７９
¡°±z+)(, ¡z²³´+
年，辖
个村民小组，

î+$,.- 38ª9+$,.! 3Â/Zî-CË;Í1
县，１９８３年改为乡，１９８５年从天水县划入秦城区。

８０２８
人。耕地面积９．１２
万亩，森林面积
.+#.户，４２３７８
µ+'#-(. ,1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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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８９ *1
亩。粮食作物主要有小
&%* 万亩，果园面积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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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荞麦等，经济作物有马铃薯、葵花、油菜、
胡麻、芦笋、大蒜等。栽植林果
亩，以苹果为
&ÅIÃÄI\@_1 AB/[ ６０００
&""" *+ÿC[ª
!!""头，猪６５９９
F+G &!,,头，鸡
F+H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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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年大家畜存栏
５５００
万
I+3^J79; 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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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年畜牧业产值
万元。境内有面粉厂、养殖

总面积８６平方公里，２０１０
:·¸ .& Òã?ô+*"$"年，辖１８
3+w $. 个村，３６个自
¡z+-& ¡°

然村，８３个村民小组，４１４２
户，１８９４４人。耕地面积
±z+.- ¡z²³´+'$'* µ+$.,''
,1 ¶¦·¸
４．５９
万亩。主要农作物有小麦、
'%!,万亩，森林面积
0*+=/·¸ ２．９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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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马铃薯、油菜、荏子，还种少量的谷子、荞麦、
¿ÀIàáIWÈIÃÄ+ÅaÉmÆÄI?¾I
ÆÇI&Å_1 !¹9×ØÜÇÈÉÊ+?ômX
葵花、胡麻等。中梁乡位于一条绵延数十公里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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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上，山梁宽处约三公里，梁顶地势平缓，日照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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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砖瓦厂、家具厂等乡镇企业。全镇生产总值
足，建有苹果园，面积１
万多亩。北部罗峪河流域
!"! !－
－! ４５４

0
县/ 区

水资源丰富，建有蔬菜大棚
亩。全乡蔬
!"#$%&'()*+, ９３１座，５０４
!"# -.$%& /0
12)

水百草园药业公司坐落境内。关砚村为区级新农
å2e³û:F`abÂÃ0 GHku9

菜大棚共
万元。全乡农业生
'%&$座，年收入６１３．５
-.456 (#")$ 780
129:;
*+,3２０４５
产总值
<=>４９２５．４万元，人均纯收入
&!'$)& ?8&@AB56 ２６００
'(%% 元，粮食总
8&CD=

村建设示范村，建有秦岭乡文化广场。村内有历史
k'k.'(sº2cde 0 kÃ($f
文化古迹砚台山，有庙一座，称＂分水阁＂，因地处
cdghHiY.(Vy-.j
kýålm.Îp¡
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而得名。分水阁房
no»MO+pqxýåºÐÑÒ0 ýålr

(&")$ 万公斤。下辖红卫、赵家河、唐家河、李
7FG0 HIJKLMNOLPNOLQ
<E６４３．５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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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庄、马家庄、马家窑
、何家庙、刘家河、杨家山、金

stxuåytbpp6nopq. ytp6
顶两檐的雨水一檐落地流入长江流域，一檐流入

李、龙凤、向阳、马周、茹家湾、麦王山、座崖、草胡、
QL[\L]^LS_L`NaLbcYL-dLefL 黄河流域，罕为奇观。
MOpq.vwx0
ga１８
#* 个行政村。
hijk0
*"+' 秦州区辖乡。位于秦州区西部，西
stuI20 qrstuyN.y
杨家寺乡
三湾
!"#$ 中梁乡政府驻地。位于秦州区北
lm2jnop0 qrstuv 邻礼县红河乡
z¼½JO2L{ç2.2@
jnopXN|k
何家湾村
、固城乡，乡人民政府驻地杨家寺村
山，属于三湾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２００５年被确定
距市区
４９
公里。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属典型
Y&wrgaijkxyhz{k0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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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区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２０１０年，辖
５ hk
个村民小
 的高寒阴湿山区。杨家寺乡属长江流域，西汉水支
u9k'k0 '%#% 4.I $
xÊËÌÍYu0 XN|2wnopq.yå
组，３１５
人，耕地面积 "$%%
３５００ /.
亩，退耕还林 流峁水河发源于刘家大庄和芦子滩，流经境内
２０
."#$ 户，１３００
påO rWN+R. pÂÃ '%
.#"%% @.p
、西垂宫。秦、
面积
万公斤，人均纯收 公里。杨家寺商、周时称西陲、西犬丘
"&$ 亩；粮食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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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５
汉时为西县治地，北魏在此设阳廉县，民国时始称
6 ２６５０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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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元。沿街修建了商贸一条街，建有两层商
杨家寺镇。１９４９
'% .'
# ¡.'¢£
XN|Ø0 #!&! 年８
4 * 月后，属关子区士子乡。１９５５
Ú.wGu20 #!$$
: ２０
业门店
户，新建果品交易市场１处，建设可贮
藏¤２０００
吨的果品气调库一处。特色优势产业为以
乡合并为杨家寺乡。１９８５
年
'%%% ¥x¦§¨y¡0
©ª«¬<:® 年北河、士子、宋川
4vOLL "３2ßàXN|20
#!*$ 4
花牛苹果为主的果品产业，苹果园总面积
２６００ 从天水县划入秦城区。全乡总面积
¯°±²x<:. ±³= '(%%
ãäå½æ6sçu0 12=１２２
#''平方公里，
èéFÁ.
亩，果品产量
２６００ ´?8.µ9
余万元，占农 耕地面积４．９４万亩，森林面积２．７２
/.<E１３０
#"% 万公斤，产值
?FG.<> '(%%
p &)!& ?/.ê '),'万亩。２０１０年，
?/0 '%#% 4.
民人均纯收入的
８０？？
辖
@AB56x *%+0
I ２０个村，５４个自然村，７６个村民小组，３２４８
'% hk.$& hz{k.,( hk ."'&*户，
.
%&' 秦州区辖乡，位于秦州区西南部，地
stuI2.¶rstu·¸¹.p
#$$**人。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马铃薯、大豆、
@0 ²ë9ì@(bLîïLSðñL+L
秦岭乡
１５５８８
处西秦岭，西南与礼县红河乡接壤。乡政府驻地距
Lõb.ì@(òóLfôLö¯0 .1
¡·sº.·¸»¼½JO2¾¿0 2jnopÀ
黄豆、荞麦，经济作物有油菜、胡麻、葵花。此外，全
乡还栽植核桃
2ú５５００
u３７
", 公里。境内山峦起伏，是典型的高寒阴湿
FÁ0 ÂÃYÄÅÆ.ÇÈÉxÊËÌÍ
$$%%亩，种植中药材
/.ùúlûü１３００
#"%% 多亩，退
ø/.
市区
山区。秦岭乡因地处秦岭山脉而得名。民国时期为
Yu0 sº2Îp¡sºYÏÐÑÒ0 ÓÔÕ 耕还林
２１００
'#%%多亩，德国援助造林
ø/.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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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４０００ 亩。农民人
Ö×ØÙI.#!&! 4ÚÛs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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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杨家寺农历二、五、八日逢集，
80 XN|9$%L&L£()*.
AB56２９７６
牡丹镇所辖，１９４９
年后始设秦岭乡。１９５８年，秦
均纯收入
ºLÜÝLÞg2ßàsºFá0 #!*" 4â
岭、斜坡、竹林三乡合并为秦岭公社。１９８３年改为
20 #!*$ 4ãäå½æ6sçu0 = ,%)$
è
乡。１９８５年从天水县划入秦城区。总面积
７０．５平
éFÁ0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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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里。耕地面积４．３９ 万亩，森林面积 １．３９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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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商品以水果、蔬菜、禽蛋、林产品、山货、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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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盛产酥梨（俗称窝窝梨），皮薄肉脆，味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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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下辖杨家寺、松树、中川、士子、王赵、三湾、白

２０１０年，辖
个村，３０个自然村，７５个村民小组，
'%#% 4&I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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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沟、北具、芦子滩、水滩坪、彭文
、郑宋、田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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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马、土盆、大庄、立志、煤湾、黑引坡、石马
２０ h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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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７７
"%,,户，１５３６７人。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马铃
&#$"(, @0 ²ë9ìí(bLîïLSð
薯、油菜、胡麻、荞麦、葵花。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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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植药材
２．３/0
亩。退耕还林
ø&ùúûü ６９８０
(!*% 亩，户均种植
/&Aùú ')"

'%%%余亩。境内还分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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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多个野生药材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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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粮食总产量４６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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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总产值
万公
G.@AB56 ２９８２
'!*' 元。关砚村农历二、五、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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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人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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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集，上市交易商品有粮、油、禽、蛋、蔬菜等农副

产品及日杂百货。１９１７年境内梨树坡出土了国宝
<0(1230 #!#, 4ÂÃ45Ý67Ó8

秦公簋（春秋时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下辖麻
sF9:;<ÔÕ=.>¤rlÓÓN?@A0 HIô

ijk0
行政村。

杨家寺村
*"+, 杨家寺乡政府驻地。处于南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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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川道。２０１０年，有９个村民小组，５２５户、２４２５
@.¾¿À #((( 人，耕地面积５８００
@.p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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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劳动力１６６６
亩。主要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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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小麦、玉米、马铃薯、小杂粮、油菜、胡麻、葵花
..òÁ<E $)* ?FG0 Â<:()óùú:
等，油料产量５．８万公斤。支柱产业有蔬菜种植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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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豆王
、芦笋、航天辣椒）、林果业（核桃）和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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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头、董集寨、梨树、斜坡、罗家河
、梁家门、大庄、

:0 CD=<E １１９．７８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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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粮食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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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５元。村内建有中心小学、中学、卫生院，是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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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玉、胡家山、龙集寨
、虎林、关砚 、中心 、新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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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里的市场交易中心。

中川村
-.$ 杨家寺乡辖村。位于杨家寺乡东部，
XN|2Ik0 qrXN|2ÍN.

家河、马安山、白集寨、竹林、黄集寨
１９ hijk0
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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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砚村
()$ 秦岭乡政府驻地。地处秦岭乡中部，
sº2jnop0 p¡sº2lN.
辖区内有中学、中心小学、信用社、林业站等单位，
IuÃ(lOLlIOLPQáL:R.Sq.

秦红公路穿境而过。２００８
年被列为市级新农村建
sJFUÎÂÐY0 '%%* 4|Ï9k'

藉罗公路、秦红公路在该村交汇而过，区位优势明
TEFULsJFUVWkXÐY.uq«¬Z
.,&* @0 p '""* /.²ë
[0 '%%* 4.( #(, 户，７４８人。耕地２３３８亩，主要
显。２００８年，有１６７
9ì@(bLîïLSðñLfôLlûü.0 @
农作物有小麦、玉米、马铃薯、胡麻、中药材等。人

设示范村。２０１０年，辖
户，９６４人。耕地面积
k0 '%#% 4.I １９０
#!% .!(&
@0 p
１０６２
１８８８元。蔬果业为支柱产业。
#%('亩，人均纯收入
/.@AB56 #***
80 ):Â<:0
"*%亩，栽植芦笋
/.úÄ ３２０
"'% /.ùúÅäÐ
'³３８０
新建核桃园
亩，种植航天育
ùÑÇ #*%亩。村内建有占地
/0 kÃ'(µp ４０００
&%%% èéïxcd
种辣椒１８０
平方米的文化

''(% 元。村内有集体企业砖厂一处，天
80 kÃ(*\]:^_y¡.ä
AB56２２６０
均纯收入

广场
# ¡.ÒÓÔÕÖ×Øü0
e １处，配备了各类健身器材。

!"" !－
－! ４５５

!"#$%
天水大辞典

华岐乡
&'( 秦州区辖乡。位于秦州区西南部，西
!"#$%& '()"#*+,-*
南部与礼县草坝乡
、盐官镇接壤。乡政府驻地辛大
.,/0123%456789:
%;<=>?@
村距市区
公里。稠泥河向南流经境内入西汉
ABCD ４８
!" EF:
GHIJ.KLMNO*P
水。华岐乡以境内华岐山和华岐河而得名。明代前
Q: RS%TMNRSUVRSIWXY& Z[\
为成县青石里。清代属秦州，民国时属汪家团庄
]^1_`F: a[bc"- defbghij
乡。１９４９
kTlmRS%: #$"% knoQ1pO
%: #$!$ 年以后设华岐乡。１９８５年从天水县划入
cqD: r%stu１０１
#&#平方公里，２０１０年，辖
vwEFx'&#& kx$ '(
秦城区。全乡总面积
２６

原《楚辞》中就有＂指蟠冢之西限＂的诗句。齐寿山
nopqrõs
t
u!fv*wxÂly: cdU
作为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西汉水的发源
]z{4|I}@K~ÂQx*PQÂ
地，被列为天水市长防林重点建设区，周围山峦叠
>x78]oQCz ¡mDxU
翠，有＂蟠冢岛浪＂的美誉。齐寿乡民国时期为兴隆

!fÂ: cd%def]
x
镇、平南镇所辖，１９４９年后设齐寿乡。１９８５
年从天
74v.7ò$x#$!$ klmcd%: #$"% kno
水县划入秦城区。总面积７５平方公里，２０１０年，辖
Q1pOcqD: stu *% vwEFx'&#& kx$
#( yAx+% 个自然村，８６个村民小组，５１００多户，
yz{Ax"( yAd|}x%#&& ¦~x
１６个村，３５

y A x!( 个自然村，１１２
y z { A x##' 个村民小组，５０１１
y A d | } x%&## 户，
~x
个村，４６

'++&& : >tu +)( x tu ')'* :
２３３００人。耕地面积３．６万亩，森林面积２．２７万亩。

２４５５９
'!%%$人。耕地面积６．５６万亩，果园面积１．４万亩，
: >tu ()%( xtu #)! x
森林面积
、玉米、脱毒
"&!%亩。主要农作物有小麦
: |44
tu８０４５
马铃薯
、复种荞麦、油菜、胡麻、葵花等，葵花种植
4444x
上万亩，建有万亩果品产业基地，８
村 #&&&
１０００ ¦~
多户果
x¡¢£¤¥>x" A
§¨１．２
#)' :
©ª~ #&&
«~: ?@A
农栽植苹果
万亩。有养蜂户
１００余户。辛大村
¡¬Cx®¯4°4±²³´x Cµ¢T
建有农贸市场，农历二、五、八日逢集，上市商品以
禽蛋、百货
、蔬菜、农产品为主。名胜古迹有建于唐
¶·4¸¹4º4£¢]:
Y»¼½¡(¾
贞观年间的圆洞寺（又名圆通寺）。下辖辛大、草
¿ÀkÁÂÃÄÅ ÆÇYÃÈÅÉ: Ê$?@4Ë
滩、汪团、韩山
、罗台、李沟、文庄 、北杨 、火石、范
Ì4gi4ÍU4ÎÏ4ÐÑ4Òj4ÓÔ4Õ`4Ö
山、谢小、刘坪、李秦、海头、余坪、常沟
、崖湾、刘
U4×|4ØÙ4Ð!4ÚÛ4«Ù4ÜÑ4ÝÞ4Ø
ß4à´4áâ4Ðã4äå4ãå4Ê4æU4çÞ
杜、安集、双王、李白、姚宋、白宋、下马、梁山、董湾

退耕还林
万多亩。主要农
!%&& 多亩，荒山造林１．４
¦xU #)! ¦:

ö÷４５００
作物有小麦
、玉米、马铃薯、油菜、荞麦，果品有核
|4444x¢
桃、苹果。下辖廖集、坚山、九源、彭马、松李
、杨家
4¨: Ê$Y´4U444Ð4Ôh
山、鲁沟
、曹集、柳沟、张赵、稍子、火焰、铁佛、后
4]¡4Õ¢4£¤4l
U4Ñ4´4Ñ4
Å4¥Ý4¦Ñ #(
寺、肖崖、黑沟
１６ yè;A:
个行政村。
/01齐寿乡政府驻地。２０１０年，辖
cd%;<=>: '&#& kx$ ２' yz
廖集村
个自
然村，８个村民小组，５３６
户 '+#*
２３１７人。耕地
３１１１
{Ax" yAd|}x%+( ~
:  > +###

yè;A:
２６'(个行政村。

!O±xþk<=!O"T :
要收入来源，人均年劳务收入万元以上。

x´R> ３２７．５
+'*)% :
§£4|4
亩，集体林地
亩。盛产玉米、小麦、马铃薯等
¨©V44LPxª«¬
粮食作物和胡麻、油菜
、核桃等经济作物，初步形

成了以全膜玉米、地膜马铃薯为主的旱作农业，并
^'TrE4>E]Â¤x®
7¯]D9¤;ÖA: <=>°]d
被评为区级旱作农业示范村。劳务输出为农民主

)#* 华岐乡政府驻地。坐落于皂（郊）华
RS%;<=>: éê(ëÆìÉR
辛大村

231 齐寿乡辖村。位于齐寿乡东南部，
cd%$A: '(cd%V.2x
彭马村

ÆSÉEíîïxðRS%¬Cñòó>: '&#&
（岐）公路沿线，是华岐乡农贸市场所在地。２０１０

'&#& 年，辖
k x $ ２' 个自然村，４
y z { A x! y
A d | } x+$' ~
２０１０
个村民小组，３９２
户

kx$ ' yz{A4$ yAd|}4(%&户、１７１３人，
~4#*#+ x
年，辖２个自然村、９个村民小组、６５０

#*((人，耕地
x> '#&"
§£4|4
１７６６
２１０８ :
亩。盛产玉米、小麦、马铃薯等

¨©V44LPxª«¬
粮食作物和胡麻、油菜、核桃等经济作物，初步形
xö÷tu ４１．８
!#)" :
4¢§ø
^'TrE4>E]Â¤: 
亩，退耕还林面积
亩。马铃薯种植、果品栽培
成了以全膜玉米、地膜马铃薯为主的旱作农业。彭
和畜牧养殖为主导产业，建马铃薯基地
Vùú©û]üý¤x ¡¥>１０００
#&&&亩，
x
AðrD:A¡m;ÖAx ¡:² *%
马村是全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建有新农宅
７５

耕地总面积
亩，其中农作物种植面积
４２９１
>stu ４３４０
!+!& x
ôõtu !'$#

苹果园
１８５２元。村内建
¨８００
"&& 亩。农民人均纯收入
: dþÿ!O #"%'
": AN¡
有文化广场，配置了篮球架、乒乓球台等设施和健
Ò#$ñx%&'()*4+,)Ïm-V.

~:
户。

/01:
身器材。

大门乡
#4( 秦州区辖乡。位于秦州区南部，南与
c"D$%: '(c"D.2x./
徽县麻沿乡毗邻，乡政府驻地上街村距市区
公
³1î%´µx%;<=> ¶ABCD ６０
(& E

汪团村
+,* 华岐乡辖村。位于华岐乡西北部华
RS%$A: '(RS%*Ó2R
3Eíîïx/?@A45xb6UD: '&&( k7
店公路沿线，与辛大村相连，属浅山区。２００６
年被
8]C9:A¡m;ÖA: '&&$年，有
kx  １３０
#+& ~
列为市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２００９
户

里。明代前为文州千户守御所之屯地。清及民国时
F: Z[\]Ò"·~¸¹òvº>: »¼def
b³1@½7ò$: #$%" kp¾oQ1x/¿´4
属徽县大门镇所辖。１９５８年划归天水县，与阎集、
À^%Á®]@½EÂ: #$"+年改称乡，１９８５
kÃe%x#$"% k
苏成乡合并为大门公社。１９８３
年

%+(人，耕地面积２５６３亩。劳务输转和苹果栽培为
x>tu '%(+ : <=>?V¨§ø]
noQ1pOcqD: stu *" vwEFx>
５３６
从天水县划入秦城区。总面积７８平方公里，耕地
rAü£¤: ¡@'AoBC;Ö¥> '&
tu !)++ 万亩，森林面积
x
tu #)'#
: '&#& kx$
全村主导产业。建立了航天辣椒示范种植基地
２０ 面积４．３３
１．２１万亩。２０１０年，辖
x
k!O
!)"
"D
>E*Fâ;Ö¥>
#"
yAx'+
yz{Ax#&&
yAd|}x!(#"
~x
亩，年收入 ４．８ 万元；地膜架豆王示范种植基地 １８个村，２３ 个自然村，１００ 个村民小组，４６１８ 户，
３００
２５．２"DGHIJ
万元；早熟克星２号地膜马铃
+&&亩，年收入
xk!O '%)'
' K>E
'+#+% : T£sU３６７２万元，粮食总产量７９３．９
+(*' "x¨©s£Ä *$+)$
２３１３５人。生产总值
薯示范基地
５４"DLM¨
万元；优质苹果园 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Ö¥>３００
+&& 亩，年收入
xk!O %!
EÅxþÿ!O ２９３８
'$+" ":
|4
元。主要农作物有小麦、
示范基地
万元。村内创办经
;Ö¥>２６２亩，年收入
'(' xk!O １４６．７２
#!()*' ":
ANNOL
444@4: £¤
玉米、马铃薯、胡麻、大麻、葵花等。主要产业有种

济实体
PQR ３个，有个体工商户２３户。农业生产总值
+ yxyRSµ~ '+ ~: ¤T£sU

植业、养殖业
、中药材种植及竹编。招商引资引进
ÉµÊËÊÌ
¤4©û¤4õÆ1¼ÇÈ:

４０６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xdþÿ!O３６９０
+($& 元。
":

秦桂林牧场，在关峡林缘区建成特种动物养殖场
cÍúñx óÎÏÐD¡^ÑÒ©ûñ
一处，已完成第一期工程，饲养野猪
２００ ¦Û:
多头。下
ÓÔxÕÖ^×ÓSØxÙ©ÚÛ '&&
Ê

齐寿乡
-.( 秦州区辖乡。位于秦州区东南部，东
c"D$%: '(c"DV.2xV

与麦积区甘泉镇接壤，乡政府驻地廖集村距市区
/uDWX789x %;<=>Y´ABCD
EF: eZ +#(
]vEí^_V
３５+%公里。国道
３１６ ï[\.Óx
线纵贯南北，稍平公路横穿东
*x`Èab: cd%TcdUWXY: cdU¼
西，交通便利。齐寿乡以齐寿山而得名。齐寿山古
称蟠冢山，为华夏名山，常见于各种史籍诗文，屈
e!fUx]RgYUxÜh(ijklÒxm

辖郭陈、王沟、袁寨、长官、白寨、于山、南山、上街、
$ÜÝ4âÑ4Þß4z64ãß4(U4.U4 ¶4
Ê¶4àÑ4áÙ4Þ4âÁ4ã(4ß4ÎÏ4ä
下街、穆沟
、高坪、张湾、三合、田于、彭寨、关峡、柴
U4åÞ １８
#" yè;A:
山、阴湾
个行政村。
561 大门乡政府驻地。２０１０年，辖
@½%;<=>: '&#& kx$ ３+ yz
上街村
个自

!"# !－
－! ４５６

7
县: 区

然村，９
个村民小组，３９７ ()$%%&
户、１８８６*+
人。土地面积
!"#! $"%&'#"!#
,-./
２４９２
２８．２９
'(!)亩，其中耕地面积２１７２
0#123-./ )$*) 亩。粮食总产量
0+ 45678 )%+)!
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9:;#*<=>? ３２００
"),, 元。上街村农历一、四、
@+ AB"CDE)F)
七日逢集，自清朝中期就建有集贸市场。市场占地
GHIJ#KLM2NOPQJRST+ STU面积
平方米，有摊位 &,,
６００ \
多
(,亩，建筑面积
0#PV./ ６２００
&',, WXY#QZ[
./４０

果品５
mc 0万公斤，制菌
9:;#２０
',万瓶（平方米），取得了良
9WXY#H

个，从业人员
９８０多人。交易商品主要有；日用百
$#]^*_ !%,
\*+ `abcdeQfHgh

友谊
、宇宙 、极佳、意大利早红等樱桃品种，早红
®)¯°)Ú±)²¢³Yõ{´£cÅ#Yõ

i)jk)lm)nopq)rs)tu7c)PVs
货、禽蛋、水果、成衣布匹
、木材、竹编产品、建筑材

提、紫珍香
、新华王等葡萄品种和中华圣桃、中华
µ)¶·!)§¸¾{¹ºcÅ»2¸¼£)2¸

料v)wxyz`y{#|Q}~)ST2
、五金电器交电等，还有餐饮服务 、市场中介服

ª½£{£cÅ+ ',,. )',,' 年从山东、陕西等
]¾)¿>{
乌鸡桃等桃品种。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

务)s>)45>)j
、药材收购 、粮食收购 、家禽家畜交易，年成交额
`a#n`
７０８
*,%万元，辐射范围包括汪川、小天水、娘娘坝、平
9@#)&l))W
南等乡镇。其竹炕席为传统产品，远销附近各县
{+ 1t7c# 

地引进优良品种
2,余个，经过栽培观察，并向市
À$#.ÁÂgÃÄ#Å¹S
-eÏbcÅ４０
科技局申报大黑李推广项目和优质元帅
等品种
pqÆÇÈ¢¤©hØÉÊ'bc@{cÅ
（哈帝、阿斯、低等矮
号、矮鲜）的推广项目。建起
ËÌ))-{Í '２Î)ÍÏÇhØÉÊ+
Pz
母种到栽培种的菌种生产线
平方米。承担着
..,, WXY+
ÓÔÌ
ÐÅÑÂgÅÇÅê7Ò １１００

长官村
!"# 大门乡辖村。是市级新农村建设示
¢£¤"+ ¥S¦§C"P¨©

５０
0, 万平方米的制菌任务，而且还承担着菌种提纯
9WXYÇÕ# Ö×|ÓÔÌÅµ=

'+- :
"#[ª¢£«¬.#®«¬¯°- ２．５
范村，位于大门乡政府东面，距政府所在地
公

向日葵等，新兴产业有架豆王
、脱毒马铃薯等。
¹Hº{#§»7^Q¼½¾)¿À¶·¸{+
$%&' 特色产业。秦州区种植中药材的
ÁÂ7^+ ÃÄ¡ÅÆ2sÇ
药材种植

ØÙAÅeÏÚÛ) ÜÝÞ][{*§qþÉ
复壮及良种引进扩繁、工厂化育苗等高新技术项
目，双孢菇累计种植面积
平方米，同时还在
Ê#ßàáâãÅÆ./ ５６００
0&,, WXY#äå|°
冬暖棚、果库、厂房等不同环境下安排培养基对比
æçè)mx)Ýé{êäëìíîïgðTñò
试验
óô６& 个、培养基发酵对比试验２
$)gðTõöñòóô ' 个、菌种不同品
$)Åêäc
种对比试验９个、覆土材料对比试验３
Åñòóô ! $)÷,svñòóô 3 个。１９９７年
$+ .!!* 
ø0^ùúû
ü
ÞýýQ[V¢þÿ!["
被国家林业部授予＂全国国有苗圃十大标兵单位＂

历史久远，２０００
年后，随着种植业结构的进一步调
DÈÉ#',,, Ê#ËÌÅÆ^ÍÎÇÏEÐÑ

ü
Þý&'(ñ)
#$#',,3 øý0^Æ%
称号，２００３
年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无检疫对象

Ò#ÓÔ2ÕSTÖ×ØÙ#C%ÅÆ2sÇ
整，加之中草药市场前景广阔，农民种植中药材的

["#',,2 øý0^Æ%Þý&'(ñ)
苗圃＂，２００４年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无检疫对象

¡+
区。

里。２０１０年，辖４个村民小组，２１８
±+ ',., #¤ ( $"%&'#'.% 户，１１９５人。耕
(#..!- *+ 3
地面积１５５１亩，粮食总产量４１．２
-./ .--. 0#45678 (.+' 万公斤，人均纯
9:;#*<=
>? ".,,元。主要农作物为小麦、玉米，马铃薯，
@+ deC²³&´)µY#¶·¸#
收入３１００

积极性增强，全区中药材种植面积逐年增加。主要
/ÚÛÜÝ#Þ¡2sÅÆ./ßÜÓ+ de

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１９９２
Ê#eÏ)H)
Ç'./+ .!!'年后，引进美国、日本、
英国等国家培育的首红、阿斯等
{g]Çõ) { １１个元帅系四、
.. $@F)
五代品种，美味、鲁豫、王冠油桃等油桃品种，黑宝
wkcÅ#) )¾¡¢£{¢£cÅ#¤M
石、黑琥珀、澳李十四等李子品种，乌克兰早大果、
¥)¤¦§)¨©VF{©8cÅ#ª«¬Y¢m)

[+
苗圃。

ÅÆcÅQfàáâ)ãä)åÕ)æç)èé)ê
种植品种有∶板蓝根、柴胡、甘草
、杜仲、半夏、生

-./0123456 产业基地。１９９３
7^T-+ .!!3 
秦州万亩蔬菜生产基地
年

地、桔梗、黄芪、党参、当归、金银花、红芪、白芷、牛
-)ëì)íî)ïð)ñò)xóô)õî)ö÷)ø
夕、生籽、黄芩、防风、白术、丹参、木香、红花、独活
ù)øú)íû)üý)öþ)ÿð)r!)õô)"#
等品种。种植模式主要是大田种植和套种两种模
{cÅ+ ÅÆ$%de¥¢&ÅÆ'(Å)Å$
式，套种主要是高杆药材与低杆药材、经济林与药
%#(Åde¥*+s,-+s)./0,
材两种套种类型。２００７
年全区中药材种植面积
s)Å(Å12+ ',,* Þ¡2sÅÆ./
２．５３
'+-" 万亩，分布在各乡镇，重点分布在关子、秦岭、
90#3p°#456p°78)Ã9)

以后，在秦州区的玉泉、太京、藉口三镇的
３５ $个地
aÊ#°ÃÄ¡Çµ*)+,)U?-Ç 30

y./0¡Ç1«"# ßÐPGH2345ê
处河谷川道区的行政村，逐步建立了精细蔬菜生
产基地，主要示范推广节水灌溉，黄瓜、茄子嫁接，
7T-#de©hØl6#í7)889#

无土栽培，覆盖防虫网等技术，生产的蔬菜有黄
&,Âg# :;ü<={qþ# ê7Ç45Qí

^:J'Ø>µ0SKJLðMN6:J
药业公司和广西玉林市医药集团参宝堂总公司天
lOP2s:J)Q^#Rª>'S+
水茂丰中药材公司两家企业，便于收购和销售。

瓜、番茄、茄子、辣椒、西葫芦、甘蓝
、菜花及苦瓜、
7)>8)88)?@)>AB)åá)5ôAC7)
丝瓜、西芹、樱桃番茄、西兰花、小金瓜等名、优、
D7)>E)´£>8)>¬ô)&x7{F)b)
特、新蔬菜品种。２００７年，在该基地建立塑料大棚
Á)§45cÅ+ ',,* #°GT-PGHv¢è
.+30 万亩，５８５７５
90#0%0*0 $#æçè
)èP¨I
１．３５
个，冬暖棚.!32
１９３４o+
座。两棚建设已
JnEKZ$#ÅLÇ./#jkHl
形成一定规模，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二代日光
.+% 万元，一代日光温室亩收入
9@#EkHlmn0>?１．２
.+' 9
mn0>?１．８
温室亩收入
万
0#Hv¢è0>? %&',
°GT-PGÇ>
亩，塑料大棚亩收入
８６２０ @+
元。在该基地建立的西
V±pq©I¡InÞ¡§cÅ) §qþe
十里科技示范园区已成为全区新品种、新技术引

()*+, 产业基地。位于秦州区藉口镇
7^T-+ [ªÃÄ¡U?
四十铺苗圃

进示范的展示窗口，以农户自主生产经营为主，农
Ï©ÇM©N?#aC(Kdê7.Od#C

牡丹、杨家寺、中梁、西口、娘娘坝等乡镇。种植的
:ÿ);<)2=)>?){+ ÅÆÇ
"@AÞ¡２５２
'-'村、１．８
").+% 9()*
78
村涉及全区
万户、７9\*#
万多人，年产量
(', \9:;#67B ",,,万元左右，占全区农民
9@CD#UÞ¡C%
４２０多万公斤，总产值３０００
*<=>?Ç (/CD+
¡EFPGHlhÕI
人均纯收入的
４？？右。区域内建立了天水百草园

四十铺村。１９５６年建立，是秦州区建立最早、规模
FVW"+ .!01 PG#¥ÃÄ¡PGXY)Z$

qù£Ï1qþgf)PQ+
技部门进行技术培训、指导。

X¢Ç[r\]T-# de]^1_`aAb
最大的苗木繁育基地，主要从事各类绿化以及优

-.7/0893456 产业基地。以太
7^T-+ a+
秦州区万亩大蒜生产基地

质果树苗木的引进、训化、规模化培育及推广工
cmd[rÇeÏ) f`) Z$`g]AhØi
作。有土地
²+ Q,-６４
12亩，育苗地３６
0#][- 3& 亩，二代日光温室
0#jkHlmn %８
座，科技人员
、优脱毒苗木繁育
o#pq*_ １８
.% 人。建成高、新
*+ Pnr)§)b¿À[r\]
基地
３００ v
吨
T-１０亩，高科技示范果园
., 0#rpq©mI５４
02亩，可贮藏
0#stu 3,,
mcÇwÑxEy#PzH{|)}{|)~|{
果品的气调库一处，建起了喷灌、微喷灌、滴灌等
l|*pq©&¡+ bc¿À[
节水灌溉高科技示范小区。年出圃优质脱毒苗接
9 #]bc¿À[r４０
2, 万株，产绿色
9#7_Â
 .,万条，年繁育优质脱毒苗木
穗１０

京、藉口
、关子镇及藉河川道生产区为主，２００２ 
年
,)U?)78AU.0ê7¡d#',,'
在天水镇良种场示范种植
亩大蒜，２００３年在天
°lÅT©ÅÆ ５０
0, 0¢R#',,3
°
水镇、汪川镇、华岐乡、大门乡浅山半干旱生产区
l))¸S)¢£T¾èUVê7¡

大面积推广。２００２年通过了农业部绿色食品
¢./hØ+ ',,' WÁHC^ù_Â5c 4Ａ级
¦
ü
+,¢R\bþ+ ',,3 °ÃÄ
7cXY#ÅZ[
产品认证，并注册＂太京大蒜＂商标。２００３
年在秦州
¡PnH90-]¢Rê7T-# R^07 ',,,
区建成了万亩地膜大蒜生产基地，蒜头亩产
２０００
:;# R_`078 20,
:;CD# 0>? 2,,,
公斤，蒜墓每亩产量
４５０公斤左右，亩收入
４０００

! !"# !
－４５７－

!"#$%
天水大辞典

元左右。产品深受当地及外地客商的青睐。
珍>２０８、蜜脆
８７８、绿色超人、金凯甜 6'8EDl
２１、金辉甜玉
!"#$ %&'()*+,*-./01$
6+-8?@ -5-8QRAB8CD
地膜马铃薯生产基地
年在 米m89:6%8=>
、ＨＭ２０、美珍 6%(8FGAD8=>
２０６、晋园超甜、美珍 6%.8¯A
２０４、农大超
&'()*+,-& 产业基地。１９９４
%23*$ !""# 45
太京、西口、关子、皂郊等乡镇的河谷川道区，建成
6789:8;<8=>?@A/BCDEFGHI
地膜马铃薯生产基地，２００２年通过绿色食品
ＡT
级
*JKLMN%3*G$%%$ 4OPQRS& &
产品认证，主要销往周边地区和浙江、福建、广东、
%&UVGWXYZ[\*F]^_8`H8ab8
上海等地。栽培模式以套种玉米为主，亩产马铃薯
cd?*$ efghijklmnWGo%KLM

甜１号、蜜脆
D ) 8?@６７８、品甜８号、垦粘一号、六月雪、燕
(5-8&D - 8HIÁ8JKL8M
禾金
２８、燕禾金
6%%%8OP ５９８、玉糯一号、品糯
,"-8l6Á8&6 6-8MN
N２０００、澳星
２００６、澳星
１３号、彩糯一号、中糯一号
6%%(8OP ５９１、金凯糯
,")8C6 );
8Q6Á86Á
等。亩产棒３５００
?$ o%R *,%%个，亩收入８００￣１０００元，年总产
SGors -%%1)%%% !G4Ã%

õ ７８
'(%% pqGrs )*+%
!to%lm ,%%
pqGrs
5- 万元。其中糯玉米已于
!$ 56lm¦T 6%%*
值
２００３ 4OPQRS
年通过绿色食
１６００公斤，收入
１３００元；亩产玉米
５００公斤，收入
(%%元，两茬的收入在
!Guv/rs5 １９００
)"%% 元左右。
!"#$
T%&UVG»UVWX]YZ[$
品&Ａ& 级产品认证，增加了知名度和竞争力。
６００

万亩胡萝卜生产基地
./012+,-& 产业基地。１９９６
%23*$ )""(年，秦
4Gw
城区的秦岭、牡丹、杨家寺、华岐、关子、中梁
、太
xF/wy8z{8|}~88;<886
京78l?
、玉泉等８- @AGHI
乡镇，建成了万亩胡萝卜生产基地，
oN%3*G

种植的品种主要有金红
１号、２
) 8$号，全胜，新黑田五
GG
k/&kWX
GG?&k$
P
寸参，日本特大透心红，龙源红等优良品种。经过
¡¢4/£¤G w¥FN%/¦In§
十几年的发展，秦州区生产的胡萝卜已成为具有
地方特色的拳头产品，并已通过国家绿色食品
*¨R/©ª%&G «¦OP¬}QRS& &Ａ
级产品认证。同时通过秦州农业网发布销售信息，
T%&UV$ ®OPw¥¯2°£±Y²³´G
产品销往广州、深圳、上海、四川、西安、河南等地，
%&YZa¥8'µ8cd8¶D89·8B¸?*G
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重要财源，小麦复种胡萝卜
In)*¹º»r/¼X½G ¾¿Àk
ÁÂo%¾¿４００
.++公斤，亩产胡萝卜
pqG o%２０００
$+++公斤，
pqG
一般亩产小麦
)-++元。
!$
uvÃrs１８００
两茬总收入

西班牙辣椒生产基地
年从
<=>?@+,-& 产业基地。２００６
%23*$ 6%%( 41
西班牙引进西班牙辣椒品种栽培试验成功，在天
9\]øØ9\]^_&kefùúIûG 5Æ
水、汪川、牡丹、平南等
乡镇建立生产基地，以订
Ç8üD8z{8ñ¸? "９@AHéN%3*GiÖ
单农业形式生产，种植面积
,%%% 亩，每亩年均收
oGôo4`r
×¯2:hN%Gkïð ５０００
s )6%%元以上。
!ic$
入１２００
AB#CD 秦州区特产。大樱桃是北方落
w¥F%$ abc2¨d
秦州大樱桃
叶果树中成熟期最早的水果，素有＂春果第一枝＂
efgIhijk/ÇfGl
ÒmfnÁoÕ
之称。秦州区大樱桃于
８０ 4stuøk
年代开始引种
æp$ w¥FabT２０
6% 世纪
qr -%
栽培，２００１
年起大面积发展。主要分布在市区北郊
efG6%%) 4vïð£¤$
WXw±5xF2>
的罗峪沟流域，太京
、藉口两镇的藉河流域和皂郊
/yz{|}G678È:uA/ÈB|}]=>
A¸B|}/DF]~FGwy@F 6%%
镇南河流域的川区和浅山区，秦岭乡高山区有
２００
o$ ef/&k8k88 8
亩。栽培的品种有红灯、意大利早红、巨红、佳红、

双孢菇生产基地
那翁、艳阳等。２００５
年在秦州区玉泉镇烟铺村建立
345+,-& 产业基地。１９９９
%23*$ )"""年，秦城区
4GwxF
8?$ 6%%, 45w¥FlAHé
/ÄÄÅ8ÆÇ8=>8È:8;<88l?
的娘娘坝、天水
、皂郊、藉口 、关子、华岐、玉泉等 )+
１０

abN%3*GÃïð１．０９
)7%" 万亩，是国家级农
oGc¬}T¯
了大樱桃生产基地，总面积
278;FHG6%%- 4OP¬}7
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项目，２００８
年通过了国家标

乡镇建成双孢菇生产基地，以天水昌盛食品有限
@AHIÉÊËN%3*G iÆÇÌÍS&Î
公司为龙头，按照＂企业＋基地＋农户＂的订单农
pÏnªGÐÑ
Ò
Ó2 / 3* / ¯ÔÕ/Ö×¯
8;/úr]¯2QRS& &
准化管理委员会的验收和农业部绿色食品
Ａ T%
级产
2ghØÙÉÊËN%$ ÚÛ
Ò
wyÕÜÉÊË
&UV$ ab¦InÆÇab/¼X&
业模式进行双孢菇生产。所创＂秦岭泉＂牌双孢菇
品认证。烟铺大樱桃已成为天水大樱桃的重要品
罐头系列已通过国家有机食品认证，成为广大农
ÝªÞß¦OP¬}àS&UVG Ina¯

Ü$ 6%%" 年底全区大樱桃种植面积３．８
4Fabkïð *7- 万亩，占全
oG
牌。２００９

户脱贫致富的新兴产业之一。截至
Ôáâãä/å%2æÁ$ çè２０１０
$%)%年，全区
4GF
已建立双孢菇棚
多座，菌床面积６５
¦HéÉÊËê １５００
),%% ëìG
íîïð (, 万平方
ñ¨
米，１５？？棚收入达
mG),0/êrsò ６０００￣８０００元，３？？棚收入在
(+++1-+++ !G*0/êrs5
６０００
(+++元以下，全区双孢菇每年总产值
!ióGFÉÊËô4Ã%õ１２００
'$++万元。
!$
67+,-& 产业基地。２００３年芦笋在秦
%23*$ $++* 4ö÷5w
芦笋生产基地
xFøØùú8kIûGÆÇ8üD8ý8z{8
城区引进试验、种植成功，天水、汪川、大门、牡丹、
|}~8þÿ ( @AHéö÷N%3*G%&!Ì
杨家寺、齐寿６乡镇建立芦笋生产基地，产品与昌
ÍS&ÎpÏ"ÖÖ×#GÐÑ
Ò
pÏ /
3*
盛食品有限公司签订订单合同，按照＂公司
＋基地
/
¯Ô
Õ
/g
hØÙ
$%
&N%
$
&k
WX
＋农户＂的模式进行集约化生产。品种主要有
ＵＣ－８００、ＵＣ１５７、鲁芦笋１号等。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
234-++823',58 'ö÷ ' ?$ 6%%* 年到
4( 6%%5
4Gô4)* １２０
)6% 亩，大田共移栽
oG+,e *..67'
oG-.
年，每年育苗
３４４２．１亩，累计

区果园总面积的１３．１？？结果面积
FfGÃïð/ )*7)0Gfïð０．９３万亩，产量
%7"* oG%
３７２０
６６９６ 万元。秦州区已成为西北地区
*56% 吨，产值
G%õ (("(
!$ w¥F¦In92*F
最大的大樱桃生产基地之一，秦州区大樱桃因其
j/abN%3*æÁG w¥Fab5

个大皮薄、核小肉厚、色泽鲜艳、果味甜美、营养丰
S8 ¾¡¢8R£¤8f¥D=8¦§¨
ä8©ª®«¬G'(*+278¥89®8
富、存放时间长，深受本地及北京、兰州、西宁、新
¯8°±²8³ª8¼´?*/ºë
Y.]µ¶
疆、哈尔滨、包头
、重庆等地的众多经销商和消费
·01G5¬§¸/VWXGInw¥F¹
者青睐，在全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成为秦州区继
ºf%23/n»¼f&%2$
苹果产业后的第二大黄金果品产业。
EF#G 秦州区土特产品。白皮大蒜为天
w¥F½%&$ ¾¿nÆ
白皮大蒜

kïðc oGors ２０００
$+++ 元左右，已成为秦
!"#G¦Inw
种植面积上万亩，亩收入

Ç*¨&kG¿À,Á¾RG¿ª,:ÂÃG¿
水地方品种，蒜瓣外皮呈白色，蒜头外形圆整，蒜
ÀÃþ8¥ÄÅ^G¿Æ%8&Ç8cxkG
瓣整齐、味香辛辣，蒜薹产量高、品质优、上市早，
ÈÉÊGÉËÌ$ w¥F¿efÍÎÏÐGN%
且耐寒，耐贮藏。秦州区大蒜栽培历史悠久，生产

¥F¼/£¤/0%2æÁ$
州区重点发展的新型产业之一。

规模大，平均亩产蒜头
ÑgGñ`o%¿ª１５０
),%公斤、蒜墓
pq8¿Æ ６００
(%% 公斤，
pqG

特种玉米生产基地
年从北
89:;+,-& 产业基地。２００３
%23*$ $++* 412
7øØklmk<G ùú8kIû3GHé
京引进特种玉米种子，经试验、种植成功后，建立

亩产值
元。２００２年，通过国家农业部绿色食
o%õ ３５００
*,%% !$
6%%6 4GOP¬}¯2QRS
品
& Ａ级产品认证，建成以藉河川道流域、西汉水流
& T%&UVGHIiÈBDE|}89ÒÇ|

大门、杨家寺、牡丹等乡镇种植基地，尤其糯玉米
域为中心的基地，辐射带动全区大蒜产业的发展。
ý8|}~8z{?@Ak3*G456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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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全区从事大蒜收购的农民经纪人
4G F1×¿rØ/¯Ù rB ７０
5% Ú
ÐÑQRS&78G iÆÇÌÍS&ÎpÏn
按照绿色食品标准，以天水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为
２００８
余
ªG9Ù
BG%&ÛY¥8¯8®Ü8¶D8a¥8278
Ò
Ö×¯2Õ:hGØÙ%2;N%G, 4 人，产品远销兰州、新疆、宁夏
龙头，实行＂订单农业＂形式，进行产业化生产，５年
、四川、广州、北京、
累计种植特种玉米上万亩，引进的品种有Ｋ·Ｋ、美
-.kklmc oGøØ/&k 8<88=

cd?*$
上海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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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 区

横贯东西，３１６、３１０
£h57;!&'.!&%国道、天（水）宝（鸡）高速公路
i[.!i"jki:jlmQb
等公路干线四通八达，天水机场正式通航。麦积区
×Qbnoj_pq;!"rstu_vK cN%
是甘肃省老工业基地，有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三线建
]/w8xy«z; ß $%
{| '%
S}~o
hf#r . r . 6ør
设中迁来的星火机床厂、锻压机床厂、风动机械

!"#$%&'(
收购后待售的大蒜

!积
" #
麦
区
!"#$% 天水市辖区。位于天水市东南
!"#$%& '(!"#)*
麦积区概况
+,-./.01234 56-789:#;*<=
部，陕、甘、川之要冲。东接陕西省宝鸡市，南邻秦
>%?@*#ABC.DC;7E/FC;GHI
州区和陇南市两当县、徽县，西靠甘谷县，北连清
"C.=JCK LMN !"#! OPQRK $%&% S$
水县、秦安县。总面积３４８３平方公里。２０１０年辖

１１镇，６乡，３７９个行政村，３个街道，２８个社区，总
&& T;' U;!() VWXY;! VZ[;$# V\%;L
人口
万人。区政府驻区府路。麦积区名称来
'&*(' _]K
%X`a%`bK cN%def
]^ ６１．７６

厂、甘肃棉纺织厂、甘肃绒线厂等大、中型工厂，有
./w ./wo ×å.hy ;ß
新建的二十里铺工业示范区、天水高新技术工业
ERy«%. !"l@y«
M./,M.~y«%K Þßi14ª
园、甘泉科技园、三阳工业示范区。还有国家级农
«M%
!"ª«l@MK ª
业科技园区——天水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农作
物主要有冬小麦、玉米
、马铃薯。产油料、花椒、黑
ù§2ß¹c.Ë.VK
$..
木耳、生漆。花牛苹果质优味美，畅销国内外。＂下
®
¡¢.£K ê¤¥¦§¨©;ª«it¬K
曲＂葡萄、元龙花椒、伯阳鲜桃、＂新跃＂红杏、三阳
Kg¯°.±².³´µ.
>¶góÓ.~
川大豆、马跑泉蒜薹、众兴菌业双孢菇等
个农产
0å·.VW,¸¹.º»¼«½¾¿× ７
( Vª$
ÀÁÂi1 Ａ. 级绿色食品认证。先后获得＂全国科
4ÃÄÅÀÆÇK ÈÉÁÂ
Ê
»i
品获得国家
>
»iªÍ"ÎÈËC%g
>
»
ËÌÈË%g
技进步先进区＂＂全国农田水利建设先进县区＂＂全
国优质苹果重点县区＂＂全国体育先进区＂＂全省
i§¦¤¥üC%g>»iÏÐÈË%g>»8
文明区＂＂全省文化先进区＂＂全省双拥模范城区＂
8!%g
>»88ZÈË%g
>»8½ÑÒS%g
＂全省卫生城市＂等荣誉称号。２０１０年，全区生产总
>
»8ÓS#g×Ô=eÕK $%&% S;»%$L
值８０．３７
Ö #%*!(亿元，大口径财政收入
×±;å^ØÙXÚÛ ６．１８亿元，农民人
'*&# ×±;ªÜ]
³ Ý Ú Û ２７６３
$('! ±
; STÞÜ]³ßàáÚÛ
均纯收入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K
１００３５

g(hijklm1nocNplmK 7qrs
源于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西汉在境
tuv!. wxCK &)&! 年属天水县，１９４９
Sy!"C;&)") S年８
#
内置罕开、望垣县。１９１３
z;!"C{|;y!"}%K &)#+ S (７月，以原天
z;~!
月，天水县解放，属天水分区。１９８５年
"C $$
U & Tu[%,y!"#& $%%+ S &
水县
２２乡１镇置北道区，隶属天水市。２００５年１
zdcN%& *= p, r
月更名为麦积区。南部为北秦岭山地，海拔多在
&'%%,$$%% 1,;!K 
１６００￣２２００米之间，植被茂密，多天然次生林。北部
&'%%,&#%% ;"
.%;
为黄土梁、峁 、沟壑区，海拔１６００￣１８００米，水土流
)*+,-./0
麦积区北道埠全貌

K  ¡7¢5£¤%s; F¥¦;§
失严重。渭河自西向东横穿区境，河谷宽阔，为主
要灌溉农业区。属中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年平均降
2¨©ª«%K yh¬®¯°±²%;SO³´
水量
２００８ ¹ºK
小时。全年无
"µ ５００￣６００
+%%,'%% 毫米，年均日照
¶;S³·¸ $%%#
»S¼
霜期
天。区内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
$!' !4
%t¿ÀgÁ Â; ¿ ÃÄ Å
½¾ ２３６
５２．６？？白皮松、粗榧、玉兰、杜仲、白檀、铁橡、银
+$*'-4 ÆÇÈÉÊËÌÍÎÆÏÐÑÒ
杏ÓÔÕÖ×ØÙÚÛ}ÜÝ;Þßàá.Bâ.
、金钱槭等珍稀树种分布较多，还有党参 、当归、
0ã.!ä.å.æç×hèé
川芎、天麻
、大黄、茴香等中药材 $%%
２００ Û;ßê
多种，有牛
ë.åì.íî.Ôï."ð.ñ.òë.óôõ:.
羚、大鲵、猕猴、金猫、水獭、林麝、鬣羚、红腹锦鸡、
ö÷×ØÙøùK úûÀgÁÂ;ßúü９８
)# 处，已
ý;þ
鸳鸯等珍稀动物。矿产资源丰富，有矿点
探明储量的矿产有铅、锌、金、钼、黏土、石灰石、钾
ÿ!"µ#ú$ß%.&.Ô.'.(.l)l.*

中国共产党麦积区委员会
&'()*!"#+,- 机构名。位于麦
râdK '(c
积区区府路５６
N%%`b +'号。１９４９年７月
ÕK &)") S ( z２６$'日，中共中央西
·;hãhä7
北局批准在西安组建中国共产党天水县委员会
Gå3ær7Jçhiã$à!"Cèéê
iëe!"CèjK ìS #８月
z !%
·;!"Cèr!
（简称天水县委）。同年
３０日，天水县委在天
"#ií=>%jtuîï;ðhã!"Pèé
水市（今秦州区）正式成立，受中共天水地方委员
êiëe!"èjñòK &)+! S & z;!"Cè
会（简称天水地委）领导。１９５３年１月，天水县委设
óôèéê;õWöÏñ÷ÏøK &)+# S &$ z;!
常务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体制。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天
"Cèù!"#èúû; ç!"#èK &)'$ S
水县委与天水市委合并，组建天水市委。１９６２
年
初，恢复天水县委，仍实行常委会集体领导体制，
ü;ýþ!"Cè;ÿõWóèêöÏñ÷Ïø;

长石、矿泉水、地热水等
５６ Û;.~/Ôyú$À
种，尤以非金属矿产资
+l.ú,".-"× +'

常委会设书记、副书记。７月初，其办公地址由原天
óèê!".#!"K ( zü;$%Q\&!

源储量最大。境内有国家首批
５Ａ级景区麦积山风
g"µ0åK stßi123 +.
45%cNp6

水市（今秦州区）迁至北道埠（今麦积区）。１９６８年
"#ií=>%j'G[ciícN%jK &)'# S

景名胜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东
5d7%;i14ü8ù9:;'.<=>5

１１
&& 月，成立天水县革命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１９７０
z;îï!"C()èéê*àñ÷¹çK &)(%

方艺术雕塑馆＂的麦积山石窟，卦台山、仙人崖、石
P?@ABCDEcNplm;FGp.H]I.l
门、曲溪、小陇山植物园、街子温泉等旅游景点及
J.KL.¹@pùM.ZN¬,×OP5üQ

时兼任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１９７８
年９月，
º+,C()èéê§,.#§,K &)(# S
) z;

樊家城、柴家坪、马跑泉等仰韶文化遗址。麦积区
R1S.T1U.VW,×XY8Z[\K cN%
是陇东南的交通枢纽和商埠＂旱码头＂，陇海铁路
]@5*E^_`a?bc>defg;@Ðb

年S１２
&$ 月，天水县委重新成立，县委书记、副书记同
z;!"Cèîï;Cè!".#!"ì
党政领导职务分开，革委会除主要负责人同时担
àXñ÷-ô}.; (èê/§201]ìº2
任县委领导职务外，副职不再同时担任县委职务。
,Cèñ÷-ô¬;#-34ìº2,Cè-ôK

!"# !－
－! ４５９

天水大辞典
!"#$%
县委仍统一领导全县工作，主要职责是决定全县
!"#$%&'(!)*+ ,-./012(!

埠成立，设书记、副书记、常委，仍实行集体领导体
M=>NOPQRSPQRT"+#UVWX&'X
制，受中共天水市委领导。２００５年
9 ! `Nab
YNZDE[\]"&^_ ())$ 8 !１月１日，经国

局Rñ¼R}¶RòRóôòJõöR
、发改局、统计局、人社局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审计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安分局、司法局、交
÷¶Røù¿ÀÁ¾RvúûRü´Rý
通局、农业局、林业局、水务局
、财政局、商务局、教
þRÄÅRÿÅR\cRÃR!cR¹
育体育局、文化广播影视局、卫生局、人口和计划
"X"Rº#$%&'R»(R)¶·
生育局
、科学技术局、工业和信息化局 、监察局（不
("R¸*+,RCÅÆ-#R./
È0

务院批准，北道区更名为麦积区，仍隶属甘肃省天
cdefNg;<hijkl<Nmnopqr[

计入政府机构个数）、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
２４
¶ï¦1ÉR ¿H2ÙV3 *-

\Hs *)&) 8NDE[\Hkl<"OtuvwR
水市。２０１０年，中共天水市麦积区委设有办公室、

个部门。议事协调机构有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
zðs 5Ð4t56à7&^8xuv
室。办事机构有农业办公室。部门管理机构有粮食
ws u5tÄÅuvws zð9:t;<

重大事项。１９８５
年 %７月北道区成立后，县委终止工
9:;<=>?@!"ABC
34567 !"#$ 8
作。１９８５
年９
月，中共天水市北道区委员会在北道
*7 &"'$ 8 " 9+DEFGH:;<"IJK:L

xyzR{|zR}~z"RuRR 
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编办、党校、老干

局、档案局等
多个工作机构。
&) C*s
R １０
&"') 8１２
&*月，根据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
9N(b4J
１９８０年

局、乡镇企业管理局。直属事业单位有人工影响天
RÀ=>Å9:s ?o5Å@AtC&B[
气办公室、天水高新技术工业园
、招商局、畜牧兽
CuvwR[\Dë+,CÅERF!RGHI
医局、二十里铺工业示范区、环境保护局、安全生
JRKLMCÅNO<RPQõRRú((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DEb ¡¢£¤4J

产监督管理局、残疾人联合会、地震局、供销联社、
S.T9:RUVWÙJRXRYêWòR

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在县第八届人民代
¥¡¢¦xy§¨©NK!ª£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设立了天水县人民代表大
«4J%J¬N O>[\!£«4

Z[uvwR\]uvwR^5_` １３
&+ 
人民防空办公室、史志办公室、外事旅游局
个

&'()*+,#-./01- 机构名。
is
麦积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会常务委员会，作为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
JTc"IJN*j!£«4JTON
委员会下设＂一室四组＂，即办公室、人事组、政法
"IJ®O¯%w°x±+²³vw5x´
组、经济计划组
、科教文卫组为办事机构。１９８３
xaµ¶·x¸¹º»xj³57
&"'+ 年，
8N

zðs
部门。

vw £«5C*"IJ ÃaaµC*"I
公室、代表人事工作委员会、财经经济工作委员
J´YC*"IJÄÅC*"IJ¸¹º»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农业工作委员会、科教文卫

政协麦积区委员会
年8１２&*月，
24&'(01-机构名。１９５６
is &"$,
9N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水县委员会成立。１９５８
DbaÐ!J[\!"IJ=>s &"$'
年
8 １２月至
&* 9b１９６１年
&",& 8１１
&& 月县、市合并期间，设政协
9!RHÙcdeN¾Ð
天水市委员会。１９６１年
[\H"IJs &",& 8１２
&*月县、市分设后，县政协
9!RHû¾?N!Ð
ÚÛs &",, 年后，县政协工作一度中止。１９７９
8?N!ÐC*%fDBs &"%" 8
,
恢复。１９６６
年６
9N!ÐÚÛN' 9=>&^s
&"') 8 % 9N
月，县政协恢复，８
月成立领导机构。１９８０年７月，
ÚÛ!Ðu5Ncg4C*Ihiuvj
恢复县政协办事机构，并抽调工作人员正式办公；
&* 月成立政协办公室；１９８５年
9=>Ðuvwj&"'$ 8 ７月撤县设区后，
% 9½!¾<?N
１２
!ÐC*ABN =>DbaÐ!J[
县政协工作终止，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

工作委员会、信访室。２０１０年５
C*"IJÆÇw_ *)&) 8 $月，有常委会组成
9NtT"Jx=

水市北道区委员会。２００５
年１月
日随北道区更
\HgL<"IJs *))$ 8
& 9 ２９
*" `kgL<h

组改科。１９８５
月成立天水市北道
x¼¸7 &"'$年撤县设区，１２
8½!¾<N&* 9=>[\H:L
区人大常委会，下设办公室、人事科、经济计划科、
<4T"JN®¾uvw5¸aµ¶·¸
城乡建设科、法制科
、教科文卫科。２００５
年１月
*))$ 8
& 9 &１
¿ÀÁ¾¸´Y¸¹¸º»¸_
日，北道区更名麦积区，麦积区人大常委会下设办
ÂN:L<hikl<Nkl<4T"J®¾u

I２０
*) 名。
i_
人员

ikl<N Ð[\HgL<"IJlmjÐ
名麦积区，政协天水市北道区委员会转换为政协

麦积区人民政府
&'()*23 机构名。民国二年（１９１３
i_ b8È&"&+

年），设天水县政府，由知事主持县政，民国
１６ 8
年
8ÉN¾[\!¦NÊË5,Ì!Nb &,
改称县长。１９４９
年８月８日，成立天水县人民政
¼Í!Î_ &"-" 8
' 9 ' `N =>[\!
府，由县长主持全县政务。１９５０年起设副县长协
¦N Ê!Î,Ì(!c_ &"$) 8Ï¾S!ÎÐ

助。１９５５年６月，县人民政府改称县人民委员会
Ñ_ &"$$ 8 , 9N !¦¼Í!"IJ
ÈÒÍ!"ÉNmÊ!Î,ÌcNÓ¾ *./
（简称县人委），仍由县长主持政务，并设
２￣３ iS
名副
!ÎÔi"Ij!"=INEÕÖ×1©!
县长、若干名委员为县人委成员，共同讨论决定县

天水市麦积区委员会，区政协届次顺延。２０１０
年５
[\Hkl<"IJN<Ðnos *)&) 8
$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水市麦积区委员会
9N DbaÐ!J[\Hkl<"IJ
下设机构有∶办公室、提案法制委员会、经济委员
®¾tpuvwRqY"IJRaµ"I
会、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学习宣传文史资料委员会
JR¸¹º»X"IJR*r{|º\st"IJ

和民族宗教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
uv¹wb}%Wx"IJs

中共天水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56!"789:+,#- 会议名。１９５５
Jis &"$$

ØV5c_ 0"$' 8１２&1月县、市合并后，成立天水
9!HÙÓ?N=>[\
内行政事务。１９５８年

8 & 9２９
*" 日至２月１日召开。出席代表１１７人，
`b * 9 & `yàs z{£¤ &&% N
年１月
£¤(! "*%名党员，列席
iINî{ *+
J|}÷
代表全县９２７
２３ s
人。会议听取和审

市人民委员会（简称市人委），由市长主持工作，并
H"IJÈÒÍH"ÉNÊHÎ,ÌC*NÓ

议县委书记张一之作的《关于党的工作的报告》，
!"PQ~%* C*§N

ÊSHÎÐÑ_ &",& 8 &* 9ÚÛ[\!Nm¾!
由副市长协助。１９６１年１２月恢复天水县，仍设县

SPQb *ÑÙ*§NS!
副书记吕国齐作的《关于互助合作的报告》，副县

人委，组成人员同县、市合并前。１９６８年３月
２５
"Nx=IÕ!HÙÓÜ_ &",' 8 + 9 *$
`N=>!ÝÞ"IJÈÒÍ!Ý"JÉN¾,ß &
日，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简称县革委会），设主任１
iNS,ßis &"%* 8àáNtâãß&^
名，副主任多名。１９７２
年开始，有较多的原任领导
干部陆续参加县革委会领导核心。１９８０年
zäåæç!Ý"J&^èés &"') 8１２&*月，
9N
撤销县革委会，重新成立天水县人民政府，由县长
½ê!Ý"JN3ë=>[\!¦NÊ!Î
主持政务，并设５名副县长协助。１９８５
年撤县设区
,ÌcNÓ¾ $ iS!ÎÐÑs &"'$ 8½!¾<
后，成立天水市北道区人民政府。２００５年１月１
?N =>[\HgL<¦s *))$ 8 & 9 &
`NgL<hijkl<NgL<¦hij
日，北道区更名为麦积区，北道区人民政府更名为
kl<¦s *)&) 年底，区人民政府所设工作
8ìN<¦í¾C*
麦积区人民政府。２０１０
DNîï¦C*zðt¦uvwR
机构中，列入政府工作部门的有政府办公室、民政

ÎD*!Å§s Jz
长黄振中作的《关于商业问题的报告》。会议选出
!""I １９
&" s
yà!""IJN~
县委委员
人。接着召开县委委员会议，选举张
%jPQNb jSPQs
一之为书记，昌国齐为副书记。
56!"78;:+,#- 会议名。１９５６
Jis &"$,
中共天水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年５月
日召开。出席代表２７０人，代表
8 $ 9１５&$日至
`b １９
&" `yàs
z{£¤ *%) N£¤
全县近
１１s
人。会议听取和讨论
(!７０００
%))) 名党员，列席
iINî{ &&
J|}Ö×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许宝才代表县委作的《一年来
!"T"RxyzÎ£¤!"*%8

党的工作报告》，副县长胡自多作的《关于天水县
C*§NS!Î*[\!
K8(¨·-§ ."IJ
十二年全面规划纲要的报告》和纪律监察委员会
SPQ.C*s 4Jz!""
副书记赵自琮的监察工作报告。大会选出县委委

!"# !－
－! ４６０

% 区
?
县

员! ２１人，候补委员
!" "#$%&! #５人。接着在县委委员会议上，
"' ()*+&&!,-.#

人，代表全区
万名党员，特邀代表５# 人，列席
"^UV_ß １．５
"+# WT!^àáUV
"^aR

选举郭文为书记，黄振中为第二书记，许宝才、张
/01234567893:;45#<=>?@
天佩（女）、王应志、赵自琮为副书记。大会同时选
ABCDE?FGH?IJK3L45M N,OP/
出出席省党员代表大会代表
"M
QQRST!UVN,UV９ $人。
中共天水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 会议名。１９５８
,-WM "$#%

４０)(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区委书记王全忠作的《坚持
"¿ ,-bcrâ-ß&45F_ÚtxjÃã
四项基本原则，夺取两个文明建设新胜利》的报告
äå³Óæç^ècéê2¹«¬Îëìx 
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文珏作的工作报告。选出
r»¼½¾&!,452Ðtxst ¿ /Q
区委委员
人。在
!#人，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ß»¼½¾&!,&! １３
"& "¿
*
ß&&!２５

年３
日召开。出席代表２５５人，代表
X &月６
Y '日至
Z[ ２０
!( Z\]M
QRUV !## "^UV

接着举行的区委委员会议上，选举王全忠为书记，
()0íxß&&!,-.^/0F_Ú345^

全县
２９９"M
人。会议听取省委
_+９０００
$((( 余名党员，列席
`WT!6aR !$$
,-bcS&

@îïðñïòeÛÜÝAó3L45^ôØ
张俭成、严成亮、于震峰、贾天祥为副书记，徐正
õ2Ðö÷ø3ùv&!M ,-/0ú9
孝、文珏、闫如林为常务委员。会议选举产生了中

关于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和
１９５８ Xstu
年工作任
defghijklmnopqr "$#%

务。会议选出县委委员
２４人，候补委员１人。在接
"^w%&! " "M *(
vM ,-/Q+&&! !)

ûAÖ×üýßþ|ÿ»¼½¾&!,&! "&
共天水市北道区第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１３

)\]x+&&!,-.^12yz{/345^
着召开的县委委员会议上，郭文继续当选为书记，

"^/02Ð345M
人，选举文珏为书记。

FA|?IJK?}~/3L45M
王天一、赵自琮、何风当选为副书记。

!-:;?/@52*+,/=5,> ,
中共北道区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中共天水县第四次代表大会
!-.$%/012*+, 会议名。１９６４
,-WM "$')

议名。１９９０年４月
２６０
) Z[７日召开。出席代表
* Z\]M QRUV !'(
-WM "$$( X ) Y４日至

年２月
１９"$日至
X!Y
Z[２８
!%日召开。出席代表
Z\]M RUV３１７
&"*人，代表
"6UV

人，代表全区
１．５６ WT!^àá!¡"
万名党员，特邀老干部２人，列
"^UV_ß "+#'
! "^a

全县
万余名党员，列席 $%
９８ "M
人。县委副书记刘士
"+! `WT!6aR
+&L45
_+ １．２

"+#' WT!M
+TI2
V_+ １．５６
表全县
万名党员。县整党领导小组组长赵文
tst M ,-/0+&&! ３７
&* "M
*
礼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产生县委委员
人。在
+&&!,-.6/0I23456?
县委委员会议上，选举赵文礼为书记，李景华 、魏
0?3L45M
举、韩胜为副书记。

#" "M
,-bcrâ-ß&45F_Útx
R ５１
席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区委书记王全忠作的
《加强党的建设，为实现政治
、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j¥ÂTx«¬^3hi#$%&§,'(mn
而努力奋斗》的报告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文珏
£¤®¯ì x r»¼½¾&!,452Ð
作的《严肃执纪，惩治腐败，保证全区各项任务的
txjñ)*»^+$,-^./_ß0åuvx
完成》的报告。选出区委委员
1ïìx M /Qß&&! ２７
!* 人，区纪律检查委
"^ß»¼½¾&
!,&! １５
"# "M
*()0íxß&&!,-.^
员会委员
人。在接着举行的区委委员会议上，
F_Úyz{/345^@îïñïòeÛÜ
王全忠继续当选为书记，张俭成、严成亮、于震峰、
ÝAó{/3L45^232ÐôØõö÷
贾天祥当选为副书记，秦俊杰、文珏、徐正孝、闫如
ø3ùv&!M 2Ð{/3»½&45M
林为常务委员。文珏当选为纪检委书记。
!-:;?/A52*+,/=5,> ,
中共北道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3.6%/7528+, 会议名。１９７９
,-WM "$*$
中共天水县第六次代表大会

议名。１９９３
年２月１６
-WM "$$& X
! Y "'日至
Z[１９
"$ 日召开，出席大会的
Z\]^QRN,x

X " Y & Z[ ' Z\]M QRUV
'(!人，代表全
"6UV_
年１月３日至６日召开。出席代表
６０２

代表
人，特邀代表７人，列席
５１人。会议听取
UV ２６５
!'# "^àáUV
* "^aR #"
"M ,-bc

县
万余名党员。县委书记刘枢作题为《动员起
+ ２．１
!+" `WT!M
+&45t3j!

和审议了区委书记赵文华作的《解放思想，开拓进
râ-úß&45I2txj4567^]8É

来，鼓足干劲，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为加速社会
^ ¡¢^£¤mnskl^3¥¦§,
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工作报告。会议选出出
¨©iUª«¬®¯qxst M ,-/
席省党员代表大会代表
人。在
RST!°V±,UV１６"'人，县委委员
"^+&&! ２９
!$ "M
*

取，为全区经济建设再上新台阶而努力奋斗》的报
c^3_ß%&«¬9.Î:;£¤®¯ìx
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天水市北道区第三届委
M N,/0ú9ûAÖ×üýßþ<ÿ&
员会，选出区委委员
３１人，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
!,^/Qß&&! &"
"^ß»¼½¾&!,&

县委委员会议上，选举刘枢为书记，王承基、安振
+&&!,-.^/0345^F²³´8
µ}¶·I¸¹3L45M º/Q»¼½¾&
泰、何满库、赵德明为副书记。并选出纪律检查委
!,&! "" "¿
员会委员１１人。

员
人。选举产生常务委员
! １５
"# "M
/0ùv&! $９名，赵文华当选为
W^I2{/3
ß&45^=>?@ABö÷øFCD
区委书记，冯沙驼、程田禄、闫如林、王世华、段生
E3L45M 2Ð{/3»½&45M
彦为副书记。文珏当选为纪检委书记。
!-:;?/052*+,/=5,> 会
,
中共北道区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WM "$$% X ! Y１２
"! 日至１５日召开，出席大会的
Z[ "# Z\]^QRN,x
议名。１９９８年２月
UV ２５８
!#% "^àáUV
,-bcrâ-úß
代表
人，特邀代表８% "M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

杰作工作报告。会议选出出席省党代表大会代表
tst M ,-/RSTUVN,UV
１２"!人，县委委员
３１人，候补委员
"6+&&! &"
"6w%&! )４人。在县委委员会
"M *+&&!,
议上，选举陈煦为书记，刘士杰
、赵锁会为副书记。
-.6/03456I,3L45M
中共天水县第五次代表大会
!3.$%&452*+, 会议名。１９７０
,-WM "$*(
年１２月
X "! Y２０!(日至２６
Z[ !'日召开。出席代表７１５
Z\]M QRUV *"#人，代
"^U

!3.$%/9(2*+, 会议名。１９８４
,-WM "$%)
中共天水县第七次代表大会
X "" Y２４!)日至２７日召开。出席代表
Z[ !* Z\]M QRUV２７２
!*!人，代
"^U
年１１月
V_+
!+!
`WT!^aR
&&
"M
+&45@À
表全县２．２ 万余名党员，列席 ３３ 人。县委书记张国

兴作题为《加强党的建设，坚持敏锐改革，为进—
Át3j¥ÂTx«¬^ÃÄÅÆÇÈ^3É|

委书记徐世英作的《高举旗帜，团结奋斗，抢抓机
&45ôCFtxjG0HI^JK®¯^LÑM

步全面开创我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
Ê_Ë]ÌÍ+§,¨©iUª«¬ÎÏË®

遇，求实创新，尽快实现由经济弱区向经济强区的
N^OhÌÎ^PQhiR%&SßT%&Âßx

斗》的报告，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文珏作《全党
¯qx ^+»¼½¾&!,452Ðtj_T

UVìx rß»&txj9ûAÖ×üýß»
跨越》的报告和区纪委作的《中共天水市北道区纪

抓党风，为实现党风根本好转而奋斗》的报告。会
ÑT~^3hiT~ÒÓÔÕ®¯qx M ,
议选出出席天水市党代表大会代表
"^+&&
-/QQRAÖ×TUVN,UV３０&(人，县委委

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天
¼½¾&!,st ìM N,/0ú9ûA
水市北道区第四届委员会，选出区委委员
Ö×üýßþäÿ&!,^ /Qß&&!２９!$人，
"^

! ２７
!* "^+»¼½¾&!,&!
"M *+&&
员
人，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
１５人。在县委委

»¼½¾&!,&!１３
"& 人。选举产生常务委员
"M /0ùv&! "(
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１０

员会议上，选举张国兴为书记，李正平、王全忠、于
!,-.^/0@ÀÁ345^ØÙF_Úe
ÛÜÝ_Þ3L45¿
震峰、贾全豹为副书记。
!3:;</=(28+,/=(,> ,
中共北道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 Z\]¿ QRUV !#(
-W¿ "$%* X & Y " Z[ 日召开。出席代表
议名。１９８７年３月１日至４
２５０

名，徐世英当选为区委书记，王世华、王凤保、胡福
W^ôCF{/3ß&45^FCFW.XY
øFZ3L45M /02YÙ3»½&45M
林、王虹为副书记。选举文月平为纪检委书记。
!-:;?/452*+,/=5,> 会
,
中共北道区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议名。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１日至
１３"&日召开，出席大会
Z\]^QRN,
-WM !((! X "! Y "" Z[

４６１ －

! !"# !

天水大辞典
!"#$%
的代表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委书记付振
!"# ２６８
!"# $%
&'()*+',-./012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１８日至
*/,-  *0  *# ２１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
0* B: f &'"#

伟作的《团结一心，与时俱进，为努力开创北道区
34!56789:;<=>:?@ABCDE改革与经济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的报告和区纪
FG;HIJK!LMNOPQR !ST*-U
委作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天水市北
.4!V4STW X&YZ[\,]^_`aD
道区第五届委员会，选出区委委员
!$ 人，纪律检
$:Ugh
E-bcd.e&:Yf-..e２５
查委员会委员
i.e&.e１３
%& 人。选举产生常务委员
$W YZ[\jk.e １２名，付
%' l:1

２４５
01, 人。会议讨论了开展冬季副业生产、减租减息
$W &'£¤,BñØò\[qÆÇÆó
反霸、剿匪肃特等问题。选举甄昶为各界人民代表
ÈÉqôõïö»ÔÕW YZ÷ø?ÀÁ$Â"#
会议主席，吴鸿健为副主席，并选出常务委员会委
&'Ã :¡ãä?Ã :ÅYfjk.e&.

振伟当选为区委书记，蒋晓强
、巩玉保、温晓东、贾
23mY?-./0:nopqrstquovqw
应珍、刘新全、王宝麟当选为副书记。选举刘新全
xyqzL{q|}~mY?/0W YZzL{
?Uh./0W
为纪检委书记。

e 0* $W
员２１人。

天水县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3+,45678./02 会议名。
&'lW
１９５１
年４
月９日至
１３
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２３３
*/,*  1  /  *+ B:f &'"# 0++
人。会议讨论了自愿参军入伍、抗美援朝、发动群
$W &'£¤,Ðùúûüýqþÿ¬!q"#

众镇压反革命、今后生产计划等项工作；通过
１９５１
$%&ÈG'q()\[*+»½V4,¥¦ */,*
年农业生产计划。选举甄昶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ò\[*+W YZ÷ø?ÀÁ$Â"#&'
主席，吴鸿健、杨自芳为副主席，并选出常务委员
Ã :¡ãäqÐ.?Ã :ÅYfjk.e

中共麦积区第六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0+1-02 &
议名。２００６
月１３日至
'lW !(("年
 １１
)* 
*+ １５
*, 日召开，出席大会
B:f X&
的代表３１０
$W &'()*+',-./0no 会委员２６人。
!"#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委书记蒋晓
&.e 0" $W
强作的《团结拼搏，乘势而上，科学发展，持续提
p4!567:O::
!"3+=45678./02 会议名。
&'lW
天水县第七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速，为建设富裕和谐新麦积努力奋斗》的报告。大
:?JK*L@APQR!STW X

１９５１年６月２４
日至
*/,*  "  01
２８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
Bb8/&': f

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天水市麦积区第六届委员会，
&YZ[\,]^_`a-bd.e&:
选出区委委员
Yf-..e４１.*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Ughi.e&.e１９
*/人。
$W
选举产生常务委员
名，蒋晓强当选为区委书
YZ[\jk.e １２
*0 l:
nopmY?-./
记，张克强、杨保珍当选为副书记。选举李小敏为
0:pqtymY?/0W YZ?
!"3+145678./02 会议名。
&'l%
天水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 １０月２９
*-  0/日至１１
 ** 月１日召开，出席会议代
 * B:f &'"
１９４９年
*0- $%
&'(), ¡¢4!V4ST:£
表# １２０
人。会议听取了县长吴岳作的工作报告，讨
¤¥¦§¨B©ª:«¬®:¯°t±:J²
论通过关于开展征粮，支援前线，废除保甲，建立

会议代表３４１
１０ $W
人。会议讨论了清理积
&'"# +1*人，列席
$:0 *&'£¤,1ê
案、加强镇反、夏粮征收、抗美援朝等项工作。作出
2q3p%Èq×ª©Ùqþÿ¬!»½V4W 4f
《进一步查实土地，核好产量的决议》。选举甄昶为
5>84iåæç:56[7!¾'RW YZ÷ø?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主席，李在中、吴鸿健为副主
ÀÁ$Â"#&'Ã : Ä]q ¡ãä?Ã
:ÅYfjk.e&.e 0,２５人。１９５１年７月
$W */,*  2  ''
席，并选出常务委员会委员
２２
 ２５
'$ Ä_`8Bb9/&':f
&'"
日至
日在天水郡召开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代
12$ 人，作出《清理反革命案件的决议》和《１９５１
$:4f51êÈG'2:!¾'R*5)/$)
表#４７５
-ò;8/*<=/©Ù!¾¿RW
年农业税一次计算两次征收的决定》。
!"3+>45678./02 会议名。
&'lW
天水县第八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乡
、村政权，禁用银元等事项的决定。选举吴岳为
³q´µ¶:·¸¹º»¼½!¾¿W
YZ¡¢?

１９５１年
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
)/$) １０月２１
)-  ')日至
 ２４
'1 B:
f &'"#

ÀÁ$Â"#&'Ã :Ä]?Ã :ÅYf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主席，李在中为副主席，并选出
$W
jk.e&.e
常务委员会委员 ２０0-人。

３３９
１９５２ å>æçF
年实施土地改
++/ 人。会议通过《１９５１年至
$W &'¥¦5)/$)  )/$'

Uh./0%
纪检委书记。

天水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3+945678./02 会议名。
&'lW
１９５０年３月
*/,-  + ２０日至
0- ２２
00 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
B: f &'"#

革的决定》。选举甄昶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主席，
G!¾¿RW YZ÷ø?ÀÁ$Â"#&'Ã :

李在中、吴鸿健为副主席，并选出常务委员会委员
Ä]q¡ãä?Ã :ÅYfjk.e&.e

'2 $W
２７人。

２３２
0+0人。会议讨论了减租反霸，生产救荒，购买公
$W &'£¤,ÆÇÈÉ:\[ÊË:ÌÍÎ

天水县第九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3+?45678./02 会议名。
&'lW

债，自由借贷等问题。选举吴岳为各界人民代表会
Ï:ÐÑÒÓ»ÔÕW YZ¡¢?ÀÁ$Â"#&

*#, 人。会议通过有关夏季生产，公粮征收及禁止
$W &'¥¦Ö§×Ø\[:Îª©ÙÚ·Û
１８５

１９５２年
)/$'  ２月２５日至３月１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
'  '$  +  ) B:f &'"#
'11 $:0 "# ))#人。会议讨论了抗旱救灾、春
$W &'£¤,þ?Ê@qA
２４４人，列席代表１１８
B\[*CDEFG»ÔÕW YZ÷ø?ÀÁ$
播生产和整顿互助组等问题。选举甄昶为各界人
Â"#&'Ã :Ä]q¡ãä?Ã :ÅY
民代表会议主席，李在中、吴鸿健为副主席，并选
fjk.e&.e２７
'2人。
$W
出常务委员会委员
!"3+@45678./02
&'lW
天水县第十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会议名。

种植、买卖、吸食鸦片等问题的决议。选举吴岳为
ÜÝqÍÞqßàáâ»ÔÕ!¾'W YZ¡¢?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主席，李在中、吴鸿健为副主
ÀÁ$Â"#&'Ã : Ä]q ¡ãä?Ã

)/$' 
"  )  1 B: f &'"# +)"
１９５２
年６月１日至４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３１６
$W
&'£¤,
H
IÈJKÈLMqÈNOqÈPQÃ
人。会议讨论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

0* $W
:ÅYfjk.e&.e ２１人。
席，并选出常务委员会委员

RSq%&TUçÃ*ÈG'VWX"ÔÕY¥¦
义）、镇压不法地主和反革命破坏活动问题；通过
了《关于开展生产竞赛评比活动的决议》。选举甄
,5§¨B\[Z[\]X"!¾'RW YZ÷
昶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吴鸿健为副主席，并
ø?ÀÁ$Â"#&'Ã :¡ãä?Ã :Å

'Ã :Ä]?Ã :ÅYfjk.e&.e
议主席，李在中为副主席，并选出常务委员会委员
$W
２４01人。
!"3+:45678./02 会议名。
&'lW
天水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 年６月
 " １０
*- 日至
 *+
f &'"#
１９５０
１３ B:
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

天水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3+;45678./02 会议名。
&'lW
１９５０
２８ B:
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
*/,- 年８月
 # ２６
0" 日至
 0#
f &'"#
２０３
0-+人。会议讨论了公粮征收、查实土地、公平合理
$W &'£¤,Îª©ÙqiåæçqÎèéê
负担公粮任务等问题。选举吴岳为各界人民代表
ëìÎªík»ÔÕW YZ¡¢?ÀÁ$Â"#
&'Ã :¡ãä?Ã :ÅYfjk.e&.
会议主席，吴鸿健为副主席，并选出常务委员会委
*# $W Yff îïðÀÁ$Â"#X&"#W
员e１８人。选出出席甘肃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天水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3+<45678./02 会议名。
&'lW

选出常务委员会委员
Yfjk.e&.e２７'2人。
$W
天水县第十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会议
!"3+@14567 8./ 02 &'

名。１９５２年
)- １７)2日至
２３
'+ 日召开，出席会议代
B:f &'"
lW )/$' １０月
# '$/人。会议研究部署了土改复查
$W &'^_`a,æFbiqBcde
表２５９
、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和司法改革及秋粮征收等工作。选举吴庆
\f"*gUFGÚhª©Ù»V4W YZ¡i

!"# !－
－! ４６２

# ;
县区

安、吴鸿健为副主席，并选出常务委员会委员
２８
!" #$%&'()* +,-./01201 !"
名（本届未选主席）。
34567,()89
天水县第十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会议
!"# $% &'( )* +,- ./ 2:

自多
、康锦尧为副县长，董俊轩为人民法院院长，
³´`ÊËÌ&'E»¼½&Hc¶¶E
,--)HcFG 2[FG9
选出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名。１９５３
年３& =
月２４日至
!' >?２６
!( 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出
>@ABCD2:E3; #$%& <

席会议代表
人。会议讨论了春耕生产和度荒
!(& H9
2:IJKLMNOPQR
)2:FG ２６３

< ( = $日至
>? １１日召开，应出席代表
## >@AE-)FG
:39 #$%" 年６月９
议名。１９５８
&#* HE-)FG２６６
!(( 人，列席１１６
HE¹) ##( H9
2:ÃÄ
３１０人，实出席代表
人。会议听取

等问题，总结了上届代表会议以来的工作。选举吴
STUEVWKX6FG2:YZ[\]; ,^#
庆安、吴鸿健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本届未
_!`#$%&abHcFG2:'()4567

和讨论了《天水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天水县
PIJK wxHc012\]£
wx
#$%) <ÅÈP １９５８
#$%" <ÅÉÈ[
Ð
１９５７年财政决算和
年财政预算的报告（草

选主席），并选出常务委员会委员
２８名。１９５３
年７
,()8E+,-./01201 !"
3; #$%& <
)

8£
wxBCÑÒ<cÓÔÕÖ×Ø¡¢
案）》《天水县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

月７日至８
２２９
= ) >? 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代表
" >@ABdD2:E-)2:FG !!$

和
#$%"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草案）》《天水县
<cÓÔÕÖ[ Ð8£
wx
P １９５８
人民法院在天水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Hc¶kwxBg6HcFG 2BCD2
议上的报告》。选举吴庆安为县长，胡自多、康锦尧
:X[£9 ,^#_!&E²³´`ÊËÌ
为副县长，王发朝为人民法院院长，石秀珠为人民
&'EÍ Î&Hc¶¶EÙÚÛ&Hc
ÜÝ¶ÜÝ9 ,^ONH001２９!$名，省第
3EB
检察院检察长。选举产生县人委委员
#$%" < " = ! >?
d6HcFG 2FG ) 39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７
名。１９５８年８月２日至
３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出席代表
& >@ABdD2:E-)FG１９７
#$) 人，列席代表
HE¹)FG
２０人。会议选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人。免去吴
!* H9 2:,-Hc01201２９
!$ H9
Þß#
庆安（时已
６２岁）县长职务；选举马文彬为县长，
_!Ðnà (!
áâã/ä,^åæç&E
张鼎、张瑜、杨鸣岐、范蓝田、刘恒昌为副县长；选
èé`è!`êëì`íîï`ðñò&'ä,

人。会议讨论了选举和农业生产等问题。１９５３
年
H; 2:IJK,^PefNOSTU; #$%& <
１２
#! 月
= '４日至６日召开第三次会议，出席会议代表
>? ( >@ABgD2:E -)2:FG
２２６
!!( 人。会议学习了党在过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讨
H; 2:hiKjkllmno[VpqEI

论了粮食统购统销工作。１９５４年
月５
日至７日
JKrstutv\]; #$%' < &３ =
% >?
)>
H;
kwxy@ABzD2:E-)2:FG #$"人。
在天水郡召开第四次会议，出席会议代表１９８
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发展生产
2:{lK|}A~]E
~NO

S\][:9
等工作的决议。

天水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0'*+,-1.$02./ 2
议名。１９５４年６月２７
:39 #$%' < ( = !)至
? ３０日召开，应出席代表
&* >@AE -)FG
&!% HE-)FG !$!
H9 2::{l'
３２５人，实出席代表
２９２人。会议审议通过副县长
#_!][Hc\]EhiKH
吴庆安作的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学习了《中华人
cP48E+IJru/PN
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讨论夏粮征购任务和生
O]STU9 ,^#_!&E
产互助合作化等问题。选举吴庆安为县长，黄振中
为副县长，选举出席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８
&'E,^-)BC6HcFG 2FG "

天水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4'*+,-3.$02./ 2

^Í Î&¶¶9
举王发朝为法院院长。
!"56#7$8'*+,93.$02./
天水市（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2:39 #$(* < #! =@AE-)FG &#%人，列席
HE¹)
会议名。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召开，出席代表３１５
###
H9
2:ÃÄPIJKóH0\]E,^
１１１ 人。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市人委工作报告，选举
赵锁会为市长，卫锋
、张阶为副市长，选举市人委
ôõ2&óEö÷`è!&'óE,^óH0

K wx #$%'
<efNO¡¢P #$%%
<ef
了《天水县
１９５４年农业生产情况和
１９５５年农业

委员
日至２０
01 ３３名。县、市分设后，１９６３年４月１８
&& 39 `óºøùE#$(& < ' = #" >?
!*
>EwxúûFGküýþ^ØBdD2:*
日，天水县境内代表在北道埠举行第二次会议，应
-)FG
!#" H*-)FG !#% 3*¹) ５７
%) H9
2
出席代表２１８人，出席代表２１５名，列席
人。会

生产任务》的工作报告。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NO/£[\]9 2:¤¥HcP
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
¦§a¨HcFG 2P¦§a¨Hc012
组织法》规定，将县人民政府改称县人民委员会
©ª «¬E Hc®¯Hc012

议听取和通过了《天水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
:ÃÄP{lK wxHc012\]£
《天水县关于
年财政决算和 #$(&
１９６３ <ÅÉ
年财政预
wx|} １９６２
#$(! <ÅÈP
算的报告》和《天水县人民法院向天水县第四届人
È[£PwxHc¶ÿwxBz6H

（简称县人委）。吴庆安当选为县长，黄振中、胡自
4°¯H089 #_!±,&E`²³
多为副县长，选举县第一届人委委员
３１ H9
人。由于
´&'E,^BC6H001 &#
µ}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选举赵锁会
cFG 2BdD2:[\]£*,^ôõ2
&*!"#`$%`»&`ô³'&'
为县长，惠思宗、陈光华
、董兴政、赵自琮为副县
*ê(&Hc¶¶9 ,^H001 ２４名。
!' 39
长，杨科为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县人委委员
!"#$:'*+,93.$02./ 2
天水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39 #$(& < #* = !(
>?３０日召开，出席代表
&* >@A*-)FG
议名。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２６
日至
&"# 人，列席
H*¹) &)
2:ÃÄP:KwxH
３８１
３７H9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天水县人
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天水县关于
１９６２ <QÅ
年度财政
c012\]£
wx|} #$(!
ÈP #$(&年财政预算的报告（草案）》《天水县
<ÅÉÈ[ Ðâ£
wx
决算和１９６３

名。１９５５
39 #$%% 年６月
< ( =１５
#% 日至２１日，召开第二次会议，
>? !# >E@ABdD2:E

出席会议代表
人。吴庆安代表县人民政府作
-)2:FG ２９０
!$* H9
#_!FGHc]

Hc¶·¸¹º-E,^»¼½&¶9
人民法院从政府序列中分出，选举董俊轩为院长。
#$%% 年
< #*
= " >?１０#*日，召开第三次会议，出席
>E@ABgD2:E-)
１９５５
１０月８日至
2:[FG １９６
#$( HE
IJef]P¾¿ÀÁ
会议的代表
人，讨论农业合作化和镇压反革
ÂSTU9
命等问题。
!"#$&'*+,-3.$02./ 2
天水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39 #$%( < １２月１６
#! = #(日至２０日召开，应出席代
>? !* >@AE-)F
议名。１９５６年

表３１４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HE-)FG !'( H9
2:ÃÄP:K
G &#'人，实出席代表２４６
《天水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天水县
１９５５ <Å
年财
wxHc012\]£
wx #$%%
政收支决算和
ÆÇÈP１９５６
#$%( 年财政收支预算的报告》《天
<ÅÆÇÉÈ[£w

Hc¶\]£*){lwxÒ<*5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还通过《天水县五年基本实

水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吴庆安当选为县长，胡
xHc¶\]£9 #_!±,&E²

4`5NO[g<«ÖÐâ[£
wx
猪、羊生产的三年规划（草案）的报告》《天水县发

自多
、康锦尧为副县长，王发朝为人民法院院长。
³´`ÊËÌ&'EÍ
Î&Hc¶¶9
,^H001 !&
#$%) < ( = % >? " >E
选举县人委委员
２３39
名。１９５７年６月５日至８日，
kwxy@ABdD2:9 2:Ï{lH02
在天水郡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审查通过人委会

展经济林木和果树的意见（草案）的报告》，作出
~ÓÔ67P89[./Ðâ[£*]:;<=A~>2(?@APBÒÀC
《广泛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五反＂运动
[¬£9 ,^ôõ2&*ô³'`!"#`$
的决定》。选举赵锁会为县长，赵自琮、惠思宗、陈

工作报告，法院工作报告，选举吴庆安为县长，胡
\]E¶\]E,^#_!&E²

光华为副县长，杨科为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县人委
%&'*ê(&Hc¶¶9 ,^H0

现良种化的意见（草案）的报告》《天水县积极发展
+,-[./Ðâ[£
wx01 ~
大家畜的意见（草案）的报告》《天水县关于发展
23[./ Ðâ [£
wx|} ~

!"# !－
－! ４６３

!"#$%
天水大辞典

委员
!"２５
!"名，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１０
#$ 名。
#/
天水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0.1 .

议名。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５
0#/ #%&" 1 % 2 !"日至
34 ３０日召开，出席代表
'$ 356$ 78+,
３８１
４７ )/
人。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县人民委
'(#人，列席
)$98 )*
.0:0;<=>?@)*!
员会工作报告》《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天水县
".ABCDEF@)*GHABCDEFIJ@

致中、严成亮
、徐利贞 、王庆田、张玉为副县长，张
'îo(©)o®¯°oiÊoq@$

圭为人民法院院长，刘彦昌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GHH$¦+,)*·¸H·¸Î
北道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567'/)*+,-#.'/0.1 .
议名。１９８５年
１２月２
日至８日召开，出席代表
2 ! 34
( 356$ 78+,
0#Î #%(" 1 #!
３３０
９６ )Î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
１９８６
''$人，列席
)$98 %&
.0P:0>?º» #%(&

１９８６
１９６４
#%&)年度财政决算和
1KLMNOP １９６５
#%&" 年度财政预算（草案）
1KLMQO RSTU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工作任务的报告》《关于
1*ÔÕÖ×PABÁZCDE?º» #%(&
VWXYZCDE[ \5]^_`6a
b
cde执行情况的报告》。号召广泛深入开展＂农业学大
fg
h
Ade-ig$ jklmno peqrZso
寨＂＂工业学大庆＂，近赶五十铺、远学玉门的比、

年财政概算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北道区
１９８６
1LM¼OSTZCDEÆ:-P./õö0 #%(&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
年财政概算；选举产生人
1*ÔÕÖ×P １９８６
#%(& 1LM¼OÆ~1#)

学、赶、帮、超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选举李春明
eokotouv.wxyz{|}z/ ~
为县长，惠思宗
、陈光华、王唯军、陶万桂为副县
@$ ooo@
长，杨科为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县人委委员
$)*GHH[ ~@)!!"２７
!*名。
#[
天水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2)*+,-#.'/0.1 .

大常委会委员
#' 名，选举王炳元为区人大常委会
#$~ÄÅ0)-À!.
-À!.!"１３
主任，刘兴林
、柳世芳、王德成、刘恒昌
、秦虎生为
w$¦§o
¡¢o¨©o¦ÿ,o´"#
副主任；选举张俭成为区人民政府区长，魏致中、
wÆ~2©0)*MÉ0$&'îo
张玉、冯诠、王海潮、秦俊杰、王庆田为副区长；选
qo34o56o´µ¶oiÊ0Æ~

议名。１９７８年
日召开，出席代表
0#[ #%*( 1１１
## 月６日至
2 & 34 １０
#$ 356$
78+,

举张圭为人民法院院长，刘彦昌为人民检察院检
7)*GHH$ ¦+,)*·¸H·

６７６
&*&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天水县革委会、县人民
#[ .0P:0>IJ@!.o@)*

¸Î ~IJ8&9()*+,-.+, (%名。
#Î
察长。选举天水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８９
北道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567'8)*+,-#.'/0.1 .
议名。１９８９
月１４
日至 #(
１８日举行，出席代表
0#Î #%(% 年３
1'2
#) 34
3W$ 78+,
２４０人，列席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政府工作
!)$ )$98 １５９
#"% )Î
.0P:0>?MÉAB

法院工作报告。选举王承基为县革委会主任，安振
GHABCD[ ~@!.w$
泰、张国兴、柳世芳、张毓政、王发朝、刘兴林、王德
oo ¡¢o£Mo¤¥o¦§o¨
成、杜小平（女）、徐利贞为副主任，殷汉荣为人民
©oª«¬RUo®¯°w$±²³)*
法院院长，秦俊杰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出县革
GHH$´µ¶)*·¸H·¸¹ ~7@
!.!"３５
'" 名。
#[
委会委员
!"&'3)*+,-#.'/0.1 .
天水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0#[ #%($ 1１２
#!月２４日至
2 !) 34２９
!%日召开，出席代表
356$78+,
议名。１９８０年
'%%人。会议听取了《革委会工作报告》《检察院工
)[ .0>F!.ABCDE
F·¸HA
３９９
BCDE
FGHABCDE
Fº»IJ@ #%*%
作报告》《法院工作报告》《关于天水县
１９７９ 1L
年财

报告》《关于天水市北道区
１９８８1*ÔÕPv
年国民经济和社
CDE
?º»IJ8õö0 #%((
#%(% 年计划（草案）的
1Ö× RSTUZ
.¤aÖ×ZVWXYÙ１９８９
会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及
1LMQOVWXYP １９８９
#%(% 1
CDE
?º» #%((
报告》《关于
１９８８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年
LMQORSTUZCDE
?)-À!.ABCDE
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GHABCDE
?·¸HABCDEÎ ~0)《法院工作报告》《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区人大
#$~ÄÅ0)-À!.w
À!.!" #*名，选举王炳元为区人大常委会主
常委会委员１７

任，刘兴林、柳世芳、王德成、秦虎生为副主任；选
MNO １９８０
#%($ 1LMQOP
1LM¼OZC
$¦§o ¡¢o¨©o´"#wÆ~
政决算
年财政预算和 #%(#
１９８１年财政概算的报
DE[ .0N½¾¿@)*+,-.ÀÁ!".
2©0)*MÉ0$´µ¶oqRUo
告》。会议决定设立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举张俭成为区人民政府区长，秦俊杰、张玉（女）、
（简称人大常委会），选举王炳元为县人大常委会
RÂÃ)-À!.U$ ~ÄÅ@)-À!.
主任，刘兴林、张毓政、王德成为副主任，选举委员
w$¦§o£Mo¨©w$~!"
１５#"名；将县革委会改为县人民政府，选举王承基为
#ÆÇ@!.È@)*MÉ$~
县长，王发朝、张国兴、王庆田、赵崇周、徐利贞为
@$¤¥ooiÊoËÌÍo®¯°

冯诠、王海潮为副区长；选举张圭为区人民法院院
34o560Æ~70)*GHH

副县长。殷汉荣、秦俊杰分别继续当选为人民法院
@Î ±²³o´µ¶ÏÐÑÒÓ~)*GH
HP)*·¸H·¸[
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4)*+,-#.'/0.1 .
天水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人。会议听取和审查了《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天水
)Î .0P::>?MÉABCDE
?º»IJ
8õö0 １９９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 1*ÔÕPv.¤aÖ×VW
市北道区

长，刘彦昌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0)*·¸H·¸Î
北道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567'9)*+,-#.'/0.1 .
议名。１９９３年３月２日至６日召开，出席代表２７０
0#Î #%%' 1 ' 2 ! 34 & 356$78+, !*$

情况及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
XYÙ １９９３
#%%' 1*ÔÕPv.¤aÖ×STZ

0#[ #%() 1 # 2 #"日至
34 ２０日召开，出席代表
!$ 356$ 78+,
CDE
?º»IJ8õö0 #%%!
议名。１９８４年１月１５
报告》《关于天水市北道区
１９９２1LMQOVW
年财政预算执行
'%%人，列席
)$98 #$&
.0P:0>FMÉAB
XYP１９９３
#%%'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关于北道
1LMQOSTZCDE?º»õö
３９９
１０６ )[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政府工作
情况和
CDE
Fº»IJ@ #%('
0&;()-À!.ABCDE
?)*GHABC
报告》《关于天水县
１９８３1*ÔÕÖ×VWX
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 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人民法院工作报

况和
#%() 年国民经济建议计划的报告》《关于
1  * Ô Õ Ø 0 Ö × Z C DEFº »
Y P１９８４
#%('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1LMQOVWXYP #%()
1LM¼OS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年财政概算草

DE
?·¸HABCDEÎ ~0)-À!.!" #(
告》《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区人大常委会委员
１８
)$~´µ¶0)-À!.w$q
R
Uo
人，选举秦俊杰为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玉（女）、
TZCDEÙF)-À!.ABCDE
FGHABC
´"#o®<=o>!0)-À!.wÆ~
案的报告》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法院工作报
秦虎生
、徐登瑞、董教为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

告》《检察院工作报告》。并通过《关于贯彻种草种
DE
F·¸HABCDE[ ;<=Fº»ÚÛÜSÜ
树、发展畜牧方针议案的决议》《关于及时调运、供
Ýo¤aÞßàá0TZN0E
?º»Ùâãäåæ

举冯沙驼为区人民政府区长，王凤保
、王合作、王
3?@0)*MÉ0$ABoCBo
明珍（女）、安永
、郑俭华 、徐利贞为区人民政府副
DRUoEoF2o®¯°0)*MÉ

çc*èéêë0TZN0E
Fº»ìNcíîo
应农民所需化肥议案的决议》《关于解决农村中、

区长；选举何武魁为天水市北道区人民法院院长，
0Æ~GHIIJ8õö0)*GHH$

小学师资力量问题议案的决议》和《关于解决北
«eïðñòóô0TZN0E P Fº»ìNõ
öov÷oøùúûüýþóô0TZN0EÎ
~
道、社棠
、马跑泉环境污染问题议案的决议》。选举

杜振华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ª0)*·¸H·¸Î

北道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567':)*+,-#.'/0.1 .

ÄÅ@)-À!.w$¦§o
¡¢o
34 '月１日召开，出席代
2 # 356$78+
0#Î #%%( 1 ! 2 !"日至３
王炳元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兴林
、柳世芳、王
议名。１９９８年２月２５

德成、刘恒昌
、秦虎生为副主任，王全忠为县长，魏
¨©o¦ÿ!o´"#w$$%@$&

表２２９
)Î .0P:0>?MÉABCDE
?º
,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关

!"! !
－! ４６４－

8 区
#
县

于天水市北道区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参加。会议听取、审议了县政协第一届常委会工作
ÊT /cÍFÎèé£LM/NO
!"#$%&' １９９７
!""# ()*+,-./012
划的执行情况及
!""$年计划（草案）安排的报告》
(23:;<=>?4@AB
3456789１９９８
《关于天水市北道区
１９９７ (EFGH年财政决算和 %""$
１９９８年
CD!"#$%&' %""&
(
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法
EFIH;<4@AB
CJKLM/NO@AB
CP
院工作报告》《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区人大常委
QNO@AB
CRSQNO@ABT UV'JKLM

报告，选举县委副书记赵锁会为主席，王明甫、王
@AXUVÍMoØÙê/\]X_`ëc_
雨亭为副主席，何西川为秘书长。选出常务委员１７
Þß\o]Xìl\çØtT ULÓMW %&名。
T
政协天水县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45678$<&9:,$-.,/ 会议
/

会委员
人，选举阎如林为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 JX
UVYZ[\'JKLM/]^X
/MW １５

席。会议传达了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精神，听取
T /íî)FÎ¢£ïð/ñòX

_`a:b=cdefcghicjklc>mn\'
王明珍（女）、徐登瑞、缑思忠、余正川、安志宏为区

ÍFÎèó£LM/NO@AX ÔÕFôG
了县政协第二届常委会工作报告，通过了政治决
T UVõÅ\]Xö÷c}ø\o]Xùú
议。选举卫锋为主席，黄振中、张耀为副主席，陶守
庆为秘书长。并选出常委
名。是为县政协首次
û\çØtT üULM １５
%, T
ý\ÍFÎþð

JKLM/o]^p UV_qr\'J*Fs'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王世华为区人民政府区

长，蒋小立、温晓东
、韩莉（女）、张广录、杨发元为
tXuvwcxyzc{|
:b=c}~c0\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选举何武魁为区人民法院院
'J*Fso'tp UV\'J*PQQ
长，杜振华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tX r\'J*RSQRStT
北道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 /
议名。２００２
年１２月
T ())( (
!(  １６日至２０日召开，出席代表
!*  () X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关于
JT /-CFsNO@AB
CD!
２２９

天水市北道区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 ２００２
())( ()*+,-./0123
的执行情况及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456789 ２００３
())+ ()*+,-./0123
（草案）的报告》《关于天水市北道区
２００２ (EF
年财政
:;<= 4@AB
CD!"#$%&' ())(
预算执行情况和
IH5678-２００３
())+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EF IH; <4 @AB
CJKLM/NO@AB
CPQNO@AB
CRSQ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法院工作报告》《检察院
工作报告》。选举区人大常委会委员
%, 名，选举胡
XUV
NO@ABT UV'JKLM/MW１５
[\'JKLM/]^X}ccnc
福林为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钰
、李加峰、赵宏全、
}
:
b=c
¡\'¢£JKLM/o]^pU
张秀玲（女）、梁栋为区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
举蒋晓强为区人民政府区长，刘俊杰、杨保珍、安
Vuy¤\'J*Fs'tX¥¦§c¨ac>

%(  (+日至
３０日召开，４５
+) X-, MW
T %"$) (１２月２３
名。１９８０年
名委员出

Uÿ^]T /!"XFÎMWþð#ÍJ
选出专任主席。会议期间，政协委员首次列席县人

民代表大会，听取和讨论县革委会工作报告和其
*K/X -ËÌÍ$M/NO@A-%
&@AT
他报告。
45678$=&9:,$-.,/ 会议
/
政协天水县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 X&( MW
T %"$- ( % １３%+日至２１日召开，７２
名。１９８４年１月
名委员出
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上届常委会工作报告
/T /-'£LM/NO@A
和三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
-ï£ïð/()*<NO784@AT #
并讨论了天水县人大九届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üËÌ"#ÍJK+£éð/FsNO@A
及人大、政府组成人员候选人名单。会议选举温如
9JKcFs,ªJW-UJ.T /UVxZ
/\FÎ"#Íè0£MW/]X123c}4
春为政协天水县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寇宝荣、张毓
Fcµ56c7ø÷\o]Xµ8\çØtXU
政、马霄石
、夏耀中为副主席，马福堂为秘书长，选
LM %+ JT
出常委１３人。
45>"#$-&9:,$-.,/ 会议
/
政协北道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 
%  " X&+ MWÊ
T %"$, ( １２
名。１９８５年
月１日至９日召开，７３
名委员参加

志宏
、任丽华（女）、成少平
、鲁涛为区人民政府副
mnc^©r
:b=cª«¬c®\'J*Fso

会议。会议学习了中共十二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
/T /9:÷;<ó£0÷c¢÷/Û=

区长；王勇谋为区人民法院院长，武给保为区人民
'tp_¯°\'J*PQQtX±¨\'J*

-)/ñòX ÔÕ'FÎé£é
和全国代表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区政协一届一

RSQRStT
检察院检察长。

次会议提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和会议决议。选举产
ð/*<>?@4@A-/GT UVA

麦积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01#$2&'(3*+,$-.,/ /
议名。２００７
日召开，出席代表
T ())& 年１月８
( %  $日至
 １２
%( X

２２９
(("人。会议选举区人大常委会委员
JT /UV'JKLM/MW１６
%* 人，选举胡
JXUV

生政协北道区第一届委员会常委
名。选举温如
BFÎ%&'èé£MW/LM １９
%" T
UVxZ
春为主席，寇宝荣
、张毓政、马霄石、夏耀中为副主
/\]XC23c}4Fcµ56c7ø÷\o]
席，马福堂为秘书长。全体委员列席了区人大一届
Xµ8\çØtT DMW#'JKé£

[\'JKLM/]^Xcnc²³
福林为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加峰、赵宏全、屈光
´cµ©n:b=c¶·¸c¹º[\o]^pUV}
健、马丽宏（女）、崔德祥、朱怀林为副主任；选举张
»¤\'J*Fs'tXµ¼½c_y¾:b=cµ
克强为区人民政府区长，马兆让、王晓琴（女）、马
¿ÀcÁÂ/cÃ[icÄtÅcÆÇ\'J*F
军党、谢筱会、高林忠
、邵长锋 、杨铁森为区人民政
so'tpÈÉ[\'J*PQQtX_·\'J
府副区长；陈维林为区人民法院院长，王德为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选举出席天水市人民代表大会
*RSQRStT UV"#$J*K/

éð/T
一次会议。

 *& T
代表６７名。

%& 名，选举张国兴为主席，张毓政、夏耀中、
XUV})F\]X}4Fc7ø÷c
LM１７
常委
uøG\o]Xµ8\çØtT
MW#'
蒋耀昌为副主席，马福堂为秘书长。委员列席了区

45678$-&9:,$-.,/ /
政协天水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

45>"#$;&9:,$-.,/ 会议
/
政协北道区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T %"$" ( +  %(
 %" X"- 名委员参
MWÊ
名。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２
日至１９日召开，９４
/T /-'FÎé£MW/L
加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协一届委员会常
M/NO@A-*<NO784@AX ÔÕ
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
EDGT
UVABFÎ%&'èó£MW/
了相关决议。选举产生政协北道区第二届委员会

%( 
(-  (" X,& MWÊ 人大二届一次会议。
T %",* ( １２
JKó£éð/T
名。１９５６年
月２４日至２９日召开，５７名委员参

加。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关于县政协成立的意义、工
T /-ËÌD!ÍFÎªw4ÏÐcN

政协北道区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45>"#$<&9:,$-.,/ 会议
/

作性质和任务的报告，通过了《政协天水县委员会
OÑÒ-^Ó4@AXÔÕCFÎ"#ÍMW/
章程》，选举县委书记郭文为主席，吴鸿健、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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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１９９３年３月１日至
７日召开，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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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名委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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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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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潘显卿、王天佑为副主席，方宗贤为秘书长。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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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天水县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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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通过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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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选举产生政协北道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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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选举张国兴为政协主席，贾天祥
、罗忠武、蒋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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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４月２０日至５月９日召开，４９名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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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尹正、马福堂、颉克礼为副主席，李正明为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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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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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委员列席了区人大三届一次会议。
!" #$%&'()*+,-./0"
政协北道区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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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４日至
２８日召开，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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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协第三届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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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区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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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徐世英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三届政协五年来的
LMNOPQRSTUVW'+,?@X2YZ
工作，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思路和目标任务。会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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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产生政协北道区第四届委员会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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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利贞为区政协主席，张光华（女）、唐根堂、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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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女）、杨平定、程光汉为副主席，刘继祖为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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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委员列席了区人大四届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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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北道区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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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召开，１６０名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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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协四届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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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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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提案委员会关于区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提案审
'GH#$/(?@X,-./0GH>
查结果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政协北道区第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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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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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根堂、马丽宏（女）、海安民、屈光健、屈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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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副主席，苏志航为秘书长。委员列席了区人大五

市场桥南建材批发市场、天水东部果品蔬菜批发
FGH¸DEIJFGu ;Ïâ¹KLMIJ
市场、马跑泉综合市场等专业市场，建有官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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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辖区内有部、省、市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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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有附中、直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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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私立中学、幼儿园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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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甘肃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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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了村级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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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马跑泉镇中心卫生院是卫生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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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命名的＂一级甲等医院＂＂爱婴医院＂。有乡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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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有个体工商户
５００多户。马跑泉镇是丝绸之路

的重镇之一，马跑泉遗址被列为甘肃省重点文物
Z±~-8 ÔÒ%mabS
保护单位。有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的渗金寺和柳
² Dvl2Z=
林寺等寺庙，龙槐寺内的宋代石灯、石经幢
、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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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物保存完好，有较高的文物研究价值。下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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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甸子、黑王
、胡王 、马跑泉、团庄、闫家庄 、新胜、
龙槐、余刘湾、东山
、阮家山、东柯、王家沽沱、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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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穆湾、李家坪、杨湾、南崖、傲子坡、什字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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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滩、大沟、潘集寨、石嘴、吴家崖、大柳树、崖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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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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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麦积区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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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２００７年１月７日至
１１((日召开，１７１名委员参

89:< 马跑泉镇人民政府驻地。位于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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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协五届委员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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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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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建有马跑泉民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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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一次会议。

有关决议。选举产生政协北道区第六届委员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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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跑泉镇辖村。位于麦积城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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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集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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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选举贾应珍为政协主席，汪怀定、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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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光平 、陈新宇、毛莲香（女）、张国平为政协副
stuo¬}m?@
主席，苏志航为秘书长。委员列席了区六届人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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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距麦积城区２
公里。总面积３平方公里，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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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农
28 % úí?óu,个自然村，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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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会议。

寨村背山面水，村内有千亩左右的宜林地和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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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工林。距天水火车站８公里，国道＂３１０＂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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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贯全境，同时又是羲皇大道起点。民国初年，境

89:; 麦积区辖镇。位于楚阳山北麓，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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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跑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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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城区南部。据《秦州志》记载∶＂相传唐尉迟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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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番将战，军中苦无水，其马刨地出泉。＂马跑泉由

此得名。清至民国时称州、县第一镇。民国二十四
Ö×1" Ø5¬ÙÚ½uÛA-±" ¬ÜÝj
2("$) 2tÞß¸à8¬ÜÝ 2("$, 2tá
年（１９３５年）设渭南乡，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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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户户种植棉花，家家纺纱织布，村内有简单的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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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弹花作坊，还有５户染布作坊。改革开放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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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活性炭厂６家，石灰厂２家，砖瓦厂３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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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铺、饭馆、药店多家。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建
成的养正学堂，是天水县第一座具有近代意义的
$Z%&Yx8 q;ÏÛ'-()*+,Z
3ìámÔÒ±" í?(î5
ÔÒà8("') 2 " 月又改为马跑泉镇。行政区划至
§-YZ %( N.ã8¸¹º)u/ýV¸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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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学校。２１世纪初，潘集寨人、实业家潘石屹投

称马跑泉镇。１９５８年９月，东泉、龙槐、花牛、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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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乡并为马跑泉公社。１９８３年马跑泉公社改为马

今未变。乡政府所在地为马跑泉村。镇域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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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f$１２１４．８４
(%(&-'& 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ÿê%8ü)&'() $*'*
!*

人口以汉族为主，约有１千多回民聚居在南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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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公路纵横南北。境内有陇东南地区最大的建材

资建立潘集寨中学。潘集寨名人有被誉为＂陇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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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法家＂的前清举人潘尊贤，甘肃省第三届省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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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员潘文藻，黄埔军校第三期步科班毕业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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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过中条山战役的抗日名将潘尔燊等。
:SAµËBZC41Ê¸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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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驻地向阳村距麦积城区
公里。社棠名称来源
于＂社树坪＂和＂甘棠树＂。因山坪树木茂盛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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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村办企业
３家，养殖专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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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曲村
$%# 社棠镇辖村。位于麦积区东部城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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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区社棠镇中山流域万亩葡萄园

社树坪，又因《少陵草堂》遗碑所载＂召伯布文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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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尝舍甘棠下＂．由此形成社棠称谓。社棠北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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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麦（积）—社（棠）两条公路纵贯南北。辖区内
建有社棠火车站，有天水星火机床有限公司、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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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养殖专业户３户，个体工商户２６
户。果园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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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集果品贮藏和商业门店于一体的下曲综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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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唐代时因镇
WS$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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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设甘泉寺镇，辖及今麦积乡西南部；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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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动机械有限公司、金驼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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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及今秦州区李子乡
、徽县高桥等地，境内设甘泉
xnr]^D§xu¨L©ª×N$VWc;

春风绒线集团公司、社棠第一分厂、铁路油脂化工
Á·ÂÃÄÅ¶u!<ÆSzÇu ¡ÈÉÊ¼

镇（１９５１年改为乡）。１９５８年９月，甘泉与街子、麦
bk%"(% j}IxlE %"(+ j " ~$;«¬§u¦

厂、天水市国家粮库、甘肃省万达物资公司、天水
Çu±RËfÌÍÎu;ÀÏÐÑÒ¶u±R

积３乡合并成立麦积山公社（驻甘泉寺）。１９６１年
 / xíB)¦3!kR;lE %")% j
７$月，街子、麦积分出另设公社，境内分甘泉
、归凤
~$¬§u¦z{c!$VWz;u®¯
!$c¦kR;$%")* j};
２*公社，并设麦积区（驻甘泉寺，１９６２年改名甘泉
l$mr¦bE %")+ 年，甘泉区撤销，归凤公社
j$;°+$®¯!
区），辖今麦积镇。１９６８

长城果汁厂等
余家中
ÓÔÕÖÇ×１０
%' 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和
ÌfØÙÚÛq ２０
*' ÜÌÙ
小型企业，有建材、冶炼、锻压
、纺织等行业的乡镇
ÝÚÛ$¬Þußàuáâuãä×åxb
企业和私营企业
万人。有
#' ÜÌ$Xèé * E

ÛqæçÛ ３０余家，从业人员近２
ê¬ë１９８５
%"+( 年的社棠农贸综合市场和
jå!<½ìíËîq２００５
*''( 年
j #３
始建于

月建成的下曲村果品市场∶２００３
年栽植的＂巨峰＂
~¬Bå=ïÕðËî-*''# jñòå1
óô>

;!E %"+/ j１２
%*月，甘泉公社改为甘泉
~$;!}I;
并入甘泉公社。１９８３年
xE %"""年元月，甘泉乡撤乡建镇，改为甘泉镇。
j~$;x°x¬b$}I;bE
乡。１９９９

*''/ j１２
%*月撤乡并镇，将原街子乡的窑庄、吴家
~°xb$±¬§xå²Lu³Ì
×õö÷øù` Ａ
.ú
1
ûüýð>þÿqÙf ２００３年
等系列葡萄获农业部
级＂绿色食品＂认证和中国

寺u´OuµHuº¶u·Ä
、八槐、朝阳、金胡、毛集
６个行政村划入甘泉
) 8¸;
镇，形成现区划。总面积２１３平方公里，２０１０年，辖
b$AB¹¸E  *%/  d$*'%' j$m
*& 8$%)* eÝi$ ４３８３１
&/+/%人。
E
*''+ 年被推选为国家知名产品。建有中山流域万
j/01IfÌ2ðE ¬Ù345
２００８
２４个行政村，１６２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１２８３万公
１１７８５．８１万元，粮食总产量
%%$+(,+% $Íýc %*+/

亩葡萄基地，涉及下曲村、东山村、郭坪村、柏林村
6÷ø7N$8n=ïu_3u9#u:; 农业总产值
斤，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４６９
d$e *&)"元。果品、畜牧、劳务、商
E Õðuº»uV{u&
* E =m?@uA3uBCu=
qoF<=>å 个村。下辖嘴头、半山、税柳、下
和道北办事处的２
1
º#>E *''& j$%å1
=ï÷
!"÷øz"
农学会葡萄分会＂金奖＂。２００４年注册的＂下曲葡
ø>&'$(f
%(
ØÙÔË¬)*+,-.E
萄＂商标，在全国１５ 个大中城市建立了销售网络。

曲、东山、郭坪、柏林、石岭、李家渠、俊林、社棠、向
ïu_3u9#u:;uuDÌEuF;u!<uG
阳、步沟、白家庄、刘尧、绵诸、槐荫１７
个行政村。
HuIJuKÌLuMNuJKuOP %$ 8E
向阳村
!"# 社棠镇政府驻地。位于社棠镇中心。
!<b8QRNE Së!<bÙTE

２０１０年，有
户，１０１２人，劳动力
５６０人。耕地
*'%' j$ ２２３
**/ U$%'%*
$V¸W ()'
E XN
6$YÙZØ`z>([F\]^3E
 ('*亩，其中绝大部分处在渭北干旱浅山区。
面积５０２

贸旅游是甘泉镇的主导产业，麦贾公路和天宝高速
½¼½\;bå¾¿$¦À¡q±Á©Â

公路贯穿全境。１９９４年被国家建设部列为全国第
¡ª£VE %""& j/fÌ¬c`öIfÆ
SÃÝÔb¬cÄÅb$*'') j/IÏÝ
一批小城镇建设试点镇，２００６
年被命名为全省小
Ôb¬caÅb$*''+ j~/ÏÆ}öI
城镇建设重点镇，２００８
年先后被省发改委列为全
ÏÆgÃÆÇ}ÈÄÅbu ÉÊËÌÍÒº¬
省第二批发展改革试点镇、世界银行贷款资金建

!"# !
－! ４６７－

天水大辞典
!"#$%
设经济综合开发项目示范镇。境内有春晓泉、双玉
!"#$%&'()*+,- ./0123456

兰堂、杜甫草堂、赞公土室
、龟凤山、云雾山等诸多
7849:;84<=>?4@AB4CDBEFG
旅游景点。下辖高庄、黄庄、玉兰、包沟、屈坪、云
HIJKL MNOPQRP4674ST4UV4C
雾、阳湾、吴家寺、西枝、胡沟、八槐、谢崖、石沟、甘
D4WX4YZ[4\]4^TQ_`QabQcTQd
3QefQgABQYhQiPQdjQkWQlPQm
泉、峡门、归凤山
、吴河、窑庄、甘江、朝阳、廖庄、金

在区划。总面积１５５
}Ú  $&& 平方公里，２０１０年，辖３８个行
%.=ã}!%$% |}N '* qr
政村，总人口
６０８６１ 
人。民族以汉为主，高家湾间
^ý}OZX
st} ,%*,$
杂少数回民。农业总产值
 ª １６５５３．５１万元，农民人均
$,&&'-&$ }
纯收入
!$%% 元。盛产葡萄、苹果等，尤其＂花牛＂苹
 4E}
þ
g2
２１００
果闻名国内外市场。建有优质苹果园１．８９
Ä0Ö¡Ç $-*( 万亩。羲
 ¢
Cd/

胡、毛集、庙沟
个行政村。
!" qrstL
^QnoQpT ２４
&'( 甘泉镇政府驻地。位于甘泉镇上街。
d3,suvwL xyd3,z{L
甘泉村

皇大道和天北高速公路横贯全境。辖区内有甘肃
n£¤¥ßÏOè=å¦§¨. NÚ/0dT

!#$%年，有５５４
|}0 &&"户，２３９０人，其中劳动力
~}!'(% }１４２０
$"!% 人。

２０１０

¯©«ª¬x８* 家，天水天祥集团、成纪制药集
Z}ßÑß°o±4²³´o
市属企事业单位

耕地面积１７５８
} +&)# }
w $)&*亩，其中粮食作物面积１５７０亩，粮
食总产量６９．３
="# $**亩，经济
}"#
 ,(-' 万公斤；经济作物面积１８８
作物总产量
万公斤。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１．９８
$-(* 
= |
３５２７．１
'&!)-$ 元。有龙腾面粉公司、兰化疗养院、蜂窝煤
 0=Q7 ¡¢£Q¤¥¦

团等个体、私营企业
４００ G
多
±Eqµ4¶·©ª １２０
$!% 多家，个体工商户
GZ}qµ¨²~ "%%

§¨©ªE©«ª¬x ( Z}ª®１５０
$&%余人。
¯
加工企业等企事业单位９家，从业人员
$)%多家，涉及小商品、农机具、肉禽
GZ}´µ¶²·Q¸¹Qº»
0°±²³１７０
有各类商铺
加工、餐饮、住宿等多个行业。村内有卫生所
１２
§¨Q ¼½Q ¾¿EGqrªL t/0ÀÁÂ $!
家，还建有幼儿园、中心学校。
Z}ÃÄ0ÅÆÇQÈÉÊL
玉兰村
)*( 甘泉镇辖村。地处甘泉镇下街，西南
d3,NtL wËd3,M{}\Ì
邻山，东北傍水，自然条件优越。玉兰村与麦积山
ÍB}ÎÏÐÑ}ÒÓÔÕÖ×L 67tØÙB
JÚµ{ÛÜ3ÝÍ} ÞßÑàáâ１５$&公里、街
=ã4{
景区及街子温泉相邻，距天水火车站
$% 公里，麦贾公路、甘什公路、宝天高速公
=ã}Ùä=å4dæ=å4çßOè=
ÛÜ3１０
子温泉

路穿境而过，交通便利。是周边５
乡镇的城乡物资
åé.êë}ìíîï ðñò & ó,ôõóö

¨ª©ªª«É£4 ¬¨ª ２１９
!$( w¡£E®U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核工业
地质大队等部省

~ Ä0o¸¹º»4¼½¼½4¾¿HIýMµ
户。建有集休闲健身、餐饮娱乐、度假旅游为一体

的高家湾生态园、唐林园。花牛镇是邓宝珊将军的
ôOZXÁÀÇ4"ÁÇ g2,ðWçXÂô
故乡。下辖花牛寨、赵家崖、白家崖、安家坪、九峪、
Ãó MNg2Ä4ÅZb4Zb4ÆZV4bc4
ÇZT4ÈÉB4OZX4ÊZË4ÌZX4YZP4
董家沟、兴旺山、高家湾、曹家埂、罗家湾、吴家庄、
ÍZP4e4ÑÎÄ4ÏÐ4ÑZP4WZP4W
靳家庄、峡口、水眼寨、沽沱、肖家庄、邓家庄、阳
坡、高集寨
、董家塬、东缑、张家河、卜王寨、田家
Ò4OoÄ4ÇZÓ4Î4ÔZh4ÕÖÄ4×Z
尧、纸碾、毛集寨、翟家山、上湾、崔家山、巷口、元
Ø4ÙÚ4noÄ4ÛZB4zX4wZB4Ü4
柳、罗集寨、沈家河、白家河
、师白、河湾、杨家河、
Ý4ÌoÄ4Zh4Zh44hX4
Zh4
_-ã³３８
'* 个行政村。
qrst
二十里铺
./012 花牛镇政府驻地。位于秦州区
g2,suvw xyÞßÚ
二十里铺村
ØÙÚôàáwÚ}¢n£¤étêë}ÞÚ
与麦积区的接壤地区，羲皇大道穿村而过，距市区
!% ã}ÃC_-ã³ !%$% |}0 $"(*户，２３５６
~}!'&,
２０里，故名二十里铺。２０１０年，有１４９８
}
$'&%

w
')"*
}
人，其中劳动力１３５０ 人。耕地面积 ３７４８ 亩，粮食
""-!! =âã
$$!)  ª
 ４４．２２
总产量
万公斤；苹果种植面积１１２７亩。农业

o÷w !%$% |}0１０个村民小组，６５８
$% qt¶ø},&*户，３００２
~}'%%!
集散地。２０１０年，有
} !%&%
w !)(' }
人，其中劳动力
２０５０ 人。耕地面积２７９３亩，其中

!$$*
}
$%'-, =
 $((,-" }| !)%%
 ¨ª
２７００元。工业
粮食作物面积 ２１１８亩，粮食总产量１０３．６
万公斤； 总产值１９９６．４万元，人均年纯收入
"# ,)&亩，总产量
} ,"
ù |
 ３３０
''% 
!%$% |}äåtsæ
þ
¥çZ
经济作物面积６７５
６４吨。人均年纯收
总产值
万元。２０１０年，启动旧村改造＂和谐家
入
 ３７１８元。２００５年，玉兰村被麦积区确定为＂小康
')$*  !%%& |}67túÙÚûüý
þ
¶ÿ 园＂项目建设，建成六层四幢下店上宅商住楼。
Ç?()Ä!}ÄèéêëìMízî²¾ï

村＂示范点。村内有建于唐代的太平寺，寺内有春
t!*+K t/0Äy"#ô$%[}[/0&
晓泉，杜甫曾赋诗赞美＂取供十方僧，香美胜牛
23} 9:'()<*þ
+,-./} 0*12
乳＂。双玉兰堂位于太平寺右侧，齐白石所书＂双玉
34 5678xy$%[56}78cÂ9
þ
56

花牛村
+,2 花牛镇辖村。为花牛苹果的故乡。
g2,Nt ýg2ôÃó
１９６５年秋，花牛寨生产大队精心挑选出两箱刚刚
$(,& |ð} g2ÄÁ£ñÈòóôGõöö
采摘的苹果向毛主席寄去，表达对主席的敬仰，中
÷øôùnúPû}üýþúôÿ!}

兰堂＂匾额悬挂于门楣，＂双玉兰堂＂由此得名。春
78!:;<=yf>}
þ
5678?@ABC &
MH`Q}`QOPÁMHRQ}SdTUUV
一棵槐树，槐树中又寄生一棵椿树，原甘肃省省长

共中央办公厅代表毛主席向花牛村村民致函感
"#$=%&ünúùg2tt'()
a z|} g2t*+ô,-./01023
谢。同年，花牛村培育的红元帅首次运至香港试
4}ý5îy563478}ª«®}õô
销，为了便于了解试销情况，技术人员在苹果箱的

WçX'<YHZÁQý
þ
F`[\]
邓宝珊曾赞三棵套生树为＂柏槐孕椿＂。

5z9:;<=z
þg2]_>ý?@}A
右上角均用铅笔注上＂花牛＂二字作为记号，因果

晓泉前，有古柏两棵，苍劲挺拔，其中一柏又寄生
23D}0EFGH}IJKL}MNOPÁ

+,- 麦积区辖镇。位于麦积区以西，镇政
ÙÚN, xyÙÚ^\},s
花牛镇

B4º¡4CDE(EFÖy*dôÖG
型、肉质、含糖量等项指标均优于美国的王牌苹果

府驻地二十里铺村距麦积城区
、清设
uvw_-ã³tÞÙõÚ１０公里。明
$% =ã `4a!

þ
H]}g2IBdJ·KLMmN}O
＂蛇果＂，花牛苹果获得国际果品博览会金奖，从此

九峪里。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曾设花牛乡，１９５８
bcã d_-b|e$("% |f'!g2ó}$(&*

以＂花牛＂作为商标大量出口。１９７４年，国家外贸
^
þ
g2]ý²P£ô $()" |}dZQ
®4 Áª®RSûüßÑTýé£4w
部、林业部正式确定天水县为六大苹果外销产地

年|９( 月花牛乡并入马跑泉公社。１９６１年７月，从马
hg2óijk3=l $(,$ | ) h}j

UM !%$%年，全村有
|}¨t0４７０
")% 户，２３８９
~}!'*( }
k3=lm!g246n4ocpqrstu³f'
之一。２０１０
人，其中劳动
跑泉公社分设花牛、玉皇、碱峪（不久改称甘铺）３

公社。１９６６年，花牛公社并入甘铺公社，玉皇公社
=l $(,, |}g2=lvu³=l}6n=l
改名崔家山公社；１９６８年崔家山公社并入廿铺公
sCwZB=l$(,* |wZB=lvu³=

社；１９８３
l$(*' 年５月，规范称名二十里铺公社，同年公
| & h}x+yC_-ã³=l}z|=
社改为乡。２００１年９月，二十里铺乡撤乡建镇，并
lsýó !%%$ | ( h}_-ã³ó{óÄ,}v

力
人。耕地面积
２６４７ }
亩，粮食作物面积１７０
 １５５０
$&&% 
w !,")
$)%
亩，粮食总产量
万公斤；果园面积 ２４００
} ７．１４
)-$" =Ç
!"%% 多亩，
G}
其中苹果种植面积
万
âã８９３
*(' 亩。农业总产值
 ª ２１５２
!$&! 

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２９６０元。集体固定资产总
}| !(,%
 oµVüö

更名为花牛镇。２００３
|１２
$! 月，在撤乡并镇中，将南
h}}~ói,}Ì
&%% 多万元，工业收入
G}¨ª &('
WÄè~Ä
|Cýg2, !%%'年
值５００
５９３
万元。已建成户均建
hóô4hX4_>h4Zh4Zh4Î
X $*% %.Yô¾î¶ï *%
Z 'Z
þ
¨U
河川乡的师白、河湾、八土河、白家河、沈家河、东
筑面积１８０平方米的住宅小楼
８０套。曾获＂全省
4 Zh4h *８个村划归花牛镇管辖，形成现
qtgg2,N}
t[\]^®]t@}!%%& 年，被评为＂全国文明
|}ú_ý
þ
¨d``
农村先进党支部＂称号，２００５
缑、杨家河、巧河

!"# !
－! ４６８－

+ 区
,
县

!"#
村＂。

城隍庙、四大天王庙
、崇福寺、杏林观等古迹寺庙
@GHcI/hHcJKÉcLÌqñMÉH

麦积镇
!"# 麦积区辖镇。位于麦积区东南部，大
$%&'(# )*$%&+,-./
-0123$%45678&9. (:;<31
部分地方在麦积山风景名胜区内，镇政府所在地
=>!?$%@& ２２
!! AB#
$%(C$%4DE
贾河村距麦积城区
公里。麦积镇因麦积山石窟
FG7# HIJKLMNOPQ.R$%S."#$%
而得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麦积乡，１９５８

年９月，改属麦积山公社。１９６１年７月，分设麦积
T # U.VW$%4AX# "#&" T ' U.0R$%
AX# "#%( 年改为麦积乡。２００３年
TVY$%S# !))( T ４月，撤乡建
* U.ZS[
公社。１９８３

及唐代诗人杜甫故居。街亭卫生院被国家卫生部
NOCJPQRS# _d³´µTNl³´授予＂一级甲等医院＂＂爱婴医院＂称号。２０１２年底，
UV

&±WqXµ"

YZXµ"ÁÂ# !)"! T[.
街亭村被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列
_d!TNl,\@S[R-c¿]-c^:-_
sè&`HNab!c7d#
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伯阳镇
)*# 麦积区辖镇。位于麦积区东部，镇政
$%&'(# )*$%&+-.(:
;Ø1ef!?$%@& ２０
!) AB#
gah`ij
府驻地伯阳村距麦积城区
公里。相传老子携尹

(# \T１２
"!月撤乡并镇，将街子乡的滩子、街亭、
UZS](.^_`Sab`c_dc
镇。同年

k<lmno.3pqrst®.Rh`aëe
喜西出函谷关，在此处修炼讲经，故以老子的字伯

宏罗、冯王、永庆、董家湾、杨何、北湾等
个村并
efcghcijcklmcnocpmq %８ r!]
入，形成现区划。总面积１９３平方公里，２０１０年，辖
s.tOu&v# wx% "#( y2AB.!)") T.'
１５个行政村，８８个村民小组，人口
２０１９５人。农业
"$ rz:!.%% r!K{|.J} !)"#$
J# ~
总产值
万元，人均纯收入
３１００元。主导产
&#!'+'$ .J
s ("))
# 
w６９２７．７５
YccccqH
业为畜牧业、林果业、黄芪、柴胡
、天麻等中药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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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及以＂农家乐＂为主的旅游业。镇内有省市区属
企业
 ５$ 家，镇属企业
l.(W  %８家，综合市场５个，街子开
l.¡¢£ $ r._`¤
发区１个，餐厅酒店、避暑山庄
¥& " r.¦§¨©cª«4¬１０
") 座，经营收入
.®¯s
８００万元。镇内设有初级中学
２ 所，小学
%)) # (9R°±H²
! <.{²１６
"& 所，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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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院２个，村卫生所１５所。３１０国道、天宝公路、景
´µ ! r.!³´< "$ <# (") N¶c·A¸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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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环道贯穿全境。２００８年获＂省级文明镇＂称号。境
$, 级风景名胜区麦积山景区，包括麦积
±5678&$%46&.ÃÄ$%
9Nl ５Ａ
内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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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石窟和仙人崖、净土寺等自然人文景观。街子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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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在境内。下辖麦积、贾河
、红崖、卧虎、草滩、陈
山、后川、刘坪、杨何、街亭、北湾、宏罗、滩子、冯
4cQÕcÖ×cnoc_dcpmcefcb`cg

阳而命地名。西魏伯阳县即设于境内，隋改秦岭
fFu17# <vefw5R*½9. xVüy

hcij １５
"$ rz:!#
王、永庆
个行政村。

９# 月伯阳乡统计站被甘肃省统计局表彰为＂全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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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唐代撤销。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设伯阳南

乡，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分为伯阳镇和柏林镇，
S.KNîö}T+"#*) T~0Yef(M(.
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年）又合为伯阳镇，辖今清水
KNéöéT"#** T%¢Yef(.':
wÓÕ3S,-# "#$" Tef(VYS."#$% T #
县草川铺乡南部。１９５１年伯阳镇改为乡，１９５８年９
U. ]s ÎAX# "#&) TVAX#
月，并入马跑泉公社。１９６０年改归葡萄园公社。
１９８３年
"#%( T１２
"! 月公社撤销变为乡镇建制，成立伯阳乡
UAXZzYS([.OPefS
人民政府。２００３年
JK:;# !))( T ４月撤乡建镇，成立伯阳镇人民
* UZS[(.OPef(JK
政府，形成现区划。面积１４１．７平方公里，２０１０年，
:;.tOu&v# x% "*"+' y2AB.!)") T.
辖２１个行政村，人口２４６５１人。耕地面积５．１２
万
' !" rz:!. J} !*&$" J# ß1x% $+"! 
à.x%２．３
!+( 万亩，其中苹果园面积
à.Hx%１．８
"+% 万亩。
à#
亩，果园面积
cY# ~w ##'!+"!万元，
.
鲜桃、苹果为支柱产业。农业总产值９９７２．１２
áâwã９２８．２
#!%+! A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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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总产量
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８５２
#
c(")
N¶º»¼(#
[ef.
元。陇海线、３１０ 国道贯穿全镇。建有伯阳火车站，
cD£cAq & l¯ # "##) T
砖厂、采石场、果业公司等６家私营企业。１９９０年

$%& 麦积镇政府驻地。位于麦积山脚下。
$%(:;Ø1# )*$%4ÙÏ#
贾河村

进乡镇统计站＂。２００４年被甘肃省人口普查办公室
¤S(b"# !))* TTJ}¥¦§A¨

!)") T.  个自然村，４３８
( rÊË!.*(% 户，２０１０人，劳动力
Ú.!)") J. ÛÜÝ
２０１０年，有３

表彰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集体＂，下坪村
¡¢Yè©ª¼NJ}¥¦£¤«¬".Ï×!

１１９５人；耕地面积
４３００
""#$ JÞß1x%
*())亩，粮食总面积
à.áâwx%２８５０
!%$)亩，
à.
粮食总产量
万公斤；经济作物总面积１４５０
áâwã 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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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农业总产值７６０万元，人均纯收入
à# ~w '&) .J s ３２５０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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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代会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先进妇代会＂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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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月被司法部、民政部命名为＂全国民主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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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示范村＂。境内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柴家坪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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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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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以贾河＂丁＂字街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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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二层仿古建筑楼群数十栋，建筑面积３
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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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建成群众性秦腔文艺汇演场所（麦积舞

址，有五山庙、刘家祠堂
、北宋古墓葬、五阳观、柏
¹.©4HcÖlº»cp¼ñ½¾c©fÌ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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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处。

林观、圣湫山等区级文物保护单位６
ÌcDÀ4q&±¿çµ¶·) &处，天水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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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胜之一石门夜月的石门风景区就在该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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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著名人物有先秦时老子弟子、著有《关尹子》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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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积镇辖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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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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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亦称《文始真经》）的尹喜，明成化年进士、都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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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３月住建部公布）。位于麦积镇北部。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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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右副都御史夏景和，清乾隆年间（１７３６—１７９５

T.  ""个村民小组，９１６
r!K{|.#"& 户，３９０７
Ú.(#)'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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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１１
人，劳动力

年）著名书法家尤爱，清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
T~Ç7Ú±lÛÜ.:\²öîT"%'( 年）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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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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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粮食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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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潮、嘉
、汀、赣盐局总办贾世兴，民国泾原道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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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缵绪。下辖伯阳、复兴、虎头、保安、兴仁、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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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经济作
à.®åæ
áâwã５０万公斤；经济作物
粮食总产量

物总产量
９３０万元，人均
çwã４４０
**) 万公斤，农业总产值
Aä.~w #()
.J
纯收入
８００万元。村内
s ３２００元，第三产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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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初级中学１所，中心小学１所，卫生院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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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综合市场１处，建有两层商铺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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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街亭古镇，
y2ù# _d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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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一层仿古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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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街子镇、街子口，位于东柯河谷最东端，明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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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西交通的重要枢纽。镇内有诗圣阁，文昌阁，

半坡、下坪、西坪、花南、曹石、马岘、穆湾、韩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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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巩坪、王坪、南河、范河、石门、红崖
×cö×ch×c,>c´>cDÃcÐÆ !"２１个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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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伯阳村
)*& 伯阳镇政府驻地。地处伯阳镇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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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时伯阳县治府在今伯阳村。２０１０年，有８个村
K{|.&*) 户，３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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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小组，６４０
人。耕地面积２０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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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量
万公斤。支柱产业是林果业，果园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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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１６００
３１９４元。２００４年９月被天水
!"## 亩。人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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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市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列入重点规划的小城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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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村民安装了太阳能暖房，沼气池、太阳能热水器
à>ZFGJK:KLM1NzJK:O.D

设村。建有果品交易市场１处，商铺
3>) 2?@ABC/D ! EFGH５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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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仁村
&'( 伯阳镇辖村。史称秦州伯阳渠河北
JK=L>) MNOPJKQRS
里。又名伯阳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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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卫生厕所使用率达到
６３？？？有标准化小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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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村文化室、幼儿园、农家连锁超市、健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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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村信息网络工程等设施。２００７
*ij>,X
.i>bcdefg 3hU '##* 年，曹石村被中
宣部、中央文明办、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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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阳镇治所所在地。１９５３
JK=deefgU !%($ 年经农会商定，取名兴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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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为＂绿色小康村＂。先后被评为＂全省新农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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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兴仁村柏林山有道观柏林观，柏林观北边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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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有老子庵、老子讲经台遗址。相传老子弟子尹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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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试点先进单位＂＂全国文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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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生在兴仁村后北山尹道寺村。兴仁村还是清

民政府驻地上崖村距麦积城区
公里。民国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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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１９３７年），设元龙镇。１９４９
年８月，在元龙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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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元龙区公署，下辖元龙镇等１镇５乡。１９５１年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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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元龙镇改为元龙乡。１９５８年９月元龙乡并入葡
+(|=«(|1U !%() * % +(|1'
õþ²(|=çU !%"! 年后，又设元龙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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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园（驻元龙镇）公社。１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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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改称元龙乡。２００３年４月撤乡建
镇，形成现区划。总面积２０８．７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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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２０１０年，辖
２２ ´x>%!
个行政村，９１个村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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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１个社区，人口２２３４４人。农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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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粮食总产量６７４．５
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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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横穿东西。境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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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滩、元龙、葡萄园（佃儿村）３
个火车站，有建材

代天水著名书法家尤爱的故居，尚存多处尤爱墨
-.W;F E
迹。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在兴仁村创办了伯阳渠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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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小学，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省立天水中学（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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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一中）部分师生为避战乱曾搬迁驻兴仁小
¡³ (个月。兴仁村高台表演历史悠久，以创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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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约５
颖、高台架内无添加重物而享誉秦州，被麦积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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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兴仁村地处伯阳镇川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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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沃，以苹果、油桃等经济林果业为支柱产业。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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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８个村民小组、４３０
人。人均纯收入
')&*元，粮食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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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积区辖镇。位于麦积区东部，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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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龙镇

)*+ 伯阳镇辖村。天水市新农村建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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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石村

厂、砖厂、蜂窝煤厂、纸浆厂、椒业公司等一批私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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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村。位于麦积区东部半干旱浅山区，紧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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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建成底川农贸市场、元龙综合集贸市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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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果品批发市场及桑渠、红星果品市场和全民健

道，距市区１５公里。２０１０年，有３个村民小组，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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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人均纯收入６８００元。支柱产业是林果业，果
的个体、私营网点６７１家，从业人员
多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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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面积２１４０亩，林地１６００亩。果品业收入 ３８０多 农村建设中，井儿、桑渠 、佃儿村建成砖混结构新

万元，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
９０？？上，人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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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０多元。全村形成了＂三个一千＂（一千亩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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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亩杏桃，一千亩林带）的产业发展格局。村内

农宅１５３
万平方米。花椒、苹果、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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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等为支柱产业，是天水市有名的花椒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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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龙红袍＂花椒已注册国家
û
(|&¾ý º¿ÀÁ]Ａ -级绿色食品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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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农业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农民体育协会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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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红十字会帮助建立的红十字博爱新村，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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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被国务院第二
品批发市场，千亩优质果园；建成了占地
亩的 û
@A/D./Þ１０００吨的果品气调库。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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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品市场和容积
年沿

É÷]iÙÊËç[z ]Ì6%t«ÈÉ
次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评为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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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农家乐，形成观光农业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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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村公路建成
全国农业普查先进集体，被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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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业化。新农村建设中建成能源生态型小康民
人民政府命名为＂省级文明乡镇＂。下辖青崖、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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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 ７１ 户，配备健身器材５台，安装路灯 ３０盏。４０ 滩、白家庄、元龙、后庄、上崖、李家沟、杜家坪、石
ÖÑzºjzz×Ñz]~z£ÑzØÙz.uz
谷川、花石崖、冯川、佃儿下、底川、码头口、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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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子、桑渠
、关峡、石家湾、井儿、红星、青龙''２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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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村。

上崖村
/0+ 元龙镇政府驻地。位于元龙镇中部、
(|=xy²gU ëì(|=X¨z
渭河北岸。２０１０年，有５个村民小组，２５２
RSÝU '#!# *? ( ´>Z<ß'(' 户，１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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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耕地面积１５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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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粮食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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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
２９８２元。林果业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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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 １１０２亩，年总产量３７万公斤，年收入
积
３１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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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Ð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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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花椒面积
亩，年产量 &４万公斤，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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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石村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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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公斤，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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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０亩，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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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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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万公斤。第三产业以外出务工为主，年劳务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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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先后被中央、省、市、区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
Þ:X©ÖY\\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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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５０$%人次，收入
45067 ４０
#%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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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儿村
!"# 元龙镇辖村。位于元龙镇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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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全村有４个村民小组，３８６
!%&% 10C=D # E=FGHI'()户，１７４０人。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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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艰苦创业
、开拓进取标兵＂＂五好示范村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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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等称号。

渭南镇
,-& 麦积区辖镇。位于麦积区西北，三阳
N<;P >?N@¦&k

地面积
'!'% OP QRSTU )!"+$ 万公斤，人均纯
!VW04XY
LMN ３２３０亩。粮食总产量６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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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渭河南岸，乡政府驻地渭西村距麦积城区
公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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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以花椒、苹果、桃种植等为主要产
89 )Z[\]^\_`ab./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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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宋代设三阳寨，驻弓箭手防羌人。明、清设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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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建有元龙果品批发市场。２００５
年启动新农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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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
年）设渭南镇。１９５１年改

nI dopqrslmt４５
#$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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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建成砖混结构新农宅
１３０ J
户 (#$%
８４５０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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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渭南乡，１９５８年９月并入三阳川公社。１９６１年７

米，并建成文化广场１处，２００８年已入住
)# 户。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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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民政厅、司法厅命名为＂民主法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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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岔镇
$%& 麦积区辖镇。位于麦积区东部，因境
N<;P >?NBI
内桃花沟
、东岔河南通陕西，北入渭河，西南通利
_\A@I7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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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为三岔交通要道而得名。１９４９
年前隶属三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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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１９５０年始设东岔乡，１９５８年成立东岔公社，后
并入葡萄园公社。１９８３
ª7«¬V¨P &+('年
1１２
&! 月更名为东岔乡，
®¯.¥¦
２００１年９月撤乡建镇。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撤乡并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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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立远乡
²³§´¥ ６个行政村并入东岔镇，原割漆村并
) Eµ=ª7;¦ ³¶·=ª
入东岔村。总面积３７０平方公里。２０１０年，辖
１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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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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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村，８８个自然村，２４１４户，１１６２４人。农业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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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２２７４．０３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５４０元。３１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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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陇海线、宝兰二线、宝天高速穿境而过。镇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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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综合加工厂、白萤石厂，透灰石厂等私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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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石油公司东岔加油站。码头村兴建农贸市场

月划小公社时，设渭南、正阳、卦台３个公社。１９８３
®GV¨±¦nA\k\ ' EV¨P &+('
年改为渭南乡，２００１年９
１２
1~.A¥¦!%%& 1 +月，撤乡建镇。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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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撤乡并镇时，将原南河川乡的刘家庄、渭红、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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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峡、缑家庄、西胡湾、能干、麻家坪、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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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渭南镇辖区，形成现区划。总面积
平方公
#% Eµ=\
¸¦KLMN $"'# !OP !%&% 1¦< ４０个行政村、
里，耕地面积５．３４万亩。２０１０年，辖
１７９个村民小组、９２４６
４３１３９ 4m(
人；农业
&*+ E=FGH\+!#)户，总人口
J¦S4 #'&'+
总产值８１０３．６９
２８８９元。陇
S'»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8¦mF4XY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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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铁路、麦甘公路东西贯穿，３１０
国道南北穿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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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以小麦、油菜为主，有万亩苹果基地和
亩
()G\×./¦D!O]^]Lÿ ５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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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基地及康晟果业公司经营的
亩苹果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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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点。建有天水西货场及渭南火车站商贸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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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西北部有卦台山，山下渭河中有＂分心石＂（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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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姓石＂，传为伏羲封分百家姓的地方），河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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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龙马洞＂（据传龙马附图从此洞飞出）。下辖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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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支柱产业为核桃、板栗、花椒，销往市内及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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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有珍贵动物林麝、白臀鹿等。境内森林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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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ñ ９０．９？？动植物种类繁多，已知植物约
余

村、杨王
、王新、团庄、崔范、曹村、马嘴 、汝季、苏
=\´µ\µl\¶.\·h\&=\¬¸\¹º\»

种，野生动物
１０００ ô`9
多种。辖区内有国家级小陇山
`¦øùk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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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黄坪、王旗、雷下、雷尹、左尧、王李、蒲石、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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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能干、刘家庄
、缑家庄 、渭红、窦家峡
、麻家坪、
\\ú.\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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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金龙山景区和桃花沟景区两处，建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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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乐多家。东岔镇下辖桃花、土桥、曹坪、东岔、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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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景湾、杨赵、于元、张元、马王
、渭东、渭西、沈

村、吴村、程村
、霍卢、青宁、左李 、张新 、张石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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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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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胡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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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背、乍岭、月林、大沟 、立远、腰庄、交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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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盘龙
个行政村。

渭西村
,.# 渭南镇政府驻地。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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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其中∶川地１５３１亩，山地１６８亩。２００６
年完成

'() 东岔镇政府驻地。３１０
#;23LP '&%公路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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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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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龙万亩鲜食葡萄出口土地流转
亩。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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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辖６个村民小组，２０３
户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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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劳动力
$#% 人。耕地面积６２０亩，粮食总产量１７．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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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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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各类林果业产量９万公斤，产值 ５０ 万元。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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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服务业及劳务输出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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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人均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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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是该村经济收入的主导产业，占人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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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６０？？右。村上新建幼儿园一所；先后引进金三

收入 １９５２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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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就业问题。

67 &+$! 8P

1¦< )&$ 户，２８５８人，人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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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面粉厂和山泉纯净水厂等项目，解决了
多

*+) 东岔镇辖村。地处小陇山林区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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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村

/0# 渭南镇辖村。位于渭南镇之南，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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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村

老村山大沟深，交通闭塞，自然条件恶劣。新村位
公里。２００８年至
２００９年新农村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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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３１０国道沿线，交通便利。２０１０年，有３个村民
套砖混凝结构居民住宅，每户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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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１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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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８１
户、３８１人。耕地总面积１１６４亩，其中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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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还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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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３亩，其中川
KæêMN １０２９亩。荒山造林２４００亩。有石英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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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一处。支柱产业主要以板栗、毛栗、核桃种植为
亩。人均产粮
４２９公斤，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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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67 ２９８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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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年产值
万元。盘龙村广大群众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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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渭南镇辖村。位于渭南镇之西，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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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石村
斗地、艰苦创业，在全区创造了＂盘龙精神＂。村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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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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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２公里，位于卦台山西麓。２０１０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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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产业。村内有一寺，原称＂灵源寺＂。传说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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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将樊梨花曾在三阳川驻军操练兵马，故又称＂演

ö
zOõ{|2[YZ<c}~þ%s
营寺＂。清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重修。现仅存１座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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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４亩。全村总收入３８０万元，人
!*)( CJKLM 庙和４株古柏。村上名人有清代道光年间＂陇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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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产粮３９６公斤，人均纯收入
元。宋朝抗金
儒＂王尚概，曾任兰州市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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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PQRPS>1名将张俊为张石村人。

１４５０人，劳动力７０９人，耕地面积１６３３亩，其中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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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滩镇
&'( 麦积区辖镇。位于麦积区西北部，三
T8U/V- &'T8U+WX%Y 的王汝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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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川中部，在渭河与葫芦河中间，镇政府驻地雷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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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中滩镇辖村。位于三阳川西面，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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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家峡村

>fT8gU３２$!公里。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设
G$- hijkl.m)($' .no
'()*^r±*<D;%\] TÁGç
村距麦积城区
于卦台山与九龙山的峡口之中，渭河、麦甘公路、

雷王集乡，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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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并入三阳川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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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撤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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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镇时，西坪乡撤销，所辖谢家坪村、文沟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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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上名医周子飘，全国政协常委、道教协会会长任
!"#$%&!'()*+,-./0+1123
法融，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原重庆美术学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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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生态文明村＂等。主要产业为果树种植、劳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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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小组，４２６
人。耕地面积
} @"!- 户，１８４９
¡@$'") ¢T
¨© ２９４４
!)"" 亩，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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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西、太禄、北峪、佘门
、墁坪、水关、野岔、黄龙、葡
lamnaeaoVapxaÎ1aqZa¿]a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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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集村 、关庄、嘴头 １７ |*}T
个行政村。
第二大村。人均产粮
thu}T ¢ÄÅ １８９．８公斤，人均纯收入３７８０
$')+' ÀÁ@¢ÄÆÇÈ (,'%
,-# 三岔乡政府驻地。２０１０年，辖
%Za*øT !%$% @V １０
$% 
吴砦村
个

输出、养殖业。劳务收入占总收入的
４８？？有民营
a³´T ¤ÇÈÇÈ "'.T
£
@ １２辆，
$! @
 ! =@£u (
砖厂２家，有大型客运汽车３
辆，货运汽车
 １１辆。村内有小学１处，村级医疗机
$$ T }Ê£: $ ó@}$
出租客运车
 * =T Ò£9[ a9[G¡T }¢£¤
构５家。建有文化广场、文化长廊。村级培训基地

食播种面积
¼±²© １８５０
$'*% 亩。人均纯收入２２３６
ªT ¢ÄÆÇÈ !!(-元。花椒、
ÉT EFa
核桃和劳务输出是该村的主要经济来源，陇海铁
stµ¤¶ã}·¸®¹º@ üýþ
路和
３１０ H/wùú
国道边的吴砦
ÿµ３１０
($% 国道贯穿全村，位于
H/u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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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农贸市场，是陕甘两省的农贸产品交流中心。
./+ 麦积区辖乡。位于三阳川葫芦河和
< VaT %f{|}cµ
石佛乡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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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北部，乡政府驻地石佛村距麦积城区
３７公

４７３

! !"# !

!"#$%
天水大辞典

里。因村内所建寺院中有一尊后周时石雕佛像，故
!" #$%&'()*+,-./0123456
称石佛村。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设石佛镇。１９５８
71389:;<=>?@!"#$ ?AB13C"%"&'
年９月并入三阳川公社。１９６１年７月，设石佛、早
? " DEFGHIJK9 %"(% ? $ D5B13LM
阳、晚阳３
年 %+
１２
JK9 %"'# ?OPQ13R5)**# ?
HLNH # 公社。１９８３年更名为石佛乡，２００３
月撤乡并镇，将原南河川乡的范家湾村、董家河
DSREC5 TUVWIRXYZ[8L \ZW
村、马家山村３村并入石佛乡，形成现区划。总面
8L]Z^8 , 8EF13R_`abcde fg

年７月，分置五龙、石洞２公社。１９６６年，石洞公社
? $ D_QV>âL1R . JKo !"(( ?_1RJK
并入五龙公社，１９６８年并入安林公社部分地方，改
EF>âJK_!"(' ?EFW+JK¾Qlj_X
PQ>YJK_!"$! ?ZXQ>âJKo !"', ?
名为五星公社，１９７１年又改为五龙公社。１９８３年

更名为五龙乡。２００３
年１２月撤乡并镇，并入原西
!. DSREC_EFU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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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坪乡
年被区上
!, 个自然村，形成现区划。２００６
qtu8_`abcdo .**( ?[c\
^ÖR１３
列为三新阳片区＂两个最大＂万亩加工型苹果建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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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h１０１．３１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７．２７万亩。２０１０年，
基地。五龙乡地处渭北干旱山区，分布在海拔
,/ 个行政村，７１个自然村，２０３
qr s8 5$% qtu 85.*,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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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p３４
个村民小组，

!,**21'** lmö_?nhco,X ^cRo f
１３００￣１８００米之间，是麦积区唯一的纯山区乡。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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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４５２２６人；农业总产值１１２８８．４２万元，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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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总产量
２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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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１１０８．４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苹果种植业、畜牧业为主要支柱产业，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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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７１平方公里，２０１０年，辖２８个行政村，４２个
gh $1 ijJ!_.*1* ?_p .' qrs8_/. q

大阳山万亩苹果基地，建成规模养殖场
个。境内
%
H^mnl_'a ７$ qo
古迹有导流山、晚阳寺、石佛寺、毛庵寺、峪口雷氏
+^NH(13( ¡(¢£¤¥
家庙等。名人有东晋陇右道学名士左仆射雷王保，
Z¦§o Py+¨©ª«¬P®¯°±¤²³5

均纯收入１９９７
o >âR?}R_pv
 F 1""$元。五龙乡是产粮大乡，粮食以小
=LqrQ_gh , mnzstuv+w-L
麦、玉米为主，种植面积３万亩；经济作物有油菜、
1-( m|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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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L*z{§_gh １．６
马铃薯、中药材等，种植面积
万多亩。建有五龙
综合农贸市场，年成交额
５００ mp\o
万元以上。五龙乡每
}î{òó_?a~ &**
>âR
年春秋两季的农闲时节都要举行传统庙会，杨王、
?_X{0 ¶r¦J_À²L
大窑等村在每年夏秋两季举行原始的祭祀活动，
Ó§8i?ä¶rUX_
请师公跳羊皮鼓舞，俗称＂蹿神＂。下辖石洞沟、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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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湾、柏树王
、陈家湾、中石沟、岳家湾、上石沟、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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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温家湾、刘家湾、常家渠、大窑
、舍安子、雷家
窑ÓLZÖLWZ^L*ÚL^L¡L¤Z[L·
、温家坪、安家山、中庄、陈山 、凌温、雷家湾、谢
嘴åLÀ²L¢Z^L²ZåLÎ£L¤ZÚLvÓL
、杨王、汪家山、王家嘴 、张强、梁家庄、小窑、岳

清代举人谢廷楠，光绪进士、刑部主事杨润身，爱
´µ¶y·¸¹5º»¼®½¾¿ÀÁÂ5Ã
国人士朱青选，教育先驱王绍先。下辖严山、张湾、
;y®ÄÅÆ5ÇÈÉÊ²ËÉe ÌpÍ^Î[
赵沟、陶小、曳山、王窑、窝驮、张坪、陶崖、康家、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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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朱河、黄新
、刘庄、团半、于堡、周半、黄堡、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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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大坪、石崖、夏家、陶家、嘴王
、峪口、三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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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涧沟、黄庄、裴滩、杨庄、马家山、董家河、范家湾
,/ qrs89
３４个行政村。
&'( 石佛乡政府驻地。由原西石、中石、
13Rséêl9 ëUì1L*1L
石佛村
东石、田庄４
村合并组成。２０１０年，辖２１个村民小
.*%* ?5p .% q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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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8_1.$ q8:vw_&*$* 户
自然村，１２７个村民小组，５０７０
２５７０８ yo
人。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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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４．７ 万亩，农业总产值 ６９４１．０４ 万元，农民人

qrs8o
王²２８.' 个行政村。

凌温村
户
./0五龙乡政府驻地。２０１０年，辖
>âRséêlo .*1* ?_p ２１６
.1( x

组，１２０５
人。耕地面积
４２７６亩。人均产粮
w5%.*& 户，５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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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gh /.$(
n9 y}

%$* J9 y F ３３３５元，高于全乡平均水平
,,,& 5ïàðRiñi ９９８
""'人，耕地面积
y_klgh ２１３６
.1,( 亩，其中花椒、苹果等经济
n_¥*¦§L§st
１７０公斤。人均纯收入
１２？？建有石佛农贸市场，石佛寺内有魏早期石佛
%.09 '+13{òó513(%+ôMõ13

+gh４００
/** 多亩。建有养殖小区。全村劳务总收入
|no '+vco ð8¨©fF
林面积

一尊。石佛村名人有清代光绪年间进士、刑部主事
,-9 138Py+´µº»?ö¼®L½¾¿

1/* |m_y} /.* J_y F ..,' o
１４０多万元，人均产粮４２０公斤，人均纯收入２２３８元。

杨润身，民国国大代表杨集瀛，乐于助人、疏挖河
ÀÁÂ5:;;µ÷Àøù5úàûyLüýW
道、筑坝拒水的王勇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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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山村
123( 五龙乡辖村。位于五龙乡西北，距
>âRp8o $à>âRì&_ª
Rsé ３．１
,-1 J!o
.*1* ?_ p . q8:vw_,&1
乡政府
公里。２０１０年，辖２个村民小组，３５１

元。林果业、蔬菜业
、养殖业为三大支柱产业。峪口
o +|L,-|L|Q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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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１６８０人。耕地面积
２６７０亩，农业总产值
２４７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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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均产粮
公斤，人均纯收入
２２１５ o
元。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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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民自古尚武，全村老幼皆有习练者。民国初
?_WZ^´Wµ¶·WZ¸_¥¹ºh»
年，安家山拳师安正太创立了安家棍，其套路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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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小精悍，柔中带刚；棍随身走，出招猛狠，威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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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安家山鞭杆以短小轻便，泼辣迅猛见长。

村名人有东晋陇右道学名士左仆射雷王保，清代
8Py+¨©ª«¬P®¯°±¤²³_ ´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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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人谢廷楠、近代教育先驱王绍先等。村东有雷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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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西北部，传说在渭河南岸谷地发现有琥珀，故名。

峪口村
)*(石佛乡辖村。位于石佛乡川道中部，
13Rp8o $à13RI¬*¾_
%W&'_(13Rsé) ２．５
.-& J!o
.*1* ?_p
渭河北岸，距石佛乡政府约
公里。２０１０年，辖
朱家庄、峪口村２
ÄZÚL ¢£8 .个自然村，１３
qtu8_!, 个村民小组，６１５
q8:vw_(!&
x_.'*' 人，耕地面积３７５５
y_klgh ,$&& 亩（山地２４６８
n@^l ./(' 亩、川地
nLIl
户，２８０８
!.'$ n*_ y} ２４９
./" J_
y F ,*/'
１２８７亩），人均产粮
公斤，人均纯收入
３０４８

45- 麦积区辖乡，俗称沿川子。位于麦积
=hcpR_7NI o $à=h
琥珀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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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Ù?@1"/* ?*B×ØRo 1"&' ? "９月并
宗庙一座，庙后有一株树形奇特的千年古柏，珍藏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设琥珀乡。１９５８年

有清乾隆版的雷氏家谱一部。
+´9:;X¤¥Z<,¾o
五龙乡
+,- 麦积区辖乡。位于麦积区西北部。境
=hcpRo $à=hcì&¾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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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五龙山是麦积区西北部的最高峰，因有五条山

脉汇集于此，犹如＂五龙聚会＂，故名。民国时，先后
CDøàE_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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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第五区、三阳乡、沿河城乡、新阳镇。１９５０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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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阳镇辖区分设石洞乡和五龙乡。不久，五龙乡并
入石洞乡。１９５８年９月石洞乡并入新阳公社，１９６１
F1RRo !"&' ? " D1RREFÜHJK_!"(!

入新阳公社，１９６１
年 $７月设琥珀公社，１９８３
年改
FÜHJK_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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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琥珀乡，２００３年
１２ DSREC_
月撤乡并镇，将凤凰乡的新
Q×ØR_.**,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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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沟村、杨家湾村、庆胡村
ÜÐ8LÀZ[8LÝÞ8 , ３村并入琥珀乡。面积
8EF×ØRo gh
３９．７５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２．２２
万亩。２０１０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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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总产值
公斤，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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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纯收入
元。农业以粮油作物和花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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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果为主，苜蓿种植面积
５０００多亩。主导产业是
ÉIJ8KLM¹³NûlGÀÁ. O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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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 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实物地图之一。旅游景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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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16789:. ;<=>?@ABCD3 牧马滩森林公园（在石门景区）和曲溪景区。国家建
种、养殖业和劳务输出。人文景观有罗家村遗址、
设部、中国林学会、清华大学园林专家及学者对曲
ÕÏ3¼É!WX3YZ¤WR![A\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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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境寺、宝池安观遗址等。下辖罗家、霍家川、马家
坡、高方、西山、张家寺
、新军沟、杨家湾、庆胡、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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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霍家沟
、郭文关、康李 #$
１３ defB.
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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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村
!"# 琥珀乡政府驻地，地处渭河南岸谷
ghifjkl% lmnopqr
l. %&#& s%M #!个村民小组，４５０户，２１２３人，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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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２０１０年，辖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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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积
亩。经济收入以养殖业、林果业为
主，花椒干果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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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景区冠以＂山秀、林茂、水美，风光奇异迷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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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江南＂的美誉。下辖党川、石嘴、花庙、夏坪、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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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８ 元。

种植业、养殖业为主导产业。天宝高速公路和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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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家川村
$"%# 琥珀乡辖村。位于琥珀乡川区，地
ghiMB. ghiO%l
处渭河南岸谷地，宝兰铁路二线
、麦甘公路穿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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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距乡政府驻地约１．１
公里。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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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村（安家坟、大庄里），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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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纯收入
;{| ２４５０元。农民收入以养殖业、林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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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花椒等经济林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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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亩。石料、砂等建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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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丰富。
&"'# 琥珀乡辖村。位于琥珀乡山区，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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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家沟村
ifjkl ２公里。２０１０年，辖７个自然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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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小组，２９２ 户，１３５３ 人。耕地面积４７５８ 亩，花
椒、苹果经济林果面积
亩。人均产粮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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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人均纯收入２４３４
%;{| %'$'元。种植业、养殖业、劳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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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霍家沟村是天水市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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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½lL¾v¿³lSÀÁ. ¼½lL¾Â
建立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地方之一。中共地下党员

坪、火吉
、刘坪、观音、新庄、冷水河.&１０个行政村。
o3pq3ro3>Ø3W¥3s·o
defB.
(%* 党川乡政府驻地。位于党川乡北部。
¾Oifjkl. ¾OitÏ.
党川村
%&.& s%M .& dBtuv%.,&户，７８７人，其中回
w%)() ;%u¼ä
２０１０年，辖１０个村民小组，１９０
族à ２７８
人。耕地面积１６１５
亩，经济作物面积
８６
%)( ;. xl*+ .+.! -% yzvû*+ (+
-%wÞ0å ７１．４万元，农业总产值
).*' %§1Þ0å ８７．８万元。
()*( .
亩，粮食总产值
zF;.
公路横穿境内。
+,) 麦积区辖乡。位于麦积区东南部林
+Mi. +ÎpÏ!
利桥乡
Y}
%ifjkl{|B+Ñ ,(
区，乡政府驻地利桥村距麦积城区
９８ .
公里。清代
乾隆年间三岔厅厅治曾设在境内三岔村，并在利
~s ÕSF;B% ÚS{
桥筑城设利桥营。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始设利
|ÑÕ{|. tÉÒs¢.,$) s¦ÔÕ{
桥镇。１９５１年，利桥镇改为乡。１９５８年
|. .,!. s%{|Ý#i. .,!( s９月，利桥、
, Ö%{|3
百花、龙门３
乡合并组成利桥公社。１９８３年１２
月
~3T $ iÙÚvÛ{|Ü.
.,($ s .% Ö
Ý#{|i. Þ*+５５３
!!$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１．２２
ßS%xl*+ .*%%
改为利桥乡。总面积
-%"!l*+ ('(( 亩。２０１０
-. %&.& s%M
( def
万亩，集体林地面积８４８８
年，辖８个行政
B%!& dBtuv%.%!&
% u¼ äà
村，５０
个村民小组，１２５０ w%!&+$
户，５０６３;人，其中回族
%&&多人。农业总产值
,;. §1Þ0å１８９０．４０
.(,&*'& %§t;
２００
万元，农民人均纯
.,,+ 元。特色产业有生态旅游业
. 5601?ýOP13F~
{|１９９６
收入
、苗木花卉
Ì13<13¼þ¬()1. ?33
繁育业、畜牧业、中药材种植业。有香椿、乌龙头、
#$³56yz!４２０
'%&亩，有各类天然、人工
-%?¶¡3;
核桃为主的特色经济林
þ¬
%(&&
-.
¶HRxF.
F;·
药材 ２８００ 亩。天宝高速公路贯穿全境。境内水资

活动的窑洞遗址，现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ÃÄ³ÅÆCD%Ç#ÈÉ$ÊËÌÍl.
党川乡
(%) 麦积区辖乡。位于麦积区东南部，地
+Mi. +ÎpÏ%l
处小陇山林区，乡政府驻地党川村距麦积城区
５０
muÐU!% ifjkl¾OB+Ñ !&

源丰富，河流密布，天水市境内的６条主河流在全
®°±%oô%¶·¸F;³ + $oS

多公里。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始设党川乡，１９５８
,. tÉÒÓs¢#,'& s¦ÔÕ¾Oi%#,!(
s , Ö%¾O3~×3>Ø $３乡合并组成花庙公社。
iÙÚvÛ~×Ü.
年９月，党川、花庙、观音
#,++ s % Ö%Û»¾OÜ. #,($ sÝ#¾Oi.
１９６６年２月，成立党川公社。１９８３年改为党川乡。

等珍稀野生水生动物
Kðñüý·ýÄû２０%&多种，有熊、锦鸡、果子
,(%?¦3ú3"§
¨3ü©KÉAªüý«¬Äû6+,3*]3¶
狸、野兔等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和黄芪、柴胡、天
)3íîKüý¼þ¬ .& ,(.
{|i#øX
麻、杜仲等野生中药材１０
多种。利桥乡为红军二
ÒX®¯FÀm%F;?°Y±CD. LM{
十五军长征过境之处，境内有明清古遗址。下辖利
|3²o3Zo3³t3~33´o3D¡
桥、吴河、杨河
、蔚民、百花、三岔、墁坪、秦岭 (８ d
个

乡流经
公里。森林覆盖率
９２？？林区水中有天
iy ２５５
%!! .
æ!çèé ,%-%!·¼?¶
然河蟹、秦岭细鳞鲑（桃花板）、乌龟
、北方山溪鲵
¡o 3D¡¢£¤¢~.¦3¥3tSUVö

Þ*+ )+&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１．４７万亩。２０１０
ßS% xl*+ #*') -. %&#&
总面积７６０
s%M #& defB%!$ dBtuv%###' 户，５００５
w%!&&!
年，辖１０个行政村，５３个村民小组，１１１４
;%
tà}áà#$%
?âãäà.
§1Þ0å
efB.
人，民族以汉族为主，有少数回族。农业总产值 行政村。
#'&,*!% %§t;{| %(#'
. æ!çè
+,* 利桥乡政府驻地。２０１０年，辖
{|ifjkl. %&.& s%M １０
.& d
１４０９．５２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８１４元。森林覆盖
利桥村
个
é
Btuv%$'.
(!-%êëì3íî3ïKðñò(óô¯,%
w%.$&.
;%#äáµ¶B·.
xl
率 ８５？？白皮松、杜仲、铁橡等珍稀树种分布较多， 村民小组，３４１ 户，１３０１人，为回汉杂居村落。耕地
%$.+ -. yz{|}¼þ¬()3<453
õ?¤ö3!÷3øùúKðñÄû. üýþ¬ 面积
*+２３１６亩。经济收入以中药材种植、畜牧养殖、
还有大鲵、林麝、红腹锦鸡等珍稀动物。野生药材
外出务工为主。农业总产值
«?$þ¬
¸:8#$. §1Þ0å３９９．５３
$,,*!$ 万元，粮食总产
%wÞ0
®°±%ÿ!"þ¬ %&&
资源丰富，可采集药材
２００ #(.
余种。建有规模化药材
量¹４３．８６
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
１９９６ .
元。村内建有村
()Íl% ()*+２０００
%&&& 多亩，品种有党参、当
,-% %(?¾&3'
'$*(+ %;{|
B;«?B
种植基地，种植面积

归、天麻
、柴胡、黄芪、天麻、山榆、板蓝根、防风等
(3¶)3*]3+,3¶)3U-3./0312K

１０.& 多个。药材年产值
５３０ ,%234³$´y
多万元，是群众的主要经
,d. þ¬s0å !$&
zµ®ÀÁ%Û#'l5601. ¶H7!
济来源之一，成为当地特色产业。天宝公路穿越林
. %&世纪
89 ８０
(& s:%F;<P=>?:@ÉAº
区。２０
年代，境内牧马滩发掘出战国时期
s¦³DE3F.lG3HVK%2¼
¢B $%$C$#&
（前
３２３—３１０年）的秦简、木板地图、纸张等，是中

民文体广场，利桥供销社商铺楼。
t<º»%{|¼½Ü¾¿À.
北道埠街道
-./0. 麦积区属行政建制。驻麦积区
+Áef«Â. k+
'! Ä%
tÅÐÆÇÈ. Û» .,(!
ÐÃ ４５
陇昌路
号，北与陇海铁路相连。成立于
１９８５
s%AÉÊpËÊ%%&&+ s年６月改现名。辖区总面
+ ÖÝÇÌ. MÞ*
年，时称道南街道，２００６
ßS. %&.& s%M3nÍ3ÎÏ3¾
+ %*+平方公里。２０１０年，辖铁路、渭滨、羲皇、商
积２．６

! !"# !－
－４７５

天水大辞典
!"#$%

埠、大桥、下曲、工业园
１１６０１
!"#$"%&"'() ! ７个社区。常住户
*+,- ./0 ""#$"
户，常住人口
人，境内有天水火车站，区民政
01./23 ２８１６９
%&'() 21456789:;1,<=
局、军供站、市二院等行政事业单位和焦化厂、新华
>"?@;"ABCDE=F(GHIJKL"MN
书店、天嘉集团、天水风动厂、天水拖拉机厂、省第
OP"7QRS"78TUL"78VWXL"YZ
五建筑工程公司加工厂、省农机站等企业共
(* 个。
*[\]'^_`a'L"YbX;Dc(d６３
道北街道
&'(& 麦积区属行政建制。位于麦积城
ef,gE=\h- Hiefj
,klmno1pqi ')&+
r & s1tuvow
区铁路线以北，成立于
１９８５年８月，时称道北街

名。天水栽植苹果源于
１９２７年。大面积发展始于
û- 78sÛwµ}i .)%!
r- #f~i

v- ,-$* r１２
.% 月，道北街道与寨子街道合并，成立
s1vowvxyzwv{|1pq
道。２００３年

AE- r1 78y#®¯°k·-I±Ê 0$
市场。同年，花牛寨大队寄给党中央和毛泽东
４０

道北街道。辖区总面积１５．８平方公里。２０１０年，辖
vowv- },~f .+/& _- %$"$ r1}
８ &个社区、４个行政村（张家村、何家村、吕家村、寨
*+,"0 *E= """y
子村），１３４８７
户，３５１１８人。农业总产值９６１．６３
万
z1.*0&! 01*+..&
2- b(~ )(./(* 
元。有驻区和区属机关、企事业单位
($ 多个，是区
*1,
- 6,I,gX"cF(GH６０

#X- ,l"olxo
＂四大组织＂机关所在地。区府路、前进北路与北外

公斤苹果，得到毛主席的称赞。中央办公厅收到苹
_Õwµ1ï²±¥³©u´- ·-µ_¶Ø²w
果后按价付款，写了回信。果品试销时，因包装箱
µe·¸¹º1»!¼½- µÅ¢Çt1x¾¿À
上有＂花牛＂字样，香港媒体称为＂花牛＂苹果。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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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Á1¡Âqu¶
78wµ- Ã
此，＂花牛＂作为经商商标，在国际市场上使用，以
Ä1

78`¶¬JJÄ1±ÅAEPÆÇ1n
78¶·ÈÉ©áÊu"_"
花牛村为中心生产的＂三红＂（即红元帅、红星、红

环路形成道北＂工＂字形交通网络主干道。属于典
lpvo

' ¡¢£¤¥¦v- gi§

78wµ-78wµ""
wµ¢u¶
冠）苹果通称为＂花牛＂苹果。＂花牛＂苹果色、香、

１９５４年，花牛寨村群众在南山坡地上栽种由中国
.)+0 r1 78yËPsÚ ·±
果树研究所推广的红元帅、红星、红冠等苹果新品
µ(©u"_"DwµMÅ
种共
%.$ 亩。１９６０年挂果，果形高桩，色泽鲜艳，红
Ð- .)($ rµ1µ11
Úd２１０
里透黄，肉质清脆，香甜可口。１９６４年，红元帅苹果
113- .)(0 r1uwµ
在全国果品评比会上一举夺魁。１９６５
ê±µÅlPð - .)(+年，在香港市
r1¡A
E¢Ç1 ¹£°±©¤µI¥¦©§¨©ª«¬
场试销，压倒美国的蛇果和日本的富士走俏世界

味Ë"ÌÍ1±5AE6Î©Ïc、形俱佳，在国内外市场有较高的声誉。２０
世纪
%$ «Ð
７０年代，天水县被国家农林部、对外贸易部确定为
!$ rç178ÑZ±b´["ÒÓÔ[ÕÖ¶
全国苹果生产基地。１９８６年＂花牛＂苹果在国家农
ê±wµÉi- .)&( r

78wµ±b
牧渔业部组织的评比活动中获优质产品奖。１９９３
×Ø([©ÙU·îaÅñ- .))*
r １２
.% sÚÛ
r·±aÅÍÜÝpµ
年
月在曼谷 .))*
１９９３年中国优质产品及科技成果

ßñ- %$$( rîï %$$&
r
»¼ÞlPZ¶
设备展览会上被评为＂金奖＂。２００６年获得
２００８年
８５０亩。粮食总产量９．１９
oàáâlãµÅðDñä·Nûµ- |
&+$ Ð- ÒÓ~Ô )/.) 万公斤，人均纯收入２６７５
_Õ12Ö×ØÙ %(!+
北京奥运会推荐果品一等奖暨中华名果。并在
- nÚÛ("ÜÝ(¶¥Þ(- ß\ivàá
%$$& r ８& 月中国特产品牌公众评选活动中荣获
s·±åÅæ_çÙU·bî
元。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导产业。创建于道光三
２００８年
78wµÉ@pé
r.&%* r©âãäå- .)+! r 
·±èûåud-
年（１８２３年）的何家皮影班就在何家村。１９５７年何
＂中国知名特产＂称号。＂花牛＂苹果生产已形成规
型的城乡结合街道。经济以葡萄、美国大樱桃等林
¨©jª«{wv- ¬n®¯"°±#²³D´
果业为主。国家大、中型锻压机械设备的重点骨干
µ(¶¥- ±#"·¨¸¹Xº»¼©½¾¿¦
企业天水锻压机床责任有限公司驻此，产品远销
c(78¸¹XÀÁÂ6Ã_`Ä1 ÅÆÇ
西欧、北美、东南亚及中东的
多个国家和地区。
ÈÉ"o°"ÊËÌÍ·Ê© ４０
0$ *±I,)*+ 道北街道辖村。２０１０
vowv}- %$.$ 年，辖４个村民
r1} 0 *<
何家村
Ïf .%0$ Ð1
Ñ·µ)f
Î1.!($ 2小组，１７６０
人。耕地面积１２４０
亩，其中果园面积

âãæäçè78,éa

êY&ëìíî 模，建有南山万亩优质＂花牛＂苹果生产基地。２０１０
ê1\6ËÐa

78wµÉi- %$.$
家皮影戏班代表天水地区参加＂全省曲艺调演＂获
ïðDñ- .))$ 年天水伏羲文化节期间，台湾著名
r78òóôKõö÷1øùúû
r1êA78wµ©¥ëstÅÚ6ìM_"í
得一等奖。１９９０
年，全市花牛苹果的主要栽培品种有∶新红星、首
ë2üý¶Ñíþÿ!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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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凌峰为其演出做了全程拍摄记录，并带回台 红、天汪一号、俄矮２号、可斯、超红、嘎啦等品种，
湾进行广泛宣传。２００３
ùE()*+- %$$*年
r１０
.$ 月，何家皮影戏班曾
s1âãæä, 栽植总面积１１５．７１万亩，年总产量
sÛ~f ..+/!. Ð1r~Ô ６２．３７万吨，年
(%/*! õ1r
在中央电视台进行演出并做了专题报道。
·-./øEíþ|ÿ!012v~
&/.
ö总产值８．１ 亿元。

桥南街道
,-(& 麦积区属行政建制。位于麦积区
ef,gE=\h- Hief,
城区渭河以南，成立于１９８５
年。辖区面积１０．６平
j,34nË1pqi .)&+ r},f .$/( 
_- %$.$ r1}5)"74"!Ë"6´"78 +５
方公里。２０１０年，辖龙园、天河、埠南、陇林、花牛
*+,1./23１４８９２
.0&)%户，３８０１２人。有省、市、区
01*&$.% 2- 6Y"A",
个社区，常住人口
9GH１５６
.+(个，有埠南路、天河南路、泉湖路
*16!Ël"74Ël":;l * ３条
<
级单位
jA¡¢¥¦v1ó=#v"*.$ ±v>?ÊÈ@
城市交通主干道，羲皇大道、３１０
国道纵贯东西。已
\p!n·±AB\CDA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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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了以中国百强建材家居市场——桥南建材家
居批发市场为龙头的埠南路建材商业一条街，以
DGHAE¶5I©!Ël\CJ(ð<w1n
74Ël¶KL©ÎM"NOð<w1n:;l8
天河南路为纽带的小吃、餐饮一条街，以泉湖路水
P_)¶¥1QR5)û2S"TUôKw©VW
上公园为主，辐射龙园名人馆、仿古文化街的休闲

娱乐一条街。１９９５
年被国家民政部授予＂中国街道
XYð<w- .))+ rZ±<=[\]

·±wv
之星＂，１９９７
年被国家民政部授予＂全国民政工作
^_1.))! 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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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优街道＂荣誉称号，２００１年后多次被省委、省政
êawvbcud1%$$. refZYg"Y=
府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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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Dbcud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01 水果名。泛指在天水栽培的元帅
8µû- )r78st©u
花牛苹果
系苹果，因最初产于麦积区花牛镇花牛寨村而得
vwµ1 xyzief,78{78y|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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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牛苹果

2345 水果名。因产自麦积区社棠镇下
8µû- x÷ef,+ø{%
下曲葡萄
&ùïû- %$ 世纪
«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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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村而得名。２０
７０年代初期，天水市农技人
úÃoàbÜCûüý"þüý"àÿ!D +$
员从北京农科院引进玫瑰香、白玫瑰、京早晶等
５０
"*®¯ÅÚ1%&¢Ú1¬#r©st¢
余个葡萄品种，在下曲村试种，经过多年的栽培试
$1%çt&þ
'ý
()
°2rD®¯
验，筛选培育出＂巨峰＂＂红黑提＂＂美人指＂等葡萄

品种。下曲村建立的中山万亩山地优质葡萄基地
ÅÚ- %&\q©·Ða®¯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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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区
1
县

（多为山地梯田果园），是全国最大的山地葡萄基
!"#$%&'()*+ ,-./01$%234
地，主栽品种为巨峰、红地球，果品色泽亮丽，果粒
%+5678#9:;<%=+(7>?@A+(B
均匀，耐贮运，味道酸甜可口。２００２
年，＂下曲葡萄＂
CD+EFG+HIJKLMN !""! O+
P
QR23S
通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商标审核注册，并
TU.VWXYZ[\]^1X_`abc+d
获得＂下曲葡萄＂商标专用权，同年获得国家农业
ef
PQR23SX_ghi+jOef.Vkl
部绿色食品
pqrs !""$年，在由中国农学会
O+tuv.kwx
mn>o7 Ａ#级认证。２００３
葡萄分会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贮藏葡萄质量评比
23yxz{1-.|}~F23
中，下曲村的巨峰、秋黑葡萄分别获得金奖和优质
v+QR19: 23yef

奖；２００４
!""% 年，在深圳国际水果博览会上被评为＂水
O+t.(x#
P
O+
(S
P
/;1(Ss !""&年，
果状元＂和＂最受深、港市民欢迎的水果＂。２００８
QR.V]^
#P
.Vpkl_¡
下曲村被国家质监总局命名为＂国家级农业标准

化生产示范区＂，麦积区被评选为＂全国优质葡萄
¢£¤¥¦§S+¨©§ª#P-.23
£¤4%S+
P
QR23Sv.(7«T¬x#
生产基地＂，＂下曲葡萄＂被中国果品流通协会评为
P
v (Ss ®２００８
!""& 年底栽植面积
O¯6°±© ４．８５万亩，挂
%'&( ²³+´
＂中华名果＂。至
果１８３万亩，产量
( )'&$ ²³+¤２．７５万吨，产值４６８０万元。
!'*( ²µ+¤¶ %+&" ²s

强，产量高，椒皮麻香味浓，品质好，在市场上颇受
(+¤)+Æ$ñåH*+7++t,-

欢迎。由于它的抗逆性较强，在肥水较差、较干旱
s u¹.1/0'1(+t213;145
的条件下，也能正常生长结果，是各地大力发展和
167Q+89:;£ê<(+,=%0>?@
推广的优良品种。该品种在甘肃省各花椒产区都
AB1C78s D78tEF÷=ÅÆ¤§Ò
有栽培，天水更为集中，以麦积区元龙乡为典型栽
í6G+ÁH#Iv+ð¨©§ºJ#KL6
培区域。２０１０
G§Ms !")"年全镇种植花椒面积１．８
O-»8°ÅÆ±© )'&万亩，年产
²³+O¤
 )+*万公斤，产值在
²NO+¤¶t %"""
º»P
量１６７
４０００ ²ðs
万元以上。元龙镇已
ù#Q®RQ+S®TU1ÅÆIV%+WXÆX
成为西至定西，东至宝鸡的花椒集散地，各路椒商
络绎不绝，日成交量在
YZ[\+]ù^t１０
)" 吨以上，主要销往新疆、
µð+5Êõ_`a;
bc;de;fghÕ÷i%+jºÅÆklm
青海、宁夏、四川及本省等地，使元龙花椒走向了

-.s
全国。

伯阳蜜桃
%&'( 水果名。因产于麦积区伯阳镇而
( s ¸¤¹¨©§no»¼
f s !" pq８０年代初期引进春蕾、早花露、麦
&" Oërstuvw; xÅy;¨
得名。２０世纪
å+z<;{|;0}ç;~i78+-"
香，京红、庆丰
、大久保、蜜桃等品种，９０Oëno
年代伯阳
桃已初具规模，果品远销新疆、兰州、内蒙古、宁夏
P+(7ôõ`a; ;Ã;de
等地。２０００年后，引进中华寿桃、九九王、处暑红，
i%s !""" O+tuv;;<+
中国沙红、北京七号，仓发早生等新品种，果园面
v.<;z+?x£i`78+()±
积逐年扩大，果品科技含量不断增加。２００３年伯阳
©O0+(7[s !""$ Oo
~TU.Vn>¤7Ａ,级认证，面积
pqr+ ±© ５０００
(""" "
蜜桃通过国家绿色产品
多
o»$§; ³
³+¤ *(""
亩，产量
７５００ µs
吨。伯阳镇山区曹石村、马岘村千亩
)Ù¤¡<;v+ð(L0;>?*;H
桃园所产处暑红、中华寿桃，以果型大、色泽浓、味
¢å¼£b¤s
醇香而倍受青睐。
)&*+ 水果名。因产于麦积区新阳镇而
( s ¸¤¹¨©§`o»¼
新阳红杏
得名，杏树抗逆性强，结果早，果实营养丰富，含有
f +¥¦/0'(+<(x+(â§¨&©+ªí

多种有机成分和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与无机盐。杏
"8í«ùy¬®¯1°£±²³«´s ¥

下曲葡萄

µí£¶·¸;¹º¢»;¼½¾¿ÀÁÂs `
仁具有生津止渴、润肺化痰、清热解毒之功效。新

!"#$

!"#$ 麦积特产。因产于麦积区元龙镇
¨©·¤s ¸¤¹¨©§º»
元龙花椒
¼f s& 月中旬采收。天水自古就种植花椒，是花
½v¾¿ÀNÁÂÃÄ8°ÅÆ+,Å
而得名。８

椒的原产地，《齐民要术》记载∶＂蜀椒武都，秦椒出
Æ1Ç¤%+ÈÉÊËÌÍÎÏ
P
ÐÆÑÒ+ÓÆÔ
ÁN SÈÕÖ×ØÌÍÎ+ÅÆ#
P
Ó%Ù¤+ÚÛ
天水。＂《本草纲目》记载，花椒为＂秦地所产，故言

阳自古就栽种杏子，２０
世纪 -"
９０ OëÄÅ0±©6
年代开始大面积栽
oÂÃÄ68¥Ã+!" pq
培，主要以张公园和比利时两种鲜食中熟品种为
G+ 5ÊðÆÇ)ÈèÉ8ãovú78#
主。２００５年新阳杏通过了绿色食品
5s !""( O`o¥TUmn>o7Ａ,级认证，注
pqr+b

册商标为＂新跃红＂。截至
cX_#
P
`Ê<Ss Ë®２００８
!""& 年初春，杏园面积
Ov+¥)±©
ÓÆSN ºÅÆÜÝÞß+àBáâ;>?ãä;
PÌ １１００
))"" 亩，产量
³+¤ (%!
`o<¥Pù#Í%
已达
５４２µs
吨。新阳红杏已成为当地
秦椒＂。元龙花椒肉厚饱满，籽粒圆实、色泽鲜艳、
åHæÔ;çHèéê+ëì78í0<î;ï<
ÎÊÏÐ¤lÀ}+D¥ÜÝÑ";>ãHÒ;J
重要支柱产业之一，该杏肉厚汁多、色鲜味美
、酸
香味突出、保味时间长，代表品种有大红袍、二红

îsP0<îSðHñ;ÜÝ;B0;><¼òóKLM;Óa;µ0+ÔÕÖ1×bb¤s
袍。＂大红袍＂以味麻、肉厚
、粒大、色红而享誉全 甜可口
、离核、仁大，深受消费者的关注和青睐。
.+ ¤7ôõ-.
,-./ 坚果品种。麦积区立远（原为乡建
Ø(78s ¨©§Ùô!Ç#JÚ
国，产品远销全国
立远板栗
!"
"ö÷s
!""$
Û+dÜSÝ»ÞÂÃÄ¸ß¤àÃ¼á
+â
２０ 多个省市。２００３ 制，后并入东岔镇）自古就因盛产栗子而著名，旧
O+ º»0<î
P
à)Ss SÝ»!äåÇÙôJÞæãç
ãÙô#
称立远为＂栗园＂。东岔镇（包括原立远乡）俗称板
年，元龙镇大红袍
ÅÆ.Vklm
àÀJ+è»Áéyê1ëìçà
!æíîàÃÞ
栗之乡，该镇天然分布的矮刺板栗（俗称毛栗子）
花椒被国家农业部
ðMïK¹+ðHEÒòó÷ñ+#òSó%§
qr#n> ,
认证为绿色
Ａp
级 以口感甜润，风味甘美享誉省内外，为陇东南地区
名优干果之一。改革开放以后，东岔镇先后引进丛
4(À}s ôõÄöð+SÝ»÷tuø
¤7dtWXmø
产品并在工商部门
栗炸红、虎爪栗等新优品种，与当地的野生栗树嫁
àù<;úûài`78+²Í%1ü£à¦ý
bc
P
ºÅÆSX
注册＂元龙花椒＂商
接改良栽培，初步形成了以刺板栗为拳头品种，其
_s
ï<îùú1
标。二红袍成熟的 þôC6G+ÿ!ùmðìçà#"#78+$
%78d&1²³çà£¤4%+ ù#Í%ÎÊ
(âûã<>+ì
果实呈鲜红
色，表 他品种并存的万亩板栗生产基地，成为当地重要
1ÏÐ¤lÀ}s Ùôçà'0B)+ñ!Ò(+
的支柱产业之一。立远板栗颗大粒园，外形美观，
±íü0ýþ
面有粗大疣状腺
%&
'
()*+,元龙＂大红袍＂花椒

点，晒干后的椒皮
ÿ+!"#1Æ$

$><@+ÜÝHE+ª)*+f¬+1,-s
皮色红亮，肉厚味甘，含糖量高，深得人们的喜爱。

呈酱红色，丰产性
û%<>+&¤'

立远板栗多次代表天水地区参加全国、全省举办
Ùôçà".ëìÁ%§/-.; -÷z{

! !"" !
－４７７－

!"#$%
天水大辞典

的林果产品展销会。１９９７年
!"#$%&'() !""# *１０
!$月，其＂寸栗板栗＂
+,.
/0102
在甘肃省首届林果产品展览会上获得银奖。
345678"#$%&9(:;<=>)
麦积核桃
&'() 坚果品种。麦积区的重要农特产
?#%@) ABCDEFGH$
%IJ,KLMNOPQRSTPUVWXPYZ[
品之一，因颗大皮薄
、果肉饱满、醇香可口、出油率
k
高\P]^_P`ab]cdefgChi%j)
、成熟早、无涩味成为陇东南地区知名品牌。核

万余亩，年产蒜薹
５００万￣６００万公斤，蒜头近
７００
éè,*$LM '$$
é )/$$ évÞ,L^ 1$$
万￣８００万公斤，两项合计收入
１０００多万元。马跑
é ).$$ évÞ,$æç *$$$
½éß) NO
泉蒜薹除供应当地市场外，还销往兰州、青海、成
¨LMtg¬i, 'ÃPÆÇP]
都、广东、深圳、香港等地。采用冷藏、气调、密封等
TPdePEPV§g)  ¡P¢£P¤¥§
多种保鲜方式，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蒜薹供应。
½@¦§r,J*¨©T¼ªDLM)

桃在境内栽培历史较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l3mnopqrs_, tuvwxyz]{|
}~Mo,t"C @)
政府大力提倡栽植，中部林缘区还利用飞机播种。

２０世纪
%$ ９０年代采取高枝换优技术，改良核桃品
"$ *\, kl%
质、提高核桃产量，提前结果期。２１世纪初，在生态
P\kl$,Q) %! ,3
! ¦Pt" ! ¦P& 号、５
¦P' ¦
 ¡¢t,£¤¥" １号、中林１号、３
工程建设中，引进西林
号
§_^kl%@)
4¨©klª«¬
®
¯A
等早熟优质核桃品种。甘泉镇核桃批发市场（与麦

积镇相邻）已发展成为陇东南地区最大的核桃集
B©°±² ³«&]cdefgC´MDklµ
¶g,·¸µ¹¬Dkl:º»,¼ ($$$
散地，每天集于市场的核桃上百吨，有
１０００ ½v
多人
¾¿klÀÁ,klÂF'ÃÄÅPÆÇPnÈÉ
从事核桃交易，核桃主要销往宁夏、青海、内蒙古
等地。麦积核桃曾于
年代表天水市参加甘肃
§g) ABklÊ¹ ２００２
%$$% *Ë¸Ì¬ÍÎ45
!"#$%
马跑泉蒜基
省第二届林果业产品展销会。
6ÏÐ8"QÑ$%&'()
1234 纯手工制作的快餐食品。石佛乡
«¬®D¯°%) ÿ±²
石佛挂面
甘泉大樱桃
*+#,) 水果名。因产于麦积区甘泉镇
ÌQi) K$¹ABCÒ¨©
³"´Dµb¶c·i, µb¸¹., º»8
黄家庄的挂面尤为著名，挂面精致均匀，条形美
而得名。大樱桃具有结果早（２￣３年即可结果），成
Ó<i) MÔlÕ¼Q_®%)& *ÖWQ²,]
¼,12½³,Xb«¾,:¿,êvÀÁc
观，色泽金黄，口味纯正，质量上乘，被人们誉为
^:¬_®' 月上旬开始陆续上市），价格高（每斤
+:×ØÙÚÛ:¬²,ÜÝ\®·Þ .
熟上市早（５
＂黄金一品＂。黄家庄挂面制作工艺讲究，所用的面
³½J%2) ³"´µb®ÂÃÄ,+Db
*+)&$ ß²DHà,JáâQMÔlãW$ !$$
１０￣３０元）的特点，一棵盛果期大樱桃树可产１００
ÅTÆÇg+$DîAbÅ,jÈybPÉbP:
粉都是本地所产的小麦面粉，经过和面、揉面、上
斤左右，一棵可收入
３ éßäå,ê
万元左右，被
Þäå,JáWæç１０００
!$$$元，亩收
ß,èæ &
栽植户称为＂千元树＂＂小康树＂。２００１年
oëìc
.
íßã2
.
îïã2) %$$! * ３月，麦积
& +,AB

ÊÉËPÌºPÍºPÎºP:ÌÏP{ÌÏPÍºP
案揉压、切条、搓条、缠条
、上水箱、下水箱、搓条、
ÐºP:ÑP{ÑPÌbPÒÓPÔÕ§Ö×7Ø
整条、上架、下架
、切面、亮晒、装把等十几道工序

C¡{ðÒ¨©MÔl$Ññ\òGÑóôõö
区建立了甘泉镇大樱桃产业化高效农业实验示范

精制而成。挂面生产已经成为石佛乡黄家庄村民
¸Ó]) µb$³j]cÿ±²³"´%w
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全村制作挂面的农户不下
DÂFjÙæçÚÛ, s%®µbDGëÜ{
2++户，年产挂面
ë,*$µb /+
$%ÜÝÞ'¸Ì,
２００
６０ ½éÞ)
多万斤。产品不仅畅销天水，
ÓUß'6ni,EFdMCGHàá,]ct
而且远销省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并成为当

&$! è,oùú １９
!" 个品种１．０２
û%@ !,+% 万株。
éü)
÷g) øg ３０１亩，栽植苗木
基地。占地

%++- 年，又在甘泉镇的白石、吴家河两村交界处栽
*,ý34¨©DþÿP!"#$%À&'o
２００４

."%,*.
è,/ û%@ & éü) -t %' è(ù,%'
植 ８９２．１８亩，６个品种３万株。其中２５亩育苗，２５
èp()ú,*(ùW* *'
+$MÔl, 地人馈赠亲朋的佳品。
亩培育砧木，年育苗可达
１５ éü)
万株。所产大樱桃单
gvâãäåD;%)

果平均重
Q-.E９克，最大的重
" /,´MDE １５克，果大肉厚皮薄，色
*' /,QMR0NO,1
泽晶莹剔透，味道甘美，口感极佳，含有丰富的营
23456,b748,X9:;,<¼=>D?

养物质，易被人体消化吸收，深受消费者青睐。
@A,ÁêvBCñDæ,EFCGHÆI)
-.+/0 蔬菜品种。蒜薹在麦积区境内
JK%@) LM3ABCmn
马跑泉蒜薹
的马跑泉镇、甘泉镇、三阳川等河川地带都有种
DNO¨©P 4¨©P PQR§#RgST¼@
,UqrVW) NO¨©XY%¹ １９８２
*".% *¾Z
植，且历史悠久。马跑泉镇慕滩村于
年从陕

西省蔡家坡引进蒜薹种植技术，示范种植后在临
¥6["\£¤LM@, õö@|3]

5678 水果名。柿子为渭南镇乃至麦积
ÌQi) æçcèf©éêAB
渭南柿子

区的特色果品之一，在麦积区栽植历史较早。民国
CDH1Q%IJ,3ABCoqrs_) wz
Öc#RgCo´½DQã,*３& 万株以上，
éüë:,
前即为河川地区栽植最多的果树，达
ëèfPÐÖìí®îïð²PñòPóQPßôP!
以渭南、二十里铺（今花牛）、社棠、伯阳、元龙、吴
õPeö§g÷ø´½) %@¼¨ùPúûPðü
砦、东岔等地分布最多。品种有四棱
、磨盘、牛心
®ýæ²Pñþ³§) ßôPeö§g ÕæçÎ
（尖柿）、社江黄等。元龙、东岔等地还把柿子加工
成柿饼，成为当地人春节宴客的佳品。柿树为大落
]æÿ,]ctgv!"#$D;%) æãcM%

^DM_P`µa§%MbBcd) *"./e*""' *
近的大沟、潘集寨等村大面积推广。１９８６—１９９５
年 叶乔木，高
１０米以上，树姿开张，耐寒耐旱能力
më:,ã(Ø),*+*,-
&'ú,p *+

麦积区农技人员借鉴外地经验创出了＂大蒜—玉
MLel
ABCGvfghigjôkYð.
m®JK²2níoDpòopqr,3sCcd)
米（蔬菜）＂双千田的高效栽培模式，在全区推广。
t*,XYLM@bB*uð ４５００
-'$$ 亩，亩产量
è,è$
当年，慕滩蒜薹种植面积达到了

１１００
２０００ßäå)
元左右。在慕滩蒜墓的辐
**$$ 公斤，亩产值
vÞ,è$w %$$$
3XYLMDx

射带动下，麦积区川道地区掀起了栽培大蒜的高
ySz{, ABCR7gC|}ðopMLDp
潮，全区年大蒜栽培面积
万亩左右，蒜薹成为麦
~,sC*MLopbB ２% éèäå,LM]cA

积区蔬菜产业的主导产品和品牌蔬菜。马跑泉蒜
BCJK$ÑDÂ$%y%jJK) NO¨L
M12,g, .,?@=>,Xb
墓色泽鲜绿，质地脆嫩，粗细均匀，营养丰富，口味
H,%$$& *;GÑ1%
,
独特，２００３
年底获农业部绿色食品 Ａ0 级认证，并
.
NO¨LM2) obB®L@²
ð
注册了＂马跑泉蒜薹＂商标。栽植面积（粮蒜间种）

强。当地多用黑枣树作砧木，进行嫁接繁殖，一般
.) tg½/0ã®)ú,¤12345,J6
3 7  |３￣４
&)- 年开始结果，１５
* Ø Ù  Q ,*' 年进入盛果期，
*¤çâQ,
在定植后
2+)'+ *Q´â,âQæã,ã$W* .++
２０￣５０年结果最盛，盛果期柿树单树产量可达
８００
Þë:,ë|89ã:D;<,$=>{?) æ
斤以上，以后随着树龄的增长，产量逐渐下降。柿
ã@ABª.,CDHE<W,F¼
.
í*DÉ
树自然更新力强，寿命特别长久，素有＂千年的古
Gé*Dæã2DHI)
èf©DæãÂF÷ø3
槐万年的柿树＂的说法。渭南镇的柿树主要分布在
ÆÄPäJPK"PLMPNM%§OMCgS,³
青宁、左李
、沈家 、刘山、景山村等浅山区地带，已
成为当地农民的特色支柱产业。
]ctgGwDH1PQ$Ñ)

! !"# !
－４７８－

:
县# 区

２７９８
$1(-元，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cGSEONDL¸Þg ９６１７元。
(#*1 c&

" #
武! 山
县

中国共产党武山县委员会
年
&'()*!"#+,- 机构名。１９４９
j& *()( D
８月８日，中共武山县委员会成立，设委员７人，书
-  - ÌGWkl%æG 1 LG}
记吴辰，副书记苏星。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４日，县委设立
G}& *(,! D *  *) ÌG%æ
!"#$% 天水市辖县。位于天水市西北
!"#$%& '(!"#)*
武山县概况
!"# 234
!567809:;
+, -./01 ３１６
部，陇海铁路和
国道、天定高速公路贯穿全
<= >?@ $%"" AB8C,&%'% D,$ # E ( FG
境。总面积２０１１平方公里，２０１０年，辖６镇９乡，
!)) HIG*+ HJKGLM ),,*-*
%LNOP
３４４个村，１０个社区，人口
４５５１８１ L&
人。县人民政府
QRSTE= UVWAXDY*-- DZ[%G\]^
驻地城关镇。东汉中平五年（１８８年）置县，称新兴

& *(,- DG%4»%dgkl%¤G
常务委员会。１９５８年，漳县、甘谷县并入武山县后，

成立中共武山县委书记处。１９６２年
１２月，恢复３
æWkl%}A& *(#$ D *$
G³ !
%soG}Aø& *(#( D
* Gkl%
县原建制，书记处同时撤销。１９６９
年１月，武山县

%= _`ab%Gc4d4efg= N2hDY*(*!
县。宋为宁远县，元、明、清沿之。民国二年（１９１３

  &¡\%¢ £w¤¥¦Î§
革命委员会（简称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
æG*(1* D , GWkl%³& $%*% DG%
立，１９７１年５月，中共武山县委恢复。２０１０年，县

年）更名为武山县。武山自古以来就是中原通往西
DZij`kl%= klmnopqrWstu)
域的交通要道，也是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自汉、
vwxty3,zr{|}~gR,mV4

委工作机构有办公室（保密委办公室、机要室）、组
ó"¨8©&Eª¨8©4y©¢4§
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农工部、编制办、老
«+4¬+4®+4O¯4+4°¨4±

三国至宋、元等朝代，这里时燃战火，屡成割据局
2_4c ,C,
面。１９３５年９
?& *(!, D 月和
( 1１９３６年８
*(!# D月，毛泽东、周恩来、
- GU4p4

H&
²+ó4£³4£|¨
干部工作局
、党校、党史办 *%
１０个。

4wW2 ¡4h4¢B
彭德怀、贺龙等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

面军先后分三路途经武山。武山县属秦岭西北坡
? £¤¥0¦§kl= kl%¨©ª)«¬

与陇中黄土高原西南边缘复合地带，地势西南高
-W®¯6s)°±²³´Rµ, R¶)°6
东北低，南高北低，均向河谷川区倾斜。海拔
U«·, °6«·, ¸¹º»¼K½¾= .¿
１３４０￣３１２０米，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
*!)%.!*&+ À,¨ÁµÂÃÄÅÆÇÈ,DA¸Ç
温Á１０．３℃，无霜期
２１７天，年均日照
*+/!0,ÉÊË $*1
!,D¸ÌÍ ２３００
$!%% 小时，降
Î,Ï
水量
毫升左右，四季分明。境内水资源充足，
,%% ÑÒÓÔ,¢Å¥d=
<Õ"Ö×ØÙ,
"Ð ５００
渭河及其５
ÝÞßàáxâ, ¥ã¸ä, DßÐ
ÚºÛÜ ,条支流纵横交错，分布均匀，年流量
９．３７
(/!1 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总量２．１２亿立方米。气
åæBÀ,Rç"Ö×>Ð $/*$ åæBÀ= Ç
ÈÁ1,èéêë4ìí4îïðñ§òóôñ
候温和，适宜粮食
、蔬菜 、林果等多种经济作物种
õ,`)*öÂwìí÷øùR=
%Õúûüý,
植，为西北最大的蔬菜产销基地。县内矿藏丰富，

非金属矿主要有蛇纹岩（鸳鸯玉）、石灰石、花岗
þÿ¨ú!y"#$%&'()*4+,+4-.
岩、白云石等，其中蛇纹岩储量约
*% 亿立方米，石
åæBÀG1
%4/01GÜW#2%3Ð4 １０

灰石储量
、铜、
,13Ð１５
*,亿立方米；金属矿主要有钼、铁
åæBÀ5ÿ¨ú!y"64/474
铬、金等。旅游资源丰富，有水帘洞石窟、木梯寺石
84ÿ& 9:Ö×üýG"";<1=4>?@+
窟２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７
处省级文物保护
= $ A;2BCDôEFG'G1 AHIDôEF
单位，８处自然风景区。有费家山毛主席故居、红军
G'G- AmJÆKK& "Ll!MNO4

英雄无字碑、红军强渡渭河纪念碑、郭化如烈士纪
PQÉRS4 TUÚºVWS4XYZ[\V
WS]|^& kl_`a`RBDYbc
念碑等红色史迹。武山旋鼓已成为地方文化品牌
defg2IþôhDYi÷jj& <ÕÁk
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境内温泉
`;2l"w ,５家含氡温泉之一，建有２
mnÁkg¡G o" $ Apq
为全国仅有的
处疗养
r&
kl%r;2s]tuv%4
w
W2xíg
院。武山县是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县、＂中国韭菜之

!"#./012-34+,- 机构名。
j&
武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年
D **
 $,
ÌG kl%´µ¶·¡¸¹ºL
１９４９
１１月
２５日，武山县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
民代表大会，至
１９５４年３月，历经
N»ÂG *(,)
D ! G{§ **１１届。１９５４年
¸& *(,) D
６# 月２４日，武山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 ÌG kl%·¡¸LN»Â·¡¼
议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武山县的确
½´µG ¾¿ÀLN»ÂÁÂkl%wÃ
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æ& ÄÅWÆLN12RB¹ILN»Â
1RB¹ILNOP§«¯ÇwÈ5G*(-* D *１月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１９８１年
# Ì´µwkl%·É¸LN»Â·¡¼
６日召开的武山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½æ¶%LN»Âwkl%LN
议设立了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武山县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２０１０
»Â& $%*% 年，武山县人大常委会
DGkl%LÂ
ç¨8Ê4 O§òó4OË¯Ìó
下设办公室、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政治法律工作
4ÍÎÏÐDYÑó4»ÒÓ
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代表联络
LÔÕÖó1×ØÊ ６个工作机构。
# Hó&
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和信访室等
kl%LÂm·É¸Ù·ÚX¸G{§
武山县人大常委会自第八届起至第十五届，历经 -８

届。其中第八届至第十一届每届任期
¸& ÜW·É¸·Ú¡¸Û¸ÕË ３年，第十二
! DG·Úh
届至第十三届每届任期
¸·Ú¸Û¸ÕË５年，第十四届任期
, DG·Ú¢¸ÕË ４年。
) D&
１９８１年１月至
*(-* D * ２００７年
$%%1 D１２
*$ 月，武山县第八届至第
G kl%·É¸·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共举行会议１９０次。听取和审
ÚX¸LÂÜÝ½ *(% ¼& Þß1à
½
w
¡Pár{wâãóäå
!%$项，作出决议、
ãGóæç½4
议＂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３０２
ç51à½èé *(,
ã5 ÕÖTóL １１０４
**%)
决定和审议意见
１９５项；任免机关工作人员
L¼5µêëì4íî4ïî *-)
人次；开展调查、视察、检察
１８４¼5ð¨»èé
次；督办代表意见
o½２９５５
$(,, 件。
ñ&
建议
!"#56789 机构名。民国二十五年
j& N2hÚXD
武山县苏维埃政府

ò*(!# D¢W2 ·¢B? ·Ú
Fy
w
;2kzgF{G|"-}w}~gF{
) （１９３６
乡＂＂全国武术之乡＂，素有陇上＂书画之乡＂＂玉器
年）８G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
一军九十一师长征途经武山，在县内鸳鸯镇、山丹
¡
óô¡õö÷¦§klGÂ%Õ'(E4lø
gF{w\&
$%*%
DG;%÷>
$#/(
åcG
之乡＂的称誉。２０１０年，全县生产总值２６．９亿元，
F¡µQù ４０
)% 多天。９月上旬，随军地方工作部门
ð!& ( }úGû RBó+ü
大口径财政收入
亿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 åcG
NDL¸g
ÂM Og １．３４
乡一带驻扎

在鸳鸯镇颉家门村建立县苏维埃政府，杨芬芝（鸳
Â'(EýüIoæ%þÿOPG!"#ò'

鸯镇人）任主席，设委员７人。在鸳鸯、山丹镇分别
(EL¢Õ!MG 1 L& Â'(4løE¥$
建立鸳鸯、山丹区苏维埃政府、区农会。１０
oæ'(4løKþÿOP4K& *% 月上旬，
}úG
 %<¤ø&
红军过境后撤销。

!"#$%&
武山县城俯瞰

!"#./89 机构名。１９４９
j& *()(年８
D -月
 ８- Ì
武山县人民政府
日
ækl%LNOP& *(,, 年３
D ! 月，改称武山县人
G&\kl%L
成立武山县人民政府。１９５５
N& *(,- DG»4%dgkl%& ( G
民委员会。１９５８年，甘谷、漳县并入武山县。９月，

!"# !－
－! ４７９

天水大辞典
!"#$%

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后，改为县联社管理委员会。
!"#$%&'()*+,-".(/01234

次全委会上，选举产生县委常务委员
5¤13l+fg¥ "1m12７! 人，选举卫
%+fg

次年７
789:;"%&123<=4 "#$% 年
6 &４
56 !月恢复武山县人民委员会名称。１９６８
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１９８１
年１
月，撤销县革命
7+">?123@A4 '#%" 6 " 7+BC">?

&-"1ÝÞ4
民为县委书记。

委员会，恢复县人民政府。至
２０１０年底，县政府机
6H+"EFI
123+89"D&EF4 G ()")

构改革后，设工作部门
个；办公室（挂政府法制
(* PQR'S
TUEFVW
J,>*+KLMNO ２５
办公室
、信访局牌子）、发展和改革局（挂物价局、
R'SXYZ[\]^X_`a,>[
Tbcd[X

中共武山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67()*.5823#- 会议名。１９５６
3Î<4 '#*.
年４月１５日召开。出席代表２３２
6 , 7 '* ØÊË4 ÙÚÛÜ -+-人。大会审议通
%4 13£Î
过县委书记卫民代表上届县委所作的工作报告和
n"1ÝÞ&ÛÜlÍ"1oMêLM`a~

粮食局牌子）、教育体育局、科学技术局、工业和信
ef[\]^Xghih[Xjklm[XLnaY

《武山县十二年（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农业发展纲要》，并
I:;"pq6T'#*.r'#.!^n_`s:R+t
MÙuvòÎ4 13fg¥ h １５
'* <12ö@ê
作出相应决议。大会选举产生由
名委员组成的

息化局
、公安局、监察局（不计入政府机构个数）、
op[Xqr[Xst[
TuvwEFIJPx^X

Ä\:;"[qÍ123~h ９# <12ö@êÄ
中共武山县第二届委员会和由
名委员组成的中

民政局、司法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yV[XzE[X%{|}~3[X
国土资源局、环境保护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挂
|}[X [Xa[Tb
人民政府防空办牌子）、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
%&EFR\]^X[X[Xn

共武山县监察委员会（简称县监委）。选举王廷杰
\:;"st123Tk="s1^4 fg678
等
人为出席省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在县委二届
ë ７! %-ÙÚ2%2ÛÜ13ÛÜ4
á"1qÍ

局、林业局、商务局、文化广播影视局（挂旅游局牌
[Xn[X[Xp[Tb[\
子）、卫生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审计局、安全生
]^X [X%¡~v¢ h[X£v[Xr¤
产监督管理局、统计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直
¥s¦§0[X¨v[X©ª«ªs¦§0[4 ¬

卫民为县委书记，张十存为副书记。
&-"1ÝÞ+wpx-yÝÞ4
67()*.9823#- 会议名。１９５９
3Î<4 '#*#
中共武山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属事业单位
®n¯°７个∶城镇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档案
! PQ±§0²³´EµV[X¶·
局（县志办）、地震局、供销合作联社、残疾人联合
[T"¸R^X¹º[X»C³M.X¼½D.³
会、畜牧兽医局
、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3X¾¿ÀÁ[X´E£ÂÃÄÅ4
政协武山县委员会
月筹
&'()*+,- 机构名。１９８３
IJ<4 '#%+年
6 １１
'' 7Æ
+'#%, 6 - 7ÇÈ@A4 G２００７
())! 6ÉÊËÌÍ
建，１９８４年２月正式成立。至
年共召开七届
123Î4 ()') 6EÏ:;"ÌÍ123LMI
委员会议。２０１０年政协武山县七届委员会工作机
LM123XkÔÕgÖ|×LM1234
工作委员会、学习宣教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01,23-4 会议名。１９４９
3Î<4 '#,#
武山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

月９日至
４７３
7 # ØG３０
+)日在武山县城召开，出席代表
Øá:;"ÊË+ ÙÚÛÜ ,!+
人，列席
３２%4
人。第二阶段于１２
日至９日在原
%+WÚ +[q|}K '- 7月２
- ØG
# Øá~
甘谷县城召开。会议扩大举行，出席人数除原正式
Y"ÊË4 3Î01g´+ÙÚ%xü~ÇÈ
代表外，还吸收各条战线党员
３１３５
ÛÜ+  MN+2２２０７
--)! 人，共
%+ \ +'+*
%4 3Î9:ñÄ\ÍÄ¤334+
人。会议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精神，
,-^YZ2N3Î344 nIJK
传达了甘肃省六级干部会议精神。讨论通过《关于
&'0ghLMêòÎR~I'#.) 6G
6
加强理论教育工作的决议》和《１９６０
年至'#.１９６２年
Ms:
-)
Rë4
13fÙÄ\:;"[
奋战纲要 ２０ 条》等文件。大会选出中共武山县第
+-人，候补委员
%+12 ''
á"1
Í12312３２
三届委员会委员
１１ %4
人。在县委三

年９月１５
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２５人。县委书记
6 # 7 '*
ØÊË4 ÙÚ3ÎÛÜ (* %4 "1ÝÞ

届一次全委会上，选举产生县委常务委员
Íç5¤13l+ fg¥ "1m12１０')人，
%+

吴辰在会上总结解放一个半月来的筹粮建政等项
ßàá3âãäåæçPè7éêÆeEëì

选举张十存为县委第一书记，桐树苞
、杜景琨、张
fgwpx-"1[çÝÞ+X!Xw

工作，研究部署今后任务。会议决定继续组织和发
LM+íîNïð*ñ4 3Îòóôõö÷~_

'X-ÝÞÝÞ4
自强、彭亚魁为书记处书记。

构设有∶办公室、经济科技工作委员会、提案法制
JKÐQRqSXÑÒjlLM123XÓ·VW

动群众，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乡村政权。整顿健全
øùú+ûüýWþ+AÿE!4 "#$¤
党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党委制。
%ö÷+&'%ê()+*¤+1W4

武山县第二次党员代表会议
()*.501,23-4 会议名。１９５０
3Î<4 '#*)
年９
人。会议传达
6 #月２
7 (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
ØÊË4 ÙÚ3ÎÛÜ ６５
.* %4
3Î,./[013Î~21T01^3Î345"1Ý
西北局扩大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县委书
Þ678ãäåæç6é+êLM+ ÓÙ9:å
记王廷杰总结解放一年来党的工作，提出主要解
ò;NÄê<=9>X??9>X@ABpXCV
决干部中的官僚主义
、命令主义 、贪污腐化、违法
DEëFG5HIJK"+LX&'¨çMNX
乱纪等问题；通过《关于整党建团
、加强统一战线、
*¤%1WOPQWþêòÎR
~ IJK_øù
健全党委制及检查制度的决议》和《关于发动群
众、整理农会、搞好生产减租工作的决议》。
úX"03XST ¥UVLMêòÎR4

ç5¤13l+fg¥ "1m12 *５人，选举
%+fg
一次全委会上，选举产生县委常务委员

年
月至 '１２月分两个阶段召开。第一阶段于
１０
6 １０
') 7G
7z{P|}ÊË4 [ç|}K ')

中共武山县第四次代表大会
67()*.:823#- 会议名。１９６４
3Î<4 '#.,
年４
6 ,月２１日召开。出席代表２２８
7 -' ØÊË4 ÙÚÛÜ --% 人。大会审议通
%4 13£Î
过工作报告和《武山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七
nLM`a~ I:;"89~_`n ¥êÌ
年计划》，并作出《关于加强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6v¢R+tMÙIJK&'ö÷K~K
的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武山县第四届委员会
êòÎR4 13fg¥ Ä\:;"[]Í123
委员
人。选举产生县委监察委
12２１
-' 人，候补委员
%+12 *５%4
fg¥ "1st1
234 á]Íç5¤13l+fg¥ "1m1
员会。在四届一次全委会上，选举产生县委常务委
%+fg ¡¢-"1ÝÞ+£¤X¥¦rX
员2８% 人，选举云尚秀为县委书记，翟建华、许永安、
§¨©X6-"1yÝÞ4
马悦俊、王思为县委副书记。
67()*.;823#- 会议名。１９７１
3Î<4 '#!'
中共武山县第五次代表大会

67()*./823#- 会议名。１９５４
3Î<4 '#*,
中共武山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6 *月２
7 -日召开。出席代表
ØÊË4 ÙÚÛÜ ３１９
+'# %4
13£ÎH
年５
人。大会审议通过

# 7 ' ØÊË4 ÙÚÛÜ
''.人，列席
%+WÚ '!
%4 "
年6９月１日召开。出席代表
１１６
１７人。县

">1+êªÅ()«öLM`a5 fg¥ Ä
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

委书记卫民向大会传达甘肃省第一次党代会和中
1ÝÞ&X13,-YZ2[ç5%Û3~Ä

告》，提出全县党组织的工作任务。作出《关于当前
aR+ÓÙ¤"%ö÷êLMñ4 MÙIbKcd

共武山县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人。在县委五届一
\:;"[_Í12312 ２７
-! %4
á"1_Íç
次全委会上，选举产生县委常务委员
5¤13l+fg¥ "1m12７! 人，选举张
%+fgw
继山为县委书记，郭福盛、宇文荣为县委副书记。
ô;-"1ÝÞ+¬®X¯°-"1yÝÞ4

几项主要工作的决议》《关于武山县委工作报告的
eì9:LMêòÎR
IbK:;"1LM`aê
òÎR4 fg¥ h '' <12ö@êÄ\:;"
决议》。选举产生由１１名委员组成的中共武山县
[çÍ123~ ! <12ö@êÄ\:;"1i
第一届委员会和７名委员组成的中共武山县委纪

中共武山县第六次代表大会
67()*.<823#- 会议名。１９７９
3Î<4 '#!#
6 ' 7 * ØÊË4 ÙÚÛÜ３４３
+,+人。大会学习了中
%4 13kÔ^Ä
年１月５日召开。出席代表
\pçÍÄ¤3q`+ £ÎH^lÍ"1M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审议通过了上届县委作

律检查委员会（简称县委纪检委）。在县委一届一
jPQ123Tk="1iP1^4 á"1çÍç

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决贯彻三中全会精
êI±g²³´êµ¶+·ò¸Ä¤33

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了《解放五年来的工作报
\ÌÍ]Ä¤334+M^Iåæ_6éêLM`

!"# !
－! ４８０－

% 区
=
县

神，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报告，总结五次
１１名。在县委九
!"#$%&'%()*+,-./0"1234 ２９
#%名，候补委员４名，县纪委委员
yfÕÖXY ' yfA_XXY !!
yK cAXõ
党代会以来党的各项工作，提出全县人民奋斗的
5(6785.9:;<= >?@ABC+,.
１０!" 年目标和实施步骤。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武山县
DEFG$HIJK L6MNOPQRSTA
第六届委员会委员
#$ 人，出席省党代表大会代表
B=?Z[\]^L6(^
UVWXY6XY２７
７$人。选出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县委六届一次
BK M?AX_`abXY6K cAXVWd4

届一次全委会上选出县委常务委员８名。选举王
Wd4@X6eM?AXghXY & yK MNt
义贤为县委书记，王有计
、李春发、徐世英、王玺玉
¨©#AXlmftö÷qiÙÚqøÜùqtúû

全委会上，选举产生县委常务委员９
@X6efMNOPAXghXY %人，选举李升
B"MNij
桂为县委书记，包子文、李录勤、王炳元为县委副
k#AXlmfnopqirsqtuv#AXw

eWAX<.\. fLf
过上届县委作的《加强党的建设，大胆改革创新，

年５月
２８#&日至
D(z
{Þ３０*"日召开，出席大会代表
{|}f?ZL6]^２３６
#*)名，
yf
áZ]^ )&名，特邀代表
yfßà]^ !$
yK L6~x²
列席代表６８
１７名。大会审议通过了
QRSTAUõWXY6âì.üýþÿ=!
中共武山县第九届委员会所做的《抓住机遇，加快
发展，为脱贫致富奔小康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和县
Ú"=##$%&'()*+,ð;<0GA
纪律检查委员会作的《认真贯彻五中全会精神，大
_`abXY6<ð3Q@6 !=L
力加强纪律检查工作，进一步把全县反腐败斗争
»_`ab;<= ¾dI*@A+,-,Ð

lmK
书记。

中共武山县第七次代表大会
!"#$%&'()*+, 会议名。１９８４
6xyK !%&'
年D１０
月８& {|}K
日召开。出席代表２１１
人。大会审议通
!" z
?Z]^ #!! BK
L6~x

#AXwlmK
为县委副书记。
!-.$%/5(1*+2 会议名。１９９６
6xyK !%%)
中共武山县第十次代表大会

为振兴武山经济而奋斗》和县纪检委作的《加强纪
#ST*+,GA_aX<._

引向深入》的工作报告，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大
./ÆÇð;<0=<?²ðxK L

律检查工作，为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而奋斗》的工
`ab;<f#$%\.*+,-.;

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武山县第十届委员会和武山县
6MNOP²QRSTAUWXY6GSTA

作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会议提出认真贯彻党
<0f<?.xK 6x>?5

纪律检查委员会，选出县委委员
_`abXY6=M?AXXY２９
#%名，候补委员
y=ÕÖXY (５

的十二大精神，搞好经济建设。大会选举产生由
２５
.L !f¡ K L6MNOP¢ #(
名委员组成的中共武山县第七届委员会和
名
yXY£¤.QRSTAU¥WXY6G １１
!! y

名，县纪委委员
１３yK
名。在县委十届一次全会上选
y=A_XXY !*
cAXWd4@6eM
出常务委员
?ghXY１１
!! 名，选举刘宝珍为县委书记，魏来
y=MN012#AXlm=38
全、马武生
、卢登宝 、康学模、赵改萍（女）为县委副
@q¦SPq451q)È6q×7
89:#AXw

XY£¤.A_aXK cAX¥Wd4@X6ef
委员组成的县纪检委。在县委七届一次全委会上，
MNOPAXghXY９ %人，选举马铭为县委书记，
BfMN¦§#AXlmf
选举产生县委常务委员

lmK
书记。

! - . $ % / 5 6 4 1 * + 2 会议名。
6xyK
中共武山县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t¨©qª«¬q®¯qt°#AXwlmK
王义贤
、郭维政、车良善、王国济为县委副书记。
!-.$%/0(1*+2 会议名。１９８８
6xyK !%&&
中共武山县第八次代表大会
D # z２５日召开。应到代表
#( {|}K ±]^２１５人，实到代表
#!( B=$±]^ !)(
年２月
１６５
BK
L6~x²eWAX<.

³
人。大会审议通过了上届县委作的《认真贯彻十三
大精神，全党动员，奋战三年，为全县基本解决温
L !=@5´Y=+µ³D=#@A¶·¸

#""!年５月
D ( z２６#)日至
{Þ２９
#%日召开，出席代表２４５
{|}=?Z]^ #'(名，
y=
２００１

饱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和县纪检委作的《以十
¹*º»+,.;<0GA_aX<.7

县纪委作的《标本兼治，加大力度，狠抓落实，促进
A_X<ðF>?=L»@=Aüï$=¿¾

ßà]^ *
y=áZ]^ (! yK L6;ÑG~x
特邀代表
３名，列席代表５１名。大会听取和审议
²QRSTAUWXY6/L6<ð
}<
了中共武山县第十届委员会向大会作的《开拓创
==Ú"=#ST*+,ð;<0G
新，加快发展，为振兴武山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和

三大精神为指针，进一步加强党风建设，促进改革
³L !#¼½=¾dI\ =¿¾

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再上一个新台
@A\B¬ G+,-,ÐCedDE

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的工作报告，审议通
}ÀG .ÁÂ¾Ã.;<0=~x

阶》的工作报告，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选举产生
Fð;<0=<?²ðxK MNOP

过《关于深入学习和宣传十三大文件的决议》和
 ÄÅÆÇÈÉGÊË³LpÌ.xG
《关于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争取二年，确保三年全
ÄÅ@\´Y=LÍÎÏ=ÐÑD=ÒÓ³D@
县基本解决温饱的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武山
A¶·¸¹.xK L6MNOPQRST

了中共武山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和武山县纪律检查
²QRSTAUdWXY6GSTA_`ab
委员会。选出县委委员
５名，纪委
XY6K M?AXXY３０*"名，候补委员
y=ÕÖXY (
y=_X
委员
名。在县委十一届一次全委会上选出县委
XY １３
!* yK
cAXdWd4@X6eM?AX

县第八届委员会委员
B=ÕÖXY３* 人，县纪
B=A_
AUÔWXY6XY２７#$人，候补委员

常务委员
ghXY１０
!" 名，选举付振伟为县委书记，宋博华、
y=MNGH#AXlm=IJØq
tKLqiMÙqNÙO#AXwlmK
王腊喜
、李景春、潘春久为县委副书记。
! - . 7 % / 5 8 4 1 * + 2 会议名。
6xyK
中共武山县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 D１１月
!! z２５
#( 日至
{Þ #$
{|}K ?ZL6ðPQ
２００６年
２７日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
]^ #)" y=ßà]^ '*名，列席代表
y=áZ]^ )(
yK L
代表２６０名，特邀代表４３
６５名。大
6;ÑG~x²QRSTAUdWXY6/L
会听取和审议了中共武山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向大

aXXY １１
!! 人。在县委八届一次全委会上，选举
BK cAXÔWd4@X6e=MN
检委委员
OPAXghXY７人，选举王义贤为县委书记，
$ B=MNt¨©#AXlm=
产生县委常务委员
×pØqiÙÚqÛÜÝ#AXwlmK
赵文华
、李春发、杨世明为县委副书记。
!-.$%/341*+2 会议名。１９９１
6xyK !%%!
中共武山县第九次代表大会
D
*
z
!'
{Þ
!$
{|}=?ZL6]^
y=
年３ 月 １４ 日至 １７ 日召开，出席大会代表 ##!
２２１名，
特邀代表８
３２名。大会审议通过上
y=áZ]^ *#
yK L6~xe
ßà]^ &名，列席代表

届县委所作的《认真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全党总动
WAXâ<.¥Q@6 !=@51´

会作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为建设效益武山和
6<ð7B#=RÈÚ"=# STSTG
谐武山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和县纪委作的《维
UST*º»+,ð;<0GA_X<ð«

Yq@Cã´ä=#åæ·@A¸¹*+,.
员、全民齐动手，为稳定解决全县温饱而奋斗》的

V\ð_`=WhÚ"LX=# STSTGU
护党的纪律，服务发展大局，为建设效益武山和谐

工作报告和县纪委作的《明确形势、持之以恒
、进
;<0GA_X<.ÝÒçèqéê7ëq¾
—步做好纪律检查工作》的工作报告，并作出了相
dIì_`ab;<.;<0=<?²

武山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
ST>YZð¬?Ó[ð;<0K MNOP
了中共武山县第十二届委员会和武山县纪律检查
²QRSTAUWXY6GSTA_`ab
委员会，选出县委候补委员８名，县纪委委员
１９
XY6= M?AXÕÖXY & y= A_XXY !%

.xK íî²ÄÅÆÇÈÉÊËq
应的决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落实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的决议》和《关于全
ï$\ð³W¥Q@6 !ðxGÄÅ@
ñ$H
ò
!)(ó;ôf»Ð³Dåæ·@AÎC¸
面实施＂１６５＂工程，力争三年稳定解决全县农民温
¹.xK MNOP²Q°RO5STAUõW
饱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武山县第九届

名。在县委十二届一次全委会上选出县委常务委
yK cAXWd4@X6eM?AXghX
!! 名，选举温利平为武山县委书记，刘长江、潘
y=MN¸Â\#STAXlm=0]^qN
Y １１
员
ÙO#AXwlmK
春久为县委副书记。

委员会和武山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选出县委委员
XY6GSTA_`abXY6K M?AXXY
!"# !－
－! ４８１

.$%/69:;1*+2/642< 会
6
武山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天水大辞典
!"#$%
议名。１９５４年６月
２４&$日至
日召开，应到代表
!"# !"#$ $ % %
&'２９
&" &()*
+,-.

２１人组成的武山县第六届人民委员会，选举李贵
&' >~[n;<=cÂe>?MN2p KL«Ã

１９２
１８２ "#
名。大会听取和审议批准了《武山
'"(名，出席
"*/0 ')(
123456!789:;<
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讨论并选举了县人民政府
=>?@ABCDEFG HIJKL9=>?@A
委员
MN１９'"人、候补委员
>OPQMN ４$ 人，选举王廷杰、杨荣贤、
>*KLRSTOUVWO

鱼为县长，吴国彬、甄宗琏、杜振华为副县长；选举
Ä_=p¸ÅOÆÇÈOÉÊ¬_=ËKL
惠顺民为县人民法院院长，田成定为县人民检察
ÌÍ?_=>?p Î[±_=>?¨©
院检察长，补选杨桂花为出席甘肃省第三届人民
¨©p QKUÏÐ_/0`abc¡e>?

XYZO[\]O^!"_/0`abcde>? 代表大会代表。
-.12-.G
汪鸿涛、成秀英、赵锺购为出席甘肃省第一届人民

武山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代表大会代表。
-.12-.G
&'()7+,-./#0)1203 会
2
!"G '"-) $ '+ % ',日至１７日召开。应到代表
&'()*+,-./#0)1203 2
&' '- &(fG +,-.
武山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议名。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３
!"G '"*% $ '& %１０日至
'+ &'１４日召开。应到代表
'$ &(fG +,-.
议名。１９５６年１２月

３０７
３０１"G
名。大会听取和审议批准了
,+- 名，出席代表
"p/0-. ,+'
123456!789

１８３
１５４"G
名。大会听取和审议批准了
'),名，出席代表
"*/0-. '*$
123456!789

县革命委员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实现
=ÑÒMN2:LÓÔÕÖ×Ø1ÙÚp_ÛÜ
新时期总路线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和《武山县
ÝÞßàáâãäåæçnBCDE5;<=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县革命委员会委
>?BCDEG KL{|9=ÑÒMN2M
员N２４
&$ 人，选举王炳元为革委会主任，赵崇周、裴耀
>pKLRèé_ÑM2êëp^ìíO 
TO´îOïðWOÉÊ¬Oñò;_êëËKL
杰、岳雄、白志贤
、杜振华、孙彦武为副主任；选举
óô_=>?p «õÃ_=>?¨©
苏效洵为县人民法院院长，李树贵为县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选举王炳元、马宝太、魏永福、董进存、
¨©G KLRèéOµö÷O¼øùOúûüO
马元有、纪克宁、王景凡为出席甘肃省第五届人民
µéýOþÿ!OR®_/0`abce>?

:;<=>?MN2BCDEg5:'"** $=h@
《武山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和《１９５５
年县财政
ijklm5
'"*%
$kmnoEFp
6qrs9
收支预决算和 １９５６ 年预算的报告》，审查通过了

武山县
'"*- $tuBCvwxyzKL{|9}
;<= １９５７年各项工作计划纲要；选举产生了由
>~[nce=>?MN2p KL_
２３&,人组成的第二届县人民委员会，选举包海珍为
=p<O T_=pKL_=>
县长，高山、裴耀杰为副县长，选举包效仁为县人

?G
民法院院长。

武山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4+,-./#0)1203 2
议名。１９５８年５月
!"G '"*) $ * %２９日至
&" &' ３１日召开。应到代表
,' &(fG +,-. 代表大会代表。
-.12-.G
２２５
武山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 名，出席代表１８６名。大会传达了甘肃省一届
"p/0-. ')% "G 129`abde
&'()8+,-./#0)1203 会
2
五次人代会精神，听取和审议批准了《武山县第二
>-2p3456!789;<=c
!"G '")' 年１月６
$ ' % %日至
&' １０
'+ &(fG
+,-.
议名。１９８１
日召开。应到代表
'") 名，出席代表
"p/0-. '"+
123456!789
e>?MN2BCDE
;<=?cd
届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武山县国民经济第一个
１９８
１９０"G
名。大会听取和审议批准了
;<=ÑÒMN2BCoE
;<=>?
$vwc$vw  D
五年计划执行情况及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报
《武山县革命委员会工作报告》《武山县人民法院
告》和《武山县
１９５７ $h@lm5
年财政决算和 '"*)
１９５８$h@k
年财政预 工作报告》《武山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根据
BCoE
;<=>?¨©BCoEG "#
EF5;<= '"*$¬>?%5&'t(>?-.125&)
mnDEFz 6!rs9;<=>?BCD
算的报告》；审议通过了武山县人民法院工作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告；选举产生了由
人组成的第三届县人民委员
&) >~[nc¡e=>?MN
EzKL{|9} ２８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设立了武山县人民代
t(>?@A~*+±p,-9;<=>?-

会，选举包海珍为县长，高山
、裴耀杰为副县长，选
2pKL¢_=p<O
T_=pK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裴耀杰为县人大常务委
.12./MN2G KL T_=>1./M

举骆德选为县人民法院院长，张天赦为县人民检
L£¤K_=>?p ¥¦§_=>?¨
察院检察长，选举包海珍、汪都、李华
、王景凡、黎
©¨©pKL¢OXªO«¬OR®O¯
绪定、雒鸣岳为出席甘肃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O ²³´_/0`abce>?-.12

员会主任，李芝栋、岳雄、杜振华为副主任。会议决
N2êëp«01O´îOÉÊ¬_êëG 2!l

n-.G
的代表。

武山县第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2
会
&'()5+,-./#0)1203
!"G '"%, $ % %１６'%日至
&' &+
&(fG +,-.
议名。１９６３年６月
２０日召开。应到代表
'%"名，出席代表
"p/0-. '$)
123456!789
１６９
１４８"G
名。大会听取和审议批准了
;<=>?MN2BCDEF
;<= '"%&
《武山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武山县
１９６２ $h
年财

政决算和
@lm5１９６３
'"%, 年财政预算的报告》和《武山县人
$h@kmnDEF5;<=>
民法院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
２１ >~[n
人组成的
?BCDEFG 12KL{|9 &'

定撤销武山县革命委员会，恢复武山县人民政府。
±23;<=ÑÒMN2p45;<=>?@AG
选举包子文为县长，白志贤、孙彦武
、郭维政、柳世
KL67_=pïðWOñò;O89@O:;
芳、薛海定为副县长；选举苏效洵为县人民法院院
<O=±_=ËKLóô_=>?

长，李树贵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p«õÃ_=>?¨©¨©G
&'()9+,-./#0)1203 会
2
武山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G '")$ 年２月
$ & %１９
'" 日至
&' ２２
&& &(fG
+,-.
议名。１９８４
日召开。应到代表
&&+ 人，出席代表
>p/0-. '&"
123456!789
２２０
１２９>G
人。大会听取和审议批准了
;<=>?@ABCoE
;<=d>?¡$
《武山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武山县一九八三年
h@lm5d>?@$h@kmnoE
c?e
财政决算和一九八四年财政预算的报告》《第八届
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武山县人民法院工作报
;<=>?BCo
=>1AM2BCoE

;<=ce>?MN2pKLµ¶·_=pU
武山县第五届人民委员会，选举马悦骏为县长，杨
E
;<=>?¨©BCoEp 6!789
VWO¸¹_=G KLµ¶·Oº»dO¼½
荣贤、吴国斌为副县长。选举马悦骏、傅唯一、魏自
告》《武山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批准了
《武山县一九八三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d>?¡$?5B2CDvw
¾OR®Oµ¿À_/0`abc¡e>?-.
愚、王景凡、马富琴为出席甘肃省第三届人民代表
12-.G
大会代表。

行情况及一九八四年计划的报告》。选举区九届人
d>?@$vwnoEG KLE>e>

武山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6+,-./#0)1203 2
议名。１９６５年９月３
!"G '"%* $ " % ,日至７日召开。应到代表１６９
&' - &(fG +,-. '%"
名，出席代表
１３７名。会议听取和审议批准了《武
"p/0-. ',"G 2!3456!789:;
<=>?MN2BCDE:;<= '"%$ $h@
山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武山县１９６４
年财政
lm5１９６５年财政预算（草案）及执行情况的报
'"%* $h@kmÁ nD
决算和
E5:;<=>?BCDEG KL{|9}
告》和《武山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由

大常委会委员
人；选举包子文为县九届人大常
1.M2MN １０
'+ >ËKL67_=>e>1.
委会主任，岳雄、雷胜、郝德贵、汪兆麟为副主任；
M2êëp´îOFGOH¤ÃOXIJ_êëË
KLRKW_=p«LCORMONO[OPQ¬
选举王义贤为县长，李春发
、王瑾、鲜招成、许建华
_=ËKLRK_=>?O«õÃ
为副县长；选举高怀义为县人民法院院长
、李树贵
_=>?¨©¨©G
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 !"# !－
－４８２

&'():+,-./#0)1203 2
武山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 区
;
县

议名。１９８７年２月２３
!"# !"#$ $ % % &'日至２７
&' &$日召开。应到代表
&()# *+,-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年国民经
HIJK3LMNOPQRST １９９８
(""+ $G?H

２１０
人。大会听取并审议批准了
&()人，出席代表２０５
./01,- &)* .#
234567!89:
《武山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武山县
１９８６ $G?
年国民
;<=>.?@ABCDEF
;<=> ("+,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年计划（草
$NOUV
HIJK3LMNOPQRST１９８７
案）的报告》《武山县
１９８６$[@\]PQRST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
WXYDEF
Z<=> ("+,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武山县
１９９７
IJK3LMNO UVWX YDEF
Z<=> (""$
年财政预算（预计）执行情况及
１９９８ $[@\]
年财政预算
$[@\]U\NXPQRST (""+
（草案）的报告》《武山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武
UVWXYDEF
Z<=>.2`a3BCDEF
Z<
山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武山县人民检察院工作
=>.?bcBCDEF
Z<=>.?d»cBC

１９８７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武山县人大常委
$^@\]-_WXYDEF
Z<=>.2`a
会工作报告》《武山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武山县
3BCDEF
Z<=>.?bcBCDEF
Z<=>

报告》。会议选举产生县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DEFf 3!gh>ij¼k.2`a3am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武山县第十届人民代
.?decBCDEFf gh<=>ijk.?,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23`lam3am１２
(& 人，选举包子文为县人
./ghnopq>.
大常委会主任，郝德贵、雷胜、龙彦杰、鲜招成为副
2`a3rs/tuvwxywz{|w}~q
主任；选举赵文华为县人民政府县长，贺进禄、许
rsghpq>.?@A>/ w

１３
(' 人，选举李春发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卢登宝、
./gh«Lq>.2`a3rs/¸½¾w
周学明、卢代成、张香琴、王光明为副主任；选举马
¬®w¸,w¢¿ÀwÁ®qrsghµ

武生为县人民政府县长，康学模、张少志、李景春、
<q>.?@A>/ÂÃw¢ÄÅwÆ«w
陈淑英、杨保珍为副县长；选举王列胜为县人民法
³ÇÈwÉÊËq>ghÌyq>.?b
cc/¢¹ºq>.?d»cd»f
院院长，张前平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武山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4%51()*+,-4&.-/

建华、王德化、丁海全为副县长；选举高怀义为县
wuwq>ghq>
.?bcc/vq>.?decdef
人民法院院长，李树贵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会议名。２００２
日召开，应到代
3!"f %))%年$１２
(%月
% １５
(* 日至
&' ２０
%) &(/*,

武山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

表
１９８"f
名。大会听取和审议批准
%)( 名，出席代表
"/01, ("+
2345J7!89
 ２０１

会议名。１９９０年２
3!"f("") $ &月１３
% ('日至
&'１８
(+ 日召开。应到代表
&(f*,
２１８
２１１.f
人。大会听取并审议批准了
&(+人，实到代表
./, &((
23457!89:
《武山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武山县一九八九年
Z<=>.?@ABCDE
Z<=>$

了《武山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武山县
２００２ $G
年国
:;<=>.?@ABCDE
;<=> %))%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２００３年国民
?HIJK3LMNOPQRST %))'
$G?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武山县
２００２
HIJK3LMNOUVWXYDE
;<=> %))%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年计
G?HIJK3LMNOPQRST １９９０
("") $N

年财政预算（预计）执行情况及
２００３ $[@\]
年财政预算
$[@\]U\NXPQRST %))'

划（草案）的报告》《武山县
１９８９ $^@]T
年财政决算及
O U_WX YDE
Z<=> ("+"

（草案）的报告》《武山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武
UVWXYDE
;<=>.2`a3BCDE
;<

１９９０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武山县人大常委
$^@\]U_WXYDE
Z<=>.2`a

=>.?bcBCDE
;<=>.?d»cBC
山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武山县人民检察院工作

3BCDE
Z<=>.?bcBCDE
Z<=>
会工作报告》《武山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武山县
.?decBCDEf
gh>ijk.2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县第十一届人大
`a3am１２(&人，选举包子文为主任，雷胜、鲜招
./ghnopqrs/xyw}~
常委会委员

DEf gh>ijÍk.2`a3am ('
报告》。选举产生县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１３
./ghÂÃq>.2`a3rs/ÉÎÏw¢
人，选举康学模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杨鹏飞、张
¿ÀwÌywÐ(ÑwºÒqrsghÓÔ
香琴、王列胜、汪召寿、王平安为副主任；选举宋博

成、郝德贵
、李增祥为副主任；选举赵文华为武山
wtuvw
¡qrsghpq<=

华为县人民政府县长，王永宏
、崔小平、高媛瑾、吴
q>.?@A>/ÕÖw×ØºwÙÚwÛ

县人民政府县长，张如一、丁海全、王玺玉
、魏来全
>.?@A>/¢£ww¤¥w¦§

方勇、霍卫平为副县长；选举陈维林为县人民法院
ÜÝwÞßºq>·gh³àáq>.?bc

为副县长；选举高怀义为武山县人民法院院长、李
q>ghq<=>.?bccw

c·wuq>.?d»cd»·f
院长
、王德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树贵为武山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vq<=>.?decdef
武山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01()*+,-$&.-/
会议名。１９９３
年２月
日至 %+
２８日召开。应到代表
3!"f(""' $
& % ２４
&. &'
&(f*,

武山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4%61()*+,34&.3/
会议名。２００７年１月８日至
１２(%日召开，应到代表
3!"f %))$ $ ( % + &'
&(/*,
２０１
１９０"f
名。大会听取和审议批准了
%)( 名，出席代表
"/01, (")
2345J7!89:
《武山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武山县
２００６ $G?
年国民
Z<=>.?@ABCDE
Z<=> %)),

２２４
名。大会听取和审议批准了
%%.名，出席代表２１３
"/01, %(' "f
2345J7!89:
Z<=>.?@ABCDEF
Z¨©<=> (""%
《武山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武山县
１９９２ $
年
G?HIJK3LMNOPQRST １９９３
(""' $N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年计
划（草案）的报告》《关于武山县
１９９２$[@\]
年财政预算
OU_WXYDEF
Z¨©<=> (""%
（预计）执行情况及１９９３
U\NX PQRST (""'年财政预算的报告》《武
$[@\]YDEF
Z<
山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武山人民法院工作报
=>.2`a3BCDEF
Z<=.?bcBCD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年国民经
HIJK3LMNOPQRST ２００７
%))$ $G?H
IJK3LMNO UVWX YDE
Z<=> %)),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武山县
２００６

年财政预算（预计）执行情况及
２００７ $[@\]
年财政预算
$[@\]U\NXPQRST %))$
UVWXYDE
Z<=>.2âa3BCDE
Z<
（草案）的报告》《武山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武
=>.?bcBCDE
Z
<=>.?d»cBC
山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武山县人民检察院工作

告》《武山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县第
EF
Z<=>.?decBCDEFf gh>i
jªk.2`a3am１３
(' 人，选举李春发为县人
./gh«Lq>.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2`a3rs/}~wtuvw¬®qrs
大常委会主任，鲜招成、郝德贵、周学明为副主任；

DEf 3!ghã>ijäk.2`a3am
报告》。会议选举产生县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选举王玺玉为县人民政府县长，张如一、王腊喜、
gh¤¥q>.?@A>/¢£w¯°w
赵改萍、陈华新、马国琰为副县长；选举卢代成为
±²w³´wµG¶q>·gh¸,q

长江为县人民政府县长，张长平、高翔宇、吴方勇、
ìq>.?@A>/¢ºwíîwÛÜÝw

县人民法院院长
、张前平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bcc·w¢¹ºq>.?d»cd»f
武山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2'()*+,34&.-/
3!"f(""+ $ % %２２
%%日至
&' %$
&(f*,
会议名。１９９８年２月
２７日召开。应到代表
%)(名，出席代表１９７
"/01, ("$ "f
2345J7!89:
２０１
名。大会听取和审议批准了
$G?
Z<=>.?@ABCDEF
Z<=> (""$
《武山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武山县
１９９７年国民

１４
(. 人，选举王永宏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兰仓宝、
./ghÕÖq>.2`a3rs/åæ¾w

汪召寿、令守义、麻保禄、李亚平为副主任；选举刘
Ð(ÑwçèwéÊwêºqrsghë

纪永安、宋玉香、常飞、高承华为副县长；选举刘新
ïÕÒwÓ¥¿wâÏwðq>ghë´
平为县人民法院院长，高保德为县人民检察院检
ºq>.?bcc/ Êuq>.?d»cd

察长；选举出席天水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gh01ñòóiäk.?,23,
.) .f
４０人。
78!"#4&19:34&.3/ 3!
政协武山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
&ô>õ(f 013!Ya
"f ("+. $ % % (+日在县城召开。出席会议的委
名。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８

!"# !
－! ４８３－

天水大辞典
!"#$%
员!６５
!" 人，包括
"#$% #!１６个界别。会议听取县委书记马铭
&'() *+,-./0123
的讲话；选举产生政协武山县第一届常务委员会
4567 89:;<=>?.@ABCD/!*
委员
/!９人，选举白志贤为主席，薛海定、杜振华、王
$ "E89FGHIJKLMNOPQRSPT
景凡为副主席。委员列席了县九届一次人代会。
UVIWJK) /!XKY.ZBA["\*)
政协武山县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0+1203 会议
*+

名。２００７
年１# _
月７& `{
日至１１日在县城召开。出席会
]y (**& ^
## `|.}aby cK*

名。１９８７
２２((日召开，出席委员
]) #$%&年２月
^'_
`abLcK/!７４
&) 人，包括
"Ld%

卫星为主席，马进
、张贵海 、薛东辉、骆育喜 、钟玉
«¬IJKL2w¨NM®¯°±²³

议的委员
２２&'(y
个界别。会议听取和审
#($ 人，代表
"L\~ ((
*+,-lf
+4/!１２９
议了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办
+Y@B/!*CD/!*hijklmo
理情况的报告，通过了本届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
pqr4jkLYB*+L89:;Y
政协武山县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 人，选举颉
"L89ª
<=>?.@©B/!*CD/!２３

´IWJKy /!XKY.zBA["\*y
&'(e *+f+YgBC/*4hijkl 红为副主席。委员列席了县十五届一次人代会。
１７#&个界别。会议审议了上届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和
mnopqrjks 89:;<=>?.@tB
提案办理情况报告；选举产生政协武山县第二届

:;< 武山县辖镇。位于县城中心，陇海铁
>?.µ¶y ·¸.}¹LºN»
城关镇

常务委员会委员
"L89FGHIJKLuvP
CD/!*/!１１##人，选举白志贤为主席，岳雄、

路和
国道贯穿全境，各种等级公路连接全县
+#! ½¾¿ÀÁÂE
ÃÄÅÆÇ¼ÈÉÁ.
¼l ３１６
１５个乡镇及四周邻县。总面积
１１５．５
#" &Ê¶ËÌÍ.e ÎÏÐ
##"," 平方公里。
ÑÒÇÓe
１９４９
年为超英公社城关管理
-$)$ 年，设城关镇。１９５８
^#Ô}Õ¶e -$"% ^IÖ×ÇØ}ÕÙp
区。１９６２
^I}ÕÚ}ÕÇØe -$!" ^#ÛÚÜ
Úe -$!( 年为城关区城关公社。１９６５年，撤区并
Ø#ÝI}Õ¶e (**+年
^ １２
-( 月，撤销东顺乡，将其
_#ÛÞßÊLàá
社，复为城关镇。２００３
(! 个行政村全部划归城关镇管辖；撤销龙泉乡，将
&â<ãÁäåæ}Õ¶Ùµ7ÛÞçèÊLà
２６
其坪塬村划归城关镇管辖。２０１０
年，下辖
áéêãåæ}Õ¶Ùµ) (*-* ^L
ëµ )４个社
&Ø
区，３８
个行政村，８７
个自然村，１５８５３
Ú L+% &
â < ã L%& &
§ ì ã L-"%"+ 户，６０５８７
í L!*"%&
人。农业生产总值
万元，粮食总产量
" ) î ï ; : Î ð ３３６０８
++!*% ñ
òL óôÎ:õ
１１３１．５８万公斤，人均纯收入３２１１元。境内山区主
--+-,"% ñÇöL"÷øùú +(-- ò) Âû?ÚJ
ÄüýLþÚJÄÿ!"L}#?$´%&Ä'
种小麦，川区主种大棚蔬菜，城南山沟红峪水种植
4F"(&P)*P+,P-./0]y Âû1 )４
的白菜以个大、层多、肉嫩、味美而闻名。境内有

QRSPwx;PTUVIWJKy /!XKY.
杜振华、张福生、王景凡为副主席。委员列席了县
zBA["\*)
十届一次人代会。

政协武山县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
&'()*+4-./0+1503 *+
名。１９９０年２月
]) #$$* ^ ( _１３#+日至
`{１８
#% 日在县城召开，出席会
`|.}abLcK*
议的委员
%) 人，代表
"L\~ #%１８个界别。会议听取和审议
&'(y *+,-lf+
+4/!８４

了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办理情况的报
Y@tB/!*hijklmnopqr4j
告，通过本届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政协武山县第
kLB*+y 89:;Y<=>?.@
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B/!*CD/!１７
#& 人，选举白志贤为主席，
"L 89FGHIJKL
郭维政
、贺进禄、许建华 、张福生 、王宇中为副主
<PSPwx;PTIWJ
席。委员列席了县十一届一次人代会。
Ky /!XKY.zABA["\*y
&'()*+6-./0+1503 会议
*+
政协武山县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y #$$+ ^ ( _ (+ `{２７日在县城召开，出席会
(& `|.}abLcK*
名。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３日至
+4/!９２
$( 人，代表２２
"L\~ (( &'(y
*+,-lf+
议的委员
个界别。会议听取和审议
Y@B/!*CD/!*hijklmnop
了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办理

座横跨渭河的大桥及人行桥连接南北，集教育、住
2345647Ë"â7ÈÉ89L:;°P<
=P>?P@APâ<oÇIAA459BÚPCD
宅、物流、文体、行政办公为一体的渭北新区、火车
EÅBÚ4FG}Õ¶FI>?H4IJP
站等新区的建成使城关镇成为武山最大的商贸、

情况报告，通过本届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政协武
qrjkLB*+L89:;Y<=>
山县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 人，选举郭维政为
"L89 <I
?.@B/!*CD/!２３
主席，许建华
、张福生 、马步雄、王宇中、韩胜荣、宋
JKLSPwx;P2vPTPP

旅游、服务
、物流中心。下辖东关、南关、西关、渭北
KLPMDP>?¹y
ëµÕP8ÕPNÕP59

晖、陆清海为副主席。委员列席了县十二届一次人
PNIWJKy /!XKY.ztBA["

街、奎阁、清池、下庄、邓堡、康瓦坪、周岭、韩川、杜
YP\]P^PëUP_`PabéPÌcPþPQ
坍、杨坪、上沟
、南峪、何沟、磨儿、西岔、雷口 、北
dPeéPg$P8%Pf$PghPNiPjkP9
山、坡儿、令川、黄山、黑沟、花坪、雷山、坪塬
?PRhPlþPm?Pn$PoéPj?Péê +%３８个
&

\*y
代会。

政协武山县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7-./0+1503 会议
*+
名。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５
日至１８
]y #$$% ^ ( _ #"
`{ #%日在县城召开，出席会
`|.}abLcK*
+4/!９７
$& 人，代表２０个界别。会议听取和审议
"L\~ (* &'(y *+,-lf+
议的委员
Y@B/!*CD/!*hijklmop
了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办理
qrjkLB*+L89:;Y<=>
情况报告，通过本届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政协武
?.@B/!*CD/!１６
#! 人，选举刘遂绪为
"L89I
山县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JKL2vPPIWJKy
/!XKY
主席，马步雄、韩胜荣、宋晖为副主席。委员列席了

４)个社区，陈门、家坡、刘湾、腰庄
、老庄、韦庄、君
&ØÚLOPPQRPSPTUPVUPWUPX

山
、东关、红沟、上街、南关、西关、侯山、史庄、下
?PÕP´$PgYP8ÕPNÕPZ?P[UPë

â<ãy
行政村。
=;> 城关镇政府驻地。位于县城东面，
}Õ¶<pqry ·¸.}ÏL
东关村
+-! 国道及陇海铁路穿村而过，各种等级公路连接
½¾ËºN»¼Àã/LÃÄÅÆÇ¼ÈÉ
３１６
Á. １５个乡镇及四周邻县，距天定高速公路武山
-" &Ê¶ËÌÍ.LstOuvÇ¼>?
全县
ckw ( ÇÓLxyzy (*-* ^L1 ) &ã{ü
出口处２公里，交通便利。２０１０年，有４个村民小
|L)++ íLÎ"k
"y "÷øùú +"(*
òy
组，４３３
户，总人口-&(&
１７２７人。人均纯收入
３５２０元。

村民收入主要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建有专业集
ã{ùúJ}(@tP@:ïIJL1~ï:

.zBA["\*y
县十三届一次人代会。
&'()*+8-./0+1503 会议
*+
政协武山县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Jy È*^PP.I äP
贸市场。连续多年被省、市、县评为先进党支部、五

`|.}abLcK 好示范村党支部、先进党组织。
ãäP |y
]y (**( ^ #( _ #) `{
名。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４日至
１９#$日在县城召开，出席

会议委员
*+/!１０６
#*! 人，代表
"L\~ (*２０个界别。会议听取和审
&'(y *+,-lf
议了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办
+Y@B/!*CD/!*hijklmo
理情况的报告，通过本届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政
pqr4jkLB*+L89:;Y<

协武山县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B/!*CD/!２１
(# 人，选举刘遂
"L89
IJKL ¡¢£T¤¥¦§¥w¨
绪为主席，卢登宝、赵改萍、王光明、李自明
、张贵
NIWJKy /!XKY.zBA["\*y
海为副主席。委员列席了县十四届一次人代会。
政协武山县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9-./0+1503 会议
*+

洛门镇
?@< 武山县辖镇。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
>?.µ¶y Á½ü}¶Ô
镇（２０１２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位于渭
¶(*-( ^½Q<l}ÊÔäÇy ·¸5
河与大南河交汇处，镇政府驻地距县城
686xwL ¶<pqrs.}１５-"公里。
ÇÓy

总面积１３０．６
ÎÏÐ -+*,! 平方公里。西汉称落门聚，明代更名
ÑÒÇÓy NPL¥\]
^LÔPÚy
I¶L{½ÔP¶y -$)$年后，设洛门区。
为乐善镇，民国设洛门镇。１９４９
-$"% 年设洛门公社，１９６２
^Ô PÇ ØL-$!( ^F
PÚPÇ
１９５８
年成立洛门区洛门公
Øy -$!" ^LÛÚÜØLåäæ P ^
社。１９６５年，撤区并社，划部分大队归属郭槐、盐池

! !"! !
－４８４－

) 区
*
县

公社，余东、西、南街及吉家庄共
!"#$%&'&()*+,-. ! ４个大队成立洛
/01234
门镇。２００３
年１２
月，撤销龙泉、郭槐
乡
8 %"
9#:;<=&>?２ "乡，将
@#A ２" @
567 "##$
３３$$个行政村划归洛门镇。２０１０年，辖２个社区，４５
/BCDEF4567 "#%# 8#G " /"H#!&
个行政村，８４个自然村，２．２５
万人。农业
/BCD#'! /IJD#"("&万户，１０．５
KL#%#(& KM7
NO
生产总值
万公
!")!)(& 万元，粮食总产量
KT#UVRQW １０８８．９９
%#''()) K!
PQRS４２９４９．５

斤，人均纯收入
２９１０ T7
元。全镇地势西南高而东北
X#MYZ[\ ")%#
6ny'(åz%j
低，榜沙河、龙川河在境内交汇，是全县水资源储
{#|}i&<ei}ÆÇ~#ÄaÀÝ
量最丰富的乡镇。境内红砂岩矿、硅酸盐矿储藏量
WÅÜÂ@67 ÆÇ & W
达
^ ２" 亿立方。集贸市场繁荣，摩托车消费市场居全
3f7 ©#º
市前列。镇区工业以砖瓦
、酿酒为主，有王门机砖
¸7 6H7O¦&Z¤#®5_

斤，人均纯收入
元。各类土特产品经销陕西、
X#MYZ[\ ３２６７
$"*+ T7
]^_`Qab;c'&
四川、青海、上海、河北、河南及两广等地，肉食、禽
de&fg&hg&ij&i(*klmn#oV&p
蛋直销新疆，药材远销柳州
、宁波。早在
２０ ~
世纪 *#
６０
qr;st#uvw;xy&z{7
|} "#

厂等砖瓦厂２０
多家。武（山）漳（县）公路穿越其
m "#
ª,7 `äa!±<o

年代，洛门镇就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
个重点集
8#456  ２６
"* /
镇之一，２００５
年又被确定为全国发展改革试点小
6#"##& 8
城镇。洛门蔬菜批发市场为农业部定点市场，年交
67 45NO#8

Æ#%É0æ%ÉD(|}i7 ÆÇ®
境，杨坪大桥横跨杨坪村南榜沙河。境内有全国重
Ñ£VW +Î¡# ¢£Ñ£
点文物保护单位木梯寺石窟，省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种谷台遗址。下辖马力镇社区，王门、付门、杨
VW¨¤ðËÌ7 ÙGhi6"H#5&¥5&%
É&Î¦&§¨&©-&jª&ò&w«&¬&
坪、石峰、苗丰
、柴庄、北顺、王沟 、远钟、姚丰 、黎
ÿ&%ò&$®&hi&5`&(ï&¯&°}&±
堡、杨沟 、余寨、马力、民武、南阳、双场 、榜沙、暖

易额
 ４! 亿元。经济作物主要以大棚蔬菜为主，品种
T7 b¡¢£¤¥¦0§¤#a¨

水、山庄、堡子、高山
、张坪、干扎、袁河、石坪、年
&ä-&ÿ²&åä&³É&´µ&ni&ÎÉ&8

繁多，瓜果兼有。陇海铁路天兰段和
３１６ ¶(j
国道南北
©ª#«¬®7 ¯g°±²³´µ $%*

É&«ä ２８
"' /BCD7
坪、钟山
个行政村。

并列，镇区南有洛门火车站，镇中心有汽车站，
·¸#6H(®45¹º»#6¼½®¾º»#

$%# 马力镇人民政府驻地。位于榜沙河、
hi6M5C¶-n7 Wb°}i&
马力村
龙川河交汇处。全村依南北走势而成带状。四（门）
<ei~·7 D¸(j¹yz2º»7 d5

为城乡生产、生活资料的中转地，是西北最大的
 @PQ&P¿ÀÁÂ¼Ãn#Ä'jÅ0Â

集镇之一。境内西旱坪古遗址出土有新石器时
 67 ÆÇ'ÈÉÊËÌÍ_®sÎÏÐ
代文物，传为汉代隗嚣避暑宫遗址。下辖乐善、富
Ñ£#ÒÓÔÕÖ×ØËÌ7 ÙGÚÛ&Ü
源２个社区，旱坪、金川、裴庄、营儿、董庄、关山、
Ý " /"H#ÈÉ&Þe&ß-&àá&â-&ãä&
%)&')&()&åæ&sç&èé&êë&>-&Þ
东街、西街、南街、高桥
、新观、冶扶、赵碾、郭庄、金

刚、史庄、蓼阳、郭台、汪沟
、西坪 、邓湾、林坪、下
ì&í-&îï&>ð&ñò&'É&óô&õÉ&Ù
ö&÷ø&s<D&ù!&úû&j)&<=&'ö&ü
康、曲里、新龙村、罗山、塔麻、北街、龙泉
、西康、会
Îý&þ-&Îÿ&!=&"ÿ&#É&$É&%&ï
石岭 、宋庄、石堡、百泉、李堡、刘坪、牟坪、杨场、阳
&&'i&(&0x)&*,-&õ,-&Ñ+
坡、响河、改口
、大柳树、孟家庄、林家庄、文寺 !&
４５
/BCD7
个行政村。
西街村
!"# 洛门镇政府驻地。由西街村、吉庄村
456C,-n7 .')D&+-D

２个自然村组成。全村
５５２&&"
户，２２６８
５７１．６
" /IJD/27 D
L#""*'人，耕地
M#0n &+%(*

h¼!±<Dz>#D½®¾äÊ+&¿ä7
马（坞）公路穿村而过，村后有香山古寺、风国山。

面积
年底，辖６个村民小组，
cd０．５平方公里，２０１０
#(& eÀ!ø#"#%# 8Á#
G * /D5/#
５８７
多人。耕地面积１９５５
亩。粮食作物主
&'+户，３５００
L#$&## ªM7
2ncd %)&& 17
UV¢£¤
¥¦p&Âqr&0v&hst¤#b¡¢£
要以小麦、全膜玉米、大豆
、马铃薯为主，经济作物
¤¥¦x&wû&&¼uv¤7 Ã2°}i
主要以油菜、胡麻、蔬菜、中药材为主。建成榜沙河
¼ÄÅHÆÇ7È7 ÉcÃÊªkËÃÊ
中型灌区配套工程。集市铺面建筑多为两层建筑
£#®]^[c ５００
&## ª,#®0Ä:Ì&£Y
物，有各类店面
多家，有大型商贸超市、物流
¼½&&N&¾º»#Ä`ä'*
中心、蔬菜市场、农贸市场、汽车站，是武山西部及
a&ÍaÂÎn7
DÇ®DE¼F#
漳县
、岷县的蔬菜集散地。村内有完全初中一所，
¼½GF#HáIF#-®KÍF&NP &
中心小学一所，幼儿园一所，驻有派出所、卫生院、
OP"&QR»&7:F&uv!Smª,TUO
信用社、变电站、工商所、药材公司等多家企事业

单位。年输出劳务人员
２５００ ªK
多万
VW7 8ÏÍÐMÑ１０００
%###人次，创收
MÒ#Ó[ "&##

亩，人均耕地不足
亩。村民收入主要以加工业、
1#MY2n34０．３
#($ 17
D5[\¤¥¦67O&
饮食服务业、商业为主。２０１０
年人均纯收入 $"*+
３２６７
8V9O&:O¤7 "#%# 8MYZ[\
元。３１６
T7 $%*国道、洛礼公路、陇海铁路穿村而过，交通
¶&4;!±&¯g°±<D=>#?

ÔhisD7
了马力新村。

十分便利。村上有完全初中一所，中心小学一所，
@ABC7 Dh®DE¼F#¼½GF#
HáIF7 -®!JKÍF&L 、国税、地税、
&M&nM&
幼儿园一所。驻有公安派出所、法院
¼½NP &OP"&QR»&7:F&uv!Sm
中心卫生院、信用社、变电站、工商所、药材公司等

鸳鸯镇
'(& 武山县辖镇。位于武山县西部，镇政
`äaG67 Wb`äa'#6C
¶-nÕa %& !ø7 cd %%&(') 平方公里。民
eÀ!ø7 5
府驻地距县城１５公里。面积１１５．８９
ÐgÖ×67 %)!) 年设鸳鸯区政府。１９５８
8gÖ×HC¶7 %)&' 8j
国时设鸳鸯镇。１９４９
年属

ª,TUOVW7 ®NO&
多家企事业单位。有农业部定点蔬菜批发市场、小

s+M5!"Ö×klH7 %)*& 823Ö×!"#
新寺人民公社鸳鸯管理区。１９６５年成立鸳鸯公社，

:aµÞX£Y¼½&ÜÝ0Z[&\]
商品批发市场和金鑫物流中心、富源大酒店、宏运

%)'$ 8 %" 9mÖ×@7 %))" 8 ! 9:@Ã6#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改称鸳鸯乡。１９９２年４月撤乡建镇，

元，人均收入
７０００ T¦h7
元以上。在新农村建设中，建成
T#MY[\ +###
}sNDÃg¼#Ã2

^N_!SmTO7
达农机公司等企业。

mÖ×67 "#%# 8#G １３
%$ /BCD#!#
/IJ
改称鸳鸯镇。２０１０年，辖
个行政村，４０个自然
户，２９３９０人。农业生产总
马力镇
$%& 武山县辖镇。位于武山县西南部。总
`äaG67 Wb`äa'(7 R 村，６４个村民小组，８４３３
M7 NOPQR
D#*! /D5/#'!$$ L#")$)#
S
cd
"#!(*+
ef!ø#ÄaÇ¤¥7
5
%%&"#()
KT#UVRQW
*$'
K!X#MYZ
值
１１５２０．９万元，粮食总产量６３８万公斤，人均纯
面积 ２０４．６７平方公里，是县内主要集市之一。民国
%)&' 8js+
$##% T7 ny'jåz%({#Øi&°}i
Ðghi6#%)!) 823hiH7
[\３００１元。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渭河、榜沙河
时设马力镇，１９４９
年成立马力区。１９５８
年属新寺 收入

公社马力管理区。１９６２年为马力区马力公社。１９８３
!"hiklH7%)*" 8hiHhi!"7%)'$
年
月改称马力乡。２００２
年７+ 月改为马力镇。
8 １２
%" 9mhi@7
"##" 8
9hi67
２００３
１２/BCDEF
个行政村划归
"##$年
8 １２月，撤销袁河乡，将其
%" 9#:;ni@#Ao %"
马力镇。２０１０年，辖
hi67 "#%# 8#G ２８个行政村，１１８个自然村，
"' /BCD#%%' /IJD#
)"!&户，４３６５５
L#!$*&& M7
UV¢£¤¥®p&qr&h
９２４５
人。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马
st&uvm#b¡¢£®wû&x&uvm7 N
铃薯、蚕豆等，经济作物有胡麻、油菜、药材等。农
%$&++(+ KT#UVRQW
%"!"('& !
OPQRS１３５７７．７
业生产总值
万元，粮食总产量１２４２．８５公

在境内交汇，两岸渠道纵横，有较好的灌溉条件。
}ÆÇ~#kÙÚ¶Û#®ÜÝÂÅÞßà7
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马铃薯为主，经济作物以
UV¢£¦p&qr&hst¤#b¡¢£¦

胡麻、油菜、蔬菜、果品为主。蔬菜以洋葱为主，以
wû&x&&¬a¤7 ¦áâ¤#¦
味美
、嫩脆、耐储存等特点著称，年销量数百万公
ãä&åæ&çèm`ém#8;WêëK!
X7 ÆÇìíÖ×q&ÎîÎÀÝ¨Ü7 ïð
斤。境内蛇纹岩（鸳鸯玉）、石灰石资源丰富。祁连
äña¤¥ÂòC[\óÝ7 ¯g°±
山水泥厂为全县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陇海铁路
ô<%'#g®Ö×º»7 `!±(j<B#
贯穿东西，设有鸳鸯车站。武漳公路南北穿行，又

! !"# !－
－４８５

!"#$%
天水大辞典

有连接邻近各乡镇的乡间公路，交通便利。１９３５
年
!"#$%&'()'*+,-./012 !"#$ 3
９ "月，毛泽东
、周恩来率领中央红军挺进延安时途
456789:;<=>?@ABCDEFGH
经鸳鸯镇，曾驻费家山一户农家，指挥了对国民党
IJK(5LMNOPQRSO-TUVWXYZ
的袭击战。同年，红四方面军长征至此驻军
余
)[\]2 ^35A_`aBbcdeMB ４０
%& f
天，并在颉家门村建立了天水市第一个红色政
g5 hijOklmnVgopqQrAst

磨、大麻、樊庄
、阴山、赵沟、费庄、黄山、松山、野
¾¥¥ÅÀ¥Æ!¥Ç½¥NÀ¥ÈP¥ÉP¥Ê
峪、漆庄、卢坪、董坪、黑殿、兴城、郭地、元崖、南
Ë¥ÌÀ¥Í¥Î¥ÏÐ¥ÑU¥Ò¥¡Ó¥O
沟½¥Ô¥ÕÖ½
、柳坪 、本深沟0"
２９rtl
个行政村。
上街村
,-( 滩歌镇镇政府驻地。２０１０
VW((t~M 0&.&年，辖
3 .１个
r

权——苏维埃武山县政府。下辖鸳鸯镇社区，砚
uvw
xyz{|P}t~ JK(

&'( 鸳鸯镇政府驻地。２０１０
JK(t~M2 )&!&年，辖６
3 * rl
鸳鸯村
个村
R%-)" a

Y+(, 户，４０２９
民小组，７３８
人，耕地面积"*+
９６７亩，人均纯

１０３０
、运输
.&(&人，耕地面积１２７０
a .0+&亩。蔬菜种植、商业
 uvÆÇ¥"µ¥ÙÚ
µ,*+ÚÛ.ÎÜÉµ m!ÝÞefß+?
业和劳务输出为主导产业。建有综合文化服务中
&¥àáefâ¥ãäâ¥å6äâ,&æ
心、休闲文化广场、篮球场地
、羽毛球场地和各类
健身器材。村内有明清古街一条，属省级文物保护
çèé¬ l¢!SQ©Xbe$«ê
单位。上街村党支部连续多年被省、市
、县评为先
ëå @SlZìP"íá3]b¥p¥}î.ï

收入
 ２０４２元。辖区内有武山县第四建筑公司、兰
)&%) ¡ ¢!|P}q_m£+¤¥¦

DZìP¥ð®ñòlZìP¥ïDZó
进党支部、五好示范村党支部、先进党组织。

州鸿煜公司、金塔建材公司
、砖瓦厂、石灰窑等大
§¨©+¤9ª«m¬+¤9®¯9°±²³
小企业
´µ１３
.( 家。榜沙河、渭河交汇于此，土壤肥沃，
O ¶·¸9¹¸.º»e¼½¾¿
灌溉便利，十分有利于发展种植业。矿产资源丰
ÀÁ01 ÂÃ!1»ÄÅÆÇµ ÈÉÊËÌ

吨，位居世界矿藏第二位，是制作＂夜光杯＂的优质
äåæçèÈéqêåëìí
î
ïðñò)ÕÖ
原料。交通便捷，陇海铁路、３１６
国道、天定高速公
óô ./0õö÷ø,¥(.* Xù¥gúûü+
,ýlþÿ ë!("#$%?& ÉµÎÏ'Æ
路绕村而过，是全镇商贸物流中心。产业主要以种
Ç¥()¥*+,r-I".Î m/?)JKl0
植、养殖、劳务和个体经商为主。建设中的鸳鸯村新

四门镇
./+ 武山县辖镇。位于武山县东南。总面
|P}( å»|P}8O Qa
..0/,. 5`+R ôgõD3 .&."年），宋
3ô
积１１２．８１平方公里。北宋天禧三年（１０１９
ö÷;øùmú£!_k ¡û¨3ü
将张结夺羌人地建寨，筑有四门。元朝末年，当地
连阴雨
"Æý４０
%& 昼夜，洪水淹没城郭，仅留四门于水面，
þïÿo!"UÒ#$_k»oa
故名。民国时设四门镇，１９４９
%Ù YXG/_k(."%" 年为四门区四门镇，
3._k_k(
１９５８年为东风公社，后并入洛门公社，设四门管理
."$, 3.8&+'h (k+/_k)*
区。１９６２年为四门区四门公社，１９８３年
１２月改称
 ."*0 3._k_k+.",( 3 .0
4[
_k' 0&&. 3 " 4\'m([_k( 0&&(
四门乡。２００１年９月撤乡建镇，改称四门镇。２００３
.0 月，撤销郭槐乡，将其上湾、下湾、嘴儿、谢
4\+Ò,'öF@Â¥Â¥-.¥/
年3１２

区规划面积约
12a3１０２
.-)万平方米，楼房为框架结构，从
45`678.9:;<=

沟、常湾、罗诺湾
½¥ 0Â¥ 12Â ６个行政村划归四门镇管辖。
* rtl23_k()

>?@Ã."A¥$%¥BµCDEF*ù,
功能上分为商住、物流、工业园区三大块，其间道路

0&.& 3 ２４个行政村，１１８个自然村，１１９
0% rtl.., rghl.." rl
２０１０年，辖
个村
 SµiÉQj .(+*.
Y$++$ R0+($,
民小组，５７７５
户，２７３５８人。农业生产总值
１３７６１

9NP99|9jk999P9
峰、费山、焦寺、广武、颉门、包坪、盘古、李山
、麻
山P9k9P99JK
、丁门、苟山、大林、鸳鸯 '(
１３ rtl
个行政村。

富，主要有蛇纹岩、石灰岩、页岩
、铬、优质红黏土
ÍÎÏ!ÐÑÒ¥°±Ò¥ÓÒ¥Ô¥ÕÖA×¼
³ØÙÚÛ)ÐÑÒÜJKÝÞßàáâ .等，闻名遐迩的蛇纹岩（鸳鸯玉）储量多达
１０ ã
亿

G
H
IJDKLMN
呈＂七纵三横＂排列。

ghl+ 个村民小组，５２０
rlY$0& R0&,,
*×Ø
自然村，７
户，２０８８
人，劳动力

)*+ 武山县辖镇。位于武山县南部，总面
|P}( å»|P}OPQa
4¡ klQÉà １０３２．６９
.&(0/*" 4+m

滩歌镇
万元，粮食总产量
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 5`+R (t~M@SlT}U 0&
0,.&元。粮食作物以小麦为主，兼种马铃薯、玉米、
¡ klí$'n.Î4Æopq¥Ý6¥
积１８６．７平方公里。镇政府驻地上街村距县城
２０ ２８１０
豆类等，经济作物以胡麻、油菜为主，山区种植当
+R
YXG/VW(."%"
3/VW
."$,
3
5æ³Irí$'s¥6v.ÎPÆÇü
公里。民国时设滩歌镇，１９４９ 年设滩歌区。１９５８年

属城关公社，１９６２
月
XUY+."*0年成立滩歌公社，１９８３
3ZnVW+.",( 年
3 １２
.0 4
改为滩歌乡。２００１年９
[.VW' 0&&. 3 月撤乡建镇，改为滩歌镇。
" 4\'m([.VW(
２００６
0&&*年被批准为甘肃省历史文化名城。２０１０
3]^_.`abcdefÙU 0&.&年，
3
辖２９0" 个行政村，１０９
个村民小组，
rtl.&" 个自然村，１５７
rghl.$+ rlY
,0&&户，３．９万人。农业生产总值
R(/" 4 SµiÉQj １４８３９．４万元，粮
.%,("/% 4¡k
８２００
lQÉà９０４．１
"&%/. 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4+m 0,+$
¡ kl
食总产量
２８７５元。粮食
í$'n¥opq.ÎIrí$'s¥t¬¥
作物以小麦、马铃薯为主，经济作物以胡麻、药材、
uv.Î (wg'<xÌyzÉ{'|
蔬菜为主。镇域自古以来林草丰茂，林副产品以竹
}S~|{.Î _:P }|
木农具，竹编用品为主。四周群山环抱，岷（县）武
P+,þÿo¸O¸i(.ºg
（山）公路穿境而过，白马河与南河在镇北交汇，自

归。地势南高北低，分为河谷川塬，山岗丘陵和山
3 7Oû8Ã.¸9:;P<=>,P
坡梁地
? ３部分，南河、西河在境内交汇。武山县南
( PÃO¸¥@¸i¢.º |P}O
山林场在境内。四门食醋以其纯酸味香、口感纯
Pâi¢ _klA'FBCD¥ EF

正G¥HIJKÖþØÙ
、久放不变质而闻名。境内新庄村传为三国名将
¢0Àl±.DXÙö
LM%R!LMNOP _k(_k¥
庞德故里，有庞德衣冠冢。下辖四门镇社区，四门、
Q.¥DR¥S¥¦!¥@T¥:-¥UT¥V¥W
尧儿、三衙、录坪、兰山、西堡、周嘴、侯堡、大蒿、孙
¥ÉX¥nP¥O¥@:¥x¥:Â¥YÂ¥<
白、松树、麦山、南坪、西川、草坪、周湾、硬湾、岗
头Z¥o[½¥@Â¥Â¥-.¥\Â¥12Â
、水洞沟、上湾、下湾、嘴儿、常湾、罗诺湾 0%
２４ r
个
tl
行政村。

!

P.¥'<}¢ÎÏ
古即有＂山峡小盆地＂之称，为明、清以来县内主要
集镇之一。海拔
(Q ÷ ３１２０米的天爷梁有天水市＂第一
(.0& 6)g!gop
H
qQ

./0 四门镇人民政府驻地。位于县城东
_k(Yt~M å»}U8
四门村
南。四（门）马（坞）、洛（门）礼（县）公路穿村而过，
O _ ko ]¥( k^ }+,lþÿ
./_1O¸¥@¸i¢.º0&.& 3 + r
交通便利。南河、西河在境内交汇。２０１０年，辖７个

高峰＂之称，山脚是国家２Ａ
级景点卧牛山森林公
ûPëXO 01 P+

村民小组，５９６户，２３１０
人，耕地面积１５１０亩。人
lY$"* R0(.& a
.$.&  

均纯收入２５８０
 0$,&元。粮食作物以小麦为主，兼种马
C!] .|PqQ¥¡m»¢£¤¥)4¦
¡ klí$'n.Î4Æo
园，有被誉为武山第一寺、始建于唐代初期的万华

寺，修建于明末清初的商业街——明清一条街，以
§m»¨¤)"µSvv
vQ©S'
建筑规模大、保存完好成为甘肃境内少有的明清
m£1ª¥ «¬®Z.`a¢¯!)

铃薯、玉米
、豆类等，经济作物以胡麻、油菜为主，
pq¥Ý6¥`æ³Irí$'s¥6v.Î

山地种植当归等中药材。特色产业是蔬菜、食醋、
PÆÇü3³?t¬ asÉµëuv¥lA¥

街区；流传于民间的滩歌扇鼓舞曾参加第四届中
()m!(bâ,cod()â 0mêefS
S° %±»Y*)VW²³´Lµ¶q_·?
养殖，建有养猪场和淡水鱼养殖场。新建二层临街
X¸¹º»¼ VW(@S¥S¥½
ga１０５
.&$ 套，建有占地
h m!i ７２００
+0&& 5`6)ÝÞpâ
国艺术节表演。下辖滩歌镇社区，上街、下街、沟
铺面
平方米的综合市场。
门、代磨、代沟、魏面
、关庄、北山 、杏湾 、柒湾、王
k¥£¾¥£½¥¿!¥YÀ¥P¥ÁÂ¥ÃÂ¥Ä

.*0 rkµa３( 万多平方米，
4á5`6
l¢!&ækj１６２个，营业面积
村内有各类门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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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 区

从业人员
多人，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为
!"#$ ４５０
!"# %&'
()*+,-./0123
５００多万元。每逢集日，周围２
县５" >?@ABC
乡的群众上市
"## %456 789:';< $ =
DE'FGH %万余人，日成交额
4I&':JD1 ４０
!& 多万元。
%456
交易，客流量３

山丹乡
!"# 武山县辖乡。位于武山县西侧。总面
KL=M>6 NOKL=PQ6 0R
积１５６平方公里。民国时为山丹镇，１９４９年属县城
S '"( TUVW6 XYZ3L[\')*!* (]=^
区所辖（１９５１
年改为城关区），１９５６年将城关区的
_`Ma)*") bc3^d_e')*"(
(f^d_?
ghiL[ijk % >a\elm3L[\')*"+ (
贾河、山丹、清池３乡（镇）合并为山丹镇，１９５８
年

场，运销漳县、岷县，年加工量
８００ %4s'(
多万个，年产值
Y'Z[\=i]='(ÉÊH +&&
２５０
$"& 多万元；玉器加工户
%45^ÃÈÉÊ| ５０多户，加工的玉器产品
"& %|'ÉÊ?ÃÈ远销兰州，敦煌、酒泉、北京等地，年产值
３００ %4
多万
_[A`'abiÔcid '( %&&
元。年输转劳动力
２００ %456
多万元。林
$"& %s'n $&&
H
56 (efúûü２５０多个，收入
果业以退耕还林、凯迪生物质能源建设土地流转
K"FDGHi ghRiéñjk lf
3mn'FDGHRS $$-% 亩，生物质能源建设
E'Riéñj
为重点，退耕还林面积２２７３
k lf８１００
+)&& 亩，群众增收
E'@Ao !&
$&)& (p
土地流转
４０ %456
多万元。２０１０年新

mnopV)')*($ (c3L[V)')*+% 年
( )$
qø４００米的护庄护田河堤，新建了宽２．８６
!&& r?s"sthu'pñøv $.+(米、长
riw
并入超英公社，１９６２年改为山丹公社，１９８３
１２ 修了

月改为山丹乡。２０１０年，辖
个行政村，１６２个自
qc3L[>r $,)& ('M ２２
$$ stuv')($
sw

６０米的山丹河钢架桥。驻有信用社、农电站、卫生
(& r?L[hxyz6 :ã{|)i~}~i

|'$"+-( &} ~" 院、粮站、贺家店火车站等单位，有山丹中心小学
iI~i'½(%~N'ãL[¦z
xv'-* svyz{'($"* 户，２５８７６人。农业生产
然村，７９个村民小组，６２５９
总值
万元，粮食总产量 ($*.+"
６２９．８５万公斤，人
0１２８５４．９
PL[ ¦`6
)$+"!.* 45'0
4V '& 和山丹初中两所学校。

均纯收入
%&)% 5} L3L_'z
n ３０１３元。南北两山为山区，主要种植小

"i#$i±hi%&i%©iL[i'(iâ)ig
庄、堡子、渭河、车岸、车川、山丹、贺店、任门、贾
hi*hi+,i-Li./i01i2Li3Li4
河、漆河、干树、明山、丁湾、苏嘴
、阴山、龚山、赵

车川村
%&$ 山丹乡辖村。天水市新农村建设示
L[>Mv6 «Cp~vñj
v6 NOL[>P'%)( Y?ißBCP
范村。位于山丹乡西部，３１６
国道、陇海铁路和天定
ÙVCvµ'D>6 $&)& ('M $２个
s
高速公路从村旁通过，交通便利。２０１０年，辖
村民小组，２５１
户，１１７３&6
人。该村是远近闻名的玉
vXz{'$") |'))-%
¶v_ÝÞ?Ã
器加工专业村，鸳鸯玉矿石采掘和玉器加工已成
ÈÉÊ"v' ¸¹ÃæPÃÈÉÊJ
为该村的支柱产业，２００６
年车川村被确定为市级
3¶v?"'$&&( (%©v3C
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后，组建了玉器加工专业合作
p~vñjv' {ñøÃÈÉÊ"l
)6 $&&+ ('  ÃÈÉÊ?|¡１９６
)*( |'
&$
社。２００８年，从事玉器加工的户数
户，人员
"&&多人。玉器产量６０多万件，产值
%&6 ÃÈH (& %4®'６００
(&&多万元。
%456
５００
~X&n３８９９
%+** 元，其中玉器加工业收入占
5'Q¦ÃÈÉÊ"nW
农民人均纯收入
~X&n? +%/6
vàï¢j£¤¥¦§'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８３？？村内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ïù¨©ø`ãt§?Cª«P¬®¯' ¨©
基本实现了所有田间道路铺沙和渠系配套，实现

LiâLi5Li6Li7!i*8 $$
山、任山、阳山、崔山、刘岳、漆窑
２２ stuv6
个行政村。

ø°¬±²' ã³²´RSW©« 0RS?
了井渠双灌，有效灌溉面积占川水地总面积的

麦、马铃薯、胡麻等，经济作物以胡麻、油菜为主。
i'i3}
河谷地主种大棚蔬菜。地势为南北两山夹中间—
h ¡¢£}
¤3L¥¦§¨

川，河谷川塬地水利条件优越，渭水穿境而过。该
©'h©ª «¬®¯°'±«²³´µ} ¶
乡与鸳鸯镇相隔的邱家峡一带，蕴藏大量＂鸳鸯
>·¸¹\º»?¼½¾¨¿' ÀÁ¡Â
¸¹
玉＂，家庭作坊式玉器加工迅猛发展，以＂夜光杯＂
ÃÄ'½ÅÆÇÃÈÉÊËÌÍÎ'
ÂÏÐÑÄ
为代表的鸳鸯玉酒具、茶具及高档工艺品闻名海
3ÒÓ?¸¹ÃÔÕ Ö×ØÙÚÛÜ-ÝÞß
内外。任家山等地有丰富的石灰石资源，为当地水
àá} â½L ãäå?æçæèé'3ê «
ëìíîï } >\ð"ñò"ióôõ3
泥厂原料基地。乡镇企业以建筑业、蜂窝煤生产为
'ö÷ø¡Hù åIúûüý"þÿ6 !M;
主，解决了大量本地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下辖周

!"$ 山丹乡政府驻地。位于县城西６
L[>u9: 6 NO=^P ( V
*#/B^v"?Cµ¶·i¸¹wº«n|·i
山丹村
公 ９０？？上；村庄道路硬化率、安全自来水入户率、通
;<'L[hi±hD=µ'«>èéäå'%)(
里处，山丹河、渭河交叉经过，水利资源丰富，３１６

}·»V 0,,/6 1,,+ ('ñJpv¼½２０1,户，
|'
电率均达到１００？？２００８年，建成新村住宅

国道、宝兰铁路穿村而过。２０１０
Y?i@ABC²v´µ6 $&)& 年，辖
('M % ３个村民小
svXz
组，４７８
户，１９０８人。耕地面积１１７０
{'!-+ |')*&+
&6 D RS ))-& 亩，退耕还林
E'FDGH

每户占地
亩，建筑面积１３０．８
平方米。公共服
7|W ０．４
,.! E'ñòRS
0%,.+ TUr6
V¾U

RS２２７３
$$-% 亩。粮食总产量
E6 I0H ２２．６万公斤，人均纯收
$$.( 4V '&
面积

川村幼儿园、文化室、农家书屋
、卫生室等，每年举
©vÇÈÉiÊ¶Oi~½ËÌiO'7(Í

务设施不断健全，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新办了车
Jj£¤¥¿¹'ÀÁøÂ(ÃJÄÅ'pÆø%

入３０１３元。主要产业有蔬菜种植、加工业、劳务、
n %&)% 56 "ã£iÉÊ"iúJi 办玉器加工培训班、产品包装培训班、市场营销培
ÆÃÈÉÊÎÏÐi-ÑÒÎÏÐiCYÓ[Î
ÏÐ'm3 0,,
%&ÆÔøÎÏÕ"ÖË6 ×Ø %
训班，并为
１００多人办理了培训结业证书。连续３
(«CÙ3
Ú
¸¹Ê-vÄ6
年被天水市评为＂安全文明村＂。

!"#$%
山丹村全貌
HK" ４类。蔬菜种植面积
! L6 £RS５００多亩，年收入
"&& %E'(n $&&
林果业
２００
多万元，韭菜温室面积２１０亩。加工业以蜂窝煤和
%45'MNORS $)& E6 ÉÊ"óôõP
ÃÈÉÊ36 óôõÉÊ| ! ½'ÉÊ?óôõ
玉器加工为主。蜂窝煤加工户４家，加工的蜂窝煤
QR¯STi UJ;V´WXøKLóôõC
以其质优价廉、服务周到而占领了武山蜂窝煤市

&'#()#*+
车川村新农村住宅

桦林乡
'(# 武山县辖乡。位于武山县西北部。总
KL=M>6 NOKL=P6 0
RS 0,0.-% TUV;6XYZ]¸¹\ÛM60*!*
面积１０１．７３平方公里。民国时属鸳鸯镇管辖。１９４９
('©³jÜHi4Ý>6 0*"+ ('mnpÞ&X
年，现境设桦林、赵坪两乡。１９５８年，并入新寺人民

!"# !
－! ４８７－

!"#$%
天水大辞典

公社，设桦林、赵坪两个管理区。１９６２年改为桦林、
林、八营、斗敌、大坪、张门、泄兵、马跛、柳滩、独岭
&'Z`'ab'%)'c»'de'f'g¶'hi
!"#$%&'()*+,-./ !"#$ 012%&'
赵坪
年合并为桦林公社，１９８３ 0
年 ２１个行政村。
+!"#%"&' 0342%&!"#%"()
$% +9:;C
()２$ 个公社，１９６５

１２%$月改称桦林乡。２０１０
１７ +9:;#,'
个行政村，４５个
516%&7/ $*%*年，辖
0#8 %+
+

刘川村
,-. 高楼乡政府驻地。地处漳河北岸。高
´ð7:¿ÀTC TUølwjC ´

自然村，５９个村民小组，３６２４
人。农业生
A#%+'%" BC
DEF
<=;#'" +;>?@#-&$,户，１７５１９
产总值
万元，粮食总产量
&%-+.& JK#
LMHGN ７０４．９１万公斤，
+*,."% J!O#
GHI６１３７．６

（楼）漳（县）公路穿村而过。２０１０年，辖
个自然
kðløkÄm!ÉÍ;ÏÐC $*%* 0#8 $２ +<=

人均纯收入２５７１
BPQRS $'+%元。地处桦林山麓地带，地势自
KC TU%&VWTX#TY<

亩，人均占有粮食
Ó#BPH^LM ３６０公斤，人均纯收入
-&* !O#BPQRS２１１８
$%%(元，
K#
xnoúpVyzqæ;C ÕÖE},-'?~'
属典型的浅山干旱贫困村。种植业以洋葱、小麦、

Z[\]^_`#abcd#ef7gh2ijc
西向东稍有倾斜，渭水中流，将全乡一分为二∶中

A#%,-" B#tTÅè
;#' +;>?@#$(% 户，１４３９
村，５个村民小组，２８１
人，耕地面积 $*$'
２０２５

klmnoTYpq#2rsDt.uvwkxy
Ü2r#'2r#ôä,-ÕÖ3
部河谷丘陵地势平缓，为主要农耕区；南北部属干
油菜为主，玉米、马铃薯为辅，建立了洋葱种植示

旱山区，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马铃薯、胡麻、蚕
zV.#LM{|}?~'' '
豆为主，经济作物以药材、油料、马铃薯为主。劳务
2r#{|}''2rC 
输出为主要增收渠道，以建筑业为主，劳务经纪人
2rsR#}E2r#B
众多，主要务工基地在内蒙古、银川、兰州等地。下
#rsT ¡¢£¤¥TC ¦
8()£§¨©ª§«V¬®¯°±
辖赵坪、兰沟
、谢坡、上沟 、郝山、陈嘴、天衢、牛庄、
²³´µ¶·¸¹¸´lº»¼½¾
孙堡、高崖、马滩、鲍湾
、朱湾、高河、包门、寨子、柒
坪)１７
%+ 个行政村。
+9:;/
赵坪村
&'( 桦林乡政府驻地。位于武山县西面，
%&7:¿ÀT/ ÁÂÃVÄZÅ#
陇海铁路、３１６
国道、天定高速公路穿境而过。２０１０
ÆÇÈÉ-%& Ê®Ë´Ì!ÉÍÎÏÐ/
$*%*
年，辖８个村民小组，６２８户，３０７８人。劳动力１８５１
0#8 ( +;>?@#&$( A#-*+( B/ ÑÒ %('%
B/ tT ３７０８亩，其中山地
-+*( Ó#ÔcVT ((*
ÓuLMHGN
人。耕地
８８０亩；粮食总产量
(%.(% J!O#D>BPQRS $'+% K/ D{|Õ
８１．８１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５７１元。农作物种
Ö}×Ø{|2r#LM{|ÙÚ}Û?~
植以夏
、秋作物为主，粮食作物重点以冬小麦 、玉

范基地。建有万只规模养鸡场１个，规模养羊场
sTC ^JtuvwxK % +#uvwyK $２
+C ^´ð7cz?{'´ð|cþ7}F['!
个。有高楼乡中心小学、高楼初中及乡卫生院、公
~'@'ß '"'¥
安派出所、供电站、畜牧兽医站、信用社、邮电所等
C
7Á６& 家。
乡直单位
/0+
ÃVÄ87C ÁÂÃVÄwkC Åè
榆盘乡 武山县辖乡。位于武山县北部。面积

r/ ;ÞBßàbágU#âãä0åB
主。村内建成人畜饮水工程一处，解决了多年来人

%'&.&& pé!êC
7:¿ÀTìÄí -' !êC
>
１５６．６６
平方公里。乡政府驻地距县城３５
公里。民
国时属李窑乡。１９４９
Êîx^7C %","年后，先后属龙泉区、渭北区、
0#x.'aw.'
城关公社管辖。１９６２年成立榆盘区、榆盘公社，
í!",8C %"&$ 0Þô.' !"#
１９６５年，并榆盘、马河、鲁班３个公社为榆盘公社。
%"&' 0#4'l' - +!"2!"C
１９８３年１２
个行政
%"(- 0 %$月改称榆盘乡。２０１０年，辖
5167C $*%* 0#8 １５
%' +9:
;#(, +<=
;#(" +
;>? @#-$$" A
#%&-(+
村，８４
个自然村，８９
个村民小组，３２２９
户，１６３８７
BC DEFGHI ６８７５．８万元，粮食总产量
&(+'.( JK#LMHGN ",'.'%
人。农业生产总值
９４５．５１
J!O#BPQRS ２４０７．２
$,*+.$ KC
D{|}?~'
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元。农作物以小麦、胡
''2rC ;}'
麻、马铃薯、豆类为主。榆盘村马铃薯以味美、耐储
ÏÄG#2fÄ%úÕÖ.#Õ
存而畅销县内外，为全县最大的马铃薯种植区，种

ßàbæçC
畜饮水困难。

植面积
１８００ JKC
万元。地势呈两
ÖÅè２$ 万多亩，总产值近
JÓ#HGI %(**
TY&*

米2r#{|ÙÚ}
、马铃薯为主，油料作物重点以胡麻、油菜籽为
ÜÝ2

)*+ 武山县辖乡。位于武山县西部。面积
ÃVÄ87C ÁÂÃVÄZkC Åè
高楼乡

沟一渠（榆盘沟、马河沟及七家岘梁）分布。３１６
国
§gk§'l§þ¡¢£mh)C -%& Ê

%$%.( pé!ê# 7:¿ÀTë¢;ìÄí ２５
$' !
１２１．８平方公里，乡政府驻地刘川村距县城
公

道纵贯南北
¤¥vw１１公里，天定、甘武公路过境，各种等
%% !ê#®Ë'¦Ã!ÉÐÎ#§Õ¥

里。民国时置高楼乡。１９４９年，为铁笼、高楼２乡。
êC >Êîï´ð7C %"," 0#2Èñ'´ð $ 7C
１９５８年并入新寺人民公社，１９６２
%"'( 04SòóB>!"#%"&$ 年成立高楼、刘
0Þô´ð'ë
川、铁笼
¢'Èñ -３公社。１９６５年将
!"C %"&' 0e -３个公社合并为高楼公
+!"342´ð!

级公路沟通全乡各村。盘龙、马河和下河村有蛇纹
¨!É§©f7§;C 'lª¦l;^«¬

社，１９８３年
月改为高楼乡。２０１０年，辖
２１个行
"#%"(- 0 １２
%$ 512´ð7C
$*%* 0#8 $%
+9
:;#,' +<=;#(' 个村民小组，３８２２
+;>?@#-($$ 户，１９１６４
A#%"%&,
政村，４５个自然村，８５
BC DEFGHI "'((.$万元，粮食总产量
JK#LMHGN ("&.'(
人。农业生产总值９５８８．２
８９６．５８

显圣池、拉梢寺、千佛洞
、水帘洞和天书洞等名胜
º»¼'½¾ó'¿ÀÁ'b´Áª®ÂÁ¥=Ã
ÄC ¦8Å§'lá'³\'£§''¼'
古迹。下辖康沟、河程、堡东、梁沟
、榆盘、马寨、关
Æ'Çð''È¸'¦l'l''ÉÊ'Ë %'
儿、钟楼、鲁班、四湾、下河、马河、盘龙、徐黄、苏家
１５

J!O#BPQRS $''(
Tõ2vw*Vö
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２５５８ KC
元。地形为南北两山夹
c÷g¢#ck<Z[\2øllmTX#ùrs
中间一川，中部自西向东为漳河河谷地带，是主要

+9:;C
个行政村。

Dt.#2fÄrsú?~'ûÕüýTþ
农耕区，为全县主要的小麦、玉米良种繁育基地及

A#(+% B#tTÅè $&%- Ó#BP
户，８７１人，耕地面积
２６１３ Ó#BPtT
亩，人均耕地３亩，人均

露地菜种植区。南北两山属县西部北山干旱区，地
ÿTÜÕÖ.C vw*VxÄZkwVyz.#T

$,*- 元。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马铃
KC LM{|rs^?~''
QRS２４０３
纯收入
¥#{|rs^Ü'

薯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菜、胡麻'cC
、中药材。马铃薯
ÕÖÅè １４００
%,** 多亩，农民经济收入主要以劳务输
Ó#D>RSrs}
种植面积

Y´!"#$%# &'(h)C rsD{|^?
势高低起伏较大，呈阶梯分布。主要农作物有小
~'''' 'Ü¥C cÕ
麦、玉米、马铃薯、蚕豆、胡麻、油菜等。中药材种

植、蔬菜种植为农民主要收入来源，中药材种植面
Ö'*ÜÕÖ2D>rsRSå+#cÕÖÅ
积１９５０
亩洋葱、辣椒标准化示范
è %"'*多亩，建有
Ó#^ １５００
%'** Ó,-'./01234

岩、花岗岩等矿产资源，有县林业局属马河林场。
'D®¥¯G°+#^Ä&E±xl&KC
境内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水帘洞石窟群，包括
Î^Ê¨²|³UÁb´µ¶·¸# º¹

/0. 榆盘乡政府驻地。２０１０
7:¿ÀTC $*%* 年，辖
0# 8 %(,
榆盘村
１８４

出、种植业
、养殖业为主。村内街面建有两层楼的
'ÕÖE'wÌE2rC
;ÍÅ^*Îðú
8Ï５０
'* 多家。
C
商铺

基地，并注册了航天辣椒商标。木雕加工比较有
龙台乡
T# 456ä7®./80C 9:;<$^
12+ 武山县辖乡。位于武山县南部，面积
ÃVÄ87C ÁÂÃVÄvk#Åè
名，尤其是仿古供器、团桌、花架等在省内外占有
１０４．２８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２．２７万亩。地势南高北
=#>Ôù? @A'BC'DE¥FGH^
%*,.$( pé!êCtTÅè
$.$+ JÓCTYv´w
I%JKC ÈñVLMvk#TYNs#OPQR#
Ð# ÑVLMfÎC >ÊîÒx¶ÓÔ,8#
很大市场。铁笼山横亘南部，地势险要，景色壮观，
低，龙台山横亘全境。民国时期属滩歌镇管辖，
2SÊî TKC ¦8¬»'ë¢'U&'V)'W
%"," 年后属滩歌区管辖。１９５５年设和平、龙台乡，
0x¶Ó.,8C %"'' 0$ªp'Ñ7#
为三国时古战场。下辖陈门、刘川、护林、柴坪、秦
１９４９
湾、纸碾、八院、高楼、高尧、常坪、李坪
、吴坪、玉
¸'XY'Z['´ð'´\'])'^)'_)'

１９６５
年 %$
１２月改称龙台乡。
%"&'年并为龙台公社，１９８３
042Ñ!"#%"(- 0
516Ñ7C

! !"" !－
－４８８

/
县. 区

２０１０年，辖
!"#" !" #１３个行政村，４２个自然村，５４个村民
$% $%&'"&! ()*'+'& (', 属于北部浅山干旱区，土地面积
4,§[xyzj+MÇÐÑ２０９７．８５
!",*+)' 亩，退耕
Ò+KÏ
小组，３０１６户，１３８７２
人。农业生产总值
３３１４．６万
234567 %%$&+(
8
-.+%"$( /+$%)*! 01
元，粮食总产量
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２５２４
9+ :;65<３４４．４
%&&+& 8=>+
0?@AB !'!&
元。农作物以小麦、蚕豆、马铃薯、胡麻、菜籽为主。
91 2CDE-FGHIGJKLGMNGOPQR1
STUVQ2,RWABXY+ Z[\]^_`
劳务输出为农民主要收入来源，大部分涉及货运

业。建有秦岭细鳞鲑自然保护区。有金水湾养殖小
31 abcdefg)*hij1 bklmno区、董庄养殖小区和腰庄养殖小区等
家冷水鱼
jG pqno-jrsqno-jt ４& uvlw
养殖小区，冷水鱼已经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冷
no-j+vlwxyz{|u}~;+v

还林面积
LÐÑ ５５５．１５亩。２０１０年，辖２个自然村，５个
'''+$' Ò1 !"$" !+# ! ()*Â+' (
村民小组，２０４户，９８７
Â,-.+!"& /+,)* 人，其中农业人口
0+  230t９０３
,"%人，
0+
劳动力
２１６０元。主要种
&"' 01 2,0?@AB !$("
91 RWÔ
S{| ４０５人。农民人均纯收入
植小麦、油菜、马铃薯、胡麻等农作物，双垄沟全膜
Õ-FGØOGJKLGMN×2CD+}~·£
玉米种植和中药材种植是嘴头村的支柱产业，养
=>ÔÕr ÙÚÔÕ¾6Â53+n
o3RWEnr nQR1 /Ze·n
殖业主要以黄牛饲养和猪饲养为主。在大坡沟养
o-jla ３０
%" 2>/+7E{
殖小区新建
立方米联户沼气池，并以沼气带动

养殖、蔬菜产业发展，促进循环农业的发展。
noGO53+U231
lwnoQ2, A1 
水鱼养殖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一条途径。上
沿安乡
()' 武山县辖乡。位于武山县南端，秦岭
+¤#Ä1 ",+¤¬+cd
++ +
河峪山势起伏蜿蜒，林草丰茂，慈云寺坐落其中，
藏经数量为全县之最。北部有老君山森林公园，南
¡y¢<Q£¤¥¦1 §[b¨©ª=«+¬
部是小陇山林业局天然林保护区，青山绿水，风景
[-®3¯°*hij+±}l+²³
宜人。下辖董庄、沟门、青山
、杨庄、东沟、贾山、马
´01 µ#¶qG·¸G±G¹qGº·G»GJ
年、王山、龙山、大庄、杨嘴、阳山、山羊坪１３个行
!G¼G½GZqG¹¾G¿!GÀÁ $% (%

&Â1
政村。

山羊坪村
!"#$龙台乡政府驻地。四（门）马（坞）
½ÃÄ&ÅÆÇ1 ÈÉ¸ÊJÉËÊ
公路穿村而过。２０１０
=ÌÍÂÎ{1 !"$"年，辖４个村民小组，４３１户，
!+# & (Â,-.+&%$ /+
２０６６
万
!"(( 人。耕地面积２１０８
01 ÏÇÐÑ !$") 亩。粮食总产量３１．８５
Ò1 :;65< %$+)' 8
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１５０元。村民经济收入主
=>+2,0?@AB !$'"
91 Â,yÓABR
WESTUVGÔÕ3Gno3QR+:;CDb
要以劳务输出、种植业、养殖业为主，粮食作物有
-FGHÖGJKL×+yÓCDbØOGMNG
小麦
、蚕豆、马铃薯等，经济作物有油菜 、胡麻、中
ÙÚ×1
ÂÛabÜÝG2uÞßGàáâãäå
药材等。村内建有剧院
、农家书屋、群众文化娱乐
æçèé+Âêbëìí+îïðñ+ò%Zóë
休闲广场，村里有秧歌队，每逢春节，举行大型秧
歌会演。有龙台乡初级中学、龙台乡中心小学、中
ìôõ1 b½ÃÄö÷ øG½ÃÄ ù-øG

心卫生院、畜牧兽医站等单位。多次被市、县评为
ùú4ÝGûüýþÿ×!"1 #$%&G¤'Q

＂文明村＂。
(
â)Â*1

北麓高寒山区。乡政府驻地李沟村沟门自然村距
§Ej1 Ä&ÅÆÇu·Â·¸)*Â
县城６０公里。面积１２１．７１平方公里。自马坞河至
¤ (" =ê1 ÐÑ $!$+*$ 12=ê1 )JË
+E++éè1 b4
太皇山麓，气候高寒，林木茂盛，草场广阔。有野生
ÕDZG G@Ar G¡GÀ×4{D1
植物大黄、猪岑、党参和鹿、麝、山羊等野生动物。
民国时属四门镇。１９４９
年属滩歌区。１９５８年属东
,|34È¸01 $,&, !4¢ìj1
$,') !4º
风公社沿安管理区，后并入洛门公社。１９６２年设沿
²=9£¤b¥j+¦7B8¸=91 $,(! !§£
安公社，１９８３
年改称沿安乡。２０１０年，辖
１６个行
¤=9+$,)% !;<£¤Ä1
!"$" !+# $(
(%
政村，４５个自然村，７７
&Â+&' ()*Â+** 个村民小组，３４２５
(Â,-.+%&!' 户，１５６４０
/+$'(&"
01 234567４８２３．８
&)!%+)万元，粮食总产量
89+:;65< &*"+)
人。农业生产总值
４７０．８
8=>+0?@AB !&$$
91 :;CDb-FG¨
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２４１１元。粮食作物有小麦、洋
麦、马铃薯、蚕豆、小豆等。沿安乡为县内＂药材之
FGJKLGHÖG-Ö×1 £¤ÄQ¤Û
(
ÙÚ¥
Ä©+yÓCDEª«QZ¬+5ª«]
(®«©
乡＂，经济作物以当归为大宗，所产当归与＂岷归＂
¯°+ ±²|Û³1 2,ABRWXY,STU
齐名，远销国内外。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务输
VGÔÕ3rno3+abD·G´µ ! (no出、种植业和养殖业，建有西沟、川儿２
个养殖小
j1 la¶·Ç ５３１６
'%$( 12>¸¹2º&é1
l
区。新建了占地
平方米的综合农贸市场。新
2Âa§
+/uqÂal2»
*'
/+¼qGE
农村建设中，在李庄村建成新农宅７５ 户，汪庄、高

嘴头乡
%&' 武山县辖乡。位于武山县东北部。全
+¤#Ä1 ",+¤º§[1 £

堡等
４００ c0¾Ç¿ÀÁlu
多人易地搬迁住进新家
½× ４个村的
& (Â ７５
*' 户
/ &""

乡地处山区，是全县唯一一个乡政府驻地建在山
ÄÇ-j+ £¤.(Ä&ÅÆÇa/
上的乡镇。面积１１３．４２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５．０６
Ä01 ÐÑ $$%+&! 12=ê+ ÏÇÐÑ '+"(

园。下辖高九、白山、冯山、郭山、川儿、中川、沿安、
«1 µ#EÂGmGÃGÄG´µG ´G£¤G
南川、泉峪、李庄、汪庄、西沟、苟具、草滩、九棵树、
¬´G5GuqG¼qGD·GÅÆG¢GÂÇvG

亩。民国时属龙泉乡，１９４９
Ò1 ,|34½5Ä+$,&, 年属龙泉区嘴头乡，
!4½5j¾6Ä+

JÈ·１６
$( 个行政村。
(%&Â1
马蹄沟
*+$ 沿安乡政府驻地。位于沿安乡南部，
£¤Ä&ÅÆÇ1 ",£¤Ä¬[+
李庄村

$,') !7B 8¸ =9+$,(! !
Q½5j¾6=
１９５８年并入洛门公社，１９６２
年为龙泉区嘴头公

9+$,)% ! $! :;<¾6Ä1 !"$" !+# !% (%
®¤JËÄ
& =ê+¹ÉÊ®É¤Ê=Ì{V1 J
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改称嘴头乡。２０１０年，辖２３
个行 距岷县马坞乡
４公里，杨（河）岷（县）公路过境。马
ËG D/ÂÛÉÊ1 ÐÑ $+'平方公里，２０１０
12=ê+!"$"
坞河、西河在村内汇集。面积１．５
$)'*( 01 234567 ,$%"+'万元，粮食总产量
89+:;65<
!+b ! ()*Â+' (Â,-.+!("户，１１２３
/+$$!%人，
0+
１８５７６人。农业生产总值９１３０．５
年，有２个自然村，５个村民小组，２６０
９２５．６３
元。粮食作物以
,!'+(% 万公斤，人均纯收入２４３２
8=>+0?@AB !&%! 91
:;CDE 耕地
ÏÇ２８００
!)"" 亩。粮食总产量
Ò1 :;65< !)+")
8=>+0?@A
２８．０８万公斤，人均纯收
小麦、马铃薯、玉米、豆类为主，经济作物主要为胡
!'"" 多元。村民主要以外出务工、粮食生产、养
c91 Â,RWE³VTËG:;45Gn
-FGJKLG=>GÖ?QR+yÓCDRWQM
入B ２５００
NG@AGOB1
o3QRWyÓXY+:;CDE-FGHÖGJ
ÙÚÔÕÐÑ $("" CÒ1
Ç 殖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粮食作物以小麦、蚕豆、马
麻、党参、菜瓜。中药材种植面积１６００
余亩。地势
D§Eº¬F+ÏÇGH+2CD5<IJ1 KÏ 铃薯为主，经济作物以油菜、胡麻
KLQR+yÓCDEØOGMNGOG
ÙÚQ
西北高东南低，耕地贫瘠，农作物产量较低。退耕
、蔬菜、中药材为
& Â +*) 个自然村．１０５
( ) * Â +$"'个村民小组，４３３５
( Â , - . +&%%' 户，
/+
政村，７８

还林及水土保持项目的实施，使生态环境得到有
L^lMhNOPQR+ S4TUVWXb
效改善。天定公路过境，各级公路与邻县、乡
、村相
Y;Z1 °[=Ì{V+\÷=Ì]^¤GÄGÂ_

通。下辖嘴头、张沟、吴庄、王山、管山
、多家、宋坡、
z1 µ#¾6G`·GaqG¼GbGcuGdeG

尹沟、金银、何去、杜井、新泉、白尧、库洞、吴山、白
f·GkgGhiGjkGl5GmnGopGaGm
mGqrGseG@tGunG9vGweGb· !%
湾、鸣鼓、罗坡、党口、李尧、元树、彭坡、管沟
２３ (
个
%&Â1
行政村。

嘴头村
%&$ 嘴头乡政府驻地。地处嘴头乡中心，
¾6Ä&ÅÆÇ1 Ç-¾6Ä ù+

主。村内有祥达中药材专业合作社、蜂窝煤厂、砖
R1 ÂÛbÌÍ ÙÚÎ3¹C9GÏÐÑÒGÓ
厂，建有占地
亩的农贸市场，商品楼２! 栋，铺面
Ò+ab·Ç ４０
&" Ò2º&é+ÔÕ
Ö+×Ð
２４!&间
１０００ >Ô3Ú1
米的商业街一条。村
Ø ５７６平方米，全长
'*( 12>+£Ù $"""
Â
内有沿安乡初级中学、沿安乡中心小学、沿安乡中
Ûb£¤Äö÷ øG£¤Ä ù-øG£¤Ä
ùú4Ý1
心卫生院。
,-' 武山县辖乡。位于武山县东南，秦岭
+¤#Ä1 ",+¤º¬+cd
杨河乡
$(!+(* 12=ê1 VÛÛJËG¹u
§1 ÐÑ １６２．６７平方公里。境内由马坞河、杨家
北麓。面积

!"# !－
－! ４８９

天水大辞典
!"#$%
河、小庄河切割，形成＂三河四梁七条谷＂的长条峡
!"#$!%&'()
*
+!,-./0123/4
谷梁状区，系石质山阴地带，气候高寒阴湿。洛
0-567 89:;<=>7 ?@AB<CD E
（门）礼（县）、洛（门）马（坞）两条省道横竖穿境而
FGHIFJH"EFGHKFLHM/NOPQRST
过。民国时属四门区，１９４９
ZY,G67[\!]D
UD VWXY,G67!"#" 年属四门区，设杨河乡。
１９６２年属四门区，设杨河、中梁２个公社。１９６５
年
!"$% ZY,G67[\!^_- & `abD '"$( Z
与中梁、高九公社的部分大队合并为杨河公社。
c_-^ Adab2efghijk\!abD
'")* 年
Z '%
lmn\!]o %+'+ Z7p '"
`qr
１９８３
１２月改称杨河乡。２０１０年，辖
１９个行政
村，５７个自然村，８４个村民小组，３７９９
s7(, ` tu s7)- `s V# v7*,"" 户，１６７１６
w7'$,'$
人。农业生产总值４５１１．３万元，粮食总产量
５０６．２４
xD yz{|}~ -(''.* 7}| (+$.%-

万公斤，人均纯收入２４３０元。粮食作物有洋麦、马
a7x  %-*+ o K
铃薯、小麦
、蚕豆等，经济作物有胡麻、油菜、中药
^#^7^^_
材。中药材种植为农民的收入来源之一。种植党
D _kyV2 ¡o ¢
£¤¥¦_ １３００
'*++ 多亩，年产量
§¨7Z| %参、柴胡、黄芪等中药材
２４ 
万
7© '%++
ªwyw«¬o 
a7Z|~ (%+
公斤，年产值
５２０万元，使
１２００余户农户受益。在
广元、军民、刘强８村建成了４个２００
亩无公害标
®¯V°± ) s²)³ - ` %++ ¨´aµ¶
准化示范基地和７个百亩标准化育苗基地，新建
·¸¹º»=¼ , `½¨¶·¸¾¿»=7 À²
地膜柴胡示范点３个，面积
亩。建有杨河商贸
=Á¤¹ºÂ * `7ÃÄ ５００
(++ ¨D
²\!ÅÆ
城门面
ÇGÃ１６套，养殖小区
'$ È7ÉÊ#6２% 个。下辖杨河、杨楼、现
`D Ëp\!"\Ì"Í
Î"#$"!Ï"°±"®"ÐÑ"Ò!"Ó;"Ô
头、小庄、河东、刘强、广元、安沟、芦河、西山、闫
;"$Õ"Ö;"¯V"_-"×!"Ø;"Ù!"Ú$
山、庄科、牛山、军民、中梁、赵河、张山、王河、夏庄

想之地。境内有２
j =D Sk % 万亩的天然林资源和新开发的
¨2Iulã¼Àmn2
占地
万亩的温泉大草原，空气清新，环境优美。
o=２．５
%.( ¨2%&g*p7q?rÀ7sStuD
国家地震局和地质部门在境内设有地震监测站和
W<=v]¼=:eGSk[=vwxy¼
地应力监测站。境内发现大量钼矿，矿化比较均
=z{wxyD SknÍg|â7 â¸}û
匀，面积
２５３．６８万平方米，是继东秦岭烂泥湖、金
~7ÃÄ %(*.$)
òó7=Ïëì^
堆城两个超大型钼矿床之后，在西秦岭又一重大
ÇM`gF|â #7 Óëì¡g
nÍD Ëp^g$^Ï-^;^^!^×
发现。下辖斜坡、大庄、东梁、柏山
、英嘴、聂河、赵
$^%&^!^!^g^#é^^Ñ^3
庄、温泉、田河、冯河、大坪、小南、盘坡、杜沟、何

湾、棋盘、中坝、草川、双录、马皇寺、李子沟
`
4^^_^*+^^K^Ñ %'２１个

qrsD
行政村。

)*(温泉乡政府驻地。２０１０年，辖
%&]rÛ=D %+'+ Z7p ２% `t
温泉村
个自

然村，４个村民小组，２０６
w 7),% x人。耕地面积
D ß=ÃÄ
u s 7- ` s V # v 7%+$ 户，８７２
'%** 亩。粮食总产量
¨D }| ２２．５
%%.( a7
x 
１２３３
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 元。韭菜种植为主要产业，特产有温泉米。依
D kàá|z7÷|%&D 
２４４９
托武山温泉旅游业优势，建成旅游、休闲、购物一
æ;%&efzt¡7²)ef^`a^¢¡
/£7¤È²[Å¥GÃ ８０
)+ §<7²)³
*
%&¦
条街，配套建设商铺门面
多家，建成了＂温泉润

自然村，５个村民小组，２８２
户，１２３５人。耕地面积
tus7( `sV#v7%)% w7'%*(
xD ß=ÃÄ

玉＂旅游标志性大门，新建农家乐
§1ef¶¨©gG7À²y<c ６家，避暑山庄
$ <7ª«;$ '１
处，文化广场１处。新农村建设中建
２０套民用住
ê7¬¸® ' êD Àys²[_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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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村内企事业单位有中国农业银行温泉营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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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粮食局温泉粮油管理所、兰州铁路局洛门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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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乡卫生院、温泉乡中心小学。
,-./ 武山县特产。主要产地在山丹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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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韭菜
Ç¹"^EG"D º»X¼7æ;{|2^
城关镇、洛门镇。明朝时期，武山生产的韭菜、洋
葱、胡萝卜等蔬菜作为贡菜曾一度上贡于朝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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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 亩，粮食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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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后，当地农民用塑料大棚试验种植非菜，之
ÄmÅ#7:=yV®ÆÇgÈÉÊ7

%(++多元。主要种植小麦、蚕豆、马铃薯、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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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探索出了＂塑料大棚多层覆盖技术＂，实现了

矿产资源有石灰石、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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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乡
)*+ 武山县辖乡。位于武山县东南，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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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北麓云雾山与劳头山峡谷地带。总面积
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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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地质构造特异，南北气候相差较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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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渠纵贯该乡东梁山上。民国时属洛门镇，１９４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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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属洛门区管辖，１９５８
年属洛门公社温泉区，１９６２

韭菜的周年生产供应，种植的品种主要有武山韭、
2ÔZ{|Õz72Öàáæ;^

`qrsD
１９'"个行政村。
&'(杨河乡政府所在地。洛（门）礼（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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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河村
`
\F!HÝFJHM/aÞRSTUD %+'+ Z7p
杨（河）岷（县）两条公路穿境而过。２０１０
年，辖% ２个

马蔺韭
、独根红、雪韭、平韭 -４号、耐寒韭等
１０ §
多
K×^ØÙÚ^Û^ò
Ü^ÝB '+
个。２０００年后推广久星１号、久星
１０
`D %+++ Z#Þ®ßà ' Ü^ßà２号、久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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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久星
１１号、久星２１号、中华韭王等抗病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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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逆性好的新品种和杂交种，逐渐淘汰替代了老
Ö7 ©Ö:îïðAD ÃÄ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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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使韭菜品质不断提高。面积由
１９７８年的

Z)'%&ab7'")* Z '% lm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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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亩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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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温泉公社，１９８３年１２
月改称温泉乡。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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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的８万亩，其中塑料大棚韭
'% 月，撤销草川乡，将其９个行政村全部划归
l7()*+]7,- " `qrs.e/0
 $ ¨7ô= % 万亩；种植区域已由原来渭
¨õ6ö÷ñpø
年Z１２
菜６万亩，露地种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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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乡管辖。撤销郭槐乡，将其何湾村划归温泉乡
管辖。２０１０年，辖２１个行政村，８６个自然村，４４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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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１９２６５人。农业生产总值
万元，粮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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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７．３３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产量
２５８９元。粮食作

物以小麦为主，以洋麦、豆类、马铃薯等为辅，经济
5#kà75^6^Kk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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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以胡麻居多，南部阴湿地区栽植当归。武山温

泉位于乡政府所在地蔡家河村，是古宁远＂八景＂
&çè]rÛÜ=;<!s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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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温泉水温达
¡D %&C%D ５０℃以上，是典型的含氡天然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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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对治疗各种疾病，特别是皮肤病有特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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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卫生厅矿泉疗养院和兰州铁路局疗养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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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集疗养、休闲、娱乐于一体，是旅游度假的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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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大棚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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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3 区

河流域的
乡
!"#$ ６乡（镇）普及到全县五河流域
! % &'( )*+,-.!"# １２
"# %
（镇）的
２０３ 0123456
个村，年总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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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公斤，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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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均纯收入)%%%
４０００多元。建成了以销售韭
+($ 7;2<=>?@
A;B CDEFGHI
菜和韭苔为主的产地市场
AR2ST2CDE
JKILMN$5OPQ１０"%多处，同时，建成了
FUVKWXMYZ$[0\]^8_IJ`
以洛门和山丹为中心的两个万亩无公害韭菜基

地，建成了韭菜、韭苔冷藏库８个，贮藏能力
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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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吨。产品远销陕西、青海、宁夏
、新疆、广东、湖南
AhB 5ijGklamnaopaqrastauv

颜色，纹理疏密均匀。２０
世纪 ,%
８０年代初期，开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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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鸳鸯玉产品，主要以夜光杯为主，逐步开发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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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四宝、酒具、茶具、花瓶
、香炉等玉雕工艺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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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远销北京、上海、广州
、杭州、西安、乌鲁木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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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成为甘肃知名的旅游产品。玉石原材料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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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酒泉
、敦煌、天水 、甘谷 、陇西及陕西、河南、
walaaa~õal*kla!va
安徽、浙江等地。所产夜光杯壁薄透亮，玲珑古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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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２００３
Ａ
wOB $%%& 年，武山韭菜被农业部认证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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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板色彩绚丽，是一种高级装饰品和新型建筑材
ë2 åæ«ÖiKq C¡

级产品，并通过认证。２００５年，武山县被中国特产
5i2}~B $%%. 32xW-yY 5
之乡推介暨宣传活动组织委员会命名为＂中国韭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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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双龙杯曾被中央领导人作为珍贵礼品馈赠前
B ¢<g£yY¤¥¦<ÄM§¨©iª«¬
来中国访问的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全县
Y ®¯$°±² ³´µ¶K³·B ,有民营玉雕加工企业
８０００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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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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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年产值突破
５０００ \;B
万元。玉器加工业带动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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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
菜之乡＂。

榆盘马铃薯
!"#$% 武山县特产。产地主要在榆盘
xW-5B 5ON

批相关产业的发展，全县从事玉矿开采、玉器包装
%wW$OB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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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等山区的大片地区。榆盘马铃薯块大、面饱、口
和从事购销的人员有几千人之多。一些个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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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好。榆盘乡建有马铃薯优良品种繁育基地，逐步
呈现出规模化，连片化、区域化布局。年引进马铃
除在县城开设玉器专卖店外，还在敦煌、兰州、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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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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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斤，带动农户串换良种
１５０ 安、杭州等地建立了分销点，出售的产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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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２００万斤，良种率达
种，为规模化经营创造了条件。由于武山县鸳鸯玉
\ 0#%% \92ª«¿À ９０？？种植面积３．０１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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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乡农作物面积的
６４？？年产值
万元以 含量丰富，产品种类齐全，深得省内外用户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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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 '/
¡5GÊ 睐，被誉为全国＂玉器之乡＂。
Û2yÜM, 
ë½%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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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９月
１０ÈDÉE%
日成立了榆盘乡马铃薯产销协
)!* 武山县特产。产地主要在马力镇。狮
xW-5B 5ONg'B 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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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工石
会，通过政府抓协会、协会抓大户、大户带动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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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户的办法，不断加大马铃薯种植规模，提高马铃
山石外表不规则，自然表皮布满了钙化小颗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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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品质，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投资新建占地
亩 如＂木砂纸＂花纹图像，似古树所生菌类＂葱花＂，或
$ ¡ÜÝPQ2Þß ¡ià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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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马铃薯批发市场，打造榆盘马铃薯绿色品牌。
如云朵，残缺不齐，多为扇形。切面纹理五颜六色，
&'( 武山县特产。地质学名蛇纹岩，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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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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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呈透明状的碧玉。主要产地在山丹乡
、鸳鸯镇。

奇形怪状；有流水行云状
、葡萄球状，有卷卷发丝
úçûéü¨"ýóéaþÿ!é2¨""Ý#

塘
以判润配器

泊流泉状，像珍珠
、像绣球、像木纹年轮 、像飞禽、
±"é2ì§/aì0!aì|ã31aì23a

路会
单ａ内减。

重叠簇拥状，有笑脸、花瓣隐约状，有浪花跳跃
、湖
$%&'é2¨()ao*+>é2¨,o-.au
像走兽
、绚丽多彩，包罗万象。其主要分类有∶棕色
ì45aA2Ã6\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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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石、雪白质蛋青流线纹理石、青潮霞光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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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云团浪花纹理石
、斑驳骊黎纹理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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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大米
+,-. 武山县特产。主要产地在榜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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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河
、山丹河、南河和聂河流域。明、清《宁远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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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有文字记载。洛
门镇是当时陇上最大的大米
Y%¨hIJKB UV'åLTÆð$@
集散市场。据传，武山大米曾作为贡品进贡朝廷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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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故又有＂贡米＂之称。武山大米由于栽培地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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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风味又迥然各异。南河源于西秦岭林区，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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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玉系列产品

流洁，水质纯净，自古就有＂南河地脉稻最宜，银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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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最早发现于鸳鸯镇东之渭河峡谷——邱家峡

玉颗陇上奇＂的赞誉。流域内所产稻米，米粒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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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故民间沿称鸳鸯玉。清康熙年间编纂的《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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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清雅，无论烹、焖、煮、熬，都不失清香甘美的风
味。温泉米产于聂河流域的温泉一带，比南河米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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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一筹。温泉水热，又是含氡碳酸钠的软质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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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中就把＂峡石蕴玉＂列为武山八景之一。县内

鸳鸯玉蕴藏量丰富，据地质部门勘测，东起武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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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庙儿湾，西至鸳鸯镇东北，在连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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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的盘 所灌稻米，米型颀长，莹亮中微带赤赭，味道爽口，
龙山一线，贮藏量约
<Wæ=2ec6> ３& 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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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硬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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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度，化学成分主要为氧化镁、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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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产量低，已停种。

钙、氧化铁、二氧化硅等多种元素化合物。鸳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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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甘肃省名优特产。产于武山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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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门香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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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的历史，民间至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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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镇。四门香醋已有

光泽晶莹，有墨绿、翠绿、橄榄绿、荧光淡绿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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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源地精佳酿，醋史悠久长，自古不钓誉，于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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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伪装＂＂三衙柳编销五省，四门香醋誉陇原＂的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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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四门香醋的酿造采用传统工艺，用麦麸皮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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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加入四门本地所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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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种中药材，再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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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水或井水，入陶缸进行发酵，然后按一定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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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县概况
()*+, 天水市辖县。位于天水市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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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制。四门香醋具有晶莹、色秀、香绵不沉淀和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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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处渭河中上游，东经
１０４°５９＇￣１０５°３１＇，北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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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３１＇￣３５°０３＇之间，东临麦积区、秦安县，南接秦

存放等特色，味感绵香酸爽，酸而不涩，令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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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区、礼县，西与武山县接壤，北与通渭县为邻。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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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勾兑，再倒入木槽成胚，成胚后倒入陶缸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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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尤其是存放多年的老＂陈＂醋，常于醋表凝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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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铁路、３１０
国道及天定高速公路过境。全县总面

出一层碧翠的薄皮，开启缸盖，即有芳香扑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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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一罐＂的美誉。四门镇有食醋酿造专业户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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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２００７年创建了甘肃四门调味品有限公司，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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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水帘贡醋＂商标，采取＂公司＋农户＂形式，提供

产、供、销服务，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使四门香醋源
河、散渡河、古坡河、西小河。甘谷古属雍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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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戎繁衍活动之地。西周时为秦地，秦武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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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６８８ ¬,
年），秦武公伐冀戎，置冀县，为中国早

冷水鱼
&"' 武山县特产。龙台乡、马力镇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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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更名为甘谷县。１９４９年８
月５日甘谷县解放，

水鱼的条件良好。２００７
年，在龙台乡董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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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撤销甘谷县与漳县，并入武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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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甘谷、武山、漳县分县，恢复甘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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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台乡冷水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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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人文荟萃，有孔子弟子石作蜀、三国时蜀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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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姜维、魏国名臣杨阜、西凉王李悬夫人尹氏，被
腰庄自然村建成养殖规模５万尾的冷水鱼养殖小
0,1I &'! 2,3Gù4 !"
´¹,5j6»4U
1ß
$
Öf×#4ØÙÚÛÜÝÞßàáºús
区，占地５．２亩，投入资金
２０万元，并成立了金水
誉为＂关西师表＂的清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巩建丰、
湾冷水鱼养殖专业合作社。２００７
年从兰州永登引 以小说《孤山再梦》闻名遐迩的王羌特、著作丰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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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虹鳟、金鳟、七彩鲑等名贵鱼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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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末举人王权等名人。境内有仰韶文化和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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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２００８年龙台乡冷水鱼通过了品牌认证，金水湾
文化遗址多处，出土珍贵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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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小区被天水市命名为＂标准化养殖示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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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龙台乡有金水湾养殖小区和腰庄养殖小

区等５家冷水鱼养殖场，其中金水湾养殖小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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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鱼养殖场
óUôÿ!Ò ３家，渔场占地面积４４００
( U, VÒ1IWX ++""平方米，
YZ[,
óUô\K] ２０余吨。马力镇王门村建成九九泉
!" ^_7 ìÖ®`.)ºjaaT
冷水鱼总产量

冷水鱼养殖专业合作社，渔场占地面积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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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

汉简、摇钱树、唐三彩凤首壶、人面鲵鱼瓶等，或藏
工作委员会、农业城镇工作委员会、政法工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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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京故宫，或存于甘肃省博物馆。有全国重点文
会、科教文卫工作委员会、代表联络人事工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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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护单位大像山石窟、尖山寺省级森林公园及
会等６个工作机构。１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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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巩建丰纪念馆。有大唐甘谷发电厂、甘谷祁连山
甘谷县人民政府
&'(,-34 机构名。１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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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甘谷油墨厂、甘谷摩擦密封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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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厂、全录王辣椒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大漠行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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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县解放，中共甘谷县委书记郝龙兼任县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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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称甘谷县人民政府。１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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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业有限公司等一批骨干工业企业，初步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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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材、化工、电力能源
、机械制造、农副产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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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为甘谷县人民委员会。１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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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称甘谷县革命委员会。１９８１年又改为甘谷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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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获得全国武术之乡、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县、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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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甘谷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设有政
âßcC !*#* Ö=qÊ.âßc63]'Dß

劳务基地县、全国辣椒之乡、全国科技进步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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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办公室、发展和改革局、教育体育局
、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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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甘谷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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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个数）、民政局、司法局
、财政局 、人力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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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局、国土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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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l'¯iÊ.âGYHkS
局、水务局、农业局、林业局、商务局、文化广播影
¯SwÌ¯S§¯SX¯SÌ¯SI
视局、卫生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审计局、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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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共甘谷县委宣布成立，隶属天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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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领导，县委机关设在县城。１９５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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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入武山县，县委也随行政区并入武山县委。１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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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甘谷县委员会 机构名。前身为各界人
âCD?X#()( Ö
ìE #(&)
Ö½¾@A¹
民代表会议，１９４９
年 #*
１０月至
１９５４年，先后召开过
ºBb¸.âCD?XC
#(&'
Ö
#
ì@Aß»=
六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１９５７年１月召开政协甘

=qÊõö÷øù«ÊõúûC üÖ + ì ５& í=
甘谷县委，任命郝龙为县委书记。同年８月
日甘

恢复，由中共甘肃省委重新任命了甘谷县委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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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全县工作，于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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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加强党内团结、联系群众、剿匪肃特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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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决议草案》。大会选举产生中共甘谷县第一届
TBU6VWG0 12XYZ[\]9:;^_`

年１月
u ! "４日至７日召开。出席代表４１９
( v$ $ v%&0 c)*+ (!#人，列席代
dH.)*

委员会，选出县委委员
１３ dHefab
人，候补委员１人。在一
! d0 g_
ab2HXc;aab !&

表１４
d0 ;anoñ"#ó12DCDEF0 E
+ !(人。县委书记王维祺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报

届一次会议上，选出常务委员
`_h26iHX(jTab７$ 人，选举董邦为书
,HXYklmn

告回顾总结了两年多来县委在各项工作中所取得
F$%z{7¡u&A;ag'(CD\)*+
Bí,H-7;BâãÔÕ./H0c7M
的成绩，分析了全县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今
}BCDST|1uBå0 12XY
后的工作任务和七年农业发展的设想。大会选举
产生了中共甘谷县第六届委员会和中共甘谷县委
Z[7\]9:;^`ab2|\]9:;a
纪律检查委员会。选出县委委员
2345ab20 Xc;aab２７
"$ 人，纪委委员
dH2aab $７
人。在六届一次全委会议上，选出县委常务委员
d0 g`_ha26iHXc;a©Tab #９

oHpqrmsno0
记，张效飞为副书记。

中共甘谷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0 会议名。１９５４
26t0 !#'(

年７
u $月"２４日至
"( v$２８日召开。出席代表
"% v%&0 ()*+ｌ５６
)'*人，列席
,H.)
代表
&! 人。会议听取了县委书记张效飞作的《关
,0 26wx7;anopqrDB8K
*+３１
于
L １９５４年上半年县委工作总结和今后意见的报
!#'( uiyu;aCDz{|M}~BE
告》，讨论通过了党的建设等问题。选举产生了中
FGH34IJ7B 0 XY[7\
]9:;^`ab2HX(ab !"
d0 g`
共甘谷县第二届委员会，选出委员
１２人。在二届

人，选举王维祺为书记，许永安、陶万桂为副书记。
dHXYñ"#mnoH6789ì:msno0
中共甘谷县第七次代表大会
&'()*+5-./#0 会议名。１９８４
26t0 !#%(

年１１
,H XYpqr
u !!月２５
" "'日至
v$２９
"#日召开。出席代表
v%&0 c)*+２４９
"(#人，列
dH.
_ha26iX(jTab % 人，选举张效飞
一次全委会议上选出常务委员８

为书记，李宁为副书记。
mnoHmsno0
中共甘谷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1-./#0 会议名。１９５６
26t0 !#'*
年５月２９
日至６月
３ &日召开，出席代表２９１
u ' " "#
v$ * "
v%&H ()*+ "#!人。
d0
会上，县委书记韩建民作工作报告。大会讨论通过
2iH;anoDCDEF0 1234IJ
7;a8KL\a>u
了县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
、省、地委十二年农业
B|? ? ¡u[Z
发展纲要的具体规划和五六、五七两年农业生产

席代表
人，特邀代表１１人。会上，王守义代表
)*+ ３４
&( dH;<*+
!! d0 2iHñ=Ê*+
中共甘谷县第六届委员会作题为《改革创新，开拓
\]9:;^`ab2D m8>?@ÙH&A
前进，为建设甘谷，振兴甘谷经济而奋斗》的工作
B°Hm9:HòC9:ÔÕDEFGBCD
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共甘谷县第六届委员会工作
EFHIJ78KL\]9:;^`ab2CD
报告的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甘谷县第七届
EFBU6G0 26XYZ[7\]9:;^1`

z{¦F¢0 12XYZ[7\]9:;^§`a
总结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甘谷县第三届委
b2-Xcab !*
g§`_h¨a2iXc©
员会，选出委员
１６ ,0
人。在三届一次全委会上选出常

ab2|\]9:;2345ab2H Xc;a
委员会和中共甘谷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选出县委
ab２７
"$ 人，纪委委员
dH2aab !&
g1`_ha26
委员
１３d0
人。在七届一次全委会议
iHXc;a©Tab
#
dHXYñ=ÊmnoH
上，选出县委常务委员 ９ 人，选举王守义为书记，
p°ðGCHIJKLÿámsno0 Xc2
张进元、田兴齐、马炳仁、潘志强为副书记。选出纪

务委员
Tab９# 人，选举韩建民为书记，彭亚奎为副书记。
,-XYmno-ª«¬msno0

a©Tab ７人。
$ d0
委常务委员

规划》，审议通过了《县委监察委员会一年来工作
¢-56IJ7£;a¤¥ab2_uACD

中共甘谷县第四次代表大会
&'()*+2-./#0 会议名。１９６４
26t0 !#*(

中共甘谷县第八次代表大会
&'()*+6-./#0 会议名。１９８８
26t0 !#%%

年４月１９
日至２８
日召开。出席代表２５８
u ( " !#
v$ "%
v%&0 c)*/ "'%人。大会
,0 12

年
u １月６日至９日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２６０
! " * v$ # v%&0 c)26B¿À*+ "*+

分两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用四天时间召开预备会
¡®¯°± ^_®¯²³´µ¶%&·¸2
议，传达省委工作会议精神，预选了中共甘谷县第
6-¹ºaCD26»¼-·X7\]9:;^
四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出席甘肃省第四次
³`ab2ab- efab|c)9½^³h

人，列席代表
人，代表全县
dH .)*+ ３０人，特邀代表
&+ dH ;<*+ １６
!* dH
*+;
１２５６４
!"'*( 名党员。会上，县委书记王守义代表中共甘
tb0 2iH;anoñ=Ê*+\]9
谷县第七届委员会作题为《认真贯彻十三大精神，
:;^1`ab2D m8MNÏ>§1»¼H

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第二阶段正式开会，会上
*/12*/eXd¾^®¯¿À&2H2i
;anoÁÂÃD7CD¦F0 1234IJ7
县委书记桐树苞作了工作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
ÄÅÆÇ&È2ÉÊËÌÍÎH ÏÐ
继续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贯彻以农业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三年基本解决全县人民的
OPQ[RSEFHm§uQR<U;dB
TUDEFGBCDEFH2anoVWXD;2
温饱而奋斗》的工作报告，纪委书记程云祥作县纪

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促进农
mQÑÐCmÉÒBÓÔÕzÖ×HØ°
业生产新高潮，学习毛主席著作，加强政治思想工
[ZÙÚÛHÜÝÞÉ)ßDHàáâãäåC

dHEY§uHPZQR<UT[BUûG0 26
人民，奋战三年，力争基本解决温饱的决定》。会议
XY7\]9:;^\`ab2]\]9:;2
选举了中共甘谷县第八届委员会及中共甘谷县纪

作，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选
DHàæBçÒHèæBé{BU60 26X

律检查委员会，选出县委委员
人，候补委员
345ab2H Xc;aab ２９
"# dH
efab "２

举产生了中共甘谷县第四届委员会，选出县委委
YZ[7\]9:;^³`ab2H Xc;aa
"& 人，候补委员
dHefab &３dHXcc)*2*/
*
员b２３
人，选出出席省党代会代表６

人；在八届一次全委会上，选出县委常委９
düg\`_ha2iHXc;a©a #人，选
dHX

d0 g³`_h26iHXc©Tab８% 人，选举
dHXY
人。在四届一次会议上，选出常务委员

msno0
为副书记。

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大会通过《关于动员全县
345ab2CDEF0 12IJ8KLÎb;

举王守义为书记，田兴齐
、马炳仁、潘志强、王平安
Yñ=ÊmnoHGCHI^KLÿáñ_`
&'()*+7-./#0 会议名。１９９１
26t0 !##!
中共甘谷县第九次代表大会

桐树苞为书记，曹万成、檀东元为副书记。
ÁÂêmnoHëìíîïðmsno0
中共甘谷县第五次代表大会
&'()*+3-./#0 会议名。１９７１
26t0 !#$!

u'"
v$ )&日召开，出席代表
v%&Hc)*/ ３９１
&#! 人。县委书
d0 ;an
年５月
９ #日至１３

记王振东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会议作出了关于《批
oñòïó12DCDEFH26Dc7KL8ô
õö÷H ÆÇ&äå|âãøùÖúËÌBU
修整风，深入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决
ûGüXYZ[7\]9:;^?`ab2HXc
定》；选举产生了中共甘谷县第五届委员会，选出
"# ,0
g?`_h26iHXc;a©
;aab ２９
县委委员
人。在五届一次会议上，选出县委常

年
u ３月５日至７日召开。出席代表２７０人，列席代
& " ' v$ $ v%&0 c)*+ "$+ dH.)*
表５１人。县委书记景云笙代表中共甘谷县第八届
+ '! d0 ;anoaWb*+\]9:;^\`

委员会作题为《认真贯彻党的七中全会精神，为实
ab2D m8MNÏB1\2»¼Hmc
现三年稳定解决全县人民温饱的目标而奋斗》的
d§ueû<U;dT[BfghiFGB
CDEFHñ=jD;2345ab2CDEF0
工作报告，王守谦作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

会议审议并通过《甘谷县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2656kIJ 89:;KLlûÓÔÕ|È

! !"! !－
－４９４

% 区
<
县

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选举产生
!"#$%&'(
)
*+,-'./0123456

爱国人士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加强工
ÝÞHß KàFáâFãäåæFçè

了中共甘谷县第九届委员会和中共甘谷县纪律检
789:;<=>?@A!(89:;<BCD
查委员会，选出县委委员
１３
E@A!F3G<@@A２９
!" 人，县纪检委委员
HF<BD@@A #$
人。在九届一次全委会上，选出县委常委８
HI J>?KLM@!NF3G<@O@ %人，选
HF3

业建设，尽快建立健全基层人民政权，逐步开展减
é/ÄFêë/ìMíîHÚïðFñòh#ó
租减息，肃特反霸，土地改革运动。
ôóõFöm÷øFùúûüýþI

举景云笙为书记，王平安
、霍永禄、贾全豹、杜松奇
4PQRSTUFVWXYZ[\Y]M^Y_`a

１９５０年３月
１４#*日至
#"') % $ d
ef１６#&日召开，出席代表ｌ２５人。
eghFGijk +!' HI

SbTUI
为副书记。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副县长杨士卿所作《关于四个
!0ÿ!("07b<Î¹ß¶#t $%&{
'dï(t.I <@TU)r*h#
多月来政府工作的报告》。县委书记任向文就开展
÷ø+FóôóõFùû,wtt7-.I
反霸斗争，减租减息，土改三方面工作作了讲话。
县长董邦提出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五条措施；并要
<Î/01G23("#65.+4562 7¢
求全县在
月底全部摧毁保甲制度，建立起新的
#! d8M¨9:;<=>F/ì?Ã.
ÁM<J １２

!"#$%&'()*+, 会议名。１９９６
!0cI #""&
中共甘谷县第十次代表大会
% ' d #"
ef２２!!日召开。出席代表
eghI Gijk ２７０人，列席
!() HFli
年５月１９
日至
代表
６３
人，特邀代表
２４
人。县委书记徐世英向大
jk &$ HFmnjk !* HI <@TUopqrs
会作题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为
!tuSvMwxyz.${?+8M!|}FS
实现＂九五＂计划和
~

>+,-'(２０１０
!)#) 年远景目标而团结奋斗》
%P 

的工作报告，纪委书记张志文作县纪律检查委员
.tF B@TUt<BCDE@A
会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甘谷县第十届
!tI !03456789:;<=$?

委员会和中共甘谷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选出县委
@A!(89:;<BCDE@A!F 3G<@

委员
１３HI
人。十届一次全委会选出
@A２９
!" 人，纪委委员
HFB@@A #$
$?KLM@!3G
县委常委
<@O@１１
## 人，选举徐世英为书记，杜松奇、李平
HF34opqSTUF_`aYW
定、张健、刘元映、令仁淑为副书记。
YYYSbTUI
中共甘谷县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 " # $ % & ' - ( . * + , 会议名。
!0cI
!))# 年５月
% ' d２５
!' 日至
ef !%
Gijk !%& HF
２００１
２８eghI
日召开。出席代表２８６人
##$ 人，特邀代表
HFmnjk #$
<@TU
lijk１１３
列席代表
１３HI
人。县委书记靳来
jk89:;<=$?@A!tuS vx
福代表中共甘谷县第十届委员会作题为《学习贯

#$%&/12345.7,6 会议名。
!0cI
甘谷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AïðI
乡村政权。

甘谷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812345.*,6 会议名。
!0cI
#"') % " d $ ef " eghFGijk +!'人。县
HI <
１９５０年９月３日至９日召开，出席代表ｌ２５
ï(BTCDrs!tE%.ï(t
政府秘书李庭光向大会作半年来的政府工作报
F<Î/0*FGÛHÓt®äXII
告，县长董邦就征粮及今后工作进行安排。
#$%&912345.*,6 会议名。
!0cI
甘谷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１９５１年５月９
日召开，出席代表１５３
#"'# % ' d 日至１４
" ef #*
eghF Gijk +'$人。
HI
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县长杨士卿代表甘谷县人民政
!0ÿ!(JK7<Î¹ß¶jk:;<HÚï
(#t.ï(tI <@TU/0tL府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县委书记董邦作总结讲

.I
话。

#$%&:12345.*,6 会议名。
!0cI
甘谷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y
jk ¡¢£¤F¥¦§¨sh"©ª«
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抢抓西部大开发历史机

#"'# %１１
## 月下旬召开，出席代表２００
dMNghFGijk !)) OHI
!0
１９５１年
多人。会议

¬FS~
$+ -'®¯°±!Mw"#
遇，为实现＂十五＂计划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而

ÿ!(JK7<Î¹ß¶#t.ï(tI
听取和讨论了县长杨士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纪委书记王玺卿作县纪律
²³1.t´B@TUVµ¶t<BC

报告总结了第期土改工作的经验和存在的问
L7=KPùût.¯Q(RJ.S

DE@A!tI !03456789:;
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甘谷

uF¨T7MKP.ùû)UI <@VW¨ÎXY
题，部署了下一期的土改任务。县委组织部长田雨

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和甘谷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选
<=$K?@A!(:;<BCDE@A!´3

瑛就土改中如何培养积极分子选拔干部问题发
Z*ùû8[\]^_`aÀ3bc¨Su"

出县委委员
人，纪委委员
１５
G<@@A２９
!" 人，候补委员
H´ ·¸@A ５' H´
B@@A #'
人。在十一届一次会议上，选出县委常委
HI J$K?KL!0N´3G<@O@１１
## 名，选
c´3

言。县委副书记张效飞就继续普遍发动群众，纯洁
dI <@bTUef*ghij"þklFmn
基层领导，开展反封建斗争问题讲话。
íîopFh#÷q/+Su-.I
甘谷县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2345.*,6 会议名。
!0cI

举靳来福为书记，张健
、刘元映、杨永晖 、张小龙、
4STU´YY¹[ºY»¼Y
½¾¿SbTUI
宋丕林为副书记。
! " # $ % & ' / 0 . * + , 会议名。
!0cI
中共甘谷县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 年１１月
% ## d２５
!' 日至
ef ２８
!% eghI
Gijk $))
２００６
日召开。出席代表
３００
c´lijk ９２
"! c´mnjk
<@TUV
名，列席代表
名，特邀代表#$１３cI
名。县委书记王
À6jk89:;<=$K?@A!tuS v
子生代表中共甘谷县第十一届委员会作题为《团
®´Á~ÂÃ´S/ÄÅÆÇ(È.:;
结奋进，求实创新，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的甘谷而

１９５２年３月１日至
４ *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
#"'! % $ d # ef
eghF Gi!0jk ３４６
$*&
HI <Î¹ß¶jk<ï(rs!tï(t
人。县长杨士卿代表县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
I !0JK=7 #"'! %"#ré65-'Û
告。会议讨论制定了１９５２年发展农业生产计划及
ùûtòsI
土改工作步骤。
#$%&-145.*+,&-(,6 会
!
甘谷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议名。１９５４年６月
２５日召开，出席代表
0cI #"'* % & d２３
!$日至
ef !'
eghF Gijk

!!$ 人，列席代表
HFlijk #$
s!ÿ!(JK7<HÚ
²³.t´É"7<BCDE@A!
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印发了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２２３
１３ HI
人。大会听取和讨论了县人民
ï(t(
tI
!03456789:;<=$Ê?
$
%&tuYvwY~6xyz{
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甘谷县第十二届 政府工作报告和《关于宣传、拥护、实施宪法草案》
@A!(:;<BCDE@A!´ 3G<@@A
委员会和甘谷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选出县委委员

４１
人，纪委委员 #"
１９ HI
人。在十二届一
*#人，候补委员
H´·¸@A ８% H´B@@A
J$Ê?K

次全委会上，选出县委常委
１２名，选举王子生为
LM@!N´3G<@O@ #!
c´34VÀ6S
TU´VËÌYV®SbTUI
书记，王振宇、王进文为副书记。

甘谷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2345.*,6 会议名。
!0cI
#"*" 年
% #)
d !(
egh´ Gijk !##
１９４９
１０月
２７ ef
日至 !"２９日召开，出席代表
２１１
HI <@TUÍ<ÎÏ¼tuSÐ:;<ÑÒÓÔ
人。县委书记兼县长郝龙作题为《甘谷县解放后两

个月以来的工作报告》，号召全县各界人民及民主
dÕ.tÖF×gM<ØÙHÚÛÚÜ

的报告以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的报
.ÕÛ $%&8|HÚ9(Þ34y .
告。大会选举李宁为县人民政府县长，武俊明为副
I s!34}S<HÚï(<ÎF~ÇSb
县长；选出出席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６
<Î23GGi:öHÚjks!jk &人。
HI
甘谷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145.*+,&-(,6 !

议名。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２日至
0cI #"'& % #! d !! ef２４日召开，出席代表
!* eghFGijk
!!! 人。大会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
HI s!ÿ!("07<HÚ@A!t
２２２
I 34567<HÚ@A!@A ２１人，选举杜
!# HF34_
告。选举产生了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PS<ÎFÚY"YzSb<ÎI
景琨为县长，张惠民、李发荣、党锐为副县长。

!"# !－
－! ４９５

天水大辞典
!"#$%

甘谷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0)1203 !

甘谷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8+,-./#0)1203 会
=

议名。１９５８
日召开。出席代表
% % &１３
&' 日至１５
'( (# ')*+
,-./
"#$ !"#$ 年６月
１７１人，列席代表１１
&)& 012-.3 &&人。大会听取审议了县人民委
0+ 4!567"890:;

议名。１９８１年５月
２６*%日至
日举行，出席代表
'( ３０
.0 'hM×
,-.3
"z &"$& % / &
２４０
*-0 人。大会审议通过了县革命委员会工作报告以
0 4=7"{|k9ÅÆ;<=>?@Ab
及县人民法院和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根据第
_90:cdF90:efd>?@A Øæw
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
ÚyI0:.34=wxÛ="{|V ~Ü
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0:ÝFIçè é0:.34=Fçè é0

员会工作报告，审议批准了甘谷县
年和 &"#$
１９５８
&"#) %F
<=>?@A17"BC8DE9 １９５７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执行情况和下半年国民经济计
%GH%I:JKLMNOFPH%I:QKR
划草案的报告、甘谷县
１９５７ %XYZ[\]^_
年财政收支总决算及
STUV@AWDE9 &"#)
&"#$ 年收入总预算的报告以及县人民法院和人民
%Z`\a^V@Ab_90:cdF0:
１９５８
检察院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县人民委员会
efd>?@A+ 4=ghijk90:;<=
委员
*+ 01ghlmno9pqrs:ot9p+
;<２１人，选举杜景琨为县长，张惠民为副县长。
g,,-Duvwxy0:.34!V.3+
选出出席甘肃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4+,-./#0)1203 !
甘谷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民政府组织法》规定，设立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Yêëìcªßà×í90:.34=îï;

员会，并选出委员
<=× ºg,;<１５
&/ 人，选举许永安为主任、李
0× ghÇÈÉo£

宁
、张鼎、史振乾为副主任；同时撤销县革命委员
ðrÌot£ÔÕÖñò9ÅÆ;<
会，恢复县人民政府，选举黄延选为县长，王谦光、
=×ãä90:Yê×g¹Êógo9p×ÀÒÓ
贺进禄、马化麟、卢生成、潘志强为副县长。选举蔺
ô®õÏÐÑöj÷øùot9p g¹ú

怀春为法院院长，刘焕文为检察院检察长。
议名。１９６２
- & - '( ) 'hM+ ,-.3 ,-.
"z+ !"%, %年４月４日至７日举行。出席代表２４３
ûüocddp×ýþÿoefdefpå
人。大会审议通过了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及县
0+ 4=7"{|k90:;<=>?@A_9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动员全县人民，
0:cd>?@A}7"{|k~<90:1

甘谷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9+,-./#0)1203 会
=

议名。１９８４
日召开，出席代表
% & &２３
*. 日至
'( ２６
*% ')¦!
,-."
"zå &"$- 年１月

在以农业为主的各项建设事业中，由胜利走向更
boV 1 
大的胜利》的决议。选举出县第四届人民委员会委
4VV]" gh,9wy0:;<=;
员<２５
*/ 人，选举曹万成为县长，李发荣、段国斌、史
01gho9p1WIW
振乾、康紫卿、任金多为副县长。
 ¡¢W£¤¥ot9p+
&'()5+,-./#0)1203 =
甘谷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２４５
*-/ 人。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0å ="7"{|kw#y0:."4=îï
委员会工作报告、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以及《１９８３
;<=>?$A90:Yê>?$Ab_%&"$.
年财政收支预算（草案）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县人
%XYZ[a^&TU'LMN(V$AF90
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甘
:cd90:efd>?$Aå 4=g¹ijD

议名。１９６３年５月
*$ 日至６月２
'( % & *日召开。出席代
')¦+ ,-.
"z+ +"%. % / &２８
表
８１ 0+
人。大会审议通过了副县长
3 １８８人，列席代表
($$ 012-.3 $+
4=7"{|kt9p

g¹ÏÐÑo£!À*:+,-./0rÍ
选举马化麟为主任，王维民
、原尚孝 、赵崇周、张世

§?V90:;<=>?@AF90:c
李发荣所作的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县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以及《１９６２
年财政收支决算及 +"%.
１９６３ %
年
d>?@Ab_~+"%* %XYZ[¨^_

ô®õÀ456Èõ7jot9på g¹Ê
贺进禄、王平安、霍永禄、崔更生为副县长。选举黄
81ocddp9ýþÿoefdefpå
晋杰为法院院长，刘焕文为检察院检察长。

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讨论通过了《进一步动员
XYa^T©ªV@A}«¬{|k®¯°<

&'():+,-./#0)1203 =
甘谷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谷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E9w)y0:."4=îï;<=;<１９&"人，
0!
杰、芦生成、张克强为副主任。选举张进元为县长，
12jr3ùot£å g¹r®¿o9p!

全县人民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新发展和社会主义事
90:o±6I:QKV²³F´=µ

议名。１９８７
日至 *0
２０ ')¦!
日召开，出席代表
"zå &"$)年３
% .月
& １６
&% '(
,-."

业的新胜利而奋斗》的决议。选举出了县人民委员
V²¶·¸ªV¨" g¹,k90:;<
会委员，选举曹万成为县长，段国斌、李发荣、康紫
=;<1g¹o9p1IWW ¡
卿、史振乾为副县长。
¢Wot9p
甘谷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6+,-./#0)1203 =

*./ 人，列席代表
0!2-." &%.
4=7"{|k9w)
２３５
１６３0å
人。大会审议通过了县第九

议名。１９６５年９月５日至
"z +"%/ % " & / '(１０日召开。出席代表
+0 ')¦ ,-.3
*0%人，列席代表２２
012-.3 ** 0
4=56º7"k90:
２０６
人。大会听取并审议了县人民
;<=>?@AF~»¼ １９６４
&"%- %XY]^F
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关于
年财政决算和 &"%/
１９６５

计划（草案）的报告》以及《甘谷县
１９８６%XYa
年财政预
RS&TU'V$Ab_%DE9 &"$%
^LMN(F １９８７
&"$) %XYa^V$A:
g¹i
算执行情况和
年财政预算的报告》；选举产
j9w;y0:."4=îï;<=;<１９&"人，
09
生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g¹ÏÐÑo£9r3ùÀ*:rÍ12j
选举马化麟为主任，张克强、王维民、张世杰、芦生
./0ot£å g¹<=>o9p96Èõ
成、赵崇周为副主任。选举田兴齐为县长，霍永禄、

%XYa^V@Aªb_90:cd>?@A}g
年财政预算的报告》以及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选
¹ijk90:;<=;<1g¹½¾¿o9p1
举产生了县人民委员会委员，选举檀东元为县长，
À¤ÁÂÃ ¡¢ot9p}Ägk,
王金贵、史振乾、沉静、康紫卿为副县长；补选了出
-Duv0:.34=.3
席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县人民政
y0:."4=îï;<=>?$A 90:Y
府工作报告、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ê>?$A90:cdF0:efd>?$A:
审议通过了《甘谷县
１９８７ %I:QKF´=³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7"{|k%DE9 &"$)

È 7jot9p: g¹Ê81ocdd
李永成、崔更生为副县长；选举黄晋杰为法院院
长，刘焕文为检察院检察长。
p9ýþÿoefdefpå

&'()7+,-./#0)1203 =
甘谷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1+,-./#0)1203
甘谷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议名。１９７８年９月
１１&&日至
日召开，出席代表
'( １５
&/ ')¦1
,-.3
"z &")$ % " &

="zå&""0 % . &２３*.日至
'(２９
*" 日召开。出席代表
')¦å,-."
会议名。１９９０年３月
２４５
２１０人。大会审议通过了第十届人民
*-/ 人，列席
092- *&0
0å 4=7"{|kw;y0: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县人民政府工作
."4=îï;<=>?$A 90:Yê>?

４００
-00人。大会审议通过了县革命委员会工作报告；
0 4=7"{|k9ÅÆ;<=>?@A}

选举产生县革命委员会委员
g¹ij9ÅÆ;<=;<３３
.. 人，选举许永安为
01g¹ÇÈÉo
9Å;=£1ÊËgrÌrÍÎÏÐÑÀ
县革委会主任，黄廷选、张鼎、张世铭、马化麟、王

谦光为副主任；同时，根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ÒÓot£ÔÕÖ×ØÙwÚyI0:.34
=w¯Û="{|V ~Ü0:ÝFIÞcß
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
àqáâãäDE90:efdå ºghk90:
定，正式恢复甘谷县人民检察院。并选举了县人民
法院院长和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cddpF90:efdefp

报告、县人民法院和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
$A90:cdF90:efd>?$A:7"
通过了《甘谷县
１９８９ %XYa^LMN(F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0
１９９０
{|k%DE9 &"$"
%XYa^&TU'V$A
%DE9w;¯y04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甘谷县第十一届人大
î;=0£?@Aå g¹,w;¯y0:."
常委会人事任免程序》。选举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4=îï;<=;<１８
&$ 人，选举马炳仁为主任，
09 g¹ÏBCo£9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 !－
－! ４９６

# 区
9
县

张克强、张世杰、卢生成、蒋保忠为副主任。选举景
!"#$!%&$'()$*+,-./01 234

举产生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3(7cdÊf\gZh^OijklOkl

云笙为县长，霍永禄、曹全成、冯沙驼、李宏基为副
56-789:;<=>?@=ABC=DEF-.
县长。选举谢克让为法院院长，尚琦为检察院检察
781 23G"H-IJJ89KL-MNJMN

１４
&% 人，选举刘元映为主任，刘克信、张清杰、陈永
\23ËÌÍ-/0Î³Ï=!£&=Ð;
泰、马丙寅、李宏芳、张学林为副主任。选举白晓玲
Ñ=ÒÓÔ=§EÕ=!Ö×-./01 23ØÙÚ
为县长，宋丕林
、韩金鼎、范具福、谢筱会、杨帆、李
-7¦9ÛÜ×=¶·¸=ÝÞ«=GßO=Àà=§
慕堂、杨宏志为副县长。选举赵世和为法院院长，
áâ=ÀE»-.7¦1 23ã%s-IJJ¦9

81
长。

甘谷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 $. /-0
会议名。１９９３年３月４日至
１０&'日召开，出席代表
OPQ1 !""# R $ S % TU
TVW9XYZ[
()*人，列席
\9]Y "+
^O_P`abcdef\g
２６８
９７ \1
人。大会审议通过了第十一届人民
Zh^OijklO$7\gmnopqr$7\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县人

民法院和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甘
gIJs7\gMtJopurv _P`awxy
谷县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 {|}~sO

z7 １９９２
及１９９３
１９９２ R
年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甘谷县
Rursxyz7 &"",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年财政预算安排（草
&""$ Rm

m s １９９３
案）的报告》，批准了《１９９３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urw&""$ R|g~sO
计划》及《１９９２
年财政决算和 １９９３
&""$年财政预算》。
Rm1
x&"", Rms

选举产生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23(cdf\}Zh^OijklOkl
１５&-人，选举霍永禄为主任，卢生成、张心斋、王政清
\23:;-/0(@=! ¡=¢m£
为副主任。选举徐世英为县长，李宏基、张续善、冯
-./01 23¤%¥-7¦§EF=!¨©=A
进福、安邦杰、令仁淑、罗和平为副县长；选举谢克
ª«=¬&=®¯=°s±-.7¦²23G³
H-IJJ¦KL-MtJMt¦1
让为法院院长，尚琦为检察院检察长。
!"#$%1'()*+,-$.2-0
甘谷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OPQ1 &""* R , S２３日至
,$ TU２７,+日召开，出席代表
TVWXYZh
会议名。１９９８年２月
,,+人，列席
\´Y ,,,
^O_P`ab7cdf
２２７
２２２\1
人。大会审议通过了县第十二届
\gZh^OijklOopur= 7\gmn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县人民政府

Ûäå-MtJMt¦1
宋继章为检察院检察长。
!"#$%4'()*+,-$.2-0
甘谷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OPQ1 ,''+ 年１月
R & S１０&'日至
TU １５
&- 日召开，出席代表
TVW9XYZh
会议名。２００７
２２６
人，列席
２５９
人。大会审议通过了第十四届人
,,) \9]Y ,-" \1 ^O_P`abcdÊf\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县人民政府工
gZh^OijklOopur= 7\gmno
作报告、县人民法院和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
pur=7\gIJs7\gMtJopur9_
议批准了《甘谷县
２００６ R|g~sO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Pbyz7 ,'')
 ２００７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甘
RÉursy
划执行情况及

谷县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
年财政预
,'') Rm
 ２００７
,''+ Rm
z7 ２００６

算（草案）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关的决议。选举产
Éur9æ`abçèP1 23
生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cdéf\gZh^OijklOkl１６&)人，
\9
选举刘元映为主任，衡彬
、韩金鼎、李宏芳 、张学
23ÎÌÍ-/09êë=¶·¸=§EÕ=!Ö
林、黄天容
、魏庆英为副主任。选举王振宇为县长，
×=ìíî=ïð¥-./01
23¢ñò-7¦9
ÛÜ×=óôõ=ö÷ø=Àà=ùúû=Îü=ì
宋丕林、申君明
、顾应存、杨帆、潘慧琴、刘荣发、黄
ý,-.7¦1 23¢Æõ-IJJ¦9Îþ-M
诚忠为副县长。选举王建明为法院院长，刘曦为检
tJMt¦1
察院检察长。
56!"#$.'78-$.2-0 会议
OP
政协甘谷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 TVW9!"OPk
ÿ1 &"-+ R & S &% TU１８日召开，参加会议的委
名。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４日至

opur= 7\gIJopurs7\gMtJ
工作报告、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县人民检察院
R|g~
opur²_P`abyz7 &""+
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甘谷县
１９９７年国民经济

员
人。会议讨论了甘谷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l ７１
+& \1
OP#$byz7cf\}Zh^O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
sO s１９９８
&""* 年计划（草案）
R 

efklOkl２５
,-人，选举秦安国为主席，蒲泽
\923'(|-/Y9)*
一届委员会委员

的报告》及《甘谷县
１９９７Rm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uryz7 &""+
s
１９９８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了《甘谷县
Rmur²byz7

民}=ì+,=¢-.=ì/,=K01=¢ý2-.
、黄溶九、王兰轩、黄梦九、尚宝卿、王诚之为副

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政协甘谷县第
%pmnopur1 23(bm&yz7c

/Y1
主席。

&""*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甘谷县
R|g~sO  yz7
１９９８

政协甘谷县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56!"#$&'78-$.2-0 会议
OP

１９９７
年财政预算》。选举产生
&""+ 年财政决算和
Rms １９９８
&""* Rm1
23(
7cdµf\gZh^OijklOkl １４人，
&% \
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名。１９６２
ÿ1 &"), 年４月８
R % S *日至
TU１３
&$日召开，应参加会议的
TVW9÷!"OP
kl７８人，实到会
+* \934O ５５
-- \956Zh
\1 OP#
委员
人，特邀代表&%１４人。会议讨
$bm&yz7cefklOopur9 Ö7b
论了政协甘谷县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学习了
89
:
;<\OP=>?s7¦>@@A7cÊf
中央＂七千人会议精神＂和县长曹万成在县第四届
\ZOBopur9 _P`abm&yz7c
人代会上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政协甘谷县第
fklOceCOPP1 23(m&yz
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选举产生政协甘谷

23:;<-/0=! ¡=®¯=G³H=¶·
选举霍永禄为主任、张心斋、令仁淑、谢克让、韩金
¸-./01 23¹º«-7¦!»¼=½¾¿=
鼎为副主任。选举靳来福为县长，张志文、苟兆麒、
À;Á=§ÂÃ=§?Ä-.7¦1 23!£&杨永晖、李爱菊、李全明为副县长。选举张清杰为
IJJ¦9ÅÆÇ-MtJMt¦1
法院院长，韦建设为检察院检察长。
甘谷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3'()*+,-$.2-0
OPQ1 ,'', R &, S &- TU２０日召开。出席代
,' TVW1 XYZ
会议名。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５日至
\9]Y ,-"
h ,,)人，列席
表２２６
２５９ \9^O_P`abcdµf
人，大会审议通过了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gZh^OijklO=7\gmnopur=
7\gIJs7\gMtJopurÈ _P`a
县人民法院和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通过

了《甘谷县
２００２R|g~sO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byz7 ,'',

情况及
  ２００３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甘谷县
R   É u rsy z 7
,'',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
Rm  ,''$
Rm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年财政预算（草
Éurbyz7 ,''$
案）的报告》，批准了《甘谷县
２００３R|g~s
年国民经济和
Rm1 2
Oyz7 ,''$
社会发展计划》及《甘谷县
２００３年财政预算》。选

,- 人，选举桐树苞为主
\923DEF-/
7cfklOijkl２５
县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Y9§ü=ì/,=KG1-./Y1
席，李发荣、黄梦九、尚宝卿为副主席。
56!"#$1'78-$.2-0 会议
OP
政协甘谷县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名。１９６５年１１月
ÿ1 &")- R && S１１日至
&& TU １５日召开。会议学习讨
&- TVW1 OPÖ7#
论了县长曹万成在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工
$b7¦>@@A7cHf\}Zh^OBo

作报告和县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
purs7m&cfklOopurÈ 23

生政协甘谷县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m&yz7cµfklOijkl２５,-人，选举
\923
IJ-/Y9KÖë=ì/,=¢ý2-./Y1
叶滨为主席，段学彬、黄梦九、王诚之为副主席。
56!"#$3'78-$.2-0 会议
OP
政协甘谷县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S $& TU && S % TVW9!"O
ÿ1 &"*, R &'
名。１９８２年
１０月３１日至１１月４日召开，参加会

!"# !
－! ４９７－

天水大辞典
!"#$%
议的委员
名。县委副书记张进元代表县委就恢
!"#$ ６４
!" %&
'()*+,-./0'(12

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选举
Oj(iD;EF'MN4D;EF& ef

复政协甘谷县委员会的工作讲了话。会议讨论了
34567'($89:;<=>& 8!?@=
政协甘谷县第三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全体委员列
4567'ABC($8D;EFG HI($J
席了甘谷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
K=67'ALCMN/0O8APQ8!RS
取讨论了县革命委员会工作报告；并通过政协甘
T?@='UV($8D;EFG WXY456

产生了政协甘谷县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gh=4567'ALC($ijk($１７%(人，
M
选举王启中为主席、潘志强、王金慎、程顺银、杨
eflopKµ¶·l¸¹

谷县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及提案审查小
7'AZC($8A[Q8!\!]^_`ab
组所作的提案审查报告；选举产生政协甘谷县第
cd;9^_`aEFG efgh4567'A

名。１９９８年２月
|&%&&' } # ~２２##日至
２６
#! 日召开。参加会议的委
&i!9(
员
１０９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政协甘谷县第八届
$ %$& M& i!ST`!=4567'ALC
($ijk($iD;EF^_D;EFG`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审
议通过了政协甘谷县九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意见
!XY=4567'C[Qi!^_`a²³
的报告；通过了本次会议的决议。全体委员列席了
9EFGXY=Qi!9\!& HI($JK=
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讨
'ABCMN/0OiA[Qi! ST?
论了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县人民政府工作报
@='MOj(iD;EF'MN4D;E
F& efgh=4567'AC($ijk(
告。选举产生了政协甘谷县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
%( 人，选举李宏基为主席，程顺银、安尚民、陈
Mef¾sopK¿ÀNÁ
员$１７
永泰、刘莉、王建义为副主席。
ÂÃÄÅlÆnozpK{
政协甘谷县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9-./0+1503 会议
i!
名。２００２年
日召开，参加会议的
|{ #$$# }１２
%#月１５
~ %*日至
 １９
%& i!9

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ZC($ijk($２０
#$人，选举王守义为主席，
MR eflmnopKR

何再基、王恒基、王祥麟、王子良为副主席。
qrstlustlvwtlxyozpK{
政协甘谷县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0+1203 会议
i!
名。１９８４年１月
|&%&'" } % ~２２
##日至
 ２６日召开。参加会议的委
#! {i!9(
员
($ 人，特邀
MR  ' ８人。大会听取讨论了第四届委员会
M{ OiST?@=AZ($i
$７０
工作报告；通过了本次会议的政治决议；全体委员
D;EFGXY=Qi!94\!GHI($
列席了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并听取和讨论了县
JK='AMN/0OiWST?@='

人大常委会和县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
MOj(i'MN49D;EFGefgh=
政协甘谷县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人，选举李
4567'A($ijk($ １３
%) MR
ef
宁为主席，王恒基、王祥麟、王子良为副主席。
opKRluslvwtlxyozpK
政协甘谷县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
&'()*+4-./0+1503 i!
名。１９８７年３月１５
日至
|&%&'( } ) ~ %*
１９
%&日召开。参加会议的委
&i!9(
'! |&
i!ST`!=45AC($iD
$ ８６
员
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工

作报告和提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全体委员列席了
;EF^_9EF& HI($JK=
'AMN/0OiA[Qi!?@='MN
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县人民
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产生政协甘谷县第六届委
4D;EF& i!efgh4567'A(
员会常务委员
、王恒基、
$ijk($１５%*人，选举王启中为主席
MeflopKtlus
t

王祥麟、王子良
、王金慎、程顺银为副主席。
lvwtlxytltozpK

º»¼½ozpK&
正、顾恩尊为副主席。
&'()*+8-./0+1503 会议
i!
政协甘谷县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委员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政协甘谷县第九
($ １２６
%#! M{
i!ST`!=4567'A

C($ijk($iD;EF^_D;EFG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
`!XY=4567'C[Qi!^_`a
审议通过了政协甘谷县十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
9EF®_¯GXY=Qi!9\!{ HI(
况的报告（草案）；通过了本次会议的决议。全体委
$JK='AZCMN/0OiA[Qi!
员列席了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ST?@=/'ÇÈÉÊË¶d;94D;
听取和讨论了代县长白晓玲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选举产生了政协甘谷县第十届委员会常务
EF{ efgh=4567'AC($ijk

委员
($１７
%( 人，选举张志文为主席，李爱菊、李绪昌、
Mef,¶ÌopKÍÎÏÐ

政协甘谷县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6-./0+1503 会议
i!

名。１９９０年３月
２２##日至
| %&&$ } ) ~
２８
#' 日召开，参加会议的委
i!9(
员$８９
'&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政协甘谷县第六届委
M i!ST`!=4567'A(
员会工作报告；讨论和修改了政协甘谷县第七届
$iD;EFG ?@ ¡=4567'A¢
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草
($i£¤¥45¦Np§¨9©ª«¬®
_¯°G `aXY=4567'A¢C($i^_
案）》；审查通过了政协甘谷县第七届委员会提案
($i ±¤¥¢C[Qi!^_`a²³
委员会《关于七届一次会议提案情况和审查意见

的报告》；通过了本次会议的政治决议。全体委员
9EF´GXY=Qi!94\!& HI($
列席了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
JK='A[CMN/0OiA[Qi!S
取和讨论了县人大常委会和县人民政府工作报
T?@='MOj(i'MN4D;E

贾凤英、曲志平、王建国为副主席。
ÑÒÓÔ¶ÕlÆÖozpK{
政协甘谷县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
&'()*+91-./0+1503 i
议名。２００７年１月
!|{#$$( } % ~１０
%$ 日至１３
 %) 日召开。参加会议的
{i!9
委员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政协甘谷县第十
($ １５２
%*# M{
i!ST`!=4567'A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
C($ijk($iD;EF^_D;EFG
`!XY=4567'A[C[Qi!^_`
审议通过了政协甘谷县第十一届一次会议提案审
a²³9EFGXY=i!\!{ HI($JK=
查意见的报告；通过了会议决议。全体委员列席了
67'ACMN/0OiA[Qi! ST
甘谷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
?@='MN4D;EF{ efgh=45
和讨论了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政协

67'A[C($ijk($２７
#( 人，选举李爱
MefÍ
甘谷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告。选举产生了政协甘谷县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
F& efgh=4567'A¢C($ijk(
ÎopKl×ØÏÐl¸hlÆÖlÙ
菊为主席，王玺卿、李绪昌、王金生、王建国、王贵
%( 人，选举王启中为主席、潘志强、王金慎、程
MeflopKµ¶·l¸
员$１７
¹º»¼½ozpK&
顺银、杨正、顾恩尊为副主席。

xÁÚozpK{
子、陈旭为副主席。
#:;< 甘谷县辖镇。为县政府驻地。位于
67'ÛÜ{ o'4ÝÞ ß¥
大像山镇

政协甘谷县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
&'()*+7-./0+1503 i!

甘谷县中部，地处渭河川道区。因区域内有国家级
67'àÞáâãäåæ çæèéêÖëì

名。１９９３年３月３
|&%&&) } ) ~ )日至９日召开。参加会议的委员
 & &i!9($

９０&$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政协甘谷县第七届委员
M& i!ST`!=4567'A¢C($

文物保护单位大像山而得名。明清时称在城里，民
ÌíîïðßOñòóô| õö÷øùúûN
国时期称城坊镇，新中国成立初称城关区，１９５２年
Ö÷üøúýÜþÖÿ!"øú¤æ%&*# }

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政协甘
iD;EF^_D;EFG `!XY=456
7'LC[Qi!^_`a²³9EFG XY=
谷县八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意见的报告；通过了
Qi!94\!& HI($JK='AP
本次会议的政治决议。全体委员列席了县第十二

称城关镇，１９５８
年改为城关镇公社，１９８４ }¡ø
年改称
øú¤Ü%&*' }¡oú¤Ü#$%&'"
%# ~%&WÜ÷'û(&W
ú¤Ü #$$) } １２
城关镇。２００３年
月撤乡并镇时将十里铺乡并
)W*|oOñòÜ +,- ４８．９５
"'+&* Õ.#û/
入，并更名为大像山镇。总面积
平方公里，耕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县人
CMN/0OiA[Qi! ST?@='M

Þ,- #+%' 万亩。２０１０年，辖２５个村，１３８个村民
01 #$%$ }Û #* 23%)' 24N
地面积２．１８

!"# !
－! ４９８－

- 区
.
县

小组；５个社区，８９
户，总人口
!"#! $%&'"# 个居民小组，２８６０７
$()!"'$"%&' *'
+,-

坡下王、颉家、十字道
、大王家、槐沟、杨家 、孙家
®¼JuJ¥ÞJ~¼uJJuJu

９８８４９
６６２７５ ,3
人。全镇粮食总产
#""(#人，其中∶农业人口
,'./012,- %%$'!
4567+8
量9７５８．６
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
３５５１元。优质高
'!")% :;<'1),=>?@
A3 BCD
效农业和以辣椒、药材、果品、淀粉为主的农副产
E12FGHIJKLJMNJOPQRS1TU
品加工业为支柱产业，逐渐走向生产规模化、产品
NVW2QXYU2Z[\]^_8`abJ8N

坪、半西
、卢家山 、阳山 、康家滩、侯家沟 、安村、盘
pJ!J'uJ#!JßuJuJÂJ
石、大坪、姚家沟、雒家坪
、柏林峪、牛坪、衡坪 (%
４６
J~pJðuJlupJrJpJp

系列化。全国乡镇企业示范区坐落其中，宽松的投
cdb3 4ef5g2hi&jk./ZlmSn
opqrst１２００
+$&& 家企业落户境内，国家级文物
ug2k*qv'euwxy
资环境吸引了
保护单位大像山与天门山、金仙寺、华盖寺、显龙
z{|}~J JJ
洞等景点形成了南山旅游古迹文化长廊。下辖高
txb3 
桥、杨场、北街、北关、新庄、西关、二十铺、樊家、白
JJJ J¡¢J£ J¤¥¦J§uJ¨

¿ÀÁÂZð¢%&3
个行政村，姚庄社区。
'(# 新兴镇政府驻地。位于县城以北
¡ö5ÁÃÄÅ3 }ÆÇÈG ２．５
$)!
姚庄村
公里处。２０１０年，辖５
;°Ø3 $&+& ÉZ  个村民小组，７３３
! ¿Â)!"Z'**户，３５０６
*Z*!&%

人，耕地面积７７３．９
,ZÏÅÐÑ ''*)# 亩。全村经济以养殖业、花卉、
Ò3 4ÂCG/02J56J
1ºº2QR3 çäÚJ MçÚàÆ
劳务输出及服务业为主。甘通路、泾甘路交会于

此，村域内建有甘谷火车站、火车站站前广场、甘
PZÂ;vÌçèQRSJQRSSJç
谷货场、蔬菜市场，新修渭
阳路、新城北路、新兴路
èJ+,`Z¡"#ÚJ¡ÈÚJ¡öÚ

Ú４( 条道路。
Þ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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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东关、模范、沙石坡、五里铺、南街、艾家、张家
及北滨河路

井、狄家、李家、杨赵、土堆、马务
、史家、王家 、黄
³J´uJµuJ¶J·¸J¹ºJ»uJ¼uJ½
$!个行政村，东街、北街、东关、西关、
¿ÀÁÂ'ªJJª J£ J
uJ¹¾２５
家、马鞍山
! ¿%&3
 ５个社区。
北关

东关村
!"# 大像山镇政府驻地。位于县城东南。
~5ÁÃÄÅ3 }ÆÇÈª3
２０１０年，辖３个自然村，９个村民小组，１２７０
$&+& É'  * ¿ÊËÂ'# ¿Â)!"'+$'&户，
*'
６００９
２２０３ Ò',=>
亩，人均纯
%&&#人，有党员
,'ÌÍÎ ５０
!& 人，耕地面积
,'ÏÅÐÑ $$&*
收入达
?@Ó ２５００元。以发展农业、商贸为支柱产业，东
$!&& A3 GÔÕ12JÖ×QXY82'ª

关村地处城区，以冀城路为主线，东巷、主干道、东
ÂÅØÈ&'GÙÈÚQRÛ'ªÜJRÝÞJª
~Jß¢ÚÞÚàáâãZàäåæ3
大街、康庄路等道路交错纵横，交通便利。
$%& 甘谷县辖镇。位于县城以北，面积
çèÇ53 }ÆÇÈGZ ÐÑ
新兴镇
+$#)(
é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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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４ 平方公里。清同治时设姚家集，民国时称新
É * ôõò¡ö
bfZ+#!& Éóï¡é&Z+#!+
化乡，１９５０
年秋设新平区，１９５１年３
月改称新兴

雒家村
)*# 新兴镇辖村。为天水市新农村建设
¡ö5Â3 Q)`¡1Âï
h«ÂZ4e h«¡Å3 ÅØ"¢S£Þ
示范村，全国科普示范基地。地处渭河北岸的川道
Å&Z¤ÇÈ ' ;°3 $&+& ÉZ % ¿Â)!"Z
地区，距县城７公里。２０１０年，辖６个村民小组，
７０３
２０９７．３ ÒZ./£)Å
亩，其中川水地
'&* 户
* ３５０９
*!&# 人，耕地面积
,ZÏÅÐÑ $&#')*
９８０．５
１５６．８亩。大葱、蒜
#"&)!亩，机灌地
ÒZ¥¦Å ９５９
#!# 亩，山旱地
ÒZ>Å +!%)"
Ò3 ~§J¨
苗等蔬菜种植和劳务输转为主导产业，其收入占
©+,ª«F1º¬QR82Z .?@®
农民总收入的
1)+?@S ８２．５？？创立了＂雒家蒜苗＂品牌，产
"$)!,3 ¯°t
=
lu¨±²N³Z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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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远销兰州、青海、宁夏、新疆、陕西、四川等省市
&3 luÂÆ２００６
$&&% 年启动新农村建设，建成面积
ÉÀÁ¡1ÂïZÐÑ
区。雒家村于
+'" 平方米的两层新宅院
éêÂSÃÄ¡ÅÆ８６
"%处，全村
ØZ4Â "%
１７８
８６ *ÇÅÈ
户在地震
/ÉÊSËÌÍÎt¡Å3
$&&'
ÉZluÂÏÐQ
中受灾的群众搬进了新宅。２００７年，雒家村被评为
+(!")* :AZ1
4¿xÑÂ3 $&+& É4Â+?@１４５８．３万元，农
全省文明村。２０１０年全村总收入

fZ ÷È &ø+#!$ É ６月改属第六区，１９５６
% ôõ÷ùú&Z+#!% É
" 民人均纯收入
),=>?@３９００
*#&&多元，高于全镇、全县平均水
ÒAZÆ45J4Çé=)
乡，属城关区；１９５２年
年８
ôõQû÷f3 +#!" 年设新兴公社，１９８４年改为
Éï¡ö;%Z+#"( ÉõQ 平。
é3
月改为直属乡。１９５８
¡ö53
45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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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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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甘谷县辖镇，位于甘谷县西部，地跨
çèÇ5Z}ÆçèÇ£ÓZÅÔ
新兴镇。全镇共辖１个社区，４６ 个行政村，２６６ 个
磐安镇

村民小组，３０５０９
户１０７３３３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Â)!"Z*&!&# *
+&'*** ,Z
./ý12,１０２０１人。２００３
+&$&+ ,3 $&&*年
É １２月撤乡并镇时，将渭阳镇并
+$ ôþfÿ5îZ!"#5ÿ

入，将康家滩乡孙家坪、卢家山等
１０村并入。２０１０
@Z!ßu$f%u&J'u +&
Âÿ@3 $&+&
年，辖
ÉZ １个社区，４６
+ ¿%&Z(%个行政村，２６６
¿ÀÁÂZ$%% 个村民小组，
¿Â)!"Z
$*'$#户
*１１０４１３
++&(+*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Z./ý12,- １０２０１
+&$&+ ,3
+
２３７２９
人。总
ÏÅÐÑ ")+%万亩，其中川水地
:ÒZ./()Å２．８４
$)"( 万亩，山旱
:ÒZ*
耕地面积８．１６
!)** :
Ò Z , = Ï Å &)"$
3 67+89
地Å ５．３３
万亩，人均耕地
０．８２Ò亩。粮食总产量
$""')$(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Z1),=>?@３４９５．４
*(#!)(元。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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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８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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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劳务为三大支柱产业，开心果、花卉等

特色产业初具规模。镇域内交通便利，素有甘谷
78829:`a3 5;vàäåæZ <Ìçè
＂旱码头＂之称。渭济渠穿流灌溉，陇海铁路横贯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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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两岸，依山傍水。为甘肃省小城镇建设重点
"Ã¢Z ÕÖ)3 Qç[¿!È5ï×
镇。明设五十铺，清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年）地震，
53 Ñï¯¥¦ZëßØ¯¥~ÉÙ+'+" ÉÚÅÈZ
覆没永宁镇（四十铺），遂迁永宁镇集市于五十里
ÛÜÝº5Ù¾¥¦ÚZÞßÝº5ñ`Æ¯¥°

铺，以＂如磐石之安＂，命名为＂磐安＂。民国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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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９４０年）设磐安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
â&Z âfø+#!" É９#月改为磐安公社，
ôõQâ;%Z
磐安区，辖磐安乡；１９５８年
+#"( 年改为乡，１９８５
ÉõQfZ+#"! É
++ ôõQâ53 $&&* É
１９８４
年１１月改为磐安镇。２００３
年
+$ 月撤乡并镇时，将金川乡并入。陇海铁路、３１６
ôþfÿ5îZ ç£fÿ@3 è¹KÚJ*+%
１２
eÞãL4qZ "é£êªë45Z Ì£
国道横贯全境，渭河由西到东流经全镇，有金川
J¾¥¦JJìu
河、四十铺河
、南河、武家河 (４XëZ)oíî
条支流，水资源丰
ïZQçèÇÈù¤)íÅ3 45+ÐÑ +'+)'" é
富，为甘谷县城第二水源地。全镇总面积１７１．７８
平

西，通甘、泾甘、姚杨、姚渭
、姚朱公路交汇于此，有
£ZäçJMçJðJð"JðN;ÚàOÆPZÌ

')%( :Ò3 $&+&年，辖
ÉZ !$
ê;°ZÏÅÐÑ ７．６４万亩。２０１０
方公里，耕地面积
５２ ¿À
个行

甘谷火车站和甘肃摩擦密封材料厂、甘肃新恒达
çèQRSFçTUVWXLYZJ ç[¡\Ó

政村，１个社区，１５７８８
人。粮食总产量
ÁÂZ+ ¿%&Z+!'"" 户，７８１２０
*Z'"+$& ,3
67+89
９０７．３７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３５１１元。主要产
#&')*' :;<Z1),=>?@ *!++
A3 Rð8
业有蔬菜、建材、商贸和林果业，是甘肃省有名的
2Ì+,JLJÖ×FM2Zñç[¿ÌäS
精细蔬菜生产基地和集散地，蔬菜面积
３．１万亩
òó+,_8¡ÅFñôÅZ +,ÐÑ *)+
: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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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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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复种），果园面积２．３
万亩。以＂燕家韭菜＂＂毛坪
HI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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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u½ü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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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裴家黄瓜＂＂杨汪葡萄
、草莓＂＂金川苹果＂等
%& 多个品种
Ò¿Nª +)*
Q$%S&;'òó+,J üM６０
为代表的无公害精细蔬菜、瓜果
１．３

化工有限公司等省、市属企业，有甘谷汽车站、甘
bWÌ];^_J`÷g2ZÌçèaRSJç

谷浴佛水泥有限公司等县属企业５
èbc)dÌ];^Ç÷g2 ! 家，个体私营
uZ ¿efg
企业
、魏家、崖湾、雒家、五甲、令
g2８８１家。下辖移家
""+ u3 huJiuJjkJluJ¯m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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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姚庄
、谢家、史家坪 、渭水峪、蔡家寺、十甲、刘
uJuvpJwxpJyuzJ{uJ¹u|J}uJ
家、豹子坪、椿树坪、韩家墩、苟家、马家磨、崔家、

王家、头甲、七甲、皂角树、柏林沟、小王家、三合、
¼uJ@mJ~mJJJ!¼uJ2 J

! !"" !－
－４９９

天水大辞典
!"#$%

万亩，销售收入
１．８()*
亿元。磐安素称＂甘谷辣椒之
!"#$%&' !"#
+,-.
/
01234
乡＂，依托辣椒、韭菜等特色产业发展农副产品加
56#78239:;<=>?@ABCD?EF
工、保鲜、运销为主的各类龙头企业
１２６ S*
个。以建
G9HI9J$KLMNOPQR@ !$%
TU
业
&#% S#Y@Z[３６８０
'%#( 人，年产值７８００
Z#\?] )#** 万元。
!)*
@ ５８６个，从业人员

亩，农作物播种面积
万亩，粮食总产量
" # C b c d e ù ú３．６１
'"%! !
"# fg&?G
１１８８．８４万公斤，农民人均收入
３３５０元。建筑业、
!!##"#+ !Ëh#CÝZJ&' ''&*
)v UV@9
果椒业
、蔬菜业、规模养殖业为四大支柱产业，分
i3@9X;@9jñ<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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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占农
Ý Z J n & ' M ３７．１？？１１．９？？９．７？？
')"!- #!!",- #,")- #
m F C 民人均纯收入的
５．３？？占地
&"'-v FÇ３００
'** 亩的工业园区内建有祁连山水泥
"MG@oÏdU^pqfr

筑、建材、农副产品加工、蔬菜运销为主的各类企
V9UW9CD?EFG9X;J$KLMNOR

有个体工商户
人，产值
^S_G`a７８２
)#$ 户，从业人员
a# Y@Z[ １８７４
!#)+ Z#
?]

股份有限公司编织袋厂、兰州干酪李厂两家大型
st^uËîvwxy9 ¾z{|y}q ~

１３８０
、周秦文化的毛
!'#*万元。境内有南山寺和属仰韶
!)b cd^efghijk9lmnoMp

R@v cdqKw^Ì#ºÄK
企业。境内姜家庄为蜀汉名将姜维故里，石滩村为

家坪古遗址。磐安名人有晚清学者王权。２０１０年磐
qrstuv+,wZ^xy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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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翰林巩建丰故里，建有姜维墓及姜维、巩建丰纪

安镇被评为天水市十大魅力乡镇。下辖尉家沟、刘
,~K 5~v q

念馆，还有黄羊堡遗址、觉皇寺、青龙寺、圆通寺、
#^tu9«g9Pg9g9
显庆寺、白马寺、南塔等旅游景点。下辖中洲、总
g9¹g9e<v E9&
门9qg9|9º9q²9r9_r9
、蒋家寺、苍耳王 、石滩、蒋家窑 、蒋坪、金坪、武
家湾、巩家、新庄、姜家庄、六峰、张家庄、觉皇寺、
q´9 q99q9NO9¤q9¡«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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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堆坪、张家窑、白家窑、铁坡山、半沟、红崖沟
、陈
q²9§q²9qr9¨Ê|9©q9ª²9C
家窑
、黄家窑、李家坪、在城王、牛家庄、黑窑 、川
子、巩家窑
个行政村。
«9 q² ２９
$, SÂÃÄv
六峰村
公
+,( 六峰镇政府驻地。位于县城东
NO~ÃÅÆÇv ÍÎÉÊ ６% Ë
里处，渭河南岸，东川公路沿线。支柱产业有花椒、
Ìû#ü¼eý#CË¬×v Þß?@^®39
蔬菜种植、劳务输出、商贸等，其中养猪已逐渐成
X;e¯9ÚÛ°±9`²<#³E<´µ¶·W
jñ#]WK¸ÄM=>?@v $*!* \# ! Sô
规模，并成为本村的特色产业。２０１０年，辖１个自
fµùú
õÄ#% SÄÝö÷#&,%
然村，６
个村民小组，５９６ a#$)*'
户，２７０３Z#
人，粮田面积
&'!"& 亩。粮食总产量
"v fg&?G !,"$&
!Ëh#CÝZJn&
５３１．５
１９．２５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
' ３７００
')** )v
Äd¹%èðrºov cd^01
入
元。村内巷道全部水泥硬化。境内有甘谷
ÉNOC»yh01ÉNO<k¼v
县六峰农机厂和甘谷县六峰养殖场。

q9pqr99e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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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墩、毛家坪
、西街、南街、北街、大庄、新庄
、东堡、

李家坪、燕家庄、石家庄、汪家庄、三十铺、原家庄、
qr9q9q9q99q9
南坡寺
、郭家山、好稍科、东卜峪、张家沟、十甲坪、
eg9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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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街、四十铺、谢家坪、裴家坪、五甲坪、玉皇殿、东
¦§qr¨qr©¥rª«¬
坪、潘家山、土寨、杨家庄
、严家庄 、李家窑 、洪家
rqf®¯°q±qq²³q

湾、山庄、田家庄
、榆林坪、尉家庄、新窑、西坪、庄
´fµq¶·rq²r
儿沟、马家滩、董家坪、北坡寺、张家窑、毛河、莫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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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甄家庄、东崖、侯家山、张家山、石沟
５２SÂÃ
个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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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 磐安镇政府驻地。距县城
+,~ÃÅÆÇb ÈÉÊ２３$'公里，
ËÌ#
西街村
ÍÎ+,~Ï# ÐÑÒÓCÄUÔÕÖ
位于磐安镇区，是天水市第一批新农村建设推进

村，甘谷县韭菜、线辣椒生产基地，蔬菜
、劳务和经
Ä#01É:;×23Ø?ÙÇ#X;ÚÛhÜ
商是农民收入的三大支柱产业。２００１
年获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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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治理＂安全示范村＂称号，２００２
年村委会被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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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９亩。

./- 甘谷县辖镇。位于甘谷县北部。安远
01É~v ÍÎ01Éðv ,A
安远镇
~s.½Êv ¾¿À\T!*!#年）置安远寨，属
\UÁ,A¯#i
镇古称柳城。北宋天禧二年（１０１８
mz#ÂÃÄiüÉ#TÅÆÇ'È#É
ç
,
秦州，旋即又属通渭县，以西夏常北来入侵，取＂安

燕家村
)*( 磐安镇辖村。地处磐安镇四十铺渭
+,~Ä* Çû+,~¦ü
河南岸，南临陇海铁路和
国道。２０１０年，辖
¼eý#eþÿ!"#h 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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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远方＂之意。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为通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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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１９５０年秋，划归甘谷县管辖，设安远区；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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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然村，６个村民小组，４５５
人，总耕地
SôõÄ#% SÄÝö÷#+&& 户，２２０６
a#$$*%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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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５
!*'& 亩。燕家村创建的大棚设施韭菜＂燕家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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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叶片宽厚，叶色浓绿，鲜嫩多汁、香辛浓郁，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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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俱佳，富含营养＂而享誉四方。韭菜产品远销西

年６
\ %月设为直属乡，１９５８年９月改为安远公社，
[ÔKÓi5#!,&# \ , [ZK,AËY#
１９８４
年, ９月撤乡建镇；２００３
!,#+ 年改为安远乡，２００１
\ZK,A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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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月被列为甘肃省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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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撤乡并镇时，将康家滩乡的阴坡、阳坡、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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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五省区及四川、河南、湖南、湖北等十多个省区

q< １０个村并入。２０１０年，全镇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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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堡等

法部评为＂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２０１０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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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村，８个村民小组，７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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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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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亩，占全村耕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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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ËÌ#øÇùú !*"&亩，粮田面积８．１８
"#fµùú #"!#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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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城市。全村有大棚韭菜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１０．５
úM ８７？？占蔬菜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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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
１０００亩的
９０？？总产量达
３３６８吨，亩均收入６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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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占全村农业总收入的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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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谷县辖镇。位于甘谷县东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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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峰镇

#+%'## Z人，其中农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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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小组，１１７０９
户，４６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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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５８６人。粮食总产量９５５．１８万公斤，农民人均纯

２００５
$**&年被评为全国文明镇。六峰因六棱山而得名，
\Kè$nM~v NOPNQf=Rw#

交汇于此，是甘谷县的＂北大门＂。境内有天水古
àáÎâ#Ð01É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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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称石人里，民国时称东川镇（乡），１９４９
年后
MyS.ZÌ#Ý$S.C~T5U#!,+, \V
设六峰区，１９５８年成立六峰公社，１９８４
年改设六
ÔNOÏ#!,&# \WXNOËY#!,#+ \ZÔN
峰乡，２００１年
年 !$
１２[\5]
月撤乡并
O5#$**! \９, 月撤乡建镇，２００３
[\5U~#$**' \
~S#^_r5]'v è~&ùú ６３．７４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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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时，将金坪乡并入。全镇总面积
$*!*年，辖２９村，１４３个村民小组，８８０１
\# $, Ä#!+' SÄÝö÷###*! 户，４６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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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杨六郎墓、古城墙、西校场、香台山等遗址，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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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高台
、戏剧、秧歌等享誉县内外。建有大型农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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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ÜÝùú !"') !"v  ３６个行政村，１７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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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灌溉面积１．３７万亩。辖

&'２７６３元。甘（谷）礼（辛）、通（渭）甘（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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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市场一处，开发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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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¼Òû#ðA`１５０
!&* 间，总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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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建筑、劳务、商贸流通，林果、养殖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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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五大支柱产业。有康达空心砖厂、富民砖厂、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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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Ê÷y<UW@KLMøË^ùR@#$ 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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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７８６人。耕地面积
万 城砖厂等建材业为主的非公有制企业，２个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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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区

植、养殖为主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兴达、兴盛、
!"#$%&'()*+,-./01234254

第五中学、金山乡卫生院位于金山村。
UVW4¯HXYZ¯H)=

泰康等规模养殖户。下辖王马、巩川、河湾、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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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寺、庙滩、马坪、老庄、何家坪、韩家湾、阳坡、王
!j4k^4lW4mT4QVW4nVE4RP4@

西坪乡
!(& 甘谷县辖乡。位于甘谷县东北部的
z?= zZ'
渭北干旱山区。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形被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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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６
D "沟分割成
dcd÷ １０条山梁，沟壑交错。西坪原称西
#& ãHe0dfgh= KW¤iK
坪街，据传最早因董、王、郭三姓聚居，取名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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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后改名三合镇，又称西峡坪。民国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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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后川沟
、阴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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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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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６
年）改名西坪镇，属通渭县管辖；１９５０ }y
年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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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山、大城、西城、董川、店子、安坡、何山、阳赛、山

庄川、厚家坪、史川、南城、北城、菜子山、任山、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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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北川、石方、黄鹤、苏家沟
、李家堡、麻池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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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远镇政府驻地。距县城
Otusvwx= yzJ１７#$公里。
{|= 归甘谷县管辖，１９５１年
zzx?0#)(# } ３月为西坪乡，先后为安远
! ¿¶KW0{o¶Ot
西城村

区、西坪区（第九区）、金山区、西坪区辖。１９５８年９
À4KWÀU»À4¯HÀ4KWÀ?= #)(* } )
位１５
１４５８ 月并入金山公社，属西坪管区；１９６８年
月为西
V= x  %&)' 亩，其中粮田面积
0   #'(*
¿|¯H{Æ0 IKWxÀÂ#)"* } １０
#& ¿¶K
 #(家。耕地面积２０９４
亩，果园面积２１８
年，农村人均纯收入
坪人民，１９８４
年改为西坪乡。２０１０年，辖
２１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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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亩，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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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村，１２０
%%!&元，人均产粮
0 １９８
#)*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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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  . 0#"' 个自然村，４６０６
q Ë Ì ) 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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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0#%& 个村民小组，１６４
２２３０
$%& 甘谷县辖乡。位于甘谷县东北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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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总面积１０３．２
= È  #&!+%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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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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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 ¡¢ " q)= £H
Î0ÏÐÈÑ １６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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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３０４线、泾（川）甘（谷）公路贯穿６个村。金山乡
万亩，粮食总产量
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原以其地理形状取名牛蹄湾，后因其地有秀金山，
¤¥x¦§¨©ª«¬E0ox1®¯H0 ２６３４元。农作物主要以小麦、马铃薯、玉米、油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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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取名金山。清乾隆时设为牛蹄湾镇，民国二十九
主，同时也种植少量莜麦
、胡麻、中药材、紫花苜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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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９４０年）曾设乡公所，辖
１０保。１９５１
等。以苹果为主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要产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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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 ¥¶&'×!ÔØ;$Ô¶&}Ô0Ý
设金山区，共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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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１９５８年４月，改为金山乡，
有养殖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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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１９００
#)&& 平方米，年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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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 ２００头。境内有建于北周明帝二年（５５８年）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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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９月置金山公社；１９８４年改为金山乡。全乡总
量
#&*+* É`{Ê0%&#& }0 ?３０
!& 个行政村，
qr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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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 j ))
面积１０８．８平方公里，２０１０年，辖
莲寺，寺内
９９ Øu
棵古柏和一颗古槐暗合＂九九归
#%* 个自然村，１９３
q ËÌ )0#)! 个村民小组，１１１５３
q ) ·  . 0###(! 户，４４７６０
< 0''$"& （槐）一＂之意；境内石坪村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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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
人。耕地面积
万公 文物人面鲵鱼瓶被用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总局
§L ¨©ª«/+¬~ÁØ¸sÈ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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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亩，粮食总产量
Î0ÏÐÈÑ １７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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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６９７ =
元。金山乡优势产业为
与比利时王国邮政部门首创联合发行的一套二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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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s±²³´uµr'¶¹·
中药材种植和劳务输出为主的建筑行业。建立了
国际陶瓷邮票图案。下辖石沟
、柴家湾、燕珍、四方
ÕÖ×!ØÙÚÛÜ¶&'ÝÞrÔ= Ýß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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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辖４个村民小组，５５５
１４６３人，入驻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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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质白条党参为主的中药材种植示范点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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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莲花台、郭家湾、马家山、红凡沟、湾儿河、马家
64F4oVE4lVH4AÁd4EÂD4lV

0×! é #+$ 万亩，户均增收
Î0<ê '&&
田，种植面积约１．７
４００ Â¥ÙÚ
元；以劳务

湾、石坪、董堡、冯寨
、颉刘家、海子湾、陈家湾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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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击、马家河、上硬王
、鸡毛峡、姚家山%#２１个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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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s

输出为主的建筑企业在省、市、县登记注册的
６２
ÛÜ¶&'ÝÞëÔì4 í4 zîïðñ' "%
家，企业总数
人次，每
V0ëÔÈò １２６
#%" 家，年输出劳务
V0}ÛÜÙÚ １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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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完成总产值
６０００
}õö÷Èø８０００
*&&& 万元，户均年收入超过
Î0<}ùú "&&&
元。２００３
年在田家山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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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实施了人饮工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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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砷改水工程，建设水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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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解决了群众用水难的问题。下辖魏家山、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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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田家山
、邓家嘴、金山、二家湾、段家沟 、谢家
湾、刘家沟
、半山 、七家山、常家庙、张家岔 、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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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石坪村
)(' 西坪乡政府驻地。位于甘谷县东北
KWsvwx= zZ

部，距县城
４５公里。２０１０年，辖６个村民小组，２８８
0Ìz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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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Â1ÙÍÎ ８６５人。耕地面积２８３１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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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１４６１人；有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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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作物面积２４９０亩，粮食总产量
５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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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西坪街建有集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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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人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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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负着全乡农产品、农资及生活用品的商贸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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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苹果为主的林果业、以石坪养殖小区为龙头的
Û×ÜÝ;$ÔØÙÚÛÜ¶&ÞÔ=
C4@VD4CN49VH4EVE4F^N4¹G
川、王家局、川子、刘家山、吕家湾、上滩子、二甲
良种肉猪养殖业和劳务输出为主导产业。
坪、移家湾、苏家山、水家岔、下山庄
３０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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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s)=
*+& 甘谷县辖乡。位于甘谷县东北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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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庄乡
$%' 金山乡政府驻地。属金山乡中片。
¯Hsvwx= I¯HJ= 散渡河流域。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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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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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颉家山、下店子、王家山
、郑家山、红岘、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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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Ç¶HÀ0K1

大庄而得名，１９４９
年前隶属通渭县，１９５０年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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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甘谷县，１９５１年３月设大庄乡，１９５８年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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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面积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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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甘谷县

大庄公社，１９８４
年改为大庄乡。２０１０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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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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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制品加工及油葵种植为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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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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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客商
、秦安、通渭三县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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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最大的商贸流通集散地。下辖大庄、付家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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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蔺坪、席家沟、魏家峡
１８ st$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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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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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ØUVW!O UVÓXY?
苹果
、梨、杏，其中产于南山的黑梨以其肉厚、多
ZÓ?[?\3ØÀ
¨¸ZK][àØ^_?å
汁、皮薄成为礼辛当地的一个招牌果品，畅销兰
`? ab;<;Bc(K°sdeÓf3 ghi
j?klm(O nûÕÖo!pq3ÕÖf
州、天水等地。境内药材资源丰富，主要药材品种

zu3&& su{`|3($( }3#')%
~O (
ÙÚ?\r?sa?Yr?tam !%
å3gh
然村，１１个村民小组，３８３
户，１９５０人。耕地面积
有党参、杏仁、桑皮、桃仁、丹皮等
２０多种，畅销全

４１２８
*&!$亩。支柱产业主要有养殖业和种植业，劳务输
O  )3
出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年人均纯收入
２４３０
u{K!3 x~ !*("
O &''+ x?&'', xxE ¡¢
元。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７年连续两年获得全县梯田建设

£¤¥O
优秀奖。

()*+ 甘谷县辖乡。位于甘谷县渭北浅
=¦EQvO §¨=¦EC©ª
八里湾乡
®O ¯§¨°± $
Z«3 v$%w(¬E^ !"
山区，乡政府驻地距县城
２０公里。因位于一条８
华里长的新月形大湾（南起赵家湾村，北止金岘
²®³K´µ¶Jf ·¸¹ºofu3 ©»¼½
村）之中，故名八里湾。１９５１年３月设八里湾乡，
u¾¿À3ÁÂÃ®fO &')& x ( µ¢Ã®fv3
１９５６年８月撤乡，１９６８年
&')+ x $ µ Äv3&'+$ x １０月设八里湾公社，
&" µ ¢ Ã ® f  Å 3
１９８４年改为八里湾乡。总面积
&'$* xÆ<Ã®fvO ÇÈ１０１．３平方公里，耕
&"&-( ÉÊ®3
(È ,-+! ËO !%#% x3Q !,
st$u3#$, s
地面积７．６２万亩。２０１０年，辖
２７个行政村，１８７个
~O ÌÍ
u{`|3##, syzu3$*%( }3(('!)
村民小组，１１７个自然村，８４０３
户，３３９２５人。粮食

国各地。境内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礼辛镇古文化
Ku(O nûvýwxyz,§;BC{w|
遗址一处，位于礼辛乡下街村，面积约
１６ ËÉÊ
万平方
}~°H3§¨;BvPu3 #+
米，是甘肃省十大古镇之一。境内南庄、冯山、岳家
03=v@J{C¿°O nû¸R?éZ?T
门、杨家坪等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各种彩
? aTnmH´ }~3 úu
??ù? ? ?/ mwxnû
陶、陶钟、红陶俑、石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境内还
úï???mK
出土了蒜头铜壶
、铜钟、铜彷 、铜鼎等春秋战国时
代文物；庙儿坪、杜家沟、冯山、魏家窑、尉坪等处
wxOn?Tp?éZ?qT?nmH
JÎ{ ¡3ú¢£¤?J¥¢
发掘了大量汉代古墓葬，出土了汉五珠钱、大泉五

十钱、铜整
、铜壶、铜驽机等文物，其中铜壶造型精
@¤?¦??§¨mwx3ØÀ©ª«
¬®?¯°±²O
;Bv}³´µ¶©·¸?
美别致
、纹饰繁缛。礼辛乡遗存有宋槐及北极宫、
ç¹?À¹?P¹?º»¼?½Vm{}~O ¾¿
上堡、中堡、下堡、菩萨楼、龙王庙等古遗址。旅游
ÀÁÂÃZ?îmO PQÄR?ç?P?é
景点有显爷山、石庙嘴等。下辖陈庄、上街、下街、冯

Ç Î $,,-$# 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ËÏ3 Ð{~Ñ ２６４６元。
!+*+ O
总产量８７７．８１
Ò
ÓÔ??ÕÖ?×
主导产业主要有果椒业、养殖业、药材种植 、劳务
O ØÀÙÚ?ÛÜÔÝÞÂO ßZàÓÔ
业。其中党参、线辣椒比较有名。前山以种植果椒
<3áZÙÚ<KÕÖ *$%%
vâ
为主，后山种植党参为主的药材
４８００ O
亩。全乡规
ã} +!户，劳务输出人员
}3×~ä６２００
+!%% 多人，创劳务
å~3æ×
模养殖户６２

(+'%
ËO
PQqo]?çn?èo½?éb?
收入 ３６９０万元。下辖魏家岔、上坪、马家岘、冯坡、
Ã®f?êoë?ìTn?VTp?íf?aop?î
八里湾、谢家衢、张家坪、王家沟、陡湾、杨家沟
、嘴
ï?À]?ðf?ìTR?ñ½?ºTf?ò_Z?ó
头、中岔、阴湾、张家庄、金岘、赵家湾、寨子山、唐

家湾、椿树岘、徐家岔、大塔坪、上岔、金家湾、马耳
Tf?ô\½?õT]?Jön?ç]?ñTf?è÷
峪、谢家沟、红土坡、城峪沟
２７个行政村。
ø?êTp?ùúb?^øp !,
st$uO
()*, 八里湾乡政府驻地。２０１０年，辖６
Ã®fv$%w(O !%#% x3Q +
八里湾村
syzu3' su{`|3((+ 户，１６０５
}3#+%) ~O
uû
个自然村，９个村民小组，３３６
人。村内有
Ã®fvüýÀþ?Àÿ`þ?!"#O $Ð0
八里湾乡初级中学、中心小学、卫生院。建有农贸
%&12°H3vK0'FLÀÿO ()
综合市场一处，是全乡的贸易交流中心。种植结构
*+ç<,°K`-?(./0)è12O
u
基本上为单一的小麦 、地膜玉米和马铃薯种植。村

民收入以外出务工为主。
{à63<O
-.+ 甘谷县辖乡。位于甘谷县西部，以其
=¦EQvO §¨=¦E453àØ
礼辛乡
ú6{7?89:;<ÂO =>?@Ax·#($#
土瘠民勤、淳朴好礼而得名。明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

年）设礼辛里，为全县三大集市之一（礼辛
、城镇、
x¾¢;B®3<EDJM1¿°·;B?^C?
永宁镇）。清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
DEC¾O FGH@Ax·#,*' 年）为礼辛镇，乾隆
x¾<;BC3GH
三十年（１７７０年），置礼辛里、礼辛正（有集市）。民
D@x·#,,% x¾3I;B®?;BJ·M1¾O {
国初，仍为礼辛里。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１０
月
Kü3L<;B®O {KM@Nx·#'*% x¾#% µ
I;BC3#')# x ( µ3¢;B«O#')$
x * µ¢
置礼辛镇，１９５１年３
月，设礼辛区；１９５８年４月设
;Bv3 Px ' µI;BÅ3#'$* xÆ<;B
礼辛乡，同年９月置礼辛公社，１９８４年改为礼辛

!"#$%
礼辛乡远景

山、杨湾、李门、寨子、尉坪、马坡、董岘、贾山、石
Z?af?Å?ò_?n?èb?Æ½?ÇZ?
½?ç?È?l¥f?ÆÉ?Êp?õb?ËÌ?Í
岘、上窑、倪儿、水泉湾、董渠、河沟、徐坡、柏林、高
st$uO
湾f２０!% 个行政村。
/0, 礼辛乡政府驻地。位于清溪河畔，距
;Bv$%w(O §¨FÎÊÏ3Ð
下街村
E^4©４０
*% 公里，是礼辛乡蔬菜、苹果主要生产
®3;BvST?ZÓ"
县城西北
(3 E ２００６
!%%+ xÑÒK
地，全县
年确定的 #%
１０ sÓ°ÔÅÕÖ´
个第一批社会主义新
Ðu$¢×Øu¿°O
!%#%
x3
Q # syzu3)
农村建设推进村之一。２０１０年，辖１个自然村，５
su{`|3!$( 户，１６８９
}3#+$' ~3×ÙÚ
#%)' ~O
(
个村民小组，２８３
人，劳动力１０５９
人。耕地

面积２４６９
3 x~Ñ Ì３００
(%% 公斤，人均纯收入
Ï3 ~Ñ
 !*+'亩，年人均产粮

#'!% O
１９２０元。

#1+ 甘谷县辖乡。位于甘谷县西北部干
=¦EQvO §¨=¦E4©ÛÜ
大石乡

旱浅山区，清溪河流域。大石因其地有大石而得
ÝªZ«3 FÎÊLÞO J¯Ø(J<
名。明代设有驿站，清朝称永下里，民国二十六年
ÂO =¢ß,3FàáDP®3{KM@âx
（１９３７年）设大石镇；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置永
·#'(, x¾¢JCã{KM@Nx·#'*% x¾ID
vO !%#% x3Q !% st$u3$# syzu3#%+ s
乡。２０１０年，辖２０个行政村，８１个自然村，１０６个
兴镇，辖大石镇等八保；１９５１年３月，设永兴乡；
äC3 QJCmÃy#')# x ( µ3 ¢Däv
!"# !－
－! ５０２

+ ,
县区

１９５８年９月，并入礼辛公社；１９６８年１０
º_ø\_]¨ ２６
!"#$ ! " "#$%&'()*%"&$ ! %'月，置永
"+,- 家湾、西崖、鲜家坪
*& IJKLO
个行政村。
兴公社，驻大石镇；１９８０年改称大石公社，１９８４
年
.()+/0123!"$' !4501()+!"$( !
改为大石乡。总面积
460178 9:; ９８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６．４８
"$ <=(>?@A:; &)($
万亩，果椒园面积２．０４万亩。２０１０年，辖
２５个行
BC+DEF:; *)'( BC8 *'%' !GH *+
IJ

谢家湾村
公
$%&# 谢家湾乡政府驻地，距县城
!º7K»/A+^÷ ２６
*& (
里。２０１０年，辖３个村民小组，２２９
户１０３８人。耕
>O *'%' !+H , ILVÀÁ+**" M
%',$ NO @
,('$ C+cL@ABJn_>Â`O
UV
A:; ３４０８
地面积
亩，全村耕地基本实现梯田化。农民
%""$)$ ZO
ð&äÇÈaÀb_ c
NWXY% １９９８．８
人均纯收入
元。主要以种植冬小麦、马铃

NO PQ9RS %*%*)(
B(
KL+$*,+ M+,%-$(
政村，８２３５
户，３１７８４人。粮食总产量
１２１２．４万公
斤，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７５８
T+ UVNWXY% *-+$元。特产为中药材、水
d_/06ð+CeUVÇSd\]^+UV
Z8 [R6\]^_` 薯、玉米为主，部分农民种有少量的中药材，农民
D_ab8 c7 "+.dUMe!f"ghaiGj
fg$%ð&hiULjËÞßdÛÜO
果、草编。全乡
９５？？农户长年累月加工草辫，是 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输转。
klmnd
o
abp7q8 7rstaughvw
名副其实的＂草编之乡＂。乡上办起草辫加工厂进

(%)' 甘谷县辖乡。位于甘谷县西南部。
H7O ¼½ø£CO
武家河乡

行深加工，还成立了草辫开发公司，在大石集镇上
JxghGyz{|au}~(+012r
开辟了草辫交易市场；全乡
,'' 多户草辫贩运户
MauM
}|au  c7３００
草辫年销售额
au!８００
$''多万元，获利
BZ+ ２００
*'' 多万元，全乡
BZGc7
人均收入增加百余元。大石乡为甘谷县＂书画之
NWY%gZO 0176o
p
7qGUVO H__ _¡
乡＂，有不少农民书画家。下辖王川、马川、牛川、贯
¢_£¤_¥_¦¤_01_§¨_©¨_ª«_¬
寺、南山、榆川、北山、大石、麻坪、曲坪、丁窑、咸
川、黄坪、梨沟、河南、武面、下山、中庄、温岘、赵
_¨_®¯_°£_±!_¤_\²_³´_µ
坡、马窑、冰滩、李川、李湾、王湾
２５个行政村。
¶_«_·¸_¹_¹º_º *+
IJKLO
大石村
!"# 大石乡政府驻地。位于大石川道地
017K»/AO ¼½01¾A
区。２０１０年，辖７个村民小组，４７０户，２１７２人。耕
¿8 *'%' !GH - ILVÀÁG(-' MG*%-* N8 @
A:; ３８４５亩，粮田面积
,$(+ CG PÂ:; ３１３２
,%,* C8
PQ9RS
地面积
亩。粮食总产量
&$)$ B(TGUVNWXY% *-%*
Z8 ÃÄÅz
６８．８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７１２元。初步形成
|
Æ
ÇÈ_ÉÊ_ËÌqÍ0ÎÏRÐG -+' CÑÒ
了＂种植、养殖、劳务＂三大支柱产业，有７５０
亩优质
DFG4ÓÔÕÖ×
%*'ØGÙÚÉÊ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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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园，改造暖棚圈舍 １２０座，规模养殖户 ２５ 户，全村
BZGÛÜÝËÞß ,+'
N
!ÉÊÐY% %'&万元，输转富余劳动力
年养殖业收入１０６
３５０多人

社，１９６８年
１０ "no´_
月与吕家岘、艾家坪公社合并为先
p¨()qk6r
)+%"&$ ! %'
锋公社，社址在武家河。１９７２年恢复为武家河公
s()+ )t±°O %"-* !uv6±°(
社，１９８４
年改为武家河乡。总面积７６平方公里。
9:; -& <=(>O
)+%"$( !46±°7O
*'%' !+ H %- IJKL+&&个自然村，７８个村民
I"#L+-$ ILV
２０１０年，辖１７个行政村，６６
@A:; ,)'+ BC+ð&
ÀÁ+,"-$ M+%-*'" NO
小组，３９７８户，１７２０９
人。耕地面积３．０５万亩，主要
粮食作物有小麦
、马铃薯、玉米等，经济作物以油
PQwxÀb_cd_/0ï+fgwxäy
菜、花椒、胡萝卜等为主。粮食总产量为５２０．９
万公
ê_zE_{|}ï6ðO PQ9RS6 +*')" B(
斤，人均纯收入２４２２．８元。境内有大量的石灰石矿
T+NWXY% *(**)$ ZO ~á0Sd11
产资源，储藏量在５
R%+ S + 万亿吨以上，有少量铁矿资
B är+ S
%+äSeO ~á¤¢(F １９９５
%""+ !
源，以鸡窝状分布。境内尖山寺森林公园
年
k6(FO c7Ð
被命名为省级森林公园。全乡有龙升矿业有限责
(_Ð(_°1v_1
任公司、兰宝矿业股份公司、天河采石厂、金升石
ghv_%1v
+ I ÐO H1
料加工厂、寅源采石厂５个股份制企业。下辖石家
大山、武家堡、关家庄、黑吓沟、格板峪、艾家坪、石
0¤_±¡_¢²_£¤¯_¥¦§_p¨_1

%"+% ! ３月设武家河乡，１９５８年９月并入火箭公
, "ý±°7+%"+$ ! " "k%lm(
１９５１年

àO Lá01Uâ _ã^ Gäåæç_ 庙嘴、武家河、王家窑、原高山、秦家坪、吕家岘、杨
¨©_±°_«_ª«¤_¬¨_o´_
次。村内有大石农贸市场、木材市场，以日用百货、
UlRègh_ã^_éê_ëìí_îï 河、尚家山、秦家湾、姚家湾、周元坪
°_®¤_¬º_¯º_°Z¨ %IJKLO
农副产品加工、木材、蔬菜贩运、字画装裱、客运等
１７个行政村。
6ðdñâòóÐåôõö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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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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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商贸流通业日趋繁荣。
武家河村 武家河乡政府驻地。距县城 ２５
公

谢家湾乡
$%&' 甘谷县辖乡。位于县城西北。１９６８
H7O ¼½÷øùO %"&$
年!１０
月全县撤区建社时设立永丰公社，１９７２年更
%' "cú¿û)üý{-þ()+%"-*
!ÿ
名为谢家湾公社，１９８４年元月改为谢家湾乡。总面
k6!º()+%"$( !Z"46!º7O 9:

积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６．４８
万亩，果椒园面
; ９７．７
"-)- <=(>+@A:;
&)($ BC+DEF:
; *)'( BCO *'%' !+H *&
IJKL+%,' I"#
积２．０４万亩。２０１０年，辖
２６个行政村，１３０个自然
L+&**+ 户，３１７８４人。粮食总产量１３２２．３
M+,%-$( NO PQ9RS %,**), 万公斤，
B(T+
村，６２２５
UVNWXY%２４６０
*(&' 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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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农民收入来源主要为蔬
êÇÈ_\]^ÇÈ_ÉÊÐ_DF'ËÌÛ(O û
菜种植、中药材种植、养殖业、果园和劳务输出。建
{|)ÐÉÊL % I+ÉÊÀ¿ % I+~*ÙÚÉ
立了专业养殖村１个，养殖小区１个，发展规模养
,+ 户，家庭养殖场５
M++ÉÊ + IO
,-c./0ÇÈ %
ÊM３５
殖户
个。推广全膜玉米种植１
BC+g|UVY%O *''$ 年，谢家湾乡借助
!+!º712
万多亩，增加了农民收入。２００８
o
!º70¾¶ò34A54}~6
＂甘谷县谢家湾乡大道坡流域土地整改开发项
目＂，在海拔
多米的大道坡流域修建了万亩
7q+ 89 １５００
%+'' 0d0¾¶ò3:û|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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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性梯田，并在此建立万亩苹果基地，万亩梯田

里。２０１０年，辖５个自然村，６个村民小组，２７８
>O *'%' !+H + I"#L+& ILVÀÁ+*-$户，
M+
１２４６
７４５人。耕地面积２１８７亩，其
%*(& 人，其中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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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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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水平梯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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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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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 年粮食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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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村内有主街道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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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街建成商铺
多平方米。有中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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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所、初中一所，乡中心卫生院一所，个体诊所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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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信用社、电信所
、变电所等在该村都有营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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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甘谷县辖乡。位于甘谷县城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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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家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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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山二阴区，乡政府驻地距县城７．５
公里。梯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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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高，南岭灌溉渠横贯全乡。１９５１年属刘家湾

乡，１９５８
年后属刘家湾公社，１９６８
年 %'
１０ "
月将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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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甘霖
、来星、刘家湾等公社合并为八一公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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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栽植各类优质苹果苗木，从根本上解决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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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难的问题。下辖西庄、马窑村、张家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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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沟村、转地村、茨坪村、沟滩村、山庄、丁家沟、

址在白家湾。１９７２
年
tÙºO %"-*年更名为白家湾公社，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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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窑
、地二湾、大坪、阳面、永丰 、汪坪 、谢家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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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O
PQ9RS $"()*+ 万公斤，农民人
B(T+UVN
积;３．３５
万亩。粮食总产量８９４．２５

改为白家湾乡。２０１０
个行政村，６５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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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村，１０９
个村民小组，５６０２ M+*,-"&
户，２３７９６人。全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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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庄、窝步岘、白家局
、韩窑 、马家沟 、麻柳、刘河、 成＂山＂字形地貌，总面积
平方公里，耕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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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３－

天水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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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要以架豆王、油料为主。２００８
年粮食总产量
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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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３１６
%&%&' 国道穿境而过。苹果、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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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输出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苹果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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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亩，其中挂果面积
余亩，＂三红＂及黄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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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被列为国家出口产品。旅游景点有古风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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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山和坐落在太昊山下的伏羲庙。下辖山庄、蒜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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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
１５３８%元。建有养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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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一座，新修标准牛舍
间，养殖规模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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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康家坪、刘家湾、马耳湾
、新庄、三十铺、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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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古坡村的旅游业带来了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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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全村大牲畜存栏量
７５４ 头。海潭寺坐落在古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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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２００９
年对乡政府—海潭寺公路进行水泥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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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蒋家湾、小沟门
、李家湾、宋家庄、河沟 、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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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麻鞋
-./0 手工凉鞋。生产历史可追溯到东
- Å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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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家湾、苟家岘、廉家庄、宋家岔、尹家湾、梁家庄、
!& a ２１个行政村。
大山

汉以前，在唐代已趋成熟，民国时比较普遍。传统
 ?eÁ?9' ¡¢£¤- ¥¦

甘谷麻鞋制作时，须在鞋底渗入厚厚的一层稀牛
·¸k§© ? ¨e©ª$««;Õ¬@
粪，风干后硬似牛皮，非常适宜在崎岖的山路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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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跋涉。麻鞋材质有两种，一种为棉线麻鞋，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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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家湾村
&'() 白家湾乡政府驻地。位于县城南
Rq- 
a- !*&* ?j " ?$个村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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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浅山区。２０１０年，辖４个自然村，５

２３２
!%!户１１５５
 &&$$人。耕地面积
- AH１７５６
&)$' 亩，主要以种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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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0r¤¥b¦§¨8©ª7<、马铃薯和玉米等农作物为主。２００８年人均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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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９０元。白家湾村是全乡苹果主产区，有
入
１５４５
亩果园，亩均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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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斤以上，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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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左右，户均产值
万元，占人均纯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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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左右。

古坡乡
*+, 甘谷县辖乡。位于甘谷县东南部，藉
·¸j- ·¸¹?º
~±X- ¬²AH &%!(#平方公里，古坡河东西
»¼¯½?\~¹¾
河上游。全乡总面积１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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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贯全境，有成片的天然次生乔灌木和牧草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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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草场
万亩，宜于畜牧。古坡因其艾家河川

棉线鞋帮，其制作技术和工艺都是家庭传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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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面料有棉布、大青麻、棉线，以百衲底和简

易的线帮做成的简便鞋制作时用棉线编成＂鞋耳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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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鞋带。式样有圆头、梁子、三条弦、单鞭救主
[Lb- ÐÑ[Ò0[0JÖÓ0ÔÕÖ<
式（源自唐代尉迟敬德以一把钢鞭救其主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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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
）等，还有在＂梁子＂上栽一朵用棉线做的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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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红色或黑色的花穗子，美观好看。另外一种为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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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编织而成的麻鞋，有粗细之分。粗麻鞋制作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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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将麻拧成辫，盘成麻鞋底垫，用麻绳左右穿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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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六区署设在古坡。１９５１年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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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鞋底；在底周边栽上较粗的精制麻绳，最后用
Ïìÿ!ÿSk1óA0s0"?#
Î
编织钩针钩出麻花辫鞋面、鞋耳 、鼻梁，组合时用
È$Û%&?ñ0s0'
();kö
木楦把鞋撑起来，将梁
、鞋耳 、鼻梁以结实的麻绳

月设古坡乡，１９５８
年４" 月撤销古坡乡，１９６８
年改
àã\?&+$# 
àäå\?&+'# æ

贯穿，即成麻鞋。细麻鞋底子结实，帮子细密，鼻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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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Ô[ÕÖ×Ø １０华里的大坡而得名。民国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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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岸有一条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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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东风公社，不久又恢复为古坡公社，１９８４年改为
精制，还用白布包边。式样有单边绳网的偏帮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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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坡乡。２０１０年，辖 １２ 个行政村，６３ 个村民小组， 牛鼻梁，有以绳网代替鼻梁形成圆口秃顶的齐帮
$' ?!'&+户，１０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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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个自然村，２６１９
人。粮食总产量２２３．３

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２３９７ %元。古坡境内矿产资源
B¯°?!"#$ !%+)
\*ðñòó
ôõ?[ö÷ö0øùñ01úû¨ &丰富，有石灰石、赤铁矿、花岗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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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种，储藏

底、一只船，还有三根弦、布包边等。色彩除天然的
©0Õ56?M[J7Ó0¿,ü¨- &89Ã;
白色外，还有染色的红、黄、黑褐色。麻鞋主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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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甘肃省地方特产大青麻和黄麻，柔软透气、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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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粮食作物主要有冬小麦
、马铃薯、蚕豆、洋 粗犷、坚固耐用，能够吸湿排汗、抗霉抑菌、防止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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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顺应了绿色环保的时尚潮流，样式自然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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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麦等，其中古坡蚕豆素以粒大色纯，肉厚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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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µ香备受青睐，远销各地。畜牧业、中药材、蚕豆
、架 穿着健康舒适。
豆王
、高淀粉马铃薯种植等为主要产业，建立了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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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生产基地、架豆王种植基地、中药材（黄芪）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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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大牲畜（牛）为主的肉畜养殖基地。古坡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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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秀，景色宜人，沿古坡河西行，林木苍翠，鸟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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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还有石鼓山、海潭寺、石门峰、龙台峰、花园崖、
老虎崖、柳林沟
、猪洞子门及鲁班石、二爷池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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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处景点。下辖上店子、大卜峪、古坡、杨家坪、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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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峪、沟门
、羌甘峪、下店子、深岘子、樊家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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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麻岔子１２
o0k [ &!个行政村。
古坡村
*+) 古坡乡政府驻地。位于甘谷县南部
\- ·¸
7lmna- !-&- ?j ) 9y?%)-户，
?
高寒阴湿山区。２０１０年，辖７个村民小组，３７０
&$)#人。耕地面积
- AH２０６１亩，退耕还林
!-'& D?oMX１０６３．７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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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传统手
工麻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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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辣椒

·¸?- ·¸«aÛ;
I
b2ï
甘谷特产。甘谷是著名的＂辣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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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从明朝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年）就种植辣椒。辣椒
粮食作物主要以小麦、双垄沟播玉米为主，经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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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
/
县

营养丰富，含有辣椒碱、辣椒红素、蛋白质、胡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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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生产开心果树苗
、以色列
q>YºÉür１０,&万株，有美国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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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脂肪油、龙葵甙
、大量的维生素Ｃ
和微量的挥
! ?@;<A
-+456+789+:;<=>发油，具有增进食欲、祛风除湿
、舒血活络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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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甘谷所产羊角辣椒，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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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粗细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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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伊朗品种、西班牙品种，其中美国品种、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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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品种已结果。２００８年开始正式定购出售一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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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左右，具有色泽红亮，辣味浓烈、肉质肥厚，油

燕家韭菜
()*+ 蔬菜品牌。为甘谷县磐安镇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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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多，味辣且香，容易干燥，又耐久存的特点。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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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由川区发展到南北浅山区，种植方法由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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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地膜、小拱棚、大棚、日光温室和温床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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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创建的大棚设施韭菜，是燕家村群众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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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栽种植等，科技含量大大提高。２０１０
年全县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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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面积１．５
万公斤。辣椒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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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及四川、河南、湖南、湖北等十多个省区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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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城市。在磐安镇渭河川道区建立了＂燕家＂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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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示范区，注册了＂燕家韭菜＂商标产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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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来简单的＂石臼＂加工发展到工厂化加工，有

＂全录王＂＂古风台＂＂龙娇＂＂红娇＂＂荣升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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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辣椒加工企业，开发生产辣椒粉、辣椒丝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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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二年生开心果苗。

的主导产业。燕家韭菜叶片宽厚，叶色浓绿，鲜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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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汁，香辛浓郁，色形俱佳，富含营养，远销西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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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甘肃省无公害产品产地认定委员会认定为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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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蔬菜基地和无公害农产品；以燕家村为中心，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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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辣椒酱等五大系列
多个品种，其中＂全录
王＂系列制品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证为绿
占全县韭菜种植总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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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食品。甘谷辣椒已打入国际市场，远销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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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新西兰及东南亚各国和港、澳地区，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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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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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优良品种中，甘谷辣
ã()ä·wå< １６０
,+& QÁæçÂRÄ%
VW( 建有
+'１８００
,*&& 平方米的交易市场，１８
°_<¶qÑÒ%,* Á·ìU
¸+Q
个摊位。组建了
·¹~ºk%»'k¥３００
0&& 人，有
&%' ,*&
Z&a
燕家庄韭菜协会，拥有会员
１８０余人从
)& ¡¢U
'&&& óô%ðñò ,&&
¡ 事中介营销活动，并在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
ñò ５０
cÄ¼!ÔNª%XáÙ+Ú½+Ù¾+¿|+À
出口
万公斤。２０００年以后，每年出口
１００万公
¢U VWÆõéÌÇ()ö÷®øùU
ÁUÂPQÔ{ÃòU
斤。甘谷县被命名为全国辣椒标准化示范县。
鲁木齐等地建立了销售窗口。

椒排名前十位。２０世纪
)èéêëìU '& íî５０年代，甘谷辣椒干每年
)& ï%VW()rð

!"#$
甘谷辣椒
¸¹éúU Ù}û·
企业名称。西北地区首家

%&'()*+,
燕家韭菜生产基地

!"#$%&'
甘谷县为民农场

,)-. 蔬菜品牌。甘谷县新兴镇雒家村
}~ÂU VWÕþÿÄ·
雒家蒜苗

ºÉüøùýU ,--& {VWÕþÿ!·"!
ÅÆ<|}%Ç°È%+É+ÊË
开心果示范园。１９９０
年由甘谷县新兴镇谢家村谢 地处渭河北岸的川道地区，地势平坦，光、热、水资
锡文老人承包荒山而建，占地
１００多亩。１９９５年
#$%&'()*+% , ,&&
QU ,--)  源丰富，灌溉条件优越。２００４年在原蒜苗种植合作
ÌÍ%ÎÏÐÑæÒU %&&. á¥ÓRzÔÕ
-% .V/012>3X456E78 + ^
冬，经甘肃省科学院生物所推荐引进高不足６
厘 社的基础上，成立了雒家村大葱、蒜苗产销合作
Ö<p×l% YQÄ·:Ø+ ÓYÔÔÕ
_< '. 9ºÉü%wN １７株。此后，谢锡文在美
,/ 9U :ô%!;$áâ
米的２４株开心果，存活
Ö%' Y¥ ３２０人，技术管理人员
0%& &%ÙÚÛ&¥ ４３
.0 人，蔬菜
&%}~
社，有注册成员
Ç£¶<=Ý:1üÂ>?ÄÉ@ABqCDE 专业交易场地
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果品研究中心主任路易斯·佛
ä¹¶qÒ５０００
)&&& 平方米，主要以大葱、蒜苗的
°_%@Üó:Ø+Ó<
格森博士的指导帮助下，探索出了利用黄连木嫁
FGHI<JKLMN% OPñQ¶RSTUV
Ä·¬:Ø+ÓÞß
>Y?¸ÝÔ{Ì@U©
生产和组织销售为主。＂雒家＂牌大葱、蒜苗通过

接美国开心果的方法，并引进
万株美国开心
WâÇºÉü< % X6E １００
,&& 9âÇºÉ
果苗木，嫁接成功
üU%VWYS２% 万余株，得到美国、以色列、伊
Z9%[âÇ+ódÀ+\
]ä·<ú^U EFGHIþ_`
©
ÄÇð
朗专家的称赞。佛格森博士高兴地说∶＂中国每年
aâÇEò ２００
%&& bºÉü<cdeYÌfgU
¬
从美国进口
吨开心果的事实将成为历史。＂
２００６年，在北京召开的科技成果研讨会上，为民农
%&&+ %áhiº<Yü>jkl%Ìmn

场被列为全国开心果繁育示范基地。示范园每年
ÒÆÀÌÇºÉüoøùpU øùýð

＂无公害食品＂基地质量标准认证，２００６
年 .４月在
©
¢¡£FÂ¬ p0;ö÷ÊË%%&&+ 
àá

国家商标局注册了＂雒家蒜苗＂商标。引进了北京
Ç·¡öá Q
©
Ä·Ó¬¡öU 6EQh
大葱王等一系列优质蔬菜品种，建成了雒家村大
:Ø°Pã¿Àæ0}~ÂR% YQÄ·:
葱蒜苗蔬菜种植基地，在西安
、兰州、西宁、银川、
ØÓ}~Rzp%áÙ+Ú½+Ù¾+¿|+
ÀÁUÂPÔ{Ãò%âãYÔäåU %&&/
乌鲁木齐等地建立销售窗口，收集产销信息。２００７
Ô{;３５００
0)&& 吨，销售收入
b% Ô{âÏ ４０８．４
.&*(. ³%
æ¶ç
年销售量
万元，纯利润

!"! !－
－! ５０５

天水大辞典
!"#$%

２９．９２
!"#"! 万元。销售旺季，每天从雒家村销往全国各
!"# $%&'()*+,-.$/012
地的大葱、蒜苗
$%% 多吨。随着雒家村三级、四级、
:;# <=,-.>?7@?7
3456789４００
五级提灌的建成，山坡地大面积种植了大葱、蒜
A?BC4DE( FG35HIJKL5678
苗，规模种植带动了加工、运输
、装卸等相关产业
9MNOJKPQLRSTUV7WXYZ[\]
的发展。至
年，雒家村蒜苗种植面积
１４００
!%&% b(
,-.89JKHI &$%%
4^_` a２０１０
亩，亩产１．５万斤。亩均收入超过
３０００元。雒家蒜
c(c\ &#' !d# cefghi (%%%
"# ,-8

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６８处。秦安小曲被列
ÐÑYLMN»ðÐÑOP .,
> Ö×½QRS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全县总面积
g1-?TAUÐÑOVBC-W 0XHI
１６０１．６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１０５．３４万亩。２０１０年，
&.%&#. ¸YZ[\3HI &%'#($ !c !%&% b
辖５镇，１２
]$!, ^.' ^_&(,$ ^.`½
 ' ý&! 乡，４２８个村，５个社区，１３８４个村民小
a&'.''$户，６１６３１１人。有汉、回、满、土家、藏、
b.&.(&& $ äàTcTdT -TeT
组，１５６５５４

苗族等民族。天巉公路、靖天公路纵贯南北，泾甘
9fY`f *!ZgTh*Zgijkl

9jklmnTkopqTrstuTvwxyTz
Zgmn¨ Ö×½opqrÈsEÀ¨
公路横穿东西。秦安小商品市场曾一度成为陇东
苗以叶色浓绿、叶柄直立、假茎鲜红、株型美观、香
{m|}~T 25 
3t54opÊu3®È vVäÖ×
南地区较大的商品集散地之一。主要特产有秦安
辛浓郁而享誉西北、西南、华中各省区大中城市。

蜜桃、苹果
、梨、白脆瓜、花椒和秦安浆水，＂北京七
wxTyzT{T|}~TÖ×


号＂蜜桃、秦富
yzUzpÈ
wxTÖ &１号苹果获北京奥运会推荐果品一
& ' (
等奖和＂中华名果＂称号，秦安蜜桃、秦安花椒、秦
Y
 -zÖ×wxTÖ×TÖ
安苹果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２０１０年，全县
×yz1-3VpBC !%&% b0
&'()* 天水市辖县。位于天水市北部，
* *
秦安县概况
zHI ７９
-" !cëR
1zp
渭河主要支流葫芦河下游，属陇中黄土高原西部
果椒园面积
万亩，先后被中国果品流通协会命
   ¡¢
 1®]
 1yz®]R1-
-À
£¤¥¦ 3§¡}¨© ª«¬
名为＂中国花椒之乡＂＂中国苹果之乡＂，被国家林
梁峁沟壑区。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海拔在
业局命名为＂中国名特优经济林桃之乡＂＂全国经
]-À 1-vx®]

01
&&!%)!%(% 米之间。属陇中南部温带半湿润季风气
®¯ °P±²³´µ¶
１１２０￣２０３０
济林建设示范县＂＂中国果业发展百强优质示范
D  1z]^_¡¢U
县＂。２０１０年，全县生产总值
亿元，大口径财
 !%&% b0Ü£X¤３０．３６
(%#(. ¥"5¦§¨
政收入１．３１
２８４８元，城镇
©fg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ª`$e«fg !,$,
"¬ý

秦 安 县

`®¯fg８４３２
,$(! 元。
"
居民可支配收入
+,-./&'(012 机构名。１９４９
°±- &"$" b
中国共产党秦安县委员会
年
, Ì " ¹ ²³´Eq 1²£µÖ×
８月９日，经中共西北局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秦安
¶·¸ ²*3¶ ¹3¬[ýùÎü
县委员会，隶属中共天水地委。驻地城关镇（今兴
1ýÁ &"'( b & Ì¶º»¶· &"'" b &%
国镇）。１９５３年１月，县委设执行委员。１９５９年
１０

07289:
秦安县城远眺
·b¸e¶° １０．４℃。年平均日照时数
&%#$* b¸e¹º»¼ !%$!#'
候区，年平均气温
２０４２．５

Ì¶q¼½¾¶¼½¿ÀÁÈ¼½Â
月，县委设立书记处，县委书记改称第一书记，副
¼½¿¼½¾¼½ &".' b & ÌÃÄÅÆÇ©
书记改称书记处书记。１９６５年１月，根据精兵简政
小时（日照率为
５０？？，无霜期!!,
２２８天。年均降水量
½»¾¹º¿À '%+ÁÂÃÄ
*` beÅÆ
4¢È¶É¼½¾ÁÈ¼½¿¼½¼
的原则，县委不设书记处，第一书记改称书记，书
５０７．３
毫米，一般集中在７—９月。距今
８０００多年
'%-#( ÇÈÉÊ
¬ -Ë" Ì` ÍÎ ,%%%
:b
453ÏÐÑÀÒÐÑ4ÓÔ®È` ZÕÖ×
的大地湾文化，为华夏文化的源头之一。相传秦安
ØÙÚ4ÛÜ3` ÝÞß1»ÀÖ143 à
是女娲的诞生地。春秋战国时为秦国的属地。西汉
»á¬ÎÖ×âã4äåæTEçTè
时，县治在今秦安县境内的有街泉县、成纪县、略
éêëìäíîïðñòóô õö÷øb
阳道，后又有显亲县，历代置废频繁。金正隆二年
ù&&'- 年），始置秦
búûñÖ
（１１５７
×

ù
áÎü1
安县（治今兴国
ýú"ðT
镇）。元代，陇城县、

记处书记改称副书记。１９６８年１月成立秦安县革
½¾¼½¿Â¼½ &"., b & ÌEqÖ×Ê
命委员会。１９６８年
¶· &"., b １０月，成立秦安县革命委员会
&% ÌEqÖ×Ê¶·
整党领导小组。１９６９
年 &!
１２ ÌÎÏL
月召开了中共秦安县第
ËµÌÍ½a &"." b
²Ö×Á

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决定从
１９７０年１月１日起撤
Ðµ·ðÑ5ÒÓ+ &"-%
b & Ì & ¹ÔÕ
$Ö×Ê¶·ËµÌÍ½a &"-" 年１月，
b & Ì
销秦安县革命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１９７９
¶TÊ¶Ö &"-" bë¶S×ØÙ»
县委、县革委会分设。１９７９年后，县委工作部门进行
i:ÐÚË a２０１０
!%&%年，县委机关有县委办、组织
b¶°[ä¶ÛTaÜ
过多次调整。至

TÝÞTßÕTàßT©á¶TâãÛTª
部、老干部局
、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编制办 、农
.S×Tµ;ÛT¶µäY
&% 多个部门。
:^Ø
村工作部、党史办、县委党校等 １０
$ ¹ Ö×
年b ８, Ì月４日，秦安

鸡川县并入。１９４９
þÿ!g &"$"

"# Ö×$Ð
县解放。秦安人文
%& äà'()
荟萃，有汉飞将军

&'(3456#278012 机构名。
°±-
秦安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b & Ì ÃÄÁAå01$`ðÑ5Áø
１９８１年１月，根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Ðæi4 ç $`²13Y2?$`ð
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
*+T ,-Z./
李广、唐名相权德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在秦安
Ñ53Y2?$`©èaÜáéNÓ¬Ö×
0T1 2345T
舆、明中丞胡缵宗、
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设立了县
Áêå$`ðÑ5ÁÈÐæ7 qL
678à×9:
清陇上铁汉安维峻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为县人民代表大会的
$`ðÑ5ëì¶· À$`ðÑ54
Yï;-$ ä5
等历史名人。有大
常设机构，主持闭会期间的日常工作，依法行使监
ë°±íîÄ¯4¹ëS×ïá»ðñ
3ÏTü1<TÐ=
地湾、兴国寺、文庙
ò.T?5óôÒÓ.T$óõö.aÜðÑ¬
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组织代表在
îÄ¯Ï_÷øÚùúQ $5ë¶ÃÄS
闭会期间开展视察调研活动。县人大常委会根据工
×ûñS×°±!%&% 年，下设办公室，信访
bÛZüýþ
作需要设置工作机构，２０１０
*+,-./0123456 仰韶、马家窑、齐家
的碑刻（立于秦安县泰山庙）
GHTI-JTK-

３处国家重点文物
( >1-?@ÐA
１９９１年题写
!书法家吴丈蜀
!"#$%& !""!
'() 保护单位，已发现
BCD E^F

!"# #－
－# ５０６

# 区
=
县

室，政法工作委员会，财经工作委员会，代表联络工
!"#$%&'()"*+%&'(),-./0%

名，列席代表６
２２３４ 8ä(O
名党员。会议审
8,ãá÷â (名，代表全县
8,÷â¦> ,,-.
)Ñ¥

作委员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1234%&'()5
秦安县人民政府
年9８月
!"#$%&'机构名。１９４９
6785 !"#"
$ :９ "日，
;,
秦安县人民政府成立，设县长
% ?5 !"&& 年，秦安
9,<=
<=>?@#ABC,D>E １人。１９５５

议通过了《中共秦安县委工作报告》；选举出席甘
ÑñçúZ[<=>'%&$%&ðÕÖàáV
肃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表彰奖励优秀
WXéYOä(÷â))ù÷âð âZ[\]^
党员和党组织。选举产生中共秦安县第二届委员
ä(väBCO ÕÖ§¢Z[<=>éY×'(
会委员
名，候补委员. ４名。在二届一次会议上
%) 8,_`'(
8O NY×MO)ÑP
)'( １７

% ?,
>?@#AFG<=>?@'(),D>H １人，
县人民政府改称秦安县人民委员会，设县长

副县长２人（后增至５人）。１９６８
年１月，经兰州军
I>H ' ?JKLM & ?NO !"($ 9
% :,+PQR
区批准，成立秦安县革命委员会。１９７５
STU,VC<=>WX'()5 %")&年，秦安县
9,<=>

革命委员会与中共秦安县委合署办公。至
WX'()YZ[<=>'\]^_O M １９７９
%")"
年，县革委会、县委分设。１９８１年１月，废止秦安县
9,>W')`>'aD5 %"$% 9 % :,bc<=>
WX'(),de<=>?@#A,D>E % ?,
革命委员会，恢复秦安县人民政府，设县长１人，

副县长
人）。机构设置经陆续
I>E５& 人（后最多增至
?fKghLM )７ ?N5
67Di+jk
调整，到
２０１０年底，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有∶政府
9o,>?@#A%&pqrs#A
lm,n *+!+

办公室
、发展和改革局、文教体育局、科技局、工业
^_!`tuvFWw`31xyw`2zw`%{
和信息化局、公安局
、监察局（不计入政府机构个
v|}~w`_=w`w
J#A67

数）、民政局
、司法局 、财政局 、人社局、国土资源
N`@#w`w`#w`?w`
局、环境保护局、住房和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
w`w`vDw`w`
w`{w`{w`w`3~ ¡w`4
局、农业局、林业局、商务局、文化广播影视局、卫

生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审计局、安全生产监督
¢w`?£v¤¢yw`¥w`=¦¢§¨
管理局、统计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
个单
©ªw`«w`¬®¨©ªw¯ ２５
,& °

位。直属事业单位有
" s3µw`¶·w`¸¹?
±5 ²³´{°±r９个；文物局、档案局、残疾人
联合会、地震局、畜牧兽医局、市场建设中心、供销
/\)`º»w`¼½¾¿w`ÀÁDZÂ`ÃÄ
联社、城镇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城乡规划局。派
/`ÅÆ©ªÇ\È#Éw`ÅÊË¤wO Ì

出机构
Í67１个∶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 sÈ#¥TÎZÂO

（本届共召开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县委常委
fa×[ÞßMO)ÑN ÕÖ§¢>'Q'８ $名，
8,

ÕÖ'3(3>'òóðTU¢`b)B3>'I
选举宇文荣为县委书记；胡继生、王大成为县委副

òóO
书记。

中共秦安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7#581294+ 会议名。１９５８
)Ñ8O %"&$
年３
9 -月１３日至２５日召开。出席代表３９４名，列席
: %- ;M ,& ;ÞßO àá÷â -". 8,ãá
代表
３５９名，列席代表２名，代表
÷â ３１
-% 名，与会代表
8,Y)÷â -&"
8,ãá÷â , 8,÷â
全县
&,-" 名党员。大会讨论全县农、林、牧、水利
8ä(O ))cd¦>``½`e
¦>５２３９
vfghi%&ðcdjkrûäù<=`BC
和其他各项工作；讨论总结有关党的领导、组织建
DvõlDmnð ÕÖàáVWXä÷)ù÷
设和思想建设问题；选举出席甘肃省党代会的代
表，选举宇文荣为县委书记，胡继生
、王大成为副
â,ÕÖ'3(3>'òó,TU¢`b)B3I

òóO
书记。

中共秦安县第四次代表大会
,-!"#5:1294+ 会议名。１９５９
)Ñ8O %"&"
年
月 %１３日至
１９ ;ÞßO
日召开。与会代表２７８
9 １０
%+ :
;M %"
Y)÷â ,)$ 名，列
8,ã
á÷â ,% 8,÷â¦> &&.) 名党员。大会听取和
8ä(O ))opv
席代表２１名，代表全县５５４７
¥qç>'ér×÷â))Òþù%&$%¯,
审查了县委第三届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报告等，
Ýsç %"(+ 9ù%{¢§¤O ÕÖ§¢Z[
制订了１９６０年的工农业生产计划。选举产生中共
<=>éê×'()'(１７%)名，候补委员
8, _`'(４ .名，
8,
秦安县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ÕÖàáVWXä÷â))÷â $ 8, D>'ò
选举出席甘肃省党代表大会代表８名，设县委书

政协秦安县委员会
&(!"#)*+ 机构名。１９５６
678O %"&(年9１２
%, 月
:

记处。在四届一次全委会议上（本届共召开一次会
ótO Nê×MO¦')ÑPfa×[ÞßMO)

-%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秦安县委员会（以下
;,Z?@#ÏÐ)Ñ<=>'()fÒÓ
３１

ÑNÕÖuvw3>'éMòó,xyz`{|}`
议）选举张效杰为县委第一书记，李春明、孟轮昂、

简称县政协）成立。至
２０１０年，共选举产生
１２届
ÔG>#ÐNVCO M ,+%+
9,[ÕÖ§¢ %,
×

b¦+3òótòóO
王全定为书记处书记。

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秦安县委员会下
'()O Z?@#ÏÐ)Ñ<=>'()Ó
设机构有办公室
、学习文史委员会、经济科技委员
D67r^_!`ØÙ3Ú'()`+Û2z'(
会和提案法制委员会。
)vÜ·Ý'()O

中共秦安县第五次代表大会
,-!.#5;1294+ 会议名。１９６１
)Ñ8O %"(%
年５月１７日至
２２日召开。与会代表２７１名，列席
9 & : %) ;M
,, ;ÞßO Y)÷â ,)% 8,ãá
代表
名，代表全县６３０７
名党员。大会审议通过
÷â ３１
-% 8,÷â¦>
(-+) 8ä(O
))¥Ññ

中共秦安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01234+ 会议名。１９５５
)Ñ8O %"&&
9 , : %(
;M
;Þß,àá-â１１５
%%& 名，列席
8,ãá
年２月１６
日至
１９%"日召开，出席代表

况和五五年工作任务的报告》，县委副书记宇文荣
!v""9%&#ù$%&,>'Iòó'3(

县委书记处书记李春明代表上届县委所做的《关
>'òótòóxyz÷âP×>'ø~ù úû
ü>'M9":ù%&$%vúûü<=>
于县委一年零五个月的工作报告》和《关于秦安县
mmùjk$%&ðñçúÒäù×Z
整风整社的总结报告》；通过了《以党的八届十中
¦)îï3,
MJK?@_+
全会精神为纲，紧紧围绕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经
Û, tu{¢§, ºßuL§v
济，发展农业生产，深入广泛地开展增产节约和

"4ù$%O ))ÕÖ§¢Z[<=>é
＂五反＂运动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中共秦安县第

所作的《关于商业工作的报告》。大会确定今后要
ø&ùúûü{%&ù$%&O ))*+,K-

"×'()'( ２０
,+ 8O
N"×MO)ÑPÕÖ§
五届委员会委员
名。在五届一次会议上选举产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
.%&/012nÒìí\&3ZÂù{L§

运动方面来，并要加强对国营商业的领导，加强对
456þ,7-89:;{ù<=,89:

¢>'Q'９名，选举刘书银为书记，刘喜谦、李
" 8,ÕÖò3òó,`x
生县委常委
y3IòóO )ÑjkçPOä÷)Òþ%&
春明为副书记。会议总结了上次党代会以来工作

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组织好手工业生产，搞
>;{ù)?@FA,BCDE%{¢§,F
好物资供应与收购，巩固工农联盟。选举产生中共
DµÃGYHI,JK%/LO ÕÖ§¢Z[

上的经验教训，指出今后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发展
Pù+1, à,Kù?-%&tu
生产，使农业生产得到逐步恢复。
¢§,{¢§ndeO

<=>éM×'()'( (６名。在一届一次全体
8O NM×MO¦x
秦安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5<1294+ 会议名。１９６３
)Ñ8O %"(中共秦安县第六次代表大会

委员会议上，选举高思恭为县委书记；宇文荣、常
'()ÑP,ÕÖôõö3>'òóð'3(`Q

年
9 １１月１６
%% : %(日至
;M ２０日召开。与会代表２８４
,+ ;ÞßO Y)÷â ,$.名，列
8,ã
-$ 8,÷â¦> )+(.
))ov
á÷â３８名，代表全县
席代表
７０６４ 8ä(O
名党员。大会听取和
¥ÑçP×ä÷)Òþ>'ù%&$%ð +,
审议了上届党代会以来县委的工作报告；
确定今
Kù%&O à,K-UkÉÈ@+Ûù
后的工作任务。指出今后要继续执行国民经济的

代表６名，代表全县４４１
-â ( 8,-â¦> ../ 名党员。会议传达了中央
8ä(O )ÑåæçZè
éêëìí\&)Ñîïð ¥Ññç>'òó
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县委书记
ôõö÷â>'ø&ù úûü>'ý9þ%&ÿ
高思恭代表县委所作的《关于县委两年来工作概

礼怀、胡继生为县委副书记。
RS`TU¢3>'IòóO
,-!"#561234+ 会议名。１９５６
)Ñ8O %"&(
中共秦安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年５月２６日至６月
３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
２４６
9 & : ,( ;M ( :
- ;ÞßO àá)Ñ÷â ,.(

! !"# !
－５０７－

天水大辞典
!"#$%
进一步好转，并提出在农村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
!"#$%& '()*+,-./!01234
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大
56789*:;<=>?@AB
C
DEF78G H

会选举产生中共秦安县第六届委员会委员
2IJKLMNOPQRSTUV2UV２２!!名，
W9
候补委员
" WG *ST"Z2[\IJKLQU
XYUV １名。在六届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县委
常委
W9IJ^_`aQU_b9^cdefg
]U９# 名，选举刘书银为县委书记，刘喜谦、王应

志、王炳元为县委副书记，同时，选举中共秦安县
hefijaQUk_b9lm9IJMNOPQ

委纪律监察委员会委员
UnopqUV2UV７ $名。
WG

中共秦安县第十届委员会、由
１０ WUV,xM
名委员组成的中
MNOQRTUV2e+ ")
共秦安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十届一次会议上，选
NOQno·UV2G *T"Z2[\9I
出县委常委９
)QU]U #名，选举张长生为书记，王庆元、任
W9IJÔÕLa_b9f×jeÝ
克基、杨泽彬
、王玉昌为副书记。在县纪检委全委
-÷e./0efÚ1ak_bG
*Qn·U{U
会议上，选出纪检委常委
W9_b " W9k_b '４
2[\9I)n·U]U %６名，书记１名，副书记

WG
名。

中共秦安县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45-.2#0 +5 -06

中共秦安县第七次代表大会
&'()*+,-./#0 会议名。１９６９
2[WG "#%#

2[WG"##" r ' s " tu ' tv<G)w2[
会议名。１９９１年４月１日至４日召开。出席会议代

年r１２
２１日至
２８ tv<G
日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
"! 月
s !"
tu !&
)wH2xyzN
４１７
７５６８ W|VG
名党员。县革委会党的核心
'"$名，代表全县
W9yz{Q $(%&
Q}U2|~
小组行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职能，并向大会
0 UV2~9 2
作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中共秦安县
y G 2IJ?LMNOQ
RTUV2UV ２７
!$ W9QUU
& WG IJ^
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名，县委常委８名。选举刘
cdaQU_bey faQUk_bG
喜谦为县委书记、军代表；王英群为县委副书记。
中共秦安县第八次代表大会
&'()*+1-.2#0 会议名。１９７９
2[WG "#$#
年１月６
r " s 日至
% tu１０日召开。与会代表
") tv<G 2y ４３１名，代表
'*" W9y
全县１１０７６
{Q "")$% 名党员。大会主要学习中共十一届三
W|VG 23-MN"T
中全会《公报》精神；讨论通过上届县委的工作报
M{2 ¡¢£¤¥¦\TQU~§
¨©ª«¬~§G -®|~§¯°%±
告；部署了今后的工作。要求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²1234³´\µG H2IJKLMNOQ
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大会选举产生中共秦安县
R¶TUV2UV２９
!# 名，并选举产生了县纪律检
W9IJKLªQno·
第八届委员会委员

表
名，代表全县"*%')
１３６４０名党员。大会审议通过
*)) W9z{Q
WçVG H2[¥¦
z ３００
了中国共产党秦安县第十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县
ªMØNKçOQRTUV2§BQ
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
no·UV2§ IJKLMØNKç
秦安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名和候补委员 "１
!$ WBXYUV
OQR"TUV2UV ２７
WIJ2Ï3a_b940eÝ-÷e567e8
名；选举田兴齐为书记，徐彬、任克基、卢贤德、康
¾9ak_bG IJKLQno·UV2UV
启瑞为副书记。选举产生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 WG
１０名。

WG *R"Z{U2[\9I)QU]U #
W9I
名。在第一次全委会议上，选出县委常委
９名，选

中共秦安县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7*+48-.2#0+5-06
会议名。１９９６年５月
2[WG"##% r ( s２０日至
!) tu２２
!! 日召开。参加会议
tv<G:Á2[
的代表
１４５２６
xz ３００名，特邀代表
*)) W9 ëìz３０
*) 名，代表全县
W9 z{Q "'(!%
WçVG H2[¥¦ªQU_b40À;å
名党员。大会审议通过了县委书记徐彬所作《讲政
æ9<=Æ9aÆ>{QÐÑ12ñ=?@ABC
治，抓落实，为实现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宏伟目标而
DE x§BQn·U_bFGHÀI
奋斗》的工作报告和县纪检委书记贾万祥所作《深
J<=EKLE!9 MNÇ}<OBÐÑ³´P
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
Q!0 x§IJKLªMNOQR
利进行》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共秦安县第十

举程化龙为县委书记，王启乾、王启中为县委副书
J»¼½aQU_b9f¾¿ef¾MaQUk_

二届委员会委员
４ WIJ40
名；选举徐彬
RTUV2UV２９
!# 名和候补委员
WBXYUV '

查委员会委员。选举出席甘肃省党代会的代表
UV2UVG IJ)w¸¹º|y2~y *３

bG
记。

为县委书记；刘天明、白朝德、廖耀基、牛小玲
aQU_b ^S'e TU7e VW÷e XY

中共秦安县第九次代表大会
&'()*+3-.2#0 会议名。１９８４
2[WG "#&'

（女）、雷鸣为县委副书记。选举产生秦安县纪律检
Z[\e]^aQUk_bG IJKLOQno·

") s "%日至
tu ２０日召开。与会代表３００名，代
!) tv<G 2y *)) W9y
年r １０月１６

查委员会委员１１
UV2UV ""名。
WG

表全县１２３５９
{Q "!*(# 名党员。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上届县
W|VG 2['¥¦ª\TQ
委所作的《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全面实行改革，依
UÀ~ÁÂ|~ÃÄ³´9{ÅÆ0Ç}9È
靠科学技术，进一步振兴秦安经济的工作报告》。
ÉÊËÌ9 !"ÍÎÏOÐÑ~§Ò G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秦安县第九届委员会委员
H2 IJK LM NO QR ÓTU V 2 U V (５
名，中共秦安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１１名。在九
W9MNOQno·UV2UV ""
WG *Ó

中共秦安县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49-.2#0+5-06
会议名。２００１年５月
2[WG!))" r ( s２５!(日至
tu２８
!& 日召开。参加会议
tv<G:Á2[

T"Z2[\9I)QU]U # W9IJÔÕLa
届一次会议上，选出县委常委９名，选举张长生为
_b9fhÖef×jeÔØÂeÙÚÛak_bG
书记，王志仁、王庆元、张国强、李玉贵为副书记。

的代表３２０名，特邀代表
１５３９２
xz *!) W9 ëìz３４
*' 名，代表全县
W9 z{Q "(*#!
WçVG H2[¥¦ªMØNKçOQR
名党员。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秦安县第十
RTUV2À_`ab
c
%zF¯-èé9
二届委员会所作《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a{ÅÆ>
cDFdeCþÿDE x§
为全面实现＂十五＂计划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
BQno·UV2§ IJKLMØN
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国共

KçOQRTUV2UV ３１
*" WBXYU
产党秦安县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
名和候补委
１名，副书记２
" W9k_b ! 名。大会指出今后党的主要工作任
WG H2Ü)«¬|~3-§Ý
( W9Qno·UV2UV ")
IJTU
员V ５名，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１０ WG
名。选举白朝

在纪检委全委会议上，选出纪检委常委７
*n·U{U2[\9I)n·U]U $名，书记
W9_b

ÞßàáâÐÑ³´9Æ0ÐÑãäÇ}Båæã
务是∶搞好经济建设，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
äÇ}9ÁÂç~èé³´Bê³´G
制改革，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中共秦安县第十次代表大会
&'()*+4-.2#0 会议名。１９８８
2[WG "#&&
r " s "(
tu１８
"&日召开。与会代表２６０名，特邀
tv<G 2z !%) W9ëì
年１月１５
日至
z * W9z{Q １３３１２
"**"! WçVG
H2íçx
代表３名，代表全县
名党员。大会以党的十

三大精神为指针，充分发扬民主，审议通过了上届
H¡¢aÜî9ïðñòó39[¥¦ª\T
QUÀôxõöçx÷øùú9ÇûÁÂçxü
县委所做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改善加强党的领
ý9 þÿ!"#Q$%&'³´B{ÅÇ}x(
导，努力争取我县两个文明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

7a_b9fDfegheÙ?iejek³ó
德为书记，王奋彦、马学文、李宏亚、蒲军、郑建民

ak_bG
为副书记。

中共秦安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 ' ( ) * + 4 : - . 2 # 0 会议名。
2[WG
２００６年
日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
!))% r１１月
"" s１９"#日至
tu ２３
!* tv<G
:Á2[xz
３１７
１５９４６ WçVG
名党员。
*"$名，特邀代表
W9ëìz ４１
'" 名，代表全县
W9z{Q "(#'%

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秦安县第十三届委员
H2[¥¦ªMØNKçOQRTUV
会所作《坚持科学发展观，为全面构建富裕民主、
2ÀõöÊñ=l9a{Åm³noó3e

h'Bp(OCþÿDE x§BQn
文明和谐新秦安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和县纪

)* x§G IJKL+ !$
o·UV2§ H2IJKLªMNO
胜利》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由
２７ WUV,x
名委员组成的 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秦

!"# !－
－! ５０８

# 区
8
县

安县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
名和候补委员 #８名；
!"#$%&'()'( ４１
!" *+,-'(
*.

[ÏÜ2ÛSò23Sn,4oëqlOÆ5
年的农业生产、粮食统购、民主建政等工作，确定

选举产生秦安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名。选举
$% *9
/0
/01234"5678'()'(２０
出席中国共产党天水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
３１
:;<=>1?@ABCDEFGH)FG &'
名。会议选举陈天雄为书记，王东红
、程江芬（女）
*9 )I/0J@KLMNOPQRSTUV
WXY

的中心任务是保证完成增产任务与搞好互助合作
<6xy7|8ÁÂïÛxyÚ9:õö;l
运动。会议选举产生了出席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
©ª9 )I/0Û2f:;<¹ÎC&bnø

LZMN9
为副书记。

b9
G=)øG -人。
表大会的代表７
!1#/%&)*3,5-/20-. )
秦安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会

)I*9"(!( [
)" \ ( ]^ "&日召开。出席代表
]_`9a;FG
会议名。１９４９
年１１月９日至１３

议名。１９５５年３月４日至４月８
I*9)(** [ & \ ! ]^ ! \ 日召开。出席代表
# ]_`9:;øG
,,! 人，列席代表８
bO;øG # b9
)I>?f<¹ÎC&
２２４
人。会议学习了甘肃省第一届

１５０
"*+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长杨培发所作《秦安
b9 )Icd+eIf"ghijklm34

bnøG=)CÌ@)I*+/ 听取和审议了县
cd+eIf"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精神；

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半年方针任务报告》《废除
"bnopqlrst
mu[vwxyrst
mz{

长柴茂生所作《关于秦安县
１９５４ [ÏÜ2ÛAÙ
年农业生产情况
Ôùú2klm3î" )(*!

秦安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
!"#$%&'()*+,-./%0-.

[ÏÜ2Ûxyrst/B:fmLCD
+ )(**年农业生产任务的报告》；做出了《为巩固
|}~rstOfS
Sq
保甲制度报告》，讨论了征粮
、反霸、减租减息工
和１９５５
l9 /a"C&bnFG)Iy'()
作。选出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
!1#/2&'()*3,-./%0-.
秦安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
)I*9"(*" [ , \１２
),日至
]^ １７日召开。出席代表
)- ]_`9a;FG
会议名。１９５１年２月
２１２
２３１ b9
人。会议听取和
,),人，列席的区、乡干部代表
bO;SFG ,&)
)Icd+
审议了上届常委会和县人民政府各部门工作报
eIf&')+"bnopqlr
告，县长刘依民作了《关于我县
１９５１ [ql
年春季工作
sO"gnlfm" )(*)
的发言》。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继续开展抗美援朝、
jt9 fm ¡`¢£¤¥¦S
|§¨=©ª«I¬t
mjª®S `¢
保家卫国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发动群众、开展减

１４６
)!.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提高互助组的决议》。会议
EÏÜ2Û;lFOâÕõö÷«It9 )I
选举产生秦安县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委员
人；柴
,& b/ù
/0Û23î"C&bn'()'( ２３
ú2þ/L"ÔOGH)SîIJþ/LZ"Ô/
茂生当选为县长，赵锁会、安振泰当选为副县长；
Kúþ/L"bn%LLÔ9
刘森茂当选为县人民法院院长。
秦安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1#/2&)*3,5-/%0-. )
议名。１９５６年
日召开。出席代表
I*9 )(*. [１２
), 月１２
\ ), 日至
]^ １５
)* ]_`9
:;øG
２０３
２４ b9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长柴
,+& 人，列席代表
bO;øG ,!
)Icd+eIf"Ôù
茂生所作《秦安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县人民
ú2klm3î"bn'()qlrstS"bn
%LLÔKúkl 《秦安县人民法院工作报
m3î"bn%Lqlr
法院院长刘森茂所作

S ¯°±²³´«It
mµ¶¨2q
租、贯彻执行减租计划的决议》《关于文教卫生工

告》。会议通过了《秦安县人民委员会工作决议》和
st9 )Ifm3î"bn'()ql«It+

'( "" b9
委员１１人。

l«It
m`¢ )(*)
m3î"bn%Lql«ItOðñêMNOlPO
作的决议》《关于开展
１９５１[21ql«
年春季生产工作的决 《秦安县人民法院工作决议》，要求改变领导作风，
It
m
·¸¹ºS
d»ª¼)«It
m

¯Q®RSOTÆUVbn-WXOYZ[
议》《关于剿匪肃特、取缔反动道会门的决议》《关 贯彻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铺张
ª(½¾¿ÀÁÂ１９５０
)(*% 年秋征尾欠，确保抗美
[ÃÄÅOÆ|£¤
\]9 )I/0Û23î"CÌ&bn'()'
于动员力量迅速完成
浪费。会议选举产生秦安县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委
¥ÇÈÉÊË«I¬t9 /af"CÌ&b
援朝的物资供给决议案》。选出了县第二届各界人
nFG)IÍy'()'(１１))人。
b9
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
!1#/4&'()*3,-./%0-.
秦安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

员
人；柴茂生当选为县长，苗蔚生、刘森茂当选
( ２６
,. b/ùú2þ/L"ÔO^_2SKúþ/
副县长；刘森茂当选（兼）县人民法院院长。
Z"Ô/Kúþ/W`Y"bn%LLÔ9

秦安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4&)*3,5-/%0-. 会
)
议名。１９５８年６
１６日召开。出席代表
I*9 )(*# [ .月１４
\ )!日至
]^ ).
]_`9 :;øG
１６５人，列席代表
人。县长柴茂生致开幕词。会
).* bO;øG １６
). b9
"Ôùú2a`bc9 )
议听取和审议了《秦安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
Icd+eIf m3î"bn'()qlrst

会议名。１９５２
年 &３月１日至５
)I*9 )(*, [
\ ) ]^ * 日召开。出席代表
]_`9 a;FG
２００
,%%人，列席的省农民代表、劳模代表、抗美援朝军
bO;ÎÏnFGSÐÑFGS£¤¥ÇÒ
人家属
b§Ó １３８人。会上，县长高思恭作了《关于１９５１
)&# b9 )O"ÔÕÖ×lfm )(*)
年工作概况与１９５２年生产任务的报告》，农业科
[qlØÙÚ )(*, [2ÛxyrstO ÏÜÝ
ÝÔÞßlfm2Û³´rstOFG
科长门聚贤作了《关于生产计划的报告》，代表讨
fàá£áSâÕãäåæÛ¾SCçèéêë
论了防旱抗旱、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第三期土改等

《秦安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案执
m3î"CÌ&bnøG=)CÌ@)Iâ¬±
²AÙrst
m3î"bn%Lqlrst
m3î
行情况的报告》《秦安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秦安
"bnøG=)C@)Iâ¬e8qlrst9
县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工作报告》。

ìí9 )Il:fm3î"Cç&bnFGH
问题。会议作出了《秦安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大

)Id
efghO½ijOkl:Îm4nF
会议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

) C  E ) I   １９５２
)(*, [
ÏÜïÛ³´«
会第一次会议关于
年农业增产计划的决

),op0RSLqOOB:«IOðñr"
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指导，做出决议，要求全县上
stu[OvwÏxbnyFz9 )I/0:;
下苦战一年，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会议选举出席

议》，要求粮食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发展季节
ItOðñò2ÛâÕãäåæÛ¾Oj¢ó

性的劳动互助组。选出了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
ôÐªõö÷9 /:f"#ç&bnøG
)IÍy'()'(１３)&人。
b9
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
!1#/%&)*3,5-/%0-. )
秦安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甘肃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５人，选举产生秦
<¹ÎCÌ&bnøG=)øG * bO/0Û23
î"Cç&bn'()'( ２３
,& b/'
2þ/L
安县第三届人民委员会委员
人；胡继生当选为
"ÔOÕµ{S^_2þ/LZ"Ô/|}~þ/
县长，高文甫、苗蔚生当选为副县长；蔡俊德当选

议名。１９５４年６月２６
I*9 )(*! [ . \ ,.日至
]^ ３０日召开。出席代表
&+ ]_`9 :;øG
２４５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长柴茂生所作《秦安
b9 )Icd+eIf"Ôùú2klm3î
县人民政府半年来工作检查报告》、副县长宇文荣
"bnopu[ûql78rstSZ"Ôüµý

L"bn%LLÔ9
为县人民法院院长。

所作《关于当前工作意见的报告》、第一部《中华人
klmþÿql!"rstSCm<#b
n>+=$%W&¬Yt'()'(' 2k
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委员胡继生所
l m$%&¬()*++,ð-.rst/
作《关于宪法草案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的报告》；

２３６
人，特邀代表８# b
人（中央医疗
,&. 人，列席代表
bO;øG ３４
&! bOºøG
W<
Y9 )Icd+eIf"Ô klm3î"
队）。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长李春明所作《秦安县
bn'()qlrstS%LLÔklm3
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法院院长谈世青所作《秦
î"ç[ûbn%Lqlrst9 )I78f
安县三年来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会议检查讨论了

通过了当前工作决议；总结了秦安县１９５４
年上半
fþÿql«I/01f3î" )(*! [u

秦安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6&)*375-/%0-. 会
)
议名。１９６１年５月
I*9 )(.) [ * \２７日至
,- ]^ ３１日召开。出席代表
&) ]_`9 :;øG

!"# !－
－! ５０９

天水大辞典
!"#$%

三年来各项工作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决定继续贯
!"#$%&'()*+,-./0 12345

秦安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9+,-.5#0)1203 会
_

彻执行总路线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
6789:;<=>?@ABCDEFG AHD
纲的方针，巩固整风整社成果，争取
１９６１年农业
I-JKLMNOPOQRSLTU !"#!
"BC
完成１亿斤粮食，２亿斤蔬菜的任务。会议选举产
VR ! WXHYL$ WXZ[-\]^ _`abc
生秦安县第四届人民委员会委员
人。王天一当
$% k^
nopq
defghijk>lm_lm ２０

议名。１９７８年９月
$+ ２９
$" 日召开，出席代表
¡  
`}^ )"-, " " ~２５日至
４１６
*)&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
k^ _`U<`glìðñòólm_
¥\ôõö' efgòólm_&'t
主任程化龙所作《秦安县革命委员会工作报告》、

选为县长，王清安、杜逢春当选为副县长。谈世清
aDgrLnsftuvwqaDxgr^ yzs

法院院长乔树勋所作《秦安县人民法院工作报
{||r÷çø' efgk>{|&'
告》；听取了有关代表就农业生产、财贸、人民武
ÁUå ùBCdctÄútk>û

qaDk>{||r^
当选为人民法院院长。

装、工交、农机、教育、卫生、医疗等工作的发言。大
üt&ýtBþt°±tÿdt!"#&'-§$^ 

秦安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0)1203 _

会要求全县人民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发展科
_¢£¹gk>%&'=>?@()¡ §¨*

议名。１９６３
年１１月１０
() ~ !% 日至１４日召开。出席代表
 !* ^  
`}^ !"&' "
２３５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长王天一所作《秦安
k^ _`U<`grnop'ef
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法院院长王贵德所作的
gk>lm_&'t{||rn'-

学文化事业，搞好政权建设，落实党的政策，加强
Õ¿õ+C¡(ºÅ,-.¡/01-Å2¡34
民族团结。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秦安县革命委员
>567^ _`89efgòólm

《秦安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提案审查委员
efgk>{|&'L Ulm

会《关于上次大会提案执行情况和本次大会提案
_ _78()<_

３０
'. 人；王启乾当选为县革委会主任，王志仁、刘生
kÁn:;qaDgòl_¥\¡n<=t>d
?tno@t©¿ÀqaDx¥\Á÷çøqaD
辉、王天眷、高文甫当选为副主任；乔树勋当选为

审查报告》。会议通过了《秦安县第五届人民代表
^ _`efghjk>

县人民法院院长，袁德喜当选为县人民检察院检
gk>{||r¡ ABqaDgk>CD|C

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要求贯彻以农业为基
_hp_`-1`¡ ¢£5¤ABCDE
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高举三
FtA&CD¥¦-=>?@§¨9JK¡©b!
面红旗，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增产节
ª«¬¡34®¨Q_¥¯°±²³¡´cµ
约，争取国民经济进一步全面好转。会议选举产生
¶¡TU=>?@·p¸¹ªº»^ _`abcd

_&'-1`¡abcdgòólm_lm
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县革命委员会委员

Dr^
察长。

秦安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5#0)1203 _
议名。１９８１年１月３
２７
`}^ )",) " ) ~ '日至７日召开。出席代表
 - ^   $-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秦安县革命委员会工作报
k^ _`U<`efgòólm_&'

r¡¼½¾t©¿ÀDxgrÁabnDgk
长，郭福盛、高文甫为副县长；选举王贵德为县人


efg )",.
"ÄÅÆÇ
告》《秦安县
１９８０"ÄÅ1Ç<
年财政决算和)",)
１９８１年财政预算

efgk>{|&'
efgk>C
报告》《秦安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秦安县人民检

民法院院长；选举出席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rÁ abÂh!jk>
_

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号召全县人民认真贯彻国民
D|&'^ _`E¹gk>FG5¤=>

表８人。

秦安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人，选举王天一为县
efgk>lm_lm １８
), k¡
abnopDg

&'()4+,-.5#0)1203 _
秦安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
Ó
HOtIòtOJt©Ý-KLJK¡HOB
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农
CMN7O¡VP$QdcR\SÁTCAHOD
业内部结构，完善各种生产责任制；企业以调整为

议名。１９６５
年月１１月９日至１４
`}^)"&+ "~
)) ~ "  )*日召开。出席代表
^

中心，扩大自主权。会议成立秦安县人民代表大会
UV¡WX¥,^ _`Rèefgk> _

２３８人，列席代表
４４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秦安
$', kLÃ
** k^
_`U<`ef

常务委员会，差额选举秦安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
Y]lm_¡ Z[abefgh\jk> 

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秦安县
年至 )"&*
１９６４
gk>lm_&'
efg １９６３
)"&' "

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人；师文杰当选为主任，胡
_]]lm_lm １６
)& kÁ
^¿_qaD¥\¡`

年财政预算和
"ÄÅÆÇ<１９６５年财政预算（草案）及执行情
)"&+ "ÄÅÆÇÈÉÊ*78(
况报告》《秦安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了《秦
)
efgk>{|&'ÁUe
安县人民委员会关于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fgk>lm_hjk>
_hp

敬忠、高文甫当选为副主任。废止秦安县革命委员
abt©¿ÀqaDx¥\^ cdefgòólm
会，恢复秦安县人民政府。赵建基当选县长，王天
_¡efefgk>Åg^ h-Eqagr¡no
眷、胡淑业（女）、刘生辉、王瑾、李成良当选副县
@t`iCÈjÊt>d?tnktlRmqaxg

_ `   Ë Ì ( )  Á   e f g h 
会议提案办理情况报告》；通过了《秦安县第五

长；乔树勋当选人民法院院长，侯治国当选县人民
rÁ÷çøqak>{||r¡no=qagk>

, k^

jk>
_hp_`1`^ _`abcd 检察院检察长。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会议选举产生
CD|CDr^
efghÍjk>lm_lm ２３
$' kÁÎÏ#qa
秦安县第六届人民委员会委员
人；吕兆来当选
Dgr¡©¿ÀtÐÑÅtn¹2qaDxgrÁn
为县长，高文甫
、董兴政、王全定当选为副县长；王
qaDk>{||rÁ Òak>
_
贵德当选为人民法院院长；补选人民代表大会代
) k^
表１人。

&'();+,-.5#0)1203 会
_
秦安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 )",* "
) ~ ２１日至
$)  $+
^  
议名。１９８４
年１月
２５日召开。出席代表
$." 人，列席代表１４９
k¡Ã  )*" k^
_`U<`ef
２０９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秦安
gk>Ågtgk]l_tgk>{|tgk>
县人民政府、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法院、县人民

&'()6+,-.5#0)1203 _
CD|&'tefg
ÓÍÝ=>?@pqÉ
秦安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检察院工作报告、秦安县＂六五＂国民经济计划草
r!"78()<st"pqÉ-te
案前三年执行情况和后两年计划草案的报告、秦

`}^ )"&, " - ~１６)&日至
 )"
^ 
议名。１９６８年７月
１９日召开。出席代表
)+$人。
k^
１５２

)",' "ÄÅÆÇ78()< )",*
"ÄÅÆ
fg １９８３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安县
１９８４年财政预

Ó
ÔÕÔÖ×¥Ø'ÙÚÛÜÝ
)+' k¡
Ó
i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
１５３人，＂四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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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定、王守仁、陈鸿业、孟轮昂、胡淑业（女）当选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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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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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秦安县第十届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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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单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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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王庆元当选县长，王天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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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代表学习了《老三篇》与有关文件。会议通过了
杨陇生当选副县长；桑连岐当选人民法院院长，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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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典型的决议和倡议书，选出了出席天水地区
刚当选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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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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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院工作报告、《关于秦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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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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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计划纲要》。会议确定农村发展路子为小商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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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饱问题，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会议选举产生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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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王全定、王守仁、王天眷、陈鸿业当选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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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元当选县长，徐彬、刘进
、张续善当选副县长；
桑连岐当选县人民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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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张德友、李守义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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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彬为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泽彬、苏俊峰、王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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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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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名。１９９８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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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Â,-.Ã
((( 名，列席
Á2- (.*
Áq C"4567"g;0<=
２２２
２１５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
府、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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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关于全县
年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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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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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
１９９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的报告及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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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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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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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关于秦安县
年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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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１９９０ 年国民经
Q6RCSTÆVÈÉXÊYJKZ7Ë6efg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了

取和审议了《关于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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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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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ÈÉÙÊYÄKZ7Ë6ef
了《全县
１９９７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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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ÿ!"#ÈçÊ$%%&'(x;0<=>
李宏亚、萧菡（女）、赵新年
、贾应珍为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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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县长。选举郭志勇为县人民法院院长，杨积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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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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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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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财政预
; １９８９
."+" %\=
]^ _`a b 6 １９９０
.""& %
\=]
算；会议选举产生县人大常委会委员
人；选举
^dC"}|;0@ABCB １４
./ 0d
谢宗安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全定、王守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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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眷、李守义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田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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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辛刚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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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Áq
."", % ( & " '(１４日召开，出席代表
./ ')Â,-.Ã
会议名。１９９３年２月９日至
２５１名，列席
１５８ Áq
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
(*. Á2- .*+
C"4567"g;0<=

Q6RCSTUVÈÉXÊYÄKZd7Ë6efg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了
Å¦; (&&,
《全县
２００３ %O<PQ6RCSTUVZd45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听取和

府、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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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vC`/Xwx[6yab$TUp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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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六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办
L½Z[6Ñ!QE'%æÙ6))*ÒBû

名。１９６１
年 %"
１０月２４日至
日召开。出席会议的
S %(#% 0
 !' Ì ２９
!( S
6)D

理情况报告，通过了七届委员会一次会议的政治
ü=>QEG ÏÐ*+[\6¿Ù6)DL¸

委员
３２XS
人。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县
[\６３
#* 人，列席
XGÍ *!
6)%&Î()ÏÐ*/

决议。会议选举王志仁为政协秦安县第七届委员
ë)S 6)TUp&Æ`L½uî/+[\

政协一届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审查委员会的提
L½¿x[6Ñ!QE'ÒB(H[\6DÒ
案审查报告，传达了甘肃省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
B(HQEG ÓÔ*ÕÖ×L½ØØÙ6)D

会主席，安建祥、冯文虎、魏保国为副主席，周兴仁
6aGîÿ_f!Â"fj,1`yaG-.Æ
为秘书长。选举产生县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
`/±S TUVW/L½+[\6ZÀ[

政治报告。会议选举产生县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常
L¸QES 6)TUVW/L½Ø[\6x

\6[\１５
%) 人。
XS
员会委员

务委员
À[\１９%(人，选举刘书银（兼）为主席，马波如、王
XGTUs±OÄC`aGcÇÈfp

政协秦安县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9-./0+,102 会议
6)
S %((* 年２月８日至
0 !  & Ì１４%'日召开。参会委员
S
6[\ $#
名。１９９３
７６
XS 6)%&ÎäåÏÐ*/L½+[\6
人。会议听取并讨论通过了县政协第七届委员会
Ñ!QE'ÒBûü=>QE?/L½0¿Ù
工作报告和提案办理情况报告及县政协八届一次
6)ÒB(H¾1DQES ÏÐ*/L½0¿
会议提案审查意见的报告。通过了县政协八届一
Ù6)L¸ë)S 6)TU!Â"`L½uî/
次会议政治决议。会议选举冯文虎为政协秦安县
第八届委员会主席，安建祥、赵生贵
、魏保国、郝淑
0[\6aGîÿ_f2W3fj,1f45
6f78f9h:`yaG~Â;`/±S TU
娟、辛刚、郭维平为副主席，李文华为秘书长。选举

ÚfÛÜ`yaS
嘉玉、雒玉泮为副主席。
&'()*+4-./0+,102 会议
6)
政协秦安县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S %(#) 0 %%  %% Ì１７日召开。出席会议的
%$ S 6)D
名。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１日至

委员
[\４３
'* 人。会议听取审议了县政协二届常务委员
XS 6)%&()*/L½ØZÀ[\
6DÑ!QEG
ÓÔ*ÕÖ×L½D¢,6)Ý
会的工作报告，传达了甘肃省政协的有关会议精
神，并对全县有关重要工作进行了协商讨论。会议
ÞGÎß./¢,àáÑ!â<*½ãäåS 6)
选举产生县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TUVW/L½æ[\6ZÀ[\１１
%%人，选
XGT
UsçèOÄC`aGcÇÈfÛÜ`yaS
举刘喜谦（兼）为主席，马波如、雒玉泮为副主席。

XS
VWL½uî/0[\6ZÀ[\１９%(人。
产生政协秦安县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5-./0+,102 会议
6)
政协秦安县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政协秦安县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0+,102 会议
6)

名。１９８１年１月
S%(&% 0 % ２!日至８
Ì &日举行。出席会议的委员
U<Sé6)D[\

名。１９９８年２月２１日至
２６!#日召开。参加会议的委
S%((& 0 !  !% Ì
S ¡6)D[

４５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协第三届常务委员
') XS 6)%&'()*/L½æZÀ[\

员
人。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县政协第八届委员会
\ ８６
&# XS
6)%&Î()*/L½0[\6

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县政协第四届第一次会议
6DÑ!QEG ÏÐ*/L½ê¿Ù6)
,-ÒB(HDë)'ìí¢,ë)G .§[\
关于提案审查的决议和其他有关决议，全体委员
Í*uî/ïX6¿Ù6)S TUV
列席了秦安县第九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

工作报告、八届五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Ñ!QEf 0Ù6))*ÒBÑ!=>QE
?,-ÒB(H=>DQE$ ÏÐ*/L½ï
及关于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通过了县政协九届
¿Ù6)L¸ë)S TU!Â"`L½uî/
一次会议政治决议。选举冯文虎为政协秦安县第

%' 人，选举王启
XGTUp
W/L½ê[\6ZÀ[\１４
生县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九届委员会主席，张德友、辛刚、成万和、牟梅芳、
ï[\6aGm'(f78f»^'f<=f

!"# !
－! ５１２－

9
县% 区

任天和为副主席，胡铁锋为秘书长；选举产生政协
!"#$%&'()*+$,-./012345
秦安县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人。
AB
6789:;<=>?@<=１７
政协秦安县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
!"#$%&'()*+&,-+. >C
名。２００２
２０日召开。出席会议委
E !% F１６
!& 日至
GH %$
GIJB K'>C<
DB #$$% 年１２月
'%( AB
>CLMNOP456789:;<
员= １２４
人。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协秦安县第九届委

员会工作报告、上界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及
=>QRSTU VW<=>XYQRZ[ST\
十届一次会议政治决议。会议选举张德友为县政
];^_>C4`aCB >C01bcd$84
协第十届委员会主席，马振寰、安守义、张光宁、李
59];<=>&'(efgU7hiUbjkUl

平正、刘小秦、雒世忠为副主席，南月政为秘书长。
mnUop6Uqrs$%&'tuF4$,-.B
选举产生政协秦安县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0123456789];<=>?@<= ２１
%)

人。
AB

政协秦安县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 会
>
议名。２００７年１月９日至
CDB %$$" E ! F * GH１２日召开。出席会议委
)% GIJB K'>C<
员
１４AB
人。会议听取了常委会工作报
)+" 人，列席
A(v' )(
>CwxP?<>QRS
= １５７

告、提案工作情况报告。讨论通过了十一届一次会
TUXYQRZ[STB LMNOP]^;^_>
议政治决议。会议选举高霆钧为县政协十一届委
C4`aCB >C01yz{$845]^;<
员会主席，马振寰
、李平正、负耀德、康森林、王蓉、
=>&'(efgUlmnU!|cU}~UU
路福太为副主席，蔡永祥为秘书长。选举产生政协
$%&'t $,-.B 012345
6789]^;<=>?@<=
AB
秦安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１９)*人。

兴国镇
/01 秦安县辖镇。是县政府所在镇。镇政
678B 84B 4
府驻北大村。位于秦安县中部的葫芦河畔，因镇内
B 678t
 ¡¢£¤¥¦DB §¨©ª ７３．６５
",-&+ m«
有元代建筑兴国寺而得名。全镇总面积
平方

公里，耕地面积４．５６
°±B ²³jE´tµ¶·B
¬t®¯©ª (-+&万亩。清道光年间，称坊厢里。

蔡店、郑川、庙嘴、王坪
、邢湾、李山、康湾、枣滩、赵
4UÌÍUJcUèUdeUlTU}eUfgUh
湾、高坪
、何川 、邢泉 、王新 、康坡 、孙蔡、腰崖、蔚
UÕÖUj
eUyèUiÍUd¼UîU}ÓUÔ
林、蔡小、贾川、李家河
２８ Ø>4B
个行政村。
U pUkÍUll %.
234 兴国镇政府所在村。地处兴国盆地，
¢£4B ¯L¢£m¯t
北大村
( Ø¸pÙt(")
ZnopB %$)$ Et ４个村民小组，４７１
葫芦河下游东岸。２０１０年，辖

户，１９１１人，耕地面积６１５亩，园地面积４７２亩。村
Út)*)) At®¯©ª &)+ ±të¯©ª ("% ±B 
qrsUtusUvwx)sUyzsUñ{x
内有木板厂、丝织厂、金属制品厂、电缆厂、塑麻制
)sUy|}~s×@7t&ß2)67
品厂、电子仪表厂等私营企业，主要农产品有秦安
åUãäU U6 Uu UNõU ×B
蜜桃、苹果、白脆瓜、西瓜、南瓜、通菜、黄瓜等。

凤山村
564 兴国镇辖村。位于兴国镇城乡结合
¢£B ¢£ÃÉ,
部位，居县城之东，南小河北岸。因旧时县城南城
t8ÃotuppB ¹8ÃuÃ
门为凤阳门，又傍依凤山而得名。２０１０年，全村总
a$]at^]T¥¦DB %$)$ Et§¨
A １３２５３
),%+, A
Ã¸Út ¯©ª
人口
人（包括城镇居民住户），土地面积
%%$& 亩。村内有大量的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南上
±B Ý ¡#$2tuV
２２０６
关明清一条街长
Ä%²^ý».４６０米，宽
(&$ t６￣９
&0*米，凉亭四合院、
t,U
门店等古建筑保存较完整。境内先农街（
原名先农
a4×Ñ ¡P ¡¢B ÷£ß»¤D£ß
坛）从秦安建城以来一直是县城的南郭城，南小河
¥G67 Ã3¦^§8Ãu¨Ãtup
为陇右著名的历史文化河谷。境内凤山之上建有
$©ª«D$¬B ÷]TV 
%U²Ñ ¡STJt® ²3¯ol
明、清古建筑群泰山庙，还有建于清代以前的刘家
¤°±¤B
%«D²³)UVt²´µ]¶E
寺（
迎恩寺）。明代著名学者胡缵宗，清嘉庆十六年
1'.'' E ·¸¹º»¼)½¾ )UV9]
（１８１１年）辛未科武进士胡自源（胡缵宗第十代
Ôt²¿1AU¸£ÀÁ678ÂÃÄÅ³UÆÇ>
孙），清末举人、民国版《秦安县志》编纂者、同盟会
>=yÈÉt 67DÊU Ë.-ÌÍÎ
会员高秉衡，秦安名医、擅长书法的王健庵

¸£¹ºtµ»¼B ½A¸¾#£¿ÀÁ(6 （１８８５—１９６０年）等均为凤山村人。村内有胡氏祠
'..+Ï'*&/ E×à$]TAB )ÐÑ
民国时期，称街泉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秦
78ÂÀÃÄÅB )*+& E１１
))月改设为城关镇，
FÆÂ$ÃÄ(
ÒÓU)UV.|)ÔÕU)½¾Õ#Öº
安县设立城关区。１９５６年
堂遗址、胡缵宗长子胡初故居、胡自源故居和习武
)*+.
E
*
F
ÀÃÄ¬Ç()*&+
E
ÀÃÄ¬
¯×DA×B
ØÙ¬Ú$8ÿ$OPQR
１９５８年９月建立城关公社，１９６５ 年建立城关镇公 地等名人遗迹。有已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社，１９８３年
月改为兴国镇。２００３
年 )%
１２月撤乡
Ç()*., E １２
)% FÆ$¢£B
%/$, E
FÈÉ
并镇，将郑川乡并入兴国镇；撤销古城乡，将其康
Ê(ËÌÍÉÊÎ¢£ÏÈÐÑÃÉ(ËÒ}
坡、孙蔡
、腰崖等. ØÊÎ¢£B
８个村并入兴国镇。２０１０年，辖
ÓUÔ UÕÖ×
%$)$ E(
２８
%. 个村，９０
Ø  (*$ 个村民小组，６
Ø  ¸ p Ù (& 个社区，２７０８７
Ø Ç Å (%"$." 户，
Ú(

的李氏民居、侯氏民居、蔡氏民居、上关庙儿巷民
lÐ¸UÛÐ¸U Ð¸UVÄJÜÝ¸
宅、高秉衡故居、李元芳故居（明代）等。收藏有胡
ÞUyÈÉÕUlßÕ%×B âà)

缵宗《鸟鼠山人集》、明《秦安志》和民国《秦安县
UVÁáâTAãäU%Á67Âä#¸£Á678
志》等珍本著作和名人书画、木刻、影图等。
Âä×åæ«R#DA-çUqèUéê×B

８４５７５
.(+"+人。粮食总产量
AB ÛÜ¨2Ý ３８１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
,.) °¬Þtß¸Aàáâ
,(*. B ãäUåUæ×ç2B yèUlU
人Î３４９８元。有苹果、桃、梨等特产。在高坪、李河、
Ô UÕÖ× Âéêäë１０００
)$$$ 亩，改造老果
±tÆìíä
孙蔡、腰崖等村建设优质果园
(%$$ ±B î Gjïð ２０个，塑料大棚
%$ Øt ñòó )+$
园ë ４２００亩。新建日光温室
１５０
±tôõö¯
&+$$
±B
÷
,)$
£³tø"Uùú
亩，蔬菜基地 ６５００ 亩。境内 ３１０ 国道，靖天、泾甘
ýþÿ¬!"B £
¬û"bU6üU6ú , ３条省级公路交汇。有国
公路与天张、秦隆、秦甘
#ÿ$%&'¢£p()&'U¢£(ÃUä
家级文明市场兴国小商品市场、兴国商城、北大果
)&'U¢*+,&'×tp()E-Ð.
)-+ /
品市场
、兴茂综合市场等，小商品年购销额 １．５
亿

!"#
风山村

元。初步形成了以蔡店、环城西路、秦南路３
个工
B 012¿P3 4U5Ã6U6u , ØQ

业小区为主，多轮驱动、多轨运行、多项并举的乡
7pÅ$&t89:;U8<=>U8?Ê1É

784 兴国镇辖村。又名邢家沟，俗称村坪
¢£B Ddlëtìµè
邢泉村

镇企业发展格局。２００８
９８９
@7ABCDB %$$. 年全镇共有各类企业
E§¾EF@7 *.*

ëB 678Ãu ' ¬Lt.TTí\
沟。位于秦安县城南１公里处，长山之山麓及葫芦

个，从业人员近万人，总产值
ØtG7A=H°At¨2I ( ４亿多元。境内有兴
/8B ÷¢
L£#ÿMN$OPQR
£¤#$J¿K % 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寺和文庙大成殿２
\þÿ$OPQRSTJU)UVWXY×B Z
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泰山庙、胡缵宗纪念馆等。下

河冲积川之左岸。村西北侧有名泉可泉，可泉溪畔
îªÍïpB 6ðD¼ñ¼tñ¼ò

辖丰乐、南关、凤山、北大
、茂林、依仁、贤门、映南、
[\UuÄU]TUU*U^_U`aUbuU

 óôD¤ñ¼¤t $%ª%õö
有建于宋元之际的名寺可泉寺，为明代右副都御
史、文学家、书法家、方志家胡缵宗读书处。稍南又
U$²lU-ÌlU«Âl)UV÷-LB øu
有清代早期的圣母行宫，每年举行规模盛大的庙
²ùºúû>üt ýE1>þÿ!J

! !"# !
－５１３－

天水大辞典
!"#$%

来，邑内贤达名流，多于此建置花园别墅，赋诗吟
738-9:;<3=>?@ABCDE3FGH

沟Zk\âZ~ZLZByZ^EZ
、王家牌楼、小寨、川口 、姜湾 、张新、神明川、安
4LZ
坪、张坪、高堡、郑桥、吴川
３０ {îü}$
个行政村。
½Z^½Z]CZXZL %+

03IJKL$ M4NO1P3Q>RSTUV>
咏，挥毫泼墨。自明嘉靖之后，见于史料的有杨于

侯辛村
公
)*+ 西川镇政府驻地。位于县城西
#LÄüýþ$ ">,Â# ２! +

果的非能园
、侯家花园 、高家花园 、张家花园 、孙振
WTXYCZ[\BCZ]\BCZ^\BCZ_`

83%&#$ cWZ«ZB`ar+
里处，葫芦河西岸。苹果、桃、花椒种植等为传统产

声及其子孙海的园林、民国时名士王友曾的＂可
abcd_eTCfZ ghi;jklmT%
&
园＂以及＂水过凉亭＂等风景园林建筑。２０１０年，辖
C*6b
%
nopq*rstCf@u$ !"#" v3w

3 3 E»UWá
业，奶牛养殖业规模较大，新兴产业有果品贮藏

会活动。＂可泉膏沃＂为县内＂十二味咏＂之一，明清以
!"#$%
&'()*+,%
./0*123456

业
、大棚蔬菜及蘑菇、芫荽、葱等蔬菜种植业。城乡
Z£¤bZZr£¤`a$
ÂÃ

v3w # {}g~3
2@Aí$ !+#+年，辖１个村民小组，
x'Z yz２ !个自然村，４
{M|}3$个村民小组，３５４
{}g ~ 3%&$ 户，
3 一体化建设发展较快。２０１０
邢泉、蔡山
２４７
户，１０２５人。耕地面积８８７
!$( 3#+!& $  ))(亩，园地面积７２０亩。
3C (!+$
'&!(人。耕地１２０１亩，其中果园面积
$  '!"' 3c WC ''('
$ 
１５２７
１１７１亩。农
莲花镇
秦安县辖镇。镇政府驻地莲花村。位
,-(
,wÄ$
Äüýþ
B}$ "
民人均纯收入
２８６０
元。林果业、养殖业为主要产
g !)*+ $ fWZ+
于县城东北部，清水河下游，地处庄浪、静宁
、秦安
>,Â;¡ù35n&v¢3K£Z¤¥Z
业。由于有良好的自流灌溉条件，邢泉村在秦安历
$ >UTM<3x'}
３% 县交界处，是秦安县三大集镇之一。总面积９４．５２
,/¦3¡,3§Ä12$ Q -$,&!
史上一直是瓜果蔬菜的重要产地，有秦安长把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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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梨、秋桃等水果；有软美、白脆瓜、甜瓜等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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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建立的可泉山鸡养殖专业合作社有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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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涉及兴国、刘坪、兴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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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山、王窑、陇城等
zZ zZkÀZÁÂr '(１７个乡镇，４５个村。社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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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纯收入１．５６
年被评为＂全省百强农
 ',&* 万元。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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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合作社＂，２０１０年被省农牧厅授予＂甘肃省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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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称号。２０１０年，＂可泉山鸡＂正式注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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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成为享誉省内外的知名品牌。２００８年，邢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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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开通了全省第一家村级网站——＂秦安县邢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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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òx'}
村网站＂，出版发行了全市首家村志——《邢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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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６．３５万亩。秦张公路、庄莲公
路穿境而过。明清及民国时期为莲花镇，１９４９
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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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莲花乡，１９５８
年设莲花公社，１９８３年改称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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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１９９９
年被甘肃省列为全省小城镇综合改革试
#! 月撤乡建镇，改称莲花镇。２００３
ôNÃ@Ä3MÔ B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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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镇。２００１年
#! 月撤乡并镇时，将好地乡的好地、双庙、董家
ôNÃGÄi3«ÃTZ¬Z®\
年v １２
EKr ( {}G$ !+#+ v3 w !*个行政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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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庄等７个村并入。２０１０年，辖２６
{ } g ~  3-*-+ 户，４３１０４
 3$%#+$ 人。粮食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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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民小组，９６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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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９１５元。林果业、
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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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业和劳务输出等支柱产业发展迅速。果园面
 !,-) Å3c cWC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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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２．９８万亩，其中苹果园
万亩，果品总产量
志》。２０１０年
月，邢泉村被环境保护部评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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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万吨，年总产值
７３６０ Å$
万元。已建成简易果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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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生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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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余座，千吨气调库１座，有果品经纪人
１００余
西川镇
&'( 秦安县辖镇。镇政府驻地辛家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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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有川道区千亩优质＂富士＂苹果基地、老鹰顶千
">,Â#ù3$%&'(3%#+国道、泾甘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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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县城西部，葫芦河沿岸，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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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早酥梨＂基地和千亩优质桃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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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公路纵横交织。南、北、西三面为丘陵，面积
园基地。在阳湾、川子、湾儿、董湾
Cm$ ÈyZLdZyÉZ®y $ ４村建养殖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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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耕地面积
(!,)! 平方公里，土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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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个，有曾梁獭免养殖协会１个，新庄湾獭兔规模
４．４２
$,$! 万亩。民国时期，东南部为民西乡，东北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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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小区１个。以餐饮、建材、食品加工为主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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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秦安境内设姜

堡、张雒、张新、金宝乡。１９５５
年，合并张雒、张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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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乡和叶堡区金城乡的部分村庄，称西川乡。
#-&)年改为西川公社，１９８３年
vM+#L+¸3#-)% v１２
#! 月改称西川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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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企业已初具规模，建成占地
亩的莲花镇农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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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市场。有雷神庙、田家寺等古遗址，其中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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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下辖莲花、上河、姜寨、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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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桑川、郭河、袁山、冯沟、曾梁、大庄梁、槐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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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９
月撤乡建镇，改称西川镇。２０１０年，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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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湾、湫果、高楼、小户、范墩、阳湾、湾儿、董湾、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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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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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w３０个行政村，６６个自然村，１０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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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川、好地、双庙、董家新庄、马曲、姚山、吴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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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总产量
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３２８４ 个行政村。
{îü}$
元。西川镇素有＂瓜果之乡＂的美誉。西川村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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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花镇政府所在地。地处清水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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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村

桃、安坪村白脆瓜、折桥村甜葡萄等闻名遐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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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与葫芦河交汇处，交通便利，是莲花古城所在

v`a %,! 万亩，有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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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_3!++- 年种植面积３．２
果业为支柱产业，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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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其＂莲花屯玉＂自古为秦安＂十二咏＂之一，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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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亩，年产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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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期苹果园
万吨，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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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名胜莲花峰。村内有针织厂、饲料公司、家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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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元。为＂全省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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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饮料厂、模具有限公司、微型农机等生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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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市乡镇企业建设十强乡镇＂和＂全县林果生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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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透明包菜、草莓、马铃薯、高粱
、芜菁、青椒等
地先进乡镇＂，是全县主要的无公害蔬菜
、果品生 特色农产品。２０１０年，辖６个村民小组，８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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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 !+#+ v3 w * {}g~3))(户，
3
产基地、木材经销基地。下辖王家小庄、下王峡、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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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５４
%)&$人，耕地面积
3 ２６８９
!*)- 亩，园地面积２３５５
3C !%&&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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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姜堡、王堡、何湾、鸦湾、李洼
、宋峡、王湾、李

./( 秦安县辖镇。位于秦安县北部，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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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嘉镇

堡、雒堡、宋场、张坡、王峡、折桥
、雒川、焦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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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þãN},,Â２０公里。地处通渭、甘谷、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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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驻地郭嘉村距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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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县的交汇地带，自古以来就是甘肃东部通往
! "#$%&'( )*+,-./01234 一条较开阔的河谷地。全镇总面积７８．９４
省城兰州＂中大路＂的必经要道，明朝嘉靖年间为
里，耕地面积５．９３
亩。土壤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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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UV +$'! 万亩，粮田面积４．９４
秦安县四大商埠重镇之一。总面积１４３．７２平方公
为肥沃，适宜种植农作物、蔬菜、水果。汉唐宋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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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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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靖天公路贯通全境
１０余
期，陇城镇曾是略阳道、略阳县、略阳郡、陇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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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３１０
国道在境内 "#
１４公里，架通了连通东西的
YZ(i3jk31lm 陇城寨的治地。明清时期，为陇城巡检司、陇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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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嘉大桥。明代为崇政里。清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
nE;oS CpIqrZS sftuvGw"(!( 的治地，民国时称陇城镇。１９４９
mN&Beþü6PS "'#' 年后，境内设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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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郭嘉镇，是秦安县八大镇之一。１９４９
等乡，１９５８年改为陇城公社，１９８３年更名为陇城
ahznE{|S "'+( 年设郭嘉公社，１９８３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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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２００２年７月撤乡建镇，更名为陇城镇。２０１０
境内设郭嘉等乡。１９５８

名为郭嘉乡。２００２
年 %７月撤乡建镇，更名为郭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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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２００３年
"& 月撤乡并镇时，将吊湾乡的孙坡、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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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沟、吊湾等
１４个村并入。２０１０年，辖
３５个行政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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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１１１个村民小组，１１６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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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１９９０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７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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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果椒为支柱产业，生产的苹果有红星、红冠、
红元帅、红富士、黄元帅等多个品系。在川道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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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建果品气调库，果品输往北京、上海、武汉、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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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国外等地，形成产、贮、供、销一条龙。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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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有大红袍、葡萄椒、大油椒等多个品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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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往四川
、重庆、贵州等地。下辖郭嘉、邵嘴、暖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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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上沟、洛泉、下山
、耀紫、马峡 、宋沟 、寺嘴、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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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涡坨、元川、槐庙、负王
、高崖、邵堡、槐川、车
坪、西山、上川、朱湾、邵沟、张河、瓦坪、孙坡、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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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胡河、刘湾、吊湾、陈沟、把龙、月阳、王家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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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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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坡

年，辖２２个村．６７个村民小组，７７０７
GB && cdB,% cdB%%*%户，３１９６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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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镇粮食总产量
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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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４１元。畜牧养殖业、林果业为支柱产业。有陇城
&(#" S ¤ ¤I¢£¤S ¦ü6
镇街泉香醋和街泉浆水加工厂，年产香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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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吨，年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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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水
３００\S
万元左右。境内建有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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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桥，小城镇建设中建成二层仿古商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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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相传炼石补天的女
"&* 间，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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娲就诞生于此，有＂羲里娲乡＂之称。三国时期著名

的＂街亭之战＂发生在陇城镇至张家川县龙山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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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境内有仰韶、齐家等原始文化遗址，有女娲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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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女娲祠建筑群和西番寺建筑群；有始建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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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陇城古城八卦城和常平堡；有保存完好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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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物局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２０１０年被
评为天水市＂文明乡镇＂和甘肃省＂先进乡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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娲祭典仪式被文化部公布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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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嘉镇政府所在地。地处郭嘉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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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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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下辖张家沟、张湾、娲皇、山王、张赵、陈

游河岸川台地。自古有陇上＂商埠重镇＂之称，以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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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业为主的农业支柱产业发展较快。２００２
¯¤Iÿm¤¢£¤!"#$S &**&年，郭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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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被确定为全省小城镇建设试点，村内街道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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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凤尾、王湾、常营、西关、龙泉、略阳、上袁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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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个行政村。

来的６米加宽到
,m , -./0２０米，架通了郭嘉大桥。被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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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蜡花舞起源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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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于此。２０１０年，辖４个村民小组，５９１户，２６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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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亩，园地面积１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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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耕地面积

村内土地平坦、光照充足，２０１０年，辖
个村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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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耕地面积２１６７亩，园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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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０亩。旱作高效农业、林果业、养殖业、蔬菜种植

七、王李、阴坡、朱魏、范吕、上魏、许墩、金泉、崇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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娲皇村
)*# 陇城镇政府驻地。地处清水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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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嘉镇辖村。位于郭嘉镇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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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泉村
公 业走上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的轨道，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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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１]B
亩
þSBI`5 '９个获奖村之一。２０１０年，辖２个村
cTUdQRS &*"* GB & cd
CUV &**亩。建有５家养鸡场，养鸡
]S ¦ + ×îåBî１．２
"$& \ïð
称号，为全省
果园面积２００
万只；
B!*+ B"&,,
S [&UV &#*, 亩，果树
]B V
¦ñå " ×S 6¦ò{B ®`óô
民小组，３０５
户，１２６６人。耕地面积２４０６
有养猪场１家。农作物有小麦等，多种植全膜玉
UV ""**亩，主要经营苹果、桃等果树和葱、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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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陇城香醋、马尾荷包久负盛名。小城镇建设中
建成一条仿古式的商业街、女娲祠广场和西番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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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辣椒、西红柿、茄子等蔬菜，产业化程度较高。

有专门进行果品贮藏、收购
、贩运的个体商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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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年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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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城镇
&'( 秦安县辖镇。镇政府驻地龙泉村。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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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场、明清一条街、娲皇庙、西番寺庙等名胜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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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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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刘坪乡。２０１０年，辖２１个行政村，４６个村民小
和莲花二镇，与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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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陕西陇县途经邵店，东汉时刘秀与隗嚣争夺
农民人均纯收入
略阳城的野战坡之战、三国街亭之战、清代的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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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主要无公害鲜桃、蔬菜生产基地。鲜桃、苹果
护单位大地湾古遗址位于村东侧清水河南岸的
为主的林果业、以山地日光温室为载体的＂五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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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级阶地和相接的缓坡山地上。清水河自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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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万只。建成邵店商业文化步行

¢: ２１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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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寨村
、旅游为一体的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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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f¶¨ $ !$°ºJ !+#+ KLM !!个行政村，
!"#$L
８７个自然村，１０３个村民小组，９２６６
,& !»¼$L#+' !$NOPL*!$$户，３９９７１人。
QL'**&# RJ
½¾¿À ８６９．６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９３２
,$*-$ aÁ3 ÂNRÃÄÅº !*'!
粮食总产量
ÆJ ]^(xÇXÈÉÊËfÌÍÎÏfÐÑfÒÓ
元。叶堡乡是全县大棚蔬菜、优质果品、粉条、砖瓦

TU１０．７１
#+-&# VL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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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万亩，耕地面积４．５１万亩，果椒园面积
'-, VJ
,mLcde(z
３．８
万亩。属黄土梁峁沟壑地形，葫芦河流贯乡东

生产的重要基地，锁子峡花岗岩、何家坪西瓜、石
Ô¿AÕÖ×,3ØÙÚÛÜÝfÞ·ß{àfá
â
B
ãäGåàf]^ÐÑæçèé% Ç(ÊËTU
窑＂白脆＂香瓜、叶堡粉条久享盛誉。全乡蔬菜面积
９１０４亩，其中大棚蔬菜总面积２０００多亩，苹果、桃
*#+% VLê&ÈÉÊËTU !+++ ëVLìÎfí

[z [Lmn@ÑÚ~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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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边缘及东南部，形成一条峡谷。省道
３０４线贯通
ijJ N¤¥¦;¢±L#*%* 年后设安抚等乡，
K§¦;¢¨(L
境内。民国时期设安抚镇，１９４９
#*$) 年建立安抚公社，１９８３
K © ª ; ¢ a « L#*,' K
®9;¢(L
１９６５
年更名为安抚乡，

２００３年
!++' K１２月撤乡并镇时，将好地乡的李河、杨峡、
#! ¬¯(°±¤L²³,(AqefZÚf
宋湾等７村并入。２０１０年，辖
个
z¹¨ & $°ºJ !+#+ KLM２４个行政村，４９
!% !"#$L%* !
$NOPL&+$# Q '$%,,
RJ ½¾¿À ###*-#
村民小组，７０６１户
３６４８８人。粮食总产量１１１９．１
aÁLÂNRÃÄÅº !&!#
ÆJ ;(£6
B
Û
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７２１元。安伏乡素有＂花
椒之乡＂之称。建立了高山绿色果业、诚信花椒、食
ò1(G1QJ ©ª¤C'¥¦Îÿf§¨Ûòf¾
品加工等专业合作社。诚信花椒专业合作社以花
Ïûü¨©ÿª««J §¨Ûò©ÿª««¬Û
椒的包装加工和贮藏运销为主，年外运花椒
１００
òA4ûü=®¯"°9±L K²"Ûò #++
万公斤，年成交额
４０００万元，收益
３００万元。安伏
aÁLKnk³ %+++
ÆLÅ´ '++
ÆJ ;
üÿWxÇXµÈüÿW1@L ömn¤¬
工业园区是全县五大工业园区之一，已形成了以
ÎÏÅ¶f·¯f4fûüf°'9¸¦Aüÿ果品收购、储藏、包装、加工、销售为特色的工业体
¹Lº,TU !+++
VLöº\.ÿ )５家，专业合作
·L©ÿª«
系，占地面积
２０００亩，已入驻企业
«
#
!J
!++,
K©n»¿As}`Î¼65a
社１个。２００８年建成投产的天水长城果汁有限公
司占地面积１８０亩，年加工果汁
6º,TU #,+ VLKûüÎ¼３' 万吨，产品远销
îL¿Ï½°

等果园面积
万亩，年产果品１．７１万吨，产值
¨ÎWTU３．３９
'-'* VLK¿ÎÏ
#-&# îL¿ï
８６０余万元；花椒园
７９３８
亩，年产干椒
,$+ ðÆñÛòW
&*',
VLK¿óò６７４
$&% 吨，产
îL¿

澳大利亚等
个国家和地区，年生产总值
８０００
¾È¿À¨ １６
#$ !·=,L
KÔ¿ï ,+++

ï5 １８００万元。农产品商品率已达到
#,++ Æ% Â¿ÏôÏõö÷ø '$.ùú%
值近
３６？？右。

!-#) 万吨，总投资
îL»t %)++
ij6Å·Úf
２．１５
４５００ Æ¬PJ
万元以上。境内有朱家峡、

有加工制造业
、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饮食服
6ûüýþÿfk!"#ÿf$%&'ÿf(¾)
务业等私营、个体企业
*ÿ¨+,f!-.ÿ２７０家，从业人员
!&+ ·L/ÿR0１８７０
#,&+人，
RL
总产值
¿ï２１５４０
!#)%+ 万元。其中前进包装有限公司、盈动
ÆJ ê&123465a6f78

崖背里
、杨家寺等仰韶文化遗址，有安伏古城（西
¸ÆbfZ·Ç¨ÈÉdjkL6;n`
M{
汉成纪县治所），刘家故堆汉墓群等古迹及红二十
hniXY*TLÊ·ËÌh]Í¨nÎAÏ=

果品公司为县级财源建设重点企业，年产值分别
ÎÏa69Xp9u©¦Õ:.ÿL K¿ï;<

万元。先后引进果品储藏企业项目
ÆJ Á§Â2ÎÏ·¯.ÿÃÄ ４个，总储藏量
% !L·¯À

五军长征军部旧址。安伏乡曾两次被评为甘肃省
µÐ}ÑÐ[ÒkJ ;Ó(U¡ÔÕÖ9×Ø
体育先进乡。下辖安伏、陈河、伏湾、姬峡、姬洼、杜
-ÙÁ2(J oM;fÚef¹fÛÚfÛÜfÝ
·ÞfÅÚfß¹ft¹fZÇfàfÊfÜf;
家岘、朱峡、麻湾、新湾、杨寺、沟门、刘沟、伏洼、安
LfÊÜfáLfâ¹fqefZÚfz¹fÝ¹bfÈ
川、刘洼、龚川、剪湾、李河、杨峡、宋湾、杜湾里、大

9 １０００万元和
#+++ Æ=８００万元。叶堡砖厂、阳兀砖厂、红
,++ ÆJ ]^Ò>f?@Ò>fA
为
BÒ>f oCDÒ>7!ÈEÒ>¿ïF !!+
星砖厂、三棵树砖厂四个大型砖厂产值总计
２２０
ÆJ !+++ KGHIfH#)J®9ÇH(±.ÿ 庄、阳山、魏坟
µf?'fãä !%
!"#$J
２４个行政村。
万元。２０００年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全市乡镇企业
=K(±J ijA?@LMNOPQghLRSh
十强乡镇。境内的阳兀川（历史上称显亲川或敬亲

'(# 安伏乡政府所在地。地处葫芦河中
;(#)*+,J ,-cde&
安伏村

LTLUxV!W¢AXfXY,LN¤ ,++
ðKJ
川），曾是几个朝代的州、县治地，历时
８００余年。

;r,J Îÿå÷L9:;Ûòæçèé
游安伏盆地。林果业较发达，为秦安花椒栽植最早

#*$) KZ·%[\]５处，出土的三彩俑、马、
) -L^Ao_`faf 的村庄之一。村内有秦安县最大的草编市场，粉条
A$µ1@J $j6:;XèÈAHLÐÑ
１９６５年杨家沟发掘唐墓
b¨
#,+
ðcdeÃ9·fgdeJ
6h\g
牛等 １８０余件文物均为国家珍贵文物。有汉唐显
hfnijkflmnfZ·\]¨jkJ oM
亲、成纪遗址、丝绸古道、杨家沟唐墓等遗址。下辖

叶堡、钱坪、李坪、东升、马庙、何李、新阳、金城、侯
]^fpßfqßfzrfasfÞqft?fu`fv
滩、新区
、师河、庞宋、何坪、新联、三棵树、蔡家牌
wftfxefyzfÞßft{foCDf|·}
楼、武庄
、程家崖湾、程沟 、窦家沟 、王沟 、吴沟 !!
２２
~f´µf¶·¸¹f¶f·ff
!"#$J
个行政村。
$%# 叶堡乡政府所在地，地处葫芦河中
]^(#)*+,L ,-cde&
叶堡村
z]^r,J  AÎÿfÊËWÿ
游东岸叶堡盆地。传统的林果业、蔬菜园艺业都居
XjÕÖYLÿ÷L$j6ÐÑûüfþ
县内重要位置，养殖业发达，村内有粉条加工、造

! !"# !
－５１７－

!"#$%
安伏村新貌

!"#$%
天水大辞典

加工、砖瓦烧制等为传统产业，为长城万吨果汁厂
!"#$%&'()*+,-.)/012345
所在地。境内古城遗址据考证为汉成纪所在地，还
6789 :;<0=>?@A)BCD678.E
有崖背里等仰韶文化遗址和建于清乾隆年间的玉
FGHIJKLMN=>OPQRSTUVWX
钟寺。２０１０年，辖４个村民小组，７０２
a.'!&( b9
YZ9 !"#" U.[ $ \]^_`.%&!户，３２０５人。
耕地面积
'##'亩，园地面积
f.g8de２５１７
!(#%亩。
f9
c8de３１１３
魏店乡
&'( 秦安县辖乡。位于秦安县北部，乡政
hij[k9 lQhijmn.ko

家文化遗址一处，宋墓一处。有始建于北魏时期的
MN=>(ÁxC(u FyPQmqÞW
观音寺、青林沟原始次森林等景点。下辖王铺、阳
z{Z |0~}y~0Ju é[îH 
山!、梁岘、马庄、五营、半墩、冯员、曹家湾、冯家沟、
{ ·ñ Ó
 U  U~
罗店、罗孟、冯堡、岳谢、郭岔、崔岔、贾岔、胡家、杨
  U  Wö ö ö ¼ 
崖G、周岔、连湾、高湾、郭集
ö   W× 、榆木坡、大寺、青林、庞
 Z i0 ô
河、邵庄
３０个行政村。
% ñ 、张嘴、师家山
ì z '&
\¦o]u

王铺村
４０
+,* 王铺乡政府驻地。位于县城以北
îHkop8u lQj0-m $&

p678qr]sj0 ２１公里。总面积１３５．２３
!# tIu vde #'()!' w
府所在地魏南村距县城
平

公里处的神仙梁之巅，境内有四大古关隘之一的
xtI.c8de ８．０５
*)&( 1f9
ykz{|}.~
tI(WS{Á :;Fë<W
方公里，耕地面积
万亩。全乡山梁起伏，沟壑
STu ùT"Ht ]¡¢u ¬±
神仙岭隘。华（家岭）双（石铺）公路穿村而过。农作

错杂。清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年）为魏店镇，是秦安县
u R U#*'* U)q.hij
八大镇之一。民国时为崇新里，１９４９
年１２
月设魏
#! q
9 ^)I.#+$+ U
店等乡，１９５８
年后设魏店公社，１９８３ Uq
年改称魏店
Jk.#+(* Uqt.#+*'
乡，２００３年
月撤乡并镇时，将吊湾乡的张家坡、
#! k.kW
k.!&&' U １２
¡¢ £¤J , 个村并入。２０１０年，辖
\]¥u !&#& U.[ '#
任学、蒋台等６
３１ \¦o
个行政
a.'!(*' bu
§¨v©
].#&* \]^_`.*',, 户，３２５８３
村，１０８个村民小组，８３６６
人。粮食总产
量ª１７２２
２７０５ °u
元。农作物
#%!! 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1t«.¬^b®¯¥ !%&(
¬±²
主要有小麦、玉米、马铃薯、荞麦、莜麦、胡麻、油菜
³´F_µ X¶ ·¸¹ ºµ »µ ¼½ ¾¿
籽，中药材有党参等，支柱产业为苹果园及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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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冬小麦、马铃薯和胡麻等为主。建有砖瓦加工
²-d_µ ·¸¹O¼½J)³u PF$%!"
5u!&#& UÁ[ ' \]^_`Á#*!户，８２２
aÁ*!! buc8
厂。２０１０年，辖３个村民小组，１８２
人。耕地
#+%$亩，园地面积
fÁg8de ５５４
(($ 亩。
fu
de１９７４
面积
-.(
hGj[ku
lQj0InÁkop
千户乡 秦安县辖乡。位于县城西部，乡政府

湾、陈寨、张家寨、伏峡、孙阴山、侯坪、双石、王家
 ûü ü }ý ðþ! ÿ! "# î

#% 公里。属黄土山梁区，总
tIu ¤¥Oz{¦Áv
678£a]sj0１７
所在地千户村距县城
面积７６．８４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５．０５
de %,)*$ wxtIÁc8de ()&(万亩。秦（安）
1fu hG
甘（谷）公路横穿全境。民国时期为王千户岭镇，
§¨t© y:u ^Þ)î£aTÁ
１９４９
年设立千户等公社，
#+$+ 年后设千户等乡，１９６１
U£aJkÁ#+,# UV£aJtÁ
１９８３
#+*' 年更名为千户乡。２０１０年，辖
UªN)£aku !&#& UÁ[１７
#% 个行政村，
\¦o]Á
'$ \Û«]Á$$个村民小组，６２４５
\]^_`Á,!$(户，２６５６７
aÁ!,(,% 人。
bu
３４个自然村，４４
++*)! 1t«Á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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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总产量
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６１８
°u PF¬tËÌ®8Ê3gÁF¯° ±1、蔬
²
元。建有无公害花椒基地及果园，有百货、牲畜
¿ÙÚÁ³7P¬ØÙÚOPÄÙÚ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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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市场，正在建设农贸市场和建材市场。２０１０年６
Á7´akµ¶y·¬-¸Úz¹Yu ·Xº»
月，在千户乡召开全省农业现场观摩会。省委书记

窑、大湾、伏河、陈庄、山上湾、吊川、张家坡、负湾、
$  }% ûñ z& '  "

陆浩等领导亲临千户乡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参
¼½J¾¿*À£akÁÂÃPÄÅp¦ÆÆ

¡¢ £¤ !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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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学、蒋台、张家坪
个行政村。

观检查，对＂梯田
zÇÈÁÁ
ß
ÉÊ -＋林果＋全膜＋集雨节灌＋整村
03 - yË - ×ÌÍÎ - Ï]

有砖瓦厂、水泥厂、亚麻缝纫厂等私营企业。有魏
F$%5 ÍÎ5 Ï½ÐÑ5JÒÓÔ-u Fq
 ÕÖ{ ! 个集贸市场，自清朝就是集市。民
\×ØÙÚÁÛRÜÝ×Ùu ^
店镇、梨树梁２
ÞÁF
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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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ç·ãJèËu
国时期，有＂春号来＂＂福盛兴＂＂万顺马＂等棉花店。

下辖刘家四嘴
、梨树梁、龙王庙、孙庄、陇滩、庞沟、
é[êëì
ÕÖ{ íîï ðñ òó ô~
康家坡、刘岔、焦湾、化山
õ êö ÷ N!、武华、魏坡、魏村、董家
øù q q] ú

魏南村
&)* 魏店乡政府所在地。地处显亲河中
qkop678u 8()*%Â

推进＂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６
月２４!$日《甘肃日报》
ÐpãÑÒÓÔÆÕÖ×Øu ,
ÙÚ§ÛÙÜÝ

游北岸。农业以传统种植业和林果业为主，畜牧养
+m,u ¬--*+./-O03-)³Á123
殖业发展较快，有砖瓦加工厂、农机厂、农业综合
4-5678ÁF$%!"5 ¬95 ¬-:;
服务站等小型企业。附近有鸡川古城、汉墓群等历
<=>J_?Ô-u @AFB'<0 BCDJE

头版头条以《认真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在新
ÞßÞà-áâãväb^DåWæçèéÁ7
起点上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为标题，对千户示范点
|&Ðp¸F¬-56ê)ëìÁÁ£aíî
进行了全面报道。千户乡的羊皮鼓舞蹈艺术历史
p¦ÆydÜu £akWïðñòóôõE`

代遗址。２０１０年，辖５个村民小组，７０３
F=>u !&#& UÁ [ ( \]^_`Á%&'户，２７８８
aÁ!%**
bu c8de５４７０
($%&亩，园地面积
fÁg8de１６３５
#,'(亩。
fu
人。耕地面积
+,( 秦安县辖乡。乡政府所在地王铺村。
hGj[ku kop678îH]u
王铺乡

悠久，享有盛名。２０世纪
９０ UFÆ!ÆøÍùú
年代参加了天水电视
abÁöFåNu !& ÷D +&
¤OIGùû'ü5ÚýþÿêW!"u :;Fë
台和西安电影制片厂《筏子客》的拍摄。境内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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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汉墓群，历年出土大量汉代文物。下辖千户、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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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秦安县城西北部，因建有店铺多处，故以铺
Nu vde #$%)! wxtIÁO8de !!)!' 1fÁ
名。总面积１４７．２平方公里，土地面积２２．２３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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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刘庄、曹湾、老山、六图、永安、周湾、天城堡、王
T Êz $¨ ë# '* +î ,- î
岭、田家山、出食、四坪、川珠、徐王、何吕、王家新

耕地面积７．６７
c8de %),%万亩，为典型的梁峁沟地形。民国时
1fÁ)P?W{Q~8Ru ^

\¦o]u
庄ñ１７.% 个行政村。

期境内设王家铺镇、仙岭乡，１９５０年设王铺、冯沟
-./ 千户乡政府所在地。位于县城西南
´akop678u lQj0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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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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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支柱产业，农民人均纯收入中
５３？？自劳
Êÿî"FY< K=ALMN5` !).Ó#¦
务收入。特产有草垫、提篮（玉米皮为原料）、草帽
þN56 WFqQ$%&z'()T*+}Qí
（小麦秆为原料）等草编工艺品。兴丰村有齐家文
z>,-T*+}ÃQ./06 Uw3q1È2

新产品金奖。２００６
Ａ æçX
级绿色
ÙF0å6 "%%*年，秦安花椒获国家
7<jXu×½È /
食品认证，２００８
年$$１１±jXaêë
月秦安县被授予＂中国花椒
`½u
D0èé<"%%' 7
d!6 ³ ２０１０年底，全市花椒栽植总面积
"%$% 7E<B¼uEp ４５．３４
-!,)之乡＂。至
H^zjXa２２．４
"",- 万亩），总产量
H^}<EFG $,$(
万亩（秦安县
１．１７ Hì<EF
万吨，总产
值í２２６７８．９８
""*(',&' 万元。以大红袍、秦安一号、油椒、豆椒
HO6 ÒÄ9yjXîuïu

ÃTef0P6
等为主要品种。

秦安白脆瓜
)*/01 秦安县特产。白脆瓜属葫芦科、
jXaWF6 õðñòóô}
甜瓜种、薄皮甜瓜亚种、香瓜变种中的一个地方品
õñPö)õñÖP÷ñøP`împù0
P<Ò_g)õgúbpðû·ü6 Pýþ
种，以其果皮白、果肉质地脆嫩而得名。种植历史
ÿ!<"#¾$%&6 jXõðñXõú'()
悠久，具体时间无考。秦安白脆瓜色白、肉厚、含糖

345<6728q9:;<=>?@ABC
化遗址，出土文物有红陶罐、钵口沿及腹部残片夹

G*÷+©<,-FÎð0b./<ð·û<÷·
量高、香气浓，外观和内在品质俱佳，脆而嫩，香而
õ<ðBà0q1<±ÐÌB½ºp<Êÿ23
甜，在全省享有盛誉，并远销全国各地，经济效益
7<Ba5Põðñ １０００
$%%% 多亩，其中
Ç^<_`
466 "%%' 年，全县共种植白脆瓜
突出。２００８

砂红陶罐底和口沿残片等；蔡家寺和槐树村有仰
D9:;EF=>GBÃu HÈIF 3qJ

º6%¢7 １００
$%% Ç^6
ef»èðóô889
设施提早栽培
多亩。主要分布在葫芦河河谷

韶文化遗址。下辖兴丰、古湾、震霖、三图、傅寨、范
K23456 L8UwMkNOPQRS

?:g;p< <Wî>+=>?F@Aî7B
及浅山台地，独特的小气候条件和精细的栽培管

山、拔湾
、槐阳、石山、槐树、阳坡、上陈、阴山、燕
gTkU!
+ÝVW!j

理为白脆瓜的生长发育创造了良好条件，尤以西
CTõðñîDEmFGeÂ>?< HÒ

湾、安湾、李家山、朱李、乡褚湾、那坡、郑峡、何杨、
kXk¢ÈgY¢!Zk*+-.[0

川镇安家坪、叶堡乡石窑儿、何家坪及其附近出产
Ü#XÈIëJ!UKL[ÈI?_MN6F
的比较有名。普通大田在６月中旬上市，亩产一般
îO¤q6 P ÄQð * ±`²Ý¼<^FR
在
ð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斤左右，售价２．００￣５．００元／公斤，
$%%%0"%%% SJ¯°<TU ",%%0!,%% O 1 SJ<
亩收益
^N3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元。设施栽培的白脆瓜，一个５０
"%%%0-%%% O6 º67îõðñ<m !%
(2' (îVWXY< RZâ[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0$!%%公斤，
\J<
米×８米的日光温室，一般可采摘
TU１０￣３０
$%0)% 元／公斤，亩收益在万元以上。
O 1 \J<^N3ðHOÒÝ6
售价

\]２２
"" 个行政村。
m9:36
张庄

兴丰村
&'( 兴丰乡政府所在地。地处县城东南
Uw!:^_ðp6 p`aúbß

兴丰梁之上。农业以传统种植业为主，主要产业有
UwcdÝ6 KYÒÌÍPYTe<efFYq
gYRrY6 AÇph<iqÊËÌÍ<Tj
林果业、养殖业。因人多地少，素有经商传统，为秦
Xæklîmnpd6 "%$% 7<
8 - m3=>
安货郎担的发源地之一。２０１０
年，辖４个村民小
?<!"! 户，２６９２
@<"*&" A6
opp "&%&
组，５２５
人。耕地面积
２９０９ ^<qpp
亩，园地面积
'$%亩。
^6
８１０

)*23 秦安县特产。秦安县是中国北方
jXaWF6 jXa!`½ù
秦安蜜桃
]ëg ^7ád< _!`½`î*F
落叶果树最适宜栽培区之一，也是中国桃的原产

)*+,-. 秦安县特产。又称串串椒，系
jXaWF6 rsttu<v
pd6 ¢ðab¾¿<j`cd*<eÕþ
秦安一号花椒
地之一。早在魏晋时期，秦桃已誉满陇原，见于史
$&'" 7ðÄ9yzuq`
f6 gh¾¿<jX6Fî1`ijkFl`Ò
jXauKwx`Õ １９８２
秦安县椒农汪振中于
年在大红袍老椒园中 册。唐宋时期，秦安出产的齐桃、二格子和秋桃以
mÄXªÀm·ÐNn<_`1`gÄo
m< {ÊjXaY|}~AÊ ' 7

p
个大、色鲜、味美而远近闻名，其中齐桃果大如＂拳
发现，后经秦安县林业局科技人员经过８年专题
7 N<$&&- 7Êà
t<)öoqr<ý¸T/0Ýs<tq
< Õ $&&)年通过鉴定验收，１９９４
研究，于１９９３
年经省林木 头＂，皮薄如＂蝉翼＂，历代被作为佳品上贡，曾有
＂石窑儿，折桥儿，秦安出的好桃儿＂的歌谣流传。
P¥

良种鉴评委员会审 UKL<uvL<jX6îÂ`LîwxyÌ6
明《秦安志》记载＂秦安多桃＂，并有＂家居陇水西，
<T

jX
z{jX|}¡~jXÇ`<±q
È<
定，定名为＂秦安一
<!?
号＂，是适宜天水及

q`« î<_1Ä6
=½¾¿<ß
门有桃千树＂的诗句，极言其盛景。到民国时期，南

陇南地区栽种的花
小河谷、显亲河谷也成为桃的主要产区，出现了成
ßpáPî
>8989_T`îefFá<6e
椒优良品种。该品
Bî`q6 =½jXa|¡~<aÇ
ua0P6 0
片的桃园。民国《秦安县志稿》记载，＂环县治多
P 

`<gq!6 １９７９年开始，全
$&(& 7Ð<B
种树势强健、树姿
桃，…果棚蔬园弥望皆是＂。从
!"#$%&
秦安一号花椒

Ð\< <¡
半开张，喜肥水，结

县桃的品种更新，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先后引进推
a`î0PÙ<PpÄ6 {

! !"# !
－５２０－

+
县* 区

!"#$ %&$'
广春艳、麦香、京

雪梨、早酥梨等新优品种大面积推广后，才形成了
3Ì$.vÌ5869:)ypm!ðSwTUV

红、大久保、仓方

规模。秦安梨无论在品质上、口味上还是在无公害
rs< KÌhx~9u|$yà|zH~h_i
处理上，都博得了各地客商的青睐。
{·|S^|}V~A?<
秦安毛褐子
!"$%& 毛织品。秦安县特产。毛褐子俗
9< K>j<  

($)*+$,-

./$ 0'12$
早生、北京七号、
( 3 4 5优
67
红．雪桃等
良 8新

!"#$
秦安蜜桃

!" ;<
=>
J SÓ(¨$¨":Sz<ß(É
9: ３２
品种
个。全县
称褐子，分红色、藏青色两种，还有小量灰褐和黄
褐。宽
６０ 市尺。红褐的经线是
?:@
ABC
 <  １．６
,.- 市尺，长
 S ] -#
< (?H
桃4 的种
植地区迅
DE)FGH$I ２００￣４００头，藏青、灰、黄褐经线是６００￣１２００头。红
"##/*## ÜS$$H -##/,"## Ü<(
速扩大到西川、叶
、灰 、黄褐全作衣料。秦安
ÅyÉS$$=<
K
堡J$KL$MN$O
、安伏、郭嘉、兴 褐用作被面和垫布，藏青

国等乡镇，形成了南起兴国镇庙嘴村，北到郭嘉镇
P5QRSTUVWXOPRYZ[S0FMNR
邵嘴村，全长
３０ ^_`?ab4c<
多公里的万亩桃园。已建成刘坪
\Z[S=] !#
deUfg
万亩无公害桃生产基地、兴国镇王坪村千亩中晚
abh_i4/jkA$ OPRlg[mbno
熟无公害桃生产基地及规模化优质无公害蜜桃生
ph_i4/jkAqrst6uh_iv4/
jkA5< 869:wxyzF $%&{|S}n'
产基地等。新优品种覆盖面达到
９５？？上，其中京
6
($)*+4~ '$()
红、大久保桃在
１９８７ 
年被甘肃省政府命名为＂优
质农产品＂。２０００
年秦安蜜桃注册了＂大地湾＂牌系
uj9< "### Kv4V

)A
列商标，同年，秦安县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中国
SSK>P
nP

毛褐子历史悠久，先秦以前，秦安境内就有＂拈毛
 ÐÑÔ*S{&SK<

成绒，织褐为衣＂之说。明代，秦安渐成甘肃东南部
US< !üSKUeW
织褐业的中心，与兰州毛褐子相媲美。郭嘉镇为起
?nS/1 å< MNRX
源地。明末清初，秦安以织褐为生的农户极为众
A< ! ô¡S K{/?[¢£
多，主要产地集中在郭嘉镇的负王
、元川、寺嘴，兴
^SXYjA¤n~MNR?!l$¥H$¦ZSO
国镇的郑家川、张家沟、涧滩和西川镇的雒家川等
PR?§H$¨©$ª«ÉGHR?¬H5

ab4kAe¢   £h_i4/
万亩桃基地建设被市政府命名为市级无公害桃生
 !３ ¤SKv4¥¦VP§¨©
jkA< "##* 年
产基地。２００４
月，秦安蜜桃通过了国家绿色食
9ª«< "+#( S Pu¬®¯°±S²
品认证。２００８年，经国家质检总局审查批准，自
"##( 年７月
 ) ¤１日起对秦安蜜桃实施地理标志产品
, ³X´Kv4µ¶A·¸j9
２００８
+¹S+¹º»K>OPR$GHR$¼½R$
保护，保护范围为秦安县兴国镇、西川镇、莲花镇、

地。共有纺织机具
A< <®¯°５０００
%###架，年产毛褐子６．２
±Sj -."万匹。
a²<
所织褐子以＂质地柔软，严密精细，染色鲜艳＂而誉
³ {

uA´µS¶·¸¹Sº¨»#*,
满西北。民间广泛流传着＂秦安的褐子，清水的麻，
-G0< ë3!¼½æ¾

K? Sô?¿S
天水出的白娃娃＂的俗语。明清至民国，直到２０
世
Ù?ÀÁÁ?Â< !ôÃëPSsF "# ê
t ６０
-# üSK
äsÂÄÅqP~
纪
年代，秦安毛褐子一直＂行销本省及国内各
ASÆÇÈSAÉÅ< K ?/jÊ
地，价廉物美，人事用之＂。秦安毛褐子的生产经营
¢°A-¨< &SäËYÅÌÍÎn?
极具地方特色。织褐前，一定要用黄土将羊毛中的
ÏÐÑÒSÓÔ®?ÕÖ×ØÙ<
?XYÚ
油垢去掉，这样纺的纱线比较均匀。织褐的主要工
ÛÜ$®$Ý$º¨SÚ°<ÜÞ$®
序为弹毛
、纺线、织造、染色，工具有弹毛弓 、纺线

陇城镇，郭嘉镇等
１７ ;QRÀÁÂBÃ/j?
个乡镇现辖行政区域生产的
¾¿R$MNR5 ,)

机、织褐机染色缸等。织褐前，先在笼床上蒸线，然
¯$¯º¨ß5< &S~àá|âSã

春艳
、麦香、仓方早生等品种，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
"#$%&$,-./59:SÄÅA·¸j9Æ

后先挂后引（上机子），再用麦粉浆，窜筛打交，引
ðäðkå|¯ æSçÅ%èéSêëìíSk

用标志图案和＂秦安蜜桃＂文字。
Å¸ÇÈÉ

Kv4ÊË<
秦安梨
!"# 秦安县特产。秦安梨树栽培的历史
K>j< KÌÍÎÏ?ÐÑ
十分悠久，唐宋时期，秦安出产的长把梨，梨形果
ÒÓÔ*SÕÖ×ØSKÙj?]ÚÌSÌTÛ
头隆起，上大下小，味甜质脆，被列为＂陇上八梨＂
ÜÝXS|)ÞßSàáuâS¾|ãÌ

上机子，窜尽。粗褐
|¯ Sêî< ï ４００根头到
*## ðÜF５００
%##根头，重量
ðÜSñ( *４

名特优经济林桃之乡＂。２００３
64Q< "##! 年，大地湾蜜桃被天
S)Av4
水市政府评为＂天水市名牌优质农产品＂。刘坪乡
  ¡

 6uj9< fgQ

之一。相传，唐太宗李世民久病不愈，吃了长把梨
ä< åæSÕçèéêë*ìíîSïV]ÚÌ
ðSñò=óôõSìö)îSK]ÚÌ÷øù
后，顿觉全身清爽，病情大愈，秦安长把梨因此闻
名遐迩，历代被视为上贡佳品。明清两代，秦安梨
úûSÐüý|þÿ9< !ô"üSKÌ
#$%&Sí'j()S9:^S*+9u67S,
更盛于前，不但产量高，品种多，而且品质优良，誉

满全国，可与宣州、河间梨齐名。明《秦安志》记载∶
-=PS./01$23Ì4< !5K¸6789

＂多梨。陇以西虽皆有梨，惟县川、阳兀川梨独佳，

^Ì< ¾{G:;<ÌS=>H$>?HÌ@ÿS
人以为不在宣州、河间之下。但路僻不能远致，是
A{í~01$23Þ< BCDíEFGSH

斤２
１２００ðÜF
根头到１４００根头，重
ò "两（１６
"å,- 两秤）。细褐
"óæ< ¹ ,"##
,*## ðÜSñ
量
两。粗、细褐的尺码一样，长
( ４* 斤
ò *４ "<
ï$ ¹?ôäÔS ]６- 丈，宽
õS
,."/,.% 尺。
<
１．２￣１．５

秦安陶器
!'() 秦安县特产。制陶业是秦安最古
K>j< ö÷HKøù

老的手工业之一。大地湾出土的
ú?ûÚä< )AÙÌ?８０００
(###余件陶器，
üý÷þS
ÿ!K?ö÷F½]< ~>S ÷!÷
表明秦安的制陶业源远流长。在县境内，陶盆陶
"$#$%q}&Z'{.(< K)%

*+
罐、秦砖汉瓦及其残片随处可见。秦安位于＂丝绸
C|S~$ÕÖ×ØSK?÷þ)(½¥~
之路＂上，在汉唐宋时期，秦安的陶器大量流通在
*+ùW|S {67j9]ØÄ,-A< !ô{
丝绸古道上，以优良产品长期销往外地。明清以

来，制陶技术普及全县，城乡各地都有作坊，以生
.Sö÷/01q=>S¿Q~A^<2S{/

以止称于陇云。梨有数种，曰金瓶，曰松花，曰香
{IJ%¾K< Ì<L:SMNOSMP½SM&

活日用品为主，有盆、罐、坛、碗
、壶、杯、缸等，烧制
3³Å9XS<!$"$4$5$6$7$ß5S8ö

SMQSMRSS*NOTÿ< FëP×ØS>¿
水，曰圆，曰苏木，而金瓶尤佳。＂到民国时期，县城

精良，远销省内外。相传在清朝嘉庆末年，陕西万
¸7SFÄ-< åæ~ô9N: S;Ga

周围的河谷川道区已成为梨的主要产区，出现了
U»?2VHWBdUÌ?XYjBS ÙÀV

姓人在兴国镇康坡村后山顶挖窑制陶，并传授技
<A~OPR=>[ð?@ABö÷S CæD/

成片的梨园，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有栽植。民国
UZ?ÌcS[[S\&]ð^<Î@< ëP

艺给康坡村村民。从此，康坡烧制的陶器日新月
EF=>[[ë<
GøS =>8ö?÷þ³8¤

《秦安县志稿·食货志》记载；＂环县治多桃、梨，甲
5K>¸_`©a¸6789
b>c^4$ÌSd

HSë3½æ¾=>?%IJSK]?LM
异，民间流传着＂康家坡的瓦罐儿，徐长家的蒜辫

S=>ÌÍÎ@?9:<]Ú
%¾e< F ,$%!年，全县梨树栽植的品种有长把
于陇东。＂到１９５３
Ì$NO$fÌ$gÌ$hÛÌ$&Ì5
:<
梨、水金瓶、砂梨、糖梨
、冬果梨、香水梨等 ,!
１３种。
,$%- Sijklm!n>Ì< øðSÌÍÎ@o
１９５６年，开始引进推广莱阳梨。此后，梨树栽植几

儿＂的谚语。民国时已成为陶器生产的基地村。兴
J?NÂ< ëP×dU÷þ/j?kA[< O
PR=>[SlOQlH$OH$Pg$©Q[^
国镇康坡村，王尹乡王川、尹川、胡家坪、沟底村都
RSU÷þ/j[< =>[T×< ,"#多户，从
^[SG
发展成为陶器生产村。康坡村当时有１２０
É8ö÷þ?７０
)# 多户，年产陶器
^[Sj÷þ - ６万多件。秦安
a^ý< K
事烧制陶器的

经起伏，面积相对萎缩，直到
世纪八九十年代，
XLSypå´qrSsF ２０
"# êtãuÒüS

!"# !
－! ５２１－

天水大辞典
!"#$%
陶器以青灰色为主，质地较薄。瓦坛、瓦罐的最薄
!"#$%&'()*+,-. /01/234部位仅
!"#毫米，韧性好，能承受一般性撞击，质
89):;<)=>?@A;BC)*
567３￣４
轻易挪动，透气性能好，可储藏食物。陶器久用，经
DEFG)HI;=<)JKLMN. !OPQ)R
常擦洗，色泽青亮如镜，加之价格低廉，长期以来
STU)&VWXYZ)[\]^_`)ab#c
成为秦安以及相邻的通渭
、甘谷、秦州、麦积、庄
d'ef#ghi3jk1lm1en1op1q
浪、静宁、张家川、清水和周边的降德、西吉
、海原
r1st1uvw1xyz{|3}~11

等县区人民家庭生活的主要餐具与容器。中华人
 v3(O. 
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陶器还处在兴盛时期，陶器生
zdb)!Ob)!O

产仍以生产生活日用品为主。２０
#Q'(. $%世纪¡６０
&%年代后，
¢£¤)
随着社会的发展，瓷器、搪瓷
、铁器、塑料等生活日
¥¦§¨3©ª)«O1¬«1O1®¯
用品大量出现，陶器生产逐渐衰退。中国共产党十
Q°±²³)!O´µ¶·. ¸¹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
@º»¼¨#¤) ¥¦½y¾3¿À
高，人们对花盆等工艺品需求量越来越大，为了适
Á)½ÂÃÄÅÆÇÈ±ÉcÉ°)'ÊË
应市场，秦安的陶器生产转向茶壶、花盆等工艺
ÌÍÎ) ef3!OÏÐÑÒ1 ÃÄÅÆ

品。一部分制陶人外出，赴兰州、银川、定西、靖远、
. @5ÓÔ!Õ²)Ö×n1Øw1Ù1ÚÛ1
西宁、西安
、新疆等地，从事陶器生产与销售。其制
t1f1ÜÝ+)Þß!Oàá.
âÔ
品之一的花盆种类繁多，色彩不一，图案精致，有
\@3ÃÄãäåæ)&çè@)éêëì)í
圆形、方形、六边形、仿古形、枯木形，颜色有青灰
îï1ðï1ñ|ï1òóï1ôõï)ö&íW%
&1÷!&1ø!&.
色、黄陶色、红陶色。
&'() 手工工艺品。秦安仿古彩陶工艺
ùÅÅÆ. efòóç!ÅÆ
仿古彩陶
úûüvýþÆüÿ!"#. üÿ!$
由兴国镇康家坡村艺人康心田首创。康心田自
'()$ ¢%&)'(Ô!ùÆ3)*+),-²ó
１９８２年开始，在祖传制陶手艺的基础上，摸索出古
ç!.ÔÅÆ)/01213Ô14516789
彩陶复制工艺，包括拦泥、轮制、打磨、烧坯等几道

工序。由于掌握了烧窑温度，并能准确观察火色、
Å:. ú;<=Ê6>?@)A=BCDEF&1

" .
清- 水
县
-"./0 天水市辖县。位于天水市东北，
yÍÓ. 6;yÍÔÕ)
清水县概况
*%-!#-."*%&!
Ö×Ø1ÙÚÍhÛ. Ü;ÔR１０５°４５＇￣１０６°
与陕西省陇县、宝鸡市相连。介于东经
,%.1ÕÝ ,#!,$.",#!-). \Þ. +ÇúÔÕÐßà
３０＇、北纬３４°３２＇￣３４°５８＇之间。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
斜，略呈长方形。总面积
１９８３平方公里。县人民政
á)âãaðï. äåp *(),
¾ð±æ. ç
¢) Ó & û1*$ ë1$&%
ìíç
èéêxû. $%*% 年，辖６镇、１２
府驻永清镇。２０１０
乡、２６０个行政

村、４个社区，３２．０８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万
þ1# ì§ ),$/+) î)
âïÊ ２９．６９
$(0&( î
ð#ñò'(3óôò ４８５７
1)-2 .
xyh
人；以回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
人。清水相

传为轩辕黄帝的诞生地，西汉元鼎二年（前
１１５
('õö÷÷3ø+) ùúûü¢ ýþ ''年）始置清水县。新莽时，改称识睦。东汉并入陇
¢ÿ&!xy. Ü")·£#$. Ôù%Ø
. »&'.!xy)(Øxy))*
县。三国曹魏复置清水县，废陇县入清水县，属广
'+. ,1Ô,¹ñz-'))â.+. -'
魏郡。西晋、东晋十六国和北魏初，属略阳郡。北魏
z¾/¢ý#&# ¢ÿ¤))xy+. 0ÙÌú¢ý2&$
和平五年（４６４年）后，属清水郡。唐宝应元年（７６２

年），清水被吐蕃攻陷。大中二年（８４８年），唐收复
¢ÿ)xy12345. °ü¢ý)#) ¢ÿ)06.
xy))78è. /£¤0a¢)xyÔ9
清水县，属凤翔府。五代后唐长兴初年，清水东北

部再次陷于吐蕃，县治移上邦镇（今秦州区）。北宋
5:;5;23)<=+!ûý>Un ÿ. 9?
太平兴国初年，清水县治迁回原址。元代，废冶坊
@¾¢)xy<AñB. ú£)(CD
%xy. '(#( ¢ 2 ©
) xysE.
县并入清水县。１９４９年７月
３１,'日，清水县解放。
'(-) ¢１２
'$ 月，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合并，置清水
©)uvwñò$<%)!xy
１９５８年
ñò$<. '(&' ¢１２'$月，两县分设。省道
©)FÓG. ×9 ,+回族自治县。１９６１年
３０５
H1ÀG3¾IJKLÄ. xy+ØM
线、建设中的天平铁路穿境而过。清水地处陇山西
N) )÷OPQbR ) S4Á $$+'
9) 4_
麓，属黄土梁峁沟壑区，海拔最高
２２０１米，最低

'''$ 9)¢¾TU? ９．０℃，年降水量
(0+3)¢Vy± -&89W
１１１２米，年平均气温
５６５毫米左
$+&
WX.
í[;ØM3\^]
X)¼¢YZb
右，全年无霜期 ２０６ 天左右。有源于陇山的牛头河
品上交有关部门，作为秦安旅游纪念品。其彩陶制
+RíS5T)O'UfVW¡X. âç!Ô
g^Ë_`]1a]1¤w]1bec]1dv]
及支流汤峪河、樊河、后川河、白马宣河、林家河

烟色，使烧出的陶器与古制品不相上下，受到观者
G&)H6²3!"óÔèh+I)?JDK

的喜爱。康心田每年制作
１０００余件仿古彩陶工艺
3LM. üÿ!N¢ÔO *+%%
PQòóç!ÅÆ

品有仰韶文化类型的人头形彩陶瓶，庙底沟类型
íYZ[\ä]3^ïç!_) `abä]
的曲腹盆，马家窑类型的尖底瓶、罐和马丁类型、
3cdÄ)ev>ä]3fa_12zegä]1
半坡类型等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彩陶
余种
h ý ä ]  è i  b è i ä ] 3 ç ! ３０
,% P
ã

等。气候温和，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主要种植小
. Ue?z)ËfæãïONa. (ãg§

-%%%余件。秦安陶艺已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PQ. Uf!Æjkl'mN*[\n.
５０００
*+," 秦安县特产。秦安浆水久具盛名，
Ufo. UfpyPq)
秦安浆水

xyvwxïjjÄy&Mz{) xy
清水旱半夏等农产品已通过绿色食品认证，清水

有清热解暑的功效，其制作方法简便，选用鲜嫩的
íxrst3uv)âÔOðwxy)zQ{|3

麦
、玉米、马铃薯、胡麻、大麻等，是全省大麻种植
o1h91eij1kl1°l)m¼×°lãg

基地。清水薄皮核桃、清水花牛苹果、红富士苹果、
)+. xy-nop1xyÃ\qr1østur1
|}~1xyEÎÚ1xyjjÄïÊ5Y±
粉壳蛋、清水放养鸡
、清水肉牛已通过农业部无公
ïz+z{. í3äãU
害农产品和产地认证。有珍贵的鱼类野生品种秦

2<)»¤dpy. Ufpy1
罐内盖好，三天后即成浆水。秦安浆水入口味美、

岭细鳞鲑。林地资源面积
. d+[åp６５．４９
&-0#( 万亩，以东部盘龙
î)#Ô5
M
;d'(.
d
ÅÊ#
山区天然次生林为主。森林覆盖率 ,+0(4.
３０．９？？工业以
1M1À'(Ê. [Å^Ê
酿酒、食品、建材为主导产业。沙棘加工龙头企业

ÔOx1R. pyJrxF)Â
制作简单、经济合算。浆水可去热清火，对某些疾

y±²mxy@²#Ê. xy


绿盛堂公司是清水县唯一出口创汇企业。清水＂庞

}~11 1ÿ'¯)
苦苣、苜蓿、芨芨菜等野菜或芹菜、卷心菜为原料，

切成细条，在开水中焯煮后加上发酵引子，盛在瓷
d)%y¤[+©)«

 ío¡¢v. py3£'¤)J¥d¦
病也有特殊疗效。浆水中的菜称为酸菜，可做成许

多小吃。２００８
１１月，兰州交通大学化学与生物
æ§¨. $%%) 年
¢ **
©)×nRj°ª\ªN

工程学院和秦安天天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合作了
Å«ª¬zUfMí®¯°±²OÊ

＂微生物发酵技术改良传统浆水系列饮料开发＂项
³
´N©µ¶·¸(¹pyº»¼¯%©½¾
目，并在秦安建立教学实习基地，通过筛选出酸菜
¿)AUfÀÁªÂÃ)+)jÄÅz²¤
py3ÆÇÈÉ)ÔÙpyÅÊ\Ë«)i
浆水的优势菌群，制定浆水工业化生产流程，同时
Ì©²èiÍÎ1èiÏ3Ü]u=;ÐÑpy
研发出不同营养
、不同风味的新型功能性保健浆水
饮品及系列产品，畅销县内外。
¼gº»)Òà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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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县城全貌

( 区
9
县

公玉＂造型巧夺天工，被誉为＂中国一绝＂。旅游景
!"#$%&'()*+,.
/01234 567
点有清水温泉生态旅游景区、赵充国陵园、花石
89:;<=>?567@A BC0DEA FG
崖、三皇谷森林公园等。先后获得＂中国民间文化
HAIJKLM!EN4 OPQR
S
/0TUVW
艺术之乡＂＂轩辕文化之乡＂等称号。２０１０年，全县
XYZ[\
S
]^VWZ[3N_`4 !"#" abcd
生产总值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hib
jklmnopfq ３．５６
&%'(
>efg２１．２３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hibcjkrsteut２５．４７
!'%)* 亿元，大口径财
hibvwxy

会改称清水回族自治县联社管理委员会，由县长、
k©_:;@üABd)jCDkb:d;A
副县长主持工作。１９５９
年１２月，撤销县联社管理
$! bEFd$jCD
«d;®<)4 $,', a
委员会，恢复清水县回族自治县人民委员会。１９６１
kb¼½:;d@üABdTk4 $,($
年
月两县分设后，改称清水县人民委员会。
a １２
$! GdÂ¥Pb
©_:;dTk4
１９６７年３
$,(* a &月，成立清水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
b :;d¯°±H>e´µ4
１９６８
月，成立清水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
$,(+年
a ４) b:;d°±kb®'A«®

z{|１．３
$%& hib
}~T{| $""&'
':Iî'±4 d°±k¥Á!ËA zB
政收入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００３５ 任由上级任命。县革命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政治
ib T{| ２７３８元。
!*&+i4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党员和随军留地方工作干部为骨干，建立党的领
)-b
¡¢£

A>e´µJ!4 $,+$ a (月，县革命委
bd°±
部、生产指挥部和保卫部。１９８１年６
员会改称县人民政府，设县长１人、副县长
６￣７
k©_dTzïb ¥d; $ A «d; (-*
4 d;A«d;:dTãßàkKLe>4 d
人。县长、副县长由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
Tãßàk-k.Ub «d;'(:dàá
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副县长任免由县人大常

导机构和工作机构。１９５８年７月，县委设书记处，
¤)4 $,'+ a * bd¥¦§¨b

委会决定。县人民政府三年一届，与同级人民代表
kös4 dTzïIa1ób¾MîTãß

d¦§©_ª1¦§b«¦§©_¦§¨¦§4
县委书记改称第一书记，副书记改称书记处书记。

àkMN4 $,,' ab©-Oa1ó4
!"$" a $$ 
大会同步。１９９５
年，改为五年一届。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 机构名。１９４９
4 $,), a
中国共产党清水县委员会
年
+  * b/:;db:;d
８月７日，中共清水县委正式成立，以清水县地下

$,(* 年
a &３月，成立清水县武装部为主的抓革命促
b :;d¬-®¢¯°±²
１９６７
生产第一线指挥部。１９６８
月，成立清水县革命
>eª1³´µ4 $,(+年
a ４) b:;d°±
委员会（简称县革委会）。１９６８年
１１月，成立清水
k¶·_d°k¸4 $,(+ a $$
b:;
县革委会整党领导小组。１９７０年１月，恢复中共清
d°k¹£¤º»4 $,*" a $ b¼½/:
水县委，与县革委会合署办公。１９７９
;db¾d°k¿ÀÁ!4 $,*, 年１月，县委、
a $ bdA
d°kÂ¥4 $,*, aPbd)ÃÄÅÆÇ
县革委会分设。１９７９
年后，县委工作部门进行过多
a $$
bd¥Á!ËA»ÌA
ÈÉ¹4 Ê !"$"年１１
次调整。至２０１０
月，县委设办公室、组织部、
ÍÎAzÏAÐÑA Ò)AÓÔ
宣传部、政法委、统战部、农村工作部、机构编制委
kÁ!ËAÕÖA¡×ÁAØÙÖAÚÛ
员会办公室、老干部局
、党史办、档案局、党校等 $"
１０
ÇÜÃ4
多个部门。

机构改革，县政府设置工作部门
!& 个，即办公室
ÜbPÁ!Ë
©°bdzï¥ù)Ã２３

（挂县政府法制办公室、县信访局牌子）、发展和改
.QdzïÏÔÁ!ËAdRSÖTU¸AVW©
革局（挂县物价局、县粮食局牌子）、教育体育局、
°Ö¶QdXYÖAdZ[ÖTU¸Aú\]\ÖA
工业和信息化局（挂县科学技术局、县商务局的牌
)^R_WÖ¶Qdÿ`aYÖAdb"Ö¢T
U¸A!cÖAdeÖ¶fg|zïÜh¸ATz
子）、公安局、监察局（不计入政府机构个数）、民政

局、司法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土
ÖAiÏÖAyzÖAjtkjkJlÖA0m
tkÖAnJÖAop}[ ¥Ö¶QdTq
资源局、环保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挂县人民防
rÁ!ËTU¸AstuvÖA;"ÖA ^ÖAM
空办公室牌子）、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局、林
^ÖAVWwxyzÖ
¶Qd56ÖTU¸A!>
业局、文化广播影视局（挂县旅游局牌子）、卫生
ÖAwg{>\ÖA|gÖAcc>ed}C
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审计局、安全生产监督管

&'(,-./0+12)*+ 机构名。
4
清水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ÝdTÞßàk¢á¥b âdTãßà
是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向县人民代表大

理局、统计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直属事业单
~ÖAÐgÖA[nnd}C~Ö&^

会负责并报告工作。１９８１年６月，根据《中华人民
käåæçè)4 $,+$ a ( béêë/ìT

销联社、城镇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服务
F)jA}~C~¿ÅzÏÖAÅz|"

位６个，即地震局、残疾人联合会、畜牧兽医局、供
 ( ÜbP ÖA)¿kAÖA

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0íîTãßàkíîTz

/4
中心。

府组织法》的规定，县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设立
ï»ÌÏð¢ñsbdòóà1ôkõös¥

政协清水县委员会
35&'()*+ 机构名。１９８３
4 $,+&年
a １１月，
$$ b
成立政协清水县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１９８４
z:;dk£¤º»4 $,+) 年
a $１

县人大常委会。县人大常委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置
dàák4 dàákéê)÷ø¥ù
工作机构。１９８１
年１月，设政
)4 $,+$ 年设办公室。１９８４
a¥Á!Ë4 $,+) a
$ b¥z
ÏAVúAyûATü ) Ü»4 $,+* a (６月，将
bý )４个
Ü
法、文教、财经、民族４个组。１９８７年
»Âþ©-zÏÿAyûÿAV!ÿAT"ÿ4 $,,"
组分别改为政法科、财经科、文卫科、民务科。１９９０

月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清水县委员会，选
/0TzBbkõ:;dkbK
举产生政协清水县第—届委员会，每届任期
Le>z:;dª1ókbó'.３ &年。
a4
１９９３
月，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
$,,&年
a ３& b
ë/0TzBbkõð¢

aý４) 科改为法制、财政经济
ÿ©-ÏÔAyzû#AÿúV!Aãß$
ñsbªóó'.©- ５年，其中六届
' ab/ó
年将
、科教文卫、代表联 规定，从第四届开始每届任期改为
- ４年。２０１０年
) Ü)kb ¾Á!Ë５' 个工作机构。
Ü)4
) a4 !"$" a１１
$$ 月，县政协工作机构为１室
bdz)- $ Ë '５
络% ４个工作委员会，与办公室共
为
!""(年
a １２
$! b
dàák¥9Á!ËyûA
２００６
月，县人大常委会设有办公室和财经、
教科文卫、法制、人事任免代表联络
个工作委员
úÿV!AÏÔA&'(ãß)% )４ Ü)
k4 Ê !"$"
a*+4 dàák,dTãß
会。至
２０１０年未变。县人大常委会在县人民代表
àk-k.Ub/ÏÅ0dà124
大会闭会期间，依法行使县人大职权。

bPÁ!ËûkAÿúV!]kA
委，即办公室和经济委员会、科教文卫体委员会、
提案与学习宣传委员会、民族宗教和三胞联络委
Ù¾`¡ÍÎkA Tü¢úI£)%

kAV×t¤k4 z:;dk9®¥
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政协清水县委员会有主席
$ b«®¥ ) 人，常委会办公室及各专委会有主
bákÁ!Ë¦í§k9®
１人，副主席４

清水县人民政府
&'(,-34 机构名。１９４９
4 $,),年a７* 月
 ３１
&$

任'６人，副主任
１０人。
( b«®'３& 人，工作人员
b) $"
4

日，清水县解放。８
月 *７béê5678@zïö
日，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决
b:;d344 + 

!#&'(678./0+ 会议名。１９５４
kõ4 $,')
中共清水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定，清水县人民政府成立。１９５５年
sb:;dTzï4 $,'' a９月
, ２７
!*日，清水
b:;

年７月
１５$'至Ê２１
a*
!$ 日召开，出席代表９１
¨©bª¥ãß ,$ 人，列席代
b«¥ã

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清水县
dª1óTãßàkª9ôkõösb :;d

表
人。大会传达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
ß １６
$( 4
àkÎ¬//®ó/ck¯°

人民政府改称清水县人民委员会，由县长、副县长
Tzï©_:;dTkb:d;A«d;

±ãk¯°b |õtÆd¦§²³´ãßd
省党代会精神，审议通过县委书记申瑞龙代表县
µ¶¢)çè ë:;dOa ^·¸¿
委所做的工作报告和《清水县五年农业互助合作
VWñ{ð4 KLe>/:;dª1ókb
发展规划》。选举产生中共清水县第一届委员会，

®<Tk)4 $,'+ a１２$!月，清水县、张家
b:;dA=>
主持人民委员会工作。１９５８年

川回族自治县合并后，清水回族自治县人民委员
?@üABd¿æPb :;@üABdT

!"# !－
－! ５２３

天水大辞典
!"#$%

选出县委委员
!"#$$%１３
!" 人。一届一次全委会议选出县委
&' ()(*+$,-!./$

年
月３１
日至 +$(,
１９７０年１月７
< １２
+) =
"+ >?
< + = (日召开，出席代表
>@n.CDv

常委６人，选举申瑞龙为县委书记。
0$ # 12!34567/$89:
中共清水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 会议名。１９５６
,-;: !$%#
年<５月１４日至
１８ !'日召开，出席代表
% = !& >?
>@AB.CDE１７６
!(# 人，列席
12FC
代表
)( 人。大会审议通过中共清水县第一届委员
1: H,I-JKLMNO/P(Q$%
GE２７

３００
",, 人。会议听取了县革委会整党领导小组工作报
1w ,-01¯/2$,¶3*+4©\ST
告；选举产生中共清水县第六届委员会，选出县委
ô5!3eLiNO/6Q$%,n!./$

会工作报告，讨论通过《清水县
１９６２ <
年
,RSTUBVWJXYNO/ １９５６
!$%# 年至
<? !$#*

中共清水县第七次代表大会
&'(")*8,-.#/ 会议名。１９７９
,-;w +$($

Z[\S]^_`abcNO/ +$%#
农村工作规划纲要》和《清水县
１９５６ <Zdef
年农业生产

< + = % >?
$ >@n.CDv "("人，列席代
1nFCD
年１月５日至
９ 日召开，出席代表３７３

计划》。选举产生中共清水县第二届委员会和县委
g^h: !3feLiNO/jkQ$%,b/$

表
人。大会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总
v ２６
)# 1w
Ì,?Li@(QL+,ATnB

监察委员会，选出县委委员
１６!#人，候补委员
1npq$%２* 人，
1n
lm$%,n!o/$$%
出席甘肃省第二次党代会代表５人。二届一次全
oCrstjk*uG,Gv % 1w xQ(y+
委会议选出县委常委
$,-!o/$z$ $９人，选举周林富为县委书
1n !3{|}7/$8
记，申纯学、苏润、刘凤云为副书记。
~n4 78~:
&'("0123)*4,-.#/ ,中共清水回族自治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会议
= )# >? +) =１１
++ 日分两个阶
>
;: !$%$ < !,
名称。１９５９年
１０月２６日至１２月
段召开。第一阶段从１０月
日开始至++１１月５日
@w ( +, = ２６
)# >?
=%>
结束。出席代表
人，列席代表１１人。第二阶段
w oCv １９２
+$) 1nFCv
++ 1w x
从１２月１至
１１日召开，出席代表
+) = + ?
++ >@noCv１８２
+') 人，列席代
1nFC
表
人。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清水回族自治县第
v １３８８
+"'' 1w
,!3eLiNO/
Q$%,b/$l$%,n !o/$$% $９
三届委员会和县委监察委员会，选出县委委员
1n!37/$(8~n ¡¢£¤¥
人，选举白献国为县委第一书记，赵世杰、张怀公

结中共清水县第六届委员会以来的工作，着重讨
LiNO/6Q$%,CD¹\Sn EFV
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WG3¹\SFHIJK¸,üýLDM&'§
来的问题。县委副书记张万祥代表县委作《全县广
D¹NOw /$ï8~£P½Dv/$Sc+/Q

委员
人。六届一次全委会议选出县委常委
)% 1w
6Q(Þ+$,-!./$0$ (７
$% ２５

人，选举陈子寿为书记，王承基、汪田夫为副书记。
1n!378978~në:;<=>7ï8~w

大共产党员空前紧张地动员起来，朝着四个现代
Ìi3%RST£ÎU%VDn WEÜXLD
化的宏伟目标前进》的报告。号召全县广大党员、
M¹YZ[\S)h¹Tôw ]@+/^Ì3%
干部和人民群众紧张动员起来，迅速把工作重点
_úb1Ø`aT£U%VDn bcd\SFH

+( >? )+ >@n.Cv +("
;w +$#+ < " =１７日至２１日召开，出席代表１７３
名。１９６１年３月

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努力学科学、学技
IJK¸,üýLDM&'§nefgh
术，从思想上、工作上适应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转
injkl§\S§mno(pqrsÂý¹I
折。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清水县第七届委员会和县委
tw Ì,!3eLiNO/uQ$%,b/$
纪律检查委员会，选出县委委员
vwxy$%,n!./$$% ２６人，选举王琚
)# 1n!3ëz
7/$8~n£P½{|}~½7ï8~w
为县委书记，张万祥、杨光赤、时致祥为副书记。
&'(")*9,-.#/ 会议名。１９８５
,-;w +$'%
中共清水县第八次代表大会
< ) =５日至８日召开，出席代表１９０人，列席代
% >? ' >@n.CDv +$, 1nFCD
年２月
v ("人。大会审议通过县委书记李生林代表县委
1w Ì,I-JX/$8~ðe|Dv/$
表７３
S¹c$3¹&'nÂ2n)1n+
所作的《加强党的建设，锐意改革，开拓进取，全面

人，列席
３８１ 1w
人。会上，中央工作组副组长刘文山
1nFC "'+
,§nL¨RS©©ª«¬

开创我县各项工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和纪律检
/\S h ¹\STôbvwx

78~¦8~w
为书记处书记。
&'("0123)*5,-.#/ 会议
,中共清水回族自治县第四次代表大会

传达了中共甘肃省委工作会议精神，中央工作组
®¯LMrst$RS,-°±n L¨RS©

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共清水县第八届
y$%,\STôw !3eLiNO/Q

组长姚艮作《关于整风整社工作的报告》，县委书
©ª²³SY´µ¶·¶¸RS¹Tºhn/$8

委员会，选出县委委员
２３ 1w
人。八届一次全委会选
$%,n!./$$% )"
Q(Þ+$,!

记郭青祥作《关于清水县
１９６１年发展农业生产的
~»¼½SY´µNO/ +$#+
<¾¿Zde¹
安排意见》的报告。决定开放集市贸易，扩大自留
ÀÁÂÃa¹Tºw ÄÅÆÇÈÉÊBËÌÍ
地，允许经营少量家庭副业，使农民休养生息。会
ÎBÏÐÑÒÓÔÕÖdB×ZØÙÚeÛw ,

出县委常委８
./$0$ ' 人，选举李生林为县委书记，王万
1n !3ðe|7/$8~n ëP

议选举产生中共清水回族自治县第四届委员会，
-!3eLiNO/PÜQ$%,B

年<１０
２０日至
２２日召开，出席代表１２８
+, 月
= ),
>? ))
>@n .CDv +)'人，列
1nF

年１月１２
日至
< + = +)
>?１５日召开，出席代表２００
+% >@n.CDv ),,人，列席
1nFC
+,, 人。大会审议通过县委书记李生林代表县委作
1w Ì,I-JX/$8~ðe|Dv/$S
１００
¹c3¹;n)($3¹&'n7
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为
nNOÑ ¡h¹Tô
加快脱贫致富步伐，振兴清水经济而奋斗》的报告
bvwxy$%,\STôw !3eLiNO
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共清水
/¢Q$%,$% ２９
)$ 1w
¢Q(Þ+$,!.
县第九届委员会委员
人。九届一次全委会选出

席代表
") 人。具委副书记李贵鱼代表县委向大会
1: /$ï8~ðñòDv/$óÌ,
CDv３２

县委常委
1n!3ðe|7/$8~n
/$0$７(人，选举李生林为县委书记，景云笙、

作工作报告，县委常委、县长李世刚作《关于恢复
S\STôn/$0$/ªð¡õScöµ÷ø

ëÅ&£7ï8~w
王定成、刘建邦为副书记。
&'(")*;,-.#/ 会议名。１９９１
,-;w +$$+
中共清水县第十次代表大会

选出县委委员
人。四届一次全
!./$$%１８
+'人，候补委员
1BpÝ$% )２ 1w
ÜQ(Þ+
$,!3ß¼½7(8~nàáâãäåæ
委会选举郭青祥为第一书记，韦忠康、贺德华
、麻
çèéê¬ëìí78~î8~:
亨春、马占山、王志道为书记处书记。
&'(")*6,-.#/ 会议名。１９６３
,-;: +$#"
中共清水县第五次代表大会

和发展农业生产三年规划》的报告，部署开展社会
bù¿Zde<]^h¹Tônúû¿¸,
主义教育运动，加强农业生产，加强党的建设，改
üýþÿ!"n#$Zden#$%¹&'n(
进领导作风等工作。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清水县第
)*+S,-\Sw Ì,!3eLiNO/
五届委员会和县委监察委员会，选出县委委员
２１
.Q$%,b/$l$%,n !./$$% )+

人，候选委员
人。五届一次全委会议选出县委常
1np!$% )２ 1w
.Q(Þ+$,-!./$0
( 1n!3ß¼½7/$8~nðñòéê¬
委$７人，选举郭青祥为县委书记，李贵鱼、马占山、
ëì/7ï8~w
王志伊为副书记。
&'(")*7,-.#/ 会议名。１９６９
,-;w +$#$
中共清水县第六次代表大会

科、景云笙、王定成为副书记。
gëÅ7ï8~w
&'(")*:,-.#/ 会议名。１９８８
,-;w +$''
中共清水县第九次代表大会

年
< ３月
" = ３日至
" >? ６日召开，出席代表２００人，列席代
# >@n.CDv ),, 1nFCD
表
人。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王义作的《以党的
v ２０
), 1w
Ì,01¤I-JXëýS¹cC3¹
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为指针，进一步加强党的集
@QuL+,°±7¥¦n )($3¹Ç
中统一领导，坚持改革开放，为实现稳定解决全县
L§(*+n2¨n7©LªÅ«Ä+/

¬¹[\® ¡h ¹Tôb/vwxy$%,
温饱的目标而奋斗》的报告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STôn!3eLiNO/@Q$%,$%
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共清水县第十届委员会委员

２９
)$ 人。十届一次全委会选出县委常委８人，选举王
1w @Q(Þ+$,!./$0$ ' 1n!3ë

!"# !
－! ５２４－

% 区
?
县

义为县委书记，李永成、刘天明、王惠麟为副书记。
!"#$%&'()*+,-.+/0123%&4
!"#$%
& ' ( ) * + , - 会议名。
5674
中共清水
县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 8 $
9$
:;８日召开，出席代表２４０
% :<=>?@AB &'(人，特
C>D
１９９６年５
月５
日至
邀代表
５６人。大会主席团由白志
)( 人，列席代表
C>F@AB $*
CG H5I@JKLM
EAB４０
家等
人组成。大会听取和审议通过中共清水县
&$ CP*G
H5QRST6UVWXYZ[
NO２５
第十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
\]^$_5`abcS[defg$_5`a
报告，并通过县委和纪检委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
bc>hUV[$Sdf$`abcij6>kl
mnWXYZ[\]o^$_5> k?[$$_
产生中共清水县第十一届委员会，选出县委委员

２９&"人，候补委员
C>pq$_ )４人。十一届一次全委会选出县委
CG ]o^ors$5k?[$
常委
+! 人，选举白志家为县委书记，靳来福、马健
C>klLMN"[$%&>uvw+xy
t$１１
z+/{|+}~"3%&G
虎、王对喜、张凤仙、韩新华为副书记。

中共清水县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01+,2 会议名。于
567G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５
日至２８
,((+ 8 $ 9 ,$
:; ,%日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
:<=G ?@H5i 
7>DEA３５-$名，列席代表
7>F@A ４７
). 名，代
7>A
A ,*(
代表２６０
名，特邀代表
表全县
名党员。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县
s[ １００５２
+(($& 7_G
H5QRhT6UV[
委书记马健虎代表中共清水县第十一届委员会所
$%&xyzAWXYZ[\]o^$_5
作的《抢抓机遇，开拓进取，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
ai>=R>2\

表
人。会议的重点议题是宣传党的政策、建立
 １０６
+(* CG
56iëì6íîïðiÝñ+«ò

新政权、支援前线。会议选举沈遐熙为清水县各届
Ýó+ôõö÷G 56kløùú2YZ[û^
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主席，黎茂才为副主席，
CüAB56tý¡_5I@>þÿ!23I@>
李文著为秘书长，王明轩为副秘书长。
("#2$%%>/.&23$%%G
#$%&/=7>9:1;2<&(52<
清水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
会议名。１９５１
年３
月１３
日至１７日召开。出席代表
567G+"$+ 8
-9
+- :;
+. :<=G?@AB

１６１
+*+ 人。会议主要讨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
CG 56I'()*+õ,+-./0+12ß
03O`aG 56kl("#24ý¡_5I@>
革命等工作。会议选举李文著为常务委员会主席，
/5623I@>78Ï29%:>;<=239
王继业为副主席，秦安国为秘书长，陆又泉为副秘

%:G
书长。

清水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
.$%&4=7>9:1;2<&(52<
会议名。１９５２年
３０日召开。出席代
567G +"$& 8１０月
+( 9２６
&* 日至
:; -(
:<=G ?@A
B １８２
+%& C>56(>UV-?@ABC>kl(
表
人，会议讨论通过了土改复查计划，选举李
"#24ý¡_5I@>/56+LDE23I@G
文著为常务委员会主席，王继业、白心斋为副主席。
清水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9:1;,2&(52< 5
67G +"$) 8 .月１日召开，出席代表
9 + :<=>?@AB１６２
+*& CG
5
议名。１９５４年７
人。会

©ª«¬®¯,°±¤k23%&¢k?d
雄、董建平、阮珠有、刘怀珍当选为副书记；选出纪

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讨论《宪法
6QRST6[CüÝF`aÍc>(>GH
（草案）》。选举陆又泉为清水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IJKLG kl;<=2YZ[CüABH54ý
¡_5IMNCH4¡5LOÖ3I@G o^CH
委员会（简称人大常委会）专职副主席。一届人大
8"9
:<=>?@AB +*)
£r56 +"$$年９月
二次会议于１９５５
２７&.日召开，出席代表
１６４
CG 56QRST6[CüÝP+[CüHQ`a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工作
Íc>T6UVYZ[ÏüRS½¾\oTU8
报告，审议通过《清水县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
计划》，传达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指
BV> ðWXYZ[M\]6^_`aia

委常委
7>²³´¤k2d¡%&G
$t$７. 名，杨仁岱当选为纪委书记。
中共清水县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3.$%&'451+,2 会议名。于
567G 

bG cdPeH>YZ[CüÝP?NYZ[C
示。根据《组织法》，清水县人民政府改称清水县人
ü¡_5G klfg23[:>klYZ[Cü¡
民委员会。选举曹栋为副县长，选举清水县人民委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０
日至２３
&((* 8 ++ 9 &(
:; &-日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
:<=G ?@H5i 

员会委员
人，选举金英杰为法院院长。一届人
_5¡_ １４
+) C>klhij2HQQ:G
o^C

代表
名，列席代表 )(
４０名，代
A２８６
&%*名，特邀代表
7>DEA ２２
&& 7>F@A
7>A
表全县
名党员。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县
s[ １０８４７
+(%). 7_G
H5QRhT6UV[
委书记雷鸣代表中共清水县第十二届委员会所作
¡%&µ¶AWXYZ[\]£^¡_5a

大三次会议于
１９５６年４月
Hr56 +"$*
8 ) 9 ２５日召开，出席代表
&$ :<=> ?@AB
１１５
++$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委员会和县人民法
CG 56QRST6[Cü¡_5S[CüH
院工作报告，选举周林富为县长。
Q`aÍc>klklm2[:G

的《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构建社会
is·¸¹º»¼½¾¿>ÀÀÁÂÃ«Ä5

清水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9:1;,2&(52< 会
5
67G +"$* 8 １０
+( 9
- :; .７日召开，出席代表
:<=> ?@AB
议名。１９５６年
月３日至
+-&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委员会和人民法
CG 56QRST6[Cü¡_5SCüH
１３２
Q`aÍc+YZ[onUo8ÏüRpBVq
院工作报告、《清水县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执
ÒrsSonUt8RpBCIuKLiÍcG H
行情况和一九五七年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大

标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还审议通过了中
i`abcG H5 T6U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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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清水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
WXYZ#\]£^¡_5¡_
中共清水县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２９&"名7pq¡_
、候补委员

４ )名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１１名。选出县委常
7S[defg¡_5¡_ ++
7G k?[¡t
++ 名，马健虎当选为县委书记，赵廷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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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

主义和谐社会，为积极实施追赶战略和跨越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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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和纪检委书记妥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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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中共清水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所作的《全面履
AWXYZ[defg$_5ai s·Ñ
行党章赋予的职责，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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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工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县委和纪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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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做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继续巩固社会主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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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清水县第十
aÍcij6G H5klmnW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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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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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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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委员会委员
名和中共清水
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名以及清水县出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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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g¡_5¡_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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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建成繁荣幸福的新农村》的决议。选举曹栋为
CG
[:+.23[:>k?¡_ +.人。
县长、傅明显为副县长，选出委员１７

共天水市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X-Zä\årAH5iA２６
&* 名。在十三届
7G æ]^

清水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4=9:1;,2&(52< 会
5

一次全委会议和纪委一次会议上，选出县委常委
ors$56Sd$or56ç> k?[¡t¡
１２
、李宽余当选
+& 名，雷鸣当选为县委书记，刘天波
7>µ¶¤k2[¡%&>,-è+(éê¤k

议名。１９５８年６
日召开，出席代表
67G +"$% 8 *月１５
9 +$日至
:;１９
+" :<=>
?@AB
１１６
++*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通过了清水县人民委员会
CG 56QRST6UVYZ[Cü¡_5

为副书记；选出县纪委常委７名，妥国保当选为纪
23%&¢k?[d$t$ . 7>ÎÏÐ¤k2d

和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清水县一九五七年国民
S[CüHQ`aÍc+YZ[onUt8Ïü

$%&G
委书记。

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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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
567G +")" 8 +(
9 &$ :; ２９日召开。出席代
&" :<=G ?@A
会议名。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２５日至

uKLiÍc
YZ[onUt8ÝjSo
（草案）的报告》《清水县一九五七年财政决算和一
nU8ÝIuKLiÍc>v?j
九五八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并做出相应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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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大辞典

议。会议选举申纯学为县长，段国斌为副县长、吕
!" #!$%&'()*+,-./)0*123

县人民法院
、检察院工作报告，并做出相应决议。
*<N672µ¶7OPlR8tu9vwq!=

其中为县法院院长，选出委员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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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7718$9:;１５
清水回族自治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012#3,45
会议
１０月
１１!!日至
>!?= !#$! @
!% A
BC １４日召开，
!& BDE8
36 会议名。１９６１年
出席代表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委员
'(! <=
>!IJKL!M*<N:;
9FGH ２３１

会议决定将县革命委员会改为县人民政府，决定
>!q·¸*¢£:;>¹)*<Npº8 q·
成立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县人大常
»¼*<NG~z>½¾:;> ¤¥¦*<z½
委会）。选举陈镜潭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有林、
:>§= $%¿ÀÁ)*<z½:>©ª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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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润为副主任。

会和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清水回族自治县一九
>K*<N67OPQR2STUVWXY*Z[

清水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012#3,4536

\[@KZ[]!@.N^_`abcdefZ
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及一

!?= !#)& @ ! A２３
'(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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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E8 FG~
议名。１９８４年１月
２６日召开，列席代表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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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
草案）的报告》《清水回族
１８０人，出席
１０２ <=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
自治县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财政决算及一九
XY*Z[\[@KZ[]!@opqrfZ[
º2672µ¶72<z½:>OPlRfSTU*
府、法院、检察院、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及《清水县
六一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并做出相应决议。
]Z@opsrghijklRmtu9vwq!=
Z[Ä@opqrlR8tu9vwq!= z
一九八三年财政决算报告》，并做出相应决议。大
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于１９６２
年@４月
日 会选举张问政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有林、薛
xy<z{|>!} !#$'
& A２３'(日至
BC ２６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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铎、王新政、孙效武为副主任，选出县人大常委会
!% 人；选举李膺为县长，李慎切
<Ê$%Ë)*18ÌÍ2ÎÏÐ2Ñ
:;１０
委员
、牛邦明、艾
ÔÕ
明Ð2ÇÈ®)0*18ÒÓT)67718
、王新有为副县长，何佩清为法院院长，汪连生
的报告》并通过相应的决议。选举李世刚为县长，
为检察院检察长。
)µ¶7µ¶1=
klRtvwkq!= $%)*1,
汪田夫、李友华、张维忠为副县长，选出委员
１９
清水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2 2 )0*1, $9:; !#
&"+,<./012#3,4536 >
人，选举吕其中为法院院长。
议名。１９８７
年２月１４日至
<,$%345)6771=
!?= !#)* @
' A !& BC１６
!$ 日召开，出席代表
BDE8 9FG~
清水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１７０
１２７人，特邀代表１１
人。大会听取和
&"+,7./012#3,4536 >
!*% 人，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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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Ö×G~ !! <=
z>I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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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 STU*<NpºOPlR
STU*Z[
议名。１９６３
年６月６日至８日召开，出席代表１７６
审议了《清水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清水县一九
<= >!IJKL!M*<N:;>K*<N6
Ä]@opqrKZ[ÄØ@opsr¤hÙ§k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委员会和县人民法
八六年财政决算和一九八七年财政预算（草案）的
院工作报告、《清水县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执
7OPlR2STU*Z[]{@.N^_`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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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并做出相应决议。大会选举张问政为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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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况和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 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切
、孙效武、孙有林 、王新政为
R,vwq!= >!$%)*1, 
0©ª= $9*<z½:>:; １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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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通过相应决议。会议选举李世刚为县长，汪田
副主任。选出县人大常委会委员
人。选举景云

召开，出席代表１１３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委
>!IJKL!*<N:
DE,9FG~ !!( <=
员会工作报告和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清水县一
;>OPlRK*<N67OPlR2STU*Z
九六一年财政决算和一九六二年财政预算（草案）
[]Z@opqrKZ[]{@opsrghij

夫、张维忠为副县长，选出委员１９
人，选举金英杰 笙为县长，张廷栋、刘绪贤、温钦康、吴文成为副县
2)0*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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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县人民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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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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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E, 9FG~
议名。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９日至
２２''日召开，出席代表

长，何佩清为法院院长，汪连生为检察院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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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１３９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委
!(#人，列席代表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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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清水县一九六五年国民
K*<N67OPlR2STU*Z[]\@.N

会议名。１９９０年３月２６日至
>!?= !##% @ ( A '$ BC３０日召开，出席代表
(% BDE89FG~
１８６
!)$ 人，列席代表１９７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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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
、法院、检察院、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清
Npº2672µ¶72<z½:>OPl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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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计划情况报告》《清水县一九六五年财政预算
^_`ade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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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rbcdeklR,tu9
安排的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并做出上述
lRkq!= >!$% )*1,2
报告的决议。会议选举汪田夫为县长，孙兆华、杨

水县一九八九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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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一九九Ｏ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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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并通过相应决议。大会选举孙效武为人

2)0*18$9:;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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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赤、祁凤舞为副县长，选出委员
人，选举武丕
勋为县人民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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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常委会主任，李慎切
、孙有林、王新政、张纯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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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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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选出人大常委会委员
人。选举李永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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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张廷栋、温钦康、吴文成、刘存禄为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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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名。１９７８年１１
１２月１日召开，出席
高炜东为法院院长，汪连生为检察院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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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代表 ２３６ 人，列席代表 １４ 人。会议听取了县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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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名。１９９３年３
月１日至６日召开，出席代表
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向大会作的报告、县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相应决议。大会选举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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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
人。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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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FG~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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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为县革委会主任，蒋荣芳、孙有林、张问政、苗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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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为副主任，选出革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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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县人民法院院长，赵国安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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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清水县计划委员会关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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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二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一

九九三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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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 告》《清水县一九九二年财政决算和一九九三年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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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清水县第十一届人大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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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革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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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县人民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并通过相应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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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议。选出清水县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Z[[I;Ö×µ8]^[]^Ä¦34$rÎ&
!" #$%&'()*+,-./0/1１３!"人。
,2 法院院长，闫忠祥为检察院检察长；选举出席天水
选举孙有林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新政、张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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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卢仲林为副主任。选举白志家为县长，温钦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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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对喜
、靳来福、张凤仙（女）为副县长。选举高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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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为法院院长，张平为检察院检察长。大会共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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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d３１件，意见和建议
清水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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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名。大会收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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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建议

政协清水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
89!"#4.':;-4.5-0 0!

名。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２２
６０
mn２７日召开。出席委员
#' mop2 $r/1 *(
j2 &$%+ k && l ##日至
人，代表
１５个界别。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巩固和
,;st &)
ÚÛÜ2 -0vwx!ÝÞh

ßàáâã; äåpæç'>è{|=é
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努力开创我县政协工作新局

0!j2 !$$% k # l &"日至
mn１７日召开，出席代表
&' mop;qrst
会议名。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３

面》的报告
、政协清水县第一届委员会筹备情况报
ê}~?>è%&'(á+/10ëì}

１７８
１０９ ,2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县
&'%人，列席
,;ur &($
0!vwhx!y'>z?'
人大常委会、县法院、县检察院工作报告、《清水县
,-./0?'Z[?']^[{|}~?%&'
１９９７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 k
h0 
１９９８
&$$%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kh0 TdV}~

告和本次会议提案审查报告，学习了《中国人民政
~híî0!ïdxð}~;ñòyÐ,>
治协商会议章程》。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
¼èó0!ôõ2 -0öw÷øjùúûü;3
举产生政协清水县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4ý¾>è%&'(á+/10þÿ/1５ )人，
,;

《清水县
１９９７ k>h
年财政决算和 １９９８
年财政预算（草
%&' &$$'
&$$% k>
T

善、阎天瑞、安树仁为副主席，并通过政治决议。出
$?%Î&?'()8E9r;>¼!2 $

选举苏润为政协清水县第一届委员会主席，马存
34!"8>è%&'(á+/109r; §#

案）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选举县人
dV}~y!2 0!34',

席会议的全体委员列席清水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
r0!*+/1ur%&'(À+,st-

大常委会委员
-./0/1 １７
&' 人，选举温钦康为县人大常委会
,;34JKL8',-./0
主任，汪启明、陈田仓、金银花、申焕德为副主任；
9:;?? ¡¢?£¤¥8E9:¦
选举马健虎为县人民政府县长，郭建宁、阮珠有、
34§¨©8',>z'I;ªi«?¬6?

0(áî0!2
会第一次会议。

政协清水县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89!"#4<2:;-4.5-0 会议
0!
j2 &$%' k #月
l １３日至
&" mn １７日召开。出席委员
&' mop2 $r/1 *'
名。１９８７年２
６７

®¯°?<±²8E'I;³´h8Z[[I?
刘怀珍、王锦江为副县长，赵世和为法院院长
、陈

人，代表
１８个界别。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一届常
,;st &%
ÚÛÜ2 -0vwx!á+þ

Nµ8]^[]^I2 -0_`afg?i! &()件。
e2
喜祥为检察院检察长。大会共收到意见、建议１０５

/0{|}~? ïd,-híî0!ïdx
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办理情况和本次会议提案审

!"#$%12()*+,34.530
清水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ð}~2 .//1ñòÐ_)*+0Ð*0
查情况报告。组织委员学习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

0!j2 #((# k &# l
&* mn２０#(日召开，出席代
mop;$rs
会议名。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１６日至
t
&'%
,;
ur
&*$
,2
0!vwhx!y'>
表１７８ 人，列席 １６９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
府z?',-./0?'Z[?']^[{|}~?
、县人大常委会、县法院、县检察院工作报告、

!hÐ_Ð12345678í9:; ;M<
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
ý=>?@ABe2
0!34CDI １人，常务
& ,;þÿ
产阶级自由化的文件。会议选举秘书长
* ,; 34EFG8>è%&'(*+/1
/1 ６人，选举纪克义为政协清水县第二届委员
委员

《清水县
２００２ kh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 #((#
况及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
 ２００３
#((" kh0
 TdV

会主席，阎天瑞、安树仁、陈田仓为副主席，并通过
09r;%Î&?'()?8E9r;

报告》《清水县
２００２k>h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
２００３
}~
%&' #((#

梁治新、汪贵生、吴九奎为副主任；选举赵廷毅为
»¼=?½¾?¿ÀÁ8E9:¦34³ÂÃ8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st-0(áî0!2
政协清水县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89!"#4&2:;-4.5-0 会议
0!
名。１９９０年３月
７０
j2 &$$( k " l５日至
) mn１１
&&日召开，出席委员
mop; $r/1 '(
人，代表
１４个届别。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第二届
,;st &+
Ú+Ü2 -0vwx!(*+
常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办理情况和本次会议提案
þ/0{|}~? ïd,-híî0!ïd

县政府县长
、薄海明、蔡虎林、赵经世、李焕珍、马
'>z'Ä?Åº?Æ©7?³´?¹¤°?§

xð}~2 .//1ñòÐ_Ð12345hH
审查报告。组织委员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

保福为副县长，许成德为法院院长，魏国柱为检察
ÇQ8E'I;ÈÉ¥8Z[[I;ÊË8]^

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
$Ð_ýIJKLIM|h>¼èóNO

[]^I2 -0`afg?i! &#+件。
e2
院检察长。大会收到意见、建议１２４
!"#4%62()*7,34.530
清水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0!j2 #((' k & l１０日至
&( mn１４&+日召开，出席代表
mop;$rst
会议名。２００７年１月
１７８
１６２ ,2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县
&'%人，列席
,;ur &*#
0!vwhx!y'>z?'
,-./0?'Z[?']^[{|}~;%&'
人大常委会、县法院、县检察院工作报告，《清水县
#((* k
h0 
２００６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fg2 0!34ý¾>è%&'(P+/10
意见》。会议选举产生政协清水县第三届委员会
CDI １人，常务委员
& ,;þÿ/1 '７ ,2
34<QÉ8>è
秘书长
人。选举王定成为政协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
k>TdV}~;y
议。会议选举县人大常委会委员
!2 0!34',-./0/1１７
&'人，选举韩新
,;34¶=
华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申焕德、陈喜祥、李海祥、
·8',-./09:;£¤¥?¸Nµ?¹ºµ?

政治决议。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列席清水县第十
>¼!2 $r0!*+/1ur%&'()

清水县第三届委员会主席，谢红锋、时致祥、金银
%&'(P+/109r;RST?UVµ? ¡

花、崔尚德为副主席，并通过政治决议。出席会议
¢?WX¥8E9r;>¼!2 $r0!
*+/1ur'()á+,st-0(á
的全体委员列席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î0!2
次会议。

２００７
#(('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kh0 TdV}~

政协清水县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89!"#412:;-4.5-0 会议
0!

《清水县
２００６ k>h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
２００７ k
年财
%&' #((*

名。１９９３年３月１日至７日召开。出席委员
j2&$$" k " l & mn ' mop2$r/1７２人，
'# ,;
代表
个界别。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县政协三届
st ２０
#( ÚÛÜ2
-0vwx!'>èP+

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
>TdV}~;y!2 0

议选举县人大常委会委员
!34',-./0/1１９
&$ 人，选举阮珠有为县
,;34¬68'
,-./09:;Nµ?»¼=?®ÌÍ?ÎN
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喜祥、梁治新、刘俊西、汪天喜
8E9:¦34®ÎÏ8'>z'I;®ÐÑ?Æ
为副主任；选举刘天波为县政府县长，刘中秋
、蔡
虎林、李晓卫、李焕珍、董小明为副县长，赵小平为
©7?¹ÒÓ?¹¤°?ÔÕ8E'I;³Õ\8

常委会工作报告、三届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报
þ/0{|}~? P+*î0!YPïd,-}
~híî0!ïdxð}~2 34ý¾>è%&
告和本次会议提案审查报告。选举产生政协清水
'(6+/10CDI１人，常务委员
& ,;þÿ/1 １０
&( ,2
3
县第四届委员会秘书长
人。选
4<QÉ8>è%&'(6+/109r; 
举王定成为政协清水县第四届委员会主席，陈田

! !"# !
－５２７－

天水大辞典
!"#$%
仓!"#$%"&'(")*+",-./01234
、谢红峰 、时致祥、金银花、潘诗林为副主席，并

工业总产值４３８４
_çìpí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³îTæµHüýþÙ ３０５６元。
&)-. î;

通过政治决议。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列席县十二
56789:; <2=:>?@ABC2DEF
届人大一次会议。
GHIJK=:;
政协清水县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01/2 会议
=:

全镇有集体、私营企业
３０７４
%)&( WT $çHB &)'*
?áÿ@c !"#ç １０３８个，从业人员

名。１９９８
年２月１３
８０
$ N %&日至１７
OP %'日召开。出席委员
OQRS <2AB ()
L; !""# M

人；个体企业
HãW@#ç９９４个，个体工商户
""* WTW@_ Åâ３３４３
&&*& 户，税收
âT%þ
１９３．８万元，实现增加值
１１７１８万元。城市居民人
%"&,( ³îT&'()í %%'%(
³î; ·*ÞµH
均可支配收入
%,%% ³î; +% ./0T1234e
ü+,-þÙ １．１１万元。２１世纪后，相继建成以

人，代表
２１个界别。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四届常
HTUV $%
WXYS I=Z[4\:56]G^
A=_`abc ]GdK=:efghijkl
委会工作报告、四届五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和本

苹果为主的果品基地、以半夏为主的中药材以及
5/1>67¨c e89/1>¥:;e<

K=:gh\mabS I=nopq7rstD
次会议提案审查报告。大会选举产生政协清水县

¨; ½¾áIJÐKLc$MNcOPNêQRT»
地。境内有赵充国陵园、红崖观、云台观等景点，永

第五届委员会秘书长
１０ HS
人。选举
udGAB=vwx１人，常务委员
% HT^yAB %)
no
王北宁为政协清水县第五届委员会主席，崔高平、
z{|/7rstDudGAB=12T}~c
李自宏、高炜东、李美君、李焕珍为副主席，并通过
c~c c/012T456
政治决议。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列席县十三届人
789:; <2=:>?@ABC2DEGH

清堡、泰山庙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及汉清水古城、魏
s¿cS>TêUVW&UXY<ÃstZ·c[
晋清水古城等古城址。韩遇春、宋克敦、阎同丰、王
\stZ·êZ·Y; ]^_cÎ`acbcdcz
凤翼等人诞生于此。下辖东关、西关、北城、城南
efêHgq¡h; ûÔciÔc{·c·¸ *４

大一次会议。

%) H;
no/7rstDuGAB=
B １０
员
人。选举刘怀珍为政协清水县第六届委员会
123#$c.c?cscz/
主席，谢红锋、郭炳林
、蔡保全、温清平 、王天奉为

stctcutc¸vcwxcy"c^pcMcz
杜沟、温沟、马沟
、南峡、双场、苏山、常杨、李崖、樊
vctc{|
峡、李沟
、雍陈 %(
１８ WÚ7Û;
个行政村。
城南社区
89:; 永清镇人民政府驻地。位于清水
»sHµ7ª¶¨;
¡st
县城南部，２００２
年 -５N4~;
月成立。管辖区域东至东干
D·¸}T+))+ M
ºP
河，西至金水河西岸，南至南塬
、窠老 、柳树塬，北
¤TiP)t¤iT¸P¸c
cT{
至永清路以南，面积约
平方公里，共有行政、企
P»se¸T®１．２
%,+ ¯°±TáÚ7c#
çà ３８家，有４个居民小区，居民住宅楼
&( Tá * WÞµÜºTÞµ +%
事业单位
２１
Tâ １９１４
%"%* âT^Hè
栋，住户
户，常住人口 *.)%
４６０１ HTHè
人，流动人口 %%"
１１９
H; ¹ºi°x« １０３．３平方米，内有服务大厅２间，
%)&,& ¯T¾áyI + T
人。社区办公场所

副主席，并通过政治局决议。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
0123456789:; <2=:>?@AB

２+间，图书室１间，藏书
Tw % Tw %*))
 ;
乒乓球活动室
１４００余册。

IJK=:;

政协清水县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3,-./*04/2 会议
=:

名。２００２
１２月１４日至
日召开。出席委员
L; $))$ 年
M %$
N %* OP １８
%( OQR;
<2AB
１００
２１个界别。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五届
%)) 人，代表
HTUV +%
WXY; I=Z[4\:56dG
常委会工作报告、五届五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结
^A=_`abc dGdK=:efghij
果的报告和本次会议提案审查报告。大会选举产
>abklK=:gh\mab; I=nop
生政协清水县第六届委员会秘书长
q7rstDuGAB=vwx %１人，常务委
HT ^yA

É=~>9?qp7¨c @ABCDEFGH7
优质高山夏菜生产基地、薰衣草引种试验示范基

个社区，西关、义坊、丰盛、原泉、东关、张杨、暖湾、
W¹ºTiÔcjkcdlcmncÔcopcqrc

<=> 永清镇辖村。位于县城东部，距县城
»sÛ;
¡D·}T¡D·
温沟村

C2DE]GHIJK=:;
列席县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政协清水县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
&'(")*5,-./*04/2 =:

.,- °±Ts¢°£ÛÀ6;
+)%) MT + W¤
６．５
公里，清陇公路临村而过。２０１０年，辖２
个自然

名。２００７
１４ OQR;
日召开。大会听取并审
L; $))' 年１月
M % N１０
%) 日至
OP %*
I=Z[4\

ÛT* WÛµÜÝT&'. âT%'"²¨® &**.
村，４个村民小组，３７６
户，１７９５H;
人。耕地面积３４４６
´;
+))&
MT¥iMp
%)))
³¦§¨©ªª«
%
亩。２００３ 年，兴办年产１０００ 万块黏土机砖砖厂１

议通过县政协六届常委会工作报告
、六届委员会第
:56D7rG^A=_`abcGAB=u
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和本次会议提
]K=:efgh_`>abklK=:g
案审查报告。大会选举产生政协清水县第七届委员
h\mab; I=nopq7rstDuGAB

家，为村上解决剩余劳动力
多人，增加农民收
T/ÛÓ¬9®¯ １００
%)) °HT(±æµþ
入
、兴修
Ù ３６
&. 万多元。利用集体积累资金修建校舍
³°î; Í²ÿ@®³´)µ3¶·c¥µ

会秘书长
１１ H;
人。大会选举刘怀珍为
=vwx１人，常务委员
% H3^yAB %%
I=no/
政协清水县第七届委员会主席，温清平
、王天奉、周
7rstDuGAB=123sczc
c/0123456789:; <2=
具珍、温六吉为副主席，并通过政治局决议。出席会
:>?@ABC2DEdGHIJK=:;
议的全体委员列席县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
6(7 清水县辖镇，位于牛头河中游盆地，
stDT ¡¢£¤¥¦§¨T
永清镇
©stDA"D7ª«¬S ®１４９．５
%*",- 平方公里，
¯°±T
是清水县委、县政府所在镇。面积

道路、解决人畜饮水等，修建村阵地总造价
多
¸c¬9Hó¹têTµ3Ûº¨ì»¼ ４０
*) °
万元。全村水、路、电等设施齐全。有幼儿园、文化
³î; ?Ûtcc½êÏ¾¿?; áÀÁLcÂÃ
Äxc
M¥ÅêÂÃÆÇx«;
广场
、老年活动中心等文化娱乐场所。
?=> 永清镇辖村。位于县城西郊，属典型
»sÛ;
¡D·iÈTßÉÊ
李沟村

耕地面积６．６３
²¨® .,.&万亩。镇人民政府驻城南社区。永清
³´SHµ7ª¶·¸¹ºS»s

® %'))亩。全村实现了梯田化。农民人均纯收入
´; ?Û&'ÍÎÏÃ; æµHüýþÙ
积１７００

>·×ËÌ}; ¡D·１．５
%,- 公里。２０１０年，辖
°±; +)%) MT +２
的城乡接合部。距县城约
W¤ÛT& WÛµÜÝT+.(
HT ²¨
个自然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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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１１５４人，耕地面

３３７８元。新农村建设建成
户住宅，分三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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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因境内永清堡而得名。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全县
的商贸重镇，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宋设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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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一期工程 ８７ 户已全部搬入新居。主导产业为
镇，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年）设上邦镇，１９５５
年设 核桃种植、劳务输出，外出务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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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镇。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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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撤乡并镇时，将上邦乡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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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餐饮
%))多人在县城从事建筑、家具、装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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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堡镇
@A7 清水县辖镇。位于县境西部，牛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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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１０７个居民小组，１１个镇属单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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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７５９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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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粮食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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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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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òTóôõöñ２１．１７万头（匹、只），规模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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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斤，畜禽饲养量

中游。面积１４９．８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７．６３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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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头河及其支流后川河、白驼河在境内冲积成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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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宽约３公里的谷地，土地肥沃，是县内瓜果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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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产区。镇人民政府驻红堡村。红堡因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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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年均收入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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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地北山出露第三系红色黏土，山顶有一堡子而
!"#$%&'()*+,-. $/01234 １３３平方公里。乡人民政府驻地白沙自然村，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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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名。北宋曾置糜穰寨，民国时期设糜穰乡。１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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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县东部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境内气候温暖
年设红土乡，属上邦区，１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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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为红堡乡。２００３年１２
DMN*JCO ($$) D *(月撤乡并镇时，小泉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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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坪乡整体并入，设红堡镇。２０１０年，辖２３
个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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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润，土地资源丰富充足，有耕地
万亩，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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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９２个村民小组，６０４０户，２．８１万人。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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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晋时设白沙镇，隋时设内莎乡，民国时期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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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镇，１９５２
年设白沙乡，１９６１年改为白沙公社，
!"&) 年更名为白沙乡。２０１０年，辖１４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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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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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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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零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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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规模以下工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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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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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粮食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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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斤，人均,/,-*.
４５４．１７公斤。红堡镇地处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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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湾）温（泉）公路、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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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十字交汇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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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境内有汉代清水西城遗址和庞公庵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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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康家里古采冶遗址
、宋太平监遗址等。民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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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红堡曾是全县土纸产区。现有鑫冶化工、轩辕
纸业、甘草水泥公司等全县重点工业企业
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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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桦川河等主支河流遍布其间，水资源较为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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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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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农村剩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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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白沙是西汉名

将赵充国、清代四川提督郭相忠的故里。境内有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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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全国的清水温泉，有程沟、太石河等新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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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及段谷峡汉代摩崖石刻、始建于北魏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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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崖寺、隋骠骑大将军李虎墓等古迹。下辖汤浴、
温泉、鲁湾、程沟、马沟、代沟、太石、赵沟、箭峡、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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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蔡湾、贾湾、红堡、安坪、杜川、后川、李店、刘谢、
１４个行政村。
白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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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沙乡政府驻地。位于白沙乡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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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刘、西城、小泉
，周家、清泉 、唐杨、倪徐、古道、恒吴、

曹冯、高沟、太阳、麻池、麦牛、新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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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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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县城
à² １０公里。２０１０年，辖１０个村民小组，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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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２４５６人。人均纯收入
２９８５元，人均产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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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产业结构以蔬菜种植为主，核桃、畜牧业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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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有防番城遗址。
)*+ 白沙乡辖村。位于白沙乡西北部，距
<=C\`O ö÷<=C#>Ià
汤浴村
!/ 公里，汤浴河横贯全境，水资源充足，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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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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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河谷川道地区。２０１０年，辖５个自然村，４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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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２２７４人。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以核桃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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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初步形成特色种植与养殖业同步发展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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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发展格局。

红堡镇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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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堡镇政府驻地。地处红堡镇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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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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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建设中心村，距县城７公里，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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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秦（安）公路在此交汇，交通便利。２０１０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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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个自然村，６个村民小组，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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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２２７４亩。粮食总产量６９．２２ 万公斤，人均产粮
,*/公斤，人均纯收入３２９８元。蔬菜种植、运输、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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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玉工艺品加工渐成规模。
$%# 红堡镇辖村。位于牛头河中游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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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湾村

镇人民政府以东，距县城３．５
公里。清（水）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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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穿境而过，交通便利。２０１０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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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个村民小组，２６４户，１１３５人。有劳动力
) ]`>TaI(%, bI**)/ dO 0!"# ７０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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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面积１６９０亩。粮食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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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kgfh ")%-(.
ciO'1f{
产粮
９３６．２７万元。第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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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业，占总产值的
２８．６？？？二产业为乡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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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５９．８？？？三产业为劳务业，占
１１．６？？人均纯收

入３２８３
３０．８１？？贾湾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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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宋金墓室及彩绘画像砖雕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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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乡
&'( 清水县辖乡。位于县城东部。总面积
²\CO ö÷²ý:O gèé

温泉村
公里
,-+ 白沙乡辖村。位于县城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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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毗邻清水县温泉度假村，因全国十三大名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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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清水温泉而得名。２０１０年，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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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dO d}~[ ),++ iO 0²
３１０
%KII± !(ð¡¢£`O
的公交车，交通便利，是市级劳务输转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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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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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总面积
９５平方公里。属浅干旱山区。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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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６．８７ 万亩。陇海铁路靠南西行，天陇公路及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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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公路稠（泥河）金（集镇）公路、金杨公路交叉纵
贯全镇。镇人民政府驻新化街，是清水县西部农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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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货物的集散地。金集镇原名金家坍干，因金

姓人居多，故名。后随人口增加渐成集镇，故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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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集。民国时属天水县第五区，设新化镇。１９５４年

３月划归清水县，设新化区。１９５８年成立新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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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尧店公社全部及水清、杨郝公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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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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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列为全省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乡镇。２００１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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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撤乡建镇，２００５
年被评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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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单位。２０１０年，辖
个村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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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56 !"$% &%7 １２个行政村，５３
组，３７８９
=%'()* 户，１７１９８人。生产总值１．０６
>?&(&*) @6 ABCD &+%, 亿元，农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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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个人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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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8@LMNBON ３６００万元，规模以下工业
总产值
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７２９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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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８３７元，粮食总产量９９３．１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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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建成水清村强嘴自然村、铁刘自然村、蔡山

村民小组，１７３９８人。国民生产总值
１３６３６万元，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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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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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BON ３９２４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规模以下工业总产值
万元，农民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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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收入２５４７元，粮食总产量
万公斤。下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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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驼、申川、刘坪、袁家、高峰、永安、童堡、姚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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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林山、阳坪、玉屏、芦花、折湾、梨湾、路山、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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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林果产业带，马莲湾高山设施蔬菜、水清梁果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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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山湾、万安
１９ 89:/À
个行政村。
+,. 白驼镇政府驻地。位于白驼镇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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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驼村

套种模式基本形成。下辖瓦渣、槐树、张山、陈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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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科
、连珠、张牛 、水清、桑寨、曹沟、杨郝、潘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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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２０１０年，辖４个自然村，８个村民小组，４３８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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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人。耕地面积６５８１亩，白驼集镇是清水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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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政村。

部主要农副产品集散地之一，猪羊市场闻名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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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省。桐温公路、天马路、白永路交汇于白驼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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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集镇政府驻地。距天水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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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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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是金集镇重点产业发展示范村之一。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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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便利。

®e G¯«¬９５９１亩。稠（泥河）南（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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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¹º» ０４５线在本村交汇。２０１０年，辖７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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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均劳务输出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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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核桃为主的林果业已形成

/0- 清水县辖镇。位于县境东部，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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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亭镇
驻地柳林村距清水县城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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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全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总产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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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集镇辖村。位于金集镇西南，与麦
I$7/6 5ÕI$Ö¶G¹×
瓦寨村
积区接壤，属浅干旱山区，气候湿润，光照充足；
¬ØÙÚGÛÜÝÞrØGßàáâGãäåæç

¨À VV@2@wB Õ
门＂之称。秦亭因秦人先祖赢非子牧马有功封邑于

＂秦亭＂（一说＂秦亭＂遗址在今张家川县城附近）而

V²©¡

V¢£½¤ø·-¥¦µX
得名。面积
１０．２８万
§À «¬ ２２７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 ®e GÂÃ¯«¬ $%+!)
P
°G¨«¬ ,+$( P°Gt«¬ $!+%! 万亩，属
P°GÛ
亩，草地面积６．１７万亩，林地面积１２．０２
y©ªárØÀ $*#% &ÑÛ1QØVnt"G
高寒阴湿山区。１９５０年分属白沙区秦亭、柳林乡，
$*,$ &zVnteVG$*,#
&tnVn«
１９６１年设秦亭
、柳林公社，１９６５年柳林、秦亭、关
r
'
eV78)teVG$*)!
&îVeVG
山 ３ 公社合并为柳林公社，１９８２年改称秦亭公社，
$*)' &î)V"À !%%' &１２月撤乡并镇时，与
$! 4¬"8$G¹
１９８３年改为秦亭乡。２００３年

!%$% &G7 - 8/;<=G!)! 户，１０５３人。耕地面
>G$%#' @À ¯«
mø"78Gz9V$À !%$%年，辖
&G7 $*
２０１０年，辖４个村民小组，２８２
百家乡合并，设立秦亭镇。２０１０
１９ 89:
个行政
-'#) °Guè«¬ '',' °G¡I$¢£BU
/G*# 8/;<=G'#'$
@GÂÃ®¯;
积¬４３５８亩，果园面积３３６３亩，是金集镇重点产业
村，９５
个村民小组，３５３１ >G$,,$%
户，１６６１０人，其中少数民
¤¥¦§/¨©À !%%, &éêë{/ìzÔí/
°@±２４９
!-* 人。国民生产总值４５０４．５万元，农业总
@À +;ABCD -#%-+# PFGHUC
发展示范村之一。２００６
年启动实施村建设和旧村 族人口

改造工作，硬化巷道
、道路，修建排水渠、水窖，建
îï01Gðñò»ó»¸Gôìõhönh÷Gì

收入
万
`a ３１４４．５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PFGVxXYZ[\C] ６４９．９６
,-*+*, P

设农家连锁店、村卫生所和村阵地、科技培训室、
zHøùún/ûAüÔ/ýnþÿ!"n

FGH;@^_`a２８０５
!)%# 元，粮食总产量
FGbcCBd ,-'+'(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６４３．３７

村民文化广场等，全村＂三纵三横＂的交通格局基
/;-ñ#$%G*/
&Ð'Ð()Ì¾*+,

万公斤。省道莲寺公路横穿全境。镇内有
个集
PefÀ º»x²e¸(³*.À $KB ２! 8I

gÀ
本形成。

市，一个在百家村上街组，农历每逢＂三、六、九＂日
lG©8½mø/´]=GHµ¶·

Ðn¸n¹º
BIç©8½$:t/GHµ¶·©n
有集；一个在镇政府驻地柳林村，农历每逢＂一、
»n¼ºBIÀ H1½B<×n5¾nw¿ÀnG
四、七＂日有集。农作物有小麦
、玉米、马铃薯、大
麻ÁnÂÃnÄÁnÅ×nÆ×%GøÇøÈBnwn
、蚕豆、胡麻、莜麦 、荞麦等，家畜家禽有牛、马、
nknÉ%GtBZBÊËÌnQRnÍÊnSÎ
羊、猪、鸡等，林副产品有乌龙头、沙棘、核桃、野蘑

+,- 清水县辖镇。位于县境西北部，镇政
ih-7$À 5Õ-.Ö/0G$:
白驼镇
12/-２２
!! 公里。１９４９
e À $*-* &3)12
府驻地白驼村距县城
年前为白驼
$G$*#% &z12ØG 7 -４乡。１９６１年为白驼公
"À $*,$ &)12e
镇，１９５０年设白驼区，辖
VG$*)' &î)12"À
!%%' &１２
$! 月，与玉屏乡
4G¹56"
社，１９８３
年改为白驼乡。２００３年
78Gz912$À :y;~~<ØG=12
合并，设立白驼镇。地处高峰科梁梁峁区，除白驼
河和猫儿子峡有小片谷地外，绝大部分耕地分布
´K>?@AB<CDEG FG0Ñ¯ÑH

ÏnÐÑÒnÓ}nSAÔÕ%À BÖ×ØBÙ
菇、黑木耳、蕨菜、野生药材等。有世界稀有树种绒

½rIJ~<:À .KLBNMNOGBP~
在山腰及梁峁处。境内矿产资源丰富，有杨坪梁金

LnâãäßL%LBNMÀ åæç£BV@
矿、辉橄榄石矿等矿产资源。旅游景点有秦非子牧

ÚnÛ&ÜÝGBÞoLnßàßLnGáß
柏、千年紫荆花树，有褐铁矿、石英石矿、大理石

Ln>?@AoL%NMGBQR%SANMÀ T
w:èè
èV@en/é¶´-èè
èmønêëì
矿、猫儿子峡铁矿等资源，有沙棘等野生资源。桐
马处——秦子铺、北魏南河县——百家站、汉武帝
温公路、清秦公路横贯而过，小城镇建设初具规
Ue¸n iVe¸(WXYG <$ìzZ[Q

巡游地——＂大震关＂盘龙铺。有高山夏菜和放养
íæèè
è

Gî«)ïËeÀ Byrð}Kñò

模，南北长
公里的主街道及沿街二层砖混结构
RG ¶/\ ２! e
ÌË]»J^]Ï_`abc

鸡两大特色产业。下辖柳林、赵窑、樊夏、秦亭、刘峡、
ÉóGôõBUÀ T7tnö÷nøðnVnpAn
店子、长沟
、乔李 、董河、薛赵、李岘、百家、麦池、张
ú@n\nùúnû´nüönúýnmøn×þn

de２０４
!%- 间。集镇贸易繁荣，有生猪市场、百货、农
fÀ I$ghijGBAkl$nmnnH
商铺

贸、五金交电
吕、站沟、盘龙、全庄、党河、年庄
１９ 89:/À
个行政村。
gn o¾p ４个专业市场，主要经营范围有生
- 8qUl$G Ërst§uBA
ÿnnïËn*!n"´n&! $*
kn<mnnrnnHNn|}nvw%À
Akl$¡
猪、小百货、山货、农资、蔬菜
、餐饮等。生猪市场是

清水县五大集镇之一。２０１０
ih-oGI$¨©À !%$% 年，总面积１２８．６平方
&GC«¬ $!)+, ®
公里，耕地面积７．１１万亩。辖
个
$*个行政村，７９
89:/G(* 8
e G¯«¬ (+$$ P°À 7１９

12( 秦亭镇人民政府驻地。２０１０年，辖４个
V$@;:À !%$% &G7 - 8
柳林村
/;<=G!)) >G$'-, @G¯«¬ ３１１５
'$$# °G@^¯
村民小组，２８８户，１３４６人，耕地面积
亩，人均耕

地２．３４亩，人均纯收入
!+'- °G@^_`a ２８６０元，人均产粮３６０
!),% FG@^Bb',%公斤。
efÀ

!"# !－
－! ５３０

县, 区

山门镇
!"# 清水县辖镇。位于县境东部，镇政府
!"#$%& '(#)*+,%-. ２１∶２８∶３６∶１５。境内三皇沟组的三皇谷相传是
+&/+,0#%1&(8 ÈÉnoü*nopqrJ
st×u*v08
轩辕黄帝的诞生地。
'"( 清水县辖乡。位于县境西部，乡政府
!"#$p8 '(#È¨L=p-.
远门乡
'+ 678
0Vøyz{?|B
/0w2H4#x ４２
驻地远门村距县城
公里。地处高峰科梁南延中
}=c×~{108 9: %' ;<678 J!"
段，属黄土梁峁山地。总面积６４平方公里。是清水

驻地山门村距县城
!" 678 9: ２２７平方公里，
!!" ;<67=
/01234#5 ２７公里。面积
耕地面积
１．１ ?@8
万亩。森林
>09:３．６
#$% 万亩，其中退耕还林
?@=ABC>DE &$&
FE
覆盖率６４．５？？是清水县东部最大的山货集贸市
GHI %'$()8 J!"#KLMNO1PQRS
场。山门镇因地处进山入林区要道而得名。民国时
T8 12%U0VW1XEYZ[\]^8 _`a
期属白沙镇、百家镇及天水县元龙镇。１９５２
bcde%f gh%ij"#kl%8 &*(+ 年
m *９
n=o12p=&*(, mqr126s=&*,# mqo
月，设山门乡，１９５８年改为山门公社，１９８３年改设

县西部重要集镇和交通咽喉，省道
#¨L²ZQ%µ¿i=3[０４５
-'( 线、清秦公
°f!6
路穿境而过，沙砾化通村道路里程
６８
公里，交通
®È\=e iH[®7 %, 67=¿i

12p=+--! m
" ntpu%=!--. m &+
nvp
山门乡，２００２
年７月撤乡建镇，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撤乡

8 w2^2=º228 _`abcj"
便利。远门原名店门，后称剡门。民国时期属天水

并镇时与旺兴乡合并。有镇属单位
２０余个。２０１０
~8 +-&w%axyzp{w8 |%c}' +年，辖
m = $１７
&"个行政村，８０
  -  =,- 个村民小组，２１９７
  _   =+&*" 户，
=
１０６３０
２３０ 人。全镇国民生产总
&-%.- 人，其中少数民族
=AB_ +.8 %`_

县，１９５４年划归清水县，设远门区。１９６１年设远门
#=&*(' m!"#=ow2Y8 &*%& mow2

值６６８０
万元，规模以下
%%,-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
?k= ２８３０
+,.- ?k=
 ,s &',%
工业总产值
８０ ?k=
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４８６
?k=  (+*
¢£X +'(%
k8 1
万元，人均产粮
５２９ 6¡=
公斤，人均纯收入
２４５６元。山
门集镇历史悠久。西汉时期，地处丝绸之路沿线的
2Q%¤¥¦§8 ¨©ab=ªV«¬®¯°O
山门为集市贸易的重镇。宋朝和西夏建立贸易关
12rQSR±O²%8 ³´µ¨¶u·R±¸
系后，山门是贸易必经道上的交易中心。中华人民
¹º=12JR±»¼½¾O¿±BÀ8 BÁ _

共和国成立后，山门被列为全县
个农村集市之
Âµ`Ã·º=12ÄÅr# ２２
++ Æ3QS
Ç8 ÈÉÊËlÌfÍÎfÏÍÐÑ .一。境内盛产乌龙头、香椿、野香菇等
３０ ÒÓÏÔ
多种野菜
µÕÖf×ØfÙÚËÑ ,和柴胡、黄芩、何首乌等
８０ ÒÓÏÛÜÝ|Þf
多种野生药材；有鹿、
ßàf1áâÑ (羚羊、山锦鸡等
５０ ÒÓãäÏåæÝ|çèfé
多种珍贵野生动物；有花椒、大

麻、核桃、黑木耳等
多种农特产品和铜、铁、铅
êfëìfíîïÑ ２０
+- ÒÓÆðµñfòfó
ôfõÑÒÓö÷Ýøùúfûüúýmþÿ
锌、银等多种矿产资源；高桥河、长沟河常年奔流

不息；天然森林
万亩。有清
!"Ýj#FE１０
&- 万余亩，牧草面积３
?~@=$%9: . ?@8
|!
水＂八景＂之一的＂古洞悬石＂石洞山、素有＂百里林
"
&
'()Ç*
+
,-./)/-1f0|
+
g7E
海＂之称的省级森林公园芦子滩。下辖马堡
、刘崖、
1)2*34FE656788 $9:f;<f

十字、南山、山门、高桥、大集
、关山、白河、薛家、玄
=>f?1f12føùféQf¸1fdúf@hfA
头、观音、白杨树、腰套、旺兴、鸾山
、史沟 &"
１７ 
个行
ÌfBCfdDEfFGfyzf!1f¥ü
-H8
政村。

6s=&*,# mq2w2p8 +-&- m=$ &+
公社，１９８３年改称远门乡。２０１０年，辖
１２ 个行政
H=(&
H_=+'"%
=&++"*
8
>09:
村，５１ 个村民小组，２４７６ 户，１２２７９ 人。耕地面积

３．５５
万亩。生产总值
６７５４ ?k=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
#$(( ?@8
 %"('

+*--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k=s １２００
&+-- 万元，规模
?k=
２９００
?k= ¢£X ２７１３元，粮
+"&# k=
８０,-万元，人均纯收入
以下工业总产值
食总产量７１３．３３
XY "&#$## 万公斤。是清水县林果业主要适
?6¡8 J!"#EQOZa
宜区和苹果名乡，以单魏村为龙头，逐步形成单
bYµQ^p= }HrlÌ= Ã}
魏——夜明湾、后沟河——王付梁、安业湾
条产

fºüú
{f #３ U
业带。全乡苹果种植面积１．５８
8 pQÓ9: &$(, 万亩，其中挂果面积
?@=ABQ9:
%,*- @=QmY８２０万公斤，年创收
,+- ?6¡=m£ ２２４０
++'- ?
６８９０亩，苹果年产量
万
m= }Q ¡¢6£Q0¤
k8 +--' 年，单魏苹果获绿色无公害苹果产地认
元。２００４
¥8 ¦x%uoB=uÃ§09: ２４００
+'-- ;<¨
证。在小城镇建设中，建成占地面积
平方米
*©ª{STµw2«¿±ST8
|
H
的商品综合市场和远门果品交易市场。有 &+
１２村
&#"" 户群众用上了干净卫生的沼气，沼气化率达
¬®¾¯°±²*³´= ³´Iµ
１３７７

到５５．６？？劳务从业人员
３２１０
１５５０
¶ (($%)8 ef· ¸
#+&-人，劳务收入
=ef£X &((?k8 $w2ff}f¹ºffE»f¼
万元。下辖远门、夜明
、单魏 、庙台、安业、林峡 、梨
Ef½¾ffò¿fÀ/fºü
林、赵瞿、王付、铁炉、新石、后沟 &+
１２ -H8
个行政村。
远门村
个村
'"$ 远门乡政府驻地。２０１０年，辖
w2p-./08 +-&- m=$ ５( H
民小组，２５５
户，１３７１人。耕地面积
２２２０亩。人均
_=+(( =&#"&
8 >09: +++@8

纯收入
¢£X２６９０
+%*- 元。支柱产业为以苹果为主的林果业。
k8 ÁÂr«rO*E«8

山门村
平方公
!"$ 山门镇政府驻地。面积
12%-./08 9:４．２
'$+ ;<6
78 +-&- m=$ " H_=++,户，１０５３
=&-(. 人。耕
8>
里。２０１０年，辖７个村民小组，２２８
09: ２２８４亩，有林地８６００
++,' @=|E0 ,%-- 亩，草地
@=%0 &+-@8 ë
地面积
１２００亩。核
ìµI$JKJÆ_L£MN*OP= H
桃和畜牧养殖是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全村

单魏村
)*$ 远门乡辖村。距乡政府驻地
w2p$H8 4p-./0６ %公里，
67=
J!"#ÀÆHuoÃÇÄS4ÅÆH= S4Ç
是清水县新农村建设第一批市级示范村，市级党
uÅÆÈ=#ÉÊWËÌÇÍ8 +-&- m=$ & 
建示范点，县级先进基层党组织。２０１０年，辖１个

Q59:１５００
&(--亩，人均
@=  &$'+
Q£X
果园面积
１．４２ @=m
亩，年人均果品收入

#+,* 亩。人均纯收入
@8 ¢£X #*,#
k8 «J}H*Á
３２８９
３９８３元。苹果是单魏村的支

ÎZH=( H_=+(" 户，１３６０
=&#%- 人。耕地面积
8 >09:
自然村，５个村民小组，２５７

&+-- k=JR６２
%+ 户，养牛
=JR .&%
Æ_ ¢£
１２００元，养牛户
３１６ Ì8
头。农民人均纯收

Â=Ó9: ２７２０
+"+- @8
«mY ３００
#-- Ò?
柱产业，种植面积
亩。苹果年产量
多万
+'(* 元。
k8
?k=¢£X '+?k= «
6¡=m£X (,入X２４５９
公斤，年收入
５８０万元，纯收入
４２０万元，人均果
%&$ 山门镇辖村。位于山门镇政府西北
12%$H8 '(12%-.¨S 品收入
£X ３１５７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７９．２６？？单
#&(" k=§Æ_ ¢£X* "*$+%)8 }
白河村
"$( 公里处，地处白河、石苓河、后河
67V=0Vdúf/Túfºú .３UVÿú
«UAÏøf¡ÐÑfÒÓÔ=Äj"SE
部L７．５
条溪流河 魏苹果因其品质高、色泽好、口味鲜，被天水市林

畔。２０１０年，辖５个村民小组，９４
W8 +-&- m=$ ( H_=*'户，５１３
=(&. 人，耕地
=>0

业局评为绿色果品。单魏村被天水市政府命名为
ÕÖr ¡«8 }HÄj"S-.×^r

面积
２２２５ k=
元，粮食总产量
9:１４６１
&'%& 亩，人均纯收入
@=
¢£X +++(
XY

ØÏ«Ë08
优质果品基地。

２５．３４万公斤，人均
４９４公斤。境内天然林面积大，
+($.' ?6¡=  '*'
6¡8 ÈÉjZE9:é=

土门乡
+"( 清水县辖乡。位于县境西部，乡政府
!"#$p8 '(#È¨L=p-.

荒山荒坡面积广阔，天然饲草年产量大，适宜于畜
[1\]9:^_=jZ`%mYé=ab(I
$JK*cd8 HOPrI$JKfe
牧养殖业的发展。全村主导产业为畜牧养殖业、劳
fghµ¿ijg8 éhIkl２８７
+,"头，户均
Ì= .３
务输出和交通运输业。大家畜存栏

驻地土门村距县城
/0~2H4#x４０
'- 公里。地处高峰科梁南段，
678 0Vøyz{?}=
地势中部高、东西两侧低且地表破碎，沟壑纵横。
0ÙBLøf*¨ÚÛÜÝ0Þßà=üáâã8

头。农业、畜牧业、劳务输出、交通运输业比重为
Ì8 ÆfI$fefghf¿ijgm²r

_`abäcj"#få#=&*(' mæj"#w
民国时期分属天水县、秦安县，１９５４年将天水县远
2p*LäHµå#ç1p*LäHè!"
门乡的部分村和秦安县云山乡的部分村划归清水

!"# !
－! ５３１－

!"#$%
天水大辞典

好，适宜苹果树生长。２０１０年，辖４个自然村，６个
县，置土门乡，属远门区。１９５８年属新化公社土门
Y'Z[\X]+ 0*!* ,'E , FÌÍI'& F
!"#$%&'()%*+ !"#$ ,(-./01%

管理区，１９６１
年设土门公社，１９６５年新义公社全
,-6/07
234'%"&% ,51%/0'%"&#
部及高川、水清２
89:;<=> '公社部分并入，仍为土门公社。
/08?@A'BC1%/0+
１９８３
１３个行政村，５６
!"$(年改为土门乡。２０１０
,DC1%&+ )*!*年，辖
,'E !(
FGHI'+&
个村民小组，３４８４
户，１７１７６N+
人。面积６５
平方公
FIJKL'(,$, M'%-%-&
OP &+ QR/
里，耕地
S'TU ４．９５万亩。生产总值
,."+ VW+ XYZ[９８９８．９
"$"$." 万元，固定资
V\']^_
Y`_３３８０
(($* 万元，规模以下工业总产值
V\' abcdefZY[ ５０２
+*) V
产投资
万

村民小组，４５３
M'00*! N' 4º~^_１５０６
!+*& 人。
N+
IJKL',+( 户，２２０１人，其中劳动力
耕地面积５７９６
２２００亩，其中挂果
zUOP +-"&亩，苹果园面积
W'wOP 00**
W'4º`
面积９８０
１４７万
W'QoWY !+** 公斤，总产量
/u'ZYt !,V
OP "$*亩，平均亩产１５００
公斤，销售收入
２１１．６万元，人
0&,.& V\'pqA 0!!.&
V\'N
/u'alqA ２６４．６万元，纯收入
ojqA９７７
"-- 元。
\+
均果品收入
/0. 贾川乡辖村。距贾川乡政府
û;&EI+ bû;&H¶ ５公里。
+ /S+
梅江村

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农民人均纯 ２０１３
\'0ghijklZm １１３８
%%($ V\'nJNop
0*!( 年８月被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
, $ -Ð* cd¿;&58<e.8<f
收入
８８０．７２万公斤。果园面
)&"" \'rsZYt $$*.-)
V/u+ vwx
qA２６９９元，粮食总产量
积P３．２１万亩，占全乡耕地面积的
６４．８？？果品年收
(.)% VW'y7&zUxP{ &,.$/'vj,q
入
万元左右，占地区生产总值的３３．３４？？劳
A ３３００
((** V\|}'
yU4XYZ[{ ((.(,/'~
务收入占全乡人均纯收入的
３０？？以苹果、核桃为
c<C
qAy7&NopqA{ (*/+
{w２．２５
0.0+ 万亩，以周山、小庄为支点，东衔远
VW'c <KC')
主的果园
%<;;{YfU+
门单魏、西接郭川宋川的苹果产业基地初步形成。
建成养鸡小区
、养猪小区、养牛小区 $８个，养殖专
K4<K4<K4
F'
业村５
４３
fI +个，发展规模养殖户１１３
F'abM 1!(户，家庭养殖场
M' ¡¢ ,(
个，畜禽饲养量年均递增
F' £¤¥t¦o§¨ １０万头。下辖土门、刘
!* V©+ dE1%<ª
湾、周山、梁山、下赵、新义、丰盛、云山、小庄、高
«< <¬<d<-6<®¯<°<K<:
±<²³<´d<µ !(
庙、朱王、苍下、西坡
１３ FGHI+
个行政村。
&'( 土门乡政府驻地。位于土门乡中心，
1%&H¶·U+ ¸¹1%&º»'
土门村
U¼>½/¾¿ÀÁ/¾Âg¼'ÃÄ
ÅÆÇÈÉ
地处清秦公路和天陇公路交会处，故有＂金三角＂
ÊË+
0*!*
¦'E
!
FÌÍI',
FIJKL'(!(
之称。２０１０年，辖１个自然村，４个村民小组，３１３
M'!,&* N'zUOP ,0-!
Î+ Ï¦'ÐÑCÀ=
户，１４６０人，耕地面积
４２７１亩。同年，被列为天水

政部公布为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为全国
１５６１个
H8/gC1hiº*jkIl'C7* !+&!
F
传统村落之一。村子依山傍水而建，村落大约形成
jkIlÊm+ Inop=q'Ilrs
¹\?c$'ItOP !.& 平方公里，村庄占地面
QR/S'IyUO
于元代以前，村域面积１．６

积２４０
W+ Iluvwx &棵明中期古槐树，位于
yzº,{|\'¸¹
P 0,*亩。村落至今保存６
STÇL{{J}'C>?º,²~ÔÃ}'w
梅江三组的古民居，为清代中期朱姓进士故居，保
存较为完整。６
多
¼{o 'OP ３００
(** 
xC×+ &处古建筑均坐北朝南，面积

平方米，共有房屋
间，整体形制与建筑布局为
QRß'Äd ２３
0( 'ñgC
典型的清中期四合院组合风格，悬梁土木结构。
{>º,HL' ¬1+
２０１０年，辖６个村民小组，１５２
0*!* ,'E & FIJKL'!+0户，１３１０人，土地面
M'!(!* N'1UO
积
多亩，退耕还林-**
７００多亩。产业以种植业
P １６００
!&** W'zú
W+ Yfcf
¿fC' 0***
W'ÄK4 !
和养殖业为主，种植核桃
２０００多亩，有养羊小区１
¼' １６０
!&* 多只。人均纯收入
+ NopqA４２５６
,0+& 元。
\+
处，养羊
1*+ 清水县辖乡。位于清水县西南部，地
>=!E&+ ¸¹>=!8'U
郭川乡

处渭北梁峁沟壑区。全乡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
¼¬èéê4+ 7&U ¡¢£'

河谷与山顶高差
米左右。乡人民政府驻
!**2(** ß|}+
&NJH¶·
å¤ñ¥:¦ １００￣３００

;ÌÍI+ b&H¶ (.,
/S{§ ¨©Ä
郭川自然村。距乡政府
３．４公里的孙家山附近有北
U5 １８００余户，道路硬化
!$** ÚM'ÛÜÝ. -７条
Þ ,&-*
ß'×
ª«¬®¯F+ J*+,(À=!-.46
基地建设
４６７０米，完成
周车骑将军吕瑞墓。民国时期属天水县新化区义
Ià.á`_
0*
ÚV\+
%&'1"+,
,./>='BË6%&+ 1"&1 ,5
村庄美化基础投资 ２０ 余万元。
门乡，１９５４年划归清水，仍称义门乡。１９６１
年设郭
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村。先后完成干鲜果
Ò0g6-nI5ÓÔI+ ÕÖ×ØÙ

贾川乡
川公社，１９８３年改为乡。２０１０年，辖
)*+ 清水县辖乡。位于县境西部，地处稠
>=!E&+ ¸¹!â8'U¼ã
;/0'1"$( ,DC&+ 0*1* ,'E １７个行政村，
1- FGHI'
泥河下游黄土梁峁沟壑区。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
８３个村民小组，４４９５
户，２１２８８人。面积７３平方公
äådæç1¬èéê4+ éêëì'=1íîï
$( FIJKL',,"+ M'010$$
N+ OP -( QR/
重。有稠金公路与省道
里，耕地面积５．１８万亩。国内总产值
ð+ ÄãÆ/ÜñòÛ３０５
(*+线、天陇公路相连，交
ó<Àô/Üõö'Â
S'zUOP +.1$ VW+ *&ZY[ １１１１６万元，
1111& V\'
通便利。乡人民政府驻林河村。贾川历史悠久，秦
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
÷øù+ &NJH¶·úåI+ û;üýþÿ'½
]^_Y`_ ３２１０
(01* V\'
abcdef¨°[
!/",#$ ("+
,%â&'#()Û+ J*+, ４００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V\'0ghijklZm ７８０万元，人均纯
-$* V\'Nop
惠公五年（前
３９５年）境内曾置绵诸道。民国时期
(À=!+ !"+, , ( -./>=!'Ëúå&<I
qA 0$0* \'rsZYt７７３．５８万公斤。林果业、
--(.+$ V/u+ úf<
属天水县。１９５４年３月划归清水县，称林河乡
、村 收入２８２０元，粮食总产量
0&'/124#-.4%23+ !"&! ,3û;/
阳乡，归第七区（新化区）管理。１９６１年成立贾川公

~±²C³´Yf+ wOP ,.1+ VW'4
劳务输出为主要支柱产业。果园面积４．１５万亩，其

社。１９８３年改为贾川乡。２０１０年，辖９个行政村，
0+ !"$( ,DCû;&+ 0*!* ,'E " FGHI'

中挂果面积１．４０
万亩。果品
º`OP 1.,*万亩，幼林面积２．７５
VW'µúOP 0.-+ VW+
j

FÌÍI',0 FIJKL'0$(-户，１３５９７
M'!(+"- 人。
N+
３３((个自然村，４２个村民小组，２８３７

ZYt２０２９
0*0" 万公斤，总产值
V/u'ZY[ ,$&".+
V\'No
总产量
４８６９．５万元，人均果

面积
万亩，其中梯田
,$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４．０８
QR/S'zUOP ,.*$ VW'4º56
OP４８
面积
万亩，全乡实现梯田化。粮食总产量
OP ３．０６
(.*& VW'
7&7856.+ rsZYt
&$0.( 万公斤，人均产粮
V/u'NoYr +*!.$
/u'7&wOP
６８２．３
５０１．８公斤，全乡果园面积
达到１．５２
６５１．２１万公斤。生产总
9: !.+0万亩，水果产量
VW'=Yt &+!.0!
V/u+ XYZ

00$- 元，基本实现全乡＂苹果化＂。苹果
\'¶787&
Å
.É+ 
jpqA ２２８７
品纯收入
远销河南、广东、山东等省。当地农民加工的笤帚
)aå<·<Oò+ ¸UnJ°e{¹º
)aåOU+ 7,~qA ３４５０
(,+* V\+
dE§
远销河南等地。全年劳务收入
万元。下辖孙

山、平定
、川儿、刘窑 、鸾湾、黄大、赵那、郭川、郭
<Q^<;»<ª¼<!«<çr<½<;<

山、高湾、宋川、田川、马蹄、青莲、韩坪、石嘴、卦丹
<:«<;<6;<¾¿<ÀÁ<PR<ÂÃ<ÄÅ
&*"".$+ V\'NopqA
\+ â&Ä()
值[６０９９．８５
万元，人均纯收入0&,$
２６４８元。境内有绵诸
;<=<>«I?@ABCDEF+ &H¶·U １７1-个行政村。
FGHI+
城遗址、董湾村宋代彩绘砖雕壁画墓。乡政府驻地

设有卫生院、兽医站、信用社、乡学区
、中学等单
5ÄGXH<IJK<LM0<&N4<ºNO
¸+ dEû;<úå<>«<0«<Pé<Q«<!R<
位。下辖贾川、林河、董湾、阳湾、韩沟、上湾、鸾坪、
ST<U« ９" FGHI+
梅江、崖湾
个行政村。

郭川村
1*. 郭川乡人民政府驻地。以居民多郭
;&NJH¶·U+ c}J
~qÆÇ+ 0*1* ,' E 1* FIJKL'+*&户，
M'
姓而得名。２０１０年，辖１０个村民小组，５０６

,-. 贾川乡人民政府驻地。土壤土质良
û;&NJH¶·U+ 1V1WX
林河村

王河乡
2-+ 清水县辖乡。位于县境西北部，地处
>=!E&+ ¸¹!â8'U¼

0(0* N'zUOP +,($
W+ NopqA 0$(& \+
２３２０人，耕地面积
５４３８亩。人均纯收入２８３６元。

! !"# !－
－５３２

2 3
县区

葫芦河上游支流发源地。地势由南向东北倾斜，略
!"#$%&'()*+ *,-./012345

大庄村
平方
'(# 松树乡人民政府驻地。面积４．３
-.\f`±²³*+ LM #$% ?8

呈长方形，东西基本保持平衡，属黄土梁峁沟壑低
678940:;<=>?@4ABCDEFGH

公里，耕地面积２４３６
R+ *-&- T4KfX１５８
&')户，
e4
NO4P*LM *#%!亩。２０１０年，总人口
７５３
+'%人。村域内有乡中学、学区、派出所、农电站、信
f+ _Y6É\ç77J?¥@äZ>[
用社
' ^A¸+ GHNIJK]_4ÌÍÎÏ+ &
\Y ５个单位。龙黑公路横穿该村，交通便利。支

IJ+ KLM６９!"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8NO4 P*LM４．９３
#$"% 万亩。
QRS
山区。总面积
&"'( 年属白驼区，１９６１
TAUVJ4&"!& TWX#NY4&")%
TZ
１９５０
年设王河公社，１９８３年改

为王河乡。２０１０年，辖１１个村，４８个村民小组，３９
[X#\+ *(&( T4] && ^_4#) ^_`ab4%"

h[ [ Á3[
柱产业为以马铃薯为主的种植业、以早实核桃为
个自然村，２８７５
户，１４０２４人。生产总值
万 主的林果业和劳务输出。
45¢£¤¥+
^cd_4*)+' e4&#(*#
fS ghKi ７３７２
+%+* Q
)*& 清水县辖乡。位于清水县西南部。面
!"]\+ ¸¹!":.%+ L
丰望乡

j4klmhnm ４０１２
#(&* QjoYpqrstuK
元，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 万元，人均纯收入
Qj4 fwxyz *!("
{|Kh}
M ７１平方公里，乡政府驻槐杨村。丰望原名＂丰
+& ?8NO4\±²³^__+ `abÄc`
额v ６１５
２６０９ j4
元，粮食总产量
积
７６８．５５
万公斤。主导产业以马铃薯和核桃种植及
+!),'' QN~ h  旺＂，因位于＂丰旺山＂而得名（丰旺山地处盘龙山
c`dIghiÄ*`dI*¾jGI
de4f¸¹

生猪养殖为主。以马铃薯为主的特色产业向支柱
g[S  [h/&
产业发展，全乡马铃薯种植面积１．３
h(4\ LM &$% 万亩，建成水
QR4
刘、王河、李沟
个千亩马铃薯示范基地。马铃薯
;*S  
X#F % ３^R
Kh}１５００万公斤左右，收入
&'-- QN~ 4yz ２１００
*&-- ¡QjS
\
总产量
多万元。全乡
劳务输出人数
多万
%%-- 多人次，劳务收入
¡f§4 ¢£yz １８００
&)-- ¡Q
¢£¤¥f¦３３００

元，占人均纯收入的
６９？？下辖成寺、全寨、魏湾、
j4¨fwxyz !".S
©]ª«¬
李沟、王马、西李、响水、吉山、南湾、水刘、王河
１１
FX:®¯I.X# &&
^°±_S
个行政村。

王河村
!"# 王河乡政府驻地。古称花牛河，位于
X#\±²³*S ´µ¶·#4¸¹
¶·#$%º»¼F½z¾¿Ào Á[XÂ
花牛河上游的三级之沟汇入处两岸，早为王姓建
_oÃÄ fÅÆÇÈ#'¿ÀoÉ0Ê©XË
村，故名。人们居住在河流两岸，有东坡、下王庄、
:Ê % ^cd_ ÌÍÎÏo;ÐÑÒÓÔÕÖ
西坡３个自然村。交通便利，基础条件相对较好。
*-&To ] 个自然村，８
% ^cd_o)个村民小组，３７２
^_`abo%+*户，
eo
２０１０年，辖３
&)-* f P*LM ５９９９
'""" Ro
×ØÙÚLM &'!%
１８０２人。耕地面积
亩，优质梯田面积１５６３

脉尾部），后改＂旺＂字为＂望＂字，取其丰收在望之
kl%+4éZcdgm[cagm4no`yÈa¼
意。民国时期属天水县社棠镇与安乐乡，１９５０
年划
p+ `'LqAE"Yræstu\4&"'- Tv
归清水县，设南山乡；１９５４
年分设丰望乡，１９６１年
T
w!"4W.I\x&"'# TyW`a\4&"!&
W`aNY+ &")% T１２
&* 月改称丰望乡。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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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丰望公社。１９８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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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１３&% 个行政村，３８个自然村，２１４７
生产总值
ghKi３０４１万元，固定资产投资
%-#& Qj4klmhnm１８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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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大乡＂之称，苹果生产历史悠久，所产花牛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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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优味美。苹果种植面积
万亩，其中挂果面积
)!--多亩，苹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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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境内白云大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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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丰富。下辖红湾、邢来、磨上嘴、徐山、付崖、车
河、柏树、甘涝池、南家铺、王杨、陈马、槐杨、高何
#..MX_^_

RoÛÜ* ２４２１亩，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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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亩。
R １３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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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望乡政府驻地。因村内有一古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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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被列为市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小城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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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先后投资 ９９．２４万元，新建房屋 ３６００ 平方米， 故称槐杨。２０１０年，辖４个村民小组，２３２

硬化小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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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树乡
$%& 清水县辖乡。位于县境北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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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３８５０亩。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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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养殖、林果业为支柱产业，从２００４
·45[&h4 *--# 年起，全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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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冬暖式牛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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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面积
亩。苹果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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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庄自然村。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年）始设松树镇，
&"'- 年设松树乡，１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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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设松树公社，１９８３年改
柏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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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３０公里，清社公路贯穿其中，交通便利。全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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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松树乡。２０１０年，辖１４个行政村，３１个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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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固定资产投资 ３６５８．４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 林，方圆数十里都能看见成片的柏树林，故名。水
总额
万元，规模以下工业总产值
万 土流失严重，春、伏旱、霜冻和冰雹等自然灾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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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影响较大。２０１０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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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支柱产业为以马铃薯为主的经作业，以种植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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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集中。粮食作物种植面积５３４６

实核桃为主的林果业，以生猪养殖为主的养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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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劳务输出为主的劳务产业。境内有乡中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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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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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主要产业为
} ３４０万公斤，人均产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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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养殖、林果业、劳务输出。全村生猪饲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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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卫生院、畜牧兽医站、派出所５
个乡属单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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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幼儿园１所。天张
、龙黑公路横穿乡境，交通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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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下辖时家、下曹、椅山、文湾、代王
、文寨、友爱、

头，年出栏育肥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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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苹果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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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数量位于全乡之首；外出务工人员

堡子、左李、大柳、杏林堡、邵湾、大庄、松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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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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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入
/01& 清水县辖乡。位于县城以南，属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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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川铺乡

°±_+
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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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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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和牛头河流域的分水岭地带。乡人民政府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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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村。总面积１２７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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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面积１１万亩，其中退耕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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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８万多亩。民国时期，部分村庄属天水县社棠

石崖景区为天水市十大旅游景点之一。尹道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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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管辖，１９５０年划归清水县，１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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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石李
个行政村。

１９５８
!&*) 年改为草川公社，１９８２年更名为草川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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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１９８３年更名为草川铺乡。２０１０年，辖
１１个行

赵峡村
./( 陇东乡政府驻地。地处山区。２０１０
ëp.123+& +qJ_& "-!ZC Y $ g60ijC!'" 户，６７６人。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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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辖３个村民小组，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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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村，７８个村民小组，６０个自然村，２６３０

"&!" 亩。主导产业为经作业和劳务输出。粮食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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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３７．８６万公斤，人均产粮５６０公斤。农民人均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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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２０５０元。人均水平梯田２．１亩。以葵花、马铃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１．２
万人。生产总值６１９５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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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规模以下工业总产值
万元，社会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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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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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粮食总产量
AtC8r７２３．５６
#"$%*+ 万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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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  ２６６１元。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
玉米
、马铃薯，经济作物有葵花、大豆 、胡麻等。林
CD
特产品主要有松子、蘑菇、沙棘、核桃等，其中核桃
r} ¡¢£¤¥¦CEF¥¦

已成为支柱产业。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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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铅、锌、铜、铁等。清社公路跨乡而过，通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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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公路四通八达，总里程
公里，在全县率先实
6=»À¿ÁÂC8>Ã ２１８
"!) =>CÄÅTÆÇÈ
现乡村公路＂四化＂标准。境内有吕阳寺和吕梁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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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名南家寺）遗址。下辖水泉
、兴坪、刘庄、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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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山
、腰林、九龙、黄崖、草川、火石、教化!!１１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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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村。

据传为先秦时道家创始人之一尹喜的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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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年曾出土近万枚贝币。下辖梁庄、丰台、坪道、
!&)' Z]ö:^A_`a& xYÒQ±bÜV
崔杨、谢沟
、庙湾、赵峡、朱湾、田湾、朱河、安儿、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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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为主的经济作物
亩；以建筑业为龙头，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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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剩余劳力
１６０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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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峡村，距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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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２０１０年，辖２个自然村，３
个村民小组，２４２
户，１１２５人，有劳动力７５０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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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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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亩，梯田面积２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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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家畜存栏２４６
头。全村人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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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斤。以地膜玉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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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粮食生产，以核桃为主的林果业，以生猪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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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殖业，以油菜、葵花、中药材为主的经作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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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筑业为主的技能型劳务输出和商贸流通业，

&'( 草川乡政府驻地。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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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全村四大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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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川村
亩。清
)2- 清水县辖乡。位于清水县北部，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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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公路、草陇公路穿境而过，交通便利。村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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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源于核桃产业和劳务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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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 ３０５ 线 、张清公路沿线，乡政府驻地台子村距
黄崖村
)*( 草川乡辖村。位于草川铺乡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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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县城２８公里。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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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覆盖。粮食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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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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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笋、甜玉米、马铃薯为主导产业。建有全县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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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天水县元龙区陇东乡和渭滩乡，１９５４
年划归清 （镇）中最大的文化体育中心广场。台子、王店、下
水县后设陇东乡，１９６５
年设陇东公社，１９８３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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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民小 商引资，引进清水县旭升建材厂、润民恒顺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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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３０５沿线，是一个回汉杂居村。２０１０年，辖２
$-* C>?gÃÄ6& "-!- ZCY "
g60ijC"##户，９９８
mC&&) /
ÅEF ５６
*+ 户，２５６
mC"*+
个村民小组，２７７
人（其中回族
/×& @+9: $-)" B& u^１００
!--座，与
CÆ
人）。耕地面积３０８２亩。建设蔬菜大棚
S)ÇÈ=ÉÊu¨ ６００
+-- BË+C
])±
天水昌盛公司合作建成
亩芦笋基地，清水旭

! !"# !
－５３４－

!"#$%&'()
升建材厂坐落境内。

ÞáTB
石家匠心独具，创

新城乡
!"# 清水县辖乡。位于县境东北部。总面
*+,-.) /0,'123) 45
积１２８平方公里。地处清张公路边缘，又处天平铁
6 !"# 789:; <=*>9?@ABC=D7E
路的要道口。乡人民政府驻新城自然村。新城原称
?FGHI; .JKLMNOPQRST OPUV
旧城，宋初开宝年间（９６８—９７５
]aXbcdeXf
WPXYZ[\]^_$%#`$&'年），置八狼寨，太

ÙDÙB
作工艺巧夺天工，

平兴国年间改称旧城镇，旧城由此而得名。民国时
7gh]^iVWPjXWPklmnoT Khp

¨© "( ª« $(
类型。２０世纪９０

县, 区

Ø\dJÃ
有古今人物、飞禽
¡Ãf±¢yÃ
走兽、江河峻岭、
Å£¤¥ ¦§
花草树木等多种

qrWPjB!$'( ]stuvWP.B!$'' ]i 年代初，在北京举
]bZBé2¬
期设旧城镇，１９５０年属恭门区旧城乡，１９５５年改
为化岭乡，１９６１年设新城公社，１９８３
年改为新城 办的清水＂庞公
wxy.B!$%! ]rOP9zB!$#) ]iwOP
®F* +¯S 9
乡。２０１０年，辖
１２个行政村，７０个村民小组，２４３３
.T "(!( ]B- !" {|LSB&( {SK}~X"*)) 石＂展览会上，其
Þ° Ð±²B
户，１１８１７人，其中回族人口
人，占全乡总人
X!!#!& JXJI １６０１
!%(! JX
.4J 独具的石质
TFÞ?Ã\³
、古朴
口的１３．５５？？耕地面积
３．６４万亩，林地面积
IF !)+'',) <56
´µFç©B×
)+%* X<56 ４．４７
*+*& 典雅的造型，一举
万亩，以农作物种植为主。生产总值５５９３
Xw 4 ''$) 万元，固
X 轰动京华，被誉为
¶·¬5B¸¸w
要原重
２５７９
"'&$ 万元，乡镇企业总产值
X .j4 ５１２
'!" 
¯h× ¹º »
定资产投资
万 ＂中国一绝＂。曾
%"*+"* 9X KJ ¡¢£ 在中央电视台在
é¼ ½ ¾é
X 4 ６２４．２４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粮食总产量
'()*
!"%&''
清水特产——庞公石
２５３１元。地形大部分为阶梯状黄土山梁，山坡陡
"')!  <¤¥3¦w§¨©ª«¬X ¬®¯ 《祖国各地》节目
l¿hL<À ÁÂ
峭。河谷地开阔平坦，土壤肥沃，植被较好，适宜黄
° ±²<[³7´X«µ¶·X¸¹ºX»¼ª 中播出专题片，产品行销全国，远销海外。
'ÃÄÅÆBÕ{|Ç hBÈÇÉÊ
牛养殖和核桃、葵花、马铃薯种植。自
２００６ ]É
年以来
清水大麻
½¾¿ÀÁÂÃÄÅÃÆÇÈ Q "((%
()*+ 清水县传统特产。大麻学名叫汉
*+,ËÌ4Õ ¥,ÍoÎÏ
建成核桃产业园１．７０
万亩，是清水县畜牧业发展
ｓａｔｉｖａ），为一年生桑科植物。起源于中
"ÊÁÂË !+&( X Ì*+,ÍÎÏÐ 麻（ｃａｎｎａｂｉｓ
,_-.//.01232.415.hBw×]ÐÑ
ÒÛ0
ÀÑÒÓÔÕ.Ö× '("Ø*+,Ù
hÓÔhá D+ÌÕÖÃ×ØÙuÏ,
和干鲜果主导产业乡之一。境内建有清水县工业
国或中亚其他国家。天水是纤维、籽粒两用汉麻主
Ëv ÚÛÜÝXØEÚÞ[ßà ! áXDâ
ÕvB!$&( ]ÚB ÛÜ,ÙvÝÞßvÊ Ø
园区。矿产资源丰富，有铁矿石开采厂１家，天赐
产区，１９７０年以前，全市五县两区除秦州区外均有
ãØä9åÀ¥æçØä9åè%&éê
Ï,¥56àáB×â]ã56１５￣３０
!'6)( 万亩，仅
Bw
实业有限公司和大元铸造业有限公司都坐落在这
汉麻大面积栽培，一般年播种面积
:;
ë->±Ãì±ÃíîÃ¥ïÃ8ðÃñðÃòóÃ
*+Ã>á÷Ù,]ã56
)7'

*+Ï
里。下辖张河、杨河、王窑、大陆、方湾、李湾、四合、 清水、张家川两县年播种面积３～５ 万亩。清水汉
ôõÃªÃOPÃö÷Ãø¬
,56¥B,äÕVBJåÃæçÃÕÖ
蒲魏、黄梁
、新城、阎川、谢山 !"
１２ {|LS;
个行政村。
麻以种植面积大，麻皮产量高，色白、绵软、纤维

新城村
!"$ 新城乡政府驻地。是新城乡重点工
OP.LMN<; ÌOP.ùúÙ

长、有韧性而出名，在甘、陕、川久负盛名，素有＂秦
èÃØéêmÃoBéëÃìÃ÷íîïoBðØ
ñ
Þ

Õû}Pjx"rüýS; þ,P２３")公里。
9:
业产业及小城镇化建设示范村。距县城

安的褐子清水的麻＂＂清水大麻
、秦安瓜、天水出的
òFóô*+F,º
¯
*+¥,ÃÞòõÃD+ÃF

面积５．６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２２７１亩，林地面积
56 '+% 789:B <56 ""&! B <56
７２０
&"( 亩。黄新公路直通村组。２０１０年，辖４个村民
 ªO9?ÿ!S~ "(!( ]B- * {SK
小组，１７９
户，９０８J
人。地形属夹山沟谷地带，农作
}~B!&$ B$(#
<¤s"¬#²<$B
物以双垄沟播全膜玉米、马铃薯
、葵花、胡麻为主，
%&#' ()*ÃÆÇÈÃÄÅÃ+,wB

白娃娃＂之称。距今
åööºÖV þd１４００
!*(( 多年前清水已种植大麻。
§]Ú*+t¥,

建有核桃产业园。农作物种植面积
"ØÁÂÕË 56２５８６
"'#%亩，粮食
B

好，广泛用于装饰布、地毯、凉席、工业用布、汽车
ºB/0u0123Ã<4Ã56ÃÙu3Ã78

4Õ４１．９５
*!+$' 万公斤。农业总收入
9 4¢£ ９２
$" B-Ù¢
总产量
万元，务工收
£ ２２０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 BKJ ¡¢£ ２７６０
"&%( 元左右，务农
./B-
入

(9Ã :;<1Ã
内衬、冬夏服装、

DâãØä9å-Ù
天赐实业有限公司务工。
%&' 清水县特产。产于小华山脚下的牛
*+,4Õ Õ0}5¬6ëF½
庞公石

çC ¥,×D¾
造纸。大麻籽营养
ÜÝÃ
IEºBÌ
丰富、口感好，是

7±²<×$ 89: !'+& ;<Bw=¬>ÞB
头河谷地一带。探明储量１５．７亿吨，为火山岩石，
?<@ABBmCDBEmFG HIJwKB
质地密致，坚而不脆，硬而不滑。以深绿色为主体，
LJMNOP0ÞB¤QLR S9ÞTØUVF
各色翠纹萦绕于石，形态各异。庞公石具有极高的
观赏
、收藏价值，历来被古玩玉器收藏家所珍爱。
WXÃ¢YZB[É¸\])^¢Yá_`a
宋代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杜绾所著的《云林石谱》
Yb¬c_defgghJij_kFlmÞno

JFGFÑÓH
人们喜食的干果；
,×IBJKBÃ
麻籽还可榨油，出

KL )*,BIB
油率
３４？？还可以

已被采用，供人观赏。明
、清时期，庞公石不仅被选
t¸ßuBvJWX 9Ã*pqBS9ÞCw¸x

期，清水全县皮麻
qB*+ ,ä,

为御用贡品，陈设于皇家园林，而且逐渐进入寻常
wyuz{B|r0}áËBm~£
 á K^S9ÞwFB|
百姓家庭。民间常把庞公石视为吉祥的象征，或陈

]Õ !'
9
年产量
１５万公斤
./ ,¢TB÷Ã
左右。麻收后，川、

列于案几之上，或放置于家门左右，倍加爱护。弄
0ÖBb0áu./Ba 

ì¦Ê<UVÉ
陕等外地客商来

有证据表明，麦积山石窟之北魏雕像像体中绑扎
Ø÷øù9B ú6¬ÞûÖ2õüýýKþÿ
骨架用的就是产自清水县的汉麻，其纤维强度、白
!"uFrÌÕQ*+,FÏ,BÕÖ#$Ãå
度和新麻差别不大。大麻纺织品吸湿散热、透气性
$ÀO,%&C¥ ¥,'({)*+,Ã-.ê

=>¦?§Õ{
拖鞋等诸多产品
Ö0B ¥3¦1023é¥æçØä9åÀ
,@ABu0
之余，大部分闲余劳力在大元铸造业有限公司和
上。麻秸秆可用于

MÊ,NB,NO
做成麻腐，麻腐包
ôÌPØoF
子是陇上有名的
收入南北各地奇石
¢£p2L<qÞ１１０
!!(种，其中就有庞公石，当时
BrØS9ÞBsp 风味小吃。民国时
QR}SKhp

!"! !－
－! ５３５

!"#$
清水大麻

天水大辞典
!"#$%
县收购贩运。部分皮麻做成麻鞋
、麻袋 、麻绳运销
!"#$%& '()*+,*-.*/.*0%1
外地。２０世纪
#" 年代始，大麻作为国家二类物资
789:;*<=>?@ABC
234 !" 56５０

统一收购。２０世纪
DE"#F !" 56８０年代后，化学纤维迅速发展，
$" 78G:HIJKLMNOP
大麻用量显著下降，销路不畅。进入
２１世纪，政府
56P\]
;*QRSTUVP1WXYF Z[ !%

扶持发展大麻产业，开展订单生产，大麻产值明显
^_NO;*`a:bOcde`:;*`fgS

内褶壁退化，出仁率
４８．９？？核仁淡黄色，味香而不
¼½¾H:¿ÀÁ ($+*'FÀÂÃÄ:ÅÆòX
涩，品质上等。２００５年后大量栽植。２００７
１１月，
Ç:|ÈÃ´F !""# 7G;RznF !"") 年
7 %%
É:
清水薄皮核桃在甘肃省第二届林果花卉展览交易
jk)tÊËÌÍ@Î~°ÏÐOÑÒº
会上获银奖。２００９
年１月，在陕西商洛第二届中国
% É:tÖZ×ØÙ@Îÿ>
{ÃÓÔÕF !""* 7
核桃大会上获优秀奖。２０１０
３．７
;{ÃÓÚÛÕF !"%"年，全县种植核桃
7:!mn &+)

万株，其中清水薄皮核桃
万株，全部挂果面积
oÜ:Ýÿjk) １．２
%+! oÜ:Þß°

提高。２００８
年清水县共种植大麻２! 万亩，主要分布
hiF !""$ 7jk!lmn;*
op:qr(s
在山门镇和百家镇，栽培品种主要是本地大麻和
tuvwxy?w: z{|mqr}~3;*x
内蒙古大麻两个品种。随着种植结构的调整，大麻
;*|mF  mn:;*

４０００亩，产量
１２００多万元。
(""" p:`R６０多万公斤，总产值达
," ào ¡:¦`fá %!""
ào¢F

种植成为当地的传统种植业和主要产业，占当地
mn,=3Dmnaxqr`a: 3
农民纯收入的
３０？？全县适宜大麻生产的地区有
!;*e`3
"[ &"'F
永清、白沙、百家、山门
万亩左右。
j.y?.uv ４( 乡镇，面积
w: $８ opF
每亩大麻产麻皮
１０８０ ¢£`*¤
元；产麻籽 $"
８０
¡:`f %"$"
p;*`*)７５)#公斤，产值

树鸡、云耳、耳子等。清水黑木耳因其朵大肥厚、质
¦æ.çã.ãÞ´F jkâããèÝé;êë.È
量佳、营养价值高而备受周边消费者的青睐，主要
RÕ.ìíîfiòïÛÜðñ×:qr
产地在山门镇、秦亭镇境内林区。长期以来，群众
`3tuvw.¤¥wò~F Ìó¨à:ô
以采集野生木耳为主。２０
¨õþQeãã=qF !"世纪
56７０
)" 年代，开始利用
78:b9öQ

公斤，产值
２７２ ¢£*¥`f
元；麻秆产值 %""
１００ ¢£p¦`f
元；每亩总产值
¡:`f !)!

辽东栎（俗称青冈）的树枝、树头培育木耳棒，人工
÷øùvúû!x¦¬.¦ä{üããý:4

１４５２
%(#!元，亩纯收入１３００
¢:p"[ %&""元。
¢F

美观，穿上舒适凉爽，结实耐磨，既便于长途跋涉，
ÀÁ:ÂÃÄÅ:ÆÇÈ:ÉÊËÌÍÎÏ:

þÿe`âãã:ÈRT:1W!F %*$( 7b9:u
点菌生产黑木耳，质量好，销路广。１９８４
年开始，山
门乡高桥等村村民开始人工栽培木耳，收入可观。
vi"´##b94z{ãã:"[AÁF
据d １９８５年统计，全县产黑木耳
%*$# 7D$:!`âãã ２４３５
!(&# 公斤，逐渐形
¡:%&¸
成＂清水黑木耳＂品牌。
,
8
jkâãã'|(F
清水扁食
&"01 清水县特色小吃。扁食是陇右先
jk!§Äµ)F *+}p,

也是田间劳作的最佳便鞋。麻鞋有粗细之分，粗者
Ð}ÑÒÓ<ÔÕÊ-4 *-±²Ö(:±×

-D+.&: /0Ë1Þ: y1Þ2
民对传统面食的革新，它源于饺子，又比饺子灵

用麻拧成辫，盘成底，用麻绳左右穿紧，在底周边
Q*Ø,®:Ù,¯:Q*0ÂÚ:t¯ÛÜ
上订上较粗的精制麻绳，做成鞋帮子，——串起
ÃcÃÝ±¾¬*0: +,-·Þ: EE¶ß
¸èdéêF ²*-¯ÞÆ:·Þ²ë:áâ¾
形简单别致。细麻鞋底子结实，帮子细密，鼻梁精

¿.^3:/456.7U²:èòy1Þ899
巧、轻盈，它讲究汤、馅并重，因而比饺子更见功
::6ä©ªqr};<.=>A:+TG?@A
夫，汤头原料主要是蔬菜、肉蛋类，做好后直接浇
B*+Ã:°C¨D.E:8FÅF
tGH|H
到扁食上，再配以盐、醋，更有滋味。在文化品位
Ã:jk*+ø:IJXKîÞ.LMN=O
上，清水扁
食与天津狗不理包子、兰州牛肉面有异

致，还用白布包边，外形美观。麻鞋的编制随时代
ê:ìQíîï:2¸ÀÁF *-«¬ð8

曲同工之妙，当属北方食系的美馔。清水家常扁
PQÖR: ST¼+UÀVF jk?W*

的审美而不断改进，除传统样式外，还有单边麻鞋
ñÀòXóôZ:õDö÷2:ìdï*-

食，时令不同，所选用的馅也不同，春有芨芨菜、韭
+:ðXXQ:YZQ7ÐXQ:[\\<.]

与无鼻梁麻鞋。单边即鼻梁高，周边绳套稀少而集
øùáâ*-F dïúáâi:Ûï0ûüýòþ

菜扁食，夏有鸡蛋
、豆角扁食，秋有核桃 、麻腐扁
<*+:^æ>._`*+:a.*b*

中；无鼻梁麻鞋即在栽鼻梁的地方用细绳子网起
ÿ£ ùáâ*-útzáâ3¼Q²0Þ!ß

食，冬有豆腐、葱花、蒜苗、大肉
、牛羊肉 、萝卜扁
+:c_b.dÏ.ef.;=.Ng=.hi*
食。清水餐馆所做的扁食，区别在于汤头上。荤扁
+F jkjkY+*+:étË6äÃF l*
食的汤头以臊子为主料，臊子使用五花肉切成丁
+6ä¨mÞ=qª: mÞnQoÏ=p,q
炒制而成。臊子要求＂＂汤肥而不腻，肉烂而不散＂，
r¬ò,F mÞrs
8
6êòXt:=uòXvw:
关键在于调料的配比、肥瘦肉的搭配和火候的掌
extËªCy. êy=zCx{|}

清水麻鞋
&"'( 清水县特产。是以大麻为原料编
jk!§`F }¨;*=©ª«
制的凉鞋。用大麻编辫做成鞋底，再用粗细不等的
¬-F Q;*«®+,-¯:°Q±²³´
小麻绳串成鞋帮。麻鞋的外形酷似南方草鞋，精巧
µ*0¶,-·F *-2¸¹º»¼½-:¾¿

来，再做上鼻梁，用木头做的楦头把鞋鼓起来，外
à:°+Ãáâ:Qãä+åäæ-çßà:2

来代替鼻梁，形成圆口鞋式。近年在新疆吐鲁番唐
à8"áâ:¸,#$-÷F %7t&'()*+
8,-ÿ./*-:øjk*-01E2EöF
代墓葬中出土的麻鞋，与清水麻鞋几乎一模一样。

诗人杜甫曾有＂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的诗句。
34567
8
*-9:Þ:;<=>?3@F
A9:¬<*-BCÐDEFF >G¢HË
可见，制作麻鞋的历史也很久远。国民党元老于右

&"-./ 清水县特产。黑木耳又名木蛾、
jk!§`F âããäãå.
清水黑木耳

任
年途经清水时，曾作清水县麻鞋歌；＂清水
I １９２２
%*!! 7ÍJjkð:7<jk!*-KL
8
jk
县，县城下，麻油油，被四野。老农自矜产麻好，并
!:!MU:*NN:OPQF HRS`*T:U
谓麻鞋制作巧。闻客明日西南行，愿助轻足赴蜀
V*-¬<¿F WXgYZ»[:\]^_`a
道………＂据有关资料记载，爱国将领吉鸿昌
１９２９
bcc? deCªfg: h>ijklm %*!*

~F +6äà¨;<=q:i_<.
握。素扁食汤头多以蔬菜为主，将绿豆芽或白菜、
<. hip:BE:Gt
菠菜、胡萝卜洗净切丝，放到锅里一煮，然后在凉
kÿE:k:tÏÙÞ:..
水中一浸，捏干水，放在青花盘子里，白的、绿的、

年驻守陇南时，在天水举办了一次国术（武术）比
7nop»ð:t:kqrsEt>uvwuxy

:XEB:U:+:<:AÞN:Ej
饭，顾客一到，下锅，捞扁食，抓菜，浇辣子油，一清

赛大会，会后吉将军给武林高手们赠发一套衣服
z;{: {Gki|}w~iNEû;

@:}TF +[$: .Å¶.ÆÅ
二白三红，甚是好看。扁食入口，柔软、爽滑、香味

s:@ }N:.E.î
红的全有了，接着就是熟油，泼辣椒、炝醋
、压面包

xEjk*-F Y xÀ ÿ:j 四溢，顿时让人胃口大开。
P¡:¢ð£4¤$;bF
和一双清水麻鞋。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清

水人民募捐麻鞋支援前线。清水麻鞋固守传统，既
k4*-F jk*-oD:É

清水粉壳蛋
&"234 清水县特产。清水粉壳蛋品牌
jk!§`F jk¥´>|(

有工艺美，又不失自然美，古朴大方，凉爽透气，至
À:XRÀ:;¼:Å:

建设始于
¦§9Ë ２００６
!"", 年，当年通过甘肃省农牧厅无公害
7:7¨©ÊËÌª«ù ¬

F
今受民众青睐。

农产品产地认证。２００７
年 !２月通过农业部无公害
`|`3®F !"") 7
É¨©aÞù ¬
农产品认证，由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认证
`|®: ¯aÞ`|ÈR°ÿ±®
UN １０００
%""" o²¥´>ù
¬`|³´:jk
并核发
万枚粉壳蛋无公害农产品标识，清水
¥´>
8
¤0w×³¨©µ¶F !""$ 7:·¸B`
粉壳蛋＂秦源＂商标通过注册。２００８年，又申请到产
|¹¸ºF jk¥´>ÈRxA»¼;½h¾:
品条形码。清水粉壳蛋的质量和可信度大幅提升，

清水薄皮核桃
&")*+, 清水县特产。薄皮核桃全县
jk!§`F )!
zn: qr(ít½ ¡. p¢£¤¥w´
有栽植，主要分布在草川铺、陇东及秦亭镇等乡
vwxF ¦§ÿ¨:¦©ªb«:(¬Ý®F ¯°±
（镇）。树势中庸，树姿半开张，分枝力较强。坚果椭
圆形，重
克，壳面较光滑，缝合线平，不易开裂，
*+% ³:´Ýµ¶:·¸¹:Xºb»:
#¸:² ９．１

! !"# !－
－５３６

4
县( 区

峁、沟壑、川台、河谷组成，以山地为主，海拔
æç èé4 ê4 GëìÚ. X(í. Eî
１４８６￣２６５９．４米。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县气
'%*&-+&!()% ïl ðRtñòóôõöl UVõ
候差异较大，年平均气温
ö÷øxt.b}õð８．１℃，无霜期
*)'..ùúÐ１８９
'*( 天，年
2.b
平均降水量
!'()$ 毫米。其特点是∶夏短无酷暑，冬
üïl ýþÿ!"#ù$%.&
}û3`５１９．３
长而严寒，昼夜温差大。境内有大小河流
, 0.z
'()*.+,ð÷tl Ç;-t.G/ ７条，总
长度
公里，自东北部至西南部，可分为千
12 ２３４．４８
+$%)%* e.
ÜHÄ86. 3È(4
G41èG456GÊ78G ４
% 39.}:G
河、长沟河、牛头河和葫芦河
个水系，均属渭河
北岸支流。境内有林地
万亩，森林覆盖率
H;</l Ç;-=５９．１４
!()'% a>.
?=@AB

２０．８？？县境东北部有大片宜牧草山、草场，面积
+/)*0l VÇH-tCDEF4G=.
５４．１
１２０．４７ aÛïl
万立方米。境内自然
!%1' 万亩，木材蓄积量
a>.HIJ` '+")%,
Ç;ÜK
景观有关山云凤风景区
、东峡水库、石峡水库、白
LM-NOPôL4Q3R4SQ3R4T

!"#$%
清水粉壳蛋

被广大消费者称为＂放心蛋＂，在稳占天水、陇南、
!"#$%&'()
*+,-./01234564
定西等省内市场的同时，逐步向青海、西藏、河北
789:;<=>?@.ABCDE48F4GH
等省外市场拓展。在品牌效应的带动下，全县
５００
9:I<JKLM /NOPQ>RST.UV !""
只以上的规模养鸡户
户，规模蛋鸡饲养量
WXY>Z[\]^ １３４６
#$%& ^.
Z[,]_\`
'%()* 万只，年产鲜蛋
aW.bcd, １５００
'!"" 万公斤，产值
aef.cg ')'
１４９．８
１．１ hi
亿元
jkl mnNOop.\]^>qrstuvw.
左右。通过品牌认证，养鸡户的收益也大幅提高，

较品牌认证前总产值增加
xNOopyzcg{|１２００
'+"" 万元，规模养鸡户
ai.Z[\]^
!&""多元。
~il
^}qr{|５６００
户均收益增加

石嘴牧场、五星牧场，特别是关山云凤风景区具有
SUE=4VWE=.ýXÿNOPôLY很高的开发价值。历史人文景观有三国时期著名
Zw>[\]gl ^À_LM-`Ï@Ðab

的街亭古战场、马家塬遗址及墓群（马家塬战国墓
>cde=4fghiÓjk³fgeÏj

地）、关陇古道及唐代至明、清设在关陇大道上的
·4N5dlÓmÆÄÎ4¶n/N5tlY>
重要驿站长宁驿
、中国伊斯兰教＂哲赫忍耶＂门宦
opqr'sq4¡Ïtuvw
)
xyz{-|}
活动中心宣化岗拱北和南川道堂、建于清代的龙
~S¡+HÊ64
¶Æ>
山镇清真西大寺、张家川镇清真西大寺以及始建
¶8t4 ¶8tXÓ
>whi4  m>
于隋朝的佛教寺院正觉寺遗址、始建于唐朝的老
9l U:©_hcÍ´
庵寺等。全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一

!"#$%&'(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 天水市辖县。位于
23<Vl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概况

天水市东北部，陇山西麓，属六盘山南沿地段。县
23<H.58 .6l V
l z１２５４．６
'+!%)& 平方公里。
el
人民政府驻张家川镇。总面积

２０１０年，辖３镇，１２乡，２５５
个村，４个社区。总人
+"'" b. $ .'+ .+!! .%
l z


)
-XYôl ÿ^ÀYab>
张家川＂花儿＂别具风格。张家川是历史上著名的

.¡cN]¢£.¤¥UÏ ２０
+" ~
皮货集散地，皮毛产品价廉物美，畅销全国
多
:4<l -¦4§4¨4©4ª9«¬Ê4
个省、市。有铜、铅、铁、锌、银等金属矿和花岗岩、
S®4S¯S4'S9©«¬l Ç;°ýcN
石灰岩、石英石、长石等非金属矿。境内土特产品
±²4³´4µI44¶·4
)
t¸¹-¶º5»
蕨菜、蚕豆、药材、山货、阿胶、＂伊味思＂清香牛肉
9.(V¼½¾>
)
¿6cN-l
Àª4Á
等，为张家川县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馓子、干

口
人。西周时，秦人
 ３３２４７９
$$+%,( 人，其中回族２３１３２５
. ¡¢£ +$'$+! l
8¤@.¥
先祖嬴非子封地——秦亭就在今县城附近（一说
¬¥®/¯V°±² ³´µ
¦§¨©ª«¬¬
/¯¶3V¥·l 8¸¹5V.23º»¸
在今清水县秦亭镇）。西汉置陇县，属天水郡；东汉
@.5V¼(½¾¿ÀÁÂl 8ÃÄÅÆ.VÇ
时，陇县曾为凉州刺史部治所。西魏至宋代，县境
ÈÉ¶3V45°VÊ!ËVl iÆ.ÈÉ¥
分隶于清水县、陇城县和汗源县。元代，分隶于秦

面锅盔、油锅盔、油托、甜醅等风味小吃闻名遐迩。
ÂÃ4ÄÂÃ4ÄÅ4ÆÇ9ô¸.ÈÉbÊËl
２００７年，张家川县举办了首届关山＂花儿＂会暨清
+"", b.VÌÍÎÏN
)
-ÐÑ¶
真食品节。２０１０
年被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全省肉
ÒNÓl +"'" bÔÕÖ:×4:ØÙU:»

ÌV4¶3VÊ5¾Í!ËVl Î4¶ÄÏ@Ð.
安县、清水县和陇州之沿源县。明
、清至民国时期，
ÈÉ¶3V4¥ÌV4ÑÒVÓÔ8:5Vl'(!$
分隶于清水县、秦安县、庄浪县及陕西省陇县。１９５３
b , Õ & Ö. × % VÂ
$,4' ØÙÚÛ
年７月６日，将４县所属
３７乡、１镇合并成立张家
¢£ÜÁ
³
'(!!
b
&
ÕÝ'V. Þ'
川回族自治区（１９５５年６月改称县，简称张家川

3<âqà１０３８５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i.ã}äqà ２４８０元。
+%*"il
可支配收入

牛产业大县建设先进县称号。２０１０年，生产总值
5cÚtV n¦ÛV'Ül +"'" b. Ýczg

１４．９９
亿元，城镇居民
'%)(( 亿元，大口径财政收入
hi.tÞßqà １．０３
')"$ hi.°á
,-./0!"#(123 机构名。１９５３
åæbl '(!$
中国共产党张家川县委员会

年７月６日，中共张家川回族自治区工作委员会
b , Õ & Ö. ¡ç¢£ÜÁèé×êÐ
ÚÛ.ë_a(ìí.fîï(ðìíl '(!! b '"
成立，李文著为书记，马夷吾为副书记。１９５５年
１０

V·l
ßàHC86áâl ãtäYàå
Õ.¢£ÜÁÝ(¢£ÜÁV.
县）。其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地貌大体上由梁
月，张家川回族自治区改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区
è×Ý(V×l '(!* b '+月，张家川、清水两县合
Õ.4¶3ñVØ
工委改为县委。１９５８年１２
Ù. ÚÛ¡ç¶3¢£ÜÁVV×. nìíòl
并，成立中共清水回族自治县县委，设书记处。

１９６１年
'(&' b１２
'+ 月，恢复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建制，根据
Õ.óô¢£ÜÁV õ.ö÷
精兵简政的精神，县委不设书记处，第一书记改称
øùÞ>øú.V×ûnìíò.ü´ìíÝ'
书记，书记处书记改称副书记。１９６８年３月８日，
ìí.ìíòìíÝ'ðìíl '(&* b $ Õ * Ö.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同年
¢£ÜÁVýþ×êÐÚÛl ?b １１月，
'' Õ.
ÚÛ¡ç¢£ÜÁVý×Ðÿ!"#.
成立中共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革委会整党领导小
ì.'(," b '+
óô¡ç¢£ÜÁ
组，１９７０年
１２ Õ$¥.
月撤销，恢复中共张家川回族自治
&'()*+,
张家川
县城全貌

V×êÐ.%Vý×ÐØ&Íel '(,( b ' Õ.V
县委员会，与县革委会合署办公。１９７９年１月，县

－! ５３７－!
!"#

!"#$%
天水大辞典

委、县革委会分设。１９７９
年后，县委工作部门进行
!"#$!%&'( !"#" )*+#!,-./01
过多次调整。至
$%!%年，县委机关有县委办、组织
)+#!89:#!;<=>
23456( 7２０１０
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老干部局、编制办、农
.<?@.<AB.<CD!<EF.G<HI;<J
村工作部（扶贫办）、党校等
多个部门。
K,-.LMN;O<PQR １０
!% 3S./(
张家川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机构
&'( )* +,- #. /01 2. 8T

员会（以下简称县政协）成立。常务委员会内设办
%LDE²#CCO¯|( ~!%F';
公室和学习组。县政协的日常活动由一名驻会副
iÙG=( #CCcW~HzUI%J
主席主持，办公室和一名驻会委员办理具体事务。
K+;izUI%!;ÿLÕ(
１９５８年
)"(& )１２
)$月，张家川县与清水县合并，设中国人
V+uvw#Â³´#µ¶+'e]^
民政治协商会议清水回族自治县委员会。１９６１年
gCCÜ%a³´«¤¬#!%( )",) )

名。１９８１年５月
１８)&日，根据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U( !"&' ) ( V
W+XYZ[\]^_`4%

１２
、张家川县分设，恢复政协张家川回族
)$月，清水
V+³´<uvw#&'+¾¿CCuvw«¤

ab2c def^ghi]jklm^gno_
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 7２０１０年，共选举产生
$-)- )+hMNýù １１
)) [!
自治县委员会。至
届委员
%( '8T:;< ÙG?@ 2äO!
会。下设机构有办公室、学习宣传文史资料委员
会、经济委员会和提案法制委员会、科教文卫体委
%<£¥!%iPQDI!%< ¡Õ!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在张家川县
%ijklm^gCp=>Dqrs+tuvw#

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设立了县人
xy[^gno_%xz4%a{+ '|}#^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为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
gno_%~!%+ #^gno_%c~
设机关，主持闭会期间的日常工作，依法行使监督
'89+% cW~,-+D1
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组织代表在闭
<_s<^+=>not
会期间开展视察调研活动。县人大常委会下设办
% 5( #^_~!%';
公室，１９８５
)'C< ¡<¢£<g
+!"&( 年增设政法科、教科文卫科、财经科、民

族事务科。２０１０
¤( $%!% 年设办公室、民族法制工作委员
)';< g¤I,-!
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人事代表联络工作委员
%<¢C£¥,-!%<^no¦§,-!
会、教科文卫城乡建设工作委员会。
%< ¡¨©ª',-!%(
张家川县人民政府
&'()*+34 机构名。１９５３
8TU( !"(* 年７
) +月
V ,６
W+ uvw«¤¬®^gCp¯|+ '#° )１
日，张家川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设县长
^( )"(( 年
) )V+±²uvw«¤¬#^g!
人。１９５５
１０月，改称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民委
%( )"(& )
V+³´<uvw#µ¶ +·
员会。１９５８年
１２)$月，清水、张家川县合并期间，原
uvw#c<G<!<;<1<¸¶¹³´#cº
张家川县的科、局、委、办、行、社并入清水县的相
应机构中。１９６１年底两县分设，恢复张家川县人民
»8Te( )",) )¼½#&'+¾¿uvw#^g

%<g¤Ý!%(
员会、民族宗教委员会。
6 7 & ' ( ) 8 9 : , ; # . 会议名。
%aU(
中共张家川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１９５５
年１月
２８日至２月２日召开，出席代表
５０
)"(( )
) V $&
W7 $ V $ WR+ 9Kno (^( %a@S}eheTxU4VWµ-%aX
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精
YZ [\}uvw«¤¬®¯|z)3]c,
神；总结了张家川回族自治区成立一年多来的工
作，部署了今后各项工作任务，同时通过了工委
-+ .Ã}^*l,-+ _`b2},!
《中共张家川回族自治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
dehuvw«¤¬®xz4no_%aq(
会议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精神，提出
%aXYd\]JÖÎabUcdqXY+P9
了《张家川回族自治区十二年农业发展规划设
} duvw«¤¬®c`)JÖÎrû'
eq( MNýù}H )$
想》。选举产生了由
１２ ^=¯cehuvw«¤
人组成的中共张家川回族
¬®xz[,-!%LE²,!%O+MNf
自治区第一届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会），选举李
ghi+jklJhi(
文著为书记，马夷吾为副书记。
6 7 & ' ( ) 8 < : , - # . 会议名。
%aU(
中共张家川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 ) ( V
W7３１
*) 日召开，出席代表７６
WR+ 9Kno +,人。
^(
１９５６年５月
２７$+日至

委员会。１９６８
年３* V+¯|uvw«¤¬#ÀÁ
月，成立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革命
!%( )",& )

县工委书记李文著代表县工委作了《克服右倾保
#,!hif gno#,!-} dmAnoæ

委员会。１９７０年
!%( )"+% )１２
)$ 月，县革委会与县委合署办公。
V+#À!%Â#!µÃ;(

守思想，为争取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努力》
pqe+rsPtu¯xzSZ)àûvwãq

１９７９
年５( 月，恢复
)"+"年，县革委会、县委分设。１９８１
)+#À!%<#!&'( )"&) )
V+¾¿

的报告；选举产生了由
人组成的中共张家川县
cxyzMNýù}H １９
)" ^=¯cehuvw#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机构设置经陆续调
uvw«¤¬#^gCp+ 8T'Ä£ÅÆ5
整。到
6( Ç２０１０年底，县人民政府有工作部门
$%)% )¼+#^gCp:,-./２４
$.个，
S+
即办公室（挂政府法制办公室、信访局牌子）、发展
È;LÉCpDI;<ÊËGÌÍO<Î
和改革局（挂县物价局、县粮食局牌子）、教育体育
iÏÀGLÉ#ÐÑG<#ÒÓGÌÍO<ÔÕÔ
局、工业和信息化局（挂县科学技术局、县商务局
G<,ÖiÊ×ØGLÉ#ÙÚÛG<#ÜG
的牌子）、民族宗教事务局、公安局、监察局（不计
cÌÍO<g¤ÝG<ÞG<GLßà
入政府机构个数）、民政局
、司法局、财政局、人力
¹Cp8TSáO<gCG<âDG<¢CG<^ã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土资源局
、环境保护局、住
äåi¸%æçG<]èäåG<éêæëG<ì
房和城乡建设局（挂县人民防空办公室牌子）、交
íi¨©ª'G LÉ#^gîï;ÌÍO<ð

第二届委员会，选举李文著为书记，马夷吾
、麻亨
x`[!%+MNf g{i+jkl<|}
春
、赵世杰 、李自荣为副书记。选举出席省第二次
~<<f¬Jhi(
MN9Kx`4

党代会代表４人。
Pn%no . ^(
中共张家川
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67&'()
8 = : , - # . 会议名。
%aU(
)",* 年１１
) )) 月
V $+
W7 *%no )$.
１９６３
２７日至
３０ WR+
日召开，参会代表１２４
^+#!{i no#!-},-xy( xy
人，县委书记霍居恒代表县委作了工作报告。报告
«[\}½)],1DJÖ+,
回顾总结了近两年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
ÖcÎ]g£¥c[ki

Î£¥<
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八字方针，把全县农业生产恢复到
１９５７
æç4k+\#JÖùý¾¿Ç )"(+

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局、林业局、文化广播影视
bñòG<´G<JÖG<óÖG< Øôõö

年的水平。大会讨论通过了《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三
)c´( _%b2}duvw«¤¬#

GLÉ#÷øGÌÍO<¡ùG<^úÂàûùÔ
局（挂县旅游局牌子）、卫生局
、人口与计划生育

年国民经济计划》，还讨论部署了增产节约和＂五
)]g£¥àûq+.Ã}ýiZ

局、审计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局、食品药
G<üàG<Þ\ùýþÿG<AàG<Ó!"

ñL1< ¡ <¢£]v¢ý<
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

品监督管理局。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þÿG( Cp#$Ö%&７个∶档案局、
+ S'()G<
城镇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地震局、畜牧兽医局、
¨*þÿ+µ1C,DG<j-G<./01G<

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工作。选举
,¤O<¢¥]v£¥¦xOR,-( MN

23;<45¸<67^¦µ%(
Cp898T $２
史志办、供销社
、残疾人联合会。政府派出机构

c#!~!%(
§M{i+¨3©<ª«
的县委常委会。霍居恒当选为书记，王志道
、贺德

个∶龙山扶贫经济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县行政
S:;<=N£¥Î>?®þÿ!%<#1C

华f<|}~<j«¬<®¯§MJ{i(
、麻亨春、马德昌、傅明显当选为副书记。会议还
%a

审批服务中心。
ü@AeB(

选举产生了由５
^=¯cehuvw#°±²³
MNýù}H ( 人组成的中共张家川县纪律检查

35&'()12.机构名。１９５５
8TU( )"((年
) １０
)- V
政协张家川县委员会
月

产生由
人组成的县第三届委员会和９
人组成
ýùH ２２
$$ ^=¯c#x[!%i
" ^=¯

!%(
委员会。

６,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委
We]^gCCÜ%auvw«¤¬#!

! !"# !
－５３８－

6 7 & ' ( ) 8 > : , ; # . 会议名。
%aU(
中共张家川县第四次代表大会

>
县& 区

１９７０年
日至２９
日召开，出席代表
２４５
!"#$ ! １２月
!% " ２３
%& #$
%" #%&'
()*+ %'(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中共张家川县第七届委员会工
6eõ4XÊe@~.l/n/o6A

人。县委书记李海元代表县革委会整党领导小组
,- ./01234*+.5/6789:;<
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做出《关于进一步认真
=>6?@A?BC- >6DEFGHIJKLM
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掀起
NOPQ)RNS?TUVWXFGHIJKYZ
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新高潮的决定》。会议选举产
[\N>]^_`abcdTUVW- 6efgh

作报告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
?»CX.ÚÛÜó/o6A?»Cs fghi
了由
人组成的中共张家川县第八届委员会和
@j ２７
%+ ,<kT~.l5n/o6X
由
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以及由 "９人组成的中
*. ,<kT½·/o667j
,<kT~
j １０
共张家川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李义华当选为县委
.ÚÛÜó/o6è 2ðñqfr./

生了由
人组成的县第四届委员会和由 １３
人组
i@j ２３
)& ,<kT.lmn/o6Xj
*& ,<

书记，李伟、马文昭、苏守真、李平定、马正录当选
01s2ïwx89w0:Mw2;Vwx<qf

成的县委常委。李海元当选为书记，夏征瑞、马建
kT./p/- 234qfr01stuvwxy
国当选为副书记。至此，中共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委
zqfr{01|
$}s~ ./

r./{01s2ÆJqfrÚÜ/01è
为县委副书记，李栋一当选为纪检委书记。
! . / 3 % & 1 7 ) * + , - 会议名。
6eè
中共张家川县第九次代表大会
１９９６年５月５
日至８日召开，出席代表２８７名。会
*""-  ( " ( #$ , #%&sE)*+ %,+ è 6
议听取和审议了中共张家川县第八届委员会工作
eõ4XÊe@~.l5n/o6A?

恢复，革委会办公室
、政治部为县委、县革委会双
s5/6r./w.5/6
9:TA?重领导的工作机构。

中共张家川县第五次代表大会
! " # $ % & ' ( ) * + , - 会议名。
6e-

»CX.ÚÛÜó/o6A?»Cs fghi@
报告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

１９７９
*"+" 年１月
 * "７+ 日至１１
#$ **日召开，出席代表
#%&s E)*+ ２８５名。
%,( -

２９
人
%" 人组成的中共张家川县第九届委员会和
,<kT~.l=n/o6X １９
*" ,

会议主要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
6eQNO~zh8Jn~6

组成的中共张家川县纪律检查委员会。苏德成当
<kT~.ÚÛÜó/o6è 0Äkq

s8T: ¡s¢£A?¤s¥¦§¨
神，端正党的指导思想，转移工作重心，搞好经济
建设。县委书记石如岗作了《全党动员，加强团结，
y©| ./01ª«¬?@F8aos®¯°s
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的工作报告。会议
r±²b³´Tµ¶·¸¹ºWTA?»C| 6e
选举产生了由
人组成的中共张家川县第五届
fghi@j ２３
%& ,<kT~.l¼n

fr./01sx<w>?w@ÂAwxBCw
选为县委书记，马正录、杨钧治、赵志清、马琴香、
李升平当选为副书记。李栋一当选为纪律检查委
2D;qfr{01è 2ÆJqfrÚÛÜó/

/o6Xj ９" ,<kT./½/6s
¾¿Àqf
委员会和由
人组成的县委常委会，麻亨春当选

为书记，薛志礼、马建国、马德昌、李国栋、高其昌
r01sÁÂÃxyzxÄÅ2zÆcÇÅ

o601è
员会书记。

中共张家川县第十次代表大会
! . / $ % & 1 8 ) * + , - 会议名。
6eè
２００１年５月
２５%(日至
%..*  ( "
#$２９日召开，出席代表３７６
%" #%&sE)*+ &+-名。
è
6eõ4XÊe@./01EFG*+lHn/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委书记王凤保代表第九届委

qfr{01当选为副书记。

N

o6Î?TIrÏJKLsM%&sr±²
员会所作的题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为实现＂十

! . / $ 0 & 1 2 ) * + , - 会议名。
6e中共张家川县第六次代表大会
*",(
!
&
"
%(
È$
%"
È%&sE)*+
%%- É１９８５年３月 ２５ 日至 ２９ 日召开，出席代表 ２２６人。
>6ÊeËÌ@./012ÍÎ?TÏµ°§Ðs
大会审议通过了县委书记李膺所作的《总结经验，

¼OPQ¸ØÙ¹ºWTA?»CX.ÚÛÜó/
五＂计划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和县纪律检查委
o6A?»Csfghi@j %+
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由
２７ ,<kT~
人组成的中共张
.ln/o6s EFGqfr01s xR
家川县第十届委员会，王凤保当选为书记，马万
有、赵志清、李升平、马云珍
、米万平当选为副书
Sw@ÂAw2D;wxTUwVR;qfr{0
1sfghi@j "
记，选举产生了由
９ ,<kTÚÛÜó/o6sx
人组成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马

立足改革，为建设繁荣富庶的张家川而努力奋斗》
ÑÒÓ5sry©ÔÕÖ×T¸ØÙ¹ºW
的工作报告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根
TA?»CXÚÛÜÝ/o6A?»C- 6eÞ
据中共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提出了全面
ß~lànáz*+>6s âE@áã

;Wqfr01è
小龙当选为书记。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选举产生了由
２５
Iä§¨åæÓ5T>gçè fghi@j %(

中共张家川县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3%&189)*+,- 会议名。
6eè

人组成的县第六届委员会和
É<kT.lén/o6X "９人组成的县委常委
É<kT./½/
会，李膺当选为书记，李映吉、马聪、魏志贵、李伟、
6s2Íqfr01s2êëwxìwíÂîw2ïw

%..- １１
** 月
" *(
#%&s E)*+ '&*
２００６年
１５ #$
日至 *,１８日召开，出席代表
４３１

李义华当选为副书记。选举产生了由
人组成的
2ðñqfr{01- fgòi@j ７+ É<kT
.ÚÛÜó/o6sxÕôqfr.ÚÜ/01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马荣仓当选为县纪检委书记。
!./34
& 1 5 ) * + , - 会议名。
6e中共张家
川县第七次代表大会
*",, ! * "
È$
È%&sE)*+２６３
%-&人。
É１９８８年１月
１３ *&
日至
１６*-日召开，出席代表
o6Î?T Ï÷ø8ùú6QðûüýþTÿ!
员会所作的《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会所作的题为《凝聚力量，奋起直追，为建设富裕
6Î?TIrÏXYÙZs¹Z[\sry©Ö]
X^T¸ØÙ¹ºW TA?»CX.ÚÛ
和谐的张家川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和县纪律
Üó/o6A?»Cè fghi@~.
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共张家川县
lJn/o6/o３５&(人、常委会委员
,w½/6/o １２名，蒲
*% s_
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qfr01sx;Wwx\qfr{01è a
军当选为书记，马小龙、马正业当选为副书记。同
³fghi@.ÚÛÜó/o6/os ¾;bq
时选举产生了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麻小梅当

路线，加快发展民族经济，为全县力争三年基本解
"#s$%&'§¨sr.Ù(ÿ)*

frÚÛÜó/o601è
选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决温饱而奋斗》的报告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
U+,¸¹ºW T»CX.ÚÛÜó/o6A?

/3%:;<=>?;?@AB*C-D
张家川回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6eè *"(&  + " %日至
#$ ６日召开，出席代表
- #%&s E)*+
会议名。１９５３年７月２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委书记马德荣代表第六届委
6eõöXÊe@./01xÄÕ*+lén/

»C-ËÌ@GHÏ¹.s.Ù(*U+,
报告；通过了关于《奋战三年，全县力争解决温饱

的决定》；
选举产生了由 %+
２７人组成的县第七届委
TUVW- fghi@j
,<kT.l/n/
员会和９
o6X " 人组成的县委常委会，马德荣当选为书
,<kT./½/6s xÄÕqfr0

记；苏爱生
、李义华、坚永祥当选为副书记，选举产
1-01iw2ðñw÷23qfr{01sfgh
生了由７
i@j +人组成的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马荣仓当
,<kT.ÚÛÜó/o6s xÕôq
frÚÜ/01è
选为纪检委书记。
! . / 3 % & 1 6 ) * + , - 会议名。
6eè
中共张家川县第八次代表大会
*""*  & " *, #$ %* #%&sE)*+２７５名。
%+( è
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８日至２１日召开，出席代表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中共张家川县第十届委员
,è 6eõ4XÊe@~.ln/o

１８４
*,' 人。会议审议了《张家川回族自治区筹备情况
,è 6eÊe@Ï cdefg
及今后工作的意见》，选举产生了张家川回族自治
hijA?TklWsfghi@ 
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
cmmn,'*+6e½·/o6o fghi

了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副主席。会议通过了《张
@ c,'pQ)w{Q)è
6eËÌ@Ï
 cmmn,'*+6eUeWX
家川回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和
q~~rPstQ)Tuvwè kÑ
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致敬电。成立张家川回
 cx.üysc,'p©ùzè
族自治区（县级），区人民政府设在张家川镇。

!"# !－
－! ５３９

天水大辞典
!"#$%
张家川回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01234#5./

u|Kzt
选为副县长。

回族自治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
EFGHK_`a0b.cd1_`e1"f
议》；根据上级决定，张家川回族自治区改称张家
"Z[ghijfklBCDEFGHImnBC

张家川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8.=01234#5./657
会议名。１９７８年９月
1"t %"*+ % " &１０日至
%& '(１４日召开，出席代表
%- ')¹,-.c
３００
)&& 人。大会听取和审议了县革委会工作报告，选
0t d12345"yKÊ817?XY¹u
举产生县革委会委员
２１人。马建国当选为革委会
0t É«uÊ81
vwxKÊ818q ,%
主任，高其昌、王岁应、马聪
、邱文斌、马殿邦、陈玉
Ë¹{ÌÍÎ{Ï{Ð<Ñ{ÒÓ{ÔÕ
Öu|Ët ×Øu}~~zt 1"f
琴当选为副主任。李凤鸣当选为法院院长。会议决

DEFGHKlIopmnK0b8q1rsnK
川回族自治县，区政府改称县人民委员会（简称县

kÙÚK0bÃÄ~t ÛÜÝuÃÄ~ÃÄ
定恢复县人民检察院。米保仓当选为检察院检察

次会议
月２日至５日召开，
!"#$ !"#$年
% １０
%& &
' '( $ ')*+
657 会议名。１９５５
出席代表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工委书记李
,-./ １５２
!$' 0$
1"2345"6789:;
文著所作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区（县）成立以来工
<=>?@ABCDEFGHIJKLMNOP7
作概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通过了《张家川
?QRSTU7?VW@XYZ[\]6^BCD

人委会）。选举产生了县人委委员
!" 人，选举产生
0luvwx
081Lt uvwxyK088q １９
了县长、副县长、法院院长。李文著当选为县长，马
yKz{|Kz{}~~zt ;<=uKzl
腾霓、马少藩、石可学、杨映福、高其昌当选为副县
{ {{{u|K
长。马志学当选为法院院长。会议同时选举产生了
zt u}~~zt 1"uvwxy
,-_`a0b.cd1.ct
出席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8.901234#5./657
张家川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名。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５
日至
1"t !"$( % %' & '$
'(２９'"日召开，出席代
')+,-.
表
c １５１人。大会听取和审议了县长李文著关于《张
%$% 0t d12345"yKz<=^B
家川回族自治县
年工作情况及今后工作任
CDEFGHK １９５６
%"$( %7?SU7?
务》的报告；讨论制定了《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民
Z@Y[ ¡¢ky^BCDEFGHK0b
.cd140b8q1£¤¥¦Z[uvwx6B
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选举产生了张
%" 人，李文著当选为
0+;<=u
CDEFGHK0818q１９
家川回族自治县人委会委员
Kz+{ {{{{
县长，马腾霓、马少藩、石可学、杨映福、高其昌、马
{§¨©u|Kzt
志学、黎茂才当选为副县长。
&'(8.:01234#5./657
张家川县第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zt
长。

张家川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8.>01234#5./657
1"t %"+% % $ & %+ '(２３日召开，出席代表
,) ')¹,-.c
会议名。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８日至

１９７
%"* 人。会议传达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
0t 1"Þßàyá@â`aÅãä1å
æ¹2345"yKÊ817?Y¹ºgh^ã
神，听取和审议了县革委会工作报告，并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ç0bè4«éêëj0b.cd14éêëj

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决定设立县人大常委会，
0bop£¤}Zìk¹fkíîK0dï81¹
取消各级革命委员会名称，恢复县人民政府；选举
3ðëjÊñ8q1n¹ÙÚK0bop¸uv
产生了县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高其昌当选为
wxyK_òa0dï818q¹ u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自荣、王岁应、马玉林、赫炜
K0dï81Ë¹Gó{ÌÍÎ{Õô{õö
÷u|Ët uvÉ«K0bopKz¹
烈当选为副主任。选举马建国为县人民政府县长，
xb{Ð<Ñ{Ìøù{;úç{<û|K
李生民
、邱文斌、王宗模、李义华、马文昭为副县
z¸uvüôK0b}~~z¹ÛÜÝK0
长；选举李翰林为县人民法院院长，米保仓为县人
bÃÄ~ÃÄzt
民检察院检察长。
&'(8.?01234#5./657
张家川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名。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３
日至
1"t %"(% % ( & %)
'(１７%*日召开，出席代表
')+,-.c

会议名。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７日至２１
日召开，出席代表
1"t %"+- % , & %* '( ,%
')¹,-./

１１１
%%% 人。会议听取审议了县人委会半年来的工作报
0t 1"235"yK081ª%P@7?X

１９０人。大会听取和审议了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 0t d12345"yK_òa0b./d1

告、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
１９５８ %«b¬®
年国民经济计
Y{«b¬®¯°±4 %"$+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１９８３
ï8q17?Y{K0bop7?Y{%"+)

划（草案）、１９５７年财政决算和
１９５８ %@µo·¶
年的财政预算
¯r²³´{%"$* %µof¶4 %"$+

年县财政决算和
、县人民
%Kµof¶4１９８４
%"+-年财政预算的报告
%µo·¶@Y{K0b
法院工作报告、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产生
}~7?Y{K0bÃÄ~7?Yt uvwx
了张家川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马
yBCDK_ýa0b.cd1ï8q1¹

XY¸uvwxyK088q２５
,$ 人，并选举了出
0¹ºuvy,
报告；选举产生了县人委委员

席省第二届人代会代表４
-_»a0.1.c -人。李文著任县长，马腾
0t <=Kz¹
霓、石可学、杨映福、马志学、黎茂才、马世俊任副
{{{{¼¨©{½¾|
Kzt
县长。
&'(8.;01234#5./657
张家川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建国当选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岁应、马玉林、
É«uK0dï81Ë¹ÌÍÎ{Õô{
õö÷{Ûþÿ{B!"u|Ë¸#
赫炜烈、米振格、张怀珍当选为副主任；李映吉当
uK0bopKz¹$%{<û{úç{&
选为县人民政府县长，马廉洁、马文昭、李义华、徐

1"t %"() % ( & %% '(１７日召开，出席代表
%* ')¹,-.c
'u|Kz¸üôuK0b}~~z¸
会议名。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１日至
彬当选为副县长；李翰林当选为县人民法院院长；
１０３
()uK0bÃÄ~ÃÄzt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委会工作报告、代
0t 1"2345"yK0817?XY{.
马正杰当选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c¿³ÀÁXY{K0b}~7?XYÂt u
表提案办理情况报告、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等。选

&'(8.@01234#5./657
张家川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名。１９８７年３月１１
1"t %"+* % ) & %%日至
'(１５日召开，出席代表
%$ ')¹,-./
%*+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和
0t 1"2345"yK_ýa0dï814
１７８

%* 0¹ uKz¹
vwxK0818q １７人，马志学当选为县长，
举产生县人委会委员
u|Kzt
uvwxyK0bÃÄ~
高其昌当选为副县长。选举产生了县人民检察院
ÃÄz{ K0b}~~zOS,-_Åa0b
K0bop7?Y¸ uvwxyK_*a0b
检察长、县人民法院院长以及出席省第三届人民
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县第九届人民
.cd1.ct
代表大会代表。

张家川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8.<01234#5./657

会议名。１９６５
日至
1"t %"($年１０月２７
% %& & ,*
'(３１
)%日召开，出席代
')¹,-.
表c １１０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委会工作报告、
%%& 0t
1"2345"yK0817?XY{
%"($ % % &(１０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县
%& &µo·¶°±@XY{K
１９６５年１月至
0b}~7?XYt uvwxK0818q %"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县人委会委员
１９
人，马志学当选为县长，高其昌、冯寿彭、马建国当
0¹uKz¹{ÆÇÈ{É«

代表大会常委会，马建国当选为主任，马聪、马玉
./d1ï81¹É«uË¹Ï{Õ
林、王宗模
、毛维忠当选为副主任。苏爱生当选为
ô{Ìøù{+,-u|Ët
./xu
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文昭、张建祖、张学智、李国元
K0bopKz¹<û{BÉ0{B1{«2

当选为副县长。选举李翰林为县人民法院院长，马
u|Kzt uvüôK0b}~~z¹
()K0bÃÄ~ÃÄzt
正杰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8.A01234#5./657
张家川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t %""& % , & ,% '(２６日召开，出席代表
,( ')¹,-./
会议名。１９９０年２月２１日至

!"# !
－! ５４０－

$ 区
:
县

１８１
!"!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第九届县人大常委会和
!" #$%&'($)*+,-!./01'
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１３
人组成的张
-!23456789:;<=) !# !>?@A
家川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马聪当选为
BC-*D,!2EFG1H01I JKL:M
主任，马玉林、王宗模
、李世清当选为副主任。选举
NOIJPQRSTURVWXL:MYNOZ
:;

选为主任，马国瑜、毛巧莲、李兆吉
、海金武、王九
:MNOIJhRÇÈÉRV RÊËÌRS+

仲当选为副主任。选举马小龙为县人民政府县长，
ÍÆ:MYNOZ :;J±ÎM-!234-\I
李肖锋、雒建明、赵川平、马玉凤
、安智辉为副县
VÏÐRÑÒRC§RJPÓRÔÕÖMY长。选举马志刚为县人民法院院长，李杰为县人民
\Z :;J×M-!2kll\IVnM-!2

V[M-!234-\IJ]^R_`aRSbcR 检察院检察长。
oplop\Z
李伟为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文昭、杨映芳、王具录、

苏守真、周国丰为副县长；选举李翰林为县人民法
defRghiMY-\9:;VjQM-!2k
ll\IJmnM-!2oplop\Z
院院长，马正杰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政协张家川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45!"#$%'(67.%'/.0 会
1

$qZ '$,, r '*
s + tu ( tvwIxy·z &&
议名。１９５５年
１０月６日至７日召开，出席代表３３

!"#$%&'()*+,-.%'/.0
张家川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Z 1$%&)3ØYNyAÙÚÛ6ÁÜÝA
人。会议听取了政协副主席张登瀛所作的《关于张

会议名。１９９３年２月９日至
1$qZ !$$# r % s $ tu１３!&日召开。出席代表
tvwZ xyEz
１８７
'"(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和
!I1$%&'($)-*D,!G/01'
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县第十一届人
-!2345678Z :;<=)-*D{,!

家川回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BCÞßàáâßâã!2·z.1/Å0|

2EzG1/010| １３
'& !Z
J]^L:MN
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
人。马文昭当选为主

届委员会及主席、副主席、常委。马夷吾当选为主
,0|1¤NyRYNyR/0Z JæçÆ:MN
yêëìIJíîRA}ÚRJïgRðñ¯Ròóô
席（兼），马德魁、张登瀛
、马福周、崔楚伯、蒲友春

OISTURJ}~L:MYNO9defL:M
任，王宗模、马登弟当选为副主任；苏守真当选为
-!234-\I_RSbcRJh!RJ
县人民政府县长，杨钧治、王具录、马国琪、马琴
香、彭斌当选为副县长；选举李俊杰为县人民法院
RL:MY-\9:;V nM-!2kl
院长，李明著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l\IVM-!2oplop\Z
张家川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0

会议名。１９９８
２８ tu
日至３月４
1$qZ '$$" 年２
r %月
s %"
& s )日召开，出席
tvwIxy
1$Ez １８３
'"& !Z
1$%&'($)-*D{,
会议代表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第十一届
!G/01'-!2345678I )-!
人大常委会和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县人
2klR-!2oplRR3@
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计划经贸局
、财政局的有
78I
:;V`M-*D,!G/01N
关报告，选举李映吉为县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主
任，马国瑜、王世珍、袁思维、杨来泽为副主任。选
OIJhRSWRR_MYNOZ :

举马万有为县人民政府县长，赵志清、马云珍、张
;JM-!234-\IXRJRA
吉堂、马兆让为副县长。选举李义成为县人民检察
RJ ¡MY-\Z :;V¢?M-!2op
院检察长，李明著为县人民法院院长。
lop\IVM-!2kll\Z
张家川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2()*+,-.%'/.0
会议名。２００２年
1$qZ %**% r１１月
'' s１２日至
'% tu１７
'(日召开，出席代
tvwIxyE
表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第十二届人大常
z ３００
&** !Z
1$%&'($)-*D,!./

1ärÁ5678å9%&)YNyJæçÜ
会两年来的工作报告》；听取了副主席马夷吾《关
Ý?è3Ø>éÁ78å9:;<=)-3Ø*{
于成立政协组织的报告》；选举产生了县政协第一

L:MYNyZ
当选为副主席。

政协张家川县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45!"#$%1(67.%'/.0 会
1
议名。１９６２年９月１８日至
$qZ '$+% r $ s '" tu３０日召开，出席代表
&* tvwI xyEz
４８)"人。会议传达、学习了周恩来同志在第二届全国
!Z 1$õöR©÷)gøùú*,ûh
人代会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省民族
!E1¥ü1$ýÛ6@345678'þ2ß
561$ÿ!9 %&'($)-3Ø*{,0|
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协第一届委员
1/0156789 :;<=-3Ø*,0|
会常委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县政协第二届委员
1NyRYNyZ
V]L:MNyIJíîRS"
会主席
、副主席。李文著当选为主席，马德魁、王子
R# R$%&RòóôL:MYNyZ
明、米俊、丁普仁、蒲友春当选为副主席。
45!"#$%2(67.%'/.0 1
政协张家川县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

议名。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１３
$qZ '$+, r '% s '&日至１９日召开，出席代表
tu '$ tvwIxyEz
,%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常
!Z 1$%&'($)-3Ø*,0|1/
５２
委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县政协第三届委员会
0156789 :;<=)-3Ø*¥,0|1

组成人员，霍居恒当选为主席，马德魁、王子明、米
>?!|I'()L:MNyIJíîRS"R#
L:MYNyZ
俊当选为副主席。

政协张家川县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45!"#$%3(67.%'/.0

会
1

010|１３
'& 人，选举李升平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I:;V¦§M-!./01NOI
委会委员
_RJhRJ¨©RSWRJsªM«N
杨来泽、马国瑜、马忠学、王世珍、马月英为副主
O9:;JM-!23¬-\IARJm
任；选举马云珍为县人民政府县长，张吉堂、马正

议名。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７日至
$qZ '$"' r , s '( tu２３日召开，出席代表
%& tvwI xyEz
,+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工作
!Z 1$%&'($)3Ø*¥,0|156
５６
78I%&'*+)-!234R-!2klR报告，听取和讨论了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
!2opl56789:;<=), ６７
+( !>?@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由
人组成的
3ØABC-*Ä,0|1I°-ôL:MNyI
政协张家川县第四届委员会，麻亨春当选为主席，
Jí.RWîRS/0RJ1¢R$%&RJ23
马德昌、袁世魁、王佐铭、马尚义、丁普仁、马芝轩

业、马继伯、麻小梅、张庆忠为副县长；选举李明著
RJ®¯R°±²RA³¨MY-\9:;V

L:MYNyZ
当选为副主席。

M-!2´ll\IVnM-!2oplop\Z
为县人民法院院长，李杰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3()*+,-.%'/.0
张家川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45!"#$%8(67.%'/.0 会
1
政协张家川县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 tu %' tvwI xyEz
$qZ '$") r % s
议名。１９８４年２
月１６日至２１日召开，出席代表

会议名。２００７年１月
1$qZ %**( r ' s７日至
( tu１１日召开，参加代表
'' tvwIµ¶·z
４２７
)%( 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县政府工作报告、县人大
!Z 1$($)-345678R-!.
常委会工作报告、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县人民
/015678R -!2kl5678'-!2

５８
,"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工
!Z 1$%&'($)-3Ø*Ä,0|15
作报告，听取和讨论了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
678I%&'*+)-!234R-!2klR
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６５
人组成的
-!2opl5678Z :;<=) +, !>?@

委会工作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县人民法
015678'3456789 )-!2k

院、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以及县计划经贸局、县
lR-!2opl5678£¤-R财政局的有关报告，选举产生了县第十三届人大常
3@78I:;<=)-*D¥,!./

检察院工作报告，通过了张家川县２００６
年国民经 县政协第五届委员会，选举常委
１１人。李生民当
opl5678I)ABC- %**+ rh2
-3Ø*4,0|1I:;/0 ''
!Z V=2L
%**( rh2¸
¸'¹1º»¼½¾¿¤ ２００７
:MNyIS/0RJ1¢R5%&RJ23R_ô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年国民经济 选为主席，王佐铭、马尚义、丁普仁
、马芝轩、杨春
'¹1À»ÁÂ$ÃZ :;<=)-*DÄ 华当选为副主席。
6L:MYNyZ
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等。选举产生了县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人，李升平当
!IV¦§Æ
45!"#$%9(67.%'/.0 会
1
,!2·z.1/Å0|10|１３
政协张家川县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 !－
－! ５４１

天水大辞典
!"#$%
议名。１９８７年３月
１０!&日至
!"# !"#$ $ % %
&'１５
!' 日召开，出席代表
&()* +,-.

１９５５年
、上
-"'' $１２-(月，撤销张川区，设张川镇、袁三乡
%×ØsuÒÔsu§ZÕËÖZÙ

７１人。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
$! /# 0!1!234567890:;<=>
提案办理情况的报告，选举产生了
７９ /JKEL
人组成的县
?@ABCDE<=*FGHI4 $"
政协第六届委员会。李映吉当选为主席，王佐铭、
MN5O7890P QRSTFUV,*WXYZ
王岁应、米振格、杨春华
、李凤鸣、马尚义、丁普仁、
W[\Z]^_Z`abZQcdZefgZhijZ
马芝轩当选为副主席。
eklTFUmV,#
&'()*+,-./01,2314 0
政协张家川县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
议名。１９９０年２月２０日至
!"# !""& $ ( % (& &'２５日召开，出席委员
(' &(n* +,89
９３")名。会议听取、审议了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
"P 0!opZ1!4MN5O7890:;<
告和提案办理情况的报告等；选举产生了政协张
=>?@ABCDE<=qr FGHI4MNs
家川县第七届委员会。李映吉当选为主席，杨春
tuL5v7890P QRSTFUV,* `a
华、李凤鸣、马尚义、丁普仁、马芝轩当选为副主席。
bZQcdZefgZhijZeklTFUmV,P
&'()*+,5./01,2314 0
政协张家川县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
*( &(n**,- 名委员
"89
!"P *"") $ ( % + &'
议名。１９９３年２月８日至
１２日召开，１０１
参加。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政协第七届委员会
wxP 0!opy1!234MN5v7890
工作报告和提案办理情况的报告，选举产生了政
:;<=>?@ABCDE<=* FGHI4M
协张家川县第八届委员会，李映吉当选为主席，马
NstuL5z7890*QRSTFUV,*e
永昌、马忠学、马正杰、王耀清、马尚义、马芝轩当
{|Ze}~ZeZWZefgZeklT

达乡、胡川乡；１９５８年
月设张川镇人民公社；
ÚÖZ ÛuÖr-"'+ $ ９" %Ôsu§/ÀÜr
１９８１
-"+- 年１２月恢复镇建制，１９８４年后称张家川镇。
$ -( %ÝÞ§ßà-"+0 $±Åstu§P
２００３
１２ %×Öy§á×ØÙâÖyãstu
月撤乡并镇时，撤销上磨乡并入张家川
(,,) 年
$ -(
镇。将渠子乡的大地、圆树２
个行政村和张良乡的
§P äåæÖEçèZéê ( ëìMí>sîÖE
纳沟、上沟、大堡、杨店
个行政村并入张家川镇。
ïðZÙðZçñZ`ò 0４ëìMíyãstu§P

FUmV,P
选为副主席。

dnÒZN/px:nÒr
õ
9qrùsNtu
殖园区、清真食品加工园区；＂伊味思＂牌清真熟肉
vwHpxyz7{ |}~>x: T
系列产品享誉省内外，皮毛贩运和加工具相当规
P ßà ZfgZpq
模。建筑材料制造、餐饮服务、小商品批发零售等
UÖ4ãEVP
¦QZQZO
为城乡居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下辖东关、东街、西
ZOZOZZZuZZÙZn
关、西街、西夭、前山、查湾、赵川、堡山、阳上、园

&'()*+,6./01,2314 0
政协张家川县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
!"P !""+ $ ( % ($ &' ) % 日召开，出席会
) &(n+,0
议名。１９９８年２月２７日至３月３
!89 １０１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第八届委员会
!&! "P 0!op>1!45z7890
议委员
:;<=* FGHI4MNstuL5789
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政协张家川县第九届委员

(,," 年被评为＂天水市十大魅力乡镇＂。２０１０
$óôU
õ
¾¿öç÷øÖ§ùP (,-, 年，
$
２００９

辖¦３个社区，２９个行政村，１７２７６
) ëÜÒ(" ëìMí-$($.户，６５６２３
ú.'.() 人，其
/û
üý/þE $$2)3r ÿ!/þ
£ÎÏ ',$)(
中回族
５０７３２/
人，占总人口的７７．３？？？业人口

４６９００人，城镇人口
人。总面积
９０．８平方公
0."&& /"§/þ １８７２３
!+$() /P
ý#$ "&2+
%À
里，耕地面积６．１７
&'è($ .2!$ 万亩。生产总值
)*P IHý+ ５．４亿元，粮食
'20 ,-./
总产量１３０９．５
ýH0 !)&"2'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À1 ÿ/234ã２８４０
(+0&元，
-
Ç56Æ $3P
ª789:;<=>?@ABCD
同比增长
７？？境内有伊斯兰教哲赫忍耶门宦活动
中心宣化岗拱北和南川道堂及清真西大寺、清真
£EFGHIJ>¶uKLMNOçPZ N

东大寺、清真后寺等宗教活动场所，还有景色宜人
QçPZN±PqR<CDSTU8VWX/
的东峡水库。全镇逐步形成了蔬菜、畜禽养殖、林
EQY¿ZP [§\]^K4_`ZabcdZ
果、清真餐饮、劳务输出等支柱产业，建立了东峡
eZNfgZhi+q¯jH!ßÓ4QY
灌区蔬菜产业示范园区、中部工业园区和畜牧养
kÒ_`H!lmnÒZ £«:!nÒ>aoc

êZÙuZÕuZPZZZ¶uZÙâZ`
0P FGW UV,*e{|Ze}~ZeZ
会。选举王具录为主席，马永昌、马忠学、马正杰、
树、上川、袁川、孟寺、崔湾、瓦泉、南川、上磨、杨
uZðþZ ZZYþZjZ¡tZtZç
QZe!"sKZUmV,P
李俊杰、马国缤、张成林、麻世苍为副主席。
川、沟口、背武、赵阳、峡口、下仁、刘家、崔家、大
&'()*+,7./01,2314 0
ZïðZ`ò (" ëìMí§M¢QíP
政协张家川县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 堡、纳沟、杨店２９
个行政村，镇政府驻东关村。

议名。２００２
!"P (&&(年
$ １１月１１
!! % !!日至
&' １５日召开，出席代表
!' &(n*+,-.
２００
(&&多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第九届委员会工作报
/P 0!op>1!457890:;<
告和提案办理情况报告等，选举产生了政协张家
=>?@ABCD<=q* FGHI4MNst
川县第十届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选举李栋一为主
uL57890>890 FGQUV
,e!ZsKZZsZuUmV,P
席，马国缤、张成林、毛巧莲、张江、赵川平为副主席。
&'()*+,72./01 ,2 314
政协张家川县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东关村
9:; 张家川镇政府驻地。位于县城东部。
stu§M¢èP ¨©LQ«P
２０１０年，有７个村民小组，６７２
(&!& $ 8 $ ëíJ.$( 户，３０７４人，党员
ú)&$0 / £9
６９
多万元，粮食总产量
." 人。村级集体积累
/P í¤¥¦§¨ ２００
(&& )-
©/ýHª
５３．４９
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３２００元。建材业、
')20" )À1ÿ/«34ã
)(&& -P ß!Z
cd!Zx:!U¯jH!¬±ßÓ4²ëß
养殖业、加工业为支柱产业，先后建立了两个建材
Z®¯x:Z°±x:Zc²SqíA³!
厂、综合加工厂、淀粉加工厂、养鸡场等村办企业，

0!"P (&&$ $ ! % . &'１０日召开，出席代表
-, &(n+,-.
会议名。２００７年１月６日至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P 0!op>1!45789089
１３６
0:;<=Z ?@ABCD<=>89?@1
会工作报告、提案办理情况报告和委员提案审查

$H+ １２００多万元，上缴税金
!(&& )-Ù´µ¶ )&
)-·ï¸
年产值
３０多万元，吸纳劳
Dø ２８０多人，年人均增加收入近
(+& /$/«6x4ã¹ '&&&
-P (&&)
动力
５０００元。２００３
$í£¯«óôUº»z
õ
6¼ù½¾£¯«P
年村党支部被评为甘肃省＂五好＂红旗党支部。

<=op>4L/MZL/ZL
报告，听取和讨论了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

西关村１
<:; !" 张家川镇辖村。位于县城西部，
stu§¦íP ¨ ©L O« 

(&!& $8 0 ëíJ)'0 ú!.+! /¿ë
２０１０年，有４个村民小组，３５４户，１６８１人，是一个
3ÎÏÀíP Áè(§ １１９８
!!"+ *P
ÂÃVÄc
7890JK/9P QTFUV, sK
一届委员会组成人员。李栋一当选为主席，张成
纯回族聚居村。耕地面积
亩。经济主要以养
/ ¡:;<=q FGHI4LMN5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选举产生了县政协第十

林、张江、马生贵、马中华、马玉琴当选为副主席。
ZsZeI¢Ze£bZe¤¥TFUmV,P
张家川镇
()*8 张家川县辖镇。位于县境中部，牛
stuL¦§P ¨©Lª£«¬

殖业、运输业、餐饮业和商贸服务业为主。在滨河
d!Z~i!Zfg!>Å!UVP µÆ®
路北实施了西关村养殖小区建设，建成双列式牛
ÁJÇÈ4OícdÒßÔ ßKÉwÊ¬

®¯°±u®E²³´¯µ§¶·¸P /),'线、
¹Z
头河支流后川河的两条分支在镇南交汇。Ｓ３０５

舍
３４００ %]P
平方米。以清真面食炒面、锅盔为主
Ë１７
!$ 栋
 )0&&
ÄN(/Ì(ZÍÎUV

庄（浪）天（水）公路穿境而过。张家川古称长家川，
º»¼½¾»¿½ÀÁÂªÃ3P stuÄÅÆtu
sZÆÇÈÉ"P ÊË$»-")0年）１２
$½-1 月，
%
张、长同韵，故名。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

的餐饮业从业人员
万
Efg!Ï!/9４５０
0'& 人次，人均年收入
/Ð /«$4ã １．２
!2( )

(&& /$4ã !&&&
-P |}~!Ï!/9２００人，年收入
元。皮毛贩运业从业人员
１０００ )
万
ÌÍsu§P -"') $
-P ÿ$/«34ã ２７６０
$ %stuÎÏÐÑÒKÓ
($.& -P
µÑÿíßÔ£
始置张川镇。１９５３
年７月，张家川回族自治区成立
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元。在新农村建设中
后，设张川区，辖张家川镇、袁三乡等
乡； 建成了集村委会办公、村民居住为一体的＂城中
§ "９ Ör
£
±ÔsuÒ¦stu§ZÕËÖq １- 镇
ßK4¥í80AÀZ íÒU¦Eõ

#$% !
－! ５４２－

+ ,
县区

村＂，建筑面积
!"#$%&' ８６４０平方米，分平房区、楼房区，共
!"#$ ()*#+(,-./,-#0
安置失地农户和征地拆迁户
２１６6;
户；建成村办幼
$<!=>
1234567849:6 %&"
儿园１处，建筑面积６１０
?@ & A#$%&' "&$ 平方米。建成占地６亩、
()*B $<C4 " D.
建筑面积
平方米的村组织活动场所，还建成
''$ ()*E!FGHIJK#
L$<
$%&' ９９０

的天（水）平（凉）铁路过境。樊河自东北向西南流
EXYä(mänri oýòi ps_
入清水牛头河汇入渭河。秦昭王十四年（前
%')
J|YqrýsJtýi }uvÝ¥T ê ２９３
年），昭王命大将白起筑弓门堡。北宋太平兴国二
Tä#uvw¦ùxy%zLYi
{|(}¤~
年（９７７年），筑弓门寨。民国初年始改＂弓门＂为＂恭
T'** Tä#%zi $¤T

zLW


DENOPJ7C4４２
#% 亩的农贸中心。
DE5QRSB 门＂，１９５３年张家川回族自治区成立后设恭门区。
L-i
C4M #亩的休闲广场和占地
L#&'() Tjklðñò^-<õ
占地约４

２０１０年被评为天水市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天
%$&$ TUVWXYZ[\]^_`abcd.X

１９５６年
月撤销恭门区，设恭门乡。１９５８年９
&'(" T１０
&$ éóô
L-#
L÷i &'(! T '

YZe$_`fghi
水市党建工作示范点。

月，改为恭门人民公社。１９８３年
é#W L%$zöi &'!) T１２
&% 月，改为恭门
é#W L

!"# 张家川县辖镇。位于县境西部，镇政
jklmnoi pqmrstuo] 乡。２００２年７月撤乡建镇，改为恭门镇。２００３
÷i%$$% T * éó÷$o#W Loi%$$) T
&%
龙山镇
年１２

府驻地距县城１５
公里，为清水
、秦安、庄浪) ３县交
z{uW|Y.}1.~
m
vw4xmy &(

月撤乡并镇，将张良乡的阴山、袁家
、张巴、海河、
éó÷øo#ùj÷E½.k.j.ý.

4u 4 Rtu 4i X
¨½.ý. * ¹"]!øJ Loi %$&$ T#
会地带，地形南北高而中部低，呈带形谷地。天
毛山、袁河、仁湾７个行政村并入恭门镇。２０１０年，

Y~

zj

kl}

1zri
¹"]!#&)* 个村民小组，５９１０
¹!$F#('&$ 户，２６６３７
6#%"")*
（水）庄（浪）公路、张（家川）秦（安）公路穿境而过。 辖n２７%* 个行政村，１３７
１９９６
&''" 年被列为甘肃省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也
TUWyohou

人，其中农业人口
人，回族１３５４０
人。生产
%#ÂR5»%Å ２５９２２
%('%% %#ðñ
&)(#$ %i
ÙA

Zfg$ o¡¢; £¤¥¦§¨c©
是省市文明示范建设镇之一；全国四大皮毛集散

&B４２１６．３５万元，粮食总产量
#%&"+)( (D# ²³&AE１０１３．７４万公斤，
&$&)+*# (zF#
总值

地之一，有皮毛、百货、干鲜果、蔬菜、粮食
、建材、
4¡¢uª§¨«¬®¯°±²³$´

%)*' 元。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
Di ²³`)]a.+*
5$%GHIJ２３７９
农民人均纯收入
为主，经济作物有蚕豆、胡麻。境内有成片森林和
Wç#/0`)ª.12i rª<7
灌木林，矿产资源有铁、铜、银、金、石英石、硅钙、
µ#A¸ªn......
水晶等。昊峰集团、陇兴公司落户境内。矿产业、畜
Y.i  c¡.Ä}z¢£6ri A».¶
牧业、商贸流通业和交通运输业为支柱产业。恭门
¤».^Q_`»7`9=»W?@A»i ¥L
ÔcZW£m¦Ð¦cZi ò２０００
%$$$年开始，在南
T§#Ã
街集市为全县第三大集市。自
&&$$ 亩，现已绿树成荫。境内古
D#®ªû<¯i r°
½¨©ª«_¬１１００
山实施绿化工程
±ª¤k¢²)³´µ¶4 & A# ²)µ
迹有国家一级文物汉碑保护地１处，省级文物保

木材、畜禽、农资
个专业市场。龙山镇原名断山
µ´¶·5¸ ! ８¹º»ZJi
¼½o¾¿À½
oB ÁÂ½ÃÄÅ¡ÆuÇÈRÉuÊËÌ½ÍÎ
镇。因其山在陇口之冲，截然中止，不与众山相连

而得名。三国时期著名的街亭之战就发生在龙山
Ï¿B Ð¤ÑÒÓ¿EÔÕ¡Ö×ØÙÃ¼½
镇与秦安县陇城镇之间。清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
年），
oË}1mÄyo¡ÚB |ÛÜÝ¥T&*#'
Tu
}1Þmßà!À½oW¼½oi áâãT
秦安知县蒋允煮改断山镇为龙山镇。嘉庆五年
"
&!$$ Täu }1Þmåæçè%yi &'() T
（１８００年），秦安知县孙是兰主持筑城。１９５３
年６
éêë}1mìnu íT *７月划归张家川回族自
éîïjklðñò
月前属秦安县管辖，同年
^-u ¼½-i &'(" T
éóô¼½-u ¼½
治区，设龙山区。１９５６
年 &$
１０月撤销龙山区，设龙山
oi &'(! T ' é<õ¼½zöu&'!) T &% éW
镇。１９５８年９月成立龙山公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改为

¶·p¸¹vºy»¼# $q³½EÓ¿E¾¿
护单位凰翔府故城遗址，建于汉代的著名的鞑靶

¼½÷u&'!# T %月改为龙山镇，２００３
éW¼½ou%$$) 年
T &%
龙山乡，１９８４年２
１２ éó
月撤

|½E¥L|ËÇ7ÌÍÇ.i KnsÎ.¥
清代的恭门清真南寺和双喜寺等。下辖西关、恭

À#Á$qÂÃÄTÚEÅÆÇÈÉÊÇ#Á$q
墙，修建于唐贞观年间的佛教寺院老庵寺，修建于

÷øouù¥)÷Eúû.üý.Îþ.¥).ÿl. 门、城子、傅川、柳沟、河峪、西坡、张窑、团结、杨
L.yÏ.Ðl.ÑS.ýÒ.sW.jÓ.¡[.Ô
乡并镇，将四方乡的榆树、马河、连柯、四方、韩川、
!½
"
¹"]!ø#¼½oi
%$&$
T#n
%$
¹"
W.2Õ.2½.ý
.Ö.×.°Ø.¨Ù.X
李山 ６个行政村并入龙山镇。２０１０ 年，辖 ２０个行 坡、麻崖
、麻山、河北、许湾
、梁湾、古土、毛磨、天

政村，１０６
]! #&$" 个村民小组，１
¹! $F #& 个社区，７２７５
¹ö -#*%*( 户，３７２４８
6#)*%#!
人，其中回族
１９８９８ %i
人。总面积４２．３平方公里，耕
%#ÂRðñ &'!'!
&&' #%+) ()z{#'
地面积
、玉米、马铃薯
4&'３．０９
)+$' 万亩，粮食作物有小麦
(D#²³`)ª*.+*.ü,等，经济作物有胡麻、葵花、油菜。种植业、皮毛贩
.#/0`)ª12.34.5±i 67».§¨8
9:_.;<=>W?@A»i ÙA&B１．７
&+*亿元，
CD#
运加工、劳务输出为支柱产业。生产总值
²³&AE ７１９．５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 (zF# 5$%GHIJ %*$$
粮食总产量
２７００
Di KnsL.MN.OP.Ô.
Ô.Qk. ý.
元。下辖西门
、芦塬、官泉、南街、北街、郑家、北河、
RN.sS.ÿl.¥).!½.üý.úû.Îþ.
冯塬、西沟
、韩川、四方、李山 、马河 、榆树、连柯、南
梁T.üUV.ûW.XY.sl
、马黑曼、树坡、汪堡、西川%$２０¹"]!#Ôö
个行政村，南街社
-i
区。

河、海河
、袁河、袁家、仁湾、阴山、张巴 、毛山、灵
ý.ý.ý.k..½.j.¨½.Ú
Û.YÜ ２７
%* ¹"]!i
台、水池
个行政村。

西关村２
$(& !-恭门镇政府驻地。２０１０
¥Lo]vw4i %$&$ 年，有６个
T#ª " ¹
村民小组，２７２
户，１２１８人。耕地面积
１６６２亩，人均
!$F#%*% 6#&%&!
%i Z4&' &""%
D#%G
Z4１．３６
&+)" D#%GHIJ
Di 5`)]a.+
耕地
亩，人均纯收入 &*"$
１７６０元。农作物以小麦、玉
*Wç#;<=>.^Q_`.¶¤»WçÝA»i
米为主，劳务输出、商贸流通、畜牧业为主导产业。
)*& 恭门镇辖村。位于镇政府东部，距镇
¥Lon!i pqo]vit#xo
傅川村
RS ( z{iZ4&' )*!# Di%$&$ T#ª ! ¹!
中心５公里。耕地面积３７８４亩。２０１０年，有８个村
$F##&*
6#%$&" %i %GHIJ %%!$
Di !
民小组，４１７户，２０１６人。人均纯收入
２２８０元。村
ª¦Þ°½ßàáÙ#â>Ø¦Þ.n..ã
内有大量古代杵碓碾磨，曾出土大量石
、铁、铜、陶

$%& 龙山镇政府驻地。属纯回族村。２０１０
¼½o]vw4i ëHðñ!i %$&$
西门村

.5ä7åÑ½En¬æi çèé#ê!òë}
等农具和各时代的铜铁货币。据考证，该村自周秦

T# ª ( ¹!$F#)!!户，２０６０
6#%$"$ %#
Z4&'
年，有５个村民小组，３８８
人，耕地面积

汉时期即为村落，系纯汉族原住民。村内有老庵寺
³ÑÒìW!£#íH³ñ¾î$i !ªÉÊÇ
和金佛寺两处佛教寺院，有重建于明万历年间的
7ÅÇïAÅÆÇÈ# ªe$q(ðTÚE
戏楼一座。傅川小曲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传
ñ/¢òi ÐlóWZ²ô)õ«»A#ªö
薯，经济作物以冬油菜为主，年输出务工人员
８７０ 承人
人，有张家川＂花儿＂传承人１人；有民间
-#/0`)]c5±Wç#T=><_%d !*$
÷% ３６
)" %#ªjkl
4?ö÷% & %;ª$Ú
１１８０
&&!$亩。产业结构以种植业、劳务输出和商贸流通
Di A»[\]67».;<=>7^Q_`
为主，种植业以粮食作物为主，有玉米、小麦、马铃
Wç#67»]²³`)Wç#ª+*.a.üb

人，商贸流通重点以商品零售和皮毛加工为主。
%#^Q_`eh]^fgh7§¨:_Wçi
'%# 张家川县辖镇。位于县城以东，镇政
jklmnoi pqmy]i#o]
恭门镇
vw4xmy &# z{i &&' &*!平方公里，耕
()z{#Z
府驻地距县城１４公里。总面积１７８
4&' "+$)万亩。Ｓ３０５
(Di ,)$( 线横穿全境，正在建设中
jk£r#lÃ$ R
地面积６．０３

书画艺人
人，其中县级协会会员４人；还有从
øùú% １３
&) %#ÂRm²ûd
# %;Lªü
ýþÿ.!ú."#.$%&`.'(.E$Ú_)
事雕塑、根艺、盆景
、灯笼制作、剪纸等的民间工匠
7ú% ２０余人。在
%$ *%i Ã ２００６年天水市伏羲文化节上，
%$$" TXYZ+,«-.#
和艺人
Ðló/:Z²ô)õ«»Aµ¶012
傅川小曲参加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展

"#$ !
－! ５４３－

!"#$%
天水大辞典
演；有多幅（件）书画作品在省、市、县展出，个别作
¬êëD?rÿ {ÇNOP·¸4 êëQ
!"#$%&'()*+,-./0/123456+ 中药材种植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之一，种植独
活E５００
２５００元。旅游景点有石峡水库。
$5+ 亩，亩收益
4 R ($++
j STUV#¡g^Wj
,789.0:;<*=>?@)AB01C+D
品发表于省市报刊和画册；农家书屋被市县乡作为

EFGHIJK
活动典型推广。

ÐNL'/XÓ/Yv/</Z[/³g/8@/\
下辖张棉、田湾、庙川、和平、上蒋、东峡、周家、喜

刘堡乡
&'( 张家川县辖乡。位于县境北部，因境
L@M1NCK O91PQR4SP
Ó/wx/9Ü/]§
湾、马窑
、盘山、荨麻 66
１１ 5
个行政村。j
内有故刘家堡而得名。原属清水县管辖，１９４９年后
T#UV@WXYZK [\]^1_N4!"#" `a
曾设宣化区，辖刘堡、峡里等９乡。１９５８年８月并
bcdef4NVW/ghi " Cj !"$% ` % kl
mghC4n` " kopghqrst4&"'$
`(
入峡里乡，同年９
月改称峡里人民公社，１９６５年２
k4ugh/Qv/wx/yzist{R|}~
月，由峡里、北川、马窑、桃园等公社的部分生产队
!* koDVWCj
VWqrstj &"%) ` １２月改为刘堡乡。
组建成刘堡人民公社。１９８３年
*+!+ `4N !% 5 4%* 5 r4,-.(户，
4
２０１０年，辖１８个行政村，８２个村民小组，３４７２
/.+"& q4 １３７７８人，劳动力１０７２２
&,..% q4F &+.** 人。总
qj 
１７０９１人，其中回族

面积５８．１
３．３１ j
万亩。生产总
sh4 ,0,/
}
 $%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0% 万元，粮食总产量
4 ７４８．６５
.-%0'$ s4?r
值２６５４．８
万公斤，农民
*,"/ j PT#¡¢¡/£¤¥¡i
q m ２３９１元。境内有石灰石、硫铁矿石等
人均纯收入
矿产，有天麻、党参、柴胡等中药材。县办五星牧场
¥~4#¦§/¨©/ª«i¬j 1®¯°±²

!"#$%&
张棉驿乡一隅

*+) 张棉驿乡政府驻地。距县城
L'÷Cãäj å1ô ２５
($ s
张棉村
公

D³R６乡畜牧业基地之一。庄（浪）天（水）公路
' C´±µ¶·¸j ¹º»¼¦º^¼s½
为东部
h4L&v¼^&_¼s½`¾X¿j a (-"5
里，张（川）华（亭）公路横穿而过。土地面积
２４９０

穿境而过。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
、马铃薯为主，经 亩，退耕还林面积２７７．７
¾PX¿j +ÀÁÂ/ÃÄ/wÅÆDÇ4È
4bc: (..4. 亩。２０１０
j (565 `4#
年，有５$ 5ü)
个自然
济作物有胡麻、苹果；柳编、竹编较有名。下辖刘
É+À#«§/ÊË>ÌÍ/ÎÍÏ#Zj ÐNV
4$ 5 r4(($ 465%'
d¸5çe
村，５个村民小组，２２５
户，１０８６q4
人，是一个回汉杂
W/xÑ/ÒÓ/Ô@/ÕÖ/¯°/×Ø/ÙÓ/g
堡、窑儿、罗湾、王家、芦科、五星
、郑沟、赵湾、峡 居村。小麦、马铃薯和中药材种植为主要收入来源。
4 j Â/wÅÆ<¬êëDÇN mf+j
h/ÚÛ/ÔÜ/Ó/ÝÜ/Þzßà@/Ä@/á
里、冯营、王山、小湾、李山、梨园、董家、米家、杜
5 q m１５４３
6$-)元。年劳务输出
j `ìí3４６２
-'(人次。
qgj
全村人均纯收入
@/â@ １８
/% 5
j
家、高家
个行政村。

-.( 张家川县辖乡。位于县城西南，乡政
L@v1NCj O91ôJh4C
胡川乡

&') 刘堡乡政府驻地。距县城
VWCãäj å1æ８ %公里。
shj
刘堡村

２０１０年，有９个村民小组，４５７
*1!+ `4# " 5 r4-$.户，２０５０
4*+$+ 人，汉族人
q4çq
口占
亩，年人均纯收入
２６８０
èé ９９？？耕地面积３１９０
""2j  ,!"+
4`q m *'%+
元。以种植业为主，劳务输出为支柱产业。村内有
j ÁêëµDÇ4ìí3Dîï~µj
T#

水泥厂、利民建材厂２
^ðñ/òrñ *个民办企业。
5r®óµj

张棉驿乡
*+,( 张家川县辖乡。位于县城北部，因
L@v1NCj O91ôQR4S
汉朝在此设过驿站而得名。庄（浪）天（水）公路穿
çõ-öc¿÷øXYZj ¹º»(¦º^(s½¾
越境内。原属庄浪县管辖，１９５３年
７ kúûL@v
月划归张家川
ùPTj [\¹»1_N4!"$, ` .
回族自治区，隶属宣化区刘堡乡管辖。１９５４
年增设
üýf4þ\defVWC_Nj !"$- `ÿc
L!÷C4þ\defj !"$% ` %月并入峡里乡，
klmghC4
张棉驿乡，隶属宣化区。１９５８年８
n` " koDghstj !"'! `１２!*月分置峡里、
k|"gh/
同年９月改为峡里公社。１９６１年

ãäå1ô１２
6( 公里，平均海拔
sh4 ij１８２０
6%(5 米，Ｓ３０５
Ä47)5$
府驻地距县城
k/¹&»¼¦&^¼lms½<av1`¾5Pj
线、庄（浪）天（水）二级公路和后川河横穿全境。

１９４９
年张家
6"-" 年置乡，属清水县张川区管辖。１９５３
`"C4\]^1Lvf_Nj 6"$) `L@
vüýfna4oc«vCj 6"$% ` % k4
川回族自治区成立后，仍设胡川乡。１９５８年８月，
`１２
6( 月设胡川公社，
kc«vst4
«vClmLvpj 6"'6年
胡川乡并入张川镇。１９６１
6"%) 年
` １２
6( k
o D « v C 4(55) `
qCl
１９８３
月改为胡川乡，２００３
年 6(
１２ k月撤乡并
p4 rOsC{tu/ aÓ ( 个行政村并入胡川
5 lm«v
镇，将渠子乡的深坷、后湾２
Cj (565 `4N 6' 5 4"( 5 r4)$-$
乡。２０１０年，辖１６个行政村，９２个村民小组，３５４５

户，１６７８３人，年均劳务输出
６０００多人。总面积
６５
46'.%) q4`ìí3 '555
vqj  '$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sh4  ４．１万亩，其中粮田面积
-46 4 w ３．５
)4$
j ~ %("4() 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s4?rq m
万亩。粮食总产量８２９．２３
(6%5 4$@´xy .-55头（匹）。粮食作物有小
z&{¼j +À#
２１８０元，大家畜存栏７４００

wx/L!÷stj
!"'$ `
马窑
、张棉驿公社。１９６５
年 *２ k4L!÷st#w
月，张棉驿公社与马
xst{R|}~$%l4&L'÷qrstj
窑公社的部分生产大队合并，称张棉驿人民公社。
}
麦Â/ÃÄ/wÅÆi4ÈÉ+À#«§/|Aij
、玉米、马铃薯等，经济作物有胡麻、油菜等。特

１９８３
１２月改为张棉驿乡。２０１０年，下辖１１个
!"%, 年
` !*
koDL'÷Cj *+!+ `4ÐN !! 5

色农业、草食畜牧业、石料开采业
、餐饮服务业、蔬
ìµ/
~?µ/´±µ/¡µ/
菜种植业为其五大产业，形成了＂川区蔬菜硖谷
êëµD¯$~µ4 
vf7
¡4Zb¬4Øìê{~µ
石，梁上退耕中药材，三沟劳务育良种＂的产业格
#)#0/# 万公斤，农
s4?
 (4'% j ~４３４．１４
4ntu%/ñ/
地面积２．６８万亩。粮食总产量
局，建立了深坷综合养殖场、碗筷消毒厂、甘肃牛
民人均纯收入
rq m１９３７
/"). 元。张棉驿乡自然资源丰富，
j L'÷Cü)*+,-4
qµ´±µ#s 4 s½¡kn - 5¡
人伟业畜牧业有限公司，公路沿线建立了４
个石
境内的石灰石、石英石、硫铁矿石等有一定的储
PT{¡¢¡/ ¡.¡/ £¤¥¡i#¸/{0
¢£> Ô¤i ¥s¦§$¨©}
料加工场；王安等村建成无公害塑料大棚蔬菜生
量，河地沙砾资源居全县第一位。东硖
、周家、盘山 产基地。全乡建立劳务基地
4123*+4516¸Oj ³7/8@/9Ü
~¶j 5Cnì¶１０
65 个，以＂伊香拉面
54Áª«¬
林区生长有天麻、党参
、柴胡 、半夏 、黄芪等中药 师＂为主的餐饮服务队走向了全国各地。＂十一五＂
:f};#¦§/¨©/ª«/<=/>?i¬
DÇ{ ì®¯5°Kj
±¸¯
5 {
43~@A/ÜBi:C~,j Dwi " ９个村的
材，出产蕨菜、山货等林副产品。先马等
64( ·qg4
µ¶ÈÉ m
²³ìí´µ¶ １．２
期间劳务输转累计
万余人次，累计经济收入
ÂE/ ÌFÍG,HIJQKj +ÀÁ ４０００余万元。境内倒淋堡自然村有倒淋堡岩。下辖
麦秸、柳条编织品远销西北各地。粮食作物以小
-555 ·jPT¸¹Wü) #¸¹WºjÐN
麦Â/LM/wÅÆDÇ4ÈÉ+À#«§/$>ij
、蚕豆、马铃薯为主，经济作物有胡麻、大黄等。 张堡、潘峪、刘塬、祁沟
、窑上、柳湾、胡川、宁马、仓
LW/»¼/V½/¾Ø/xZ/ÌÓ/«v/¿w/À

行政村，５８个自然村，２２２９
4!!,*% q4
 4$% 5ü( 4***" 户，１１３２８人，其中回族
６７６２
４５６６人。总面积
平方公里，耕
'.'*人，汉族
q4ç -$''
qj ９４．９
"-3" sh4

! !"" !
－４４－

1
县0 区

下、蒲家、夏堡、王安、前梁、阳山、深坷、后湾
１２)&月改为大阳乡，２００３
１２ ¦
月撤
ç )-'* >
!"#$%&'"()"*+,-.,/0,12 !"１６个
3 公社。１９８３年
¤¥-:&$$* 年
> )&

4567
行政村。

张堡村
!"# 胡川乡政府驻地。２０１０年底，有７个
89:5;<=7 #$!$ >?@A % 3
村民小组，２８８户，１１８８人。耕地面积２０３１
K@L
6BCD@&'' E@()'' FG H=IJ &$*)亩，粮
QRS@TBFUVWX &.'$
YG
MNOP &+,'-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食总产量２０．８９
２４８０元。

木河乡
$%& 张家川县辖乡。位于县城中部偏西，
Z[9\]:G ^_\`abcd@
:5e<=f\`１０
)$ 多公里。地处园树梁西侧，
gRh7 =ijk+dl@
乡政府驻地距县城

乡并镇，将渠子乡的水滩、下渠、东沟、双庙、吴家、
:§¨©:ªi,!©,zx,jk,l$,
高沟、寨子、陈阳８个行政村并入大阳乡。２０１０年，
Þx,m,n- ' 3456§X-:ç &$)$ >
辖]２４个行政村，９５
&. 3 4 5 6 -/个村民小组，５０５２
3 6 B C D /$/&户，２５５５７
E &///%
人，其中回族１５３５０人，占总人口的
６０．１？？总面积
Föa )/*/$ FoNFpª "$,)0çNIJ
５５．１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 ´µh¶=IJ ３．９５万亩，其中粮田面积
*,-/ QKöaLqIJ
'/*. Kmrst<=;.sç LMNOP '/&,+*
８５３４亩，属温带半干旱浅山区。粮食总产量８５２．０３

２５２８元。经济发展主要
mno+pqrs7 tuvwxyz{d|}~ 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QSTBFUVWX &/&'
Yç ÅÆðuvw
属黄土梁峁沟壑区。境内木河沟由东向西延伸至
龙山镇，形成狭长谷地。１９５０年前在木河店子村设
.@ =G )-/$ >*vw6
立木河区，属清水县管辖。１９５３年７月成立张家川
vws@m\]G )-/* > % Z$9
回族自治区后仍设木河区，辖木河、松鹤、东沟、许
svws]vw,zx,
湾、王家、川王、小河、大阳８乡。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划归
2,($,9(,Cw,- ' :7 )-/' > )$ 
.@)-"& > )& @ .¡¢@v
龙山公社，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又从龙山公社分出，设木
¤¥v£:@&$$* > １２
)& 
£G )-'* >１２)&月改为木河乡，２００３年
河公社。１９８３年
月
撤乡并镇，将渠子乡的上渠、八卜２村并入木河
¦:§@ ¨©:ª«© ¬ & 6§Xvw
乡。２０１０年，辖
１３个行政村，６９
个村民小组，４５个
:G &$)$ >@] )*
3456@"- 36BCD@./
3
自然村，３８７８
户，２００２８FU¥
人，均为回族（为全县２个
®6*'%' E&$$&'
¯¥°\ & 3
纯回族乡之一）。总面积４３．３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V:±²³7 NIJ .*,* ´µh@¶=IJ

以种植业、养殖业
、林果业、劳务输出为主，还有中
xÚê·,åæ·,yB·,z{|¢¥vÐAa
}~ÚêýjÛÄO·ç ÑBjIJ
药材种植和双孢菇栽培等特色产业。苹果园面积
"+++ Kç , , YÑBÍÌ
６０００余亩。红星、红冠、红元帅苹果色鲜味美，畅销

省内外。２００４年后，利用＂龙头企业＋协会＋农户＂

E· 1  2 TE
+uç &++. >1A
ªµÔjO×= １４０亩，建成投产菇
!.+ KÔO
的方式，建立双孢菇生产基地
!+*座，菌床面积４．６
IJ .," Q´µ½ç3>´U
棚１０３
万平方米。每个菇棚年平均

收益
W７０００元，基地年总产值
%+++ Y×=>NO¸ ７０多万元。下辖小阳、
%+ gQYç !]C-,
-,c.,x,a0,, ,-x,¡l,+
大阳、南山、刘沟、中庄、豁岘、汪洋、阳沟、候吴
、梁

堡、河李、闫庄
，太原、刘山、下李、阳湾、双庙、东沟、
¢,£1,£0,¤¥,.,!1,-2,jk,zx,
!©,Þx,i,l$,m,n- &.
下渠、高沟、水滩、吴家、寨子，陈阳
２４3456ç
个行政村。

*,) QK7 T·NO¸ ３３６５．９
**"/,- QY@
LMNOP
３．１万亩。农业总产值
万元，粮食总产量
").,-& QS@TBFUVWX &"$$ Y7
T¹º
６１４．９２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６００
元。农作物
AC»¼½¾¿ÀÁÂÃ»Ä@ÅÆ¹
有小麦、玉米、马铃薯、糜子、谷子、荞麦等，经济作
ºA8ÇÈÉÄG v£qÊOË@3ÌÍ@°
物有胡麻、蔬菜等。木河沟盛产杏，个大味鲜，在全
\ÎAÊÏ@ÐOÑÒÓÄG ÔA & 3ÕÖÈ
县享有盛名，还产苹果、梨等。建有２个无公害蔬
É×=. 3ØÙÚÛÜ×=ÝÞ.,!ß,àj
菜基地、４个优良种子培育基地和高山、下庞、桃园
Ä / 3áâãäåæ×=ç èéÚêëìíî ０．８
$,'
等５个牛羊示范养殖基地。累计种植各类牧草
QKç ïí·NO¸８４９
'.-万元，果园面积
QY@ÒjIJ */."
K@
万亩。畜牧业总产值
３５４６亩，

年水果产量
年在木河乡桃园
>ÒOP １０３．６万公斤。２００６
)$*," QSç &$$" >v£:àj
村发现了马家塬遗址，在其墓葬中发现了战国中
6ðñò¾$óôõ@ ö÷øaðñòùúa
ûü÷øýþ¾ÿ ¢oòPùú!ü"#$
晚期墓葬和车马坑，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珍贵文

物，为
２００６ >°ú%&'(ðñ±²)*¥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被列为
º¥ &$$"
+,$º-./^ç :5e<6!]0£,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乡政府驻店子村，下辖庄河、
1x,,2$,¾3,!ß,Þ.,4©,àj,3
李沟、店子、毛家、马坪、下庞、高山、杜渠、桃园、坪
(,5v,«©,¬ )*
王、秋木、上渠、八卜
１３ 3456ç
个行政村。
'() 木河乡人民政府驻地。张（川）秦
v£:FB5e<=ç Z ¯9³6
店子村
¯)³ 7869: m;.<=s >?@Aç
（安）公路穿村而过，属浅山干旱区，交通便利。
&$)$ >? A " 36BCD& 3®6*%*户，
E
２０１０年底，有６个村民小组，２个自然村，３７３

!"#$%
大阳乡一角
,-) 大阳乡政府驻地。位于县境西部干
-:5e<=ç ^_\tdb<
小杨村
旱山区，距县城
２３hç
公里。２０１０年，有６个村民小
=.sf\` &*
&+!+ >A " 36BC
组，３３４户，１５５９
人。耕地面积１６００亩，其中粮田
¶=IJ !"++ KöaLq
D**. E!//- Fç
IJ １４４６
!.." K
¦q IJ !!++
ç LMNOP
面积
亩，梯田面积
１１００ K亩。粮食总产量

４０．５３
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５００元。产业结构
.+,/* QSTBFUVWX
&/++ Yç O·§¨
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种植业以粮食作物为主，
xÚê·ýåæ·¥vÚê·xLM¹º¥v
A¼½,C»,¾¿À©ÅÆ¹ºxª«É,8Ç¥
有玉米、小麦、马铃薯；经济作物以冬油菜、胡麻为

主。养殖业主要以养牛和养羊为主，存栏大家畜
vç åæ·vwxåáýåâ¥v CD$ï

)-'$ Fç ¶=IJ &*"'亩，果园面积
KBjIJ "$
Kç LM
１９８０人。耕地面积２３６８
６０亩。粮食

*!+ Eâ ２００只。年输出务工人员
&++ Fç >|¢{¬F .!+
Fz{W
３１０头，羊
４１０人，劳务收

QSFUVWX )'-'
Yç $ï
NOP "),*'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总产量６１．３８
１８９８元。大家畜

*+ QYç
入X３０余万元。

存栏
１５０ Fç
只。境内有仰韶文化遗存店子
CD１００头，羊
)$$ Eâ )/$
tuAGH$IôC

./& 张家川县辖乡。为张家川县两个纯
Z$9\]:ç ¥Z$9\®3V
川王乡
:±²ç ^_\`d\\Ie0¯\°±
回族乡之一。位于县城西北，北面与庄浪县接壤，
mZ$9\ab+pxr<=.sç =¥zd
属张家川县中部梁峁沟壑干旱山区。地形为东西

遗址，出土了勾叶圆点弧三角纹曲腹彩陶盆及凿、
ôõ¢oòJKLMNOPQRSTUVWX,
石斧等石器。１９８８
YZÄY[ç )-'' 年秋出土了北魏千佛造像碑。
>5¢oò\]^_`abç
大阳乡
*+& 张家川县辖乡。位于县城西南。１９５３
Z$9\]:ç ^_\`dcç )-/*
>*b¡60\]db¡6)\
年前，大部分村庄归清水县管辖，少部分归秦安县
]ç )-/* > % -:)-/' >
管辖。１９５３年７月设大阳乡，１９５８
年８' e
月与松鹤

ç ¥m\v£s]!-/* > % 
狭长形。原属清水县木河区管辖，１９５３年７月划归

张家川回族自治区，１９５５
年 !&
１２ ¦s§:
月撤区并乡，将小
¨C
Z$9s!-// >

£:§X9(:²Is]ç !-/' > - !
河乡并入川王乡，划归宣化区管辖。１９５８年９月下
:,($:f§g-:h> - ¤¥- 旬划归龙山公社，１９６１年
乡、王家乡合并，仍称大阳乡，同年９月改为大阳
³.!-"! >１２
!& 月又分设川王公社，
¡9(

!"! !－
－! ５４５

天水大辞典
!"#$%
１９８３
!"#$ 年１２月改为川王乡。２０１０年，辖１６个行政
! %& "#$%&'( &'!' !)* !( +,-

周王令猥造像碑。乡政府驻石川村，下辖石川、赵
2&34567R '-§¨8%./*8%lã

村，７１
个村民小组，３１０１
户，１７３９６
. 0 1 2 /$%'% 3
/%)$"( 4人。总面积
( 567
. /)% +
４１．０８
万亩，其中粮田面
*%+',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89:;/<=67 ３．０３
$+'$ >?/@ABC6
积7２．７６
亩，种草 %)"'
１７９０
&+)( 万亩，退耕还林面积
>?/D<EF67 ２９５４．８
&"-*+, ?/GH
亩。粮食总产量
２３６０
?( BI5JK７０４．８９
)'*+," 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L/4MNOP &$('
元。蔬菜产业为支柱产业，产值占全乡农业总产值
QR STJU$VWJU/JXYZ'[U5JX
\]^_`R GaUbcdZefghijklZ
的三分之二。种植业主要以全膜双垄沟播玉米、全

沟hlHlnÝléhl¤ÛlÇl¤l9:lÅ
、草湾、马堡、韦沟 、西山、东庄、西庄 、黄花 、新
义、东山、庙湾、八杜、西台、小庄、上河、上豆
ÆlÇÛl;lÌÍl¤<l1l=}l=> %)１７个
+
,-.R
行政村。
,-. 马关乡政府驻地。２０１０年，有２
n¡'-§¨=R &'%' !/ & +®
石川村
个自
然村，５个村民小组，３４０
户，１８９１人，是一个回汉
¯./- +.012/$*' 3/%,"%
4/ °±+²?
@µ.R [04MNOP２６００
&(''元。村内交通便利，
QR .)ABCD/
杂居村。农民人均纯收入

e1mlnopq$b/rsJtulvqwu/x
Z6Eÿz1«%xÜFå#5GH/ IÂJ
膜小麦、马铃薯等为主，并出产苹果、梨等水果，建
全面完成了小城镇建设综合改造工程，硬化道路

立了以冯家、小河
、川王 、铁洼 、峡口等- .$
５村为重点 ６７０６
yzd{|l1}l%&l~lq
()'(平方米，砌筑排污排洪渠
89k/KLMNMOP ２１５６
&%-( 米，建成农贸
k/xÿ[Q
的双垄沟播玉米千亩种植示范基地和无公害标准
TR
\fghijk?Ga =: 综合市场１
FåRS %处。
化蔬菜生产示范基地。养殖业以养牛、羊为主，大
连五乡
STJ =R Udl$b)
/0+ 张家川县辖乡。位于县城西北，乡政
¼|%ª*'R ½¾ª«¤U/'家畜存栏
２５６３头、羊１２３１只。下
府驻地距县城
&,(' )@A &-($
l %&$% R 
$, 公里，北接平凉地区庄浪县盘安
:;/UV8W=ØXªYÓ
|２８６０头，其中牛
§¨=©ª« ３８
*~l{|l1}lnl%&ll&hll
'R
=TáâÃ/Ñ9¬ÃZh[Ø/\]^_R
Ð
乡。地处连五梁，属黄土梁峁沟壑区，干旱少雨。原
辖铁洼、冯家、小河、马达 Ｊ川王 、峡口、王沟、大庄、
.lll hl¡}l¢£l¤¥l¦
) "ÕÖ¼|%²
ÑÒÓªÚÛØÔ*/%"-$ !年７月划归张家川回
松树村、何湾、范湾、哈沟
、关河、毛寨、西崖、海湾 属秦安县龙山区管辖，１９５３
族自治县后，设连五、赵坡乡，仍属龙山区。１９５８年
³®×ªÙ/Üáâlãä'/`ÑÚÛØR %"-, !
+,-.(
１６%(个行政村。
８月划归马关乡，１９６１年
&'( 川王乡政府驻地。距县城
%&'-§¨=( ©ª«２７&)公里。
:;(
, "ÕÖn¡'/%"(% !１２
%& 月设连五公社，１９８３
"Üáâ:ç/%",$
小河村
年改为连五乡。２００８年建成连五梁饮水安全工程，
¬=67 &-''亩，退耕还林面积
?/ D<EF67 １４８６
%*,( ?(
&'%'
!#$áâ'R &'', !xÿáâÃawÓZGH/
土地面积２５００
亩。２０１０
年，有２个自然村，６个村民小组，２５６户，１４７８人，
家家户户通自来水。２００９
!/ & +®¯./( +.012/&-( 3/%*), 4/
||33B®bwR &''" 年率先实现了梯田化。
!cdefzgCR
°±+N²³´µ.( ¶$·±\1mnop
&'%' !/* %* +,-./(, +.012/$**- 3/
是一个纯回族聚居村。基本为单一的小麦和马铃薯
２０１０年，辖１４个行政村，６８个村民小组，３４４５户，
Q( !¸¹ºs *'$* 4»(
%(""" 4/@A²³ １１３０５人，占总人口的
%%$'- 4/Y54\ ((+-.R
Ga/4MNOP %(,'
种植，人均纯收入
１６８０元。年劳务输出４０３４人次。
１６９９９人，其中回族
６６．５？？
567 *&+) 89:;/<=67３．５２
$+-& 万亩，其中
>?/@A
总面积４２．７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BC67 ２．８４万亩，林草地
&+,* >?/FH= ()('
?R BI5JK
粮田面积
６７６０亩。粮食总产量
)&%+& >:L/[04MNOP
QR GaUl
７２１．２
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
２２５０元。种植业、
Ul¸¹ºs$]VWJU/BIhibc
养殖业
、劳务输出为三大支柱产业，粮食作物主要
j1mjk/klhinopjmTR n
有冬小麦和玉米，经济作物有马铃薯和冬油菜。在
áâlo|lèå $３村新建养殖场各一座，占地面
.ÅxSp±q/Y=6
连五、兰家、四合
!"#$%
小河村新貌

马关乡
)*+ 张家川县辖乡。位于张家川县西部，
¼|%ª*'( ½¾¼|%ª¤¿/
地形主要以两道梁（新义梁、东庄梁）、两条沟（窦
=ÀbcdÁÂÃÄÅÆÃlÇÃÈlÁÉhÊË
家沟、八杜沟）为总轮廓。原属秦安县管辖，１９５３年
|hlÌÍhÈ$5ÎÏ( ÐÑÒÓªÔ*/%"-$ !
７月划归张家川回族自治区后属龙山区管辖，设马
) "ÕÖ¼|%²³®×ØÙÑÚÛØÔ*/Ün
¡'( %"-- ! %& "#$nÝ'/%"-, ! , "Þn
关乡。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改为马堡乡，１９５８年８月将马
Ýlßàláâlãälâ9 - 'år/xyn¡'/
堡、天宁、连五、赵坡、五方５乡合并，建立马关乡，

同年９
月改为马关
"#$n¡:çR %",$年
! １２
%& "#$n¡
æ! "月改为马关公社。１９８３
'/&''$ !１２
%& 月，将四方乡的马堡、韦沟、东山
"/Þè9'\nÝléhlÇÛ $３
乡，２００３年

积7３２
５００ lo|
头、兰家 ('
６０
$& 亩，养殖规模
?/rs １０４０
%'*' 头（连五
Êáâ -''
头、四合
头，年销售收入
l èå ４８０头），年出栏６７０
*,' È/ !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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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４．５
&$*+- 万元。建成了兰家村养殖小区。下辖高庄、黄
>QR xÿzo|.1ØR *vl9
家、中渠、张家、中心、李家、三合、员家、连五、兰
|lAPl¼|lAwlx|l]åly|láâlo
|lz|lèål{ln| %*
+,-.R
家、陈家、四合、腰庄、马嘴
１４个行政村。
12( 连五乡政府驻地。２０１０年，辖
áâ'-§¨=R &'%' !/* *４个村
+.
高庄村
012/&$$ 3/%%$'
4/°±+N²³.R <=6
民小组，２３３
户，１１３０人，是一个纯回族村。耕地面
7 ２８１０亩，以小麦和马铃薯种植为主。有大牲畜
&,%' ?/d1mnopGa$bR }
积
$'' Ê~ÈR !4MNOP １６８５
%(,- Q/!¸¹ºs
３００头（匹）。年人均纯收入
元，年劳务输出
4»R
４００*''人次。

34+ 张家川县辖乡。位于县城西北。地处
¼|%ª*'R ½¾ª«¤UR =T
梁山乡
ßwRl8WRÁ=¼|%ªlÒÓªlXª $３
+.0 12 /-%"% 户，２８１９４
3/&,%"* 4/
@ A² ³ %)'$
个村民小组，５１９１
人，其中回族
１７０３ 天水市、平凉市两地和张家川县、秦安县、庄浪县
县交会之地。庄（浪）天（水）公路过境。境内丹麻
3/%'%&4/Y54\
$-+".R567
-%+89
户，１０１２５人，占总人口的３５．９？？总面积５１．５平方 ªA_=R ÊXÈßÊwÈ:J0R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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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行政村并入马关乡。２０１０年，辖
１７个行政村，９２

村，古为丹麻驿，是张家川通往庄浪
、平凉、宁夏的
./$/°¼|%B Xl8Wlà\
"$'+- 万公斤，
>:L/
:;/<=67 * >?/BI5JK９３０．５
公里，耕地面积４万亩，粮食总产量

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04MNOP$ ２５８０元。马关乡素有＂文化乡＂
&-,' QR n¡'ê
ë
ì'í
美誉，民间爱好书画、体育
、雕刻、剪纸的艺人较
îï/0ðñòóôlõöl÷ølùú\û4ü

主要驿站。原属秦安、庄浪县管辖，１９５３年７
月划
bcR ÐÑÒÓlXªÔ*/%"-$ ! ) "Õ
归张家川回族自治区后，设五方乡，属龙山区管
Ö¼|%²³®×ØÙ/ Üâ9'/ ÑÚÛØÔ

辖。１９５８年８月并入马关乡，１９６１年１２
*R %"-, ! , "rPn¡'/%"(% ! %& 月从马关
"n¡
多，已成功举办了４届乡镇书画展览。马关乡也是
ý/þÿ!"#z * $'%óô&'R n¡'(°
:ç^s/ÜÃÛ:çR %",$ ! %&
"#$ÃÛ'R
全县劳务输出大乡，年内共输转富余劳动力
８３６６ 公社分出，设梁山公社。１９８３年
１２月改为梁山乡。
Zª¸¹ºs'/ !)*º+,-¸./ ,$((
&'%' !/* %& +,-./)& +.012/$%"$ 3/
4»/¸¹OP -&''
>QR %")$ !/0)s¬z1
人次，劳务收入
５２００万元。１９７３
年，境内出土了北 ２０１０年，辖１２个行政村，７２个村民小组，３１９３户，
! !"# !－
－５４６

, 县区

１７０６１
８８４３人，占总人口的５１．８？？
!"#$! 人，其中回族
!"#$%& %%&'
!'()!*+ (!)%*, 包梁、马塬
a FWb ８% ¸s¢,
个行政村。
总面积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
３．０３56,
万亩。粮食
'+)' /012'34-.
78
)-.３９．３
)9: ５７１．７４
("!)"& 51;'
<=!>?@A ,$!% B,
总产量
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６１８元。

种植业、养殖业、劳务业为三大支柱产业。粮食作
CDEFGHEFIJEKLMNO9E, 78P
QRSTFUVFWXYZ'[\PQ]^R_`,
物有小麦、玉米、马铃薯等，经济作物主要有胡麻。

磨马村
'(# 平安乡政府驻地。位于平安乡东部，
/ábstuv, ¹º/ábçè'
总面积
１０．３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４２６６亩。２０１０
)-. !#)'
/012' 3v-. &,$$ 6, ,#!#
年，有６个村民小组，２５６
户，１０２８人。农作物以小
m'R $ ¸¢=SÀ',($ g'!#,%
!, <PQÂS
麦、蚕豆、马铃薯为主。养殖业以牛、羊养殖为主，
TF78FWXYK], GHEÂFGHK]'

１９４７头。村内有
全乡发展规模养殖户１１
多万 大家畜存栏
M÷icd１９８８头（匹），其中牛
h' ij9k ５００
(## l5
!+%% ªÉ\Ð',$ !+&"
ª, ¢nR
abcdefGHg !!家，畜牧产值
B'!>ijE@A (##
lB, mnopIJ!q 铁、铜等矿产资源。
TFUZW9X1,
元，人均畜牧业收入
５００多元。年内输转劳务人员
阎家乡
(### l!r'@A ２０００
,### l5B,
bstuvwR
)*& 张家川县辖乡。位于县城东南。坐落
Ò÷Ó»¤b, ¹º»¼çe, fg
５０００多人次，收入
多万元。乡政府驻地建有
农贸市场
、蔬菜百货市场，建有牛羊交易市场、二
º`¡ çh' ë³i¡Ç' vjklemLn
<xyzF{|}~yz'wRyzF
于麻山梁东侧，属高寒山区，地形呈不规则三角
层楼商铺，设立了步行街。完成灾后重建房屋１４２４
j'op%q¾rest×n'juvwv, x
 ', w !&,& 形，汤浴河从北向南流经境内，形成狭长谷地。阎
户，８９００
多平方米，解决了全乡一半群众住房困难 家为阎家店之简称，因阎氏客店而得名。１９４９
年属
g'%+## l/0V'ab
÷Kx÷Íyz{'|x}~Í, !+&+ më
问题。乡政府驻梁山村，下辖梁山、五方、阳洼、丹
, bstu ¡¢'£¤ ¡F¥0F¦§F¨ 清水县恭门区，设阎家乡。１９５３年７月改归马鹿区
ìæ»üýÇ'x÷b, !+(' m " ô!öWDÇ
í¤'!+(% m + ôAWD1ÿ'!+$, m ! ô
`F©ªF«¡F¬F®¯F°±F°²F³´Fµ¶
麻、斜头、岳山、吕湾、唐刘、杨渠
、杨崖、高营、樱桃 管辖，１９５８年９月并入马鹿公社，１９６２年１月与
¸s¢,
WD1ÿ'x÷1ÿ, !+%' m !,
ô'!K
马鹿公社分设，成立阎家公社。１９８３年
１２月，改为
沟·１２!, 个行政村。
梁山村
３５ │阎家乡。２０１０年，辖１４个行政村，６１个村民小组，
!"# 梁山乡政府驻地。位于县城西北
¡bstuv, ¹º»¼½¾ '(
x÷b, ,#!# m'¤ !& ¸s¢'$! ¸¢=SÀ'
公里处。２０１０年，辖５个村民小组，２２４
人，其中回族 "++"
７９９７人，占全乡总人
12¿, ,#!# m' ¤ ( ¸¢=SÀ',,&户，１２１１
g'!,!! ２１５８
,!(%户，１００２９
g'!##,+ !',$%&
!'(ab)!
人，耕地面积
亩。经济以种植业、养殖业、劳
!'3v-Á １９５５
!+(( 6,
[\ÂCDEFGHEFÃ 口的
-+７９．７？？总面积９１．５
"+)"*, )-.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012'3v-. ３．４９
')&+
务输出及服务业为主。建有养殖小区１处。粮食总
万亩，其中粮田面积３．１２万亩；林地
JoÄÅÆJEK], wRGHSÇ ! ¿, 78)
56',$7 -. ')!, 56=v ２．７万亩，草
,)" 56'L
9:３６．９６
'$)+$ 51;'!>?@A
B, ÈÉÊË 地２．９９万亩，其中天然林场１．７
v ,)++ 56',$@A=z !)" 万亩。粮食总产量
56, 78)9:
产量
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
２２００元。孔（庄浪
(!!)(! 51.'!/?@A !,%$
B, ]^CDS
»ÌÍÎÏ·¢ÐÑÉÒhÓ»Ô¡ÎÑÓ¢Ð1 ５１１．５１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县朱店镇孔沟村）韩（张家川县龙山镇韩川村）公
１２８６元。主要种植小
TF78FWXYF_`ðUV'tPQÂM`F
ÕÖ×' ¡<xyzwº¢Øn, Ùw{|}~
路过境，梁山农贸市场建于村域内。新建蔬菜百货
麦、蚕豆、马铃薯、胡麻和玉米，经济作物以大麻、
yzFyzFÚÛyzÜ ! ¿'ÙÝLÞ 中药材种植为主。畜牧业、劳务业为支柱产业，种
$OÛCDK], ijEFIJEKNO9E'C
市场、牛羊交易市场、木材市场各１处，新修三合
路１条，主街道安装路灯
２０００ 植一年生牧草
,# 盏，铺设人行道
ä'!à ,###
'###亩，紫花苜蓿
6' !###
Ùþ
Õ ! ß']àáâÕã２０
DmHjL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 6,
亩。新建专
l/0V'wåæ±７００
"## 多米。
lV,
多平方米，建排水渠
$%& 张家川县辖乡。位于张家川县东北
ÒhÓ»¤b, ¹ºÒhÓ»ç¾
平安乡

部，乡政府驻地距县城１４
公里。原属清水县张川
è'bstuvé»¼ !& 12,
êëìæ»ÒÓ

EGH¢３个（朝阳、操场
' ¸É¦FzFLÓ
Ð'RefGH
业养殖村
、草川梁），有规模养殖
!,"! g'ijE!/@A
B, -'#( Ö
户g １２７１
户，畜牧业人均收入$&(
６４５元。Ｓ３０５
线通过
×n'@ArH=lK°FF!ZBC,
¡=
境内，天然次生林多为杨、桦、青冈等树种。山林间

区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设平安乡。１９５３
Çí¤, $î!=ïðñòó/áb, !+('

生长着秦艽
、党参、猪苓等药材，有鹿、獐 、野猪、豹
HvFFZOÛ'RDFEFGF

年
月划归张家川回族自治区后仍设平安乡。
m ７" ô
õöÒ÷Óø&ùúÇû/áb,
１９５８
１２ ôþ/á
月建立平安
!+(% 年８月划归恭门乡，１９６１
m % ôõöüýb'!+$! 年
m !,

子、黄鼬、獾等野生动物，其中国家二、三类保护动
F[FZGHIQ',$ñ÷FL ¡I

公社，１９８３年１２
1ÿ'!+%' m !, 月改为平安乡。２０１０年
ô!K/áb, ,#!# m １１月，将
!! ô'"
#áF M`F $% ３村的居民整体迁往新疆。
' ¢+&='()*Ù+,
赵安、大麻、牛曲河
,#!# m' ¤ % ¸s¢'&,
¸¢=SÀ'!'!#户，
g'
２０１０年，辖８个行政村，４２
个村民小组，１３１０
$!%$ !',$%&()!-+ ",)+*, )-. !''
６１８６人，其中回族占总人口的７２．９？？总面积
１３３
/012'3v-. ２．５６万亩。粮食总产量
,)($ 56, 78)9: '"')(&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３７３．５４
51.'<=!/?@A
,!',
B,
CDEFGHE
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１３２ 元。种植业、养殖业

和劳务输出为主要收入来源，建立了畜牧养殖基
ðIJoÄK]^@A01' þijGH2
vF, ¸34CY562vðIJoÄ2v,
CD
地、２
个脱毒种薯繁育基地和劳务输出基地。种植
78 ５５５８
(((% 6'
)@A !%+
CD3:CY
蚕豆
亩，总收入
１８９5B9
万元；种植脱毒种薯
７２５０亩，总收入
１０８７万元；建成２个千头牛养殖
",(# 6')@A !#%"
5B9þ , ¸;ªGH
村。境内森林茂密，有天然林
¢, ×n<=>?'R@A= ２０００
,### 多亩，树种繁
l6'BCC

物Q１０
!# 余种。境内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铁、铜、石
YC, ×nW9X1¢£']^RTFUF¤

英、铅等，陈家庙铁矿贮藏量丰富，２００３
年被开发
¥F¦Z'§÷¨TW©S:¢£',##' mª«c
¬, ×nR®¡æ¯°F±²óÝ³+´µ
利用。境内有花果山水帘洞、秦汉时期修筑的烽火
¶F·¶·Z¸¹º»ðùA¼½, bstux÷
台、毛桃沟等历史古迹和自然景观。乡政府驻阎家
¢'£¤x÷F¦F¾%F¿ÀFÁÂF¡FLÃF
村，下辖阎家、朝阳、丁河、王坪、付堡、后山、三友、
MzFLÓ FÄBF¡FÅºF§¨Fz !&
大场、草川梁、神树、花山、车古、陈庙、操场
１４ ¸
个
s¢,
行政村。
)*#阎家乡政府驻地。距县城
x÷bstuv, Æ»¼
12,
阎家村
２３,'公里。
×nRＳ３０５
-'#( 线横穿而过，交通
ÇÈÉÖ' Ê网络纵横贯通。
ËÌÍ ÇÎ ,
境内有
,#!# m' R 个自然村，６
, ¸ùA¢'$个村民小组，２５６
¸¢=SÀ',($户，
g'
２０１０年，有２

１１３９
!!'+人，是一个纯回族聚居村。耕地面积２５００
!'Ï¸?%&Ð&¢, 3v-. ,(##亩，
6'

其中退耕还林面积
亩。以小麦和马铃薯种植
,$Ñ3J=-. １４８６
!&%$ 6,
ÂSTðWXYCD

多，有鹿、獐、林麝等多种野生动物，还有甘草
、天
l'RDFEF=FZlCGHIQ'JRKLF@

为主，有大牲畜
１２８５元，
K]'RMÒi ３００头（匹）。人均纯收入
'## ªÉ\Ð, !/?@A !,%(
B'

麻、麝香
、鹿茸等多种中药材，盛产蕨菜，储藏铁、
`FFMFDNZlC$OÛ'P9Q|'RSTF
UFVZlCW9X1, ¤ÇnR ,个牧场，有草
¸jz'RL
铜、镍等多种矿产资源。辖区内有２

mIJoÄ &##人次。
!r,
年劳务输出４００

¡ $万余亩，牦牛
5Y6' Z１０００余头，黄牛
!### Yª' [５００
(##余头，马
Yª'W
山６

(+& 张家川县辖乡。位于县城东南部。马
Ò÷Ó»¤b, ¹º»¼çeè, W
马鹿乡
DêWDÓ'|¸¹ÔGHIQWDlÉ,
鹿原名马鹿坡，因历史上野生动物马鹿多而得名。

５００余匹。下辖水泉、新庄、磨马、大湾
、梨树、铁固、
(## Y\, £¤æ]FÙÊF^WFMF_BFT`F

-'#(线穿境而过，建有寺湾水电站。原属陕西省陇
È×ÉÖ'þRÕæÖ×, êëØ½ÙÚ
Ｓ３０５

!
!
－５４７－
!"#

!"#$%
天水大辞典

县管辖，１９５３
年７月划归张家川回族自治区，设马
!"#$!"#$ %
% &'()*+,-./0123

白杨村
+,( 马鹿乡辖村。位于马鹿乡东南部，距
849CG5 Cà849DE1&

鹿区。１９５８
月撤销马鹿区，设马鹿乡。同年９
% ８( &67840128495
:% "
9F#X 0.'公里，距县城
UV1&!３９．５
$".' UV1½
405 &"'(年
乡政府驻地约２．５
公里，依山坐
&1;<84=>?@5 &"() % &*
&AB8495
月，建立马鹿人民公社。１９８３年
１２月改为马鹿乡。
*+!+ %1C !, DEFG1,% HI>JK1$+&-户，
L1
２０１０年，辖１６个行政村，６７个村民小组，３０１４
&$$'$ 人，其中回族
=1 MN,- '%"*
=1 O-$.-/5 PQR
１３３５３
５７９２人，占４３．４？？总面积
２７９．７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４．３
万亩。粮食总产量
0%".% STUV1 WXQR -.$ YZ5
[\P]^
５９０．５９
２２６８元。以养殖
'"+.'" 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YU_1`>=abcd 00,(
e5 fgh
ijkliBmn]i5 `opqrfstuv
业和旅游业为支柱产业。农作物主要以大麻、蚕
wuJxuyzu8{|Bq1MNs}~QO
豆、小麦、玉米、马铃薯为主，其中大麻种植面积占

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地方特产有蚕豆、大
PWXQ 5 XT]vwus
}uuuN1MNvwus}u
麻、蕨菜、花岗岩、中药材，其中蚕豆、大麻、蕨菜远

销国外。境内林区生长有天马、猪苓、党参、柴胡等
75 08uuu
十几味名贵中药材，栖息着金钱豹、林麝、红腹锦
¡¢£¤¥N1¦§¨©ª«u¬u®¯
鸡等
'1 ~²³´µ5 ¶·¸¹º»1¼½¾
°± ５１种珍禽异兽。境内景点星罗棋布，关山云

凤山省级森林公园，包括佛爷崖、老龙潭、小麦积、
¿½ÀÁÂUÃ1ÄÅÆÇÈuÉÊËuJxRu
青石崖等自然风光以＂清、幽、秀、雅、雄、奇、险、
ÌÍÈ±.ÎÏÐfÑÒuÓuÔuÕuÖu×uØu
俊＂闻名遐迩，还有建于隋朝的佛教寺院正觉寺遗
ÙÚÛ¤ÜÝ1ÞßàáâÆãäåæçäè
址。下辖康王、草川Ｉ、长宁、韩河、寺湾、堡梁、大滩、
é5 êCëìuí+uîuïðuäñuòóusôu
Êõuö÷uøùuúûuüuýþuÍÿ!u"Ãu
龙口
、牌楼、陡庵、白杨、林峰、宝坪、石庄科、花园、
!, 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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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金川

!"#$%
白杨村一角
à Ｓ３０５
2$+' (½N5
Gt½Â»1
落于
线经过的山沟中。村内两山森林密布，
úû1XBúûG5
生长有不少白杨树，当地群众又称为白杨树沟村。
úûG0 H¨Ð½G11"-, %
白杨村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山村，１９４６
年

８( 月，王震将军率领南下支队在此暂住，受到了村
&1ì ¡¢£êm¤%¥¦§1¨©ªG

民的热情接待。２０１０年，有
H.ÎG1- HG>
>«¬ab5 0+1+ %1 $３个自然村，４个村民
小组，１５８
户，７３４=1
人，其中回族８５
人。耕地面积
JK11'( L1%$MN,- (' =5
WXQR
0$1$.- 亩，小麦、马铃薯、玉米等粮食作物种植面
Z1Jxu8{|uyz±[\op~Q
２３１３．４

&'( 马鹿乡政府所在地。距县城
849F#$%X5 &!' ３７
$% U
金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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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２０１０年，有２个自然组，９个村民小组，４０６ 户，
0++,人，其中回族
=1MN,- ８３２
($0 =5WX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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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耕地面积４５５９
亩。主要

1,$0 亩左右，粮食总产量３．２２万公斤；大麻、蚕
Z1[\P]^ $.00 YU_`s}uv
积R １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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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独活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约
６８０ Z5
亩。畜牧业和

劳务输出是村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全村大家
,-.S0G>()cdqr121 3Gs*
畜饲养量
４００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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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６００
,++头（只、匹），其中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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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畜禽养殖和劳务输出是村民经济收入的主
81%*;Pcd -+
匹，年畜牧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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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全年输转劳动力 (+
８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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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源，全村大家畜饲养量 １３５０头（只、匹），其 人，年收入５０万元左右。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１６８０元。
中，牛饲养
７００ 81%*;icd
匹，年畜牧业收入
N1:4g ６００
,++ 头，马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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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川县特产。阿胶为传统中药，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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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胶
１２０
余人，年收入 0++
２００ 驴皮胶，系驴皮去毛后用清水熬制而成的黑色胶
!0+ 万元，全年输转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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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小麦、马铃薯等粮食作物，大麻、蚕豆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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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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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块。阿胶性平、味甘，含有动物胶、蛋白质等，具

长宁村
)*( 马鹿乡辖村。省级新农村建设试点
849CG5 ÀÁ@`Gß2AB
G1Cà849DE5 0+!+ 年，有４个村民小组，
%1 - HG>JK1
村，位于马鹿乡东部。２０１０
0(+户，１４２０人。耕地面积４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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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粮食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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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药用价值。张家川县为甘肃省内阿胶主要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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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张家川县阿胶厂生产的＂凯克利＂牌阿胶，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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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到省优标准，曾荣获＂全国科技成果奖＂＂全国

-.00 万公斤，农民人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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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０元。经济主要以
出口产品优秀奖＂。产品畅销全国
Sõ]ÒXÔÑÚ5]ÒÓ73２８个省、市、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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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业
、养殖业、旅游业、劳务输出为主。全村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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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养殖的农户 ２４６ 户，其中规模养殖户 ３８$(户，
修建标准化养殖小区
JßKLMghJ0 !１处，建成标准化养牛圈舍
N1 ßOKLMg:PQ

２６９
８６０
0,"座，大家畜饲养量
R1s**4g^２０４８
0+-(头（只），年出栏牛
56791%ST: (,+

区，并远销中国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国家。
01r7NÕuÖu×X0ØDÙ*5
蕨菜
/0 张家川县特产。系多年生草本植物，属
)*+!]5 µÚ%íÛp1Ü
蕨类凤尾蕨科。蕨菜又叫拳头菜
、猫爪、龙头菜、如
Ý¿Þ!5 ßà5uáâuÊ5u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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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菜等，野生在林间、山野内。蕨菜一般株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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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收入
２８６Ye5
万元。长宁村充分利用关山风景区的
米，其食用部分是未展开的幼嫩叶芽，是无任何污
XY1Z[kl]i1\ßO
Ñ
`*]Ú!$ 户，鱼塘
L1^_
优势，开发旅游产业，已建成＂农家乐＂１３
óô¿å5 )*+!]àDE0Ø
染的绿色野菜。张家川县蕨菜产于东部林区及林

４０-+亩；年接待游客
２１．９
Z`%ablc１．８２
!.(0 万人次，创旅游收入
Y=d1eklcd 0!."

õXö1 B)*+!Sõqr½²5 ÷
沿地带，为张家川县出口的主要山珍。蕨菜有羊

Ye`,-.S=f５５０
''+ 人，年收入
=1%cd 0%'
Ye5 g
万元；劳务输出人数
２７５万元。兴
蕨、牛蕨之分，羊蕨长在阳山，杆细，色呈菜绿，又
u:1÷%ø½1ùú1¿ûô1

办长宁建材厂，解决全村剩余劳力
３５ H`ßmM
个；建文化
hîßi1jk3Gl?,> $'
no ! N1pqo ! N1r%Ustuvw"x
广场１处，停车场１处，并在公路两旁栽植香花槐
!0++ 株，拓宽硬化村组道路，新增河堤观赏休闲路
y1z{|MGK}s1@~ðs
１２００
１公里，新建人饮工程
! UV1@ß= ３$处。
N5

叫白蕨；牛蕨长在阴坡低洼处，杆粗条长，墨绿泛
ßú`:%üýþÿN1ù!"1#ô$

紫，又叫黑蕨，是蕨中之佼佼者。每年四五月份正
%1ß¾10N&&'5 (%)*&+æ

是采摘的大好时机。蕨菜食用前经沸水焯后，再浸
0,-s./05 \W1(2¹3¸145
入凉水中除去异味，便可食用。蕨菜营养丰富，色
d6¹N7¶´£189\W5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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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鲜味美，口感清香滑润，清凉爽口。因其质地脆嫩，
!"#$%&'()*$'+,%- ./0123$

全身无结，株茎细长，茎部韧皮纤维长而坚韧，洁
Zeöf$[KgS$K hRijSklh$m

色鲜味美，是宴席之佳肴。肉炒蕨菜清香爽口，凉
4!"#$56789:- ;<=>'(,%$+
拌鲜蕨菜嫩脆提神。还可加工成干菜或腌渍成罐
?!=>32@A- BCDEFG>HIJFK
头等，存放时间较长。蕨菜味甘、微苦、性寒，全株
LM$NOPQRS- =>"TUVWUXY$Z[
入药后，有解热、利尿之功效。李时珍对蕨菜的评
\]^$_`aUbc8de- fPgh=>ij

白柔软，可织麻布、帆布，或纺线、制绳索、编渔网
nop$C×CUq$HrsUtuU´vw

价是；＂去暴热，利水道，令人睡，补五脏不足。＂张
k5l
m
noa$bpq$rst$uvwxy- z{
家川县蕨菜主要分布在东部林沿地带，马鹿
、恭
|}~=> 1$ U
门、阎家为主产区，野生资源面积达５
U|$ ! 万亩，年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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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造纸。大麻籽，俗称＂麻子＂，既可榨油，又可嗑食
H DEFC$ ÀC;$ CF
或磨制煮煎加工成麻腐，以麻腐作馅，可做成包
ùUùM"¾BC\]$/XAU"T$_
子、饺子等风味食品；还可入药，其性平
、味甘，有

润燥、滑肠之功效，主治大便燥结。全县大麻种植
*U)8de$Bf- Z~BC=>
４１００亩，年产量
($)* $ ３３．４６
&&+(, $5~Ùi
面积
万公斤，是县内外销的
Ï¾主要农副产品。

量９０
万公斤，销往全
"# 万公斤，年加工腌制蕨菜
$DEI=>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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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地，并出口日本
、新加坡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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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川县特产。张家川县特指用毛竹、
{|}~©- {|}~©ª«¬U
柳条等野生树木为原料编成的扫帚、竹箩、竹席、
®¯M°±²³´Fiµ¶U·U7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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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斗
、簸箕、蒲篮等用品。张家川县东部林区盛产
¬U®¯M°±$ÀÁ²³´FiÂÃ
毛竹、柳条等野生树木，以此为原料编成的山货制
品自明代就享有盛名。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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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调整，竹、柳编织业在县内群众中迅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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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家川县大麻生 产基地
() 张家川县的优势经济作物之一。主要
{|}~iÑÒ;<8I- 
蚕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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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并已形成相当规模。竹编以恭门、马关
、连五、

梁山等乡（镇）为最，柳编以刘堡、马鹿、恭门、张棉
éÂMêëìíî$®´ÀïðUUU{ñ
òMêëìíî- ¾_µ¶UóU7U¸
驿等乡（镇）为最。主要产品有扫帚、竹筛、竹席
、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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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簸箕、蒲篮、栲栲（无提手小篮子）、木权
、锨把、
连枷
、木糖等，质量上乘，远销宁夏的西吉、海原、
èýU±þM$0ÿ!$"#$i%&U'²U
(²U)*+,-i./U01U23U45M1$
固原
、隆德和毗陵的秦安 、庄浪、通渭、会宁等地，
&!'&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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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销售额达

张家川大麻
#$%&' 张家川县的传统经济作物。种
{|}~i9:ÑÒ;<- =

植于县境内东部的马鹿、阎家、平安、张棉驿、恭门
>?~@Ù iU|UA/U{ñòU
５! 乡（镇）。大麻，俗称＂火麻＂，桑科，为一年生草本
êëìí- 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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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茎梢及中部呈方形，基部呈圆形，皮粗糙有
><$KLMÜ NOâ$P NQâ$RST_
沟纹，被短腺毛，县内自古就有种植。大麻成熟收
UV$WXY¬$~ÙÄZÇ_=>- BCF[\
割后，捆成捆，经水沤
、晾晒后，将大麻剥离。大麻
]^$^F^$Ñp_U`a^$bBCcdBC

=>? ５ !乡，颗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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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于东部
、蛋白质含量高 、味美质
U - Ü¡ H ¡¢£¤¥¦
优、营养丰富。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测
§l/¨0© %-'%.$ª«©
定∶其蛋白质含量达
２８．２？？淀粉含量达("/$¬
４９，氨

基酸含量达
０．８？？是一种多淀
®© ９．７１？？脂肪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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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低脂肪、高蛋白的作物，尤其是其他谷物中＂先
«U³¯°Uni;<$´/5/µ¶<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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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足＂的赖氨基酸高达
２？？不仅是小麦的７．７
»$¼½i６．４
,+( »$¾¿i
倍，玉米的
倍，马铃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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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而且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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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肉的含量，故民间有＂经常吃点豆，大夫把步
ÎziÏÐ- ÑË"q!#$ÉÒ²Ó$}Cä
留＂的谚语。蚕豆味道鲜美，吃法多样，既可当主
$CäÔÙÑË=>３．６１
&+,$ 万亩，年
$
食，又可当副食。境内蚕豆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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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万公斤，其销售价格比小麦高
４０？？

６０？？是县境内销售的大宗农副土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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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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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 伏羲
&'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文初祖＂，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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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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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五帝＂之首。一作宓羲、伏戏、羲、庖羲等，又

称羲皇
、戏皇、太昊、太皓等。风姓，生于古成纪（今
B;2<>2<CD<CE@7
FG.HI#JKLM
天水市境）。建都陈（今河南淮阳）。综合各种史籍，
NOPQR7 STULMVWXYR7 Z[\]$^.
伏羲的文化功绩主要有∶始作八卦，发明渔猎工
=;'*_`abcde f9gh. ijklm
具，制嫁娶之礼，造书契，创历法，人工取火，制琴
n.opq5r.stu.vwx.)myz.o{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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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乐等。据史籍，伏羲＂人首蛇身＂，民俗学家研究
.~.=;.
认为，蛇身即龙身，应为伏羲部族的图腾标志，也

是华夏民族龙图腾的早期雏形。天水市境内有两
7 NOPQd

今清水县境内。＂秦＂的本意是持杵春禾的一种农
MîO»Q7(
¹-i8]
Ù.°¹"å.¹)R{7
事活动，以秦为国号，反映了秦人农牧兼营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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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襄公（？—前
年） K¹)¬7
先秦人物。在位
１２
Ü7 0®LM¹ö®WR7  %%$ Ü.Ìg
年。居西垂宫（今秦州区西南）。前７７０年，襄公带
]_Ty. à`]_t
兵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邑，因功被周平王册封为诸

侯，将原属周朝的岐山之西的土地全部赐给秦作
.  ]¡¢ú5®âÉ£¤¥¹9
vÉ7 7ó.¹æ¦§¨)©ª«¬.wxz".
为领地。至此，秦经过六代人艰苦努力，正式立国，
-"®7 51.Ì¯°]_h&¤5
进入诸侯国行列。之后，襄公为恢复周王室所赐之
ÉÄ±²¬³´7  %'' Ü.Ú´µ!¶¾.·
地和戎族奋力争战。前７６６年，在战斗中亡故，葬
I¾É®7
于故地西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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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伏羲庙。
() 居＂三皇五帝＂之列。风姓，人首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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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

.12 L ７１６
%(' 年）
ÜR 秦国的第二代国
¹"¸¹¨"
秦文公（？—前

许慎《说文解字·娲》说∶＂古之神圣女，化育万物者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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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西汉以来多见伏羲女娲交尾的艺术形象。今
7 -®¯°±²³=;©¥´µ¶·¸7 M

君，在位
５０年。前７７６
Ü7  %%' 年文公即位，时戎族势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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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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炽，为了消除戎族的威胁，文公继承父亲襄公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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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秦安县世传为＂娲皇故里＂，县城有娲乡圣
ÂÃÄ©¥Ã.ÅÀd©¥.Æd²Ä©¥Ç
母祠和女娲祠，陇城有女娲庙，还有许多和女娲相

.ÁÅÆ±9´7  ７６３年，率兵
%') Ü.Ç %$$
志，继续对戎作战。前
７００ ÈïÉ
向东部地

ÈÉÊ7
关的地名。

后便举族东迁，并在此建新都邑。前
７５０年，文公
1Î@ï.ÏÚóS÷Ty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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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游猎；次年到达沿、渭两水汇合处，察看地形之

轩辕黄帝
*+,- 黄帝姓公孙，名轩辕，是有熊国君
Ë4GÌÍ.ÊÎÏ.dÐ"Ñ

Ð-ÑÈ!± L ７７０
%%$ ÜÒ]51ÓdÈ
兴兵进攻关中戎族（前
年灭周之后即占有关

少典之子。母亲名叫附宝。生活在距今５０００
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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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的年代。因其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水经注》
ÞÜß7 àádâã5ä.¾åË47¡Oæ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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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帝生于天水轩辕谷。《甘肃通志》载∶轩辕谷隘，
LîOR»ïðñ¿.Ë4òó7 ¡ôõ¹ö÷¦
（清水）县东七十里，黄帝诞此。《直隶秦州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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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帝生于轩辕之丘，名曰轩辕。今县东
７０里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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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白河村轩辕谷（俗称三皇沟）。县城北
公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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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Ï
窑洞两孔，相传为黄帝母子栖居之所，人称＂轩辕

中）大获全胜，真正占有了岐山之西周朝的赐封
!R nÔ£Õ. ÖwÓd¢ú5®]¡¤t
地，全面接收了周遗民。岐山本是周王朝的发祥
É. £×ØÙ]Ä7 ¢ú]_¡iÚ
É.]°z".ÛæÜÇÝiÊ7 ¹)ÓdÞ
地，周以农立国，农业经济相当发达。秦人占有这
8É51. ß£àáQRHÙ. âfãH
一地区之后，完全结束了游牧生活，开始农耕生
Ù.äåoæç5jfèéêëõäå7
活，社会制度也随之由原始部落转变为奴隶社会。
7ó.¹JÖwìí"7  %('年，
Ü.
至此，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诸侯国家。前７１６

"-7 îO»'()Ù*+.d,I-8./
窑＂。清水县民间祭拜活动很早，有待于进一步考

ö¤ñò¦ó.®úMôõú7
州·陵墓》言，西山即今麦积山。

文公亡故，葬故地西山。据嘉庆《大清一统志·秦
*Ì¶¾.·¾É®ú7 }îï¡nî8ð¤¹

07 Ü.îO»úûü12ÿSd12.12
证。早年，清水县山门镇三皇沟建有三皇庙，后移

34 字文公，号文始先生。相传为天水人，
£*Ì.å*fKH7 Ç½NO).
尹喜

建到清水县城永清堡下，至今人们把永清堡后的
S3îO»À4î56. 7M)894î51
塬地称为三皇庙塬。官方祭祀始于２００６
:ÉB12:7 ;<(=fI &$$'年
Ü ５月，
" >.

姓名不可考，＂关尹＂为其官职。《列子》《吕氏春秋》
GÊMö/.
(
È÷-á;ø7¡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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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书中多记为＂关尹＂＂关尹子＂。尹喜是周代楚康
@t!²ý
(
È÷(
È÷Ô-7 ÷W]¨þÿ

?ÜTc@A8B7 KCÎÏË4.îO»ÚÎ
ÜR5n".#$% &#^.
_L ""*!
每年都要举办一次。为纪念轩辕黄帝，清水县在轩
王（前
５５９—前 "+"
５４５年）之大夫，他自幼究览古籍，

辕广场塑起轩辕黄帝像，在三皇沟建起轩辕殿，县
ÏDEFGÎÏË4H. Ú12ÿSGÎÏI.»
ÀSdÎÏJ<ÎÏÃ7
城建有轩辕湖、轩辕祠。
./0 秦人先祖。生卒不详。嬴姓。受秦民
¹)K,7 HLMN7 OG7 P¹
秦非子
QRSTU.VÔWXR.YZ[\7 ®
族游牧习俗的影响，非子喜放牧，擅长养马。应西
周孝王征召，在沿水
、渭水之间（今陕西省眉县、扶
]^_`a.Ú!O<bO5'
LMc®de»<f
风县一带）为周王室主持牧马。由于饲养得法，马
F»8gR]_hbiR\7 jIk[lx.\
mnopq.Jars7 ó.]^_tVÔ×
匹大量繁殖，成绩卓著。为此，周孝王封非子为附

庸，以＂秦＂为其领地。由此＂秦＂成为非子部族的正
u.°
(
¹-ávÉ7 jó
(
¹-JVÔw

精通历法，善观天文，习占星之术，能知前古而见
'ìwx.()N*.SÓ*5·.+,#-³
未来；游于终南山周至结草为楼，号宅为楼观，周
.±ÉQI/Wú]7à01.å21).]
_3415n"7 167n"5ø.89:éÈ
王闻听后拜为大夫。后辞去大夫之职，请任函谷关
;.°< 6 = . > ? @ ø . A B C D . E B(È
令，以藏身下僚，寄迹微职，静心修道，或称＂关
÷-7 9:éÈÈ;º.5F®QGÔLHIR
尹＂。任函谷关关令时，拜迎西游的老子（李耳）为
J7 K6;LDIGÔ.8GÔst.IGÔs
师。遂辞官问道于老子，请老子著书，于是老子著
《道德经》五千言。尹喜以老子经法，研读三年，著
¡Dãæ¦3Mó7 ÷W°GÔæx.N1Ü.s

《关尹子》九篇，备受东晋道学家葛洪推崇。秦汉
¡È÷Ô¦OP.QPïRDSTUV7 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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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名称，故号秦嬴。秦地建邑成为秦人立国的起
时，已有学徒聚集尹喜宅楼观台，魏晋之际，形成
{7 }/0.¹|ÚM}~»ÀW7 8&Ú
D^1)_7¡êë÷ì¦
¡¹öôõ÷¦
¡N
点。据学者考证，秦亭在今张家川县城南。一说在
了道教楼观派。《甘肃新通志》《秦州直隶新志》《天

! !!" !
－５５０－

) 物
*
人

水县志》等书记载∶＂尹喜故里，在县城东三十里之
!"#$%&'()
*
+,-./0"1234.5
伯阳渠北山上，有尹道寺。＂今麦积区伯阳乡元代
6789:;/<+=>? @ABCD67EFG
时即有老子、尹喜道观，山后十余里有尹道寺，称
HI<JKL +,=M! :N4O.<+=>/P
＂尹喜故里＂。殿前有楹联曰∶＂华章九篇入百子，经
Q
+,-.R? ST<UVW)
Q
XYZ[\]K^_
`abc=de R
文五千诵道德。＂

丹率兵东保辽东。李信受遣领兵数千人，攻打燕
ø9ù2&ú2? û÷züýùbkð ;þõ
国，击败燕太子丹率领的部队，大破燕军。燕太子
iðÿ!õ÷Kø9ý¥"#ð$õù? õ÷K
丹败逃，李信追至衍水中，生擒太子丹献给秦王，
ø!%ðû÷&'(!Üðê)÷Kø*+j.ð
秦始皇为此大加赞赏。公元前
""% 年，秦始皇下令
ïðjéjéÛ,Ïì? îFT２２５
李信和蒙恬率领
万秦兵伐楚。李信和蒙恬议定
û÷¥./9ý ２０
"# yjù06?
û÷¥./G1

石作蜀
!"# 春秋战国时秦国人。字子明，冀（今
fghiHjik? lKm/noA
甘谷县）人。—说成纪人，即今秦安人。曾受业儒家
pq"rks tuvwk^IAjxk? yz{|}
创始人孔丘门下，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学成
~k^
Q 4R5ts v

进攻策略，分兵进击。李信攻打平城，蒙恬攻打寝
;\2ð3ùÿ? û÷;þY1ð./;þ4

之后在陇上传播先进文化，使文教大兴，人文蔚
5N0;`^ `^ k`
起。唐封石邑伯，宋封成纪侯，视为先贤，从祀孔
s 6/vw//
庙。今甘谷西十里铺素有＂石子故里＂之称，原有石
s Apq 4.¡¢<
*
K-.R5P^£<

城。当时楚国政治腐败，国君昏庸，奸佞横行，百姓
1? `H6ië56!ði789ð:;µ<ð]=
怨声载道，军队战斗力涣散。所以李信一路破关斩
>?(=ðù#h¦@AB? û÷tC$DE

子祠和石子墓，今已纪。现在十里铺小学院内新立
K¤¥K¦^A§¨s ©04.¡ª«¬®

将，击溃楚军，一直攻占了楚国的都城郢，与蒙恬
4ðÿF6ùðtâ;GH6i¥%1Iðû./
在金城会师。楚国十分惊慌，调集部队与秦军决
0J1öK? 6i43LMð NO"#ûjùA
战。这时，秦始皇也下令将军王翦率领
h? PHðjéQ-4ù.ï9ý６０
$#万秦兵，
yjùð
迅速出兵参战，歼灭了楚军主力，大获全胜。然后
RSTùThðUVH6ùW@ðXYZ? [N

碑石为记。皋兰吴可读清道光间任伏羌教谕时有
¯'s °±²³´µ=¶·¸¹º»H<

乘胜出击，攻占了楚国所有城池，灭了楚国。李信
RZTÿð;GH6i<1\ðVH6i? û÷

联云∶＂梓里访遗踪，看空庭草碧，荒冢花殷，何处
V¼½
¾¿.ÀÁÂ^ÃÄÅÆÇ^ÈÉÊË^ÌÍ

û.ï¥]K.^ð R_;õ#5ð ææX
与王翦的儿子王贲，乘势进攻燕齐之地，屡屡获
胜，为秦始皇统一六国立下了战功。
Zðjét`i®Hhç?

是唐封宋赞？杏坛亲教泽，听渭水莺啼，陇山鸟语，
ÎÏÐ ÑÒÓÔ/ÕÖ!×Ø/:ÙÚ/
此中有化雨春风。＂乾隆《直隶秦州新志》《伏羌县
ÛÜ<ÝfÞ? Rßàáâãjä#å
á¹º"
志》俱有石作蜀传。秦州文庙亦祀石作蜀。
#åæ<çè? jä`éçè?

&'dÐ aT １１９
&&' 年）
ïr 陇西成纪（今秦安县
 vwdAjx"
李广（？—前

îFT２０５
"#% 年，纪信随汉王刘邦据守荥阳，官职将
ïðw÷,-.ñ+/017ð234
公元前
ù?
ì5
67.ó89ù:;ðñ+<=>
军。不久西楚霸王项羽率军大举进攻，刘邦忧虑重
>ð?@ìA? 4ùw÷BCðDE-.ðFGu½
重，迟疑不决。将军纪信闻讯，面见汉王，提议说∶

北）人。秦将军李信后人。李氏骑射传家，李广自幼
9rk? j4ùû÷Nk? ûbc}ðûdef
得真传，精骑善射。汉文帝十四年（前
ghðijc? -`Í4ÉïdT１６６
&$$年），从
ïrð
ùT,kÿlm¥hnðåçFoäpqð(
军参加反击匈奴的战争，因功提升为武骑常侍，护
&%( 年），吴楚等７国
ïrð²6% ) i
'`Ík? -rÍ3ïdT １５４
卫文帝左右。汉景帝三年（前
stðûd¸u%vðw÷vxyzT,Ys?
叛乱，李广任骁骑都尉，属太尉周亚夫参加平叛。
{{|}~LãçhððgsùðÛ
每每冲锋陷阵、奋勇作战，并夺得叛军旗帜，从此
ûdã@$B? N ¸;qL;¿L
李广以勇力名闻天下。先后辗转担任上谷、上郡、

＂事情紧急，请允许我诈骗楚军，王可乘机出走。＂
*
HIJKðLMNOPQ6ùð.³RSTU? R

陇西、北地、代郡、雁门、云中、右北平
 L9LG¿LL¼ÜL9Y *８郡太守，均
¿÷0ð

纪信
$% 生卒不详，秦时陇西成纪人。公元前
êëìí^ jH vwk? îFT
"#$年，刘、项鸿门宴会时，纪信已在沛公军营，与
ïðñòóôõöH^w÷§0øîùú^û
２０６

樊哙、夏侯婴、靳疆等齐名，都曾保卫护送过刘邦。
üýLþÿL!"%#$ð%y&'()*ñ+?

刘邦于是邀陈平出谋划策，设计诳楚。当晚，将军
ñ+VÎWXYTZ[\ð]^_6? `að4ù

以力战闻名。上郡太守任内，在一次战斗中，李广
@hB$? ;¿÷0¸¬ð0th¦Üðûd

纪信乘黄屋（王车，用黄色车篷），车傅左霹（车衡
w÷Rbcd.eðfbgehiðejkldem

率领
多名骑兵在撤退时和匈奴几千骑兵遭
9ý １００
&## $ù0H¥l
mb ù 

左上方桂有毛羽幢），诈为汉王，大呼城内绝食，汉
k;no<p8qrðP-.ðs1¬tuð-

遇。李广临危不惧，就势向前和匈奴兵对阵，并命
? ûdìð_T¥lmùÃð
士兵解鞍下马休息；匈奴始终不知其虚实，误以为
ù·lmì ð¡
是诱敌之兵，不敢贸然进攻，一直相持到黑夜，匈
Î¢£5ùðì¤¥[;ðtâ¦§¨©ªðl
奴兵撤走，李广安然回营。右北平郡任内，匈奴称
mùUðûdx[«ú? 9Y¿¸¬ðlmP

愿降楚。楚军皆呼万岁，都来城东观望。于是刘邦
vw6? 6ùxsyzð%{12M|? VÎñ+
借机带数十骑出西门去。项羽见纪信，问汉王安
}S~4T ? ó8Ew÷ð -.x

在？信说，汉王已出城远走！项羽怒，烧杀纪信。信
0Ð ÷uð-.§T1U ó8 ðw÷? ÷
遂以身为汉尽忠。刘邦完成统一大业，为纪念将军
-? ñ+vt{ðw4ù
纪信，特立祠于顺庆，赐号忠右。明朝初年，又在纪
w÷ð®¤Vð? mïð0w
信故乡秦州，即今天水市秦州区所在地筑有祠堂，
÷-EjäðIA!jäD0<¤ð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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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汉之飞将军＂（上年李广被俘，夺得马弓驰回

俗称城隍庙。门前有民族形式的斗拱飞檐，宏伟壮
P1 ? T<¡¢£¤¥¦§¨©ðª«¬

ùð,4ù'±ù? '±²³´µhçð-²
军，随大将军卫青进军。卫青意想独擅战功，故意

观的牌坊。上面悬挂现代著名书法家于右任所写
M¥®? ;D¯°©G±$&²}V¸³

差遣李广出歧路策应，致使大军迷路，耽误了会师
¶üûdT·C\¸ð¹ùºCð»¡HöK

＂汉忠烈纪将军祠＂横匾；两旁刻有天水乡贤邓宝
*
-´w4ù¤Rµ¶·¸¹º<!E»¼

时间，遭到责问，悲愤自杀。担任郡太守官职
多
H·ð¨¼ð½¾e? ¸¿÷023 ４０
(# 

½4ù¾³µG¿0ÀÁÂçÃVtÄ? V¼½
珊将军摹写清代郡守董琴虞所作对联一副。联云∶

ïð¿}ÀÁÂ? tê4ðã¤jh·Ã0ÄDð
年，而家无长物。一生为将，勇敢善战；镇守边关，

6Å17HðÆ´#ÇÈðÉ]ïÊËÌÍ·Îê
*
＂楚逼荥阳时，凭烈志激昂，四百年基开赤帝；神生

)# OhðçÅÆ±?
A!D1ôÇ
ª ７０
大小
余战，功勋卓著。今天水市区城南石马坪

成纪地，作故乡保障，千万载祜笃黎民。＂中华人民
vwðç-E&Ïðby(ÐÑÒ¡? RÜXk¡
共和国成立后，祠堂改建为天水市文化馆，成为人
Ó¥iv®Nð¤ÔÕ!`Öðvk

有李广衣冠冢，城内西关有飞将巷。
<ûdÈÉÉð1¬ D<¨4Ê?
李蔡（？—前
年） ûdË?
李广堂弟。汉文帝十
&(dÐ aT １１８
&&* ïr
-`Í4
四年（前
１６６ ïrð¥ÌûdÍHùT,Ãlm
年），和兄李广同时从军参加对匈奴
ÉïdT &$$

¡×Ø`ÙÚÛÜÝ5t?
民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场所之一。

汉营，故称），几年不敢进攻右北平。汉武帝元狩四
-úð-Prðïì¤;9Y? -äÍF¯É
ïdT &"*
ïrð-°:k;lmðûd¸T 4
年（前
１２８年），汉廷大举反攻匈奴，李广任前将

李信
&% 生卒不祥。陇西成纪人，祖籍陕西兴平
êëìÞ?  vwkðßàá Y
"? âïHGãä±$ðN{ùçhðåæÕ
县。少年时代以勇武著名，后来从军作战，因屡建
hçðèjéêëìíð2î4ù? îFT ""$
战功，被秦始皇嬴政赏识，官拜大将军。公元前
２２６

作战。汉景帝时积功封官至郡太守。武帝元朔五年
çh? -rÍHCç2'¿÷0? äÍFÎaï

年，秦将王翦夺取蓟（今北京西南），燕王及燕太子
ïðj4.ïðñòdA9ó ôrðõ.öõ÷K

ïrðÑÒ¦? F¯aïðÓÔ-rÍ¤Ä
年），进位丞相。元狩五年，以侵犯汉景帝祠庙空地

（前
１２４ ïrðÏe4ùð,e4ù'±Tÿl
年），封轻车将军，随车骑将军卫青出击匈
dT &"(
mðEXØðåçÐx? F¯ïdT &"&
奴，斩获众多，因功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前
１２１

!!" !－
－! ５５１

!"#$%
天水大辞典

之罪，被革职审讯，李蔡不对狱讼，自杀。
!"#$%&'(#)*+,-.#/01
李陵（？—前７４
&'23 45 !"年）
67 字少陵。李广长孙。有
89:; )<=>; ?
@ABCDE=FG; HI #$$
祖上遗风，擅长骑射。曾率
８００ FJKLMNOP
骑兵深入匈奴腹地

２０００
９９
%$$$ 多里探视进军地形。武帝天汉二年（前
QRSTUVPW1 XYZ[\6 ]5 &&
年），武帝召见李陵，意让他料理贰师将军李广利
67DXY^_):D`abcdefgV)<h
西征军的后勤，而李陵坚请让他独当一面，直接出
ijVklmDn):opabqrst#uvw
击匈奴。同年秋，李陵带步兵
xMN; y6zD):{|J ５０００
'$$$ 人北征，出居延
}~jDw
泽北行
~ ３０天一直抵达浚稽山（今蒙古国杭爱山）
($ Zsu  ]7

安营扎寨。随即和匈奴
( FJDG0M
1 MN ３万骑兵展开搏战，射杀匈
奴兵数千人，接着又遭到匈奴
FJk ¡; )
NJ}DvMN #８万骑兵的围攻。李
陵拔营南撤，边退边战，终因矢尽粮绝、没有援兵
:¢£¤D¥¦¥D§¨©ª«¬®?¯J
而全军覆灭，李陵被迫假降匈奴。汉武帝听信谗言
n°V±²D):³´µ¶MN1 [XY·¸¹º
诛杀李陵全家，李陵听到消息，自知回归无望，索
»0):°¼D):·½¾D/¿ÀÁÂÃDÄ
性投降，被单于封为右校王，娶单于女儿为妻，在
ÅÆ¶D³ÇÈÉÊËÌÍDÎÇÈÏÐÊÑDÒ

匈奴郁郁生活了
多年后病逝。其子孙散居匈
MNÓÓÔÕÖ ２０
%$ Q6l×Ø;
ÙÚ>ÛM
奴，后魏时随拓跋政权重入中原，有名的人物有李
NDlÜÝÞßàáâLãäD?åk}æ?)

贤、李远、李穆等。
ç)è)éê;

赵充国（前
年—前 '%
５２ 67
年） 8ì>Di[
字翁孙，西汉
()*]5 １３７
)(! 6ë5
íiA!}]îïð}7; ñòóDôõJöD
陇西上卦人（今清水县人）。沉着勇敢，熟悉兵法，
÷ø9ùúûüD?gýþÿ; !VÝ"F#D
精通少数民族事务，有将帅宏略。从军时做骑士，
继而因骑射出众升为羽林郎。汉武帝天汉元年（前
$n¨FGw%&Ê'(); [XYZ[*6]5
*+$年），以假司马的身份随大将军李广利出征匈
67D +µ,-k./0gV)<hwjM
１００
*$$ Q}345
ND ³MN0V ¡D 12I １００
奴，被匈奴大军围攻，赵充国率
多人冲锋陷
阵，死里逃生，身被创伤
２０ Q;D¨<&Êã)
多处，因功升为中郎
6D7R8ÔD.³9: %$

昭帝。元凤元年（前
¼Y; *Ú*6]5８０年）事发，全族尽诛。
#$ 67ûD°úª»;
段会宗（前
８３年—前
年）字子松，西汉天
./0]5 #(
6ë5 &９ 67
8ÚÛDi[Z
水上卦人。元帝竟宁元年（前
年）出任西域都
ïA!}; *YÜÝ*6]5 ３３
(( 67wÞiRÄ
护，任期
年）第二次出
6àáY°âG6]5 ２２
%% 67ã\äw
ßDÞ (３年；成帝阳朔三年（前
任西域都护，任期２年。在都护任内，积极推广中
ÞiRÄßDÞ % 6; ÒÄßÞåDæ<ã
原地区先进的打井、铸铁、耕作、水利等农业生产
äPçèUkéêëìtïhêsÔí
技术，使许多瘠土变成沃田，对发展西域农业做出
îïDðñQòóôáõD,öiRs"w
Öâ©÷øDiR}ùùÀÖKúkûü; rý
了重大贡献，和西域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段
þÿÞ&!"·ÝDiR#}ùª¬$D%
会宗任职期满还朝时，西域各国人民尽皆挽留，哭

跪不起。之后，于成帝永始二年（前
*' 67'(G
&+\; !lDÈáY'(\6]5 １５年）、永始三
年（前
１１ 67*G6
年）、元延三年（前
6]5 １４
*" 年）、元延二年（前
67*\6]5 **
]5
１０年）四次专使乌孙，讲究策略，动情晓理，恩威并
*$ 67)ä*ð+>D,-wÿD.ü/dD012
âD§D¾+>å3; *)6]5 & 67×4È
重，最终平息乌孙内乱。元延四年（前９年）病殁于
+>; iR#5ûÙ06D+7nyÊb8D
乌孙。西域各国咸感其恩德，不约而同为他发丧，

9À:;<;
并立祠纪念。

锡光
12生卒不详。略阳（今秦安县）人，西汉平
Ô=+>; ÿ°]?ð7}Di[D
帝时（前
９—６年）为交趾（今越南河内西北）太守。
YÝ]5 &ë,
67Ê@A]B£Cåi~7§D;
倡导礼义风俗，逐渐改变落后习俗，深受群众的拥
EFGVCHDIJKôMlLHDKM%kN
O; ÍPQ?DRBST+ÁU; BXYVW?
戴。王莽篡位，锡光据郡不归附。光武帝刘秀即位
lDRBXðXÁYÖZ[Í·DVW[\]D,
后，锡光派使者归顺了东汉王朝，刘秀很高兴，对
RBk^_`abcD9ÉRBÊ©gV;
锡光的忠节给予嘉奖，并封锡光为大将军。
34]3 ë(( 年）字季孟，东汉初天水成纪
67 8deDZ[fZïá;
隗嚣（？—３３
}; gPPÁ)6]%( 67hij<êk%\VD
人。新莽地皇四年（２３年）隗崔、杨广等聚众起义，
反抗王莽统治，攻占天水郡治平襄（今甘肃通渭县
_`ÍPlmD¡nZïTmDo]pøqð

将。后被册封为后将军。汉宣帝即位后，充国因随
g; l³=ÉÊlgV; [>Y?lD@¨

城）。隗嚣因饱读诗书、素有声望而被推举为上将
r7; hs¨tuvwx?yÃn³æzÊAg

大将军霍光辅政有功，被封为营平侯。宣帝元康三
0gVABCà?<D³ÉÊDE; >Y*FG

军。随即建号＂复汉＂，分兵攻占陇西、武都、金城、
V; ù{
q
n[D|J¡níiXÄ}r
武威、张掖、酒泉
、敦煌, ６郡，控制陇右地区，成为
X1~
TD íËPçDáÊ
割据政权。关陇豪杰纷纷依附，由此名震西州。后
Sàá; íUDÃåi; l
曾一度依附更始帝刘玄，又依附光武帝刘秀。从建
HsU](YVDUBXYVW; ù

年（前６３
6]5 ,( 年），居住在今青海一带的羌族部落争夺
67DHÒIJs{kKúLMNO
湟水流域的牧地，光禄大夫义渠安国派兵镇压，激
PïQRkSPDBT0UVWXJYZD[

起羌人更大范围的反抗。神爵元年（前
\K}]0^ k_`; ab*6]5６１年），宣
,* 67D>

帝选戍边将领，７７
岁高龄的赵充国自荐领命，击败
Ycd¥geD!! fghk1@/iejDxk
K%; Alm_nop
q
rJÈsDtuhvkw
羌众。上奏折反复呈明＂寓兵于农，耕战两利＂的策
ÿ; wÿ§³xyDz{Öi~¥|k}~DyÝ
略。策略终被采纳，保持了西北边疆的稳定，同时
,rPsS\k ; lm
对发展当地农牧业也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些奏折
ã?åk+wJ\û; \
中最有名的是《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甘露二
6
]5 '%
67D1D6 #'８５岁。宣帝追封
f; >YÉ
年（前
５２年），赵充国去世，享年

武六年（３０
X6]($ 年）始，和东汉展开争夺陇右的拉锯战，
67(DZ[NíËkD

令。后为侍中，再迁为太仆。武帝病重，以霍光为大
¤; lÊ¥ãD¦ Ê§¨; XY×âD+ABÊ©

州。汉阳太守多次征召为吏，均称疾不就。安于贫
; [°§DQäj^Ê¼D½¾¿+À; ÈÁ
困，教授生徒数百人。后官府举贤良方正、茂才，皆
DÂÃÔÄÅ}; lÆÇzçÈÉÊËD¬

汉军屡次受挫。建武九年（３３
[Vä; ùX6]((年），汉军压境，四面
67D[VZD)t
Dhsn=; ä6D[V¡sÚSD
围困，隗嚣忧愤而卒。次年，汉军攻破嚣子纯据守
klsS MkD¡hsSàá±²D
的最后一个据点落门聚，至此隗嚣割据政权覆灭，
ZïÁ[; Zïr~¢£æ¤¥¦§
天水归汉。今天水城北、麦积山植物园雕窠峪、甘

¨©©XªYi«¬Hhs½ÒDÝ
谷大像山
、武山洛门镇西旱坪曾是隗嚣宫所在，时

E;
bÊ
?ù®¯°±Ùb²æwó;
他为＂壮侯＂。
有建筑构件或其他文物出土。
姜岐
+,-]3 ë5 ８０年）
#$ 67 字少叔，西汉天水上
89Di[ZïA
56 生卒不详。字子平，东汉汉阳上卦人。
Ô=+>; 8ÚDDZ[[°A!};
上官桀（？—前
!}; 9Ê'()DXYÙD Ê¡¢£
m³w´µ¶z·¸DD¹ºDå»i
治《尚书》《周易》《春秋》诸经，守道隐居，名闻西
卦人。少为羽林期门郎，武帝奇其才，迁为未央厩

将军，桀为左将军，皆受遗诏辅少主，封安阳侯。桀
gVDªÊ«gVD¬B®C9¯DÉ°E; ª
子安妻为霍光女，因与光相亲。光每休沐出朝，桀
ÚÑÊABÏD¨±B²³; B´µ¶w·Dª

常代光入朝决事。昭帝即位，诏安女入宫为婕妤，
¸¹BLº»û; ¼Y?D®ÏL½Ê¾¿D

+Ì;
不应。

杜琦
78 生卒不详。东汉汉阳（郡治冀县，今甘
Ô=+>; Z[[°]TmÍðD

lÀÁl; ÂÃFÄÅ¦ÉÆÇED ÈÉ *'$$
后立皇后。安遂由骑都尉再封桑乐侯，食邑
１５００
ÊD ËFgV; ÌÚÍÎD±BNá; l±ÏÍ
户，迁车骑将军。父子尊盛，与光争权。后与燕王

谷县）人。汉永初五年（１１１年）秋，杜琦及其弟季
¨ð7}; ['fÎ6]*** 67zDÏÐÑÙÒd
÷yT}Í¸êk%\ûD±K}ÓÔD_`[
贡、同郡人王信等聚众起事，与羌人联络，反抗汉

曰
、鄂邑盖长公主、御史大夫桑弘羊谋诛霍光、废
ÐÑÉÒ=Ó¯ÔÕ©UÆÖ×Ø»ABÙ

·D¡nA!D/¾
q
[gVD¡ÕA!êðD
朝，攻占上卦，自称＂安汉将军＂，攻取上邦等州县，

!!" !－
－! ５５２

! 物
"
人

三陇响应，官军闻风败退。东汉朝廷下诏，以杜琦
!"#$%&'()*+, -./0123456
首级来献者封列侯，赐钱二百万，羌胡能杀杜琦者
789:;<=>%?@ABC%DEFG56;

赐金百斤、银二百斤。汉阳太守赵博收买刺客杜习
?HBIJKABIL .MNOPQRSTU5V
刺杀了杜琦，遂封杜习为讨奸侯，赐钱百万。杜季
TGW563X<5VYZ[>3?@BCL 5\
贡、王信等带领其兵众，据樗泉营，继续斗争。王信
]^_`abcdef3ghij3klmn, _`

答∶＂想当年郦食其拜访汉王的时候，也只是长揖
û
ü
óôõdäö._xØ÷ øùxìí
而已，我今天对三公长揖，有什么好奇怪的？＂袁逢
9úû~$Ö!üìí*ýþáÿ!x. /ÚÛ
肃然起敬，恭请上坐，问及西方事务，对答如流。于
"çë#$%Ï&'()Ö*+ w
是袁逢向在座的人称赞；＂这是汉阳的赵元叔，满
ü/x.MxPÇ0
xÚÛ,æ-x .û

朝的文武没有超过他的。＂之后赵壹又拜见了当时
/x12*Ì¦ox /pPë3äºWØ

被杀后，杜季贡率余众入羌胡，与滇零领导的占据
oGp%5\]qrfsDE%tuvcwxyg

的名士河南尹羊陟，晤谈之后，羊陟称赞赵壹说∶
x45Ë6789:p78.Pë;û

北地郡（今宁夏灵武一带）的羌人会合。元初元年
z{|}~bxD  

＂果然上等的璞玉啊！＂如此经袁逢
、羊陟的大力推
ü
<çÏax=>?@ /*A_ÚÛJ78xùBC

（１１４年）春，滇零之子零昌派兵攻雍城，被击败。二
}!!" uvveo A

荐，赵壹一时名动京师，士大夫以能和赵壹结识为
DPëØ4EÓÔùF4FsPëGY

年（１１５
年）秋，汉朝遣司马钧为征西将军，督率八
}!!# ./Y'%q
千余人，北击零昌。杜季贡乘机设伏兵占据丁溪
¡r % zv 5\]¢£¤¥eyg¦§
城。元初四年（１１７）春，中郎将任尚派当阗种羌人
 ¨}!!$%©ª«¬®¯D
榆鬼等五人谋害了杜季贡。
°±a² ³´W5\]
#$% 生卒不详。参见杜琦。
µ¶·¸ ¹º56
杜季贡

幸事。而赵壹淡泊名利，耻于做官，西归老家后，州
H( 9PëIJ4KLwM&NOPpÉ
郡重金征聘
|QHR１０
!'多次，均——谢绝，终生隐居。著有
RSTUVµWX W*
《赵壹集》二卷，宋后已佚。现存作品有《刺世疾邪
XPëY[A\Zpú[ \]Î^*XT_`a

姜叙之母杨氏
&'()*+ 生卒不详。东汉末冀县（今甘
µ¶·¸ -.»¼½}~¾

oÎÖp_1JpµWqrs#
表作，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姜叙
&' 生卒不详。字伯奕，东汉末三国初冀县
µ¶·¸ Atu-.»!8¼½

谷县）人，姜叙之母，杨阜姑母。汉建安十七年（２１２
¿½À ÁÂÃÄÅÆÃL .ÇÈÉÊË%!%
年），马超率诸戎击冀县城，参军杨阜率部众与刺
%ÌqÍÎ¼½¹'ÄÅqÏftT
史韦康坚守八月，救兵不至，韦康恐城破伤民，出
ÐÑÒÓO ÔÕe·ÖÑÒ×ØÙÚÛ
ÜL ÌsGÑÒL ÄÅÝÞßË~à½Àá
降。马超入城，杀韦康。杨阜暗奔历城（今成县），劝
ÆÃÄâãdÁÂäåÌÄâæç$è é
姑母杨氏令其子姜叙共伐马超，杨氏慨然应允。同
êÔÄÅJÁÂëeìË~í½î&ïÀ
年九月，杨阜、姜叙起兵卤城（今礼县盐官镇），马
ÌqeÛðÄÅxñ$òóôGÌõ
超率兵出战，杨阜的内应关闭城门，杀马超妻子。
ÌXö'ßØ÷øÁÂÃÁÃùúû
马超遂进军历城，城破，逮捕姜叙母，姜母大骂∶
＂背父逆子，杀君桀贼，天地不容，不早点去死，有
ü
ýþÿG!"#${·%·&'()*

何面目见人？＂超杀害姜母。曹操论功行赏，认为姜
+,-º . /ÌG´ÁÃ 0123456YÁ

母杨氏劝儿叙起兵，为国而死，大义凛然，手令褒
ÃÄâá7ÂëeY89)ù:;ç<ã=
>
扬。

赋》《穷鸟赋》《报皇甫规书》《非草书》以及《迅风
XcKb[
Xdefge[
Xhie[ 4' Xjk
b[
赋》《解摈赋》《报羊陟书》等，《刺世疾邪赋》为其代
b[
Xlmb[
Xd78e[aXT_`ab[Ydn

Ë~¾¿½À  ÁÂ
üìÊvwxyz/
ü*{
（今甘谷县）人。姜叙＂长七尺，秀貌雅姿＂，＂有算
|}~³áb /&Ö' tÄÅxÆ
略，善筹谋，好诗赋。＂官至抚夷将军。与杨阜是姑

表兄弟。建安十七年（２１２
年），马超率羌、戎叛乱，
o ÇÈÉÊË%!%
ÀÌqDJÎ 
Ø¼½ ØY¼¹'xÄÅÜwÌpÖ
攻破冀县。时为冀城参军的杨阜诈降于马超，后至
ßá;ÁÂëeÌ ÁÂJPJ6
历城劝说姜叙起兵抗超。姜叙联结梁宽、赵衢、尹
JPa
ë(ù*ÌGÌõ¼
奉
、赵昂等人起事，大败马超，杀超妻子，夺回冀

Ì*ß
Ë~à½ÀGWÁÂOÃ ðn
城。马超败走历城（今成县），杀了姜叙老母。战争
p01234<ÁÂY=>p(·¸
之后，曹操论功行赏，封姜叙为列侯，后事迹不详。
杨阜
*0 生卒不详。字义山。东汉末三国初冀县
µ¶·¸ A:M -.»!8¼½
（今甘谷县）人。杨阜初任凉州从事，后任参军。汉
Ë~¾¿½À  ÄÅ«Éf(p«¹' .
建安十七年（２１２
ÇÈÉÊË%!% 年），马超在和曹操渭南大战后，
ÀÌæs01Ëùðp

,-Ë? !!&@%%'
封衡（约
１１６—２２０ À
年） ABC-.!D
字君达，东汉初猕道

东乡（今武山县域）人。自幼学道，入鸟鼠山采药炼
-EË~F½GÀ  HIJDsKLMNOP
丹多年，精研医术，著有《容成养气术》１２卷、《灵宝
QRSTUVW*X%àYZV[!% \JX]

卫生经》１卷。封衡一生悉心研读有关道学、医学的
^µ_[! \ <`µabTc*òDJJUJx
def©ghij pklE mnopQq
图书，从中汲取知识。后遇一外乡人传授他仙丹秘
rs²tuvdwxyz{1|}QN ~
诀和五岳真形图，于是周游天下，广涉博采。常驾
 ñQOz¨k*
一青牛，腰挂竹管，内装丹药，云游四方，遇有病
;·26tO ·4A 
者，不论认识与否，均送药服治。不以姓字告人，故
Y
ü
D/ ÇÈAÉË%!&年），魏王曹
À_0
称为＂青牛道士＂。建安二十一年（２１６
!& 人应召，
$
1¨V<`tJa１６
操招引四方术士，封衡与华佗、左兹等
01<`YµD<`û
ü ¡~¢£¡
曹操问封衡养生之道，封衡回答∶＂体欲常劳，食欲
~¤¢¥¦§¤¥¦¨ ©ª«¬®¯°
常少，劳勿过极，少勿过虚。去肥浓，节咸酸，减思
虑，损喜怒，除驰逐，慎房室，则几于道矣。故圣人
±²³´µ¶·¸¹º»¼wD½ ¾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顺其根，以契造化之妙。＂
YM¿YÀ4ÁdÂ4ÃÄÅÆ /
赵壹
./生卒不详。字元叔，东汉汉阳西县（今
µ¶·¸ AÇ-..M½Ë~

秦州区西南）人。灵帝光和元年（１７９
ÈÉÊËÀ  ÌÍsË!$( 年）作为汉阳
ÀÎY.M
|xÏÐÑÒÓÔÕMÖ× ØÙÚÛÜÝÞ
郡的上计吏，到京师洛阳对簿。时司徒袁逢负责审
ßà8ÐÑá¼â àãäåæçè©éê
核，全国计吏好几百人全都拜倒在庭院之中，唯独
赵壹长揖不拜。袁逢左右侍从批评他无礼，赵壹对
Pëìí·ä ÚÛîïfðñoòíPëÖ

败还陇上，攻掠各郡县，围攻凉州治所冀城。杨阜
*"Ï|½É¼ ÄÅ
率兵死守，历时八个月而救兵不来，潜出搬兵的别
qe)OßØÔ9Õe·9Ûex
驾阎温又被马超捕杀，城中一片惊恐，刺史
、太守
 3oÌøG©¡¢×TÐJNO
等人主张投降，唯独杨阜坚决不从，而刺史韦康认
a £¤¥ÜéêÄÅÓ¦·f9TÐÑÒ6
为只有投降才有出路，结果开城迎接马超，被杀。
Yù*¥Ü§*Û¨©ª«¬ÌoG
ÄÅfÌ®£d¯ é９( 月，以丧妻求葬
Ô4°õ±²
杨阜伪从马超，伺机报复。同年

假为借口乘机出奔历城（今成县），向外兄抚夷将
³Y´µ¢£ÛÞßË~à½À,l
军姜叙求援，秘密商定破马策略；又派堂弟杨谟回
'ÁÂ±¶q·¸¹Øº|»3¼Ä½
冀城联合内应。准备停当，即起兵卤城（今礼县盐
¼ñ$ ¾¿ÀÁëeìË~í½î
官镇）。马超率兵出战，杨阜在冀城内应的配合下，
&ïÀ ÌqeÛðÄÅæ¼ñ$xÂ1

y*¼ÃpÌÄßÄÅBðÌòÅ
占有冀城；后马超袭击历城，杨阜力战，马超无法

取胜，进退不能，只得逃奔汉中，于是陇右彻底平
hÆö+·FùÇÈÞ.©wx"îÉÊË
定。杨阜由此名声大振，深得曹操赏识，被封为关
¹ ÄÅÌA4ÍùÎqÇ01o<Yò

内侯。建安二十年（２１５年），任武都太守，多有政
ñ> ÇÈAÉË%!# À«ãNOR*Ï

绩。魏文帝大臣刘晔称赞他有＂公辅之节＂。明帝时
Ð 1ÌùÑÒÓ.o*
ü
üÔ¬/ ÕÌØ

起任将作大匠，迁任少府，成为宫廷重臣，以天下
ë«ÎùÖ×«¤ØàYÙ0QÑ4$1
YÚ«ÖÛÏÜn·úRSÏÝáÜÕÌ)¬
为己任，对弊政谏争不已，多次上疏劝谏明帝务节
ÞJtÚßYµàÕÌ4Y*RáâV·F
俭、与民休养生息，明帝行为有所收敛，但终不能
ãÄÅ£¤4ÄÅäç%±åæ·¾ ¶w
用杨阜主张，所以杨阜愤然请求辞职，不准。卒于

!!" !
－! ５５３－

!"#$%
天水大辞典

任内，死后家无余财。
!"#$%&'()*
庞德（？—２１９
&'+, -!"#年）
./ 字令明，东汉末年南安道
0123456.789
（今武山县西北）人。初从马腾，后随马腾子马超转
+:;<=>?/@* ABCD3%ECDFCGH
战陇上，常冲锋陷阵，勇冠三军。建安二十年（２１５
IJK3LMNOP3QRST* U8VW.+!"$
年）投奔曹操。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攻襄阳，曹操派
./XYZ[* U8VW\.]^_`a3Z[b
于禁作主将，庞德为先锋救援。适逢汉江猛涨，于
cdefg3hijkNlm* no5pqr#c
禁所领七路援军被淹，关羽乘势猛攻，生擒于禁、
dstuvmTwx#]^yzq_#{|cd}
庞德。于禁投降，而庞德坚贞不屈，被诛杀。曹操闻
hi* cdX~#hi# * Z[

之流涕，封其二子为列侯。曹丕即位，谥为＂壮侯＂。
3VFj* Z3j

*
今武山县四门乡传为庞德故里。
:;<=\jhi*
薛夏
()生卒不详。字宣声，天水人。博学多才。
{* 03 @* ¡¢£¤*

处、解系
、卢播战于六陌，晋军大败。六陌之战后，
Ü}.Ý}ÞßIc`à3²Tªá*
`àI%3
起义军分兵攻打雍、陈仓城。万年率军围攻雍城，
¾¿Tâã_äÊ}åæ¼* Î.Tç_Ê¼3
晋派左积弩将军孟观率军支援，万年终因粮尽援
²bèéêgTëìTím3 Î.UîïNm
绝而失败被获。槛送洛阳，不久被杀。
ðñáwò* ó1ôa3#Åw*
/0+, -)%) 年）
./ 晋末秦雍流民首领。字玄
²6©Ê±¬t* 0õ
李特（？—３０３

休，祖籍巴西岩渠，氏族。东汉末年，李特族人迁徙
43öð÷>øù3ª¬* 456.3úÇ¬@û
略阳郡（今秦安陇城乡
）定居，号巴氏。李特早年在
Àa¥+:©8J¼/üý3þ÷ª*
úÇÿ.!

州郡做官，沉勇大度，雄武善射。元康八年（２９８
j¥"#3 $Qª%3 &;'(* ³´È.+!#(
年），雍、秦大旱灾，略阳、天水等郡汉、氐各族流亡
./3Ê}©ª)*3Àa} ©¥5}ª¼¬
汉中就食，李特随行。接着又随流民流亡蜀中，在
5¦F+3úÇE®* %,-E±^¦3!
v./ö3 01D

'2Ø¶34
路过剑阁天险时，感叹∶＂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

郡中姜
、阎等大姓家族横行无忌，人多屈服，唯独
¥¦§}¨©ª«&¬®'¯3@£°3±²
薛夏不买账。便东游京师邺城（河北省临漳县境），
³´µ¶* ·4¸¹º»¼+½¾¿ÀÁ=Â/3
丞相曹操久闻其名，特别召见。后受姜、阎等家族
ÃÄZ[ÅÆ3ÇÈÉÊ* %Ë§}¨©&¬

于人，岂非庸才邪！＂充分显露了他的远大抱负，随
c@356789 :â~;AÌ<ª=>3E
w±? ¬t* @A³.+)%" ./3úÇ!B
即被流民推举首领。永宁元年（３０１年），李特在绵

的陷害，下颍川监狱，曹操闻知后，指令释放，并召
ÌOÍ3ÎÏÐÑÒ3Z[Ó%3Ô1ÕÖ3×É
置帐下参谋军事。魏黄初年间（２２０—２２６年），文帝
ØÙÎÚÛTÜ* ÝÞA.ß+!!%-!!& ./3àá
曹丕对薛夏才学深为敬佩，特提拔任秘书丞，专门
Zâ³´¤¢ãjäå3Çæç!èéÃ3ê
整天高谈阔论，每次都以＂薛君＂称呼薛夏，不直接
÷øùúû3üýþÿ

³ô!"³´3#$%

义，攻占广汉郡，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晋军。太安
¿3_ÏL5¥3£ýäáM>NOÌ²T* P8
元年（３０２
³.+)%! 年），李特自称益州牧、大将军、大都督，
./3úÇQ!RjS}ªgT}ªþT3
改年号建初。太安二年围攻成都，兵败被杀。之后
U.þUA* P8V.ç_Vþ3ãáw* %
其子李雄承遗志，于永兴元年（３０４年）攻占成都，
Fú&VWX3c@_³.+)%' ./_ÏVþ3
ý.!á3:YUËV5Zv[*
次年称帝，正式建立成汉割据政权。

叫名字。有一次谈古说今之时，见薛夏衣薄，亲解
&Æ0* '(ýù)*:ö3Ê³´+,3-.

杨轲
12 东晋十六国天水人，生卒不详。少好易
4²W`í @3{#* \ò]

/0Ä1* 2'(ý33>gTZ4563789
御袍相送。还有一次，征西将军曹休回朝，入宫奏
Ü3öàá:;³´<û3ÊZ4=>3#?TÜ3
事，时文帝正和薛夏咨论，见曹休到来，不问军事，

EFGH!èéÃÌ @³
k@ABC³´D
先向他介绍薛夏∶＂这就是现任秘书丞的天水人薛

¢3Ù#^3¢_`a3b@#c* de{fgh
学，长而不娶，学业精微，诲人不倦。教授生徒数百
@* Miöj3É#F* %iöklm33J
人。前赵时刘曜征召不就。后赵时石虎强征，逼迫
Fn3o#jsp* qf©j3rde#ð3Uw
就范，但不为所用。辞归秦州，仍教授不绝，终被乱

掌管国家图书典籍。文帝雅好经传文学，君臣时常
ëìí&îéïð* àáñòóà¢3ôõöL

宣声，有什么疑难事你尽管说，可共同讨论。＂薛夏
3'IJKLÜMNì*3OPQRû* ³´
ST¢?3UVªW*
潜心学问，终成大儒。

竹设营收容秦雍流民，被官府威逼，于是发动起
CDEFG©Ê±3 w#HIJ3 cG¸K¾

TÍ*
军杀害。

/3+!*!-))) ./
0st3À a+: ©8
李雄（２７２—３３３
年） 字仲隽，略阳（今秦安

姜维（２０２—２６４年）字伯约，天水郡冀县（今
*++!%!-!&' ./ 0XY3 ¥Z=+:

=/@3úÇdSF* ú&uøÈvS3.wöÿx
县）人，李特第三子。李雄身高八尺三，年轻时以刚

甘谷县）人。初仕魏，任天水参军。蜀汉建兴六年
[\=/@* A]Ý3! ÚT* ^5U_`.
（２２８
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归蜀，深受器重，称
+!!( ./abcd(ý?eöf^3ãËgh3!
其为＂凉州上士＂。诸葛亮病逝后，姜维总领诸军协
j

ijKk* abclm%3§notaTp

烈而出名。道士刘化曰∶＂关陇之士皆当南移，李氏
y{Æ* 9kz{D

]Jk|}7Ô3ú~
子中惟仲有奇表，终为人主。＂晋惠帝元康七年
F¦s'3 Uj@f*  ²á³´u.
（２９７年），李雄随其父流移汉州起义，任前将军。李
+!#* ./3ú&EÔ5j¾¿3!MgT* ú

助大将军蒋琬、费祎共理朝政。蜀汉延熙十九年
qªgTrs} t!Pu6v* ^5wxWy.
+!$& 年），进位大将军，九次北伐，七出陇右，连年
./3zªgT3yý?e3u{J|3}.
（２５６
HIcJ^ß3~øGÌTÜ* ^5
转战于陇蜀之间，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才能。蜀汉景

特战死，其第四弟李流与李雄收余部自保，李流为
ÇI$3d\úÚú&F( Q3új
ªgT}RjS* ó_I3úlm3agPËú
大将军、益州牧。几经攻战，李流病逝，诸将共立李
雄为益州牧，建都郫城。李雄派李骧断罗尚军运
&jRjS3 Uþ¼* ú&búT
道，罗尚军大馁委城而夜逃，留牙门罗特守城，罗
93Tª¼3Ç¼3

`.+!&) ./3Ýª e^3§n
耀六年（２６３年），魏大举伐蜀，姜维据守剑阁抗击
3L®* %fkX~3
Ç¼X~3ú&Vþ3c²á@_³.
钟会，使之寸步难行。而后主刘禅率先投降邓艾，
特开城门投降，李雄遂克成都，于晋惠帝永兴元年
称成都王，年号建兴。惠帝光熙元年（３０６
^í*
§ncz3~*
ý.3
./ú&
蜀国亡。姜维迫于形势，伪降钟会。次年，怂恿钟会 !Vþ3.þU_* áx³.+)%&年）李雄
即帝位，改年号太武，国号成。追尊曾祖为巴西桓
叛乱，试图借机恢复蜀汉，泄密被杀。今甘谷县六
á3U.þP;3íþV* öj÷>
3î ¡¢^53£¤w* :[\=`
¥§&¦'§n§¨*
峰乡姜家庄有姜维祠墓。
,-.+, -!## 年）
./ 秦州人，氐族。原为秦
©j@3ª¬* «j©
齐万年（？—２９９

州氐族首领，后流徙关中扶风为编民。晋元康四年
jª¬¬t3%]¦®¯j°±* ²³´\.
（２９４
、羌各族人民反
+!#' 年），上党、北地爆发匈奴、氐
./3Kµ}?¶·¸¹º}ª}»¼¬@±½
抗起义，关西略阳、天水、扶风、始平、武都、阴平
¾¿3]>Àa} }®¯}ÁÂ};þ}ÃÂ &６
郡的氐羌人民纷纷响应。元康六年（２９６
）秋八
¥Ìª»@±ÄÄÅÆ* ³´`.+!#&年./ÇÈ
É3©}ÊVjª}»ËªÌÍÎ.já¾¿* ¾¿
月，秦、雍二州氐、羌立氐帅齐万年为帝起义。起义
TÏJ<(Ð3ÑÒ１０
"%万。元康七年（２９７年），
Î* ³´u.+!#* ./3
军占据陇山一带，拥众
fÓT * ÎÔÕÖ<3 ×Ø4_Ù83 Ú²gÛ
主力军７万移驻梁山，由此东攻长安，与晋将周

3öjJ>`3jVþ3%-j
公，祖为陇西襄王，父为成都景王，后又追尊为景
á* ú&'c3 b¡¼ g?¢5¦34¢
帝。李雄善于纳谏，并派遣各部将北取汉中，东取
巴东，南陷建宁，降越，遂有南中之地，又得汉嘉、
÷437OUA3~£3'7¦¶3-¤5¥}

涪陵等地。降附者、入质者
、朝贡者继之而来。李雄
¦§©¶* ~¨©}7ª©}6«©¬>*
ú&
爱人授用，皆得其才。于是，益州渐趋平定。当时，
@ep3|¤* cG3Rj®¯Âü* }ö3

国内大乱，唯独四川成都事少安宁。李雄秉性宽
í"ª3 ±²\ÐVþÜ\8A* ú&°±²
³3!SW.3´µY¶* _·¢¸3DØ¹#3
厚，在位三十年，简刑约法。兴办学校，设置史官，
vÜº3»#Õ¼* Üv²;3½¾w¿3Ü\À
政事之暇，手不释卷。事政宽和，赋调轻减，事少役
稀，百姓得以富安。其后，李雄不立其子为太子，却
Á3Â«¤ÿÃ8* %3ú&#ËFjPF3Ä

!!" !－
－! ５５４

"
人! 物

立兄李荡之子李班为太子。东晋成帝咸和八年
ºABæ¯67<$¿=:C¿Î<DE)*FG
!"#$%&#'()&* +,-./012 战始三交失蛇矛，十骑俱荡九骑留，弃我聂驱窜严
（３３３
245#67859(:.5;<)=>
3!!! 年），李雄病逝，谥为武帝，庙曰太宗。
姚弋仲（２８０—３５２年）十六国时羌族首领，
#$% 3"#$?!%" 24 @ABCDEFG5
原籍南安赤亭（今陇西）。西晋怀帝永嘉六年（３１２
HIJKLM3NOP4Q P,R.STA23!&"
年）率部众数万，自称护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
24UVWXY5Z[\D]^_`abc_de
公，建城于陇上。东晋明帝太宁元年（３２３
f5ghiOj> +,k.)lm23!"!年）投赵，
24nop

屡立战功，拜安西将军、六夷大都督
、豫州刺史。东
q!rs5tKPuv_Awxyz_{abcQ
+
晋成帝咸和八年（３３３
,-./0|2}!!! 年）率部迁于清河，后赵石泓
24UV~ipo

拜为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封平襄县。后赵亡，归
t(:uv_PDxyzp Q op
晋。东晋穆帝永和七年（３５１年）被封为使持节六夷
,Q +,.S02}!%& 2 (Aw
大都督
、轼骑大将军、大单于、高陵郡公。有
４２子，
xyz_xuv_xi_fQ
 '"
&p
随其南征北战于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
Jri_P_J__ P_
东、江苏、安徽一带，为建立后秦基业打下基础。殁
+_¡¢_£¤¥¦p(g!§¨©ª«¨¬> 
p®¯(°§±²³´pµ¶·¸i¹%º!
后，其灵柩为前秦苻生所得，以王礼葬于冀之狐磐
（今甘谷新兴镇姚谢家坪）。后来，子姚苌称帝，建
}N»¼½¾¿ÀÁÂ4* Ã5&¿Ä[.5g
都长安，追谥父为帝，庙号始祖，墓为高陵，＂置园
yÅK5Æ9Ç(.5;ÈÉÊ5Ë(5
ÌÍÎ
ÏÐÑÁ\ÒQ
邑五百家护陵＂。

陈安（？—３２３
&'3Ó ?!"! 年）
"# 十六国时前赵陇城（属今
$%&'()*+,-.
/012#34 ()567389:;<89=>
张家川县）人。前赵为匈奴人刘曜所建，刘曜于东
?@ABC@",!#$ "#DEFGH<IJKL*
晋元帝大兴元年（３１８年）攻占长安后，多次进兵陇
M<BNOPQRS<TUVW3XYZ[4 \G
上，大肆掠夺和屠杀，激起各族人民的反抗。陈安
]'5?^Y_`ab<cde()fg<=>?
当时为晋朝的秦州都尉，因不满前赵统治，于东晋
@ABCh",!#%年）揭竿而起，自称秦州刺史，
"#ijkU<lm_`no<
元帝大兴二年（３１９

幽。天降大雨追者休，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
H4 IÍBJã?K<5ELMkíN4 OØP
>OQ<RSdTUVW() 阿呼呜呼奈子何，呜呼
XYZYUVW<ZY
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
XYUVW4 [89\]ö<^_]`<a]b<c
阿呼奈子何。＂刘曜闻其歌，也嘉其勇，伤其死，命
deÖfQ
乐府来唱。

苻洪（２９３—３５０
年） ÔÕÖ5+,×ØÙÚ
字广世，东晋略阳临渭
()3"(!?!%$ 24
3N§K+J4ÛQ ÜEQ ÝÞßà5á:âãQ R
（今秦安县东南）人。氐族。仗义疏财，骁武善射。怀
.STä25,åæç5è«xé5ÜÛfêëì
帝永嘉初年，晋室内讧，天下大乱，氐人公推蒲洪
(íî5ïEðñQ òn°o5no5 (ó
为盟主，聚族组保。先投前赵，后投后赵，被封为龙
245§`õö÷øù3N
ôuvQ S0Ð23!'(年），秦雍流民在枋头（今河
骧将军。永和五年（３４９
JúPJ4ûêëì(FGQ
ü25Z[xuv_
南浚县西南）共推蒲洪为首领。次年，自称大将军、

大单于、三秦王，改姓苻氏，不久被降将麻秋毒死。
xi_ý§¶5þÿ±!5"#$u%&'(Q
(*}!&)?!%% 24
+,@ABC°§).Q
苻健（３１７—３５５
年） 东晋十六国时前秦皇帝。
2Q .â
Ôg©5°§*!+±ì,ý&Q ÷- %５年。乐善
字建业，前秦创立者苻洪第三子。在位
好施，弓马娴熟。晋永和六年（３５０年）继位，时人心
/051234Q ,S0A2}!%$ 245-5CÛ6
浮动，局面难以收拾，苻健审时度势，对晋称臣，取
7859:;µ<=5±>?C@A5B,[C5D
消秦王称号，伪降后赵，以分散其注意力，暗中积
E§¶[È5F$o5µGHIJK5LMN
极准备西进关中。一面缮修枋头宫室，一面令军队
OPQPRSMQ ¥:TUøùVå5¥:WvX
YZ[\5 µ%]^_SM`aìQ Cb-4%
屯田种麦，以麻痹占据关中的杜洪。时机成熟之
5cdefPR5gh7i5jkl(mnop
后，突然挥师西进，焚烧浮桥，表示誓死必争的决

据守上卦（今秦州区）。元帝永昌元年（３２２
pqMr ,._`s#4 @Atu@" ,!""年）２
"#"

6Q S02}!%& 245qrÅK5^SMQ 5s
心。永和七年（３５１年），攻破长安，占有关中。继续
t,[u5v/wuxyQ
z25Z[è¶_x
向晋称臣，结好权臣桓温。同年，自称天王、大单
于，建元皇始，定都长安。次年正式称帝。随后遣将
i5gm)É5{yÅKQ ü2|}[.Q ~u
+PAK5³t Q S0@2}!%'
东征西讨扩充势力范围，所向皆捷。永和十年（３５４

月，队伍壮大至
１０余万人。陈安自称大都督、大将
v<wxyBz #&
{|34 \GlmBa}~B
军、雍凉秦梁四州牧、凉王，以赵募为相国，多次遣
~_` ~<)5&<IJ
将出征，先后攻取南安（今陇西东部及定西、武山
<HDG,.*>~
县地）、平襄（今通渭县西北）、陇城（属今张家川
2#~,.2#~*+,-./01

境内安定之后，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轻徭薄赋，
æK{%5SMÑÿý55
垂心政事，崇尚儒学，关中被战乱严重摧残的经济
655SMréo
开始复苏。永和十一年（３５５
É¡¢Q S0@¥2}!%%年），病卒长安宫中，传
2457¢ÅKVM5£

2#+,.*2#<B <¡¢*£4 \
县）及汗城（今陕西陇县），势力大增，威震陇右。陈

安的势力直接威胁着前赵，刘曜接连向陈安发动
GY¤¥¡¦§()< 89¥¨©\Gª«

进攻，但屡遭失败。东晋明帝太宁元年（３２３年）六
KD<¬®¯°4 >?±A²³@",!"! "#%
月，陈安率兵从南安驰归上卦，被刘曜的联军战败
v<\G´LµG¶·Mr<¸89Y¹º°
后，收八千余步骑奔保陇城。３２３年七月，刘曜率精
H<»¼½{¾¿ÀÁ*+4 !"! "Âv<89´Ã
兵攻打陇城，并派兵围攻上卦，以断陈安后路。陈
LDÄ*+<ÅÆLÇDMr<È\GHÉ4 \
GÊºË°4 Ì'<*MV2ËÍ)4 \GÎÏ
安几战皆败。此时，陇上各县皆降赵。陈安留下部
将守城，自己率几百名骑兵突围出城，欲请上邦、
q+<lÐ´ÊÑÒ¿LÓÇ+<ÔÕMr~
YLÖ×*+ØÇ4 +H< ÙÚMr¸
平襄的兵力来解陇城之围。出城后，才知上邦被

围，平襄已被攻陷。陈安只得向南突围，直奔陕中
Ç<Û¸DÜ4 \GÝÞ©ÓÇ<¤Àß

（在陇城南）。刘曜派劲敌追杀，双方在陕中交战多
,à*+#4 89ÆáâãS<äåàßæºI

年），桓温北伐进入关中，苻健迎战，大败桓温。在
245xyRSM5±>r5xxyQ ÷

-"&±²Q
位兄子苻生。

姚苌（３３０—３９３
年） Ô¤¥5@ABC§
字景茂，十六国时后秦
#+}!!$?!(! 24
wg!+5¦D}N»4ÛQ "¿(5
政权建立者，伏羌（今甘谷县）人。其兄姚襄死后，
UV§°§±¨5©ª:uv5©O+_:y_
率部归附前秦苻坚，任扬武将军，后任陇东、武都、
:«¬)®_bc_¯°]^5± ²y³Q ´q
武威等地太守、刺史、步兵校尉，受封益都侯。因屡
rs5µ¶%rC5~©óôuv5z²·¸a
有战功，淝水之战时，迁任龙骧将军，督益梁诸州
vQ ±¨5¿ÄPa¹Eê(íîQ +,
军事。苻坚败后，姚苌被西州豪族推为盟主。东晋
º:.)m»2}!#'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
24Z[xuv_xi_Y
孝武帝太元九年（３８４
2§¶52È¼½Q )m@¥2}!#*年），在长安称
245÷ÅK[
年秦王，年号白雀。太元十一年（３８６
.5.È)Ê5þmgä5BÈx§5c[§Q ¿
帝，帝号太祖，改元建初，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姚

îYïðÏ<\GQ${¿ñº°¸S4 *3ò
殊的情况下，陈安和十余骑将士战败被杀。陇人怀

苌称帝后，修德政，救时弊，发展经济文化，颇受时
Ä[.5U¾5¿CÀ5ÁÂÃÄ5Å±C
人称道。《甘谷县志》载∶＂太元十一年（３８６）秋八
Û[ÆQ Ç»ÈÉÊ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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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后秦姚硕德自陇上称征西将军，因响应姚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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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陈安，做《壮士歌》来纪念，歌云∶＂陇上壮士有陈
ó\G<ôõyñö÷Öøó<öù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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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ñ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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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聂璁父马
-./<Â0B1234<5¼678£9<$:
铁瑕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

兵，聚众于冀，与前秦秦州刺史王统相持。九月，王
°5ïWi¹5°§§abc¶ÒÓQ »Í5¶
Òµ§a$i§5§µ¿Î¾(_§a
统以秦州降于后秦，后秦以姚硕德为使持节、秦州
bc5¾jr5yzOÔ¸v5Õ¹hQ )m@Ö
刺史，镇上卦，都督陇右诸军事，属冀城。太元十四

十决无当前。百骑俱出如云浮，追者千万骑悠悠。
$;<](4 Ñ¿=3ù><ã?½|¿@@4

年（３８９
年），后秦王姚苌使姚刑奴守冀城。同年，仇
2}!#( 245§¶¿Ä¿×Ø®¹hQ
z25Ù

次，陈安部下被俘斩首
余人。最后，在众寡悬
'&& {34
êH<àëìí
J<\GÏ¸çèé ４０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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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大辞典

池杨定攻克陇、冀，斩姚苌，拘姚刑奴，自称秦州
!"#$%&'()*+,)-+./01234
牧，领冀城。＂姚苌死后，子姚兴继位，灭前秦。
506(78 9+,:;0<+=>?0@A38
尹纬
&' 生卒不详。字景亮，东晋十六国时期秦
BCDE8 FGH0IJKLMNO3
州天水人。少有大志，初任苻坚吏部令史，晋太元
4PQRS TUVW0XYZ[\]^_0J`a
九年（３８４
ce0fghi+,jkA30lmno
bcd!"# 年），龙骧将军姚苌反叛前秦，尹纬等组

定借机反秦。且东晋是正统王朝，是汉民族的象
#åRj38 æIJç£Ez0 çèérQê

织羌族部落
万余家依附姚苌，为姚苌称王立下
pqr]s ５$ tuvwx+,0
y+,2z{|
+,lmZ[?0;0Z[
姚苌派尹纬劝说苻坚禅让皇位，攀谈之后，苻坚感

不能采纳的，否则非但伐晋不能取胜，就是前秦的
D×ÿ!Q0"#$%ÌJD×@&0½çA3Q
江山也保不住了。＂苻坚一意孤行，太元八年（３８３
'(D)}8 9Z[ö_`û0`a*cd!"!
年），进苻融为征南将军伐晋。淝水（今安徽省寿县
ce0JZWyÇähiÌJ8 dQdÀÁ+,-Â

叹地说∶＂宰相才也，王景略之俦。而朕不知卿，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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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亦宜乎！＂姚苌死后，又辅佐姚苌儿子姚兴，攻
D¢£¤%9+,:;0¥¦§+,¨<+=0$
灭前秦苻登。官至辅国将军
、尚书左右仆射，晋爵
@A3Z©S ª«¦Mhi¬®¯°±²0J³

淝河）大战，前秦军大败，苻融被乱军所杀。
dµeôe0A3iô0ZWt.ißÎ8
吕婆楼
+,- 生卒不详。十六国时代略阳（今天
BCDE8 KLMND½ dÀP
水）人，氐族。汉文帝初其祖先吕文和自沛（今江苏
QeR0¼r8 èê/Xî0máê:11dÀ'2

´µ¶S
清河侯。

沛县）避难迁徙定居略阳，世代为氐族将帅。前秦
1Âe3±4#5½06Dy¼rh78 A3

苻坚（３３８—３８５
年）东晋十六国时前秦皇
() d!!"·!"$ ce
IJKLMNA3
帝，在位
年。字永固，氏族，略阳临渭（今秦安
&' cS
Fº»0¼r0½¾¿dÀ3Á
¸0¹? ２９

苻氏立国他出谋尽力，为开国功臣之一。当时有
Z8{MùïÇ950 y:Mö8 ;NU
＂才识明达，令行禁止＂之称。苻生继位，封吕婆楼

<=~0^û>?928 ZB>?0Èáâã

县）人。多才多艺，深通谋略。初封东海王，升平三
ÂeRS ÃÃÄ0ÅÆÇS XÈIÉz0ÊËÌ
年（３５７
cd!$( 年），诛杀暴君苻生，自立大秦天王。之后，
ce0ÍÎÏÐZB01{V3PzS ;0
励精图治，任人唯贤，摒弃平庸的宗室外戚子弟，
ÑÒÓÔ0YRÕÖ0×ØËÙÚÛÜÝÞ<ß0
任用吕婆楼、权翼、薛瓒、梁平老等文武英才，尤其
Yàáâã¬äå¬æç¬èËénêëì0íî

为侍中尚书。在职时凭自己的才能和远见卓识受
y0®8 ¹@NA1BQ×:CDE<F
到时人称赞。吕婆楼与苻坚交游，辅助苻坚杀苻生
GNR2H8 áâã§Z[IJ0¦KZ[ÎZB
夺位。后向苻坚推荐王猛，并邀其出山。在王猛的
¨?8 ;ÔZ[LMzð0ØNîï8 ¹zðQ

对王猛视为肱股，军国大事一任处置。同时实行一
ïzðñyòó0iMôõöY÷ø8 ùNúûö

¡dPª0;Q_e0ôzð¬æ!y0®
尉（督察官，相当于刺史），以王猛、薛瓒为中书侍
R0ôäåySõTUR0ØVRW0XZBY
郎，以权翼为给事黄门侍郎，并掌机密，除苻生苛
Z0A3ôÔ8 áâãª«`¡062

[\98
政，前秦大治。吕婆楼官至太尉，世称＂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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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光（３３８—３９９ 年）东晋十六国时后凉的创
p_8 F6=0¼r0½`R8 A3Z[N`¡á
建者。字世明，氐族，略阳郡人。前秦苻坚时太尉吕

}~S c0A3zZ[ h0
了汗马功劳。次年，前秦王苻坚兵败逃入五将山，

üýþÿ!"0#$%&0='&(0)*+0=
系列改革措施，提倡儒学，兴办学校，劝农耕桑，兴
,Q-0.=/012034A3M567898
修水利，振兴关中经济，由此前秦国力日渐强盛。
`:cd)(* ce$@A;0c$@<=M8 >
太和五年（３７０年）攻灭前燕，次年攻灭仇池国。宁
`aac
?acd!(! ce$@IJè¬AB48
康元年（３７３
年）攻取东晋梁、雍二州。太元元年
（３７６
d!(+ 年）攻灭前凉、代，统一北方。太元八年派大将
ce$@AC¬D0EöFG8 `aHcôh

征，而君臣谐和，用命国事，无机可乘，如出兵必遭
Ç0Ðë:0àìMõ0Ríî0¯ï´ð
失败。次年，苻坚发兵前夕，苻融又切谏∶＂慕容垂、
ñ8 c0Z[òAó0ZW¥ÕÖ

jkl¬
姚苌之所以竭力支持伐晋，目的是想乘机复国，他
+,ßôõ5ö÷ÌJ0 QçøîRÝM0ù
们才是前秦真正的敌人，他们伐晋的主张是万万
úçA3û£QüR0 ùúÌJQýþçtt

辅佐下，前秦统一了北方。苻坚封吕婆楼为司隶校
¦§|0A3Eö}OG8 Z[Èáâãy (

婆楼之子。在位
âã<8 ¹?１４
,- 年。早年随宰相王猛对外征战，
c8 acfzðïÝÇe0

时机已成熟，不顾符融、权翼、石越及太子、皇后劝
NRSTU0DVZW¬äå¬XYZ`<¬;

bUÙ8 Åcd<0Ye(¡¬fhi8 J`
颇有威名。深得赏识，任步兵校尉、骁骑将军。晋太
a*cd!"! ce0FZ[ghÒ (.$
元八年（３８３年），受苻坚派遣率精兵
７．５tKÇK
万西征西

阻，背王猛遗言，一意孤行，倾前秦全国力量攻打
[0\zð]^0ö_`û0aA3PM5b$c
东晋。淝水一战，前秦大败。随即鲜卑慕容垂
、羌族
IJ8 dQöe0A3ô8 fghijkl¬qr
姚苌先后背叛，分别建立后燕、后秦，前秦分裂。次
+,m;\k0nop{;;¬;30A3nq8 

域。次年，大败龟兹等国联军，降服西域。用２
万头
L8 c0ôijnMÚi0klKL8 à & tm
骆驼满载掠夺的西域各国珍宝奇玩，率军东返，进
no¿p¨QKLàMqrst0hiIu0J
驻姑臧（今甘肃武威市），据有凉州。太元十一年
vwxdÀyzë{e0|UC48 `aKöc

年，苻坚最终被姚苌擒杀。
c0Z[rst+,uÎ8

（３８６
年），吕光自称凉州牧、酒泉公，建立后凉国。
d!"+ ce0áI12C45¬}~0p{;CM8
f;¥þ2Ìµz¬Pz8 c0 ^0Z
随后又改称三河王、天王。晚年昏聩，听信谗言，政
Ô.8ÁÌcd!''年），吕光死。元兴二年
ce0áI:8a=Bc
治腐败混乱。隆安三年（３９９

吕光进兵西域。在此形势下，苻坚认为统一全国的
áIJKL8 ¹4MN|0Z[OyEöPMQ

符融（？
年） 字博休，略阳临渭（今秦
(*dv —３８３
w!"! ce
Fxy0½¾¿dÀ3
安县）人，前秦王苻坚之弟。聪颖练达，仪表堂堂，
ÁÂeR0A3zZ[z8 {|}~00
博学多才，下笔成章，过目成诵，满腹经纶；同时骑
x&Ã0|T0 T01ùN

d-*! 年），后凉被后秦所灭。
ce0;Ct;3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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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öDÒ0 ¹A38 Z[g
射击刺无一不精，在前秦朝野威望很高。苻坚即

(/ d!-!]!'- 年）
ce 略阳临渭（今秦安县）
½¾¿ dÀ3ÁÂe
苻登（３４３—３９４

位，苻融成为前秦重臣
，封侍中、中军将军，累迁侍
?0ZWTyA30È0¬0ihi0

R8 A3L?/8 Fê0Z[r8 
人。前秦第六位皇帝。字文高，苻坚族孙。雄勇粗

中、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
、车骑大将军、司隶校
(
0¬0®¬0Ýiõ¬ôhi¬
尉¡¬`<`¢06Û£¬¤®õ0äaöN0¥
、太子太傅，领宗正、录尚书事，权倾一时，朝廷

0D,8 `a*cd!"! cedQôe;0A3
犷，不修边幅。太元八年（３８３年）淝水大战后，前秦
nÐ0/0ô.8 Z©ô«Qµ
分崩离析，关中大乱。苻登以狄道长的身份投奔河

大事无不由苻融参与定夺。苻融还擅长断狱讼，如
ôõD3ZW¦§#¨8 ZW©ª«¬®0¯

4_=0Yi@8 ;334_+J
州刺史毛兴，任军司马职。后秦秦州刺史姚硕德进

有疑难案件，必请为裁决，无不如意。《晋书》本传
U°±²³0´µy¶·0D¯_8 ¸J®¹º»

$µ40=:0Z©tyE70Çe0Ã
攻河州，毛兴病死，苻登被举为统帅，专管征战，多

上就有记载苻融裁断的两个案例。太元七年（３８２
¼½U¾¿ZW¶¬QÀÁ²Â8 `aÃcd!"&

次击败姚硕德。太元十年（３８５
+8 `aKcd!"$年），苻登即皇帝位，
ce0Z©g/?0

ce0Z[ÄÅÆÇIJ0ÈÉÊË0Ì§DÌö
年），苻坚计划亲征东晋，召群臣讨论，伐与不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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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名面谏，前后数十次。认为北方形势复杂，前秦

改元太初。此后，和后秦历年在陇上
、关中对峙攻
þa`X8 4;0:;3 c¹&¼¬/0ï¡$
战，屡有斩获。太元十九年，和后秦决战，苻登战
e0¢U*£8 `aKbc0:;3·e0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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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至此，前秦在苻登苦撑了９年之后终归覆灭。
01 生卒不详。字子良，东晋十六国略阳
BCDE8 F<¨0 IJKLM½
权翼

所灭各国都企图复国，虎视眈眈，如倾国南征，必
ß@àMáÓÝM0âñãã0¯aMäÇ0´

（今秦安县）人。前秦王苻坚即位，任给事黄门侍
dÀ3ÁÂeR8 A3zZ[g?0YSõTU

时众说纷纭，苻融分析北方形势，双方力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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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向背，切谏不能伐晋。并和权翼、石越等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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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主管机密。与北海王猛、太原薛瓒并称＂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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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为了统一河西，李悬派遣他的重臣宋繇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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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功封安邱公，官至右仆射。晋太元八年（３８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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苻坚谋攻伐东晋，权翼固谏，认为东晋君臣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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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同心，谢安
、桓冲等都是江左雄才，不可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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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西击玉门，取胜后兵屯玉门一带，广积粮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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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在玉门关
、阳关屯田，敦劝农民种好庄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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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富民。在文化上，立国之初就兴办学校，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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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郡设置五经博士，负责传授经学。五凉时期，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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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曾按汉魏选拔官吏的办法，实行察举制度，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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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郡举孝廉，统一测试，因才授官。李暑本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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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苻坚不听，坚持攻晋，淝水大战，丧师失地，

大败而归。权翼再谏不可听信慕容垂，结果苻坚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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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拒而不听，致使前秦分裂。皆如所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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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卒不详。东晋十六国时天水人。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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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岌
秦姚兴，任太史令。学究数术，明于象纬，致力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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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及历法研究。著有《姜氏三纪历》１卷、《历序》１卷、
£®¯°¤¢ ±²³´µ5¶®·# ¸-³®¹·#¸《论频月合朔法》５卷、《杂历》７卷、《历法集》１０
³º»¼½¾¿·$ ¸b³À®·% ¸b³®¯Á·#&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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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氏要集历术》４卷、《浑天论》《乾度正历》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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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卒不详。字若兰，东晋十六国时期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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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读书，写有《靖恭堂颂》《述志赋》《槐树赋》《大酒

容赋》等，其中《述志赋》在五凉文学中占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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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建初十三年（４１７年），李悬病崩，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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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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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武昭王，庙号太祖。子李歆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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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夫人
()! 生卒不详。东晋十六国时期天水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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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始平（今陕西武功）人。前秦秦州刺史窦滔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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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今甘谷）人。聪颖好学，有辩才。初嫁扶风马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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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殁后，被李悬聘为继室。晋隆安四年（４００
hµi?ì!jW`k8 E¼<;HI'&&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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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容秀丽，才思敏捷。随夫寓居秦州。窦滔在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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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内触犯朝廷，被谪戍敦煌。苏蕙日夜思念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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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诉说离别之苦、恩爱之情，用彩线织锦为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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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璇玑图诗。全图纵横各
２９()字，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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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顺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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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读、横读、斜读、交互读、叠字读、退一字读、进一

李悬创建西凉，尹氏辅佐襄助，出力良多，于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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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有＂李尹王敦煌＂的谚语。晋义熙十三年（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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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Õ
李嵩卒，子李歆继位。李歆为人好大喜功，谋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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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北凉。尹氏劝言∶＂西凉地狭人少，国力薄弱，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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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安民都是很不容易的事，哪里还敢轻举妄动，有

字读，皆可成三、四、五、六、七言诗，可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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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分的想法？再说北凉国主沮渠蒙逊骁勇英武，善

B?&WC¬£ ]DEF8 GH?uIJK
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观。另外，天水民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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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一种璇玑图诗，共７行，每行１４字，共
字。可
PQ1R9B１６行的七言诗，言词哀婉，情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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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旋读成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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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用兵，你肯定不是他的对手；我看几年来他一直
²2D?äyfá²8 æ
有吞并我国的打算，天时人事也都对他有利。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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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虽小，修政自保还是能够做到的，这就是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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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最后两句是＂织锦回文朝天子，早赦奴夫配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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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据说秦王苻坚看了回文诗后，大受感动，即特
_ØÙ(ñòk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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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窦滔与苏蕙团圆。史籍中有关织锦回文诗的创

＇知足不辱＇。况且你父亲临终时，告诫你为勤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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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缘由说法不尽相同，流传的回文诗形式也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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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但回文诗由苏蕙首创是公认的。秦州区西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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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门楼，正反两面分别悬＂晋窦滔里＂和＂古织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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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民心必然会倾向你。否则，贸然进攻，非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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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胜，还有亡国的危险。＂李歆对尹氏的劝告置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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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闻，攻伐北凉，结果身死国灭。北凉灭国之后，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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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巨匾。

氏被俘。沮渠蒙逊感其贤明忠义，不加杀害，留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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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藏，晚年返居伊吾，年
７５}8
而卒。今武威市凉州区
²áââ?:lµìÑ<ã¨]?êä8
有皇娘娘台，传尹氏被俘时曾囚于台上，故名。

'!I!$#'#% HÕ 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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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嵩（３５１—４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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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纪人，十六国时期西凉国的建立者。出身世宦之
?3gÒÚ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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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自称是西汉将领李广之后。李悬＂通涉经史，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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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文义＂。后凉龙飞三年（３９８年），凉州牧段业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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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悬为效谷县（今敦煌东北）令。后又升敦煌太守。

政，审慎用兵，怎么能忘却呢？现在的策略，最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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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修德政，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如若蒙逊淫乐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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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３９０
年）字子年，东晋十六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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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期间，治理有方，政绩显著，受到了敦煌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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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西安阳（今秦安县）人。初隐居今秦安境的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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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后又隐居关中的终南山和倒兽山。前秦王苻坚
威逼，只得出山任咨询，居宫中外殿。后秦姚苌在
êë?ìíqçîï?åðCHñ8 òæ

D¹º8 XE<»¼<;HI'&&年），晋昌（今瓜州
HÕ?E½IÐ¾Ö
的拥戴。东晋安帝隆安四年（４００

位时，效法苻坚的做法迫使王嘉继续任咨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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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境）太守唐瑶，联合六郡，公推李暑为大都督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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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姚苌和前秦王苻登相持不下，于战争的前途

将军、凉公、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于是李悬＂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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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境内，建年为庚子＂，始建西凉政权。以敦煌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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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请教王嘉∶＂吾得杀苻登而定天下否？＂王嘉回
ûüýþ+ô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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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疆域广及西域。４０５年，改元建初，遣使奉表于

晋，并迁都酒泉，与北凉长期争战。李悬在内政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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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立国之初，他考虑＂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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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创，仓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务农养士＂，在政治
上努力做到知人善任，积极纳谏，执法宽简，赏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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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略得之。＂姚苌认为这是戏弄他的言词，怒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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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其实，史实和王嘉偈语式的断言是一致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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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杀苻登定天下的是姚苌的儿子姚兴，而非他本
«ÖLù^DgòD(]? } á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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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王嘉著有笔记小说《拾遗记》，现流传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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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篇。其中代表作有《怨碑》《洞庭湖》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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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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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优美，富于想象，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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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
地位。

原州府第寄养六年。宇文邕即位后，对李氏家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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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玄高（４０１—４４４年）
加封赏，使之在北周朝更加显赫，从此确立了世家
&'($!"#%!!! &' 俗姓魏，名灵育。东晋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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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时期冯翊万年人。１４
岁出家为僧，法名玄
2345678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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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不倦思，１５
岁已成名僧。受戒之后，研究禅
IJKL+M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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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玄高策杖西秦，隐居麦积山，与另一位隐居麦
&'+AB[\]^+_`abc+def"_`a
bcghiB?jk>lmn+oBp ３００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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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山的长安高僧昙弘为同业友，有高徒

大族的地位。保定四年（５６４年），李贤迁任河州总
g!"/ ¹\&%'! &'+¬6?Ùuº
管、河州刺史，大兴屯田，整顿边防，防止吐谷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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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为开发河西多有贡献。保定五年（５６５
¹+> ÇÙ]NoÈÉ/ ¹\x&%'%年），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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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州总管、洮州刺史，以轻骑连破羌族、吐谷浑的
Ëuº»£Ëuª«+ÿÌÍ£ÄÅÆg
0¹+z)c¸/ Ï7&%')年），卒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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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因功加授大将军。天和四年（５６９

KLrstu/ U*vwx&$!() &'+U*yU
之后游历凉州。北魏太延五年（４３９年），北魏灭北

i/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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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通达精详。北魏始光元年至三年（４２４—４２６

凉，玄高受国舅杜超邀请前往平城，封为国师。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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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真君五年（４４
年），蒙谗言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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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折大提（？—５２４
)*#+ $ %%&!年）
&' 北魏秦陇起义军领
U*^
袖。羌族，秦州人。莫折大提平民出身，为人侠义。
/ +^u:/ <+>:/
U*Wx&%&! &'+^u ¡¢£¤¥
北魏明帝正光五年（５２４年），秦州城兵薛珍、刘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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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聚众捕杀秦州刺史李彦，公推莫折大提为统帅，
举兵反魏，大提称秦王。遣部将攻占陇右要塞高平
² ³*+´^µ/ ¶·¸¹º»¼½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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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不久，大提病卒。
)*,- Â%&*年）
&' 南北朝时期秦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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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折念生（？—５２７

.0%"*%%%* &' 祖籍陇西成纪。李贤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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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远（５０７—５５７年）

字万岁。读书志趣和李贤大抵相同，年幼时常喜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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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阵游戏。宇文护起兵西征，赏识李远才略，招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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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下。西魏文帝元宝炬即位时，认为＂远＂字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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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意命李远帮扶升殿，从此恩宠有加，迁征东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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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后授原州刺史。丞相宇文泰见李远时常参与商
议军国大计，让其兄李贤代任刺史。大统三年（５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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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李远从宇文泰和东魏丞相高欢大战于沙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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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陕西省大荔县境），大获全胜。李远立头功，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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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折大提之子，大提死后，继承父亲遗志，继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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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自称天子，设置百官，改元天建。遣部将攻掠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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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州、河州、仇池 、淠城、窗州、北华州等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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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攻陷潼关，极大地震撼了北魏的统治。魏派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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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萧宝寅镇压起义，起义军败退。次年，念生伪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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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又起兵，重占秦州。孝昌三年（５２７年），念生被

车骑大将军，晋爵阳平郡公。出任河东郡守，劝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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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桑，兼修守备，百姓乐为所用。大统九年（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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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将杜案刺杀。余部于永安三年（５３０
·¸{ûª/ q·üýiZ&%(+年）被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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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植图谋周宗室权臣晋公宇文护，事败被诛，李远
Å78w§9:,;1®Õ+aî<+¬D

至此，以秦州为中心，延续６
年的秦陇各族人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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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迫自杀，时年
V=Î+5&５１岁。建德元年（５７２
%$ ;/ Õ>X&%*&年），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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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终告失败。但这次起义加速了北魏政权的瓦
$%&î/ '(ð)*æU*+,g解，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进一步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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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贤（５０２—５６９
./%"&%%') 年）
&' 字贤和，祖籍陇西成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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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李陵之后，北魏初家族随魏太武帝举族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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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被诛，李氏被杀被黜者全部平反昭雪。

世代为魏将。李贤年幼时志向高远，读书粗略，只
@A>*¸/ ¬6&B5ÌCBD+EFGH+I
JK.+o:LMgEF1@NoOP+QM
是理解大义，有人对他的读书方法多有微词，而他
gRSJT
U
:#oÌ+EF1@VDWXl+YZ
的主张是∶＂人各有志，读书方法也不尽相同，难道
读书就一定要追求通达，到以后从事教授生徒的
EF[f\¼]^QR+ _ÿL`abcòpg

&'+dBì'y(c+îQ)/ ¬D*Î
年），宇文泰与高欢会战邙山，大败而还。李远独自
+Loz+c,-u£ký¦ &$
u.a/ 0*
断后有功，授都督义州、弘农等
２１州诸军事。东魏
0/+¬D0ÍîK+{?1F234/
U§ù
进犯，李远接连击败之，累迁尚书左仆射。北周孝
5ö"+0"64¸+¾úký¦/ l&+
闵帝即位，进位柱国大将军，镇守弘农郡。同年，因

李穆（５０９—５８６
年）祖籍陇西成纪。李贤弟，
.1%")%%,' &'
89]H:/ ¬6+
字显庆。相貌奇伟，风度翩翩。魏永熙三年（５３４
5µ¥/ XCDE+ FßGG/ *ýZ&%(!
年），随兄李贤、李远从宇文泰西征，屡建功勋。大
&'+õ¬6£¬D`]Ö+HÕzI/ 
统九年（５４３
°J&%!( 年），宇文泰与高欢会战邙山，西魏军
&'+dBìKy(c+]*
î+LÓMN+¬OPQ0+%NRS
大败，宇文泰临阵坠马，李穆突围冲进，用马鞭敲
LTÞUVW+ XYÚ>J
击宇文泰后背并大声呵斥，敌军误认为宇文泰是
fZ:[+üJ\]0¹+¬O^_¸`êa
一般人物，于是放慢进攻，李穆乘机将坐骑让给宇

+flbP</ aLcÐde+L·
文泰，一同溃围突出。事后宇文泰非常感动，对部
tf
g
Hha@+ëþ:iÛ/ KLjâ!+$
下说＂成我事者，其此人乎＂。之后抚慰关中，所往
率兵镇压，李贤被尔朱天光招至帐下效力，出谋划
q ¾í+¬6opÏWrYstuv+<wx
kl+m>>n¸+1¥i>¦®/ ]*¤
皆克，被册封为武卫将军，晋爵安武郡公。西魏恭
帝元年（５５４
[+Noyz+{?|}¸£~!¸£B/
&'+õ64üo¹pq<+0"
策，多有战功，累迁威烈将军、殿中将军、高平令。 X&%%! 年），随柱国于谨攻破梁江陵，进位大
ýZ&%(! &'+uª«0  ¹
¸/ 0r÷îsÙt+m>uª«+?
永熙三年（５３４年），夏州刺史宇文泰进兵陇上攻侯
将军。接着又击败曲河蛮族，册封为原州刺史，迁

职业，只要粗知大义，补己不足就可以了。＂魏永安
dm+I¼Ge+fgDh[iÿæ/ j*ýi

年间（５２８—５３０
&k%&,%%(" 年），万俟丑奴起义，魏遣尔朱天光
&'+9lmn+*¶opÏW

莫陈悦，李贤兄弟从行。悦败退，泰任命李贤为前
+¬6`/ îï+¬6>

任雍州刺史。恭帝四年（５５７年），北周闵帝即位，受
uuª«/ ¤&%%* &'+U§5ö"+I

锋追击，悦自杀。李贤因功升抚军大将军。西魏大
]+Î/ ¬6z¸/ ]*
统二年（５３６年），镇压原州民豆卢狼起义。大统四
°&%(' &'+¾íu/ °
年（５３８年），升迁原州刺史。大统十二年（５４６
&%(, &'+?uª«/ °2&%!'年），
&'+
¹+ )c¸+ {?¸
击破柔然围攻，加授车骑大将军，累迁骠骑大将
+ ¡¢lZ£/ ¤X&%%! &'+1¥Ù]¦
军，开府仪同三司。恭帝元年（５５４年），晋爵河西郡
®/ U§>¨<òL+©ª«+¬¬6
公。北周武帝宇文邕出生后，因避禁忌，曾在李贤

兄长李远子李植图谋权臣宇文护事件牵连，被废
h¬DÅ¬78w,vÕawxÍ+ y
>+D¿÷zd/ Ï7&k%''%%*&年），晋
&'+1
为平民，不久又复职。天和年间（５６６—５７２

爵申国公，持节镇守东部边境。官至原州总管、柱
¥{4®+|}¾ú0·Áô/ ÓYuº»£6
4¸/ ~X&%,$ &'+´+¬Oû0o
国将军。开皇元年（５８１年），杨坚称帝，李穆劝进有
z+Å)²+
gÅ+ ¢l+
功，子孙被大加封赏，＂子孙虽在襁褓，悉拜仪同，
其一门持笏者百余人＂。李氏门阀之盛达到顶点。
ëf|@Òq:Û/ ¬±KR_/

! !!" !－
－５５８

! 物
"
人

开皇六年（５８６
!"#$%!"#年），李穆卒。大业十一年（６１５年），
$&'()*+ ,-./$%$%! $&'

第四女。乙弗氏文静贤淑，谦和贤良，深得父母宠
ÉcÊ+ ËÌ@8Í(Î'Ït(Ð'ÑÒÁÆÓ

隋炀帝伙同权臣宇文述捏造罪证，抄杀李氏满门，
0123456789:;<='>?(@AB'

爱。十六岁被选进宫中为妃。文帝即位后，大统元
Ô+ .#ÕÖ×áØ[Ù+ 82pÚV',¬é
年（５３５
年）册封为皇后。后乙弗氏被废，被迫离开
$%(*( $&È"V+
VËÌ@ÖÛ'ÖÜÝ!
京城，至时任秦州刺史的太子武都王处，于麦积山
Þq'ßCZW×ØÙàxàdáõâ'êãäå
出家为尼。公元
Êæç+ !é５４１年，柔然国举兵来犯，魏文帝
(&% $'èé hRêë'P82

CDEFGH+
妇幼流放西域。

赵逸
#$ 生卒不详。字思群，北魏天水人。先仕
I*JK+ LMN'OPQRS+ TU

后秦姚兴，任中书侍郎。再仕夏赫连勃勃，任著作
VWXY'Z[\]^+ _U`abcc'Zde
郎。魏始光三年（４２６年），归魏，复任中书侍郎。后
^+ Pfgh$%&'# $&'iP'jZ[\]^+ V
Zklmnopqrm'stuv'wxyz+ /I
任宁朔将军、赤城镇将，绥和荒服，百姓称赞。一生
{|'$}~.J+ d` \'d
好学，年逾七十犹手不释卷。著有《夏国书》，并著
ooo ５０
() +
诗、赋、铭、颂等
余篇。

权景宣
%&' 生卒不详。字晖远，西魏天水显亲
I*JK+ L' GPQR
（今秦安县叶堡一带）人。为人聪明机智，讲气节，
%W/&S+ S' '
有侠义。宇文泰征秦陇，权景宣以行台郎从行。大
¡¢+ 78£¤W¥'5¦§¨©ª^«©+ ,
统年间，转任祠部郎中。在弘农、沙苑战役中，冲锋
¬$'®Z¯°^[+ ±²³o´µ¶·['¸¹

陷阵，立有大功。随后，在洛阳攻守战中，屡获胜
º»'¼,½+ ¾V'±¿ÀÁÂ¶['ÃÄÅ

忍痛敕令乙弗氏自尽。乙弗氏接到旨意后召见太
ìíî©ËÌ@1ï+ ËÌ@W¦ðTVñ°x

àdáõòî'xàóôJõ'ö÷øù'¬ú
子武都王诀别，太子哭跪不起，凄怆悲愤，全寺上

下，垂涕失声。遂自回卧室，引被自覆而崩，年仅
３１
û'üýþ+ ÿ1!"'#Ö1$%'$& *%

岁。后由武都王在麦积山凿龛葬母，称＂寂陵＂。文
Õ+ V'dáõ±ãäå()*Æ'y
%
+í&+ 8
帝死后，遵帝嘱，将乙弗氏迁出麦积山，与文帝合
2,V'-2.'mËÌ@=Êãäå'/82`
*êRí+
葬于水陵。

王仁恭（５４８—６１７年）
+,-%(&"'$%- $& 字元实，隋天水上邦
Lé0'0QR#
S+ mBÒV'F123ë'456+ 789$
人。将门之后，少刚毅修谨，精骑善射。仁寿二年
!ã<±=d,
%$)+ $&'¨:5mn¾,m;
（６０２
年），以车骑将军随大将越国公杨素在灵武大
破突厥。炀帝即位，进位大将军，历任吕、卫等州刺
ï>?+ 12pÚ'áÚ,mn'@ZAoB×Ø

利，因功封显亲男，出任南阳郡守，调整城防，百姓
Æ'Ç½ÈÉ'ÊZËÀÌÂ'ÍÎqÏ'wx
安居乐业，为之立碑颂德。继任豫州刺史，镇守乐
ÐÑ-'Ò¼ÓÔ+ ÕZÖ×ØÙ'rÂÑ
Ù+ ¾12¤CD'½'øgE,F+ VÇGà°
史。随炀帝征高丽，有功，授光禄大夫。后因兄子部
口，击退东魏刘贵等的进攻。后随开府杨忠拔安
下参与杨玄感叛乱，被免官。大业十一年（６１５
Ú' ÛÜÝPÞßàáÁ+ V¾!âãäå
û-/ãHIJK'ÖLM+ ,-./$%$%(年），
$&'
陆，进拔应城。恭帝元年（５５４
突厥屡犯边境，诏命复职，出任马邑太守，率郡兵
æ'áåçq+ è2é$%((& 年），随开府于谨征江
$&'¾!âêë¤ì
>?ÃëNO'¨PjQ'ÊZRSxÂ'4ÌR
í'îïæðtoñòê!R'óôõö+ Qt÷
TUÛ>?+ ,-.h$%$%- $&'°mÞd>
陵，别破陆法和、羊亮等于损水，谕降王琳。天和初
多次击败突厥。大业十三年（６１７年），部将刘武周
VWRX'õ7èÖ?+
$'øù×úû'üýþÿÌ!+ V"*n['#$ 发动兵变，王仁恭被杀。
年，授荆州总管，晋爵千金郡公。后病卒军中，谥曰
%
è&+
.&%Y '$%" 年）字道兴，隋天水休官（秦
$& LZY'0QR[M%W
李景（？—６１８
＂恭＂。
×*GË&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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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mBÒV',\]^'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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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盟（５３２—５９９ 年） 字贤通，隋天水西（今秦 州区西南）人。将门之后，相貌奇伟，精骑善射。开
$&'¾©núûõ_ä]'º»¼
×*GË&S+ «+,78£'Z,â-n+ GP8
"·$%(", 年），随行军总管王世积伐陈，陷阵立
州区西南）人。从丞相宇文泰，任相府参军。西魏文
皇九年（５８９

帝大统十六年（５５０
2,¬.#$%(()年），宇文泰从洛阳班师，赵腮
$&'78£«¿À./'0"
123Â'45°tO6,¶'7¶89'Ç½È
自请留守，率所部和北齐大战，五战皆捷，因功封

功。次年，随杨素平定江南高智慧叛乱，因功授州
½+ U$'¾ã<:;ìËC`JK'Ç½ø×
ØÙ+ !".~$%(,- $&'0,haZáÁ>?'
刺史。开皇十七年（５９７年），隋大举分道进攻突厥，

平定县男，累迁中书侍郎。北周孝闵帝元年（５５７
:;É' <=[\]^+ O>?@2é$%((-

李景随行军总管史万岁征战，从别道邀击达头可
(¦¾©núûÙbÕ¤¶' «îZcÛdez

年），入北周后任陕州刺史。时当地少数民族部落
$&'AO>VZB×ØÙ+ CDEFGHI°J
酋长向天王进攻信陵、秭归两郡，赵更提兵
５００
KLMQõáÁNío OiPÌ' 0"QR ())

汗，大获全胜。接着，护送义成公主与归顺的突厥
f',Ä¬Å+ WX'gh¢i!È/ijà>?
启民可汗成婚，到达恒安（今河北省正定县南），恰
kHzfil'¦dm%kOno;Ë&'p
好遇突厥进犯，李景率所部力战三日，击退敌兵，
{q>?áë'(¦45°r¶hs'ÛÜtR'

人，出其不意，各个击破。接着又连破部落酋长郑
S'ÊSJT'UVÛï+ WXYbï°JKLZ
南乡和南朝陈国军队的联合进攻，升迁荆州总管
Ë[tË\] n^à_`áÁ' a=ù×úû
LÙ+ b;c$%($& 年），武帝计划出兵征齐，想一
$&'d2efÊR¤6'g/
长史。保定四年（５６４
hÁi6jk¨ËÌ'0"lmn
%
¿Àoc
举攻占齐黄河以南郡县，赵畏建策认为＂洛阳是四
战之地，即使占有，也不能久守，不如直捣太原，可
¶ÒE'pqi'rJstÂ'Juvwxy'z
/h:;6E&+ d2J{|'}~'½
一举平定齐地＂。武帝不采纳，导致失败，无功而
+ V¾
ê]'Áq１９
%, 座，大胜而
',Å
回。后随上柱国于翼伐陈，攻克城池

授韩州刺史。仁寿四年（６０４
øu×ØÙ+ 78c$%$)&年），汉王杨谅不服杨
$&'võãwJvã

广即帝位，在并州起兵，李景发兵抗拒，以少胜多，
®p2Ú'±×õR'(¦VRxy'¨FÅT'
ÃzS¹'Ç½áÚ
'ÈdB,mn''{
屡挫其锋，因功进位柱国，封右武卫大将军，由此
ÑÒ12NZ+ ,-7$%$),年），随炀帝西巡，对
$&'¾12G¯'|
深得炀帝信任。大业五年（６０９
2©}¥~Ø'ÖQ'/$ÒVjQ+ ,
帝行猎陇川宫有微词，被革职，一年之后复职。大
-~$'ÁïCDdq'üýµ+ ,- $
业七年，攻破高丽武厉城，晋爵苑丘侯。大业八年

（６１２
年），炀帝第二次亲征高丽，大败逃归。李景断
(¦
%$%+ $&'12É9U¤CD',i+
后，杀退追兵，晋爵滑国公。大业十二年后（６１６
V' ?ÜR' üý !+ ,-.9$V%$%$
$&'P O:%kn¢&'tõ¢nW
®Z×ØÙ' + [à© 年），奉命驻节北平（今辽宁省义县），和起义军接
转任冀州刺史，颇有政绩。严禁交易中的欺诈行
返。入隋后，隋文帝册封赵更为大将军，晋爵金城
+ A0V'082È0",mn'üýÿq

Ì!+ _=\'JtÇZB×ØÙ'
郡公。再迁尚书右仆射，不久因事贬任陕州刺史，

为，于集市设置公平秤、公平尺，方便市民。文帝听
'ê !:¡o!:¢'£¤H+ 82¥
到后大为赞赏，诏令作为法定制度在全国各地推
¦V,z§' ¨©eð;ª«±¬ UE
广。文帝东巡洛阳时接见赵要，特地嘉奖他治理冀
®+ 82Ý¯¿ÀCW°0"'±E²³´µ¶

州的政绩。开皇十九年（５９９
×à+ !".·$%(,,年）卒。
$&*+
()* 生卒不详。河南洛阳人。西魏文皇帝
I*JK+ kË¿ÀS+ GP8"2
乙弗氏
"V+ T¸¹º»¼½'Ð¾¿'À¾¿õ+ Á
皇后。先祖为吐谷浑渠帅，居青海，号青海王。父
援，仪同三司、兖州刺史，母淮阳长公主，魏孝文帝
Â'Ã4hÄoÅ×ØÙ'ÆÇÀL!È'P?82

战，独立支撑辽东局面，终为起义军所杀。李景智略
¶'¼Ý'õ¢n5?+ (¦
不足、勇力有余，忠诚正直。猜疑心很强的炀帝也
Jor'äov+ à12r

对他非常信任，同他谈话时常称＂李大将军＂，不直
|´NZ'4´Cy
%
(,mn&'Jv
S¡+
呼其名。

/0%(("'$+- $&
0,姜谟（５５８—６２７
年） 0W×#S+
隋秦州上邦人。隋大业
.9$%$%$ 年），唐公李渊任太原留守，姜谟为长
$&'¢!(£Zxy3Â'¤¥L
十二年（６１６
Ù'S¦§ÑÒ(£§¨+ U$'(£õR©0'¤
史，其才华深得李渊赏识。次年，李渊起兵反隋，姜

!!" !－
－! ５５９

!"#$%
天水大辞典

谟被任命为大将军府司功参军，时已年届
!"#$%&'()*+,(- ./01６０!"岁。
23
后参与平定霍邑
、攻拔绛都等，行阵不乱，屡建奇
456789:;<=>?@-ABCD-EFG
功。唐武德元年（６１８
+3 HIJK0L!#$年），李渊称帝，姜谟任职相国
0M-NOPQ-R!STUV
府，并受封长道县开国公。同年，薛举子薛仁杲攻
W-XYZ[\]^_`3 a0-bcdbe!<
秦陇，姜谟受命和窦轨统兵出散关，攻平河池、汉
fg-R!Y$hijklmno-p7qr;s
阳二郡。仁杲败降后，姜谟被任命为秦州刺史。临
tuv3 e!wx4-R!yS$%fz{|3 }
A- ~NO

P - zU
行，高祖李渊言∶＂昔人称衣锦还乡，今以本州相

居四皓图》《江山渔乐图》《群峰茂林图》等
¨Ýäå@
ãªqæçå@
ãèéêå@ ë１７
*& 幅，
ì著录于《宣和画谱》。存世作品有《江帆楼阁图》轴，
íînãï£3ð@3 ñ¦ÉØãªòóôå@õ绢本，淡色，长松秀岭，翠竹掩映，山径层叠，碧殿
ö-÷ø-[ùúû-üýþÿ-q!"#-$%
朱廊，江天阔渺，风帆沂流，具唐衣冠者
Ò&-ªg'(-)ò*ó-+H ,I ４' 人，山石
-q¼
青绿，有简单斫笔，着色古艳，笔墨起伏。思训去世
--./0½-1ø23-½4563 àá·¦
后，著名书法家李邕为其书写碑文，是为著名的
.- í0·7N8%u0U9:- P%í¦

《云麾将军李思训碑》。
ãA;Ú(Nàá9<3

-K+-z-3 fzS授，用答元功，凉州荒梗，宜有以靖之。＂秦州任内，

+./ 生卒不祥。唐秦州成纪（今秦安县）
8ºC=3 HfzÐiLfÁ]M
李昭道

姜谟以恩信抚绥百姓，尽力恢复战乱时破坏的民
!-  ¡¢£D.¤¥¦§
居与城池，全境大治。百姓称道∶＂不意复见太平官
¨6©r-ª«¬3 P\

C®¯°±7²
府。＂不久转任陇州，因老去职。贞观元年（６２７年）
W3 C³´Sgz-µ¶·T3 ¸¹K0L!%& 0M

人，思训子。玄宗开元中（７１３—７４１年）为太原府仓
-àád3 (Æ^KòL&*)Ã&'* 0M%±>W?
曹、直集贤院，官至太子中舍。擅长青绿山水，世称
@;AáBC-)*±dòD3 ¹[-qº-¦P
＂小李将军＂，兼善鸟兽
、楼台 、人物，并创海景。画

ENÚ(-F2ËÌ;óG;H-XIJ©3
3
风巧瞻精致，虽＂豆人寸马＂也画得须眉毕现。张彦
)KLyM-N

OPQR3STU3 ÙÚ
ÓÔ

ÛVW-XYZ3 [n3\]¯-^
远说他＂变父之势，故又过之＂。由于画面繁复，线

½ Caàáb3 cÉãf
_`Â-ÛIc
条纤细，观者亦有＂笔力不及思训＂之评。尝作《秦
王独猎图》，描写秦王骑逐野猪，引弓待发之势跃
deå<-fUfghij-klmnWo
然画面。画迹有《海岸图》《摘瓜图》等
幅，著录于
p3\3 3âãJqå<
ãrså<ë !６ ì-íîn
《宣和画谱》。传世作品有《春山行旅图》轴，著录于
ãï£3ð<3 ]¦ÉØãtqAuå<õ-íîn
《故宫名画三百种》《明皇入蜀图》卷，现藏北京故
ãX3vw<
ãxyzå<{-|}~X

º-»¼z½¾-¿À

Á3
卒，赠岷州都督，谥号＂安＂。

&'LÂ Ã!'( 0M 姜谟子，字行本，秦州上
R!d-ÄA-fzÅ
姜确（？—６４５年）
"3 H±Æ¸¹0Ç-SÈÉ¬Ê-ËÌÍÎÏ
都人。唐太宗贞观年间，任将作大匠，主持修建九
成、洛阳二宫，深称旨意，提升为左屯卫大将军。贞
Ð;ÑtuÒ-ÓPÔ®-ÕÖ%×ØÙ¬Ú(3 ¸
观十四年（６４０
ÛÜÝ0L!'" 年），随主将侯君集为行军副总管攻
0M-ÞËÚßàá%A(âãäp
高昌，改进攻城机械，攻拔高昌城，因功封金城郡
~å-æçp©èé-p=~å©-µêZë©v
公。贞观十九年（６４５年），随太宗征高丽，在盖牟城
ì3 ¸¹ÜÏ0L!'( 0M-Þ±Æí~î-ïðñ©
¬£ò-òóôõº3 ±Æö÷C/-Éøùú-» 宫博物院。
HC3
大战中，中流矢而卒。太宗悲恸不已，作诗悼念，赠

ü-ýþÿ!"#3
012L!!)Ã&"% 0M H6L]M3
×Ù¬È(;#ûì-¿
左卫大将军、脚国公，谥＂襄＂，诏准陪葬昭陵。
尹守贞（６６３—７０２年）唐伏羌（今甘谷县）人。
&( 生卒不详。秦州上邦人。姜谟曾孙。玄
$ºC%3 fzÅ"3 !&'3 (
SÄ2-{|-2ø:-¶Í-S -
姜皎
博学好古，通经史，善诗文，工草隶，治学务实，喜
Æ^K0Ç)*±+,-Z-ûì-.S/013
3 Z-ã6]PÔ

2
宗开元年间官至太常卿，封楚国公，后任秘书监。
探源求本。幼聪慧过人，《伏羌县志》称他＂七岁诵
2345-6789:3 ;<=-ì3>5
ã<-0á-ÍÎËÌÜ
善画凶鹰，尽猛禽生动之姿。杜甫《姜楚公画角鹰
《尔雅》，能通书契训诂之义，识草木鸟兽之名；十
?@A

-ì355B>-CDEEFGH3 ÛI
歌》云∶＂楚公画鹰鹰戴角，杀气森森到幽朔。观者
JKLMN-3OCPQRS3 T5UVï×W徒惊掣臂飞，画师不是无心学。此鹰写真在左绵，
XYVZ[\]3
^Ç_`aKb-cdefÅÏ
却嗟真骨遂虚传。梁间燕雀休惊怕，亦未抟空上九

g3 
天。＂

雷牛
)* 唐代成纪（今秦安县）人。炼制丹剂于
HhÐiLfÁ]M3 jklmn
长道县（今礼县）之南山，以医治病患。其医德高
[\]Lo]Mpq-rst3 urJ~
v-wxyz-{|}%~3 l}|-
尚，技艺精良，经验极为丰富。丹药效用极验，美名
 -ÓYP3 H(ÆNï.-ò
远播，深受人们称颂。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宫中
-&y*[Á--(ÆQ¬
有疾，曾被召至长安诊治，沉疴立愈，玄宗皇帝大
3 %ust¦êJ-Z

3 ï
喜。为表彰其救治病患的功德，赐封＂雷王＂。现在
o]«¦q-Tq3
礼县境内的雷王乡有雷王山，雷王乡以此山得名。
相传雷王山山峰高处有青岩洞，洞内有雷王炼丹
U]qq~ ¡- ¡jl
的灶和药臼，雷王曾在此地修炼，雷王去世亦安葬
¦¢£¤-&ïT¥Íj-·¦cÁ!
nT¥-§3
于此地，有雷王墓。
+,-L!()Ã&*$ 0M 字建，一作建景，唐秦
ÄÎ-¨ÉÎ©-Hf
李思训（６５３—７１８年）

州成纪（今秦安县）人。高宗时任江都令。武则天当
zÐiLfÁ]M3 ~Æ.Sª½«3 I¬g
政，弃官隐匿。神龙元年（７０５
®-¯)°±3 ²³K0L&+( 年），出为宗正卿。玄
0M-m%Æ´,3 (


Þvoß-xàVd\-4k
五诵＇三礼＇，能明君臣父子之道，庙祀凶吉之制；
uÜãt
ãv0-yÏ -¡¢£¤¥
二十诵《春秋》《尚书》，能精九畴之别，断褒贬会盟
¦uÜ
ãøaã§-¨®©Ü之节；二十五诵《诗》及《易》，能辨政教雅颂之始，

极变化生生之至，又能诵古史百家之书，善文章草
}Ûª88*-Y2|70-2:«Í
隶之书，耻流俗背实向声，饰华塞末，每故宏外厉
0-¬ó®¯°-±²³´-µX¶·¸
内，探源植本＂。唐武后垂拱四年（６８８年），以明经
-¹3 HI.º»Ý0L!$$ 0M-x{

高第受大成。周武后于长安元年（７０１年），大开贡
~ÖY¬Ð3 ¼I.n[ÁK0L&"* 0M-¬^½
c-¾¿¸ÀbuÁÂ-I.µuÃ{Ä-Å
举，召尹守贞考评其优劣，武后因其贯通经术，下
ý¢ÆÇ

ÐÈ¬Ð¾¿¸- É.Ê- êïË
诏褒奖曰∶＂成均大成尹守贞，业隆时习，功宣日
Ì-ÍÎÏÐx-Ñ5Òn:Ó-ÔÝÕÖ©3 
新，即有励乎分明，俾参荣于文席，可四门助教。＂
34L&%"Ã$*' 0M 唐秦州天水人。名门出
Hfzgº3 Õm
赵昌（７２０—８１４年）
×3
yØµï"¦ÙÚNÛ"ÜÅ%ÝÞ3
¸K
身。入仕初在昭义节度使李承昭帐下为幕僚。贞元
0L&,* 0M5Sßz{|3 ´ÁpLàpM½
七年（７９１年）起任虔州刺史。转授安南（今越南）都
á-2®Á¥âã§ä-Uåæ-ÚçäÁ
护，善意安抚当地少数民族，相处融洽，使各族安
¨çÉ-èJ®3 ¸KÜ0L&,% 0M-éÕSûd
居乐业，多有德政。贞元十年（７９２年），回朝任国子
祭酒。后因继任都护的裴泰不得民心被逐，公推赵
êë3 .µìS½á¦íîC§Ryh-ìïð

昌复出再任安南都护，岭南各族奔走相告，热烈欢
å¯mñSÁp½á-ûpçäòóUô-õö÷

宗开元初官左武卫大将军。工书法，尤擅画山水树
Æ^Kµ)×IÙ¬Ú(3 ¶0·-¸¹3qº»

ø-.ðå/P &%
HúÆÍ.-´Sû
迎，时赵昌已是
７２ 2~ù3
岁高龄。唐宪宗即位后，转任户

石，笔力遒劲，格调细密。好写湍濒潺漫、云霞缥缈
¼-½ ¾¿-ÀÁÂÃ3 ÄUÅÆÇ$;AÈÉÊ
©-ËÌÍÎÏÐuÑ3 HÒ©ÓÔ

ûÕq
之景，鸟兽草木皆穷其态。唐朱景立说他＂国朝山
ºÖ¨-×²Ø3 HhÙÚÓ

qºÛ-Ün
水第一，列神品＂。唐代张彦远说∶＂山水之变，始于

部尚书、岭南节度使。元和三年（８０８
üv0;ûp¦ÙÚ3 K£v0L$"$ 年），改任荆南
0M-æSýp
¦ÙÚ-í%±dþÿ-!Z¶üv0F¬"#
节度使，征召为太子宾客，加封工部尚书兼大理寺
$-K£%0L$** 0M&T3 K£Ï0L$*' 0Mº卿，元和六年（８１１年）辞职。元和九年（８１４年）卒，

Þ
uNßLàá;"\M3 3âãq
ÝL\dM-Ðn
吴（道子），成于＇二李＇（思训、昭道）。＂画迹有《山

时年
$( 岁，追赠扬州大都督。赵昌两镇安南，推诚
2-'»(z¬½¾3 ðå)*Áp-ï+
.0８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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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
"
人

置腹，赢得了岭南各族人民的爱戴，成为民族交往
!"#$%&'()*+,-./#01,*23
史上一位友好使者。赵昌还是一位养生专家，７０
多
456789:;< =>?@67ABCD#!" E
岁时尚精健如少年，８０
多岁时还手脚灵便自如，唐
FGHIJKLM##" EFG?NOPQRK#S
宪宗赞叹不已，特地命内臣采访他的养生经验。
TUVWXY#Z[\]^_`a-ABbc<
#$%d!$%e#&# Mf 字载之，唐天水略阳
ghi#Sjklm
权德舆（７５９—８１８年）

官，收复河湟地区，削除河北藩镇势力，深得文宗
Ä#"º#$[ô#¤#%&¾J1#'%¸U

重用，进翰林学士、兵部郎中、知制诰。协助文宗杀
F#õúû®ÕÍ(«)úÍ°)* +÷¸U!
宦官王守澄、陈弘志等，消除一派宦官势力。大和
Äv ùÍ¨,Ë-#.6îÄJ1 âç
九年（８３５
pMr#+, 年），迁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
Mf#Å!«#)#¬úûc®¯° @
年十一月，诈奏＂金吾左仗院石榴树夜降甘露＂，诱
7
23Ù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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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第七沟（今秦安县王尹乡）人。其家世源远，自十
nopqrstunvwxf+< yDz{|#R}
二世祖前秦仆射安邱公权翼以来，数代为宦。父亲
~ztu #1 
权皋，曾为安禄山的幕僚，＂安史之乱＂爆发前，当
#1u-#
u4i#

内臣大宦官仇士良
、鱼志弘等往视，欲一举尽诛。
]^âÄ=ÕåÍ>Ë,-3?#@6>Aÿ

机立断，以逃离叛逆的义勇行为而受到时人的称
#  ¡-¢£¤1¥¦§G+-¨
赞。权德舆自幼聪明好学，＂三岁知辨四声，四岁能
V
©ªR«¬9®#

¯F°±²³#²F´
为诗＂。１５
岁即著文数百篇，声名远扬。曾任江西观
1µ&$ F¶·¸¹º#³»|¼½¾¿À

翔，被擒杀，史称＂甘露之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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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端甫（７６９—８３６
()*r!-%Ù#+- 年）
Mf 俗姓赵，唐秦州人。身
Sd=#Stá+ T

察使兼判官，迁监察御史。贞元八年（７９２
Mf#Ë
Á:ÂÃÄ#ÅÆÁÇ4 ÈÉÊMr!%'年），杜
佑、裴胄推荐其为太常博士，＂朝士以得人相爱＂，
ÌÍ ÎÏÐÑy1ÒÓÔÕ#

ÖÕ%+×.#
转左补阙。当时关东、淮南、浙西２０余州县发生大
ØÙÚÛ GÜÝÍÞ(Íß¿ () àánBâ

舍人典贡士，后拜礼部侍郎，转兵、户、吏三曹侍
ù+üýÕ#þÿ!"#$#Ø%Í&Í'¯(#

即入崇福寺为沙弥，１７
岁度为比丘，入安国寺。皈
g
¶_`ab1cd#&! FÀ1ef#_u;b
h\øþ# iþjk¿blmjÍ `abnm
依佛教后，先后师从西明寺照律师、崇福寺升律
Ôt
jÍu;boVjÍaûbpVjqrÔs!Ö
师、安国寺素法师、福林寺鉴法师研习《涅槃》《唯
识》等佛教经典。学识与声誉不断提高，当时社会
uÖ-\øbü ®u²³vXwV#Gxå
上对他的评价是∶＂佛经律论无敌于天下＂；＂谒文
5Xa-yz@{
7\bm|}~@jcÏ
7¸
殊于清凉（五台山清凉寺），众圣皆现；演大经于太
@r§bf# MÏâb@Ò
原，倾都毕会＂。德宗、顺宗、宪宗诸帝对其才学非
#¹å ©UÍUÍTUíXyP®

)ÍÒ*+,#ÅÒÓ- ./0#â123+4#
郎、太子宾客，迁太常卿。此期间，大力选拔人才，

常赏识，他经常出入禁中。掌内殿法仪
Óu#abÓ½_Fú ]V１０
&) 年，其间
M#y

主张＂育才造士为国之本＂，曾三次典士举，凡＂举
56789:Õ1;i<#¯=üÕ>#?7>
Õ@;#yABC#Xy+DEXFGHXB
士于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既不可
C#IâÄJ+2A#6XKL
aMç:N
信，虽大官势人交言，一不以缀意＂。他发现和造就
&XLOF+P QRS;DTU# ©ª56©
了不少有用人才。在治理国家方面，权德舆主张德

VüÔs!ÖÔtuÖ#»U5#Q
开法场讲《涅槃》《唯识》，授宗主，在京城影响极
â#
7
^*Íh# ¡X¢ a
大，＂贵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侠工贾莫不瞻向＂。他
6BO£*Hà+#yúO0N-VjÍâVj
一生有弟子千余人，其中有成就的法师、大法师 ,)
５０
E+ S¸U0ÉMr#+-年）六月一日，端甫在
Mf¤/6¥#]^Q
多人。唐文宗开成元年（８３６

治和法治并用，对有不法行为的贪官污吏坚决严
RçVRWF# XOXV¤1-YÄZ'[\]

福林寺圆寂。同年七月六日在长乐县南原＂举火＂，
aûb¦§ ¬Mp/¤¥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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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始终认为＂民为邦本＂，＂天下理在百姓安，百姓
^ _`a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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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舍利
%ù« ３００余颗。皇帝赐谥号＂大达＂，建塔曰＂玄
+)) à¬ ìí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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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在赋税减，赋税减在经费省＂。对人民的疾苦，倍
uQefg#hfgQbij X+,-kl#m

秘＂。唐武宗会昌元年（８４１年），由宰相裴休撰文、
² S³Uå>ÉMr#*& Mf#´¶×Îµ¶¸Í

加关注。贞元十九年（８０３年），自春至夏及秋，关中
nÜo ÈÉ}pMr#)+ Mf#Rqrstu#Üú

大书法家柳公权书丹，立石纪念。是为著名的玄秘
âûVD· û¸#6ß¹ @1·»-±²
塔碑
，原碑现存西安碑林。
°º#»M¼¿u»û

水，毁坏良
田和房屋，他立即建议德宗皇帝派遣能
k#ãäåæçèé#a¶êë©Uìíîï´
干的使臣赶赴灾区，救济灾民。贞元十年（７９４年），
ð-:^ñòóô#õöó, ÈÉ}Mr!%* Mf#
权德舆转起居舍人。贞元十八年（８０２
©ªØ÷øù+ ÈÉ}ÊMr#)(年），任中书
Mf#½úû

大旱，田园荒芜，民不聊生。而德宗反祈于宗庙，祷
âv#æwxy#,XzB ¥©U{|@U}#~
于天地，忙于求雨而滴雨未降。权德舆见此情景，
@j[#@¥
©ª #

十分焦灼，大声疾呼，再次向德宗建议，下诏各县
}#â³k#©Uêë#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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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士良觉变，拥帝还宫，出禁兵大杀朝官，千余人
´I²TJ#ãK0L MÜ3`(#NOP
被斩四方馆，流血成渠。李训逃往终南山，又奔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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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高大，五官奇异。母张氏，笃信佛教。端甫
１０岁

李翱（７７２—８４１
&+r!!(Ù#*& 年）
Mf 字习之，唐陇西成纪人。
gri#SÞ¿0ß+

年（８１３
年），权德舆被免去宰相职务，以吏部尚书
©ª´µ¶×·¸#'«Hû
Mr#&+ Mf#

自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写文章注重气质。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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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在汴州与韩愈相识。从此，追随韩愈勤奋学
r#Ô®OP#WÈÈÉÉÊ1Ë ²ÈÉbÓQ
习，博学有才，并娶韩愈侄女为妻。与韩愈经常在
6÷#Ì¸|®#ÁÍÀ¸#ÎÏ¾¿#{X\Ð#
一起，谈文论学，写作古文，维护儒道，反对佛老，
Ñ¸®5 # ÒÓÔÀ¸ÕÖ ÈÉ}²M
发表文学主见，积极倡导古文运动。贞元十四年
r
!%# Mf#M×úõÕ#à½»û)#þ¯ÅrØ
（７９８年），李翱中进士，初任授书郎，后三迁至京兆
府司参军。宪宗元和初年，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
ÙÚ±Û TUÉçàM#Ø;*ÔÕÍ4JÜ¶

留守东都，复授刑部尚书，出镇山南西道节度使，
 Ý¹#º»¼«Hû#½¾(¿¿À:#

w½
7Ý°hÞ#ßàXáý #âþ
7BãA
提出＂指事载功，则贤不肖易见＂，然后＂可以传言

7
¸ ÈÉ
þÁÂ?#Ã@Äú ÅÙ#ÆÇ
后因病求还，卒于途中。赠左仆射，谥曰＂文＂。韩愈

þzä-R4Àå Éç}§Mr#() Mf#M×½
后世矣＂的治史观点。元和十五年（８２０年），李翱任

在墓志铭中称赞＂人所惮为，公勇为之；人所竞驰，
QÊËÌú¨V
7
+ÍÎ1#£1iÏ+ÍÐÑ#

考功员外郎，并兼史职。李翱性格耿直，议论无所
æÞçä)#WÂ4· M×èéêë#ë|}Í

公绝不窥＂。著有《权载之文集》５０卷。
ÒXÓ ·OÔ hi¸ÕÖ,) ×
李训（？—８３５年）始名仲言，字子垂，一字
&'rØ Ù#+, Mf _»ÚA#g*Û#6g

避忌。权贵虽＂重其学＂，而＂恶其激讦＂，因＂＂仕不得
ìí
I
7
y®#¥
7
îyïð#Á
7
ñX%

子训，祖籍陇西成纪。初坐罪流岭外，会赦，居洛
*Ü#ÝÞ¿0ß àáâã'ä#åæ#øç
ú èéêë#ìíî#ïðñò#óô+L Ü
中。形貌魁梧，神情洒落，辞敏智捷，善揣人意。训
õÕöo#ÚÒ®÷ø Äv ùÑ>y½ú
以进士擢第，补太学助教。宦官王守澄荐举其任翰

景俭贬黜，李翱降任朗州刺史。后李景俭复职，朝
õö÷#M×½øáù4 þMõº·#Ö
úûM×1!«)ú üyýÖþ-ÿ}V
廷召李翱为礼部郎中。但其重振朝纲的抱负无法
!M#"#}$%#Qµ ¶×M&'#UÝ
实现，郁愤无处发泄，便去见宰相李逢吉，当面指

林侍讲，为唐文宗讲《易》道。与郑注建议诛杀宦
û#ü#1S¸UüÔýÖ¿ ²þoêëÿ!

责其过失。但李逢吉并未计较李翱的言行，还上奏
y() üM&'W*+M×-A¤#?51

裁留经费，把节约下来的钱物救济灾民，免除当年
bi#c-õöó,#M
租赋及往年负欠，以便百姓重建家园。并谴责了当
ht3M#Q¹dêDw W&
时＂四方守宦，锐于上献＂，剥削百姓的卑劣行为。
G
7²T #¡@5¢#£¤¹d-¥¦¤1
元和五年（８１０
Éç§Mr#&) 年），权德舆以＂陈说谋略多中＂，拜
Mf# ©ª
7
¨©ªlEú#ÿ
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与朝政。元和八
!«Hû#¬úûc®¯°#±²Ö³ ÉçÊ

显官＂。谏议大夫李景俭一度＂举翱自代＂，后因李
òÄ óëâôMõ6À
7
>×R#þÁM

!"# !－
－! ５６１

天水大辞典
!"#$%

让李翱担任庐州刺史。李翱到庐州后，正值旱灾严
!"#$%&'()* "#+&',-./012
重，逃亡人数达万人，官吏们大量抢购田屋，以获
3-4567896-:;<=>?@AB-CD
取暴利。倾家荡产的人家，仍要照旧交纳赋税。李
EFG* HIJKL6I-MNOPQRST* "
翱下令＂以田占租＂，不得隐瞒。收缴大户豪门钱
UVWXCAYZ[-\]^_* `a=bcde
物，赈济百姓。大和初年，李翱入朝担任谏议大夫、
f-ghij* =klm-"Unop%qr=st

知制造。大和三年（８２９
mz-{|}~6* \-
uvw* =kxmy!"#年），改中书舍人。不久，又
%'()* ,{%'()t)| t'
出任郑州刺史。后改任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潭州
()t* =kmy!$%年），被征召
mz-
刺史、湖南观察使等职。大和八年（８３４

为刑部侍郎，后转为户部侍郎，检校户部尚书、襄
-,b-b}t
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会昌元年（８４１年）卒。
'()t ¡* ¢£¤my!%& mz¥*
谥为＂文＂，世称李文公。李翱主张文章要义、理、文
¦
X
§[-¨©"§ª* "U«¬§N®t¯t§
三者并重，＂文以载道＂是他文学主体的核心。著有
x°±3X
§C²[³´§µ«¶L·¸* ¹º
»"§ª¼½*
《李文公集》。

下级军官。靖康元年（１１２６
VÂ1:* ÃÄ¤my++') 年），随制置使种师中增
mz-ëvÅÆÇ|È

援太原，师中败亡，而张俊率部屡破强敌，突出重
É&-Ç|5-÷¬ÊËÌòÍÎ-Ï3
围，由此名声大振。康王赵构称兵马大元帅，即率
Ð-ÑÒÓ=Ô* ÄÕÖ×©ØÙ=¤Ú-ÛË
部往从，赵见张俊仪表堂堂，便留元帅府任统制。
ÜÖ-ÖÝ¬ÊÞßàà-áâ¤Úã%äv*
次年四月，金攻破东京汴梁，徽宗
、钦宗二帝被金
åmæç-èÿòTéê-ë×tì×íîè
兵掠走，张俊拥赵构南渡建康即皇帝位，因功授御
Øïð-¬ÊñÖ×òóÄÛôîõ-ÙÔÞ
营前军统制，总领皇帝侍卫禁军。建炎三年（１１２９
öà1äv-°÷ôîøù1* óúxmy++'#
年），他和张浚
、韩世忠等人联合挫败苗傅、刘正彦
mz-´k¬ûtü¨ý6þÿ!"#t$.%

废高宗事变，因功升镇西军节度使、御前右军都统
&Ì×'(-ÙÔ.Ï1 ¡tà)1Ûä
制，再升浙东制置使。同年十月，兀术统金兵大举
v-*.+vÅ* *m,ç--.äèØ=S
渡江南侵，张俊随高宗左右护驾御敌。建炎四年
ò/0- ¬ÊëÌ×)12Î* óúæm
（１１３０年），大败金兵，取得明州大捷。绍兴元年
y++$, mz- =èØ- E]'=þ* 3B¤m
（１１３１年），出任江淮招讨使，镇压农民起义，击破
y++$+ mz-%/Ø45-ÀÁåÇ®-ò

&'(y#'(¾#)! mz
Ä
尹崇珂（９２７—９６８
年） ¿ÀÁ'ÂÃ6*
北宋秦州天水人。将
门出身，起初在后周为将，显德元年（９５４
dÅÆ-ÇlÈ,ÉÄ-ÊË¤my#*% 年）高平
mzÌÍ
（今山西省境）大战，立有战功；从周世宗征淮南，
yÎÏÐÑz=Ò-ÓºÒÔÕÖÉ¨×Ø因功迁都指挥使，改授殿前都指挥使。入宋，出任
ÙÔÚÛÜÝ-{ÞßàÛÜÝ* nÀ-%
淄州刺史，有政绩，民众刻石颂德。乾德元年（９６３
á'â)-ºãä-åæçèéË* êË¤my#)$
mz-ëìíîïðñ-òó'-Þó'ôõ
年），随慕容延钊等征荆湘，破朗州，授朗州团练
-ö÷køùòú'-û-üÒýþ-ÿ
使，继而又和潘美等破郴州，征岭南，连战皆捷，攻
!"Û#$'yÎ$Ð$'%z* &'()ø
克南汉都城广州（今广东省广州市）。太祖诏命潘
ù*Þ$'u'-+%,-* .Ú/01 ¡
美同授广州知州，兼市舶转运使。升迁保信军节度
mz-¥
-%2Í3"PÄ45* êË6my#)!年），卒
使，任内平定南汉旧将叛乱。乾德六年（９６８

4Ä"@-±6789$:0-;<&=*
叛将李成等部，并阻止伪齐刘豫南侵，册封太尉。
绍兴四年（１１３４年），金兵分道入侵，张俊主战，坐
3Bæmy++$% mz-èØ>n0-¬Ê«Ò-?
镇建康，遣将潜师背击金兵，大获全胜。之后护卫
óÄ-@ÄAÇBèØ-=DCD* E,1ø
江防，连败伪齐南侵大军，高宗特地赐张俊＂安民
/F-ü890=1-Ì×GHI¬ÊX¢å
靖难功臣＂称号。绍兴十年（１１４０年），金背盟举兵
ÃJÔ[©K* 3B,my++%, mz-èBLSØ
0-¬ÊËØò/M[$N-kOPÀ1P*Q
南侵，张俊率兵渡江策应刘琦，和各路宋军共同杀

789-:;<=*
于治所，归葬洛阳。

意，不再北进追击，径自退还江南，并迎合朝廷对
b-\*¿Ec-d_ef/-±^ÿo]g

敌。并遣所部收复宿州（今安徽宿县）、毫州（今安
Î* ±@9`RS'yÎ¢ëSTztU'yÎ¢
ëU'z-VÛWØ-\XÉYZLÏP1-[hC
徽毫州），旋即撤兵，不支援岳飞的西路军，封济国
ª* åm--.EÿØ-¬Ê\]ÜÝ9ò
公。次年，兀术部进攻淮南，张俊带病指挥所部渡
/^Î-*D=þ* ,¬Ê_uÌ×`aR|E
江迎敌，再获大捷。后张俊自知高宗无恢复中原之

)*+y#*#¾+,$' mz
>Â?-¿ÀÁ'@
李仕衡（９５９—１０３２
年） 字天均，北宋秦州成

金议和的意向，自请解除兵权，授枢密使，从而使
èrkLbh-_iajØk-Þlm-Ö÷

AyÎÂÃz6-&ÍBCmDEF* G×oà,H
纪（今天水）人，太平兴国年间进士。真宗朝前后司

高宗相继解除了岳飞、韩世忠的兵权。此后，张俊
Ì×nöajoYZtü¨ýLØk* Ò,-¬Ê

财赋
IS２０
', 年，历判三司盐铁勾院数路转运使及同提
m-JKxHLMNO7P-Q*R
举京西陕西转运使、河北都转运使、三司使等。善
STÏUÏ-tV¿Û-txH* W

和秦桧相互勾结，打击主战将领。绍兴十一年
kÁpnqNr- s«ÒÄ÷* 3B,tm
（１１４１年）九月，张俊秉承秦桧意图，借岳飞部将王
y++%+ mzuç-¬ÊvwÁpbx-yYZÄÕ
俊诬告岳飞女婿张宪阴谋据襄阳发动兵变以恢复
Êz{YZ|}¬}~=Ø(CaR
岳飞兵权为口舌，逮捕张宪下狱，制造伪证，促成
YZØk- ¬}V-v8-@

理财计，能及时应付朝廷所需，为真宗赏识。任河
¯IX-YQZ[\o]9^-G×_`* %V

北转运使时，为解决诸军用帛，于春季预给民户
¿-Z- abc1de- 7fghiåb
e-jklK-nmno-åDG÷:dp* qrs
钱，扶持生产，入夏输帛，民获利而官用足。其法曾
t$7cP* u×o:v*'* wxy被推广于诸路。仁宗朝官至同州观察使。性素贪，
z{I|-,Ùq}~Gdü:*
广积家赀，后因其婿曹利用牵连降官。
,-y#($¾+,$, mz À6f* >-¿
曹玮（９７３—１０３０年）宋代人物。字宝臣，北
ÀG3 yÎV¿z6* Ä~* »f
宋真定灵寿（今属河北）人。名将曹彬子。通《春

YZ* ,lm-E¦VÕ* ¬Êy
岳飞父子冤狱。后罢枢密使，进清河郡王。张俊贪
´I-=>+±H-m`Z ),
Ì×\
婪好财，大量兼并土地，年收租达
６０ 9*
万斛。高宗不
ª8-qI-* ,c<Õ*
予整治，且亲临其家，礼遇优厚。死后追封循王。
012 生卒不详。字机先，祖籍秦州，慎微
l¥\* >-'Á'- ¡
傅慎微
ZÚ¢£¢*
¿À¤|EF- ¥:vVP¦v
时迁居长安。北宋末中进士，累官至河东路经制
使。南宋高宗建炎四年（１１３０
mz-èØEÿUÏ* ÀÌ×óúæmy++$,年），金兵进攻陕西，
§ ¡ËØ^Ò-Ø¨* è«Ú×©ª«§
傅慎微率兵迎战，兵败被俘。金主帅宗翰喜爱傅慎

秋》，尤善《左传》。沉勇有谋，治军严明。大中祥符
½-W»½* º-812* =|
m
y+,+* mz-%Á'u'* ÈxÛ
八年（１０１５年），任秦州知州。在伏羌三都谷击败吐
!"#$%Eÿ-.%Á'Û+'t't
¡¬µ-Å:®'-¯è* è&×Â¢,m
蕃确厮啰部进攻，升任秦州都部署兼原州、渭州、
微才学，羁置归化州，遂为金臣。金太宗天会十年
镇戎军沿边安抚使。其后修筑清水等城寨，调整和
1 ¡¢£* q,¤¥¦Ã§¨-©ªk
吐蕃诸部的关系，有政绩。天禧三年（１０１９
«cL¬-ºãä* Â®xmy+,+# 年）调任
mz©%

（１１３２年）起任陕西经略使，兼同州节度使。次年，
y++$' mzÇ%UÏ¦°-+*' ¡* åm-

¯'t&îP°±*
华州观察使、鄜延路总管。

三路经济使，负责总救济。以政治利益招募富户捐
xP¦h-µ¶°·h* Cã8G¸4¹ºb»

陕西路大旱，死亡惨重，傅慎微任京兆
、鄜延 、环庆
UÏP=0-5±3-§ ¡%T²t&ît³´

张俊（１０６８—１１５４年）字伯英，北宋秦州成
粮，在各处设立养济院，救济大量饥民。因功升任
¼-ÈO½¾Ó¿hO-·h=>Àå* ÙÔ.%
./y+,)!¾++*% mz >²³-¿ÀÁ'@
T²Á+UÏOP--%2ÂÃxÄtÅÆ
AyÎÂÃz6* ´µ¶-º·* +) ¸¹x=¨
纪（今天水）人。好骑射，有勇力。１６
岁充当三阳寨 京兆尹兼陕西各路转运使，任内疏导三白
、龙首等
º»¼* ½kmDy+++#¾++'* mz-È¾Ïm¿Ò
Ç-RÈÉÊkÆ-4¹ËåÌÍÎH* ,%
弓箭手。宣和年间（１１１９—１１２５年），在与西夏作战
渠，提供耕牛和种子，招募流民开垦荒地。后转任
中京副留守，始为朝官，官至太常寺卿，升迁至礼
kÀtV¿ÁåÇ®1|ÓºÒÔ-R
|TÏâÐ-Ño:-:v&ÒÓÔ-.Úv
和镇压山东、河北农民起义军中立有战功，被提为
!"# !－
－! ５６２

"
人! 物

部尚书、翰林院侍讲学士。傅慎微秉性质朴，喜谈
!"#$%&'()*+, -./0123456
兵法，好著述，著有《兴亡金镜录》１００
D,
7849:;4:<=>?@ABC!"" 卷。
汪惟永（１２６４—１３２５年）
#$%E!#$%F!&#' GH 元初宁远（武山县）
IJKLEMNOH
人。祖籍漳县，元陇右王汪世显三世孙，梁国公汪
P, QRSO4ITUVWXYZX[4\]^W
良臣第五子。自幼天资过人，好读书，喜属文，明韬
_`abc, defghP49i#45jk4lm

著称，深受时人的怀念和敬仰。乡民为了表示怀
:U4 ôçP£õö÷ø, ù òúõ
ç
Â8´N,
ö4ûQP
念，故里人以＂御史＂名山。
./ 生卒不祥。字尚绚，河南太康人，后迁
²³´ü, ý""4þÄÂÿP4ý!
张锦

略，善骑射，精通用兵谋略，且有大将风度。至大元
n4opq4rst7un4v<wxyz, {wI

郎中大理南寺丞，以办案明恕而擢升大理寺少卿。
)w*Ä+,4-.lÄÊÙZw*+/0,
!1Ê23£X¢44á5Á6$7ð
任内为被诬为盗的数千平民平反，并检察岷、襄二

GE!&"% GH4|}]~x$I,  !
年（１３０４年），授镇国上将军、征西都元帅。他待部

居秦安陇城郭阁堂（今秦安县陇城镇张堡村）。明
"ËµT¶#$EËµOT¶}%&H, l
wíIGE!%$'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
GHÈ+4| !y4¼'()$
成化元年（１４６５

4444P 藩及凤阳大狱，受冤者皆得平反。为官敏捷智慧，
899w:4;Ö<;4, =>?®@4
下谦厚，与众相处，以和为贵，恤军爱民，受人尊
重。曾多次讨平叛乱，巩固了朝廷的统治。朝廷特
ABK^4C! !U(), ýD=Êm4ù
, 4 ¡¢£¤¥, ¡¢¦ 廉洁奉公，遂迁为刑部右侍郎。后辞官而归，与乡
赠黄金、弓矢、胄甲，奖赏其功绩。
P4EFG4HHÊ6, :<=åÏIJC
=K
§¨@$©ª$«¬4®¯°±,
人相处，和颜悦色，侃侃而谈。著有《松壑小稿》《宣

梁志通
&'( 生卒不详。元山西介休人。为道教全
²³´µ, IN¶·P, ¸¹º

:BCæ,
政录》等。

¹/, 0MðëñGE!&*& GH41¡;2, ÂQ3
教谕。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入朝述职。太祖朱
I456789:¥;<4=>?@ûA4;B®
元璋召问经史及政治得失，克新直言无隐，得到赏

周绅（１４６４—？）
01E!%$%FL H 明代宁远县（今武山县）人。
læKLOEMNOHP,
¯
çMNç4'OPQ, çRSÈTUV£W
其＂布衣时，家极贫＂。时西北边关受蒙古族的侵
X4YZ[4\]^_47`$a`bcdef
扰，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兵役、徭役和苛捐杂税沉
重。幼年之绅，即胸有大志，好学上进，每在劳作之
, eGYg4\h<wÃ49*~È4i{jMY
余，发愤读书，又拜师习武，加之他天资聪颖，熟读
k4lmi#4inüoM4pYfgqr4si
经史，文武出众，＂乡里共称之＂。明代选拔＂学行兼
É84kMt4
ç
ùQuUYQ, læËº
ç
*Úv
优，年富力强，累试优等者乃以充官＂，因绅品学兼
w4GxÞy4z{wæÖ|}=Q4Ígî*v
w4kM~º4ÕwíðëGE!%)% GHÉz{Ë
优，文武双全，于成化二十年（１４８４年）经累试选贡
1, wíðëZGE!%)( 年），被授为南城兵马指
GH4Ê|Ä¶7
入仕。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
jé42ÆÚ3 4*¸4
挥司副指挥，职掌京帅巡捕盗贼，疏理街道沟渠，
$æ, Æ4, !
负责囚犯、火禁等事。若车驾京郊，则率夫供事。任
2424M?4*<4:±
职期间，恪守职责，勇武刚直，管理有方，政绩卓

识和表彰，授左春坊左赞善。其间，奉命作《长江万
CDE4|FGHFIo, ¯J4KLM=NOP

著，受到朝廷赏识。后升为兵马指挥司指挥（京官
:4B¡¢®C, ýZ7jEÆ=

里图记》，甚称旨意。数年之后，升为礼部尚书，上
QRSC4TUVW, XGYý4Z+!"#4~
任不久即患疾病。太祖对其恩宠有加，不停薪俸，
!´[\]^_, ÂQ`¯ab<c4´def4
命太医救治。卒后又命有司护丧归里安葬，同时亲
LÂgh¥, ³ýiL<jklmQno4pçq

ìñîHá î
ç
@¡HQ4ò¯°,
正六品）并敕建＂金吾坊＂，以表其功。
.2
E
!%(#F!'#$
GH 字用昭，号东谷，河南
ýt¢4ø£4þÄ
张潜（１４７２—１５２６ 年）

撰祭文，特遣司礼典薄谕祭。成化五年（１４６９
年），
rsk4¦tj+uv/s, wíbGE!%$*
GH4

部主事，礼部郎中，累迁至山东布政司右参政。有
!y4+!)4z!{NM:jU§:, <
文名，著有《杜工部年谱》《杜少陵集注》等。
k4:<=¨©!GªC
=¨/«¬Cæ,

真派丘处机门徒。至元初年，离太原南离汴京，涉
»¼½¾¿À, {IJG4ÁÂÃÄÁÅÆ4Ç
关陕而至秦州。因爱天靖山丘壑林泉清雅幽静，于
ÈÉÊ{ËÌ, ÍfÎN½Ï&ÐÑÒÓÔ4Õ
是栖迹修行（仙人洞遗址犹存），并与陇西七真观
Ö×ØÙÚEÛPÜÝÞßàH4áTâ»ã

道士黄青松等时常往来。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
¸+¨äåæçèéê, {IëZGE!#($年），募
GH4ì
化修建太上殿。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
íÙîÂ~ï, {IðëñGE!#)*年），建玉皇
GH4îòó
殿。帖木儿赐其号烟霞无为大师。后终于玉泉观。
ï, ôõö÷¯øùúûwü, ýþÕòÐã,
有门徒何道元、任道芳、杨道明等
<¿Àÿ¸I$!¸"$#¸læ １８
!) 人，均有道
P4$<¸
Ú,
行。
)*+ E!&#$F!&*$ GH
门克新（１３２６—１３９６
年） %ËÌ&¿'(
今秦州区门家河

人，一说礼县天嘉人。明初，任秦州州学训导、秦州
P4)*+Of,P, lJ4!ËÌÌ*-.$ËÌ

ËÌxÌË!yz{k|*}Y~î¿"#
秦州知州秦发主持在文庙学宫之前建门尚书祠

堂。接着继任秦州知州傅痛以及在朝的秦州籍刑
, !ËÌxÌ-9{¡£ËÌR
部主事张锐、国子生马瑞等人邀请著名文学家、华
!y$]c²æP:k*'$
盖殿大学土李东阳撰写《门尚祠堂记》（今碑石尚
ïw*+r =¿"SC
E"
存天水文庙），文中盛赞∶＂公则起儒学，登台辅，千
àfk|H4kI

^*4 ¡4¢
载一时之遇也，非其材器足任于用，哲揽天下豪杰
£)çY¤¥4¦¯§¨©!Õt4ª«f¬
§®Y+4¯°±²³+´
材智之士，恶可幸致哉！＂

王恕
,- 生卒不详。秦安陇城人，明癸未（１４０３
²³´µ, ËµT¶P4l·¸E!%"&

年）科拔责，历任阳卫县知县、府军右卫、浙江道监
GH¹º»4¼!½OxO$¾U½$¿O¸À

]¡VÄ4T¶P¥,
ÁÂ8, l=ËµÃCS£
察御史。明《秦安志》记载∶＂国朝王恕，陇城人也。
永乐初，以才授阳卫知事进府军右卫经历。被选督
ÅÆJ4Ç|½xÈ¾U½É¼, ÊËÌ

修皇城。文皇帝幸城，见恕老诚，谕左右曰∶＇此可
ÙóÍ, kóÎ±Í4ÏÄÐÑ4/FUÒ
Ó
Ô°
作台谏者事。＇竣擢浙江道监察御史，巡按广西复
M ÕÖ, ×ØÙ¿O¸ÀÁÂ84ÚÛÜÝ
有风力，进云南按察司金事而宪纪聿修焉，子诰。＂
<yÞ4ÈßÄÛÁjàÊáâãÙä4cå, ´
læU
ç
Â8´Yè Õ, ÛÁjàÛÁé
明代称＂御史＂之官为台谏。按察司金事与按察副
êp4ëìíî, VÄÊïZÛÁjà4îð
使同，秩正四品。王恕被提升为按察司金事，建章
立纪，云南大治。王恕为人师表，持家有法，以风范
ñâ4ßÄw¥, VÄPüò4z'<84yó

太康人。张锦子。弘治六年（１４９３年）进士。曾任户
ÂÿP, ¤c, ¥¥ñGE!%*& GHÈ+, !¦

345E!%)"F!'$" 年）
GH 字孝思，一字世甫，
ý®¯4)ýX°4
胡缵宗（１４８０—１５６０
ø°Ð4)ø±²NP4ËµOP, læ:*
号可泉，一号鸟鼠山人，今秦安县人。明代著名学
Ö$³P$#8', l®´¥¥ëíGE!'"! 年）中
GH
者、诗人、书法家。明孝宗弘治十四年（１５０１
µP¶ì·ZGE!'") 年）中进士，殿试对策拟一
GHÈ+4ï{`¸¹)
举人；正德三年（１５０８
¬4<º»¼½c4¹¾Z¬), ¿¯Ç4
甲，有权宰私庇子，拟置三甲一名。李东阳怜其才，
p)¬ÀÁ4|%&'5,§ÂÃ =®´Ä
同一甲传胪，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编纂了《孝宗实
BC, ì·bGE!'!" GH4ÍÅÆu4ÇÈ4ÊÉ
录》。正德五年（１５１０年），因刘瑾谋反受牵连，被谪
,ÊÌEíËÆNÌHÍ=, ì·ÎGE!'!&
为嘉定州（今四川乐山市）判官。正德八年（１５１３
GH4ZÏËÌEíËZ OHxÌ4
ç++4
年），升瞳川州（今四川三台县）知州，＂礼民爱士，

著于一时＂。正德十年（１５１５
:Õ)çQ, ì·ëGE!'!'年），召入南京户部湖
GH451ÄÆ¦!Ð
广清吏司员外郎，后升为郎中。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
ÜÑÑj'()4ýZ), ì·ëíGE!'!*
年），调南京吏部验封吏司郎中，后出任安庆府（今
GH4ÒÄÆÑ!ÓÔÑj)4ýt!µÕÖE

安徽安庆市）知府。在任期间，＂抚绥安辑，民以大
µ×µÕÌHxÖ, {!,
ç
ØÙµÚ4w
ÛQ,i
ç
ÜÝÞßà4áâã4:±Y:, ÁÜµ
苏＂，又＂开吴塘乌石堰，溉民田＂，政绩显著。离开安
Õç4Ðäå
ç
æçèéÊêYÖPëQ,áÕk
庆时，老百姓＂攀辕垂涕而遏之者以万计＂，并于文
|ñ
ç
ì¯Q, X´,ÎðGE!'#& GH4Ò!ÛÌ
庙立＂去思碑＂。世宗嘉靖二年（１５２３年），调任苏州

!"# !－
－! ５６３

天水大辞典
!"#$%
知府。兴学宫，整吏治，减轻农民负担，时人评议
!"# $%&'()*'+,-./012345

侯一元
)*' 生卒不详。字应乾，号之川，明秦安
Éhé] êë1·ì15)

＂廉洁辨治，名与况钟颉顽＂，敕封为＂中宪大夫＂。
6CDEF?#
6789*1:;<=>!?1@AB
离任后，苏州士人立＂吴郡守天水胡公去思碑＂，碑
GHI1JKL3M
6
NOPQRSTUVW?1W
今尚存苏州文庙。嘉靖六年（１５２７年），升山东布政
XYZJK[\] ^_`ab!"#$ ac1defgh

县人。正德九年（１５１４年）进士。授工部都水主事，
3] ¡}ab%"%+ acÐL] íî@Rï¿1
监闸于济宁（今山东济宁市）。济宁位于水陆要冲，
ðñt¹òbXef¹ò¤c] ¹òótRô¢õ1
为交通枢纽，南来北往的船只拥挤，交通不便。侯
Bö÷øù1xúûü§ýþÿ!1ö÷Ø] 

使司左参政，后调任浙江、山西布政使司左参政，
ijklh1ImHnopeqghijklh1
政绩颇显。嘉靖十五年（１５３６
hrst] ^_uvab%"&'年），升河南左布政
ac1dwxkgh
司。同年十二月，升山东巡抚右副都御史。时鲁王
j] yauz{1def|}~] 2
横恣，他上疏弹劾，并修建莱河，便民灌溉。嘉靖十
11w1.] ^_u

Â"#$ñ%G1&ñÀ21'ü§ý()À
一元制定过闸办法，开闭闸按时，过往的船必须按

七年（１５３８
ab%"&( 年），调总理河道，开考城（今河南兰考
ac1mw1bXwx
县）黄河支流，以减轻归德（今河南商丘市）、雎州
cw1+, ¡bXwx¢£¤cp¥K
（今河南睢县）的水患。嘉靖十八年（１５３９
bXwx¦c§R¨# ^_u©ab%"&)年）三月，
acª{1

后，召为吏部验封郎中，上奏建议革除皇亲世荫制
I1<B)@=A9C1²5>?@ABC"

照先后顺序至闸口依次而行。上任
*+I,-ñ./0ÁÑ] H &３年，直声远
a1 1j2
31L4MWå56] ·IH)@ï¿1Ð7@
播，士绅立碑以志纪念。之后任吏部主事，进兵部
8-91º;y¿h`_Ø:1;Óä.æ] ' a
员外郎，因与同事政见多不合，即告病还乡。６年
ð]
D] ØêÂat»] ëÞìûE?Fï%(*卷。
度。不出一年卒于官。著有《北堂书钞》１８０

后，集中精力从事写作。他文学造诣深，善诗歌，在
I1ÍCÎÏÐ¿ÑÒ] [%ÓÔÕ1Ö×Ø1Ù
经学等方面有卓越的成就，尤其在方志方面贡献
Ú%ÛÜÝÞßà§áâ1 ãäÙÜåÜÝæç
更为突出。著有《鸟鼠山人集》１８卷，《拟汉乐府》２
èBéê] ëÞìíîe3Íï%( ð1ìñòó"ï#

夏景和
+,- 生卒不详。字时雍，明秦州城东关
ÉØé] 211 5)KfÍ
人。幼孤贫，为人牧羊，夜宿隍庙。后发愤读书，终
3] GHI1B3JK1LMN\] IOPQ?1R
áES] áTzuab%+(+ acÐL] HðÁ1
成大器。成化二十年（１４８４年）进士。任监察御史，
M1UV1WD¶
n
XYZ|] [°\½]1WD
刚直敢言，孝宗称＂黑秀才＂。内廷举动失措，孝宗
便言∶＂黑秀才知之，又当上疏矣！＂后升任山西按察
Vß
n
XYZ!·1^uã,|IdHeqÀÁ
司副使，被当权宦官刘瑾诬陷下狱。真相大白后，
ji1Âu_È»`aÒbcd] JeEfI1
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巡抚宣化，卒于任内。今
dHÁg~i1|}hT1tH[] X

卷、《拟古乐府》２
ðpìñôó"ï# 卷、《胡氏诗识》２卷、《愿学编》２
ðpìSõ×öï# ðpì÷%øï#

秦州区夏家巷即其故居，民国时尚有＂大中丞第＂
)Kij3k;älm1.n2YÞnECop|

ðpìùúøï#卷、《河嵩集》２
ðpìwûÍï# 卷、《归田集》２
ðpì üÍï# ðp
卷、《近取编》２
卷、

qrÂs]
牌坊－座。

任河南巡抚右副都御史。时河南遭饥荒，他向朝廷
Hwx|}~# 2wx«¬1®¯°
请得救灾银款
±²³´µ¶２０
#* 万两救济灾民。十二月，因官署
·¸³¹´.# uz{1º»¼
失火事件而被免官，结束了仕宦生涯。罢官归里
½¾¿ÀÁÂÃ»1 ÄÅÆÇÈÉÊ] Ë» Ì

"åï
ì*+åï] ,-1.øÞì)ò[ï
ì/0ï
ì1
府志》《羲台志》。此外，还编有《秦汉文》《唐雅》《雍
音》及《胡氏家谱》等。《明史·艺文志》收录其著述
2ï$ìSõ34ïÛ]ì567[åï89äë: )９

./0 生卒不详。字仲章，明秦州人。祖籍
ÉØé] tu15)K3] vw
胡来缙
x1xyz"vw15~{m)Kfæ|}~]
南直隶凤阳府五河县，明初迁居秦州东乡马跑泉。
^_ªuab%""( ac3] HE$!1Þ3
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年）举人。曾任大兴知县，有人
®51E$à1_Úh¿1Ø
向他建议，大兴是京郊县，权贵经常干预政事，不

种，《四库全书》收录其部分作品。胡缵宗擅长书
;1ì<=>?ï 89ä@AÒB] SCDEF?

好管理，最好换任他县。而胡来缙说∶＂京县之难
1  H] ÁSúÞß
n
·¯

ì%&"
ìýþÿ!ï%# ðpì5"Í#ï#" ð1$
《春秋本义》１２卷、《议礼集注》２５
卷，以及《安庆府

志》《苏州府志》《巩郡记》《秦州志》《秦安志》《汉中
åï
ìJK"åï
ì'O(ï
ì)Kåï
ì)%åï
ìòC

法，师法颜真卿，书体刚健遒劲，酣畅淋漓，江苏镇
G1HGIJK1?LMNOP1QRST1oJU

为，以惜官徇情耳，吾为循理守法，他何知焉！＂在任
B1»1âBPG1!,|ÙH

江、天水伏羲庙
、苏州虎丘、山东济南、曲阜孔庙、
opQRV*\pJKW£pef¹xpXYZ\p
山东泰山等地的名胜古迹多见其墨迹。其诗歌激
ef[eÛ\§:]ô^_`äa^] ä×Øb
昂悲壮，超然不俗，颇近秦声。时人赞曰∶＂经济弘
cde1fghi1sù)j] 23klm
n
Ú¹o
伟，功业垂于当年；学海渊涵，著作传于今日。＂嘉
p1qrstuav%wxy1ëÒztX{] |^

３年，公正廉洁，赢得声誉。调任户部，累官至山西
& a1T781³²j] mH@1»-eq

靖三十九年（１５６０
_ªu}ab%"'* 年）九月初三日卒于家中，享年
ac}{~ª{t3C1a

兴县令时，从学，得名师指点。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
$21Ð%1²:H] ·uab%"()

(% ]
８１岁。

按察司副使，皆有政声。
ÀÁji1Þhj]
胡忻（１５５６—１６１６
.1b%""'%'%' 年）
ac 字慕之，号慕东，明秦
·1f15)
州人。胡来缙子。生而颖敏，沉勇有大志。父任大
K3] Sú] ÉÁ1ÞEå] HE

年）进士。初授山西临汾知县，任内劝善惩恶，刑清
acÐL] ~íeq ¡!1H[¢Ö£¤1¥¦

&'(b%+()%""& ac 字子实，号虚庵，明
 115
李元芳（１４８９—１５５３年）

政简，整顿租税、兴修学宫，甚得民心。万历二十六
h§1(¨©©p$%&1ª².«] ·zu`

)%3]¡zab%"*$ ac3]^_~aH
ab%")( ac1¬)íî®¿C1¯ÁmH7
秦安县人。正德二年（１５０７年）举人。嘉靖初年任顺
年（１５９８年），以循良吏授工科给事中，继而调任兵
Q"!] º*
@p"@1{°±²KpK] ³I´´01
天府宛平县知县。李元芳因治理京畿宛平县建昌
部、礼部，迁太常寺少卿、正卿。前后上疏百余次，

侯张延龄侵占民地，惠安伯张伟私藏罪犯，极力上
.\1p 1¡Ï

Ïµ¶h11j·¯¸] äCì±¹EîËº»ï
力陈弊政，直声震朝野。其中《请竣大工罢冗役疏》

疏要求罢免宛平各类苛捐杂税及其摊派等民众深
¢£ËÃ¤¥¦§¨©$äª«Û.¬Õ

揭露宦官和奸商的投机行径，省宫殿建设费用—
¼½È»¿¾¢§¿ÀÑÁ1 Â&ÃÄÅÆÂ

受苦难的
®¯§７$ 件事，得全部准奏，赢得宛平百姓的称
À¿1²>°±²1³²´µ§¶

半；《极谏矿累乞免包疏》揭露实情，神宗为此撤回
Çvì¡ÈÉÊÃËï¼½ 1ÌDBÙÍå

k] ·IêHef¸K"bXef¹¤cy!1º
赞。之后出任山东登州府（今山东蓬莱市）同知，转

©ðÎÏ1Ã)KÉ©] RºÞÍ²±@ÐAÑ
税监梁永，免秦州矿税。终因有关奏请皇帝亲祀郊

任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县）同知。任职期间，政
Heq»"bXeqF*cy!] H¼½¾1h

\§²1VÒbÐ1ÓÃÌDØÔ] ÕSÖÎf
庙的奏疏，言辞激进，引起神宗不悦。且胡忻系东

绩显著。山西巡抚和按察使一起呈文，请提升李元
rtë] eq|}¿ÀÁiÂÃÄ[1±Åd

林党人，为宦官忌恨，时思摒斥，便疏请退休回籍。
×Ø31BÈ»ÙÚ12VÛÜ1±ÝÞåw]

芳任潞安府知府，但由于嫉妒者以拉拢关系、巴结
H»"!"1ÆÇtÈÉÊËÌÍÎpÏÄ

卒于家。《东林始末记》有传。去世后，父子俱崇祀
t3]ìf×ßà(ïÞz] UBI1áâãÑ
乡贤，立有牌坊。州城故居俗称南、北宅子，今存。
æä1MÞqr] Klmi¶xpûå1XZ]

上司为名进行诬告，吏部查无实据，使这件事不了
jB:ÐÑÒÓ1)°ÔÕ Ö1i×À¿ØÆ
n
àYá
Æ·] ºÙ«ÚÛ1ÜÝ\Þß
了之。李元芳因此遭受打击，憾慷地说∶＂是尚可以

其奏疏多收入《欲焚草》中，共
+ ð９８
)( 疏。
]
ä²_8æìçèéïC1ê ４卷
234b%'*&%'"& ac 字潜伏，号心虞，明
ëV1«ì15
杨名显（１６０３—１６５３年）

行吾志矣！＂于是称病回归家乡，卒于家。著有《安命
Ñâåã,|tà¶äå 3æ1t3] ëÞìç

èï]
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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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清初秦州人。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举人，拜汶上县

!"# !－
－! ５６４

! 物
"
人

令，未及上任而适值清军入关，明朝覆亡。在当局
!"#$%&'()*+,-./0123 456
关于＂事清犹事明＂的劝说下，复出后就任山西山
-7
89*:9/;<=>?@ABCD&EFE
阴县令。廉谨自励，有政绩，＂吏畏民怀＂。历刑部主
GH!3 IJKL@MNO.
8
PQRS;3 TUVW
事、郎中，均以廉谨为本。任内奉旨巡按齐鲁刑狱，
9XYZ.[\IJ]^3 &_`abcdeUf@
多所平反。出朝后任广东布政使，废除擅加所谓
ghij3 klC&mnoNp@ qrsthu

捐献薪俸，重修秦州城垣。他离任后，秦州百姓为
ëìíî@ïðÁÂñò3 ó&C@ÁÂôõ]
他建生祠、刻石留像，以志纪念。宋琬在天水时捐
E¿öX¢÷sø@\þùú3 ÂÃ4ÄÅûë

＂火耗银＂等弊政，岁省民财数十万金。其他如绝馈
8
vwx;yzN@{|R}~3  

石３４
÷ $,块，＂爰建一亭，列石于基壁＂。从而成了＂二
1@
8
2Ec3@4÷756;3 7'Ü2
8
Î
妙轩诗碑＂。宋琬天资聪颖，＂少负异才＂。１８
岁＂即
89q:;3 ÂÃÄ;<=@
8
>?@A;3 %) {
8
B

赠、平物价、裁冗员
、革滥支、减厩马、清盐政、停钞
XiXXXX*NX
法、蠲榷税等多有兴利除弊之善政。清顺治十年
X ygMrzN3 *

（１６５３
¢@£¤¥¦§m@¨©ª7&%3 «C
¡!"#$ 年），将欲提总两广，不幸卒于任上。殁后顺
治帝连发三道圣旨，授阶通奉大夫，诰命封其祖父
¬®¯°±a@²³´`µ¶@·¸¹º»
¼X½¾3
母、妻室。
#$% 生卒不详。明秦州（今天水市秦州
¿ª¨À3 /ÁÂ ¡ÃÄÅÆÁÂ
刘邦域
Ç¢È@ÉÊËÌ@/ÄÍÎ ¡%"&& ¢ZÏÐÑ3
区）人，貌伟多力，明天启二年（１６２２年）中武进士。
Ò&ÓÔÕ¦Ö@ C×ØEnÙ£ÚÛÜ@ AÝ
初任辽东副总兵，后调征山东叛将李九成，复登
州、莱州。以功升总兵官，人称关西豪杰。皇帝朱由
ÂXÞÂ3 \ßà¦Öá@Èâ-Fãä3 å¬æç
检召对，赐蟒服玉带，并改任漕运总兵，驻徐州，控
èéê@ëìíîï@ðñ&òó¦Ö@ôõÂ@ö
扼南北国储要道。《天水县志》载，今麦积区社棠镇
÷øùúûü°3ýÄÅHþÿ!@Ã"#Ç$%&
?'(M)3
下曲村有其墓。

俸摹刻杜甫秦州诗。玉泉观原有杜甫祠，已倾圯，
îü¢ýþÁÂq3 îFÿ+Mýþö@!"#@
宋琬整修一新。并取杜甫流寓秦州诗，聘请擅长钩
ÂÃ$ðc3 ð%ýþ&ÁÂq@'(s)*
摹之技的皋兰张正言、张正心集王羲之的书法，刻
ü+<,-./X./`z0<|@¢

\QÖrQCDE3 &PVYZû@FGzHI
以辞赋文辞屈其曹偶。任吏部郎中时，与聚集京师

的文人施闰章
、严沉、张文光 、赵宾、丁澎、陈祚明
<rÈJKLXMNX.rOXPQXRSXTU/
等唱酬，时称＂燕台七子＂。诗文著作主要有《安雅
8
XYZ[;3 qraoWüMýH^
yVW@ûâ
堂全集》《安雅堂未刻稿》《二乡亭词》传世。修成
\\zÿ
ýH^\#¢]ÿ
ýÎ[3^ÿ wÅ3 ðÜ
《秦州志》１３卷，政绩卓著。《清吏稿·文苑》有传。
ýÁÂþÿ%$ _@NO`a3 ý*P]arbÿMw3
&+,¡%"%(³%")' 年）
¢ 字冠卿，号笠夫，清
5cd@8e¶@*
王羌特（１６１５—１６８０
¼fg¡Ã>hH¢È3 LMi ¡%""* ¢@jk
巩昌伏羌（今甘谷县）人。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年），钦差
大臣某巡视陇右，王以＂饿呼满野，流亡载道＂，因
Slmbn@º@\
8opqr@s2!»;@t
8
u¨vw;@xÜ8uy7i@z{|@}(Ú
＂粮不完额＂，写成＂粮浮于地，赔累难支，悬请开
~@\R¸;<(ÏFejkSl@]R(
豁，以苏民命＂的请状呈交西来钦差大臣，为民请

命。经转奏朝廷后，批准将伏羌田赋＂去六存四＂。
¸3 VlC@ £gÖ
8
iN;3
i４１７８顷，除粮
,%*) @u５５０５
(('(石，免银６７６０
÷@x "*"'两。
§3
共减去荒地

&'(¡%"'(*%")" 年）
¢ +,-.@/M0
王了望（１６０５—１６８６
原名家柱，又有予
1X21X34y,@567@8â9:;<@/=
望、了望、荷泽等名，字胜用，号称绣佛头陀，明末
*Ò>?@FÈ3 *Î ¡%"(( ¢@çAB
清初甘肃陇西人。清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年），由拔贡
CDEFÂGHH!@Iá １０年，有＂能吏声＂。康
%' @M
8
JPK;3 L
选福建泉州同安县令，居官
MN ¡%""( ¢@OPQá@RT,EST@UV
熙四年（１６６５年），借口辞官，游历名山大川，辗转

£c @  &''
£<º ¡Ãf¾
将近一年，始抵距府治
２００余里的右甸（今昌宁
H¢3
C@IRg2@ñZR
县）。战乱之后，居民多逃亡，城中残民孑遗仅 &'
２０
£-@¡MÑ[@¨9¢£3 Y&C@Ù¤¥@¦
余家，虽有士子，不事诵读。到任后，兴办教育，招

北还。康熙九年（１６７０
ùW3 LMÛ ¡%"*' 年），回到故乡陇西，堂号＂风
¢@XYZ[@F@\8
8
]

抚流亡，抑制强暴，发展商务，呕心沥血，方有起
§s2@¨©ª«@®¬®@¯`°±@²M

雅＂，潜心著述。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
^;@_`ab3 LMc ¡%"*+ 年）后，往来游历
¢C@deRT
¯@3 ÁÂfghi@j7kÈlX"#EXm
三陇。秦州是其常住之地，隐于仙人崖、麦积山、弥

³3 &´µÞ@'Æ¶¡ÆÈ·å¬b´¢¸
色。任职十个月，而代觐（代人晋见皇帝述职）檄
?@LMÎ ¡%"*$
¢ÎÞÐH3 Ý ÐÞ@
下，康熙十二年（
１６７３年）十二月进京。次年元月，

陀寺等地，作有大量诗文，留有大量墨迹。康熙二
<nyi@oMSpqr@sMSptu3 LMÎ
十五年（１６８６
v ¡%")" 年），卒于秦州，传葬于今清水陇东乡
¢@ª7ÁÂ@wx7Ã*Å@n[
贾集村朱家庄。了望善书，其书法跌宕起伏，纵横
yz(æ-{3 21|@|}~@

在保和殿朝见康熙皇帝，赐茶命在京食俸，待吴乱
4¹º»l·LMå¬@ë¼¸4H½î@¾¿À
平定后回任。时新任云贵总督鄂善留湖广筹划剿
iÁCX&3 û&Â¦ÃÄsÅmÆÇÈ
御吴三桂，王羌特奉命军前效力，于是年五月出京
É¿¯Ê@gË`¸+ÌÍÌ@7f vÞkH

争折，独成一家，天水民间以＂予望王爷，神形鬼
@ Üc-@ÄÅR\801@
;â3ýÁÂþÿ
8
CRE
面＂相称。《直隶秦州新志续编》记言∶＂嗣后浪游山
Å@ÁÂ~ @ù-m<n3 ,
水，客秦州数年，寓北关之弥陀寺。狂草优入晋唐
¯¾@JKÜc-@nZ u¡g3 r¢w
三室，能自成一家，古寺中遗迹尚多。其文刻传十
£¤@¥¦§¨@¨©ª«@¬®k¯È@c1
余篇，峭洁爽目，不落恒俗，议论亦出新动人，一望

抵荆州，开始军旅生涯。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年）殁于
ÎÏÂ@Ú+Ð¿Ñ3 LMÛ ¡%")' ¢«7
+Z3 aMýÒÓÔqÿ
ýÕEÖ×ÿ
¡wØÙ>¢3
军中。著有《怕猿闻诗》《孤山再梦》（传奇小说）。
-./¡Ú １６２７—约
%"&*³Ú %")'
¢ 55Û@8Û
黄虞再（约
１６８０ 年）
字字九，号泰
à@g¡Ã>hH¢ñÈ3 Î ¡%"(( ¢Ð
升，伏羌（今甘谷县）城人。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年）进
Ñ@T&ÀF`H!@\NOàUVW9@V
士，历任江西奉新县令，以政绩升刑部主事，转员
ÜYXÝVYZXÀF¥ÞÓ9y3
`H¹ßà
外郎、礼部郎中、江西提学金事等。奉新县户籍混

'°]±²Ñ3 ;
而知为非凡之士。＂

康熙十年（１６７１
LM ¡%"*% 年）去京，得云南顺宁府通判。跋涉
¢H@ø¾´3 

)*¡%"%,³%"*, 年）
¢ 字玉叔，号荔裳，山东
5î´@8µ¶@En
宋琬（１６１４—１６７４

@T áâÖãg@Ì&H!gä{åá3 æ
乱，历年拖欠赋税很多，前任县令多被累罢官。黄

Þ·È3 N ¡%",* ¢ÐÑ3 ¸&¹VW9X
莱阳人。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年）进士。曾任户部主事、
PVYZX@º»-¼Á³».XÅi»X½¾»X¿
吏部郎中、陇右道（巩秦阶道）、水平道、绍宁道、浙

到任后，访得胥吏廖某熟悉户籍及拖欠情况，便责
Y&C@çèéPêmëì¹ßíáâîï@ðñ
Üòóôõ@*ö#â@#Ö÷*3 à&UVi
成他限期造册，清理积欠，积赋皆清。升任刑部平

江按察使、四川按察使等。宋琬出身于世代书香名
ÀcÁpXNTcÁpy3 ÂÃkÄ7ÅÆ|Ç,

反冤狱，修订律令，放宽逃亡连坐律条。转礼部后，
jøf@ðùú!@ûü2ýúþ3 VÝVC@

宦之家。高祖宋蔽，明中叶进士，官至浙江副使，父
È-3 ÉºÂÊ@/ZËÐÑ@áÌ¿ÀÕp@»

条陈科场制艺，得士林好评。掌管浒墅关税时，蠲
þTÿ!©"@èÑ#$%3 &'()-û@

宋应亨，明天启五年（１６２５
ÂÍÎ@/ÄÍv ¡%"&( 年）状元，官至吏郡郎
¢ÏÐ@áÌPÑY
中。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年），出任陇右道兵备金事，驻节
Z3  -%"($ .@k&@º»ÖÒÓ9@ôÔ
ÁÂ3 \ÕÖX ×L¿Ø<ÙÚ®ÛÜi
秦州。以减轻赋税、奖励生产的办法开发这片地
Ç3 Ý " Þ®¿Siß3 ÂÃ¨àáÏ@â`
区。次年６月发生大地震。宋琬目睹惨状，忧心如

*Ü+@,-./@Rð3 ¥ÃÀº
免额外税款，删除繁苛法规，利民便商。提督江右

学政期间，尊经书，尚实学，躬亲督率，奖掖后进。
ÞNó@0|@¡1Þ@23Ã4@×5CÐ3
LM¯ ¡%"*,年），吴三桂反清，江右骚动，兼
¢@¿¯Êj*@Àº6¯@7
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
ö8w@9:è;3 C»<=@X->?@íqAÌ
理驿传，调度得宜。后父病逝，回家守丧，服满复至

焚。一面向上级求救，一面＂出家财，以恤其灾＂；并
ã3 cä%åæç@c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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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旋因积劳成疾，殁于官署。去世之后，江右人
ÀF@@t#AÜB@«7áC3 ÅC@Àº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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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大辞典
士＂为位以哭者遍十三郡＂。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
!"
#$%&'()*+,- ./0)123!"#$

年），复建专祠以祀，并立碑记其德教及生平事迹。
2456789%:5;<=>?@ABCDEF刘俊声
&'( 生卒不详。山西临汾人。清康熙二十
CGHI- JKLMN- O./0)

六年（１６８７）由孝廉任清水县知事。整饬有方。西郭
P23!"#%4QRSTOUVWE- XYZ[- K\

瑞赏识。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
ëìÍ- ./¨)í23-%-# 年）中进士，选翰林院
2a©!pz¬®

庶吉士，散馆，授检讨。雍正初年，授江南道监察御
lm!pîïpPop- |Ãð2pPñ"dòsó
史，陈述时政，均被采纳。后任登州（今山东蓬莱）
ôpõö#p÷øùú- ÑTû3_Jeüýa
知府。到任时正逢登州歉收，百姓流离失所，不及
Wþ- $TÃ¶ûÿ!p"h#9$ÎpHB

外清水河（今西干河）泛滥，河道东移，百姓受灾。
]OU^3_K`^abc5^def5ghij他下令筑河堤，消除水患。重修《清水县志》，遴选
klmn^opqrUs- tuvOUVwx5yz

%&p'm()*+jt- T,-uüý°®p.
呈报，遂令开仓赈济灾民。任内创修蓬莱书院，培

OU{C|J}~5 5清水贡生雍山鸣、张桂芳编纂，稿成，刊行于世。

:ÄEpHz;<=>T?8üz:ÄE- ²@Ñ
司主事，不久流放军营任兵部武选司主事。起用后

养了大批人才。后因属县滋事而被贬为刑部广西
/0á1NÔ- Ñ23V4E5ø6#789K

)*+3!"%&!%'# 2a 字文在，号渭川，又
5p 提为员外郎、郎中，在职去世。
A#B]C~Cpq¼巩建丰（１６７３—１７４８年）

号介亭，清伏羌（今甘谷县）人。明兖州别驾龙光曾
pO3_V4N- 
孙，幼年颖悟，谦诚好学。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年）
5¡2¢£5¤¥¦§- ./¨)023!%!& 2a
进士，累官翰林院侍讲，值起居注官。康熙五十九
©!5ª«¬®¯°p±²³´«- ./¨)µ

牛运震（１７０６—１７５８年）字阶平，号真谷，山
2343-%*"-%+# 2a DDpEpJ
东滋阳（今山东兖州市）人。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年）
e4F3_JeGaN- |Ã)y23-%&& 2a
©!pHI*23-%&# 2aPJzPãêWVÉT
进士，乾隆三年（１７３８
年）六月选授秦安知县。上任

年，曾逢庚子顺天乡试和辛丑（１７２１年）会试同考
３& 个月即将累积多年的案件审理完毕，平反许多冤
2p¶·¸¹º»¼½¾¿3!%(! 2aÀ¼ÁÂ
ÑJK¯ª*Ò2³LMNOPQpDREÒS
官。雍正二年（１７２４
«- |Ã023!%)'年），主持四川乡试，选拔英俊，
2apÄÅÆ»¼pzÇÈÉp
ÊËÌÍ- ÎÏÐNÑÒ Ó Ôp NÒÕÖ#
独具卓识。所取举人后多成名成才，人多称赞为
＂当代伯乐＂。试毕陛见，为雍正皇帝讲《大学·明新
×
ØÙÚÛ,- ¼ÜÝÞp#|Ãßà°vá§âã
至善》章，帝颇感动，赐貂茶笔墨，并对侍臣说∶＂巩
äåxæpàçèépêëìíîp;ï¯ðñò
×
ó
某老成持重，尔等皆当效法。＂雍正四年（１７２６
ôõ Åtpö÷øØùú- ,|ÃÆ23!%)"年），
2ap
点顺天武围副主考官，后出为云南学政。到任后，
û¹ºüýþÄÂ«pÑÿ#!"§#- $TÑp

L- HI)23-%'+年）春，创办陇川书院，挑选聪
2ap-TU°®pVzå
案。乾隆十年（１７４５
W¸XY§®GpZ[¹ÙØ§CP)py§,
慧子弟入学就读，余暇亲自给学生授课，一时学风
渐起，人才辈出。后兴革利弊，整编保甲，清理田
\²pNÔ]ÿ- Ñ^_`apXbcdpOe
赋，废除苛捐杂税，查出了许多加重百姓负担的陈
fpgrhKijpkÿ0EÒltmhn³õ
俗陋规。撰《禁陋规碑文》共
章，勒石碑于县署门
ojp- ¦vqjprxs $９ æpturVvw
»pxqy<Óz{|h}~t5Cp^
前，永禁巧立名目向百姓要钱；重视农业生产，兴

端士品，正文体，勤考课，除积弊，整饬文风，令各
%!&pÃ'p(Â)pr*+pXY,pm-

U`- HI¨23-%'*年），投资治理陇水（葫芦
2apeUU3
水利。乾隆五年（１７４０

V.§/01z2p3A4Ô- 5§*2p66
县义学私塾慎选明师，施教育才。视学三年，孜孜
H7p§,á8- 9T:;p!"§¸<= "**
不倦，学风大振。离任之日，云南学子护送
６００ >
里
]?@ÑpABCDEpF¯G§!H2Iõ?
外。回京后，得朝廷嘉许，迁侍读学士。晚年告老回
JpKLuMp7eKNOpAPCQRSNpT
家，捐金修文庙，建东西两坊，教授生徒数百人，远

河），北自安家川、南至王家峡，顺河开
^apÙêJ~"äJp¹^( ９$ 条渠道，
dp
ZÜA%- kvYp»p
万余亩土地得以浇灌。他常深入农村，巡乡郊野，
×
;H|hÞp:5?pÊy
＂无日不与百姓相见，差与之齐而讯其苦，便求一
Êt5- ,HIµ23-%'' 2ap9Tpã
切便民而已。＂乾隆九年（１７４４年），牛运震离任，秦

近学者尊为＂关西师表＂。性甘淡泊．勤奋俭朴，年
U§'V#
×
WK2X,- YZ[p(\]^p2

安各界人士送行者近万人。沿途设香案，置酒席饯
ê-N!='UN-  ¡¢Lp£¤¥¦

７５%+殁于家。著有《朱圉山人集》及《伏羌县志》各
１２
_J- `ZvabJNcxBvVwx- !)

- EÒN§&¨©pª#
×
«,pZ=*Æ|>
行。许多人跪哭挽留，呼为＂牛爸＂，有送三四百里
'HI0)*2
3
-%+#
2ap¬_õJ¶§
者。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 年），病殁于老家。每逢祭

卷。
d-

韩遇春
,-. 生卒不详。字曦先，清水县人。幼年
CGHI- efpOUVN- ¡2
家贫，箪食陋室。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年）进士。任
Jgphijk- ./*)µ23!%** 2a©!- T
清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等职。授山东淄川知
O¬®lm!~nu~op÷q- PJerW
县后，体察民情，深受民众赞誉。有一年，淄川久旱
VÑp'stupvitwÖx- Zy2prz{
不雨，禾苗半枯，韩遇春头戴草签，身披褐襦，同农
H|p}~p ppÁ

日，秦安人设坛位向东致祭。
;pãêN¡${e®§胡武（１７０８—１７７０年）字鼎臣，号静庵。清秦
!"3-%*#-%%* 2a ¯ðp°±- Oã
安县人。祖父两代皆以能文闻名于乡里。自小聪明
êVN- ²³NÙø%´µÓ»>- Ù´å

灭蝗救灾，撰《祭蝗虫文》，声明人定胜天。此后每
¤ ¥jp¦v§ ¨xp©Nª«º- ¬Ñ

慧悟，资赋过人，博通经史诸书。尤擅长于声律。雍
W£pf¶Np·¸¹ôº°- »¼½©¾- |
Ã)023-%&' 2azÇ{Cp¿À¼HÁ- HIP
正十二年（１７３４年）选拔贡生，但屡试不第。乾隆六
23-%'- 2apÄ°ãê°®pÂÃÑ©p®ÄÅf年（１７４１年），主讲秦安书院，奖掖后进，致力诗赋。
yÆÿp §ÇÈÉ- Ê=#½«õË
每一篇出，学林争相传诵。时陕甘军政长官陈宏
Ì~ÍC~ÎÏÐ÷NøïkÑÒtpÇÓ#
谋
、黄廷桂、杨应琚等人皆对他非常器重，争辟为
°>«HI*)y23-%""年），出任高台教谕。
2apÿTÔÕAÖ书记官。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

遇蝗灾，淄川百姓就将书写＂韩遇春到此，众虫远
×$¬pw¨T
 jprSh®¯°±
²,³´µ¶·- ?$¸>Ñp»¹º»¼
避＂的小白旗插于田中。回到故里后，乡亲们前去
½¾pZN%#k#«Ò2pªÀ¿?HÀLÁÂ
看望，有人以为他为官多年，定会带回不少金银财

HI*)¨23-%%* 2ap×vØ§ÃpÁ2%¬
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年），兼署肃州学正，同年以病
ÙÚp¸J- Û´tÜ§pÂÝG°;tpÞ
辞归，故于家中。胡注重实学，考察读书并重，曾匹
'*** Zåp
ßÿà'áCâ- ¼½ÅãpyCäÅ ４０００余首，
马出塞体验生活。擅长诗歌，一生作诗

宝。有位长者看到韩坐在一尺见方的蒲团上，便
Ã- Z$Ä'½$ÅyÆÞ[³ÇÈÉpÊ

和狄道吴镇
、潼关杨鸾并称＂关陇三诗杰＂。著有
½ædçè~éWÎê;Õ
×WU*Åë,- `Z

说∶＂把你的这种垫子送我一个吧！＂
韩遇春踌躇片
ñò
×
ËÌ³ÍÎÏ¸=ÐyÑÒ,, ÓÔÕ
刻，就把它送给这位长者，他自己却坐在地上，对
Öp®Ë×=ØÍ$Ä'pkÙÚÛÅÜÉpï
那位索垫长者说∶＂您老不知，我虽为官身，并无长
Ý$ÞÏÄ'ñò
×
ßõHWpÐà#«p;Ä

《静庵诗文集》２０
卷，曾和陶奕曾同纂《直隶秦州新
v°±Åcx)* dp½ìíÁ
vîïãã

ty²U- ±páJkpò
民一起担水浇田。时值酷暑，大家劝他休息，韩言∶

＂与民同乐，其乐无穷；与民同苦，乐在其中。＂又一
×
tÁÛp?ÛtÁpÛ?- ,y
年夏天，淄川发生严重蝗灾，韩遇春日夜督导民众
2ºprCt jp;¡¢£tw

á- ,
物。＂
/01 生卒不详。字方卜，秦安县人。自幼
CGHI- [âpãäVN- Ù¡
蔡曰逢

聪明伶俐，１２
岁学做文章，深得当时秦安督学朱文
åæçp-) è§éæpvAØãê¢§a

wx志》。

胡奠域
567 生卒不详。字晓亭，湖北省荆门县
CGHI- ðp ñòówV
N- OÐN- OHI)í2ä0)í23-%+)
人。清举人。清乾隆十七年至二十七年（１７５２—
１７６２
-%")年）任宁远（今武山县）知县。为官清廉，为民
2aTôT3_üJVaWV- #«OSp#t
谋福兴利，政声颇著。去任之日，清风两袖，邑民洒
Ìõ^`p#©ç`- ¼T:;pO,Nöp÷t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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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
"
人

泪跪送，依依不舍。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年），先后在
!"#$%%&'( )*+,-.!"#$ -/$012
东、南关建魁星楼、武庙。胡奠域初到宁远，目睹
3456789:4;<( =>?@ABC$DE
＂宁邑地处西陲，因循落后＂状况，首重教育，于乾
F
BGHIJK$LMN1OPQ$RSTU$V)
隆二十年（１７５５
-/2566X<JY7Z[$
F
\
*W+-.%"&& 年）在南关关帝庙西修建书院，＂正

冲破时俗，参照古代先贤崇俭尚实，厚养薄葬之遗
&'©($)*+,0-./01$2x34¤5
6$789ö¡:;,1<÷øù($¨ý=
训，倡导推行一套切合实际的婚丧礼俗，乡人争相

效法，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
>?$ @AABC(n( DE+0-.%+%(
年），举人大挑，选授浙江景宁知县，后改授河州
-/$]ý¦F$GHIJB´Á$1K°L

.MN»£/\( A1$OPä¡$UÜ6$
]^_$`ab'$[cdef$ghij5kO( （甘肃临夏）学正。他到任后，恪守其职，育才训士，
厅三楹，旁廊四舍，院周以短墙，内构亭曰南熏＂。

并以关帝庙前厅为课堂，左右各建斋房。＂绮疏细
ld6X<m]nop$qrs7tu(F
vwx
棂，朱门碧牖＂，规模相当可观，名＂来远书院＂，又
y$z{|}O$~$F CZ[O$
名＂胡公书院＂。主持置学田百亩余。建立＂月课＂

F
=Z[O( ( 7
F
oO

＂季考＂等制度，聘宿儒学者主讲。至书院讲学，批
F
O$( Z[$
阅作业。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
-/¢4£¤¥¦§$
 ( )*W+¡-.%"&'年）春、夏之交大旱，
东乡一带原灌溉资源庙峪河枯竭，胡奠域深知＂劝
3¨¡©ª«¬®<¯°±²$=>?³´
F
µ
课农桑，必资水源＂，遂临现场勘查，从县城北至高
o¶·$¸¹®O$º»¼½¾¿$ÀÁÂÃÄ

桥铺二十余里开东川渠，引渭水入堰，灌地数百
ÅÆW+ÇÈ3ÉÊ$ ËÌ¹ÍÎ$ «HÏ
顷，＂按地出夫，按夫给粮，费出于官，力尽于民，众
Ð$
F
ÑHÒÓ$ÑÓÔÕ$ÖÒV×$ØÙVÚ$Û

皆踊跃从事，不旬日而竣工。岁乃有收，利甚普
ÜÝÞÀß$ &àáâãä( åæçè$ éêë
焉＂。渠成，胡奠域恐进水口淤塞，自损俸资，疏浚
ìO( Êí$=>?îï¹ðñò$óôõ$wö
水口。又虑及渠长，设管护人员，定管理制度。每年
¹ð( ÷øÊù$úûüýþ$ÿû!( "春、秋季清淤，先下游后上游依次灌水。渠道畅流，
¢4#$ñ$0%&1'&%(«¹( Ê)*+$
«¬,!$Ú-./( )*W+0-.%"'( -/$7
灌溉合理，民困得解。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建
11iVÂ352( Â53¯¹4ç¹5$=>?
后乐亭于城东南郊。城南红峪水常有水患，胡奠域
V)*W+6-.%"'% -/w7°)$89:;$<
于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年）疏通河道，加固坝身，筑
=ù^>$Ä>$?+>$@=ABCD( )
堤长三百余丈，高丈余，宽十丈，沿堤密植柳树。乾
-/$FGHBCÁIJKL(
*W+E-.%"')年），主持编纂《宁远县志续略》。
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

敦修文衡，使庠序生色；人有负屈，密申详劾，得知
QYqR$SÐóuTUýçVW$AXYZ$.´
ä[U\õ,]$^SW_â`]( äabc
其情；捐俸代白，务使屈者伸而冤者白。其廉明刚
\$defÇg(
正，百姓途歌里咏。
%().%"&(M%+%" -/ 字硕亭，号审岩，秦
Nhi$Qi½$S
杨于果（１７５０—１８１７年）
TÁý( óÃYb¯$jØký$$Zl{m_
安县人。自幼聪明好学，智力过人，受书香门第家

庭教育，１４
岁能作诗赋，尤以《白鹤词》一首颇受赞
nTU$%$ å[o$Ýd
H]på¡Rq$r
誉。１７
åÍtpZ$uvwqxy$l
s( %" 岁入新立学堂读书，刻苦学习诗文经集，并
d´oz¡©( )*b+-.%""&年），杨于
-/$¿V
以创作诗赋名噪一时。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
{\ï( 2_¨TZ+-1$|þ}A~Ãù
果中进士。在家乡教书十年后，被朝廷派到湖北长
阳任知县，后历任枝江、汉川、南樟
、枣阳 、谷城等
´Á$1I4É4544
Â
知县。后以功迁任荆州府通判（州府副长官）。在湖
´Á( 1dL7.Lù×/( 2~
北做官数十载，清明廉洁。负责备制各类军器，前
Ã×Ï+$$ba( Vs$m
后用金数十万，自己分文不取。当时的大学士松筠
1nsÏ+$óq&( ©¦
äab$ZFOWN( 1 |
见其贫寒，书＂淡然＂二字相赠。后来松筠调往朝
þ$»ö¿V{ ¡¢s$¿V{9£&¤$¥
廷，临行赠杨于果千两黄金，杨于果推辞不掉，便
¦q'§V¨$nV©ôª( ~ÃÚÛï«4
具文上缴国库，用于辅助军储。湖北民众对他非常
¬$®¯n
F
¿°O( ¿V{à± $ï94
敬佩，统呼他为＂杨佛＂。杨于果学识渊博，对星历、
1²4³Ï´çµ¶( âçH·¸åb¹$Hi½
乐律、术数均有研究。著有《史汉笺论》四卷，《审岩

斋诗文集》八卷，著名学者陈预、魏源、张澍、彭淑
#$.!"*$M%+%( 年）
-/ 字伯素，号南涧，秦安
NOP$Q5R$ST
tqyåº¹$â»¼4½®4¾4¿À
张位（１７２４—１８１０
ÁUVWý( XâYZ$%* 岁能教书，２０
å[TZ$*( å\]
´n¤ó(
县兴国镇人。少而聪慧，１２
岁中举 等均为之作序。
王化兴（１７７５—？）字德安，号云台，今甘谷
ý(
^V_`ab$Òcd$44efghÕi
*+,.%""&MÁ / NÂT$QÃÄ$ºM
人。由于家境贫寒，出外求学，常常是背着干粮与

书箱，徒步四方。用给人写地约、文书等酬金维持
Zj$klbm( nÔýoHp4qZrst
生活并奉养亲属。夜晚利用篝火读书。他的诗词文
uvlwxyz( {|én}~Z( q
章，博大宏深，清秀隽丽。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
$ ¦³$$( )*b+^-.%""+ -/$

县新兴镇人。清庠生。父早丧，家贫无力上学，又念
ÁtUWý( $Ðu( ÅÆø$_aÇØ'$!
父母俱失，无意上进，遂博览群书，攻读诸子百家，
ÅÈÉÊ$ÇË'ï$º çÌZ$Íëª_$
精儒、释、道及天文、地理、医术、气功等，主张＂学
Î4Ï4ÐøÑq4H!4Ò³4Ó$F

张位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以检讨，
\ï$[$1d$

莫大于穷理，穷理者在于知，不知则不能穷理。功
Ô¦VÕ!$Õ!2V´$&´Ö&[Õ!( 
Ô¦V0ö$0ö2Vb$&bÖ&[öO( ¡u
莫大于先行，先行者在于明，不明则不能行＂。一生

VGY4;Y( 1L¡N¤
充当国史馆纂修、武英殿协修。后因一字迹脱误之

事被降职为内阁中书。后张位请求回归故里，被聘
ß ¡ng¢\Z( 1£d¤¥¦Ç$
V§¨Z[( |-©2_Tª«¬$®
主讲于兰山书院。晚年时在家教授子侄孙辈，余暇
¯1°±²$l³!´µ¯¶ST±²4²·¸
好乐唱小曲，并整理创作了好多秦安小曲、曲拍和
°$+¹º( ©ý»¤n
F
O(
唱词，流传至今。时人称之为＂张翰林＂。
%&'.%"$%M%+%, 年）
-/ 字隆吉，号晓岩。清
N*$Q¼½( $
杨廷栋（１７４１—１８１９
BCÁ.º;¨Á/¾Ø¿Àý( ÁÂß¶$ÃÄÅ
宁远县（今武山县）马力杨坪人。世代事农，幼聪颖

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乡人尊称＂云台祖师＂。虽家贫
dTZUýn$¨ý×»
F
ÃÄØÙO( Ú_a
但然犹乐善好施，济困解贫，乡人尊为＂善士＂。王
ÛÜ1Ø¯Û$Ý-/a$¨ý×n
F
ØO( Þ
化兴早年师从王敬修，后设学于家，训导蒙童。课
ßUÆ-ÙÀÞ¬Y$1úV_$68ßÍ( o
徒之余潜心钻研，＂汇取先儒时贤诸说，而以鄙意
k¤àáâµ$
F
ã0©-ëä$ âdåË
æç¤O$ènß©ôTÚHé¥Íêå( në
折衷之＂，辑为蒙学辅助教材《学庸便童录》。用比
较通俗明白的语言贯通脉络，阐释儒家义理，总括
ì7(b]íîï7ðñ$òÏ_ó!$ôõ

俊奇，７
岁时知县介玉涛视为神童。及长，应童试，
øù$ÎÍÏ$
ÆÇ$" å©´ÁÈÉÊËnÌÍ(

大意，疏解疑难，帮助学童阅读和理解原文。《学庸
¦Ë$w/ö"$÷ôÍ¸!/ªq(Hé

入县庠。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甲午科举人。此后数
ÍÁÐ( )*^+,-.%""$/ÑÒÓ]ý( Ô1Ï
十年，或设帐授徒于里门，或应聘执教于书院，循
+-$ÕúÖkVÇ{$ÕÎ×TVZ[$M

便童录》于道光六年（１８２６
¥ÍêåVÐø6-.%+)' 年）冬由积善堂刊刻，后
-/ù^úØpõu$1

循善诱，因材施教，兴学育才，尤重视启蒙教育和
MØÙ$LÚÛT$UUÜ$ÝSËÞßTU¸

颜伯焘称该书＂条分缕析，脉络贯通，由是追索先
"O#»$ZF%&'$ðñï7$^e()0

流行于陇西诸县，时人给予较高评价，甘肃布政使
+öVûJëÁ$©ýÔüìÄýþ$MNÿ!S

成人识字教育，编著教材多种，其《人生在世》一
儒之奥旨，寻究理学之正宗，探本穷源，实基于
¤*+$ ,¶!¤\-$ ./Õ®$ 10V
íýàNTU$áâTÚ¶ã$äHýu2Áå¡
此＂，＂有裨益于初学者＂。翰林院编修秦维岳认为
Ô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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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披览先儒典籍，兼及诸子百家。他还奖掖后学，
F
ï©ýâ$Õðñòó$Õôõö( ©÷ø ＂是编融会天人性命之理以为根柢，而细参先儒各
eá56Ñý78¤!dn9:$â;)0s
对时人著作，或校订撰序，或资助刊行。当时婚丧
诸礼烦琐奢侈，廷栋念及地方贫困，难于承受，即
<¤=dnæç$³>Yä$?ä¡Dµ$Ç
ëùúûüý$þÿ!øHma-$"V#$$% 发之蕴以为折衷，深体详说，俾说者一目了然，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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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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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VL^_<`9^abc<d9^34Y
学。＂＂《中庸》以诚为纲，以智仁勇为目，以知行合

政使魏元煜勘灾，东莞无一诉状，为此奏保朝廷。
Ç¼òóôîë9°áõ6Òö9<÷øùú¼X
道光元年（１８２１年），提升同知，分发江苏。抵省后，
Ïó¢!&*! ¤9û£h39üýijX þÿÉ9
即委职入谳局，审结积年京控大案
１０ ¡*X
余起。松江
Ø!"#$%9&Ú'()K_ !"
+i
（今上海市松江区）遭水灾，上海饥民骚动，吴廷扬
¢Ä,´Ç+i¤-yë9,´./09»¼½
奉命安抚，劝捐赈饥，并出仓平粜，免税缓征，民得
12¦ï93ä459lG6²7989:;9

一为工夫，以天人同归为究竟。＂并表白∶＂予纂就
6<ef9^g>hi<jkX .lmno
I
pqr

安定。江苏巡抚陶澍保奏优先补用，因突发痰疾辞
¦<X ij=ïè>ùø?Eò½9@ýABC

所窒塞，引申触类，理解旁通。＂王化兴是知行统一
!"#$%&'($)*+,- ./0123456

论者，主张为学为人关键在于明理和先行。指出∶
789:;<=<>?@ABC)DE4- FGH
＂《大学》言心不言性，而性实在其中；《中庸》言性
I
JK=LMNOMP9QPRASTUJTVLMP
不言心，而心实在其中。知心性合一之解者可与论
WMN9QNRASTX 3NPY6Z*8[\7

J=VstuL6v9wxy>Z)9w4y>Z4 归，家居
i9D １０
!" QEX
《学庸便童录》一书，亦穷古人之理，亦行古人之行
年而逝。
也，公传于世，觉味蒙童。＂王化兴还著有传记、碑
z9{|B}9~t- ./01| 
123 生卒不详。字林一，清天水县中滩乡
ôcO¦X ¶69¬gy§TFG
雷攀桂
文、诗赋及论道家思想的专文多篇，著作多佚，《辑
（今麦积区中滩镇）人，为明镇国将军、都指挥金事
¢Ä«HTF©¤>9<C©¨IJ KFLM
 799J
姓录》是其晚年之作，共辑单复姓、三字姓
１０１６ 雷泽九世孙。曾祖父雷大才精通医学，祖父雷逢源
NOP}QX ÍRSNKTU,÷=9RSNâ?
uL 2SZ9   !"!#
继承父业，从一姓蓝道人手中得医方一册，并总结
9
J
L
$""
¡VWSX9ö6g>YT÷56Z9l[Ú
个，比《百家姓》多 ５００ 余个。
临床经验，写出医术数十卷，雷氏医学世家始驰
&'( ¢!%%&£!&'$年）
¤ 秦安县兴国镇人。
¥¦§1¨©><-\9 ]G÷^_¯`9 Na÷=}b
张思诚（１７７８—１８４５
;ª«- ¬®¯¢!&"$ 年）中进士，被选任翰林
¤T°±9²³´µ¶
张位子。清嘉庆十年（１８０５
·¸¹±9º»9^3§¼½- ¾´¿ÀÁÂ ÃÄ
院庶吉士，散馆，以知县使用。历任直隶沙河、广西
永福县知县，有政绩。后回归故里，曾协纂道光《秦
ÅÆ§3§9ÇÈX ÉÊiËÌ9ÍÎqÏJ¥
安县志》，并以书法闻名当时。
¦§ÐL9l^vÑÒÓÔÕX
)*+¢!%&!£!&'( ¤ 字宜亭，号椿山。武
Ö×9ØÙÚX Û
陈至义（１７８１—１８４３年）

山县洛门镇大柳树人。出身书香家庭，幼受环境熏
Ú§ÜÝ©KÞß>X Gàváâ$ãäåæç
è9Péêë9ìíîï9ðñòóô9õÐö÷9
陶，性情纯朴，风度高雅，弱冠补增生，立志从医，
Oø±°9 Õùú§ûüÂÏýSþo
I
Eô
不图土进，时宁远县令黄河光见其诗叹道∶＂先生
ÿ2µ!Z"X .#$%o
I
&'^6°±(6÷
真是翰苑之才。＂至义答道∶＂我自以一进士换一医
±X .#)*+÷)9,-./½091,239!
士。＂至义深研医理，临床处方用药，变通机要，所
4PAy5v6X 789:9ÒÓ;ù <= >
悟性在古方书外。他处剂神思，闻名会宁、临洮、渭

名。雷攀桂年轻时入庠，１０
ÓX NcdeÕ#f9!" 次参加乡试不中，遂承
ghiG¡OT9jW
祖业，钻研医道，晚年著有记述临床经验的《筹海
RX9k+÷9l<-\Jm´

新编》《验方集锦》。前者石印刊行。行医之余，亦研
nL
J\5JoLX p8qrs4X 4÷Z¡9w+
究文史，著有《尚书浅解》《读史论略》。
jp9Jtvu*L
Jvp7wLX
潘尊贤
456 生卒不详。字容堂，清天水县马跑泉
ôcO¦X xF9¬gy§yz{
乡（今麦积区马跑泉镇潘集寨）人。清道光元年
G ¢Ä«Hyz{©|J}¤ >X ¬Ïó
¢!&*! ¤T¯X ¾´iÄ,î ~G  Ã
（１８２１年）中举。历任江西上高、萍乡、弋阳、广丰、
° ¦)3§X !#^}<K9S 
进贤、安义知县。所至以刚断为治，尤其重视革除
9HX ,î ~G9|Z
污俗，铲除积弊。上高、萍乡有溺女陋习，潘尊贤到
´ÉÏ3m!<9j9_>9
任后查知由稳媪贪贿所为，遂拘稳媪，杖毙数人，
SìÜX ¦)§6GÌ9¾´3§O
其风始息。安义县有一土豪独霸乡里，历任知县不

? @A6BX 'CDE0F9G5H÷8IJS
源、巩昌一带。自设万全药堂，求方问医者日集其
ÝX 6GKLM>9NOBPIQìT9ORST9
门。外出治病救人，来往于烈日暴风中，不惮劳苦，
UV8W÷OGX9Y>Z[
I
\]^.X J÷
给贫者常医不求报，陇人尊称＂陈佛爷＂。著有《医

敢碰触，潘尊贤到任后将其逮捕正法，百姓举酒庆
9|Z´ÉISÁÑ9 ¯ ®

案问答》《脉诀》等书。
_H%L
J`aLbvX

（１８５３年），太平军攻占九江，进贤县距九江不远，
¢!&$( ¤9²J®¯Pi9°§°PiOú9
士民皆避，潘尊贤独坐厅事，开城门以待。太平军
±±Ã9|Z²³9±Ý^ìX ²J
疑有伏兵，即撤去，官民盛誉＂县主只手完城＂。后
´µ¶9Ø·¸9¢¹º
I
§:»Y¼.X É

朱超
,- 生卒不祥。字敬修，号蓝田，江苏荆溪
ôcOdX ef9Øgh9ijkl
人。通河洛之学，由孝廉任国史馆眷录官。书成后，
>X ,ÂÜZ=9mno´¨p»qurX vsÉ9

于清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
年）被荐为文县知县。后改
B¬tuv¯¢!%)$ ¤²w<§3§X
Éx
´¬y3§X Õz¬y{|}~9û
任清水知县。时值清水饥懂刚过，朱超令农民浚渠
h91X ( É9¬y19 
灌田，振兴农事。３年后，清水经济复兴，百姓始有
¡X f9=91v·9qf
余粮。朱超因修筑城垣，鼎新学校，兴复书院，纂修
县志，得到观察使高阳李公赏识。嘉庆十二年
§Ð9 ¼î{X ®¯
（１８０７年）选拔恩贡，任陕西同考试官。后升任直隶
¢!&"% ¤³9´Äh ¡¢X É£´¿À
¤¥3¥X
阶州知州。

吴廷扬
./0 生卒不详。字仲声，号羲麓，麦积区
ôcO¦X §¨9Ø©ª9«¬

渭南镇人。清嘉庆六年（１８０１
¤^¯>òÃ°±
>®©>X ¬®v¢!&"! 年）以举人补广东开

平知县。开平近海，盗贼出没。百姓屡受侵扰，吴廷
²3§X ±²³´9µ¶G·X ¸ä¹º9»¼
扬亲率兵民捕捉，使盗贼远避。改任新安县（今广
½¾¿ÀÁÂ9¼µ¶úÃX x´¦§¢ÄÃ
东深圳市）知县，县内械斗风不止，吴廷扬密访调
°ÅÆÇ¤3§9§ÈÉÊìOË9»¼½ÌÍÎ

查，得知因词讼（诉讼官司）久拖不决所致，即传讯
Ï93ÐÑ¢ÒÑ¢Ó¤ÔÕOÖ!×9Ø|Ù
ÚÛ9SìÜX ÝÞ9<SõôßX àÎ°á
结办，其风始息。百姓感激，为其立生祠。又调东莞
§9âKã9»¼½äåæ09MçèX é¥Â
县，逢大疫，吴廷扬捐奉制药，救活甚多。惠州河
涨，东莞受灾，吴廷扬不待檄文，先自勘察抚恤。布
ê9°áäë9»¼½Oìí9E'îïðX ñ

贺。沿江农民因争渠水常发生械斗，潘尊贤查地
¡X ¢i£yWýôÉÊ9 |ZÏ¤

形，定条约，让群众依次用水，械斗始息。咸丰三年
¥9<¦§9¨©ª«g½y9ÉÊÜX ¬

因当面斥责上司贪横被诬陷，去职归家。著有《渭
Ô½¾¿,ÓÀ²ÁÂ9¸"iX J>
ÃÄÅLX
村吟草》。
789¢!%&%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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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概（１７８７—１８４４
年）字季平，号羲川，清
¥¥ÉG/Ê>X Ï¯Ë¢!&(%年），应乡
¤9ÌG
秦州北乡王家庄人。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
¡9Í¡Î9Ï ¢\}Ð9ÑO½
试，首试三艺，极得考官陈世熔赏识，终因不用朱
ÒÓ*QÓÔÕÖX ×ÉuØÙÚ9ÙÛ«Ü
熹注解而名列副榜。两年后录遗对策，对孔子删诗
ZÝÞßÙàý9=¼á<âãä9Op¯åX
之说持反对意见，学使认为狂傲惊俗，不予举荐。
从此绝意科场，专心著述。著有《十三经管见草》
ö÷æàçè9NlX J¯éýÅL
Jìíë*L
Jîvï*Lð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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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êë*L
《大易贯解》《春秋贯解》《四书节解》等。有＂陇上鸿

儒＂之誉。民国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匾＂关陇耆
ò.ZºX ¨Õ9¨Çó:ô¶õö÷
I
?Yø

ò.X
儒＂。

郭相忠（１７９８—１８６１年）
:;<¢!%)&Æ!&#! ¤ 字蒽臣，清水县白
ùú9¬y§n
沙乡人。自幼尚文习武，敏而好学，不仅学识渊博，
ÁG>X 'ãtÛ9ûQü=9Oý=þÿ9
Q!ÛÎî"X ®¯¢!&!% ¤9TÛ°
而且武艺高强。嘉庆二十二年（１８１７年），中武进
±X ^#$%&à'(¶)*Ì+¢),¤¤X
士。以绿营守备身份屯兵新疆巴里坤（新疆属地）。
É-./ì .012B)®34567¢Ä4
后随杨遇春、杨芳转战于新疆南部喀什噶尔（今喀

! !"# !－
－５６８

! 物
"
人

什）、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
!"#$%&'()$%&"#*'+(),-"./0
（今和田）等地，平息由英国侵略者唆使的维吾尔
()/1"234567$89:;<=>?@'
贵族张格尔发动的叛乱。相忠因忠朴诚勇，治军有
ABCD'EF>GHI JKLKMNO4PQR
方，被委以留守喀什噶尔的重任。清道光十四年
S4 TUVWXY!Z'>[\I ]^_`ab
（１８３４年）后，先后任陕甘督标中营兆都司
、永昌协
c!"#$ b"d4ed\fghijklmn.opq

赈谷而不当捐谷，并将年荒流亡情况列报，据理力
¿½y2î½40sbå¤¥ø34546,Ê

副将、凉州总兵、甘州提督。咸丰十年（１８６０
rs.tuvw.guxhy z{`bc%"&'年），奉
b"4|
命统带甘肃、四川、贵州兵马靖边云南，百姓称颂，
}~ga#Auw 44
改授四川提督。不久因病故于军中，谥＂忠毅＂。咸
axh LQj4

K z

抗击强暴，激扬正气。驻藏某大臣灵柩过境，其家
TUcV4WXYy Z[\\]^_`?4Â

丰帝书赠＂功达汾阳＂匾牌。郭相忠在总兵肃州时，
{

 y ¡JK¢vwu£4

于途次，左下车扶起说∶＂足下是陇右读书人，宰相
st4ou-v¦,w
Ù
xu®yz{Ñ4|J

争免捐。此事触怒抚院，将权革职，百姓知真情，聚
Iÿîy (78ßÆ4sùË94::ø4;
众向抚院泣涕吁请挽留，巡抚恐招民怨，恢复原
Ö<ßÆ=>?µ@W4 AßBÞ§C4 ÄÅD
职。重到兴平，查实免去渭水沿岸崩坏田地空粮，
9y [O54EÐÿ·AJFDGH13IJ4
禁止多种不合理索求。处理讼狱，刚正廉明，敢于
KLMäN,OPy Ò,QÛ4RS4+
abcdO4ûefðgy ùhiy4jÂe4k
丁蛮横勒索，执刀入县署。权挺身而出，夺其刀，立
l[m4ny fgvhopqw`£4ùr
予重杖，百姓称快。陕甘总督左宗棠路过时，权迎

L¤¥a¦4§¨©4ª«¬®4¯°±²
因流亡四起，民不聊生，便直奏朝廷，开办南山金

Øð}u-4~Ø{Ñu-y ¦PW40
不为县令下车，特为读书人下车。＂随即留谈，并给

厂，组织难民，去祁连山开矿，解决生计。同时赈恤
³4´µ¶§4·¸¹±¯º4»¼©½y ¾£¿À
流民，维护地方秩序，恢复农业生产，促进商业发
¤§4?Á3SÂÃ4ÄÅÆÇ©È4ÉÊËÇE
著有《醒世八箴》《柳营蝉噪集》。
ÜRÝÞßàáâ
Ýãkäåæçy
董平章
#$% 生卒不详。字琴虞，清福建闽县（今
©èéy êëì4]íîïðc)
福建福州市）人。七岁赋《端砚诗》，老师惊赏，才名
íîíuñ"Ñy òóôõö÷øç4ùúûü4ýþ
日盛。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年）进士，签分户部云南司
ÿ!y ^_`"bc!"(( b"Ê#4$%Í&n
主事，具体管理漕运事宜，并会修《漕政全书》。之
'(4)*+,-.(/4012õ-34çy ×
d456g4\7ð.892ð:ðy ^_;`<
后，外调甘肃，任环县、皋兰等县知县。道光二十九
bc%"$) b"=Ø>u:uy
£>u?@ABCD
年（１８４９
年）升为秦州知州。时秦州境内渭河两岸
Æ§EFLÆ1GHE©IJKLy MNO\4P
农民经常因农田灌溉发生争水斗殴。他一到任，即
QRSTU4VWXJYZ4[§\]y ¢u\^
赴现场勘察，拟定放水规约，乡民大服。在州任官
_b4`abc4adefgh>°(Ñijk
五年，严惩豪强，惩戒衙门奸猾的办事人员；振肃

陕西巡抚信中说∶＂王权学问人品，当代罕有，而吏
frAßj,w
Ù
ù{Ñ 42R4y
治尤为陕甘第一。＂光绪十年（１８８４
PØfgNy _²`bc%""$年），任富平知
b"4\5:
ð43Nüy íåb4.½þÈ4ù§
县，施政一如既往。又值荒年，米、谷减产，权急民
×4Êµþÿ4E24þ3a×y _
之急，力请减免负担，经当局批准，减地丁之半。光
绪十二年（１８８６
²`;bc%""& 年），离任回乡，与秦州任其昌合纂
b"4\[4>u\ÂpN
《秦州直隶州新志》１２卷。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
õ>u«uç%, y _²"`bc%)'$年），
b"4
陕甘总督崧蕃奏请王权赴＂鹿鸣宴＂，清廷赏其四
fgvh ¬µùQ
Ù¡¢£4]®üÂa
品衔。著有《舆地辩同》《辩同录》《典意》《诂剩》《童
¤y ÜRõ¥3¦¾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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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笠云山房诗集》《笠云山房文集》等。除《秦州
«uç/õ¨!ç2®¯°¬54õ»±
直隶州新志》和《典愈》等早已刊行外，《签云山房
øæç%)"+ b79u\{±n±y
诗文集》１９８７
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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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树桢 生卒不详。字蔚峪，清伏羌渭水峪
c)g½ðA³"Ñy ^_;`Nbc%"$% b"Ê
（今甘谷县渭阳镇）人。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年）进

法纪，社会安定。每逢乡试之年（即去西安考举
lm4 n1ÒWy op[q×b cP·rÒst

士，任翰林院编修。殁于北京。工书善画，片纸只
#4\´µÆ¶2y ·¸¹y º»¼4½¾¿

人），全部支助路费，因而应试学子比以前成倍增
Ñ"44&uvwx4Lyzq{|}V~

字，人多珍惜。著有《礼心辑要》《寻乐亭文稿》《水
ê4ÑMÀÁy ÜRõÂÃÄÅç
õÆÔÇÈ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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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有贫寒之士，则出廉俸赈济。从此全州文教勃
y R×#4 ¿y 4u

天清课赋钞》《芸馆寸香诗钞》。稿藏于家，未刊印，
]ÉôÊç
õËÌÍÎøÊçy È[4Ï°Ð4

兴，文风蔚起。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以疾辞官。正值
4¦yz{"bc%"*# b"4V^y
归家的道路阻塞，暂留州城作寓公，每天召集士子
>^w4Wu4o æ#|

现皆佚失。今渭水峪有进士府第尚存。
RÑÒÓy )AJ²RÊ#ÔÕÖy
李则广
+,- 生卒不详。字旷西，号天乙，晚号看
©èéy ê×r4ºØ4ÙºÚ
云道人，清伏羌县（今甘谷）人。天资敏悟，秉性豪
^Ñ4]¼+ðc)g½"Ñy ÛÜÝ4Þßb

展，户储殷实，人民安居乐业，群众称之为＂菩萨＂。
Ì4ÍÎÏÐ4Ñ§ÒÓÔÇ4ÕÖ×Ø
Ù
ÚÛI

讲习文史以为乐事。著有《亦舫随笔》《秦川焚余
¡¢£VØÔ(y ÜR õ¤¥¦§ç
õ>¨©
草》，字里行间，大都是劝导风化之作。光绪元年
ªç4ê«¬4\m®¯°±×y _²³b
c%"+* 年）二月，清廷应州人之请，从祀名宦祠。
b";´4]®zuÑ×µ4¶þ·¸y
（１８７５
&'c%",,¹%)'* b"
王权（１８２２—１９０５
年） º»4]¼+²
号签云，清伏羌金川
c)g½ð²["Ñy ¾£4¿ÀÁ{y ^_;
（今甘谷县金乡）人。幼时家贫，勤苦好学。道光二

十四年（１８４４年），乡试中举，其后主讲岷县文昌、
`abc%"$$ b"4[qjt4Âd'¡Ãðp.
>uJ.ÄÅ.ðaÆy
z{àb
秦州天水
、宁远正兴、文县兴文四书院。咸丰八年

（１８５８
年），被选授为文县教谕。同治九年（１８７０
TÇØðÈy ¾P<bc%"+'
c%"*" b"4
b"4\frÉð:ð4ÊËÌÍ4Î,Ï4Ð
年），任陕西延长县知县，力革旧弊，自理文簿，设

放，精通经史，所作诗文，能收古文之精华，化陈为
X4àáE£4âø4ãäå×àæ4±ýØ
y^_`;bc%"(,
b"jÊ#yed\çè|±
新。道光十二年（
１８３２年）中进士。先后任浙江奉化
ð:ð4aéJ.êë:ð4¿3ì§4{í
县知县，四川彭水、青神知县，勤政爱民，兴学育
ýy lîï4üÂØÑy d^ð«4'¡yz$
才。书法逸宕，如其为人。后辞官返里，主讲陇右各
Æy ÙbñÂòþ
Ù
±j4F/ùóôõö
书院。晚年榜其斋名＂此山中＂，常和老妪村叟攀谈
÷ÿy
·d4ø|sùÈúû@üý4LÜ
终日。殁后，嗣子将遗稿装于棺内葬埋，因此著作
MÓþy dÿ!"#$%Â{E£§&'(4
多失传。后来贾鸿逵购得其读经书史笔记若干卷，
Ï°¬y â)*+,4-./,4R04[Ñ
未刊行。所撰楹联匾对，深蕴哲理，富有风趣，乡人

Ñ³`©Ò4ÓÔÕÖ×4VØ§Ùj]ÚÛ4Ü
粥厂十余处，散棉衣数百件，以苏民困；清积狱，除

MRÀ[y
多有珍藏。

奸邪，招抚外流，以平民冤；发耕牛，散籽种，开荒
gÝ4Þß5¤4V5§àjEáâ4Óãä4¯å

彭绳祖
./0 生卒不详。秦安县陇城镇人。自幼聪
©èéy >Òðy³Ñy Î¾1
颖好学，勤学不辍。清朝咸丰年间登癸丑科进士
2Á{4 ¿{3y ]z{b4567Ê#
第，授任河南南召县知县。任职期间，体察民情，廉
4\B ð:ðy \984*U§ø4

田，发展种植业。同治十三年，任兴平知县。光绪三
14EÌäæÇy ¾P`"b4\5:ðy _²"
年（１８７７
bc%"++ 年），关中饥荒，力请上级栾谷赈救，又捐
b"4çjèå4Êµéêë½¿ì4íî

献私俸，开厂舍粥。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又遭大灾，
ïð4¯³ñÑy _²òbc%""% b"4íò\ó4
yßÆôõö÷óø4ùúû¬4s5ðóø
而抚院企图隐瞒灾情，权拒不执行，将兴平县灾情
üÐéý4Êµþÿ!"y #Æí¬$%3&î
如实上陈，力请减免租税。省院又行文各属地责捐

洁从政。爱民礼士，政声颇著。离任时百姓遮道挽
93y ì§Â#43:;Üy \£<^@

义谷，别县彷徨不敢直说，独权伸言年值歉荒，当
'½4(ð)*+«,4-ù./b0å41

其＂东壁图书西园翰墨，南花秋水北苑春山＂等作
Â
ÙKLõrM´N4OPJ¸QR±2

留，攀辕垂涕者以万计，并敬送＂万民伞＂以表志
W4ö=>>;V?½40@AÙ?§BVC
Dy MEFly Â §ÊGH4§l^FIJy
念。他酷嗜书法。其作品笔力劲健，笔法灵动婉转。

!"# !－
－! ５６９

!"#$%
天水大辞典
长武知县，深入乡村僻壤，千方百计赈救灾民，与
!"#$%&"'()*+,-./0 12345
½¾WSX%¬tÊðñXý?®AÒòûXÙ
品，意蕴深厚，有精研而古拙之特色。其传世黑迹

678
甚少。

陶模（１８２７—１９０２
年）字子方，浙江秀水人。
&'9!"#$:%&'( ;<
=>?"@ABCD8

以翰林院庶吉士散馆选为甘肃文县、皋兰知县，先
EFGHIJKLMNOPQRSTUVWSXY
后任秦州知州、甘州（今张掖）知州，后升陕甘总
Z[\]W]TP]^_`a<W]XZbcPd
督，移调两广总督，死后清廷赐谥曰＂勤肃＂，故人
e"fghidjXkZlmnop
qrQsXtD
称陶勤肃公。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年）冬，陶模调任秦州
uvrQw0 xyz;9%"$) ;<{Xv|}[\]

民同甘共苦，在府内以稀粥菜饼充饥。由于他施政
û`P&6XkÔEóôõö÷ø8 4àù
有方，擢升为华阴正堂实授知县，在职数年，政清
'?X¹bOÁÂÅúû%WSXüü;Xl
人和，物阜民安。他善诗能文，著作颇丰，有《竹坡
D×Xýþûÿ8 à!"«RX¸B#$X'Ç£¤
诗集》《竹坡文集》《竹坡联语》刊行于世，今已佚
"µÈ
Ç£¤RµÈ
Ç£¤Ë%È &O43X _'(
失。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病逝于华阴任所。
)8 *+;9%&%%<;,-4ÁÂ[í8
+,-9%"*'.%&'' ;<
9_
任其昌（１８３０—１９００
年） l\]/0{
清秦州伏羲城（今

W]0 ~;XC X;X
\]ùn<D8 12t[ì3Ê9_\]±\4
知州。次年春，主持兴修藉水废堤，当年工程告竣，
秦州西关）人。原居南乡任家台村（今秦州区秦岭
乡任家台村）。书香门第。任其昌年幼丧父，家境贫
t[ì3Ê<8 W5678 [18;9Ä:XìîÖ
Du
q
vws8 18 xy
人称＂陶公堤＂。工程费用均由其廉俸捐出。光绪三
;X<=>öX?6@VXóp_RMÙAB8
;9%"$$ ;<XX\]
年（１８７７
年），中国北部大面积旱灾，秦州自夏至 寒，忍饥挨饿，刻苦攻读，终使学问文章出类拔萃。

秋，未见滴雨，秋禾枯死，麦种不能入地，百姓恐慌
¡X¢£¤¥X¡¦§kX¨©ª«¬X®¯°±
万状。陶模召集富户，大约半年征得粮食
余
²³8 v|´µ¶·X¸¹º;»¼½¾ ５０００
)''' ¿
ÀXÁÂÃÄwÅKÆÇÈÉÊËÌ·ÍÎXÏÐ
石，分别命令公正士绅遍走各村庄造户口册，对应
ÑÒÓÔÁOÕÖ·×ØÖ·hÙX
Ú·ÛÜÝ
受赈济的分为极贫
户和次贫户两类，每户又登记
了大口小口，按钱粮总量定额分配，做到不滥发、
Þ¸ÍßÍXàá½dâãäÁåXæçªèéT
无遗漏。全境需要受赈者约二万户，终岁没有饿死
êëì8 íîïðÑÒñ¹ò²·Xóôõ'ök
一人。当时陕西的流民数千人也纷纷来秦州逃荒，
÷D8 øcùÔúûüýDþÿÿ!\]"#X
均计口授钱，共费
３０００ '8
缗。当年以工代赈筑成吕
$Í%áX& *'''
;E(Ò)*+
ò,-３０４
*'+丈。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赈济结束，
.8 xy/;9%"$" ;<XÒÓ01X
二沟河堤

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中举，秦州知州董平章对其才
C$D;9%")" ;<wX\]W]EMÏ1´
学甚为赏识，即亲自教授，并将州署所藏书籍尽数
6OFGX«ê®%XHI]JíKWLMü
NOPQX àÔRG_SsTU8 `V/;
提供参阅，他的器识学问更加超群。同治四年

余钱
多缗，鉴于一些贫苦寡妇抚孤养老困
%''' 2'X
34÷5Ö6789:;<=
¿á １０００
难，即捐廉俸
缗，作为
>X?３０００
*''' 多缗，两项共计
2'Xh@&A ５０００
)''' 'XBO
恤赘经费。并且订立条规，厘定章程，发商行息，分
CDE8 FGHIJKXLãMXéNOPXÁ

Ku7×wÔvDw©DXxyO
q
iRzs8
士及第和中举的达八九十人，被誉为＂陇南文宗＂。
[18{|}X~XTrX®]Xo
任其昌性刚直，守信义，理事勤慎，教学而外，热心
ªwTtX%Ñ\]Du8 xy/;9%"$"
社会公益事业，深受秦州人称颂。光绪四年（１８７８
;<X\]¸=XW]v|ÝàdÒÓTXà
年），秦州大饥荒，知州陶模请他总理赈济事宜，他

;ÌÎQRXST«ÅUVWDXYXZ[\
年造册领取，诸事由廉能正派读书人负责，禁止胥

（１８６５
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次年奉母携妻赴京
Ø;XYZ[qÍ
9%",) ;<WKX%·T8

就职，７年后妻子病逝，而母亲又多病，弃官归里。
\üX$ ;Z[>,-X]YêÛ2,X^8
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年）受分巡巩秦阶道董文焕邀
`V©÷; 9%"$# ;<
ÑÁ_`\abERcd
请，入天水书院主山长席，后数年移讲陇南书院，
ÝX¬eCWHf½gXZü;fhiWHX
前后近
jZk３０年。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使
*' ;8 lmã®Xµnù®Xoo!pXp
秦州学风十习为之一变，门下受业约千人，其中进
\]qKO-÷rX6sÑt¹ýDX1W

吏过问。同时革除匠役、征集驿马饲料等方面的陋
]^_8 `øabcdT»µefghi?Ôj
规。陶模调兰州府后，仍然不时关心秦州。为使秦
K8 v|}V]kZXlmªøno\]8 Op\
州士子赴兰参加乡试（考举人）方便，特捐廉俸修
]K>qVrstu9vwD<?xX.

4ü~XÏ"=û¾X2?XÿX
忠于职守，对逃荒饥民食住，多方筹措，日夜安排，

建秦州试馆。总督陕甘后，又给秦州城防捐资购置
y\]uM8 djcPZXÛz\]{|}~
快枪
尊。命令州里派人到兰州学
４４０
++' 支，开花炮
X +４8
ÃÄ]UDV]
习射击技术，并捐钱
１０００ 'BOø×
缗作为平时演习和枪支
XFá %'''
保养的费用。陶模在秦州为官三年，廉俸全部归
;Ô8 v|\]O;X í
wX]D1X{Cy'8
公，州人感念其德政，在城南水月寺建有专祠。
()*9 %&%% ;< 字笠笙，号竹坡，今甘
= ¡X¢£¤X_P
陈协华（？—１９１１年）

使工程得以顺利完工。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八
p¼E8 xyò©Õ;9%&'' ;<XD
国联军入侵，京师失守，时长子承允还在京师为
Ë¬X Í)~X ø½> ÍO
官，音信不通。他忧国伤时，又念及子孙，染疾不
X¡ª¢8 à£¤øXÛu>¥X¦§ª

VòíüE²A8 xy©÷;XÁ_`\ab
治救全活数以万计。光绪十一年，分巡巩秦阶道姚
Ó\]/0X.dàXYµ@X
协赞主持重修秦州伏羲庙，特邀他负责筹集款项，

起，手书《病中留亲别友》和《自挽》两诗，掷笔而
ÛX¨WÇ,©êÂªÈ×Ç«Èh"X¬]
-8 1Ç«È"6OD®
q
¯¥ú°^Ø±X'
逝。其中《自挽》诗甚为感人∶＂飞雨流云过此生，有
²³´dê²8 µ¶··¸¹X º»¼fB½
情何似总无情。可怜耿耿胸中血，埋向青山作王

¥S¦§t¨ËD8 xy©÷;9%"") 年）乡试中
;<tu
¾8 s?KÆ¿[18XÀo
q
RÁsXH4{
谷县礼辛乡陈庄人。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
兵。＂地方士绅追念任其昌，私谥＂文介＂，并于城南
wXªuõ'¼X«[¬S®¯XO7ü
3T/0!ÂÃI±8 û©;9%&+%
举，会试没有得中，即任宁夏中卫县教谕，为少数
三台寺、伏羲庙来鹤亭立生祠。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
年），其故居伏羲城南巷子改名＂士言巷＂，以志纪
û°±²;Þ¸³D´X µ*¶·¸X ¹bW
;<X1t2/0{Ä>ÅÖ
qKlÄsXEÆÇ
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人才，因成绩卓著，擢升知
8 [18e}ÈÉX%)EÊX¸B$¶8 ¸'
SXºT4cù»¼T½¾T¿ÀT·STÁÂi
县，曾主事于陕西凤翔、长武、旬邑、户县、华阴等
念。任其昌天资高迈，深研经史，著作丰富。著有
S8 xyò©;9%"&+ ;<XlkÃHÄÅÆÔ
Ç
ËÌú"µÈÇËÌúRµÈÇ\]}Í]ÎÆÈ
县。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
《敦素堂诗集》《敦素堂文集》《秦州直隶州新志》
ÇfnJ¹È8 É'O4xyò©÷;9%"&) 年）五
;<Ê
9×/Ï½ÅÌÐ<TÇÑ{SÆÈÇÊÒÈÇD(R
（和伏羌王权合撰）、《蒲城县志》《史臆》《八代文
《马关条约》。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月，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
X ËÌÍrsªuÔÉÎwD÷ý®2

抄》，尚有编辑未成的《三礼会通》《史评》等书。
ÓÈXÔ'ÕÖ¢*ÔÇ¦ª¢È
ÇÊ×ÈiW8

人＂公车上书＂，包括陈协华在内的甘肃六十一名
D
qwÏÐWsXÑÒ¨ÓÁÔÔPQÕ©÷Ö

吴西川（１８３１—１８７５年）
./09%"*%.%"$) ;< 字蜀江，号梅龙，清
=ØAX¢ÙÚXl

举人积极响应签名。此后，陈协华又参与甘肃七十
wDÕ×ÐÃÖ8 ØZX¨ÓÁÛrÙPQÚ©

六名举人起草的请求废除《马关条约》的呈文上签
ÕÖwDÛÜÔÝÞ bÇfnJ¹ÈÔßRÐÃ
Ö8 àcùá[âSWSXrãXäûåKX
名。他在陕西历任枚县知县，勤政廉身，爱民惠士，
æçèXû-éXêëìDX%O®¯íäî8
政简轻刑，官民之间，亲如家人，深为百姓所爱戴。

秦州北乡卦台吴家庄（今麦积区渭南镇）人。自幼
\]tÛ3ÜìË9_¨±ÝÞ<D8 9
聪颖，有神童之誉。７
ßàX'áâ-y8 $ 岁能作《杏花》诗。同治三年
ô«BÇãÈ"8 `V;
9%",+ ;<WKXNFGHIJKX`V©;
（１８６４
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十三年
9%"$+ ;<%Õ8 xyz;9%"$) ;<ä4Í8
（１８７４年）授编修。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卒于京师。

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
;<XcùïÑ¸XàÑÃ[
xyò©Ê;9%"&&年），陕西遭受大旱，他受命任

Üìø«åæç¾XÿÖèbéOÍøXª
吴在家时能布衣粗食，安贫乐道；为官京师时，不

!"# !
－! ５７０－

"
人! 物

交权贵，闲则闭门读书。诗文俱佳，书法超逸，声名
!"#$%&'()*+ ,-./0*123456
远扬。著有《沁芳吟馆文稿》《沁芳吟馆诗草》《沁芳
789 :;<=>?@-AB
<=>?@,CB
<=>
吟馆外草》《偶一吟草》《雪鸿小草》各一卷。
?@DCB
<EF?CB
GHIJCBKFL9
孙海（１８４０—１９０１年）
#$M!"#$N!%$! OP 字吟帆，一字举卿，号
Q?R4FQST4U
配山，清秦安县人。少年时才智出众，已有名声。咸
VW4XYZ[\] ^O_`abc4d;65] e
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中拔贡，朝考以知县用，分发江
fgFOM!"&' OPhij4klmn[o4pqr
苏，改任四川。历任阆中、成都、富顺、遂宁等县知
s4tuvw] xuyhz{|z}~z[n
县，皆能称职。任成都县令时，查办案件，让受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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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案情，其当场办理，始终无误。赴任遂宁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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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二年（１９１３年）任甘肃边关道（后改安肃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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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因前任县令的严厉导致市民罢市，孙海到任

张世英（１８４３—１９１５
年） QVÚ0XòóY
字育生，清甘肃秦
+,-ã'"(,ç'%'* O,
州（今秦州区）人。光绪二年（１８７６
年）中举，光绪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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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８８０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光绪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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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ã!"". 年）改任地方官，历任陕西甘泉、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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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８８３
、渭

后，以理说服市民。后遭诬告免官，不久官复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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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以侍母为由归家。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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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督夏毓秀办案，卒于山西韩侯岭。孙海长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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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4Î*1] :;<ÏÐYZ[ÑB(卷、《陇干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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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善书法。著有《续修秦安县志》
２卷、《欲未能斋诗集》４卷及《吟帆诗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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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继洵
%&' 生卒不详。字敬甫，清湖南浏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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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九年（１８５９
efâOã!"*% 年）进士，官户部主事。光绪四年
OPäå4¯æçèé] ¼½vO
（１８７８年）出任巩秦阶道，光绪九年（１８８３
年）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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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ð] ¼½gñOã'""% 年），任甘肃布政使。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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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

尹。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７月，勘查青海
２５族属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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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请将青海玉树
族照清代旧制，仍归甘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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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任西宁道尹。后任新疆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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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特区道尹。民国八年（１９１９年），沙俄军队中亚细

亚总司令阿年科夫被俄国红军击败，率残部侵入
5"7.O89:4ö;í<=0 >?ç@1
./010A4mB¸C0DE4ö;í] µ
阿尔泰地区，企图以此为基地，反攻俄国红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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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组织军民，坚决抗击阿年科夫侵略军，誓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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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祖国边疆安全，壮烈殉国。

南、凤翔、蒲城、石泉、凤县、城固
县知县，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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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ã'"%" 年）时，受子嗣同案株连，致仕回籍。清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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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１８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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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初年，罂粟流入秦州，由于有利可图，农民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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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谭继洵来秦州之初，就出布告严禁，到第二

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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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到之处，推行新政，
eð２) 州知州，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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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弊兴利。在渭南从加强地方组织入手，设村长、
ijk2] t^ßmlmH1Û0nÌz
社长、里正，分级管理，以息讼、防盗、积仓、劝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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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执行数年，人称清官。在城固清除多年的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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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积弊，并另筹基金，存款生息，作为经常维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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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武功任上，清理渭滨新旧圩田纠纷事件，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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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能解决的旧案得到公允处理。蒲城任内，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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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年以熟报荒的陋弊，增加田赋收入
万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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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乘木筏在洪涛巨浪中查勘农田受灾实况，赈

年清明前后，派员四出巡查，发现烟苗，立即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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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灾民，剔除以往从中虚报渔利的陋习。五次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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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别严重突出的，田亩没收归公；对吸食的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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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旨嘉奖，＂政绩为三秦之最，循良称全陕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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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责令入禁烟所限期戒烟，一时大见成效。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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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１９１２
£ö«Oã!%!0 年）春，秦州在黄钺倡议下，响应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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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革命，宣告独立，张世英首先响应，任临时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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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总务处长。省方保皇派派马忠孝率军压境，势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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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武。他恐祸及地方，便率士绅数人，挺身前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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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升湖北巡抚，两次兼理湖广总督。戊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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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生产，谭继洵力排众议，出《劝栽桑养蚕》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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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远千里从浙江购来大叶桑苗，分发农民栽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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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道署后院栽种将近百株，以为倡导。次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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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聘来缫丝技工，教民养蚕、抽丝、织锦技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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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蚕民的蚕茧蚕丝，备价收购
，缫丝织绢，成效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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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称∶＂今道署后桑阴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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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u¨g
疏，民比之为甘棠焉。＂当时地方人士尚不知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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痘，谭继洵特设牛痘局。百姓仍然将信将疑，或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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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望态度．谭即命令自己的孩子带头去种，开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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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对于带头种痘的人，奖以彩帛；对已种牛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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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医生诊视护理。百姓为其诚心所感动，种痘新法

马商定和议，地方幸免一场战火，又助黄钺安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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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清末民初，在天水四乡创办乡自治会，倡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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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旧俗，扫文盲，以开民智，以兴民主。张世英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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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情有独钟，认为＂文明存国野蛮亡，沧海桑田
V;µ×0Ø¸-BöÙÚÛ0Ü¦gR
BìÌ08ýÕÝÞß0KàVá0Áb
此道长，种族欲延黄帝脉，除宏教育再无方＂，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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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救国＂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渭南任内办学尤

为卓异，兴办小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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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余所，宣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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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所。
èZ]
¼½ðgvã!%$" 年），年捐资在秦州创办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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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四（１９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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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普及。所有疫苗购进
、牛痘局经费，都是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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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后改亦渭学校，成为天水的模范学校。宣统元

的廉俸中捐助的。谭继洵来秦州时，其子嗣同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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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９０９
年），奉陕甘总督长庚令，在秦州试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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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在拟定的自治纲领中，将教育放在首位。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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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署读书，年
岁，与在秦州署衙供职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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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道（今临洮）人李景豫相交甚笃，有唱酬之雅。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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殁后，其著作手稿丢失殆尽，嗣同即收集了李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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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若干首，载录在他的《谭嗣同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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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务学（？—１９１９年）字本斋，天水人。清末

的倡导下，秦州城乡共办夜校
z ¯0YðbÏöÑ÷ì １３００余所。殁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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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士私谥＂惠勤＂，并改故居二郎巷为＂育生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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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纪念。著有《归山文牍》《邠渭偶存》《癸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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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乡饮习》秦州自治节录》等。

曾任甘肃新军步队三标统带，甘肃忠武军统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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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１８４９—１９６５
年） Q)×0XYð*Ï
字显斋，清秦州东乡

天水大辞典
!"#$%
利桥（今麦积区利桥乡）人。１６
岁时拜利桥大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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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为师，习气功武术，诵道家经书。２３
岁云游四
23456789:;6<2=>?+ #$ ,@AB
方，在峨眉等地学艺。清光绪末年，隐居北京万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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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古寺。王维博古通今，学识丰富，登门求教及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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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者络绎不绝。剑术高超，人称＂王剑仙＂。《中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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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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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汇宗》有传，武术大师万籁声曾以师事之。１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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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其门。杨润身通经史，能文章，编著有《槐山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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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律例讲义》《千家四时诗选》《当代名人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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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等。

陈廷鉴
/01 生卒不详。字沚明，号启愚。武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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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门镇大柳树人。初就读家塾同心斋，后选为廪

生。旋受业陇南任士言（名其昌，秦州人，乙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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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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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病逝，终年

士，主讲陇南书院）。清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以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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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科（拔贡）朝考一等，授七品京官，签分户部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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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享（１８５０—１９０６
年）字子嘉，秦州区西
关人。光绪三年（１８７７
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 MNP %(** P)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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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假归，再从学于张敦五（名国常，皋兰人，丁丑

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 P)+
年）授编修。未及二载，因父母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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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P %(()
病亡而归家守孝，讲学乡里。守孝期满后，二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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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协修国史。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T6®¯° MN«±P %(&+年），主试陕西，悉
P)6²³´6µ
¶·¸¹º6»¼½¾ ¿ÀÁ¸6Â°ÃÄÅ
除科场陈设，廉名远播。考毕结场，回史馆参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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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由评校而总纂，分工协作，速成其集，节约支银
６万两，受到嘉奖。之后，升迁至侍读学士，充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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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官。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âã+ MN«±P %&))年），义和团进京设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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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震恐，永亨主张义和团暂出京城，对外国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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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区别对待，不应混同攻击。这些意见被认为是糊
ó'ôñõ6kóö÷øù+ úûüýþÿ4!"
#$ý6 %Ùÿ÷+ &'(ªåMN)*+
涂短见，未得到认同。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难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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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亨随往，回京后晋升内阁学士，署户、礼二部

进士，主讲兰山书院）及刘远峰（名光祖，秦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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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戌进士，主讲求古书院）。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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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郎，复转工部侍郎。光绪三十年，卒于任上。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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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碑、铭、匾额中的有《己丑科会试朱卷》一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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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清阁 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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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出都纪程》一册、《灰语》一册。文章有《松柏有心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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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藏拙轩记》等数篇。书信数十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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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 字子馥，一字南荣，
B6CDE6
巨国桂（１８５０—１９２４年）
号静亭，又号澹人，晚年自号余生，秦安县人。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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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元年（１８７５年）中恩科举人，大挑后以知县
、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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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历主秦安景权书院、河西传舍博达书院讲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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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任甘州府训导
、教授，张掖县教谕，因成绩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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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级，升任新疆迪化府教授，赏给＂内阁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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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用知县，晋加＂同知升衔＂，特授新疆阜
康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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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试中戊科举人。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
P)6Å³C
(³uB·R*+ MN±7P %((&年），会试联
捷，中己丑科进士，加三级，诰授奉直大夫（从五
D6uE<·36ij6FGÑ/H 57
品），钦点著以原班用，唯见大臣尽瘁国事者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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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纳贿者多，乃毅然绝仕宦之想。旋主讲县正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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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通称山长），献身桑梓教育事业十六年，病殁于

书院寓室，年仅４７
?cd6Pe +* 岁。廷鉴为县邑清代拓荒进士，
,+ fg4OhLôij36
邑人以为殊荣，公称陈进士。他—一生淡泊，不慕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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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廷鉴治学以经史为根底，好古文辞，尤善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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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去世较早，著述留世不多，散见于以地方所撰书

234 %('$%&#* P) 字常山，清水县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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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克敦（１８５３—１９２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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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镇人。童年读私塾，少年时家贫失学，后作脚户
4N+ $)岁开始经商，往返于清水、陇县、千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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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３０

鸡等地，从事商业贩运。后来一直开染房和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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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求商业道德，公平买卖，由此发家成为清水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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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户之一。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捐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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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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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著有《武功县续志》《阜康县乡土志》《遂初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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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诗存》《救时截方》等著作
１０M+
余种。巨国桂幼年
ß?+ N6M*6;6
读书勤苦。生性威严庄重，目光逼人，笃于伦理，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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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崇义模范国民初级小学校。次年，又捐银币

究学问，遇事不随俗，书如其人。其书刚劲有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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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源遍及县城及四邻乡里，学生从几十人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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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国民学校。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学校将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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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坊额悬有巨国桂书写的＂天理人情＂四个大字，
堂改名为常山先生纪念堂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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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维峻（１８５４—１９２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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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浑厚。秦安县博物馆现收藏巨国桂中堂一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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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山下，读书种花自娱。乡人办学，捐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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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品官——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在监察御史
? ３００部，以为倡导。同时好奖掖后进，北乡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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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内，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安维峻直言上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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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和主和派坚决斗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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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年连续上疏
!" :;< =>*?@,A8BC
3456789 ６０余道。清廷战败后，又上著名
的《请诛李鸿章疏》，揭露李鸿章的卖国行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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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斩以谢国人，同时指责慈禧垂帘听政。被朝廷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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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拔贡，曾任渭南县丞。辛亥革命后，辞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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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直声震中外，发配当日，访问钱行者堵塞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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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谋利。人皆不呼其名，尊称＂宋老太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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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关。姜国盛自幼好武。清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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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授内阁侍读，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辛亥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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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的墨迹流传。著有《望云山房诗集》《望云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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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谏垣存稿》《四书讲义》，主编《甘肃新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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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与王海涵经理城防。王殁，继任伏羌县总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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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民众疏浚通济、陆田两渠，渭河南岸深得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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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产量大增。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为其奖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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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禹绩＂匾额以作鼓励。任县绅多年，廉洁奉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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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国盛（１８６０—１９２３
年）字宝石，秦安县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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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西关村人。旧籍宁远（今武山县），明末徙居陇

喜，题写＂意在国家强盛，非军人不怕死者不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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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今麦积区伯阳镇）人，贾世兴自小受父严督，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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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清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中举，授环县训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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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长宁县（今广东新丰县）令。因为政清廉，民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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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颂称＂青天＂。陶模任秦州知州时，曾助其赈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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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以资鼓励。在山西雁门关一带驻防有功，被提任
山西游击。姜国盛体魁性直，勇谋善战，深得左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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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姜国盛奉命调入甘军董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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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出难民以十万计＂，攻克阿克苏、喀什噶尔（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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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陶模升任两广总督，破格委以潮、嘉、汀、赣盐局

喀什）、和阗及周边各城，新疆全境尽收复。姜国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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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立战功，升任喀什噶尔协台（副将别称）。后调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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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涵（１８５８—１９２２
年）字镜潭，今甘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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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等地从事军务。姜国盛积极响应辛亥革命，在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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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像山镇镇东街人。幼年家贫，无恒产。父在通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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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起义中，暗中支持邓宝珊等人的革命活动并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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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罗镇经商谋生，母在家操持家务。王海涵聪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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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上磨乡上磨村人。其子马得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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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士。散馆后任刑部主事。后外调陕西高陵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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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骑兵团。马得凤随父参军，并任该团营长。民
何党派，但思想倾向共和党。黄钺天水起义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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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在家住闲，关心地方民生大事，虽未参加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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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锦镇守陇南期间，滥发货币，赋税繁重，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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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打山东军阀张宗昌。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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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廷桢（１８５８—１９３３年）字挺生，清甘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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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北方国民军成立后，胡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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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秦安支部成立。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任秦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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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率先办起清水县最早的初级小学校，即清水县
o!piqrs4tuvwxy<z8 {rs4

人），任其昌长子。秉性聪明，平淡沉静，喜读书，有
8IÁÂOà. Þßà8áâãä8å®»8c

|R}m~e|wxy<. X4v
第二区上达乡第一初级小学。聘请陕西岐山县的

父亲遗风。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æçè. ÅÆRSUV!+"( 年）中进士，任内阁中
U7ÇÈ8Iéê7

志局总纂。次年，兼任秦安县立初级中学古文教
!,Ó. `U8 0IY4_wx7<}³j
师。好学进取，直至晚年仍手不释卷。著有《蘧庐文
N. Ô<Ço8ÕåÖU×ØâÙÚ. ¾c¨©³
钞》《秦安县志稿》《高氏家谱》等。
Û
Y4!
yÜgz.
任承允（１８６４—１９３４
年）字文卿（今秦州区
+,-V!+$(!"&( U
³ÝV}

书。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闻父丧音信，即间道
». ÅÆRS¬UV!".! U8ëæ×ìí8{îï
Ij8<,vz. PQ
苏秉兰任教，给学生制作统一的蓝色校服。民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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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8r
（今秦州区）人。祖籍福建，康熙初西迁秦州。家业
V}.  8¡¢wX£. gl
清贫，自曾祖以下相继行医。１３
r¤8¥¦§¨©ª«¬. *& 岁读＂五经＂，习八
®
W
T¯\8°±
²³. *( ´74<µ8¶·Ku¸. *" ¹l
股文。１４岁考中县学生员，众目为早慧。１９
岁肄业
º1»¼8N½¾¿<ÀIÁÂ. ,* eÃ7Ä.
陇南书院，师从著名学者任其昌。２１岁乡试中举。
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
ÅÆS±UV*+", 年）中进士，朝考入翰林院为庶
U7ÇÈ8É´ÊËÌ¼KÍ
吉士。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ÎÈ. ÅÆRSUV*+") 年）散馆，任刑部四川司
UÏÐ8IÑ:ÒÓ
主事，值母丧，归里守丧３年。回京供职，遇八国联
ÔZ8ÕÖ×8FØÙ× & U. dÚÛc8Ü±QÝ
军入侵的＂庚子之变＂，不得不重回故乡。光绪三十
)ÊÞv
W
ßàá[\8âAâãde. ÅÆS
UV*"-) U8äåÚN. & U]æIÒçè
一年（１９０５年），再至京师。３
年后出任四川璧山知
县，在任
年，抑豪强，济贫困，颇著政绩，得到民
48/I ５) U8éêë8ì¤í8î¾ïð8AñP
¶òó8Éôõö. ÷RUV!"!.年），调任宜宾
U8^Iøù
众颂扬，朝廷奖励。宣统二年（１９１０
è4.
`UúIû8
üýþÿ!"q#$q%
知县。次年转任乐山，时保路同志会起义风起云
&8'()*+,8Y-./018234`56.
涌，哈锐配合当局，安抚镇压兼施，秩序渐次恢复。

辛亥革命爆发，辞职定居重庆。民国六年（１９１７
789J:;8 bc<=ã>. PQ?UV!"!/
年），与在重庆经商的乡人胡中林、王鼎三合议利
U8@/ã>¯AveB7ÌCDE*FG
用小陇山林区木材资源优势，开厂生产火柴。民国
HyºÌ}IJKLMN8OPQRS. PQ

闭门著书，专以卖文授徒为生，亦参与社会公益事
òó¾»8ô§õ³ö÷K8øù@¥ÉeZ
业，赢得人们的尊敬。病逝出葬之时，天水全城歇
l8úAûvüý. þæÿáü8`s!"#
业，送葬者达万人。著有《桐自生斋诗集》《桐自生
l8$ÿÀ~Y. ¾c%¥&¡
%¥
&³¡
Õ'À!(. ÿfg)*`
斋文集》《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同哈锐共修《天
s4!8+,-.
水县志》，未竟而卒。

陈青选（１８６４—１９４７
年） Y.8¯4
字万钦，今武山县
./0V!+$(!"(/ U
/ó.q01. Z×æ8Öç§&234.
洛门镇大柳树人。两岁丧父，母亲以打麻绳谋生。

上私塾时，因家贫无纸，常折柳枝划地习字，深受
m56ü87g¤898:;0<=°8>
老师怜爱。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考取举人。先后
?N@A.ÅÆRS¬UV!".! U´oÄ.p]
IB7»¼OCºX1Y»¼jöCOxCD
任榆中书院山长、陇西南安书院教授、山长及宁远
]h»¼O. ÅÆSRUV!".$年），任县高等
U8I4yz
正兴书院山长。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y<·E<jö0CD4jkÉO. PQRS
小学堂儒学教授兼宁远县教育会长。民国二十一
UV!"&1 U84_|yzy<V/óy<Oi8
年（１９３２年），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洛门小学）开办，
&. 多年，在榆
HU8/B
KFzyUxö£³. EGjk３０
为该校高年级讲授古文。投身教育
7CILCºXC¯JKLMN. OPQ
中、渭源、陇西、武山一带桃李遍布。生活一贯俭
R8o7STUV§x×ÿíWX8:1Yì8
朴，对村中断粮停炊以及丧葬困难户，常施救济，
Z[s\]^X$_C`CaCbz. 7f8
春节前夕也给穷户送油、面、菜、醋等。因此，邑人

八年（１９１９
万两（每股
５０
±UV!"!" 年）底，募得股金白银
UT8UA²VWX ３．２
&01 YZ
V[² ).
两，共
６４０ ²8]^#_`sahRS²bcd
股），正式成立天水炳兴火柴股份有限
Z8\ $(.
公司，哈锐任经理。生产雄鸡牌火柴，产品在西北
eÓ8fgI¯h. QijkRS8Ql/XH

尊称＂万爷＂。长于作诗，著有《逸鹤鸣秋集》。
üñ
W
Yc\. Od,8¾cefgh¡.

市场取得很大份额。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前后，开
mnoApqbr. PQSTUV!"1$ Us]8O
iytuPC vwPxyzy<. ¦Ô{|}<
办小型铁厂、炼矿厂及高等小学。曾主持存古学
~80§I 8eZl.
社，兼以绅耆受任官署顾问，推动地方公益事业。

成学。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进士。任山东历城知
#<. ÅÆRSUV!+"( UÇÈ. IGopè
48 oq¢C p¯zè48 cïr. ÅÆSU
县，历夏津、城武等知县，有政声。光绪三十年
V!".( U8stL·uQZvw8x¹by8zG
（１９０４年），陈养源目睹国事日非，毅然辞官，想东
{v|}<8~YQæþ8Õv58G{
渡日本留学，找寻救国出路，适值日俄战争，东渡

陈养源（１８６５—１９０５年）
.12V!+$)!".) U 字镜泉，后改镜全。
i«8]Ái!.
清秦州人。早年丧母，家境贫寒，但刻苦攻读，自立
r. uU×Ö8gj¤k8lmn%®8¥_

PQRSRUV!"&& U8fg/g8ü /!
.
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哈锐在家病逝，时
７１岁。
¾c¥U?S?¥8¦Ô{
 8{=m. H!:ÊOiÇ»
著有自订年谱《蜕庵六十六岁追述自叙》，曾主持
计划受挫，即寓居上海。动用全部积蓄开办精进书
编纂《天水县志》，未完稿。诗文对联等部分遗存由
`s4!8. ³Ýz:|
¥
V¿+»,8æÇ». Áî±Ñ
社（一名竟今书局），出售进步书刊。其间和蔡元
邑人胡圭如辑成《哈锐集》（天津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 培、刘师培、章炳麟、吴敬恒等过从甚密，并为革命
V`¢£æ¤¥ !""!
CNCaCýz½8ÄK9J
B # 'g¡
Uæ¤.
Ò}<Û¯. aÔQ<8s§
党人留学提供经费。章炳麟主编《国粹学报》，陈以
年出版）。
巨资协助。同时择要将新学书刊寄回家乡。《续秦
()*V!+$&!"(! U 初名文衡，号蘧庐，
w¿³¦8§¨©8
K. ÿüÃÀ<» dge.(
高秉衡（１８６３—１９４１年）
今秦安县街泉镇人。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举人。
Y4ª«.. ÅÆRS¬UV!".! UÄ.
!|¡¢£
WD¤¥¦X<Â8§§Q8¨
州州志》本传言∶＂遂翻印欧西学说，以饷国人，思

后主讲漳县武阳书院和秦安景权书院。兰州创设
为国振起群才。择最切要者，频寄里中。州之士子
]Ô®4¯°»¼±Y²³»¼. ´µ
KQ©qª«. t¬À8 Ø7. áÈà
师范学堂，高秉衡欣然负笈游学。回乡后，倡导维
知有新学、新书，实自养源始。＂光绪三十一年
ècÀ<C À»8 ®¥tL¯. \ ÅÆSU
N¶<·8y¦¸¹º»¼<. de]8½¾¿
新改革之说，倡办乡校，将秦安景权书院改为秦安
ÀÁ9áÂ8½iez8ÃY²³»¼ÁKY （１９０５
V!".)年），在上海病逝。
U8/mþ.
345V!+$)!"&/ U 6°8±²4
4yzy<·8ÄÅIj°. Æ89J:;]8y
县高等小学堂，并担任教习。辛亥革命爆发后，高
吴棣芬（１８６５—１９３７年）字斗垣，今甘谷县
¦ÇÊÿÈÉ8 ÊËÌ{Í)ÎÏ;q
Ve. ³´eµ¶àr®»8]´±²CY
秉衡加入同盟会，积极支持秦州驻军黄钺发动起
金山乡人。幼随乡贤田子清读书，后随甘谷、秦安
义。民国元年（１９１２
Ð. PQÑUV!"!1 年），在高秉衡的倡导下，国民
U8/y¦v½¾¨8QP
J·P¸¹XI18 º±²e»ô¼I
一带饥民逃往陕西渭南，适逢甘谷乡人宋廷桢任
!"# !－
－! ５７４

! 物
"
人

渭南县丞，遂介绍于衙设授徒专馆读书，两年后考
!"#$%&'()*+,-./01%2345

年，经黄兴介绍，在上海加入同盟会。宣统二年
3J ñ%&(J k¾'9()ñ ÷øm3

中渭南秀才，遂入甘军，转入山西巡抚岑春煊幕。
6!"78%&9:;%<9=>?@ABCDE
八国联军入京，与湖南提督刘光才率部扼守固关，
FGH;9IJKL"MNOPQRSTUVWJ
密伏地雷击败洋兵，沉重打击了洋兵的嚣张气焰。
XYZ[\]^_J`ab\c^_defghE
事后岑以上座款待，并专文推荐其为县丞，后佐贻
i4AjklmnJo.pqrst#$J4uv

（１９１０
年），受同盟会派遣来甘肃开拓革命阵地，即
ù!"!# 3ÑJ*()ñ+,:®-.ZJë
以候补道员和故人之子的双重身份晋见陕甘总督
j/0Ê]Ç·QL§1a23³45:åN
长庚，并取得长庚信任，委以督练公所总参议的要
67Jo½678¢J¸jN¦?Zå9:§ß

谷治理绥远垦务，擢升直隶知州，不久贻谷事败，
wxyz{|}J~J vwi]J

功，长庚指使升允等人率甘军向陕西革命军疯狂
þJ 67?Í»·R:;â5>;@A

吴获罪革职，遣戍新疆。辛亥革命后，复官归辽沈，
J 4JJ

反扑，连陷长武、邠州、醴泉等。黄钺乘机面见长
BCJDæ6´!EF» ñGHIJ46

 ÷øÍ3ù!"!! 3Ñ;<J5>=·n>D
职。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九月，陕西革命党人举义成

在黑龙江嫩江、林甸、漠河任知县，精明干练，政绩
 ¡¢#J£¤¥¦J§¨

7JKLÿ;MNhJ¨tOPÏÆ;QR
庚，求拨一军驻扎秦州，名为封堵四川革命军支援

卓著。由黑龙江知县卸任回甘肃后，甘肃督军陆洪
©ªE «#¬¢:®4J:®N;¯°
涛以吴棣芬文才武略过人，委任其为张掖、宁县等
±j²³pQ´µ¶·J¸¢stf¹º#»
县知事，后归兰州居住。吴平生博览群书，尤喜读
#iJ4¼½¾ ¿ÀÁÂÃ1JÄÅ0

陕西路线，实为相机夹击攻陕之甘军。得长庚应许
5>STJUtVIW\X5Q:; 67wY
后，以骁锐军统领的名义率自募步兵一营抵秦州，
4JjZ[;øî§¨>Rë\]_ÿ^_hJ
原归黄钺节制的崔正午军，旋改隶张行志的壮凯
`ñGab§cde;J fgf!Þ§hi
军，黄钺所能控制的兵力实为
５００余人。民国元年
;JñGZjkb§_ÔUt *##
l· ÈGm3

山川地理及典章古籍。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
3ÑÒ
=ÆZyÇÈÉÊË PÌÍÎÏ3Ð!"#$年）被
谪戍新疆期间，纂述文献汇编《西疆交涉志要》。全
ÓÔÕJÖ×pØÙÚÛ>ÜÝÞßà á

（１９１２
年）３<月!!１１nJñGHohp;qrÿ
日，黄钺联合秦州城防军果断发
ù!"!& 3Ñ(
动起义，击毙游击玉润，生擒知州张庭武，夺取秦
¹s>J\tõ\uvJÀwfx´Jy½h

书除例言、总叙外，分六卷，即订约、领事、通商、会
1âãäåæçJèéêJëìíîiïðñ
谳、传教、游历。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该书有铅印本
州城。随即召集各界人士大会，宣告独立，响应共
òóôõö ÷øÍ3ù!"!! 3ÑJú1ûüýþ
 õëz{|}·~ñJ÷"JwÆ
发行，今藏北京、甘肃
、新疆等地图书馆。吴善书
和，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公推其为督都。随后，军
ÿ!J"#$I:®»Z%1/
&1
ÇJD":®;§sJ?qstNÏ õ4J;
法，尤擅行草，飘逸秀气，惜遗作散佚无存。鉴于家
'JÄ(!)J*+7gJ,-./012 3)4 政府颁布《甘肃临时军政府约法》，施行了一系列
§s :®;§sí'àJ!cÿ
新政措施。秦州起义促成甘肃承认共和。同年６
月
乡文化落后，吴将兰州房产变卖后于乡里建吴公
5p674J 8¼9:;<4)5=>?
§ hs>D:®ÄÅÆÇ (3 % <
@A4BJCDJE)¼FG HIJJ-K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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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门家祠，未成，殁于兰州私邸。去世前，遗嘱子葆
７' 日，在北洋政府和甘肃地方封建势力双重压迫
»J h:®;§sÇ¼:®;§sì
NONPDJoj7DQB.R=STUVJj
华、韶华完成，并以落成之新祠作金山初级小学，以
下，秦州甘肃临时军政府和兰州甘肃军政府签订
46WX １９
!" YZ[Z\.ô]^_Ç`4B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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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祭田
响所收地租作教员津贴及供家祠香火 《和平解决条约》，黄钺宣布取消独立，离任率部南
Qcd
 ñG"4J6=,j¯;k8Jë
归。黄钺南归后，孙中山授以陆军上将衔，自此在
之费用。
#$%ù!$%"e!"&! 3Ñ 字本斋，今秦州区
fþgJ"hi 孙中山领导下从事各种革命活动。民国十五年
6=î»i|¹ ÈGÎ3
周务学（１８６９—１９２１年）
j4k·JlPÌmÎÍ3ù!$"' 3Ñ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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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巷人，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举人。为新疆
（１９２６年），任鄂豫边司令，参加北伐，攻克南京后，
?@opqrDsJtpu 4vw¡xy 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合，还乡隐居。抗日战争爆发
ýK &¡§4oJ ¢5£½ ¤n¥¦·ÿ
巡抚陶模延至幕府，办文牍。后又应河州知州杨增
新邀请，协办救灾事宜。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
年），
z{J|}~i PÌmÎ3ù!$""
3ÑJ 后，组织湖南抗日义勇军，拟赴前方杀敌，被国民
4J#$L"¤n>§;J¨©JìªJÒGÈ

回天水，督修东关城垣。光绪末，经总督升允保奏，
JN W PÌJåNJ
出任安徽庐州县令。不久，杨增新任甘肃陆军学堂
¢#  Jxy¢:®¯;V
总办，以旧知故，任务学为监督，督导生员勤学苦
å}JjJ¢}VtNJNÀ]V

练，深得杨之器重，从此开始军旅生涯。治军甚严，
¦JxQaJ; À¡ x;¢£J
¤j¥¦§¨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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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以岳飞的名言＂文官不爱钱，武臣不惜死＂教育
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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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号＂忠武军＂。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晋升为甘肃

陆军第三标统带。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Íµø¶ ÷øÍ3ù!"!! 年）辛亥革命爆
3Ñ·

党以＂受共产党唆使＂为名镇压，并遭逮捕，出狱之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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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²³´¢5 ÈGÍÎm3ù!")(年）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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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次赋闲还乡。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

贾缵绪（１８７０—１９３８年）今麦麦积区伯阳镇
()*ù!$'#í!"($ 3Ñ "¶¶·i¸¹¬

人，贾世兴次子。字禹卿，又称宇清。民国时移居天
·JºI%»L f¼½Jv¾¿l ÈGÀ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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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县城。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副贡生。署任四川
>Ä#JÅÆxÂJlÇ·ÈJû§¨ ÈGm3
西充知县，整顿治安，清结积案，有政绩。民国元年
ù!"!& 3ÑJ¢ÉÊÇ6VV
'ñG
（１９１２
年），任天水师范及天水中学学监。参加黄钺

ÿJ§¸¹ºJS»¼j½:NJ}Vj±¾¿À
发，政局动荡，部下拥周取甘督，务学以＂海内多
JtáÁxÂJÃtJÄÅÆÇ® ÈGm3
故，为全陇治安，不忍为，承认共和＂。民国二年
（１９１３年），任边关道观察使。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年），
ù!"!( 3ÑJ¢ÉWÊËÌÍ ÈGÎ3ù!"!$ 3ÑJ
应新疆都督杨增新之约，任阿山道尹、垦务监督等
wÏNxyQíJ¢Ð=ÊÑ|}N»

秦州甘肃临时军政府，任民政司副司长。民国二年
h:®;§sJ¢È§ÁË ÈGm3
（１９１３年），公选为众议院议员。民国三年（１９１４
ù!"!( 3ÑJ ?ÌtÍ:Î:] ÈGÍ3ù!"!)

境的白俄在哥萨克残部的挟持下向塔城境内涌
Ú§ÛÜÝÞÖßS§àá»âãÚ¿ä
进，兵陷承化城，弹尽城破，拔枪自杀。
åJ_æÄ6JçÓèJéêëì

后，总纂完成《天水县志》。继哈锐之后任炳兴火柴
4JåÖPD#Þà ÜÝ[Q4¢Þ%bß
公司经理，发展地方实业。同时热心地方公益事
?yJ ÿàZUá (âãZ?äi

黄钺（１８６９—１９４３
年） v¨îïJL"º5
又名幼蟾，湖南宁乡
&'ù!$%"í!")( 3Ñ
#· sðñòóôõö÷ø>ù¿ÕÐÊúû
县人。其父黄万鹏曾随左宗棠西征平定阿古柏叛
üJýþ,MN PÌÍÎÿ3ù!"#* 3ÑÇñ
乱，因功授新疆提督。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和黄

业，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
áJå>æçJèéêë ÈGÎ;3ù!"(#年），军
3ÑJ;
ìíîïSXæJðìñòJ1Zt ºó
阀马廷贤部攻陷天水，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贾缵
Ìô24íJ õs"ë»öìJ í÷)º:
绪只身见马，谏其立即下令止杀，马摄于贾在甘

易等人在湖南建立革命组织新华会。光绪三十二
!»·L">"#$Nñ PÌÍÎm

肃、天水的威望和与其父的旧情，停止杀掠，＂城人
©
·
®§øùÇKsð§úJûöìòJ

年）起，任陕西礼泉知县，轻徭薄赋，士民称快。民
3ÑsJ¢5>ÏF#JÐÑÒ³J~È¾Ó È

Gé3ù!"!' 3ÑJÔ4¢:®ÕÖå}ô¯×
国六年（１９１７年）始，先后任甘肃烟酒总办、教育厅
3ÑJÐ=ÿÀ_;JjÓÔ¿ 长（代理两次）、安肃道尹、泾原道尹，皆有善政。民
 ÈGÒ3ù!"!"年），阿山发生兵变，周尽力平
ËùØy2»ÑÂ®ÊÑÙ`ÊÑJÚû&§ È
职。民国八年（１９１９
ÕJ¢¯;68 ÈGÎ3ù!"&! 3ÑJÖ×ØÙÉ 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年），辞官归里。继哈锐、任承允之
GÎÍ3ù!"&) 3ÑJÛ= ÜÝ[¢ÄQ
定，任陆军中将。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年），克伦斯基边

!"! !－
－! ５７５

天水大辞典
!"#$%

赖以稍苏＂。之后马廷贤和部下韩进禄内讧，贾出
CÍãÎÏ4ÿz{ÐïãÎÃ ØÿãÎÑÒÓ
!"#$%& '()*+,-./0123456 一届国会议员，在北京参加国会。因在国会反对袁
入城关，尽力调解，舌敝膝屈，虽抢掠不止，而终未
世凯复辟帝制，拥护孙中山创建的民国政体而被
7894:;<=4>?@A4BCDEF4GHI
ÔÕÖ×Øs4 ÙÚÛÄ®âãÜG
杀人。晚年，筑亦园自娱，和天水文化人酬唱往还，
袁暗使军警收缴其议员证书，取消国会议员资格。
JK& LM4NOPQR4,STUVWXYZ[4
ÓÝÞßàáâþÏãÈ4äåãÎÏ_æÃ
后任山西运城盐运使。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任武山
\]^&
(É~ç8èçÞÃ âãéa_+&+' ab4É
卒于家。
张海（１８７３—１９５６
年） cde4fghij
字子涛，今甘谷县新 教育会会长。民国五年（１９１６
&'_!"#$`%&'( ab
sÎÎêÃ âãëa_+&+( 年），甘肃督军兼省长
ab4gÅìßíèê
张广建对甘肃田赋一五耗羡（１５？？耗）药味
、茜草
兴镇永安村人。幼学烧制陶器及砖瓦，后拜北京、
klmnoW& pqrstuvwx4(yz{|
®îÒgÅïCëðñ_+'!òðbóô|õö
陕西名师学捏烧脊兽。出师后游历各寺庙，观察寺
}~qr& 6( 4
÷ø³ùá45ú6Cç4ùûü6Cçýþÿ
等项归并征收，每正银一两，征库平银一两七钱；
N4& r|||||)|
庙建筑，苦心钻研。捏烧的龙、虎、狮、猴、鹿、马、猫

又丁银每两附收经费五分，田赋总额净增７５？？张
u!65ç"á·#ë?4ï$¢%& )'!Ã ®

头、瞅儿等动物脊兽，被甘谷、武山、陇西、渭源、通
|4gh|| ~|¡¢|£

呈国务院咨国会审议，李以＂甘肃穷困人民不堪负
'ã(ý)ãÎ*Ï4+"

gÅWâE,担＂严词驳斥，国务院替张解释，李又以＂假归并征

5ø³ù
.%/0124ã(ý3®=44+u"
收之名，行横征暴敛之实＂为题，两次书面质询国
á'4ó6ù78'¾%É94ç:È[;<ã
务院，此案终被推翻。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９
(ý4=H>?Ã âã@a_+&+) ab& 月，与
A4B

¡|ST|¤ni¥¦v§N¨©ª«4
渭、天水、秦安等县名山大寺及古建筑屋宇采用，
W¬

®¦%¯
人称＂张大兽＂。

马中选（１８７４—１９４５
()*_%")*°+&,' 年）
ab 字子清，回族，今秦
cd±4²³4f¤
´µW& Qp¶q4·¸¹º4(»^¼½¾4¿À
州区人。自幼失学，经营商业，后来家道殷实，颇有
ÁÂÃ ÄaÅÆÇÈ4ÉWÊË4ÌÍÎÀÏÐ'
积蓄。中年酷爱读书，为人侠义，乡里遇有危难之
事，便慷慨解囊相助，因之不论回汉老少，都叫他
Ñ4ÒÓÔ=ÕÖ×4Ø'EÙ²ÚÛÜ4ÝÞß
＂马和善＂。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年），陕、甘两省发生

à,á%Ã âãäåa_%&-& ab4}ægçèéê
特大旱灾，再加时疫流行，仅天水城乡死亡达
１．６
ë¦ìí4îïðñòó4ôST8Ìõö÷ %.(
万人，马氏将自己前后院及其在黄、刘斗行（经营
øW4àùúQûü(ývþÿ!|"#ó_·¸
$%ê&'(b)*aÁ+$%,-._/ð
粮食生意的店铺）处多年积存的粮食数百石（当时
粮价已暴涨至每斗银币十元），外加现银数千元，
$012345#67ä8b4 9ï:6,;84
<-=>Ã =>ÄE?²Ú,8@ABo4CDE
全部施舍。施舍中不分回汉和城市或农村，一视同

议员
Ï１００
+// 余人在上海通电全国，南下广州，参加非
CWÿDE£F<ã4.î´4ÐïG
常国会。当年参加国会宪法草案议会，对草案七十
HãÎÃ /aÐïãÎIJö=ÏÎ4Òö=ýä

五条大总统有无解散国会权议题，发表《论民国宪
ëK¦$LÀM=NãÎOÏ94éPQÙâãI
法上不可无解散权书》，提出有解散权之优点，情
JDE M=NOÈR4 S6À=NO'TU4V
通理达，在场议员
人，赞成者$+,
３１４人。民国九
£W÷4ÿXÏ ４７２
,)- W4·k
WÃ âã]
年（１９２０
a_+&-/ 年），甘肃大地震，灾情惨重，他拟文稿咨
ab4gÅ¦`a4íVYZ4ß[U\)
]/^_`Ã âãäýa_+&-"年），甘肃大
ab4gÅ¦
致当局呼请赈济。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
ì4:a¦a4bìêc4SdQ¦efR|Qz{
旱，次年大饥，作纪旱长歌，天津《大公报》、《北京
gfR<Uhi4jklË_ÎmÜ4HgÅ
晨报》全文刊登，感动华洋义赈会等团体，给甘肃

仁。乡民先后给赠送＂凶岁慈航＂＂仗义乐施＂＂永戴
赠款救灾。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年）春，任北洋政府交
FÃ ÌâG(HIJ
InoíÃ âãäÇa_+&-, abp4Ézlq

KLMN%

OËP=%

mQ
鸿恩＂＂仁粟活众＂＂饱德永仁＂＂德硕再造＂６
面大
RS%FTUV%WXmF%XYîZ%( [¦

通部参事兼甘肃省教育厅厅长。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
£-ÐÑígÅèsrrêÃ âãäéa_+&-'

\Ã âãä]a _%&$/年），出巨资将民国九年
a04 6^_úâã]a
匾。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

abs4tuøÍÃ âãfäa_+&$+ ab" 月，起任
A4vÉ
年）冬，去职归里。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８

甘肃临时政府委员兼禁烟善后局总办。次年，赋闲
_+&-/ ab ¦`aðab~9±c¦deC
gÅwðxíyzá($¯Ã :a4ï{
（１９２０年）大地震时震坏的西关清真大寺修葺一
jÃ
âãfäCa
_
+&$ab4g]82hqiÜ4
ø^Ã |ÀQi}\R
Q~c\RÃ +&'/
新。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年），鉴于城内小学较少， 归家。著有《武山县志稿》《紫歌梦轩诗稿》等。１９５０

回汉儿童失学者很多，以
银元购得北关中和
²Új¶qkl*4 " ８００
"// 68mnz9Ä,
巷院房一处，有房数十间，改修为教室，又以银币
oýpC)4Àp,äq4rdÉst4u"67
２０００
-///元购置课桌、凳、课本以及学生服装等，然后
8mvwx|y|wz"vqê{|4}(
聘请教员数人，成立中和巷回汉联合小学校。此
~s,W4 Ä,o²Úhq Ã 
(4 uúQûB([２０
-/ 间和南山二爷庙、杨
q,f|
后，又将自己工农路铺面
^ç)` ２００
-// Hs4
Éd
家河两处田地
亩捐献给教育局，作为贫穷子
qÐ×_Ã É4/ðST,S
弟升学困难的补助资金。为此，当时天水专署和天
TiëH

ÓÔ ¡%\¢Ã
水县政府特颁给＂慷慨可风＂匾额。
('+
_
+"),°+&'/
c±4²³4f¤
马海山（１８７４—１９５０ ab
年）字河清，回族，今秦

年，受特邀参加甘肃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a4 ëÐïgÅèÍ¬Wâ£PÎÏÃ
１９５２
+&'- 年２月，病殁于家。
a - A4 ]^Ã
宋梓（１８７６—１９４５
/0_+")(°+&,' 年）
ab 廷桢子。字子材，晚年
*dÃ cd4La

号佛乡山人，今甘谷县人。优贡出身，曾任七品京
ºÌW4fghiWÃ T6²4Éý{
Ã âãfa_+&+, ab",²4ÌÉV
官。民国二年（１９１４年）以共和党员身份，被选为众
ÏýÏÃ âãäfa_+&-$ 年）曹银以五千元银
ab"ë;86
议院议员。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
8C0æ4áãÎÏ4ÌÉ¦$LÃ Ô
元一票价格，收买国会议员，贿选为大总统。宋慨
}4}{Ã gÅÞ®î6Ég
然拒贿，愤然离京。甘肃巡按使张广建曾请出任甘
Åz$¯4;E¤4gÅìßeè8
肃烟酒总办，力辞不就，甘肃督军陆洪涛应省城各

安县兴国镇人。少年时代就开始经营皮货生意，至
nikãlWÃ Üað£¤¥¦·¸§¨ê&44
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年），积累资本达
５０ ø8ª«4É
万元左右，为
âãäa_+&-+ ab4Á©_z÷ '/

Äq ê'4þ6Ésrê4O ¡¢Ã
中学校长之请，请其出任教育厅长，亦婉言谢辞。

７０００
)/// 元创办私立秦安河清小学（今秦安兴国镇第
8®¯°¤n±hq _f¤nkãl±
二小学前身），并划地
１００ É¯q«`4µn
亩作为办学用地，深得
fhqü²b4³´` +//

荪殷切致意。宋竭力拒绝，一介不取，继转念伏羌
±½²]&Ã ³;´4CµEä4Ä¶·®¯

l£Þ¤¥¦"§É*a4ç¨±¡4©ª
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以梓为官多年，两袖清风，债台
ÊN4Ø«þÉW4¬I^n4ë®¯iê+°
¤n¹¬^Ã âãfäfa_+&$$ ab46_
高筑，因敬其为人，愿赠巨款，特嘱伏羌县长李秀
秦安工商界巨首。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出资

/ði,-¶¬·Ã
当时县政府和百姓称赞。

教育落后，青年学子深造无门，便以孔之赠金，作
s¸(4¹aqdµZMº4Ò"¤'I4
创办中学经费，孔亦欣然允诺。即捐银元６６００元，
®¯Äq·#4¤O»}¼½Ã ¾68 ((// 84

李克明（１８７５—１９５２年）字浚潭，号瓶思，今
,-._+")'°+&'- ab c¸¹4º»¼4f
abÃ
½¾¿ÀWÃ ±ÁÂfä]a_+&/$ 年）举
武山郭槐蓼阳观人。清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WÃ ÄÇgÅÆ4ÁÂÇäfaÈº²i4Éj
人。继读甘肃师范，光绪三十二年毕业回县，任新

加上东鲁学堂资金
ïD¿ÀqË_４５００
,'// 元，并于每年烟亩罚款附
84³]5azÁn"
ïC4®ÂÃóvÄÅ"ï4®¯®¯ieÄ
加一成，创设土行及畜税附加，创办伏羌县公立中
qÃ âãäéa_+&-' ab=¥qÃ
§9â
学。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
年）立案开学。宋梓关心民
ab4/ÌÉ±
Æ4Ç`ÈeÉÑº4À9âê¦Ñ4MEÊ;
kÊhqËsÃ âãfa_+&+$年），当选为第
兴高等小学堂教员。民国二年（１９１３
痰，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有关民生大事，无不鼎力
! !"# !－
－５７６

! 物
"
人

去办，一再呈请减免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朱
!"#$%&'()*+,-#(./0123 4

慈私立借具，草约合同，向比国政府借一百万元，
ÀáZÁÂ#ÃrÄ3#Å»@AÁ$Ps¬#

绍良主甘期间，曾聘为甘肃省政府顾问。晚年，又
56789:#;<=8>?@ABC3 DE#F
将所藏珍贵图书、名人字画全部捐赠甘谷中学。学
GHIJKLMNO/PQRS+T8UVW3 W
校成立＂子材图书馆＂以为纪念。年近古稀，仍勤于
XYZ
[
\]LM^_`=ab3 Ecde#fgh
砚田耕耘，除篆隶外，犹临摹汉魏碑帖，手不停挥，
ijkl#mnop#qrstuvw#xyz{#

甘肃省政府以黄河沿岸铁金抵押，田以驻京甘肃
8>?@A`ÆIHÇÈÉÊ# j`Ë8>
省参议员身份追问其事，虽终被否决，也引起赵的
?¯°£ÌÍC}¾#ÎÏ<ÐÑ#ÒÓ0¸G
不满。赵密保亲信内务司长张炳华兼民政厅长，面
yÔ3 ¸ÕÖ×¡dØµ¬ÙòÚ²0@¬#Û
授机宜，对田报复，陷田大开烟禁等罪，电请袁世
ÜÝ #Þjßà#ájâãäå#æ'çµ
凯将田革职解京。马安良等联名为田申辩，免罪释
èGjéÀi3 êë6ìO=jíî#)åï
ð3 0pE%&%- EñòðF#óôõö#÷D
归。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罢官归里，组织募款，维修

人慕其名，珍其书。病殁于家。
/|}O#J}M3 ~h3
#$%!"#$%&'"年）
E 字怀西，又名静轩，
P #FO#
宋兴周（１８７７—１９３８

8U/3 E!&(!V#E 城防。著有《听雨轩诗抄》等。
cø3 ÂõÃùúÅûÇ3
今甘谷县人。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中举，第二年朝
E#@A=
./0%"$"%&)( E
PÐ#Í±Î
$3 0E!&!) 年），北京政府任宋为
考大挑一等。民国五年（１９１６
唐焱绪（１８７８—１９６０
年） 字文轩，今秦州区
护送新疆印信专员，到新疆后留办教育。后委任伽
 ¡¢£#¤¥¦"§¨3 ¥©ª
/3 ýüýþ#¥/ÿW!#"#$%#&h'(#
人。清末附生，后弃儒学医，谙熟经典，明于辨证，

&'(!"$$!&*( E
胡心如（１８７７—１９４０
年） PÌ#Í±Î
字恕轩，今秦州区
人。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甘肃文高等学堂毕业。
/3 ÏÏE%&($ E8>ÐÑWÒÓÔ3

治疗伤寒、温病、时疫
、痘诊等病独树一帜。用药轻
)*+,N-~N®.N/0~12$33
4:.
灵，恒奏奇效，人称＂唐八味＂。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年），
5#6789#/R
[
:È;_3 0E%&%" E#
<þ.~zË#:=`>?$ïø@£A#j
天水疫病流行，唐焱绪以五叶饮一方随症化裁，救
)æB3 ÞCDNEFGNHF~I4-JÖK
治极多。对麻疹、烂喉痧、白喉等病喜用养阴保肺
与辛凉宜透合法，获效更迅速。其为人恭厚慈惠，
¼LM NÄO#P9QRS3 }=/TUÀV#

;Õ8>Ö×WÒN?Z$VWN?ZØÔWX
曾在甘肃武备学堂、省立第一中学、省立工业学校

W/XW# 0~YyZ[ï# \]^v_:X
急人之急，诊病从不计较方金，凡遇无钱买药之

任教。民国九年（１９１８年）后，先后担任省立三中校
§3 0ÙE%&%" E¥#Ú¥2?ZÏVX
长、省立第六师范代理校长、省立陇南中学校长、
¬N?ZÛ«ÜÝÞX¬N?ZßàVWX¬N
áZâãäVÝÞX¬À3 åæçèéËê\
私立亦渭初中代理校长等职。积极倡导推行女子
§¨#æëìíîï/ðñ·®Nñò"ê\«
教育，极力支持地方人士杨继昌、杨炳等办女子师
ÂõÃÌaö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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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德女校。著有《恕轩纪闻》《恕轩杂录》《恕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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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恕轩文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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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同丰（１８７７—１９４１
年）字简臣，今清水县

家，便嘱去安泰堂取药，所费记在自己名下。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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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县长，擢任昌吉知州，省府委员兼秘书长。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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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继掌新疆大权，宋恐难与共事，辞职家居。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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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诗集》八卷，刊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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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彦彪（１８７８—１９７５
年） 原名金魁，今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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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牡丹乡石嘴村人。身材魁伟，相貌非凡，喜欢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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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早年投身于固原提督营当兵，随统领邵银环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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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并把所学用于实践中，形成武林独特的＂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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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最有代表性的武术套路有达摩拳、四门棍、老

永清镇人。出身豪门望族，排行老三，二兄先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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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田棍、董平双枪、单刀、流星锤等套路。孙彦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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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为赡养二老，放弃学业担起家事重担。民国初
+#=,-)#./WÔ20¾123 0ä

中年离军回到秦州城，在西关关爷巷口开设盐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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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先后创办同源公、同源久酒坊及同源堂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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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面做生意，一面练武授徒。因其武术实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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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被选任清水县商会会长
２０余年。民国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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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０
年），捐资雇工督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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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长的沿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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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ØCDE %道，使牛头河上游百姓称为＂七十二道脚不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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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出手威力大，声名远震。先后从其练武者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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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较有名者
２０余人。其中许生福、孙鼎臣、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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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黄宝珊、杨仲伟等，均为天水武术骨干。孙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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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刀、枪、棍
、戟样样皆精，其＂美女照镜子＂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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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路变成通途。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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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饥舜遍地。阎同丰目睹惨状，在城内设锅施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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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饥民；并捐助粮食四十大石（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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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畜送往重灾区，使外流饥民重返家园，渡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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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堪称一绝。民国时，秦州城隍庙内请来有名的武

术高手数十人切磋武艺。孙氏和驻军教官、号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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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秦州无敌手的洛鸿雄两人比试。二人各施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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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得难解难分，最后孙使出看家绝招＂美女照镜＂，

关。甘肃省政府赠以金质奖章表彰其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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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骏丰（１８７８—１９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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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后摆腿打倒了洛鸿雄，从此名声大噪。２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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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城关人。优贡出身。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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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年代初，去兰州投靠其子生活。１９６２年再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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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巡抚岑春煊召至抚署，办理文案。光绪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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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在皂郊乡唐家沟蛰居
１０余年。虽已
多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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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９０５
年），任两广总督府署理百色直隶厅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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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处境维艰，但仍早晚耍拳练武，村民多随其学

督办建校事宜。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任广西宣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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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１９７５
年，天水武术界为其在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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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容县知县。民国建立后，赴上海，加入共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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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碑，以作纪念。

任都督府顾问。民国元年（１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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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成立，任临时参议院议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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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成立，田主其事。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１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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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国税筹备处处长。３
代理警察厅长。同年，赵惟熙与比利时化验师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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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骏业（１８７９—１９１８
年）字云千，今武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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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槐乡蓼阳观人。自幼敦敏好学，喜研理，擅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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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８年），考入甘肃省高等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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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毕业，因成绩优异，校方欲留作讲师，或保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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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国留学，而他决意振兴家乡教育，毅然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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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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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四年，宁远县劝学所成立，李任劝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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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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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朝、陈受畲、康达济、李克明、令曾兰
、王风吾、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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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昌等，筹办成立蓼阳两等小学堂，自任堂长，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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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崇公尚实，自立尽职＂的校训。从毕业生中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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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学兼优的李恭
、李俊彦 、汪廷栋保送到南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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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师范深造，为本校培训师资。由于汪廷栋在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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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师范时名列第二，学校声誉波及陇原，甘谷、

岷县、礼县、西和、漳县等县，学生纷纷慕名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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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杨汉功多次馈赠书籍，赋诗赞扬，请奖在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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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遍全县，调查规划教育，卒于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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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翼（１８７９—１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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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鹭洲，今麦积区
中滩乡四合村王家庄人，出身耕读世家。曾祖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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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概，为陇上名儒。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
年）甘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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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堂毕业。在秦州陇南中学堂（后改陇南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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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举义，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时任陇南初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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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宣传起义宗旨及目的，并带学生上街演讲，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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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从南京撤退时，王汝翼奉命回甘肃宣传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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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涕泣，愤而舍弃全部藏书，只身回兰。到兰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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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解放。由于为人正直，不愿与国民党当局同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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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故在兰州解放前夕，由共产党地下组织编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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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调查》中称王汝翼＂为甘肃知识界仅有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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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为兰州市人民政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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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铁桥加固工程委员会委员、兰州市政协副主
席、省政协常委等职。１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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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祖武（１８８０—１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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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述斋，今秦州区

人。幼时在家读经史，研医理，终成名医。民国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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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8)",( Æ9:'çÈCHL´aYî'¡ZRK
*XYtV,n'Z[\®tV¯]4 s^_«
县普济中医学校，培养了诸多中医人才。生平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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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À<ß>Æ=>F?É@8AñB*9F)
乡约请邻村青年到南河川、云山镇（属秦安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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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昌（１８８０—１９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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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德成，今秦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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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镇、太白庙、金家集（上
地今属清水县）等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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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宣传。同年，参与组建国民党天水县党部，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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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院院长、甘肃省政府赈济委员
、天水兴陇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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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董事长兼经理等职。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与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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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明等人创办培德女学、育德女学两所女子学校，

选为甘肃省第一届议会议员。其间力主革除旧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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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被刺事件，王汝翼即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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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提出＂穷究主犯＂议案，经议会通过，通电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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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天水女学之先声。委其胞妹杨韵轩在女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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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迁居七里墩，时年逾花甲，仍不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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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私学，免费吸收附近农村儿童，进行启蒙教

事。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出任塔城县县长，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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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抗日战争时期流亡天水）开办明德妇女学校，

信勾结省署企图逮捕王汝翼，被迫出走新疆。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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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王汝翼以新疆教育考察团团长身份，绕 专门招收家庭妇女进行扫盲教育，夜间还设立英
语补习班。杨继昌为人重德行，乐善好施，亦热心
´µ;¶·'1c¸¹·Ztº»ºb'¼½
x4 ´ W¯*cÃ'¡¢£¤'¥¦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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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任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旋被委兼任行政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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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与公益事业，为世人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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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建设计划委员会委员。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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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锦（１８８０—１９５１年）
安徽合肥人。清末

为新疆省教育界代表，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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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翼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参与筹办中国红十字

陆军讲武学堂毕业。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其兄张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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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事宜，招训爱国青年，分赴前线救护伤员。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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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任陇南镇守使，扩充军队至
Æ91ê@¸¹'º»ÿÏ )１万余人，分
¼½¯'A
１９２６

P8¯smk°' ±²è¯à'p³¯91î
建（孔是张的胞弟，继嗣舅父孔家，从姓孔）任甘肃
´ÿ'¯ÿµ¶4 ÷Ä)Æ$·Æ8)")"Ç
督军，孔为亲兵司令。民国八年至十五年（１９１９—

!"# !
－! ５７８－

! 物
"
人

驻陇南
! " #１４
!" 县，独霸—方，割据天水，人称＂陇南
$ % & ' ( ) % * + , - . / 01" 2

王＂。其间，设造币厂，大造铜圆，同时滥发纸币；大
345 67%89:;.<9=>.?@ABC:D<
开烟禁，种者收烟款，不种者收＂懒款＂，陇南一带
EFG.HIJFK.LHIJ
MNK4.O2(P
罂粟遍地，群众戏称＂万紫千红总是烟＂，通过以上
QRST.UVW0
M
XYZ[\]F4%^_`a
两途敛收大量钱物，这些钱物一方面用于个人挥
bcdJ<efg. hifg()jklm/n
霍及供养军队，另一方面用于兴办实业及社会公
opqrst. u()jklvwxypz{|
益事业。先后创办陇南机器局、和丰制革织毛有限
}~y w"2 
公司、天隆纺织厂、天水电灯局等工厂；整修街道，
|,;,- ;D.

原料、技术、产品、销售、运输等原因而停工。又修
-./01234Ü5-Åº6 õ
建畜力运转磨坊，因设计技术未能奏效，致速度太
¡7ËÜÇ89.Å8:/0;<=».>?@Ù
快而生火。欲重新改建，亦因资金不足失败。还在
AºÛB CÃ+z¡.ÏÅgLDËE F
磐安一带自行勘探煤矿，企图发展煤炭事业，因无
G;(PØ¿HIJK.LMBNJO~y.ÅP
矿藏，未能成功。民国二年（１９１３
®°.ÿR*S(
KQ.;<¯Î ±«Ê®¯&#&'年），任伏羌第一
高等小学教员、校长，创办金山镇高等小学，自任
ü- $%'T.wgSUü- .Øÿ
'V5'T WXYZþyÛ÷gS[/\(
校董兼校长。规定历届毕业生在秀金山每人栽一
].`©^_ §®`a.b¯ã ±«c®
柏树，以作纪念。经年既久，树木成林。民国九年

兴修公路，便利交通；资助办学，修建西医医院，加
v|.^Dw .¡¢££¤.¥
固藉河河堤。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国民军张维玺
¦§¨¨©5 ª«¬®¯!#$% ®°.«±s²³´
部进攻天水，孔繁锦军队一触即溃，四散逃窜，孔
µ¶·,-.¸¹ºst(»¼½.¾¿ÀÁ.¸

（１９２０
年），任教于兰州第一师范。民国十四年
ÿ$ld&S(£! ±«¬¾®
¯&#$* ®°.
（１９２５年），任伏羌县立中学首任校长，一时甘谷学
¯&#$( ®°.ÿR*$e# fÿ'T.(@ðñ

见大势已去，辗转逃往天津。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
Â<ÃÄÅ.ÆÇÀÈ,É ±«Ê¬¾®¯&#'(
年），失意的孔繁锦从天津返回天水，住坚家河车
®°.ËÌÍ¸¹ºÎ,ÉÏÐ,-%ÑÒÓ¨Ô
马店，和三姨太一起生活，依李子园少量私人林地
ÕÖ%×ØÙ(ÚÛÜ%ÝÞßàáeâ/ãT

（１９３４年），国民党第一师师长胡宗南驻防甘谷，以
¯&#'" ®°.«±lS(££Tmn#!oðñ.`
pqrÂ.s !"#$%&'"()Ttu.
厚礼求见，被拒。胡部甘谷特别党部书记长侯声，

收入过活。１９５１年秋病逝。
Jä_Ü &#(& ®åæç

以任事，愤而辞职。从此，不问外事，杜门学佛，曾
`ÿ~.º Î.Lj~. r .
被选为陇南佛教会常务委员。晚年童颜鹤发，洒脱
äO#${% ®B.
慈祥，直爽坦诚，人皆称为＂何佛爷＂。何精于书法，
=../0
1
*Ý *´lê.
字愈大，愈能入妙，乡人多以何书为吉祥物，故昔
é<.<ä.s/k`*ê=g.

#$%¯&))&è&#($ ®° 字书芝，号啸云，今
éêë%ìíî.ï
安履祥（１８８１—１９５２年）

Ûgähijü 'IVk ±«Ê¬×®
生升入省内外高等学校者众多。民国二十三年

向各机关发展势力，拉帮结派，恣意横行，何知难
vwxBNÃË.yz{|.}Ì~¿.*

甘谷县城孙家巷人。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
ðñ$òóÓô/ õö×¬®¯&#*"年），以秀才
®°.`÷ø
考入甘肃文高等学堂。毕业后，任庆阳中学教员、
ùäðúûü ý þy.ÿ!"# $%
¨&# '( )*+,ü-'( ðñ# $ 时寺庙庭堂其墨迹颇多。
@ ý6¡Vßk
河州中学校长、伏羌模范高小校长、甘谷中学教
+,-¯&))$è&#+$ ®° ¢£Ù¤/ ¥¦
% 8Ó.lÓ.(@/ß012I34¬/.
傅焕光（１８８２—１９７２年）江苏太仓人。菲律
员。后设家塾于家，一时送子弟来读者超百十人，
§< ¨ãÀ©þy ±«×¬(®¯&#"$ 年）
5J6Û. 78$9I:Z/ ;<=>?@
®°
兼收女生，前后受教育者达千人。安履祥淡泊名
宾大学森林管理科毕业。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
利，教学之余，潜心地方文史研究，于史籍则钩沉
.$ AB.CDT)ûEFG.lEHIJK
xyµ©ª7.
Ø«1¢üÎ~-qì¬
在农业部工作期间，自请来西北从事水土保持工
© 8xãµ. ®¯°¡,--qì¬x¬
LM. lNOIUPQR. lSTUVIWXY
辑要，于传闻则群采博访，于山川古迹则身临观
作。受农林部委配，承担筹建天水水土保持实验
Z [\]òû^_`a
\bcSdef
\Oaû^
察。著有《冀城文献拾遗》《朱圉山志略》《陇上文献

区。傅筹集经费，招聘人才，购置设备，勘测场地，
± ²°³§´.µ¶/ø.·¸8¹.Hº»T.

拾遗》《冀城金石拾遗》《啸云山房诗文抄》等。
_`f
\]ògh_`f
\íîSijûkf

l"®¼½¯ex¬±. ¡e#S-qì¬x
于当年正式成立实验区，并建立南山水土保持实
¬¾!±
A¶¿¿(ÀÁ-ì© ±«×¬
验示范区。之后进行了一系列水保工作。民国三十

李郁（１８８１—１９５５年）
&'¯&))&è&#(( ®° 字文卿，乳名耕莘，今
éûl.m@no.ï

清水县土门乡军里村人。１２
p-$qrsstu/ &$ 岁辍学从农，但读书之
vw Îx.y2êA
心不改，黎明前或隐身埂下，或隐身树后，待学生
DLz.{|7}~W.}~W. Û
路过，尾随去学馆听讲。为此，被祖父差人于途中
_.Å
 ./lc#
或学馆揪回，严加管教。但好学之心不改，仍于放
}
Ð.¥$ y ADLz.l

四年（１９４５年），赴美国研习水土保持，次年回国，
¾®¯&#"( ®°.ÂÃ«F¦-qì¬.Ä®Ð«.
调任中央林业实验区主持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
Åÿ#Æãyx¬±Ç¬© #È/±É«
成立后，在淮河流域、大别山一带一直从事水土保
¯e.Ê¨ËÌ<ÍS(P(Î~-qì
¬©
持工作。

#a 2.68.¼6.
牧中乘机上馆听读，其父遂受感动，即允其旁听，
`£ê. 6@  ¡¢Û
并授以医书，令其在放牧时背诵。后拜陶先生为

./0¯&))'è&#'& ®°
éÎÏ.ïÐÑ±
胡文炜（１８８３—１９３１
年）字彤亭，今麦积区
ÕÒÓUmÓÔ/ õöÊ¬c®¯&#*'年）中举，
®°#Õ.
马跑泉镇胡家庄人。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师，昼夜研习中医经典著作，实践先贤验方医案，
£.¤¥F¦#£§¨[©.xª«¬)£.
终成良医。李郁诊治精细，处方独特，简单而效果
®¯°£ Þ±²³´µ.¶)&·.¸¹º»¼
显著。他的行医理论∶＂余之重用小剂单方者，因其
½[ ¾Í¿£ÀÁÂ
1
BAÃk-Ä¹)I.Å6

Öþ×ÿð¢,ì$.z,¨$ ØÙ×
被拔优出任广西天保知县，后改天河知县。宣统三
年（１９１１年）辞归后，在家乡倡教兴学，经与士绅协
®¯&#&& ®°Ú.ÓsÛ$v .§(ÜÝÞ

药只两三味，性纯力猛，量凑其功；亦在于＇济世活
ÆÇb×È.ÉÊËÌ.eÍ6ÎDÏl
Ð
ÑÒÜ

¡$å.wÚæÓü- '."@æs )
建教室，办起东泉高等小学校，为当时东乡
８ US
镇第
(çü-
±«¾®
¯
&#&(
®°.ÿèðúhé
一所高小。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被任命为甘肃省泾
-ê.Åëìí»îËïð.sLÂÿ mûñ
原道尹，因憎恶官场权力争斗，拒不赴任。胡文炜

人＇之德，其方经济便宜，更易自采自制，最宜贫苦
/ÓAÔ.6)§ÑÕ.Ö×ØPØ.ÙÕÚÛ

SsAu±Ük Ý¿£#PÞßà.áà¯ø [
山乡之村民运用。＂行医中带徒颇多，且多成才。著
有《读书心得》《单方选奇》《经验小谈》《行医记例》
â2êDãf
\¹)äåf
\§¬-æf
\¿£çèf

等。尤其编撰《五保全书》手稿一部，广为同仁传阅
 é6êë\ìíêfîï(µ.ð?ñNò

kó
抄录。

ß.l±«Ê®¯&#&' ®°àáâga¤ãä.z
议，于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拆除渗金寺上院神像，改

生性刚直，不畏权贵。省烟酒总办贾缵绪大肆置地
ÛÉò.Lóîô hFõ\wö÷ö<ø¸T
建府，胡文炜投书揭其劣迹。贾缵绪惧，请时任陇
¡ù.mûñúêû6üV ö÷öý.«@ÿO
南镇守使的孔繁锦调和，让其子出面设宴赔礼，并
#UþÿÍ¸¹ºÅ.!6ß×j8"#q.

何鸿吉（１８８２—１９４８
()*¯&))$è&#") 年）字逵一，又字豫甫，
®° éô(.õéö÷.
ìøùS/.ïðñ$gSsúûu/ üýþ
号六白山人，今甘谷县金山乡椿树坪村人。北京优
ÿ£!¯¼üý£!< °þy Ït.8"@
级师范（即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返里后，受当时
xy#«$%&'.(ý)*+×w,;.Å
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与堂兄何新三创办织布厂，因

出资银元
×$% ２０００元。胡文炜将部分款用于办学，部
$*** % mûñ&µ'Kklw .µ

分用以资助本县在兰州及北京求学学生，自己分
'k`($d&püýr
Û. Ø)'
ûL* ±«Ê¬®¯&#'& ®°ÅæÅÒ
文不取。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因病去世。

! !"# !－
－５７９

123¯&))'è&#($ 年）
®° 字辅臣，回族，张家
é+,.Ð-.²Ó
马锡武（１８８３—１９５２

天水大辞典
!"#$%
川回族自治县张家川镇人。马元超的长子。青少年
!"#$%&'(!)*+ ,-./01+ 234
时期，在家读私塾、念经。辛亥革命后受孙中山三
5678(9:;<=>+ ?@ABCDEFGH
民主义的影响，投身于民主革命运动中。与胡景
IJK/LM7 NOPIJABQRFS TUV

获准后，即亲自组织筹建。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
¿ÀC7§$¢ÁõS IH4%"&/ 4

翼，杨虎城，邓宝珊，孙蔚如等人交谊颇深。北洋政
W<XYZ<[\]<E^_`*abcdS efg

4８' 月病逝。
ÈúÈS
ÎS %"$$年
员。１９６６
)*+%'')û%"-- 4 "#7þ'(!"
马德魁（１８８５—１９７７年）回族，今张家川回

府时期在吴佩孚部下任统领，驻甘肃省农垦局督
h568ijklmnop7 qrstuvwx

办、甘肃省保安副司令、甘肃省东路交通司令。民
y<rstz{|}~<rsta}~S I
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马锡武亲临故里张家川，主
 4!"#$ 47,'(!7J
办田径运动会。关心张家川地区的民族教育事业，
yQRS '(!/I#7

在他的倡导下，张家川镇办起小学堂。＂西安事变＂
8/m7'(!)yS ¡{¢£
发生后，马锡武立即给张学良、杨虎城发去＂拥护
¤¥C7,¦§¨'©<XYZ¤ª «¬
张、杨八大主张＂的电文。抗日战争时期，所管辖甘
'<X®J'£/¯°S ±²³´567µ¶·r
肃省保安骑兵团驻防西兰公路通渭公路沿线，负
st¸{¹º»q¼¡½¾¿¾ÀÁ7Â
责保卫抗战物资的运输。１９４９
２６ ²½ÉÊ
日兰州解
4 '月
È ($
Ã¸Ä±³ÅÆ/QÇS %"&" 年８
放后，杨得志司令员亲临马锡武家中，请他劝说马
ËC7XÌÍ}~Î,(F7ÏÐÑ,

建成，任学校董事会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õÂ7 n7Ã>S Fó*IôçÂ¦
后，被聘为甘肃省文史馆馆员，任过天水县政协委
C7@kärst°ÄÅÅÎ7nÆAB&gÇ÷

族自治县上磨乡沟口村人。曾在镇原县三岔镇等
#$%&°ÉyÊË*S Ì8)&HÍ)`
n{ÎÏ7TFômìÎÐÑÒÓÔS I
地任开学阿訇，与中共地下党员沈遐熙相识。民国
H4%"&% 47FôÕ¤÷ÐÑÒRÖB
三十年（１９４１年），中共陇东工委派沈遐熙到清水
&'(!VÝ{×ì/m¤Z7 §Ø§,ÙÚ
县张家川一带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即落脚马德魁

家。次年，马德魁加入中国共产党，和沈遐熙一道
(S w47,ÙÚÛÜFôì7çÐÑÒVÝ
经常深入贫苦农民家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
>¯dÜÞßuI(à70áì/±²âgã7
帮助有困难的群众。在他的积极配合下，发展了一
äåµæç/èéS 8/êëìum7¤×íV
îôìÎ7 ¢õíÖB&6Vïìðlûû
ûì
批共产党员，组建了清水县第一个党支部——党
(ÊðlS Fó*IôçÂ¦C7,ÙÚñnÖ
家沟支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德魁担任清
水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兼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B&I#ø÷ÎJn·&*IST|T>S
１９５３年７月后，先后任区工委常委、政协张家川回
%")/ 4 - ÈC7Cn¤÷¯÷<gÇ'(!"
族自治县第一、二、三届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民
#$%&6V<<Hò|Jó76Hòô*I

鸿逵驻宁夏部起义。马锡武受命后推荐甘肃省参
ÒÓqÔÕlKS ,DBCÖ×rstØ
议员郭福金带领谈判人员，以探望马震武为名，在
ÙÎÚÛÜÝpÞß*Î7àáâ,ãäå78
银川和各界人士商谈，劝说国民党军政要员起义，终
æ!çèé*êëÞ7ÐÑIìígîÎK7ï
于促使宁夏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
PðñÔÕçòÊËS Fó*Iôçõ¦C7F 代表大会代表。
õ®õ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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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7÷øùG
央人民政府委任马锡武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
李天煦（１８８６—１９２９
年） ü
字诉之，号赤峪山
eI#ø÷Î÷Î< rst*Igh÷Î`
*7þ.ÉZúûü~*S $ýþÿ!7"°
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等
人，今秦州区城南多嘉庄人。自幼聪明好学，诗文
ùS %")*年病故兰州。
4ú½ÉS
å#yS$'H4%",& 4F%&S'C()
职。１９５２
名扬乡里。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中秀才。随后转向
&'(

+''&û!"$$
4
üý_7þÿ!
"7D"*+S
0o-4%","年），邑人张世
47,*'胡汝翼（１８８４—１９６６ 年） 字进如，今麦积区 新学，接受新思想。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新阳乡胡家湾人。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
"#$U(%*S &'H(4!",' 年）甘肃优
4rs)
.8.É/y$%70n.É5ØÙÙÎS I
英在秦州试办自治，李任秦州临时参议会议员。民
国三年（１９１４年），受聘任私立亦渭小学校校长，以
*+,-S nP.É/`S 0o
H4%"%& 47Dkn:¦1¿77>7à
级师范学堂毕业。任教于秦州高等小学堂。宣统二
4!"!, 4ç"#1*ê2å3y"#4`
23~4£Z7576ß778%S I
年（１９１０
年）和新阳地方人士联名创办新阳初等小 ＂整齐庄敬＂作校训，艰苦创业，专心治教。民国十
S
I54

!"!4nt¦65+,778S
4%".$ 471¿7¿
9,7£:÷S I
学。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任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校长。 五年（１９２６
年），亦渭小学校获＂模范学校＂称号。民
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在李天煦的倡导和推动下，扩
I4!".% 49½É7nt:;
54%".- 4780;</çÖRm7=
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年）调兰州，任省教育厅社会教育

推广处处长，并被天水选区选为国会议员。民国十
Ö<==>7?@ABCCäÙÎS I

六年（１９２７
年），天水发生驻军欲占第六师范学校
54%".- 47AB¤¥qíDE65+,7
附属小学校址事件，王承舜为此被诬陷，官司打到
FG7HI7JKLäM@NO7P}QR
tST7UUWVWXYZ[7äJ\]^VW_
省法院，胡汝翼一面出庭作证，为王辩白；一面敦
Ï;*ê`Fab7 Jc@dS Ie4
请社会人士从中周旋，王始被释。民国十九年

小学为初中，成立天水县私立亦渭初级中学，当年
ä4F7Â¦;B&:¦1¿4>F7t4
招生
?¥ ２１人，学制和课程均依省立初中规定，是为
.% *7¦ç¹@ABt¦4FCD7Eä

甘肃省民国年间创立的第一所私立中学。民国十
rstI4F7¦/6Vµ:¦FS I
4%"." 年），李天煦因操劳过度，饥病交加，卒
470;<pGHÆI7JúaÛ7K
八年（１９２９
P(FS Lµ MNÑOPQ
N°<MRSTQ
于家中。著有《论说偶存》（论文集）、《雕虫小草》

%"/, 47
Dqf&/Ií"g6h++>
（１９３０
年），受驻岷县的国民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
i®jk7 Xnl&mno¶S pqrstwu
鲁大昌聘，出任漳县盐税总管。因不愿同当局合
v7w4xù"yS IV4%"/. 47¤
流，次年辞职回乡。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年），发起
?Jz{þ"#y|}`U(®~(<
并主持开通今新阳乡境内从胡家大庄至温家集、

"°<MøùG*UVQ
M;ByªWQS
（诗文集）、《赤峪山人书信集》《天水乡土教材》。

a(<U(`/¿ û
周家湾、胡家湾等村的引渭灌渠—通惠渠（俗称黄
渠）。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
２０００
47XWÆ .,,,
S I4%"// 年），又出面集资

]T0^<~Ì½<0_ÿ<0_`<abc`
返里与李骏业、令曾兰、李克明、李克昌
、康达济等
?nS I4
*7yd#e`7
人创办蓼
阳两等小学堂，并任教习。民国二年

元，派人到太原学习现代纺织技术。接着，引进日
-7*RS 7ý²
本大田株式会社产织机
®;１０%,台、织棉毯铁机
<  ¡３/台，
7

（１９１３年），任宁远县劝学所长。民国七年（１９１８
%"%/ 47 nÔf&Ðµ>S Ig4%"%'
年），捐献耕地２
亩，创办山丹小学校。民国八年
47hij . k77yGZ7S
I4
（１９１９
年），极力倡导，开说利害，得义仓经理人令
%"%" 47ël7{Ñmn7ÌKo>p*~

¢£¤¥¦§¨©7 {|}ªª©
又组织木工仿制脚踏式纺机，开境内土纺土织机

./0%''$û%"&, 4 字敬五，号睡佛，今
ü4 7÷XY7þ
车贯朝（１８８６—１９４０年）
G&GZy[(!*S $'H4%",$ 47
武山县山丹乡车家川人。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

入甘肃省文高等学堂。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毕业后，
Ürst°/`S 0o4%"%, 4\C7

曾兰等赞助兴修水利。集石匠多人悬空劈岩，历时
械改革先河。后被县政府聘为督学，常骑上毛驴到
«¬A®S C@&ghkäx7¯¹°±²R
Ì½`qårsBmS tuû*vwxy7z5
u7³´7 µ5¶·ù¸¹S IH4
%. 47ïsÂe{<ú{7 .,,,
<
农村学校视察，有时还兼职讲课。民国三十年
１２年，终修成北顺、南顺二渠，引灌
２０００ |kS
余亩。广
%"&% 47Ù8"#ºy+,77pH#!
}TGZöF7µ~ÊVÝ77*
（１９４１年），倡议在新阳设乡村师范学校，因三阳川
武坡与山丹之间，原有涧沟一道，宽十数米，行人
申办乡村师范学校未果，遂改申办新阳农业学校。
»yy+,7¼½7¾¬»y"#u7S

qS [p7s ÖP £7¦Ê
通行不便。车倡导监理，修＂清官桥＂，立柱沟栏覆

! !"# !
－５８０－

"
人! 物

以青瓦，从此堑壑变通途。一生乐善好施，晚年常
!"#$%&'()*+, -./0123456

军官在西安开会为名，将＂西策会＂主要成员诱骗
()¸fh|n7ccfbndp±


为邻里免费施药治病，逝世后乡亲树碑纪念。
789:;2<=>$?@ABCDEFG,
李俩（１８８６—１９４８年）今甘谷县城南街人。
#! H!""#I!$%" 5J KLMNOPQRS
光绪末年甘肃文高等学堂毕业。民国元年（１９１２
TUV5LWXYZ[\]^S _`a5H!$!&
年）夏，任甘肃东西路省视学
、教育厅会计主任，后
5JbcdLWefghi[jklmnopdcA
调任省立兰州第一中学校长兼甘肃省教育会会
qdhrstu-v[wxyLWhklnn
xS _`z5H'$&! 5J${|}~HKfJ7
长。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年），由额济纳区（今河西）选为

至西安，于３月８日将程海寰、杜汉三、聂青田、尹克
>fhcÎ , H " RjWXjj ½
强、严子夏、王友仁等逮捕。５
月１７日，被敌人杀害。
¡jstbjùuvZ¢£S- H
'* Rc¤R¥¦S
张曦（１８８７—１９７０年）
)*H'""*#'$*/ 5J 字晴麓，号云石，今秦
Ý§¨cà©ªcK$

国会众议院议员。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年），任冯玉祥
`n S _`5H!$&( 5Jcd

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社会教育科科长。民国十五年
fnklxS _`5
（１９２６
年），再任兰州一中校长兼兰州女师校长，甘
'$&) 5J$dst-vwxystwxcL
肃教育厅第一科科长并代行厅长职务。民国十六
Wklmu-xmxS _`

tf<RS.Î_«S¬®a5H'$/$ 5J¯°
州区西关人。生于北京。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己酉

恩科拔贡，授刑部主事。民国成立后归里，与姚均
±²³c´µ/pBS _` rA¶9cö·¸
¸e<¹éº»k¼S _`G5H'$'-年），入江
5Jc5½
在东关十方堂设塾教徒。民国四年（１９１５
¾hu¦¿[wÀu¦/[Ác¤5ê^S _
苏省第二师范学校本科第二部学习，次年毕业。民
`5H'$'* 5JÂc?AdLèhru-v[jh
国六年（１９１７年）始，先后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省
ru-¿[w`Xk c=[sÃcÄRÅc
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治学严谨，诲人不倦，

#$%H'""*I'$,- 5J 字兴伯，号渭樵，今
ÝÞßcàáâcK
李蔚起（１８８７—１９３５年）

深受学生爱戴。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年），任省立第三
ÆÇ[.ÈÉS _`5H'$&( 5Jcdhru
中学（今天水一中前身）校长。次年，＂五卅＂惨案发
Ë
ÌdÍÎ«
v[HK[\-v`ÊJwxS ¤5c
.AcÏ°[.¨QÉcÐÑÒRÓS _`
生后，鼓动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抵制日货。民国十
5JcqdLè[`XÔÕpdjX
5H'$&) 年），调任甘肃学院国文专修科主任、文
五年（１９２６
学系主任。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pdS _`5H'$()年），甘肃学院升格
5JcLè[Ö×
为兰州大学，张曦任文理学院一级国文教授，对训
7stØ[c÷ÙdXÚ[-Û`Xk´cÜÝ
诂、声韵诸学研究精到。后因车祸受伤留天水家
Þj ßàá[ÑÒâãS AäåæÇçè[\æ
中。１９５０
年，将祖产院落三处捐赠给天水市人民政
vS '$-/ 5cé7êëìí[\îR_¢
ÌS '$-, 5c¤ï7LèhXðññ S òd[\
府。１９５３年，被聘为甘肃省文史馆馆员。历任天水
îu-ó>óR_¶n¶c uó[\
市第一届至六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第三届天水
îR_¢ÌÍ c¢ô[\îu-óÍ n6Íc
市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天水市第一届委员会常委，

LMNãÞäåæçRS LèXYZ[éê^S _
甘谷县新兴镇蔡家寺人。甘肃文高等学堂毕业。民

第二、三届副主席，民革甘肃省第二、三届委员会
u¦jó3põc_öLèhu¦jóÍ n

`¦5H'$', 5J7ëìNru-YZí[îdw
国二年（１９１３年）为伏羌县立第一高等小学首任校

juópd
Í c_ö[\îu-óÍ nÍ 、第三届主任
委员，民革天水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年（１９２７年），出任成县县长，有政绩。次年返兰，任
5'$&* 5Jcd NNxc¡¢£S ¤5¥scd
-vj vZw`XkS _`¦-5'$+&
一中、五中等校国文教师。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

年），兰州市中等以上七校教职员工发起索薪运
5Jc st§vZ!¨©wk ª«¬®¯

动，要求教育经费独立，被选为代表之一。在财政
°c±²kl³;´rcµ7¶·-S ¸¹¢
厅质问谭克敏时，谭以茶杯击李，引起省垣各校学
mº»¼½¾¿c¼!ÀÁÂÃcÄ¬hÅÆw[
.ÇÈÉ, _`¦5H'$,)年），任甘肃省会
5JcdLWhn
生示威游行。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救济院院长、宁夏省政府委员。民国三十七年
Ê}xj Ëbh¢ÌÍ , _`©5
H'$(" 5J>?ÎÏÐ,
45ÑÒÓ[cÔÕÖX×
（１９４８
年）病逝于银川。晚年研究佛学，其所撰文多
ØÎÙÓ[ÚÛÜ,
见于《佛学集志》。

xcïdëìNð[Õð[ñòS A7Lèh
长，继任伏羌县劝学所劝学总董。后选为甘肃省议

Í S Ö¡Ù[\÷¹¢B)ÒÜ
Ùøùúöûüö
委员。撰有《天水地方政事官制》《陈养源与辛亥革
n cdLè¢óôôxcõvNNxS ö÷øj
ýÜZ×þXðS ævÿ!"#c'$), 5$
会议员，任甘肃政报局局长，榆中县县长。与张维、
命》等多篇文史资料。家中藏书丰富，１９６３年将所
ùúûüý
Ù
LèRþÛÜc_`5
H
'$.)
5J
ÿ%&!ñÿ
Ù'!Ú Ü()*+/ë,í[
王竹铭纂辑《甘肃人物志》，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 年） 藏商务印书馆版《图书集成》数千册全部捐献给天

ÿS ¥9A!Ñ"[S
出版。返里后攻研医学。

\îX-ñS
水市文化馆。

杜汉三（１８８７—１９４９
年）今秦州区人。民国
&'(H'""*#'$($ 5J
K$tRS _`
三年（１９１４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年，任
5H'$'( 5Jê^Î%&'(()[wS *5cd

魏鸿发（１８８７—１９８２年）
+,-H'""*.'$"& 5J 字绍武，今甘谷县
ÝMcKLMN
新兴镇魏家村人。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ãÞä/æ0RS ®a5H'$/$年），保定陆军速
5Jc%&'(1

国民军第二军驻陕司令部邓宝珊副官长。民国十
`_(u¦(+,-./0123)xS _`
5H'$.* 5J45v`678S A9:;8<=S
六年（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失去党关系。

成学堂毕业，任甘肃省陆军一标一营书记长。辛亥
[éê^cdLèh'(-2-A!3xS ûü
öýAcô456«°$t¬c rLè7¿(
革命后，协助黄钺发动秦州起义，成立甘肃临时军
¢Ìcd89:-./-ZN;)S ãstAcd
政府，任招讨使司令部一等参谋官。到兰州后，任
()[wwxc<(ñk=)S _`G5H'$'军官学校校长，振武军总教练官。民国四年（１９１５
5Jcd>eä?:ämvwN;S _`@5H'$&/
年），任陇东镇守使镇署中校参谋。民国九年（１９２０

_`¦-5>¦©5H'$,.#'$,"年），先后
5Jc?A
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１９３２—１９３８
dã-(@AAxj(BkCDDxjE-F
任新一军特务营营长
、军事教导队队长、十旅一团

团长。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
月，在兰州由吴鸿
FxS _`G5H'$(-年）５
5J- Hc¸st{IJ
KjùkLMN4Ov`_p*PS QRSTU
宾、王教五介绍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抗日战争胜
利后，杜汉三离兰州回天水。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
VAcWXYstZ[\S _`5H'$(*
5J {]^LM¤45678S _`©5
年）由葛曼介绍再次加入共产党。民国三十七年

5Jcdã(®AjmN;xyhÅBC-.S _
年），任新军统领、都署参谋长兼省垣卫戍司令。民
国十四年（１９２５年），被选为代表，赴京参加段祺瑞
`G5H'$&- 5Jc¤7¶cD«N4EFG

N4f_`a*Pb°Í nS
H'$(" 5J$
（１９４８
年）９Hc
月，参加西北前进同盟策动委员会。

混成旅旅长。不久任甘肃道尹，建立救恤院，整修
H EExS IdLèJ cjrÊKcLÕ

＂西策会＂利用胡宗南在西安扩建西安绥靖公署新
c
fbndVefgP¸fhijfhklmã

街道，植树绿化，选择空地，开辟新民公园；改新教
QJcMNO-cPQ÷c|ã_RSTãk
育，购置新学课本，废除读经；并招收幼童，组成正
lcUVã[WÀcXYZ³[8\]^c_ `
俗剧社，建立民众教育馆；开办知群书店、民生工
abcjr_klñ[|cd!ej_.ª

编第一旅和第二旅的机会，通过严子夏、王友仁等
nu-Eou¦Epqnc*rstbjùuvZ
关系打入其内部，在凤翔部队召开会议准备于
<=w5Ôx/c ¸yz/D{|n}~Î

{|p0AnS *5 １１月，任甘肃省陆军第一
'' HcdLèh'(u召开的善后会议。同年

１９４９
'$($ 年３
5 ,月从陕西武功、兴平起义，再将部队拉至
H%,fjÞ¬c/D>
jNj Nj-|ÐjLj,ÉÂc
两当、徽县、成县、武都一带开辟川、甘、陕游击区，
(,ff_Æhc yzn
配合解放军解放陕西及西北各省，不料凤翔会议

厂，创建农业试验场及苗圃；还设因利局，以利贫
fcgjh^ijklm[nºäVôc!Vo

的资料落入敌手，胡宗南便以召集新一旅、新二旅
p5cfgP!{Úã-Ejã¦E

玉祥部总司令部参事。同年冬，任省道管理处处
/ñ-./NBS *5zc dhJ{Úêê

民小本贷款；设贫民免费就诊处，指定记账配方药
_íÀpqSºo_:;rsêct&3u¹<
vc{NÌwqxyS _`5H'$&* 5Jcd
铺，由县府罚款拨支。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任冯

!"# !－
－! ５８１

天水大辞典
!"#$%

长，成立觉民学社，并兼社长，招收艺徒，选聘著名
!"#$%&'(")*(!+,-./+0123
秦腔演员
、乐师及京剧著名武功教练、演员执教，
456789:;<=23>?@A867B@"
为甘肃省培养了一批优秀演员。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
CDEFGHIJKLM67N &OPQRS!"#$
年），任宁夏省政府委员
、建设厅长 ，后兼财政厅
RT+UVWFXYZ7[\]^!"_*`X^
长。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马鸿逵继任宁夏主席，
!N &OaPRS%"&% RT"bcdeUVWfg+
任魏为省道管理处处长，马骄横专断，魏托病就
UhCFijkll!+ bmnop+ hqrs

合作期间，加入国民党，并与王承舜等负责天水党
º®»Õ+åæO&¼+)s½¾¿ ÀÁð·¼
务。大革命失败后，为驻军搜捕，幸而逃脱。３７
岁中
ÀÂýþÃÄ_+CÅ£Æ+ÇÈÉÊ&* Ë¯
年之时考入上海人文艺术大学西画系，更名范沁。
RÌ°ÍæáÎ±´.ÏÂ'?²Ð+Ñ3©«
在上海艺大期间，课余考证秦腔脸谱，所绘脸谱受
áÎ.Â»Õ+ÒÓÍÔ45ÕÖ+×ÕÖM
到京剧大师梅兰芳青睐。如马武、方腊等花面脸谱
N<=Â:Ø~ÙÚÛ Üb>8£Ý ÞßÕÖ

tN &OaPuRS%"&'年）离宁，寓居北平。民国
RTvV+wxyzN &O
医。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

年），范沁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代表作为裸妇油
RT+©«2½a3ª#æ´+çá®Cèéê
画。关良校长在毕业庆典上称赞道∶＂偏僻落后的
² ëì!´Ôíáîïið
ô
ñòó_ª

aPQRS%"&$ RT+{|}~+X+
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携眷返兰，退出政界，在世界

红十字会兰州分会从事当地慈善事业，创办慈育
P ~+ 
小学，兼任校长。继又创办难民收容所
、难民习艺
'+*U! e&-8&.
工厂、贫民施诊所等，为当地贫民和日军侵占区流
8& +C&¡¢£¤¥¦§
亡来兰的难民做嘉惠工作。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
¨©~ª&«¬® %"(" R¯°±&²¡
O#$_+³1CDEF´µ¶·¸¸7+¯O±
国成立后，被聘为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人

曾发表于当时的《故宫月刊》。民国士八年（１９２９
àbáR°ª âãÿä &OPåRS%"#"

西北甘肃，竟有如范君者，实在难得。＂民国二十五
?yDE+ôÜ©õö+÷\ ø&OaPø
年（１９３６年），任天水中学校长。次年，兼天水女子
RS%"&+ RT+Uð·¯'! ¹R+*ð·ùf
师范校长，教授美术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úûÏÒ ¯°±&²¡O#$_+
范任甘肃文史馆馆员。应省文化厅之邀，指导并协
©UDE´µ¸¸7 6F´ü^Ì+ý0)º
助甘肃秦腔名老艺人耿忠必整理了甘肃第一部秦
þDE453ÿ.±!"#$kIDE½Jz4
腔脸谱，引起全国戏剧界的重视，并为苏联赠送复
5ÕÖ+%ë&O'=ª()+)C*+,à-

&X¹º»¼DEF½u¾Z7Z7[ ¿À
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常务
制品。１９５２年，参加陇东土改，深感农民群众诚恳、
Z7N
./ %"'# R+èåõ012+&34&56788
委员。

张澍（１８８８—１９２４年）
&'S%$$$Á%"#( RT 字雨僧，今武山县城
ÂÃ+Ä>ÅÆÇ
北韦家庄人。出身书香门第。祖籍福建漳州，清嘉
yÈÉÊ±N ËÌÍÎ½N ÏÐÑ\Ò+Ó¬
庆年间迁来武山。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ÔRÕÖ©>ÅN Ó×ØÙPJRS%")'年），就学
RT+s'
DEÚ£'ÛN ÜÝÞRS%")" 年）保送上武昌
RTßàá>â
甘肃陆军小学堂。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Ú£½Ù¯'+ÜÝÙRã äR+åæäç+
陆军第三中学，宣统三年毕业。同年，加入同盟会，
参加辛亥武昌起义，抱病战斗
２１天。在武昌新军
èåéê>âëì+írîï #%
ð >âñ£
¯+òó
ô
4õö÷ºø+ìù£ú+ûüýþ &
中，组织＂秦陇晋豫协会＂，义捐军饷，支援革命。民
OÞRS%"%# 年）９
RT" ÿ+eæß!£"'#$%
国元年（１９１２
月，继入保定军官学校步兵科

朴实、处理事情清白彻底，遂作彩墨国画《清白
9÷8 lkpÓ:;<+ =®>?O² Ó:
图》。以大白菜两棵，配以柿子、荸荠，题云∶＂粗根
@ 2Â:ABC+D2Ef8FG+HIð
ô
JK
大叶，质灵无华，事事清白，应效农家。＂以示钦崇
ÂL+MNO°+Ó:+6P4É ø2QRS
ÌT+àèå&O½J¾O²UV
之意，曾参加全国第一届国画展览。
*+,S%$$"Á%"+* RT 字康侯，今秦州区
WX+Ä4¦
赵宗晋（１８８９—１９６７年）
± Y¯Z[' &OaRS%"%& RT+æÓ°\
人。自幼聪慧好学。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入清华高
' &OåRS%"%" RT]^<Ëøu`+à
校学习。民国八年（１９１９年）积极投身五四运动，曾
_°³£Jë` ２００
#)) Ó3'ªÌJ
&OPR
是当时被军阀关押
余名学生之一。民国十年

&' &OuRS%"%' RT+DE(£)*\ñ£
S%"#% RT+Ó°´_+æûOWabÂ'+c\
深造。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在甘肃督军张广建新军
（１９２１年），清华毕业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取得
¯®+£" &O,RS%"%* RT+:-./0
'd'e È_fg°Â'¡hijkÂ'&
中作见习军官。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在师仲吾领导
学士学位。而后在依阿华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深
下，以保定同学为核心，响应护法革命，组织临洮
1+2ß!ä'C34+5678ýþ+òó9:
'+c\ld8md'e &OPøRS%"#+ RT+'
造，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学

起义。事泄，投奔陕西郭坚，在西北边防军中任营
ëì ;+<=>?@A+?yBC£¯UD

长、团长，参加陕西靖国军的创立。民国七年（１９１８
!8E!+èå>?FO£ª$ &OQRS%"%$
RT+GHyI£JKLFO£ªîï¯+MN
年），在反击北洋军阀围攻靖国军的战斗中，受到

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的赏识。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
FO£OPQRSUªTU &OPJRS%"##
RT+)VUFO£½ÙW£èX!SYZÇCP
年），张澍任靖国军第三路军参谋长（杨虎城为司

令），探得甘肃督军陆洪涛从北京接运北洋军阀拨
QT+[\DE(£Ú]^y<_`yI£Ja
发的新式步枪千支、子弹
万发，从河南观音堂
bªñc#deû8fg ６０
+) hb+ijklÛ
&# 辆马车起运的情报，即与杨虎城谋划，在陕
nboë`ªpq+rsYZÇXt+>
用m３２
?uvwxy
&OPaRS%"#&年），杨虎城部因
RT+YZÇz{
西铁佛寺截获。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
陕甘军阀围攻转移，张澍受命去北京潜伏活动，印
>D£JKL|}+)VMþ~y<+
册揭露甘肃军阀恶迹。在北京西河沿旅店被捕解
 DE£J y<?i³

成回国。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在省立天水中学任
#nO &OP,RS%"#* RT+F$ð·¯'U
教。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任天水师范校长。因受
@ &OPQRS%"#$ RT+Uð·:©! {M
排挤，离开天水去西安中山大学任教。民国二十一
op+vqð·~?r¯ÅÂ'U@ &OaPJ
年（１９２２年），返回甘肃，任甘肃学院教授，兼任《甘
RS%"## RT+}nDE+UDE's@ú+*UD
E&O°q(! &OaPQRS%"&$年），应省
RT+6F
肃民国时报》社长。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
XYfgtuìÌ+UvwÆÆ!+xy·z+
政府主席朱绍良之邀，任金塔县县长，兴修水利，
{0|}+Xæ &OÙPRS%"(% RT+nNð
倡导种棉，有政绩。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回到天
·+ ~_U$n&¯'@:8 ð·:©
水，先后任私立回民知行中学教师、天水师范校
!8ð·Æè¼¼! %"(" 年
R $８月天水解放后，
ÿð·_+
长、天水县参议会议长。１９４９
àUð·:©8ð·Ù¯@:+&çð·Z7
曾任天水师范、天水三中教师，民盟天水市委员会
委员，天水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
Z7+ð·±&çá8XºZ7

à~ ¯JR+¯aP+
送兰州。狱中一年，留有《狱中杂咏二十首》，慷慨

-./S%$")Á%"'% RT 名青，秦州区人，祖
3Ú+4¦±+Ï
汪剑平（１８９０—１９５１年）

悲壮。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年）春，以＂邀约外军，劫夺
ô
£+
 &OPÙRS%"#( RT+2
军火，危害地方＂的罪名被杀害。
£ +¡¢£øª¤3³¥¢
范沁（１８８９—１９５４年）
()S%$$"Á%"'( RT 字柳樵，原名范生春，
¦§+¨3©ª+
今秦州区人。范沁天资聪颖，幼时即爱习画。民国
Ä4¦± ©«ð¬®+¯°r±² &O
³´RDEF:©'Ûµ%+_~8F¶8
初毕业于甘肃省师范学堂本科，后在兰州、靖远、
ð· @® &OPÙR¸P,R
天水等地从事教育工作。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

籍浙江吴兴。父汪兰，长于刑名之学。光绪年间流
Ð x ~+!R3Ì' ×ØRÕ§

S%"#(Á%"#* RTUð·Æ@! ½J¹O²
（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任天水县教育会长。第一次国共

寓甘肃，受聘为秦州知州张珩幕僚，掌刑案，遂定
wDE+M1C4)++=!
居秦州。汪剑平幼承家训，敏于思考，过目成诵，博
x4 z¯¾É+RÍ+#+

览经史，亦长刑名之学。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１月，
Vµ+!3Ì' &OÞRS%"%# RT% ÿ+
56>âëì+b4ëì+zM1U
黄钺响应武昌起义，发动秦州起义，汪剑平受聘任
£XYOÀl 4DE9°£XYc_+
职军政府总务处。秦州甘肃临时军政府取消后，汪
z~~¡UÅ f Âiq ¡
剑平便去兰州和任丹山等主编《大河报》《边声

! !"# !
－５８２－

"
人! 物

报》，抨击时弊，对当时甘肃总督张广建任用亲信、
!"#$%&'()*&+,-./0123456
聚敛民财的劣迹也时有揭露。张许以靖远县知事
789:;<=>&?@AB /CDEFGHI
咨议收买，汪断然拒绝而去北京。在京撰文揭露张
JKLM(NOPQRSTUVB WVXY@A/
广建的劣迹。张闻讯即电北京警察总监，对汪等以
01;<=B /Z[\]UV^_-`()NaD
诬陷罪名逮捕入狱。监押４个多月获释。出狱后即
bcdefghij `k ! lmnopj qir\
去上海，与甘肃国会议员王庚山等参加上海讨袁
Tst( u+,vwKxyz{a|}st~
运动。民国五年（１９１６
j 9v"#"$ 年），汪剑平应邀去北京办
 (NTUV
报，同时被推选为国会议员甘肃代表。民国十六年
!(&vwKx+,j 9v

（１９２７年），经共产党人李大钊介绍，汪剑平去武汉
"#%&  ((NT
与王励斋联系，参加北伐战争。冯、阎、蒋之战爆
uy ¡¢£(|}U¤¥¦j §6¨6©ª¥«
发，豫军樊钟秀在南阳倒戈反蒋，慕汪之为人，聘
¬(®¯°±W²³´µ¶©(·Nª(¸
为财政处长，同守许昌。樊被蒋炸死后，由邓宝珊
:¹º»(¼C½j ¯©¾¿r!"#$%
继任司令，仍留汪任原职。倒蒋战争冯军失利，邓
&'()!*+,'-./ 01234567!8
宝珊去上海，汪遂去北京，不久移居西安。民国二
$%9:;!,<9=>?@ABCDE/ FGH

十一年（１９３２
IJKL!"#$ 年），应邓宝珊之约，受任甘肃省政府
KMNO8PÀªÁ#Â2+,Ã¹Ä
参议。抗战胜利后，对当局假和平真内战的政策极
|Kj Å¥ÆÇr#)*ÈÉÊËÌ¥;¹ÍÎ
为不满，与杜斌丞等参加民盟在西北的组建事宜。
ÏÐ#uÑÒÓa|}9ÔWÕU;Ö1I×j
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9vØ"#!$年），加入民主同盟。民国三十
Ù(}h9ÚÔj 9vØ
Û"#!' Ù# n(ÊxÑØ6ÜÝÞß
七年（１９４８年）９
月，和共产党员杜汉三、聂青田、
ÔxàtáÖâÕUãäÔÍåxw(
盟员程海寰共同组织西北前进同盟策动委员会，
æIv9çè;Í¶éêëì(N2Úí(îï(
从事国民党部队的策反起义工作，汪任主席，接着，

视学（督学）。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任省财政厅秘
¬n.n j 9v"#%$  (2Ã:¹«

书兼编辑主任，主编《财政月刊》。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
®ª¯°Ú2(Ú¯7:¹n±<j 9v"#%#
年），受命携带大批银元赴陇南各县施赈。次年施
 (Â²³´µuv¶M²·Gø¸j ¹ø
赈将结束时，马廷贤部回军进占陇南，便将余款
¸º»¼&( ½¾¿çÀ®äÁM²( ÂºÃÄ
５０００元暗埋老家厕所，与随员迅速返兰。回军进村
())) vÅÆÇFÈ^(uÉxÊË¨4j À®äG
后，挨户掘地，搜掠—一空，他以此款被劫上报销案。
r(ÌÍÎc(ÏÐ.Ñ(&DÒÄÓs!ÔÕj
家人出粪时无意中挖出银元，杨即如数交公，省府
FqÖ&m×[Øquv(Ù\ÚÛe(ÃÄ
以＂廉洁可风＂传令嘉奖。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
年），
D
ð
ÜÝOÞñßàáâj 9v"Ø"#*!
 (

被委任为海原税务局局长。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å2tãäåÈÈ»j 9v""#*$
年），任天水专员公署财政科长。当年秋季，被聘任
 (2æçèxeé:¹ê»j *yë(¸2
甘肃学院总务长兼高中部语文教员。民国二十九
+,nì-å»ªí[çîYrxj 9v"H
年（１９４０年），毅然返里，发起募捐，筹集资金与其
"#!)  (ïP¨ð(¬éñt(òòóxu%
ôÙõæ1{[nj ì7{[nö÷<j 9v
弟杨承天创建武山中学。作《武山中学校歌》。民国
 * n(Gø&|KwK»j
ØØ"#!!年）３
三十三年（１９４４
月，选为县临时参议会议长。
仍坚持为中学义务授课，深受学生爱戴。中华人民
ùúû[nêåüý(þÂniÿ!j [§9
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
Êvz©r("2+,Ã9¹ÄY#$$xj
著有《春明堂诗集》《知不足斋诗集》。
6?7%&';ò<
7HÏ(¡;ò<j
温廷杰（１８９３—１９３５
年） 字仲兴，今麦积区
)*+"'#*="#*( 
>)C(@*+
B³o,Fòj 9v""#%*  hg3U
新阳乡温家集人。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年）毕业于北
V gè nöj n-&./¥Cé("
京农业专门学校。学习时正值五四运动兴起，曾被
ni(01.&j hgr2Ã gnör
学生推为代表，声震一时。毕业后任省农业学校教

＂西策会＂集合西安，具体实施策划胡宗南部王友
ð
ÕÍwñòóÕô#õö÷øÍùúû²çyü

务主任。次年冬弃文从武，往河南投邓宝珊部国民
åÚ2j ¹23Yæ(4²L56Àçv9

ý6þÿ!"#$%&çèéêëìj '()S*
仁、严子复二团及其他部队起义工作。因泄密而失

®j 78É9U¤(RrWUÃ¹Ä$`_ì2
军。期间随邓北伐，先后在河北省政府及监察院任

+j "#() 年，汪剑平被选为政协甘肃省第一届委
( N¹,+,Ã-./å
败。１９５０

职，但不久皆辞。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
U(:Ï;<=j 9v"."#*%年），为陕军
 (Y®

x(+,9Ô0çÚ2j "#(" 12345j 6?
员，甘肃民盟分部主任。１９５１年病逝于兰州。著有

驻天水警备师幕僚，未几任成县县长。民国二十二
>æç^?@AB(CD2zGG»j 9v""

789:;<j
《轮虱室诗》。

年（１９３３
年）邓宝珊的新编陆军第一军成立后，任
"#** 
96À;B¯E®-.®z©r(2

谢绍安（１８９０—１９５６
年） >?¡(@+AG
字静斋，今甘谷县
#$%"'#)="#($ 
新兴镇谢家村人。九岁丧父，民国五年（１９１６
BCDEFGj HIJK(9v"#"$ 年）投
 L
陇东谢可之部下当兵，先后任连长、营长
、团长等
MNEOªçP*Q(Rr2S»6T»6#»a

特税局局长。同年去世。
HäÈÈ»j TIj

职。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年）在陈珪璋部任旅长。民国
Uj9vH"#*)  WVQWç2X»j9v
"."#*%  (WÊY®)Zì¥[(çP\
二十一年（１９３２年），在和陕军对垒作战中，部下哗
](Y®^_(`abÞ(DCcdefIg
变，为陕军所败，只身归田，以兴办地方公益事业
hijkj EDlamn(Fopq(rsÏC(
为毕生追求。谢以自身无学，家乡贫困，教育不兴，
tuv１０００
"))) 元，为谢家村办学基金，于民国二十
v(EFGnwx(39v"
捐银元
Û"#*'  y(1zEFG{|}nj 9v"
七年（１９３８年）秋，建成谢家村初级小学。民国二十

军部秘书。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春，改任夏河县
®ç®j 9v"¥"#*(  %(F2GG
李子高（１８９３—１９８０年）今秦州区人。早年
,-."'#*="#') 
@J5+j K

潜心苦读《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
LMNO 7Ì<
7PQR<
7xSTU< aV6
ìj W»Ì()[Þ6PQ6X1aYZ%[\j
作。擅长内经，对中风、伤寒、肝病等症尤其精通。
%) I]４０年代成为天水名医。对患者不论贫富一
!) zæçe^j )_`ÏRpa.
２０世纪
¬ý(øbcó(dpmÚj [§9Êvz
视同仁，施舍药资，济贫无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r(RrWæçe¢óf^6¢ó^ì69^
立后，先后在天水市联合诊所，联合医院、人民医
ìëìj
"2Ú2[^@6æçe¹,gå6Ã¹
院工作。曾任主任中医师、天水市政协常委、省政

六年（１９３７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捐献银元
１０００ 协委员等职。著有《李子高医案》。
Å~ ¥¦« ¬r (tu v ")))
,åxaUj 6?7ÿí^Õ<j
"#*& 
v(ãj 9v""#*#年），创办谢家
 (EF
/0"'#!="#("  字实三，今甘谷县人。
>÷Ø(@+AGj
元，支援前线。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宋恪（１８９４—１９５１年）
Góì ( ÖâG 9( ²
村合作农场，组织全村农民，淤填渭河南岸沙滩

st!hnhgj Rr2
9v"#%# 
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
年）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先后任

１７０
年在抗美援朝、保
"&) 亩，扩大了耕地面积。１９５０
(cj "#() WÅ6

兰州一中训育主任
、三十八军秘书 、军法处长、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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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洛川县县长。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考取公费
ÕkGG»j 9v""#*&  ¦lem

Fv;P(tuv １０００
"))) 元，支援中国人
v([v
家卫国的号召下，捐献银元

9®j
民志愿军。

留学，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教育硕士、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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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德（１８９０—１９５９
年）字干如，今武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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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门镇冶扶村人。自幼勤学，民国四年（１９１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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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入北京中华大学，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毕业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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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学监兼教员，省教育厅

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任甘肃学院院长。民国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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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１９４３年）被选为三青团甘肃支团干事长。民
vØ"#!$ 年）任甘肃教育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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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堂（１８９４—１９６０年）
字佩铭，今秦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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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西关人。幼从名医哈铸习医，学习疡科。后出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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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共产党人为政治教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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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初亦诊治疡科，后转攻内科。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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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天水疫病流行，众医多遵伤寒方治，而西堂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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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下为治，次用甘淡递而甘寒阴液，颇有效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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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饥荒，时疫又起，遵清代雷丰《时疡》医治，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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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沉疴，名声大噪。治内科杂症多取《沈氏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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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对《犀烛源流》《妇科玉尺》《妇科释迷》等医籍

民军北伐，不久被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委为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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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总指挥部前敌副总指挥、联军（不久改称国民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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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军，简称国民军）驻陕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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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国民军出河南北伐，邓宝珊
Þ¬8]!#%& 8O) h$gf_QR*¡H$&»¼

 ,W %"&' @,
见解独到，临床应用得心应手。１９５４年，与李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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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不愿背冯，将第五军撤至驻马店一带。后迫于形

雷春霆、杨钟峰等组织天水第一家联合诊所。１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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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先后被选为甘肃省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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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为中华医学会会员。１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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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筹建天水市联合医院，任院长。１９５９
年，任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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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医院院长。西堂一生主张临床辨证精详，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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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辨证不明，动手便错＂。＂执法不可执死方药，随
其病变而应变。＂从学者众多，陶炳承、梁嘉材、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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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祥、侯永济、张炳鑫等均成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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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宝珊（１８９４—１９６８
年） â!"#$%!&
小名天成，又名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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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56 7
89:;<$=>?@$!" ABCD*E4F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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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即到兰州一家水烟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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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徒。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势离开部队，蛰居上海、北平，与共产党员葛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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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轩、杨晓初等及民主人士一起从事秘密反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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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次年，代理省主席。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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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撤销，改任新编陆军第一军军长。民国二十四年
（１９３５
年），授中将衔。＂西安事变＂中支持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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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的正确主张。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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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北路军副总司令，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守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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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其间曾数次到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晤
8 !１月，代表傅作义与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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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南路军副总司令（一说为参谋长）兼第五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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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同年秋，岳维峻背弃冯玉祥，投靠蒋介石。邓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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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领导人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１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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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作为特别邀请人士，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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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第一届全体会议。１０
月，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
发动的反清起义，任参谋。次年，袁世凯在新疆的

疆伊犁。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在军中加入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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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参加伊犁革命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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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１９５３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１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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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当选甘肃省省长。同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
年），往陕西参加旨在反对袁世凯的＂华山聚义＂。
民国五年（１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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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亲信杨增新搜捕革命党人，被迫回乡。民国三年（１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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祺瑞政府，邓瑜不愿合流，于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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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当选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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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１９５９
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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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间离开陕西。此后，以私塾教师取的表字宝珊为

国委员会常务委员。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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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１１月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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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同年冬，再回胡景翼部，在张义安营任教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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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苌和（１８９４—１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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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嘉定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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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上海震旦大学毕业，并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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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供职上海广慈医院。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年），

部任连长。不久，护国军总司令陈树藩投靠北京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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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七年（１９１８
月，协助张义安发动反对驻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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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的＂三原起义＂。成功后，任陕西靖国军右翼总

司令胡景翼部前敌总指挥。民国八年（１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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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队司令。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年）靖国军被直系改

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邓宝珊任第一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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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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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政变，担任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第二
师（师长岳维峻）第一旅旅长。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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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医院之职自开诊所。＂一二·八＂淞沪抗战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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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医师。徐苌和精通英、法两国文字，积极推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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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对内科病理学颇有建树。能准确诊断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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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炎 、肝胆疾病、肿瘤及内分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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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升任第七师师长。同年１１月，任北路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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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１９５２年，人民政府接管公教医院后，任天水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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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出扩大音响听诊器和电子管听诊器，在临床

驻陕西的刘镇华镇嵩军（原属直系）欲东下，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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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一定应用价值。１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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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业（１８９５—１９６１年）
祖籍秦安县龙潭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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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随家到清水县永清镇西

陕，在乾县举办军官教导队，聘请邓希贤（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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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在山门镇开麻店，自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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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攻读纺织专业，志在发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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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开办昌盛茂烧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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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以办事干练、能言善辩著称。民国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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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部任职的葛霁云等组织天水籍同学，在西安

元。为救济河南灾民，捐赠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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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天水同乡会。不久，回天水组织革命运动，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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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凯祥任导河县巡官，带警察驻河州南乡宁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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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多所学校邀请任教，因当时兰州处白色恐怖
¥'OTU?4V_ ±¥'WXuYZ

河州镇守使赵席聘指派下，参加河州城保卫战。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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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第一次解围后，马仲英进取宁河，民众请兵保
'®=l+_ øúû%>ñ_ 8$?þ:

之中，故均未就。去青海西宁，留西宁中学任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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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赵派出步兵团，马凯祥随军帮办粮草。步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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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宁河不久，忽接令回河州，放弃宁河，民众哭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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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凯祥守城。马凯祥组成７
个独立队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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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的国民军，波及西宁。王承舜等在西宁任教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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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人预知战事难免，便起程回兰，行至乐都县老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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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代理营长马仲英在循化发动兵变，沿途聚众，进

团，任总团长，指定各团防守阵地，人有守地，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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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人。马仲英部建碉楼攻城，他指挥民团顽强抵抗
半年，坚守孤城，万众赖以活命。后吉鸿昌率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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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省政府授予他一等金色奖章。和政设县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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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长
、护党救国军（冯玉祥部反蒋时名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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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军总指挥部中校军法官、和政县长。创办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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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农会。时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已被驱逐，国民军初

驻天水，王承舜出任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校长。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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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习，整顿校风。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时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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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开展革命活动，于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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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国民党天水县党部，并任执行委员会常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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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后即以党部名义，与农民协会委员长张澈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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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一带发动农民运动，有数千农民参加。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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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正式成立新阳南区农民协会。开展打倒土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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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民军下令＂清党＂，驻军与县府勾结诬陷王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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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马仲英在临夏起事，反对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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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时，遭土匪狙击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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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青选（１８９６—１９３５
年） å`_u¢v
字万青，麦积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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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乡朱家庄人。先在本村读私塾，后入三阳川中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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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甘肃省立兰州中学，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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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兰州师范就读。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年），国民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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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选拔赴日留学生，朱青选从兰州师范报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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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名考取，先后就读于东京高等工业大学和早稻
县农事合作社，社会恢复安定，合办临夏区联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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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大学。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年）荣获早稻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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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修《和政县志》。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３ 月， 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
调任省城防游击大队长。７
4p9ZµVùZ $月，任新编第八师团长，
h_4Cù_ 国民党，并被推选为留学生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他
98{_öç ²iQG{R]¿MZ b

１１月，率部赴定西抵抗陕军进攻甘肃，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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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１９５２
１１月，任甘谷县人民政府卫生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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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１９５７年，任县政协驻会常委，１９６５
年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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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舜（１８９６—１９２８
年） å
字孝伯，今麦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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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阳乡王家庄人。自幼聪明有胆略，初读于新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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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后移读天水县城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甘肃
pU®Z 89(e%"%"年）毕业后，再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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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立第一中学。民国八年（１９１９

搜集到日本阴谋侵略中国的重要情报，并以催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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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为名回国急告国民党中央当局，受到嘉奖，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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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等功。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年），谢绝早稻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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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留校任教的要求，毅然回国。归国后与全国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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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会负责人唐国桢结婚。后被委派到国民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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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省党部担任指导委员。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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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赴宁夏就职，其间欲兴利除弊，为民众办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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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为省主席马鸿逵不容，很快形成对立。１１月，因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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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2*34 清宫画师——工笔大师刘小江，书学馆阁楷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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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用药之际，被投毒药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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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霁云（１８９６—１９４１
年）名昊，今秦州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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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葛家崖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为清举人。葛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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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自幼刻苦好学，天资聪颖。就读亦渭小学，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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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异，未毕业就考入省立第三中学。１６
岁辍学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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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县邮政局当译电员。民国八年（１９１９年）夏，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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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北京汇文大学外语系，因对本校制度不

满，次年秋入唐山交通大学北京分校学习铁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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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五四运动期间，结识李大钊。同年秋，经李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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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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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卓然，而以工笔花卉翎毛见长。回甘肃后，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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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女子师范任教，与周务学之子周立忠结为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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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闲居在家，曾多次与兰州、天水组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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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举办书画展。１９５４年任甘肃省政协委员。晚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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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更趋完美，创作活动亦更活跃，多次参加各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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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画展。并为兰州市工人文化宫和五泉山创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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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绘画。

任承统（１８９８—１９７３
年）山西忻县人。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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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大学森林系毕业。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黄河

水利委员会林垦设计委员会派任承统为主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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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甘肃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
择天水赤峪沟为试验基地，筹建成立陇南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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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年）春，召集在京天水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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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实验区。是为我国第一个水土保持机构。民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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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H%#&, 年），此实验区因经费不足撤销。任仍
２０多人成立天水学会，创办《新时代》，葛雾云任主
十二年（１９４３
编。孙中山逝世后，葛霁云任治丧委员会秘书组成
留天水，以农林部专员的身份在傅焕光组建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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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新时代》第一期上发表悼念孙中山先生的
林部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工作，组织实施梁家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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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颂扬孙中山的革命功绩和＂新三民主义＂。因
试验场区的测绘设计和大柳树沟小流域综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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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理。在藉河南岸龙王沟口用引淤造田法，淤成
此引起当局的注意，被迫离开学校。民国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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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亩，建立林牧果繁殖试验基地，最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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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受党组织指派去国民军二军七师邓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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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珊部工作，公开职务为秘书长。同年夏，邓宝珊
每年出圃苗几百万株，产果品
年 "８
øã ¡ä-ùúM ¯ûüýþÿ&±²é!"
2bµ]^m* _£J.0.öÚWXD+Þú
接受共产党人建议，在驻地河南陕州创办军官传
月天水解放后，担任新成立的陇南区人民农林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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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所，为传习所官兵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民
验场第一任主任。次年春，调西北军政委员会农业
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９
*Mihé¯+),-./ 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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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 kâ# 月，国民军在五原（今属内蒙

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
月，担任陕西民政厅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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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字仲槎（又作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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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斗（１８９９—１９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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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麦积区马跑泉镇人。幼年上私塾，民国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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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毕业于北京清河陆军预备学校。民国九

长，发动各县组织农会，斗地主、分田地。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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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９２０年）留学日本，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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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刘伯承因四川泸顺起义失败，秘密来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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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日本士官学校，学业成绩名列第一，日本国天皇
¬²³!BrMBTNO!'ÃÄM²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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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军刀１把。归国后，先后就职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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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自治区）誓师，改称国民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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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宝珊任援陕副总指挥，葛霁云仍为邓部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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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宝珊闻讯，委托葛霁云送去银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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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承安全离境。其后，葛霁云被捕，经邓宝珊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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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救，保释出狱。次年春，与岳跻山
、柴宗孔等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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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河南唐县计划开辟革命根据地失败。民国二

督军陆洪涛、陇南镇守使孔繁锦部下，任军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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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才能不得伸展，郁郁不得志。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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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应乡人国民军第七师师长邓宝珊邀请，赴第

ëìûüýþÿ&¸é!"##ö k &$
七师驻地河南陕州任军官传习所所长。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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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随邓宝珊回甘肃。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
月，胡随邓部参加国民军讨伐奉系军阀的天津战

十年（１９３１
年）底，随邓宝珊返回西安。次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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霁云被蒋介石通缉，即离开兰州先去西安，后去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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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奋勇争先，荣立战功。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

夏孙殿英部找南汉宸。同年，孙殿英攻打宁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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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葛雾云去新疆，在马仲英部搞＂军运＂工作，后

月，国民军中原溃败，胡转道北京闲居，随即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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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马仲英去莫斯科，在第三国际参谋本部工作。民

官。同年
月，随程潜第六军北伐，连战皆捷。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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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年）被派往西班牙支持西班牙人
iê¥k)&#*" kâ`ç((民革命战争。后返回新疆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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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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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随家庭教师读书，天资聪慧，十五岁即能占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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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后随父贾缵绪进京，就读北京女子中学，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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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各路北伐大军合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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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孙传芳大本营南京，孙部扼守险要，负隅顽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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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投身革命。初到广州，任程潜军官教导团教

月
日，胡文斗率部用棺材装炸药轰塌太平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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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率先攻入南京。随即，蒋介石叛变革命，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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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的劝降（时杨已投靠蒋介石），辗转潜赴汉口，和

程潜以第六军番号重新组织军队，继续随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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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异，尤以文学突出，有＂女留仙＂之誉，绘画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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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国民政府革命，升任十九师师长。民国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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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后，宁汉合流分共，新军阀战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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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局长，在山区设立初小
üü=z¹{N|} ２０
)" 所，增设完小
~¨{} '１所。倡
~M 

02_'`abc
QZ[\]^V "!*/01!"($年）初，桂系李宗
征湖南唐生智。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

导师生大唱抗战歌曲，组织爬山、军事野营等活
5r  ¹S %2<
动，增强体质以保家卫国。次年
B¨§I|M nK $８月，县长丁瑞馨
$(=~
强制推行国民政府盐铁官卖，发行地方流通券。王
¡|WXA¸RM Ö
凤翼在原泉小学揭发丁盘剥人民的罪行，激起师
zæc}sA~m:  ¡¢

仁遵蒋介石命将程潜扣留汉口，胡代程任第六军
defgh&ijklm7n' Coj)GH=

生公愤，罢课抗议，酿成全县抗丁学潮。丁瑞馨调
£¤¥¦§¨Ü©(~sªM ~«Ý

=-V % 3'f&CpqrOY'EOYstuvw
军长。７月，蒋命胡率部赴江西，在江西省主席朱怀
德、第三军军长王均挟持下进攻红军，攻陷永新县
xyGz==-{|}~='<
城。７月下旬，驻军新余县，军部驻天主教堂，其部
V % 3!"#$%&'(#%)$*+,-./)

úûq¬s®¯°±²³s¤´Þ
警察围困学校，软硬兼施，扣押学生，凤翼愤然离

始。胡所在的第六军参与。８
B. CDEFGH=IJ. $月，武汉方面夹江东
3'K7LMNOP

征，胡任江右军前方司令。１０
3'CWXGH=Y
Q'C)OR=SLTUV &' 月，胡又随第六军西

!0123456789:;<=>?:,@.
下蔡雄等受已投靠蒋介石的参谋长唐蟒的教唆，

发动兵变，刺杀胡文斗，时年
３０ LM
岁。灵柩由其弟胡
ABCD#EFGHI.JK !"
NOP/QG
文渡、妻子张秀珍护送返回故里天水，葬马跑泉祖
HRSTUVWXYZ[\]^*_.`abcd

eM
茔。

#$% f#$%%g#%&$ 年）江苏省江阴县人。
Kh ijkil(mM
叶培忠（１８９９—１９７８
南京金陵大学森林系毕业，曾在英国爱丁堡皇家
nopqrstuvwx. yz{|}~
植物园研习。民国三十一至三十七年（１９４２—１９４８
 M |Kf'%()g'%($
年）在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工作，先后任技正、营
Khz*__S
林股长、代主任、主任。此期间，在实验区推广种植
u=S+S+M  z¡¢£
¤¥¦§¨©ª«¬®¯°M ±²³´2
草木樨，以增加土壤肥力，效果良好。和吕本顺等
mµ¶*_·¸¹º±»¼ºS½¾º¿ÀÁ£
人利用天水当地山杨和毛白杨、响叶杨杂交育种，
ÂÃÄÅÆ³:¿À ÇÈÉÊ/
获得优于亲本的杂交后代，实验区职工为纪念其
ËÌÍÎ
Ï
¾Ð¼ºÑM Òz²ÓÔSÕÖÔ×
功绩，命名＂叶氏白杨＂。并在吕二沟、龙王沟一带
ÔØrÙ£EÚ ÛÃÜËM |K
沟壑区大量种植刺槐，取得成功。民国三十七年

职，受聘任秦安县职中校长。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
Ç3µ¶·(Çâ=M |ÓKf'%(!

年）任清水中学校长。他从国立十中（驻清水）聘请
Khs_âs=M ¸¹|Nâf$s_hµº
李继邺、田涛山
、刘燕堂、宫月秋等知名教师任教，
ì»¼S½¾¹Sý¿-SÀ$Á2ÂÎ,,
并与地方协商增田赋附加粮解决办学经费及教师
ÃÄ¸RÅÆ¨½ÇÈ©ÉÊËÌsÍÎÏ,
津贴。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KhÓ(;§C§
ÐÑM |ÒKf'%(,年），选任县参议会议
=ÔÕ=ÇÖ×ØÙ¸R,ÁM ^KÚÛÍ
长，辞去校长职务，仍热心地方教育。同年，筹拨经
& $ !'
á
Î±ÖÜÝÞÜßs_(þàM '%(% K年７月
费，和王耿光纂成《清水县志》。１９４９
３１日
清水解放，王凤翼留县中任教。１９５１年逝世。
s_ÊâÖã(â,M '%*' KäçM
周子瞩（１９００—１９７０年）
+,!f'%""g'%&" Kh 字汝辑。今麦积区
éåæM îçè
&éêëìmM |Kf'%'(年），师从名医刘
Kh¹Îíý
新阳乡周家湾人。民国三年（１９１４

述斋习医。民国九年（１９２０
îïíM |ðKf'%)" 年）出师后，再投名医吴
Khñò5Îíó
ô ( KM |Kf'%)( KhõNö÷~
鉴三实习４年。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年），独立开诊所
KhÂøùúûü|í
íM |\Kf'%(* 年），获内妇科检定国医
行医。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
ýþM '%*( KÝïÿkâí!÷)fkâííä"
证书。１９５４年调甘肃省中医门诊部（省中医医院前
#hM '%,* Kå$âí+íÇ%Èïÿ
身）工作。１９６５年授予中医主任医师职称，为甘肃
k&'\Îâí+í(M ë)PÎí(=
省首批四名中医主任医师之一。周集各名医之长

*È*C+*,ö-./01532
融为一体，融会贯通，思路开阔，论治严密，投药屡
ouxrs,åM
 3/4mM 5.67CM8m9:6;<=
京林业大学教授。
效，求治者多。无论是社会上层人士还是贫苦百
&'
f
'%""g'%!*
Kh
æÎçèéê
>?@2AB¹CDE÷ÎF;4GGH
李彦（１９００—１９３５ 年） 原名世德，字厚民，后 姓，均平等看待，从不计较诊费，对家贫者常常免

（１９４８
、华中农学院、南
f'%($ 年）调离，先后任武汉大学
KhÝÞßàrsSáâãsäSn

改名李彦。今甘谷县人。１０
ëÎìíM îïð(mM '+ 岁丧父，由母纺线抚育
LñòPóôõöÁ

费诊疗，行医一生
而家道清贫。
Î÷IíJKs;M

就学。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任合水县国民党警察
÷sM |ÓKf'%!' Khø_(|ùúû

王治岐（１９００—１９８５年）字凤山，今麦积区
(-.f'%""g'%$* Kh é¹îçè
新阳乡王家庄人。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
&éêÖLmM |Kf'%)) 年）天水省立
Kh*_kN

局长，受刘志丹革命影响，同年８月参加中国共产
ü=3ýþÿ!Í"½#K $ $;©â|%&

党，率领部分思想进步的警察人员，携带枪支弹
ù '())*+,-:úûm. /×012
3;©ýþÿ45:678zn9:;67<
药，参加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在南梁开展游击活
BM |ÓÓKf'%!!年）１０
Kh'" $=>?@AÍ
动。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
月，建立富西革命

第三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矿业（一说工业）专门
MâswxNOMyPxfQxhR!
sSTUsM |Kf'%)( Kh, $V¢
学校，后因病失学。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年）６
月到广
W;©XY%sMsM wxZ|
州，参加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历任国

B.CM '' $znDE=F )" Gm:HI%
委员会。１１月，在南川创建了２０多人的赤卫军，后

%[\])^Ö=S_i`aÓpp=S
民军总司令部特务营营长、浙江保安第二团团长、
bNa\Òcc=Sadd=M á e
独立第四十五旅旅长、第一六六师师长。抗日战争
民党地方武装。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
ù¸RßSM |ÓKf'%!(年）１１月，华
Kh'' $á
öf æ$g(:&hi%a\ëhÈi
开始后，原驻岷县的新编陆军第十四师改编为陆
军第一六五师，王治岐任师长。民国二十八年
T(jUVWXÜNìYZ+[M |Ó\
%adÒ Ö/j=M |ÓkK
池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李担任副主席。民国二十四
f'%!% KhadÒ$lmnymoÄ$mp
Kf'%!* Kh)
^K （１９３９
年（１９３５
年）２$jUVï](WX+[M
月，任苏维埃甘洛县政府主席。同年
年），第一六五师驻防陇东，曾多次与驻陇东
zJI%KLMÜN67O z?(P¸Q7|
在赤卫军基础上成立游击队，在富县各地袭击国

$ø_(AÍB.CÜN_+[M ìíz` 的八路军发生摩擦。不久，第一六五师在陕西整训
:q,%ArsM CtMdÒzu@vw
３! 月，合水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担任主席。李彦在几
年的革命活动中，跟随刘志丹等领导当地人民群
K:AÍ<Bâ abýþÿ2(5·¸mc 后被调往抗日前线，在陕晋接壤的合阳县执行防
xÝyá"õ zuz{ª:øé(|l
众，摧毁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封建势力，建立苏维埃
务。民国二十九（１９４０年）年，进驻晋南，在茅津渡
def|ù¸RWg±h=i¬=NjUV
ÖM |Óðf'%(" KhK,$znz}ÐR
政权。并配合红军，多次击退国民党地方军、民团
WgM jkøl%mn7o|ù¸R%Sp 一带布防。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日本军队在中条
×~lM |Kf'%(' Khá³%Ozâ
:qrM
山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王治岐率部与日军浴血
¹¸ABr,r Ö/j')Äá%
的围攻。
()*f'%""g'%*' Kh éUºîs_( 奋战，伤亡惨重，后因全线溃退而后撤。民国三十
  S©õoJM |
王凤翼（１９００—１９５１年）字子杨，今清水县
Kf'%() Khaq%Z%=M |K
tsuvwxmM |Ó\Kf'%!* 年）上海法
KhMyz 一年（１９４２年），任第八十军副军长。民国三十三年
永清镇丰盛村人。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
säwxM |ÓKf'%!$ Khs_(,Á （１９４４年），调任甘肃省保安处处长。解放战争后
f'%(( Kh Ýïÿk=M Êâ e
学院毕业。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任清水县教育

!"# !
－! ５８７－

天水大辞典
!"#$%
期，蒋介石谋图坚守西北，继续扩充军队，先将新
!"#$%&'()*+",-./01"234

肃省支部委员、组织部长、天水分部主任，曾当选
ÁÂêcëìSTchíîïcÏZPðñò

编第二十六旅扩编为第二四四师，王治岐为师长，
56789:.5;67<<=>?@A;=B>

Â02óô
省人民代表。

不久又扩编为第——九军，王治岐升任军长，下辖
CDE.5;6FFG0>?@AHI0J>KL
２! 个师，驻防天水。１９４９
年５月，蒋介石为保住西
M=>NOPQR "#$# S
% T>U$%;VW*

冯国瑞（１９０１—１９６３
年） 0õöP÷ø'
字仲翔，别号麦积
)*+-"#("."#*) S/
山樵，晚号石莲谷人。斋名＂绛华楼＂。今秦州区人。
!Ö"n &#¬)0
ùúPûøüýþ0 ÿ"
â
父镜堂，少因家贫废学，经商奉亲，中年以后以督
$%&P'()*=P+,-.PG5{12

安，调第——九军进驻陕西扶风、武功一带。当进
X>Y6FFG0ZN[*\]^_`FaR bZ

至武功时，西安已解放。王治岐欲配合其他部队进
c_`d>*XefgR ?@Ahijklm1Z
攻西安，从武功急驰东进，行至马嵬坡与解放军接
n*Xop_`qrsZ>tcuvwxfg0y

子向学为志。冯国瑞幼承家训，终生力学不息。７
岁
34;5R6789:;<o=>~4?R& @

触后，自感力单不支，又匆匆撤回武功。７
月解放军
z{>|}~oE_`R & Tfg0
发动扶眉战役时，王治岐任陇南兵团指挥官。战斗
\do?@AIR 
中，陇南兵团被解放军包围，被迫向西突围，经宝
ofg0o*o
鸡至天水境内立远乡对岸的拓石火车站时，仅余
cPQ ¡¢£¤%¥¦§do ¨©

-"#"" S/
ÊAM¿N4ûSO4Po) S{Q
（１９１１
年）入私立亦渭小学三年级学习，３年后毕

ÊABCDR # 岁请专馆，读儒书。清宣统三年
@EFGo HIJR K÷LûS
入私塾启蒙。９

业，父再请专馆学习古文辞。民国五年（１９１６
S/o
RoSTEFG4PUVWR $7ÄS-"#"*年），
借读《新民丛报》《东方杂志》等刊，开始接触西方
XHY4$Z[\
YsÛ]5\^_o`ayb*Û
政治思潮，倾慕梁启超散文。民国六年（１９１７
ä@cdoefgChiVR $79S-"#"&年），
S/o
８００多人，７月
日回到天水。被周嘉彬部拒之城
入甘肃省立第三中学，并从清进士任承允
、哈锐受
'(( ª«o& T２３
!) ¬PQR
®¯°±²³´
Ê¶·ã6û4ojpKZkI:l^mno
外，时解放军已向甘肃挺进，王治岐率残部经甘
µo dfg0e¶·¸Zo ?@A¹º±¶
RRnpoÈqr3s;R$7GS-"#!( S/o6
业。攻经史，兼及诸子百家。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第
谷、武山、漳县、陇西、渭源又折向南撤至武都。蒋
»^_¼^½¾^*^¿ÀEÁc_ÂR U
û4QRotuvwR $78FS-"#!! S/ox
三中学毕业，名列榜首。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考
入南京东南大学，次年渐次撰文史杂文在校刊《国
介石又委任王治岐为第五兵团副司令兼第一一九
$%EÃI?@A;6ÄÅÆÇÈ6FFG
Êysó4ozS{z|Vp]Vý}_Y7
军军长，令率部入川。时副军长蒋云台已欲起义，
学丛刊》上发表，时有诗词新作，师生为之刮目。民
00ÉoÇ¹±ÊËR dÅ0ÉUÌÍehÎÏo
4~_\é *od4Òo=>;³R $
为了不使部下入川作无谓牺牲，乃联络地方官员，
国十五年（１９２６
年）毕业，复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
;ÐÑ±KÊËÒÓÔÕÖo×ØÙÚÛÜo
78ÄS-"#!* S/QRoxÊK
4}74
通电荐举，蒋介石遂任命王治岐为甘肃省政府主
究所（后改清华大学研究院）深造。梁启超讲授《中
ÝÞßà> U$%áIâ?@A;¶·ãäåæ
ì-{ùK ó4/R gChY
席。同年
çR èS１２
"! 月上旬，解放军进至武都，蒋云台一面
Téê"fg0Zc_Â"UÌÍFë
7p\o678è4®Ioj
国历史研究法》，冯国瑞和同学周传儒记录，并整
ÇìímKîï>ðyfg0ZN¾´>Fë
Jog¯R $789S-"#!& S/oK
令所属部下停止战斗，迎接解放军进驻县城，一面
理成书，梁氏嘉许称赞。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清
Ro*ogCh×ß¶·ãBk;
ñ?@AÎÏR ?òóôeõ>áö "! T # ¬÷
劝王治岐起义。王见大势已去，遂于１２月９日宣
华卒业，执意西归，梁启超乃函荐甘肃省长称其为
øÎÏR
ÎÏ{>6FFG0ù5;fg0ú6

¡¢R $78£S-"#!' S/2{ý¶»¾
布起义。起义后，第一一九军改编为解放军独立第 ＂美才＂。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先后在甘谷县立中
三军，蒋云台任军长。其后，王治岐一直在兰州，先
学、省立第三中学任教，助哈锐、任承允修《天水县
û0>UÌÍI0BR k{>?@AFüýþÿo2
4^ã6û4I¤o¥mn^I¦l§YPQ¾

后担任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常委、甘肃省民革副主
{!Iãä"ÃÜ^ãä"#Ã^¶·ã$%Åæ
5\R $78¨S-"#!# S/oo©Iþÿ¼ó4
志》。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年），受聘任兰州中山大学
教师。民国十九至二十四年（１９３０—１９３５
Io&b'ã6F(«$)*^ãäåÃÜR "#'%
¤=R $78Gc78<S-"#)(."#)%年），在青
S/oýª
任，曾当选省第一届人民代表、省政府委员。１９８５
S '月逝世。
T+,R
年８

岳跻山（１９０１—１９５９
年） !"#$%&'(
本名凌洲，今麦积
&'(-"#("."#%# S/
区新阳乡赵家庄人。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考入北京
)*+,-./01 23456!"#$ 5789:;

大学英语系。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在校加入中国
<=>?@1 2ABC56!"%& 57%DEF9GH
共产党。同年毕业后，受党组织派遣，到西安任冯
IJK1 L5MNOPQRSTUVPWXYZ[
\]^2_`abcdefghP i5[jk
l
玉祥国民军总司令部外交处科长，次年冯部＂清

海供职。前后任青海省通志馆馆长兼西宁县长、省
«¬R ®{Iª«ãÝ5GGBÈ*¯¾B^ã
政府秘书长等职。为马步芳所不容，逼迫离开青
äå°JB^R ;u±²ì³o ´µ`ª
海。游走西安、北平等地。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
«R¶·*X^¸¹^ÚR$7789S-"#)& S/o

党＂，遂至河南唐河县，在邓宝珊部开办的军官教
mnPopqrsqtPDuvwjxyz_{|

受邵力子邀，任陕西省政府顾问。同年，抗日战争
oº~3»oI[*ãäå¼½R èSo¾¬¿
爆发，冯建议邵将陕西家藏图书
１６ Ä©ÅÆÇP
万余册转运天
À o6ÁÂº3[*;Ã'J "*
QoÈ{Éñk3ÊË'JÌÍPQ¾'JGo
水，随后函商劝其将这批图书捐献天水县图书馆，
jxÎoY~4ÏJ\" ÅR $778¨S
并考订整理，成《力学庐书目》１册。民国二十八年

}~Z|{P |} 
导队任教官，与葛霁云利用教导队以积蓄革命力

-"#)# S/oÐ[ÊÑoýÒÓÔNûÍ£s¸ó
（１９３９
年），由陕入蜀，在汉中留寄驻三台的东北大

量。不久，因冯玉祥要邓宝珊交出葛、岳，被迫离开
 P\]uvwePx

4pÕI¤R $7û8S-"#$"年），应西北师院
S/oÖ*¸=
学历史系任教。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

唐河，在湖北老河口、陕西白河县等地以教书为
sqP Dq Xqt |¡¢

国文系黎锦熙之邀，离川回甘任教，在天水小住，
7VÕ×ØÙ³»oµË¶I¤oýPQNWo

约友组成陇南丛书编印社，考察麦积山石窟。成
ÚÛÜ~J5ÝÞo xßàá¼%âR 
Yàá¼%â5\ou³;~J³FR $7û8
《麦积山石窟志》，列之为陇南丛书之一。民国三十
ÄS-"#$* S/oþÿó4oÖ}Bãäå³»
五年（１９４６
年），兰州大学成立，应校长辛树帜之邀
兼任中文系教授。１９４９
年，任兰州大学中文系主
（１９４０
年）任特税局长时加入国民党。此后，又任甘
¿®PÀZ´
ÈIVÕ¤R "#$# So
Iþÿó4VÕæ
6)"*+ 57Z»¼½h¾F9^2m
任。１９５０年，调任兰州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之后任
肃省政府保安处秘书长，甘宁青监察行署科长，还
ÁÂÃÄÅYfº¡hP´ÆÇÈÉµ²ghPÊ
IR "#%( SoYIþÿ'JGæÃmæIo³{I
兼邓宝珊总司令部留守处（驻兰州）主任。后因厌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省政府文化教育委
Ëuvw`abcÌÍÎ6³«¬7ÏZ ®Ð
¶·ãVçèÃÜéæI^ ãäåVê¤ëÃ
恶国民党统治，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年）加入民主 员会委员、甘肃省政协委员等职。１９６０
Ñ^2mÒÓP2AÔBC56!"*& 57F92Ï
ÜéÃÜ^¶·ãä"ÃÜ^R "#*( 年，特函告
Soæì
LÕPGÖ02×Ø^ÙÚÛÜPD«¬ÝN=E
íî3ªSïð£;ÃVçÌñàá¼VèìR
同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兰州农业学校
儿孙将多年收集的家藏文物捐赠麦积山文管所。
Ø«¬Þß=EZ|P àáâ
ãäån
k
ã
"#*! 年，任甘肃省文史馆馆员。病情加重，急将身
SoI¶·ãVpGGÜR òóôõoq3ö
和兰州师范学校任教，积极参与＂反内战＂＂反迫
１９６２

业。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
N1 £¤mST¥¦§@1 2^¨B©56'"(%
57ª«¬P®ZXY¯°±²³´µ²¶g
年）到兰州，先后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机要科
长，新编陆军第一军军部秘书，民国二十九年
hP *·¸_¹©__cº¡P 2^¨B45

害＂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民主同盟甘
ænçè GÖ02×Ø^ÙÚ®PZ2ÏLÕé

边所藏１３种珍贵文物捐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
÷ìÃ ") øùúVçÌñ7û4xU

!"" !－
－! ５８８

! "
人物

所。１９６３
!" !"#$年，在兰州病逝。著作除《麦积山石窟志》
#$%&'()" *+,-./01234
外，还有《调查麦积山石窟报告书》《天水麦积山石
5$6789:./012;<=>
8?@./01
窟万佛洞铭并序》《麦积山石窟近六年来文艺写作
2ABCDEF>
G./012HIJKLMN+
简记》《天水麦积山石窟介绍》《麦积山石窟的古代
OP>
G?@./012QR>
G./012STU
民族文化艺术》《麦积山大事年表》等。１９５１年撰
VWLXMY>
-./0Z[J\> ]^ %"&% J_
《炳灵寺石窟考察记》。１９５２
年撰《记武威境北凉创
-`ab12cdP>^ %"&' J_
-Pefghij

始石窟及西夏文草书墨迹与各种刻本》。１９５３年撰
k12lmnLo=pqrstuv4^ !"&$ J_
8wxyzm{jk`ab124
8`ab12S
《永靖发现西晋创始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的

历史渊源与地理环境》。其他著述有《张介侯先生
|}~rg>" * 7GQ
年谱》《守雅堂稿辑存》《秦州记》（辑佚本）、《天水
J>
G>
G'P>
vG?@
出土秦器汇考》；诗词结集为《壮游草》《绛华楼诗
c>G ¡o>
G¢£¤
集》。文论刊行者
２１篇，另有未刊稿本
５０ ¬t
余种散
©$ª7«¦v &)
>^ L¥¦§¨ (%
^
佚。
#$!")!®!"*) J ¯§°$±²³´µ
李恭（１９０１—１９７０年）字行之，今甘谷县磐
安镇尉家沟人。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年）保送江苏省立
¶·¸¹º»^ V¼½J%"%+ J¾¿ÀÁÂÃ
第三师范（今无锡师范）大学。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
ÄÅÆÇ±ÈÉÆÇZÊ^ V¼ËÌJ%"($
年）毕业，返回母校蓼阳小学和武山中学执教。民
JÍÎ$ÏÐÑÒÓÔÕÊÖe0×ÊØÙ^ V
国十四年（１９２５年）后，先后在甘谷中学、兰州师范
¼ËÚJ%"(& JÛ$Û%²³×Ê&'ÆÇ
ØÙ$EÜ²ÝÂÄÞßàÊ^ V¼ËÞJ%"("
执教，并任甘肃省第八区督学。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
J$cáhâ×¼ZÊ¼Êã$äåæÊç^ ÍÎ
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获博士学位。毕业
Û%Á'èéêëìíîS¼Êïðñ$ òóô
后在苏州参加章太炎组织的国学讲习会，潜心攻
õ-ö>
-÷>$EÖêëìø»ù¼úûüý
读《尔雅》《诗经》，并和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共同整
ê!*-þ=½©ÿ!4]^ V¼ÌËÌJ"%"$$
理章所著《尚书七篇拾遗》等。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

分娩一直守在床边，直至小孩落地洗净包好才离
~¸-¹%º$ ¹»Õ¼½¾¿À¤ÁÂ
开；对正常产妇婴儿脐带脱落前每日巡回检查。民
rÃ<ÄiÅÆ½Ç³ÈÐ²:^ V
国十九年（１９３０
¼Ë)J"%"$)年），马廷贤攻陷天水，烧杀抢掠，
J*$ÉÊËôÌ?@$ÍÎÏÐ$
其丈夫不幸遇害，弘道医馆被迫停业。裴月中强忍
^ø}ÑÒÓ$tudvÔÕÖÎ^ ××Ø
ÙÚ$5h^ ÛJ$rÜÝ[Þ?ß
悲痛，仍为产妇接生。次年，与巩守仁、吴洁天、卢

亨三合办了耶稣家庭医院，任妇产科大夫并负责
àÅ+áâã¹äde$ ÜjZøEåæ
çjè+^ ¶V¼Ë½J.%"(+ J*»１９５４
%"&,年，推
J$é
全科工作。从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至
广新法接生，培养出新法接生员
©fgh$êëfgh%３０
$) 余人，接生约
¬»$hw
６２４０
９９？？上。
-(,)人，成活率达
»$4ìíî "".ïð^
柴宗孔（１９０２—１９３６
年）今秦州区人。出身
()*.%")(®%"$- J*
±'ß»^ ñ
城市贫民家庭。年幼丧父。因家中无力供给，只读
q7 V¹ä^ !"#$% &'()*+,-./
了两年私塾。１５岁即去青海谋生，后投军。民国十
01234% !" 56789:;-<=>% ?@A
B2C!#$$ !DEFGHIJKLMNOPQ% ?@
一年（１９２２年）在邓宝珊部任副官、营长等职。民国
AR2S%#&' !DTUVWXYZ[(@\]^_
十五年（１９２６年）由葛霁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次年，在葛主持开办的河南唐县教导队任分队长，
`2-EUabcdefghijklmnlO与葛霁云等组织打游击，事不成，绕道回甘。民国
oUVWPpqrst-uvw-xyz{| ?@
二十二年（１９３３
}A}2S%#(( 年），随邓宝珊到兰州，任驻甘行署
2D-~FGH-m{
参议。同年，在中共甘、青、宁特委领导下率骑兵数
| 2-E(\{Mk
十人，与孙作宾等在靖远发动民众，扩大武装，成
A-oPE?--w
©ª
«
r¬
¡¢?£¤¥¦>-§ $))
立西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约
２００ ¨|
多人。提出＂打土
n®¯n°±²³´²µ¶·e¸¹-º
豪、分田地、分粮食、反剥削、反压迫＂的口号，动员
»¼½?¾¿ÀÁÂ¬¯ÃÄ_ Å>Æ1Ç¾
贫苦农民团结起来进行土地革命。敌军用两个团
nÈÉÊ-¥¦>ËÌÍÎ-lÏÐr^ òóô
分别包围，义勇军连战受挫，队伍被打散。柴宗孔

年）回甘，先后任兰州师范教员
、教导主任 、校长。
J#Ð²$ÛÜ&'ÆÇÙ%Ù&'ÜÒ(^

突围脱险后，先在陇南一带活动，后去西安找到孙
õöÆ÷Û$%Hø-ìù$Ûam¶úû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
V¼ÌË)J"%",)年），创办武都师范。民国三十
J*$j+e,ÆÇ^ V¼ÅË

作宾。党组织又派他回甘肃开展武装斗争。民国二
+ü^ ýíîþÿÐ²Ýr!e"#$^ V¼Ì

一年（１９４２年），任兰州师范校长。并在西北师范讲
-J.%",( J*$Ü&'ÆÇÒ(^ E%mhÆÇï
授《声韵学》《训诂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
/801Ê4
823Ê4^ ×£»VûÖ¼4ÃÛ$5
任兰州师范校长。１９５２
Ü&'ÆÇÒ(^%"&( 年任兰州二中副校长。１９５３
JÜ&'Ì×6Ò(^%"&$

十三年（１９３４
月１２
日，柴宗孔等 ()
２０ %&×
多名中
ËÅJ.%"$, 年）８
J*+ 
%( ³$òóô]

年，任兰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政协兰州市常务委员
J$Ü&'7Ù8969(:;&'7<=>%
会委员
、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支部委员。一生辛勤
ñ>%×¼V'ü?²ÝÂ@A>%^
-BC

共地下党员在榆中县开会，策划在兰州西果园暴
û'ý%%(×´rñ$ )*%&'m+,动。会上任命柴宗孔为西北人民自卫军总指挥。会
ù^ ñðÜ.òóômh»V/01¡2^ ñ
后返回兰州时，因事不秘，被敌发觉，１８
ÛÏÐ&'¢$3[}4$Ô5y6$%+ 人遇难，柴
»Ò7$ò

娘＂，今秦州区人。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与丈夫吴宝
\]$±'ß»^ V¼)J.%"() J*$r^ø[_

宗孔幸免。他离开定西至榆中县南山联络革命党
óôÑ^ Âr8m»(×´ø09:Q.ý
»$;<=>mh»V/01?@$ABCD³E
人，继续树起西北人民自卫军旗帜，将反蒋抗日布
<ªF8m(×]´$/01GHy!
告贴到渭源、定西、榆中等县，自
卫军很快发展到
%)))多人，以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保护商人、
%»$ïIJKLMNOPQ¾kR»
１０００
SVóT$0UVZ^ V¼ÌËÚJ.%"$& 年）９
J*"
农民为宗旨，声势浩大。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
$W-JX1hðD³$Y÷²Ý$òóôíA
月，红一方面军北上抗日，途经甘肃，柴宗孔率部

`üa&'åbcdeÊd$'ÊfghÕi
瑛同去兰州博德恩医院学医，主学新法接生、小儿

Z[5»$\+]$^kW1¶ç_g^ 51`
牵制敌人，配合作战，掩护红军安全过境。敌军毛

科及护理学。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
jlkÊ^ V¼Ë½J.%"(+年）学习期满，获中
J#Êðlm$ä×

炳文部全力围攻自卫军，柴即率众南下，在西和、
`LAçaöô/01$òbíWø'$%mÖ

ndÆoY^ ÐpÛ%Zqrstudv$
Z
wg
级医师职称。回里后在大城开设弘道医馆，＂约法

c´²³e0?@-ìù$de³f Z^
礼县、甘谷、武山、天水一带活动，队伍日益壮大。

三章＂∶救死扶伤，不分昼夜随叫随到，对贫者免费
Åê]xyz{|$}~$ ¨

接生。裴月中每天忙于出诊接生，护理产妇，并为
h^ ×?h$k$E
学徒讲课；研究病例，总结临床经验。对学徒采取
Êï($÷^ Ê

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秋，红四方面军长征北上，
V¼ÌËgJ.%"$- J*h$WÚJX1(ihð$
柴部配合作战。９月
òA\+]^ "  ２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任
( ³$WÚJX1¡2AÜ
命柴宗孔为抗日救国军甘肃省第二路军司令员，
.òóôD³y¼1²ÝÂÄÌj1kl%$

讲课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带徒出诊，操作指导。
ïrSJg$$ +¡&^
ü¢6£N8fgh¤4S¥¦§¨$©ª$
同时还编写《新法接生好》的宣传材料，广为张贴，
«S¬¨®¥¦^ ¯°S±$ ²
对求诊的患者口头宣传。对挂号的孕妇，出诊检

m8n;<%?@Hø-ope"#$^
ò
决定让他继续在天水
、陇南一带坚持武装斗争。柴
óôAqrst$%SV¹puvë|,wx^
宗孔部纪律严明，在农民家里吃、住、养伤都付钱。
¶5»y×zäSx{$ |}~-A´ZAy
从敌人手中缴获的钱物，也要拿出一部或大部救

查；对临产妇，每日或隔日检查；对产妇，从待产到
:$³´µ³²:$¶·

济贫苦农民，就连缴获的马匹也采取分养管理，繁
 SV$zäSÉ|~ë$

DE$*+FG^ *78HIJKyL4
8MLN34
笔耕，著作甚丰。著有《陇右方言发微》《斯文异诂》
8L}OP48ëâ?¼%²Ý48²ÝÂ´PQ4
《文史别记》《太平天国在甘肃》《甘肃省县沿革》
8RSÊ°TU4]^
《目录学之应用》等。
%&' "%")%®%"*, J*
[Æ
裴月中（１９０１—１９７４
年） VWXYZ
群众尊称＂吴师

!"# !－
－! ５８９

天水大辞典
!"#$%
殖各半的办法，尽量使群众得到好处。同年
!"#$%&'()*+,-./01 23１０
!"月，
4'

柴宗孔带人抓获礼县县长，消灭宽川乡民团，缴获
56789:;<==>'?@ABCDE'F;
枪支数
GHI１０
!" 支。敌军孙蔚如部队从兰州开往天水，
H1 JKLMNOPQRSTUVW'
行至城西五十里铺，被柴宗孔带领的游击队伏击
XYZ[\]^_' `567abcdePfe
ghiP'F;jklmGnoH1 23p'qr
后卫部队，缴获了轻重机枪若干支。同年冬，由于

叛徒告密，在杨家寺土盆子遭到保安队伏击，激战
stuv'wxyz{|}~.Pfe'
' l'gl
中，身负重伤，转移到朽木头沟后终因伤势过重而

1
牺牲。

兰州大学教授兼秘书长、总务长等职。１１月，当选
RS¹£¿Km>½Ç>6²1 !! 4'ä
为甘肃省参议会副议长。其间，武山滩歌、马力等
åµæçùíï>1 'ª¸½6
地遭严重雹灾，秋禾被毁，郭立邀省社会处长来县
à~l'`' ¡çí0>¢=
查勘，报请省主席批准，先将重灾区
２８ 个保的田
£¤'¥Jç¼ñ¦§'¶¨l $&
c©
赋粮全部豁免，继在省参议会专门提案，函省府拨
ª«¬i®'¯wçùí¡¢°±'²ç³
款以工代赈修筑县内野峪沟
、蒲家沟、红峪沟河堤
´µë¶º·=¸¹º½»y½¼º½¾
３( 条。１９５０
年，抗美援朝开始后，将自己的
１０件艺
¿1 !#*" 3'ÀÁÂÃTÄg'¨&Åc !"
Æ
术作品赠省文联，主办书画义卖捐献展览。１９５２
年
ÇÈçPÉ'¼%ÊË-ÌÍÎÏ1 !#*$ 3

６月，调省文化局美术工作室。１９５７年春，约请甘
&'(!#"$!#%& 3 S9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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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赞亭（１９０２—１９７８年）
今秦州区人。民国
十五年（１９２６年）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毕业。民
]\3!#$' 3 ¡¢£¤¥¦1 D
]§3!#$% 3'¨©ª«D¬'w®K
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投奔武汉国民政府，在中央军

事政治学校任职。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回甘，先后
¯¬°£¤±²1 D]³3!#$& 3´µ'¶g
·±RS¸¹£ ¡º»¼±½ ¾[¿ÀÁ
担任兰州中山大学艺术专修科主任、陕西教育厅
ÂÃ»»>1 DÄ]Å3!#(#年），任国立五中
3'±\
第四科科长。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校长，主持校务
¤>'¼Æ¤Ç ３年，师生关系融洽，学校蒸蒸日
( 3'ÈÉÊËÌÍ'£¤ÎÎÏ
上。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
１９５０年，任天水师
Ð1 DÑ]Ä3!#)( 年）至
3Y !#*"
3'±VWÈ
范学校校长。天水解放前夕，保护和营救了不少进
Ò£¤¤>1 VWÓÔÕÖ'×ØÙÚjÛÜÝ
步学生和中共地下党同志。１９４９
年 &８月天水解放
Þ£ÉØßàáâ2ã1 !#)# 3
4VWÓÔ
g'`äåµæçÂè½Äé"ê9Dëì¹íë
后，被选为甘肃省第一、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
!$ 月被选为天水市副市长、市政协副
4`äåVWîïî>½î¬ðï
ì1 !#*" 3１２
表。１９５０年
¼ñ1 !#*) 3'òµæç¿ÀÁ±²1 !#*& 3'ó
主席。１９５４年，调甘肃省教育厅任职。１９５８年，响
ôoiÐ¸áCõö' ÷²ø^ùúû¦Éüý
应干部上山下乡号召，退职返里参加农业生产劳
þ'ÿY!"1
动，直至逝世。

肃名画家范振绪
、郝进贤 、吴绍庸、马文红等集体
æÓÊyÒÔÕ½ÖÝ×½ØÙÚ½P¼6zÛ
创作
Ç１２
!$ 米长的《红军长征甘肃段》巨幅国画，受到
Ü>cÝ¼K>ÞµæßàáâÊ'ã
中央军委嘉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参加省
®Kkäå1 ß]èéÑ¬íµg'ùúç
政协、省文史馆的工作，撰写文史资料，进行祖国
¬ð½çPlæcÇ'çèPl{é'ÝXê
统一宣传。著有《中华民族发展史》《国史概论》《普
ëèìí1 îïÝðDñòÎlà
Ýlóôà
Ýõ

通心理学》《教育概论》《西北问题》《西北边陲情
ö÷Q£àÝ¿ÀóôàÝ[VWàÝ[høù
况》《生产教育》《惠波尔有效学习法》（译著）等。
úà
ÝÉü¿Àà
Ýûüýïþ£>&à
ÿî61
吴鸿宾（１９０２—１９８８
年）回族，今秦州区自
,-.!#"$!#&& 3
´ñ'S&
°!91 "ûy'#$79'%XÂ§'&3'
治巷人。出身农家，兄弟九人，排行第六，童年丧
+'Ér()*ý'+,-cÏ}1 ¶Ý./0
父，生计靠母操劳，过着清苦的日子。先进私塾读
Ã2
1
\34'gÐVWn5£6'£>;7Ó8
1
＂四书＂＂五经＂，后上天水新式学堂，学习成绩名列
Õ91 D]\3!#$' 389:¹£&£e1
前茅。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
3;<0ÝÞZ' =>ÝÞ?@1 23 (３月
4 !&
经常阅读进步书刊，追求进步思想。同年
１８
日，参加反对段祺瑞的游行活动，遭到北洋军阀士
Ï'ùúABßCDcdXEþ'~FKGH

郭维屏（１９０２—１９８１年）字子藩，今武山县
)*+!#"$!#&! 3 #}$'ª¸=

兵的毒打，不久经天水同乡好友葛霁云的介绍，加
IcJ!"#$%&'()*+,-./01"2

Z%Ê91 &'y()*'+,-W./01RS
城南关人。自幼家境贫寒，父亲卖水供他就读兰州

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曾任中共北平西区区委书
3456789 38:;<46=>?@@AB

贫儿小学、皋兰高等小学、兰州第一师范。民国九
)23£½4R563£½RSÂèÈÒ1 D7

记、中共北平大学法学院支部书记。其间积极从事
CD46=>EFGFHIJBC9 KLMNOP

年（１９２０年）９
月，考入武昌高等师范，成为甘肃赴
3!#$" 3# 4'89ª:56ÈÒ';åµæ<
外省学习的少数官费生之一。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
=ç£>cÜI?@ÉAè1 D]Ñ3!#$)

学生运动，编辑《新政治月刊》。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
FQRSTUVWXYZ[\]9 ^5_`ab!"#"
年）北平大学毕业后，受党组织调配到中共中央军
ac=>EFde:Tf8ghijk464lm
委从事联络各地上层人士和搜集情报等工作。民
AOPnopqrstuvwxyz{|}9 ^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同时参加北
3'89ÈÒ¹£¿ÀBCD'2Eùú
京艺术研究会学习国画。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
 BCí£>F1 D]Å3 !#$#年）８
3&
4'`ÐGH%¹£IJåï¿K'gLMå¿K
月，被上海暨南大学聘请为副教授，后晋升为教授

兼高中文理科主任。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２年）３
NOPQ»¼±1 DÄ]è3!#($ 3(月，
4'
任上海同济大学讲师兼训导长、西北问题研究会
±ÐG2R¹£SÈNTU>½ [VWBCí
o¯XYZ[\' 2EùúÐG BC]
干事与季刊编辑，同时参加上海中国艺术研究活

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
5~_ab!"$#年），调任中共甘宁青特委书记。
acTi<46ABC9
^5~_ab%"$& 年）＂西安事变＂时，担任杨虎
ac ?P"<
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mBTIDT^
城将军秘书，支持张、杨主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
/9 ;f ¡¢(£¤¥T¦§?
线的建立奔走呼吁。曾受周恩来同志指示，营救西
¨©mª«¬9 :®k¯°T?=±
路红军流落官兵。后回到兰州，主持建立西北第一

²46®^³IJT´¢µ&'D>¶D·¸{
个中共回民特别支部，往来于天水
、平凉、榆林等
4øR'±µæç¬dV½µæ£e¿K1 D
qOPq¹|}T º»S¼p½¾¿IÀ
１２!$ 月返兰，任甘肃省政府顾问、甘肃学院教授。民
地从事地下工作，宣传动员各方力量支援抗日战
Ä]Ä3!#(( 3)
Á9 `¨mÂ¯ÃPÄÅ:TÅÆPÄÇÈÉ
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
）４ 4'ò%±ùfgih
月，调南京任参谋本部边 争。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成立后，成为办事处谢觉哉
的主要助手。发动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制订回
ÇijÇBCD¡¢kcílà¿?mX¬en
/ÊËÌ9 ÍSFQÎÏ§ÐRSTÑÒ®
务组边务研究所专门委员会史地教官兼行政院新
动。８
月，在陕西任陇海铁路陕西实业考察团团员。
þ1 & 4'w¾[±^G_`¾[a¦8bEEc1

疆建设计划委员会委员，曾参加西北协会主办的
opqrskcíkc' tùú[ðí¼%c

民运动纲领和工作方案，成立中共回民特别支部，
^RSÓÔv|}½ÕTÅ46®^³IJT

西北考察团赴察绥考察。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４
[8uE<uv8u1 DÄ]§3!#(% 3)
月，任皋兰自治实验县县长，倡导集资
4'±wR&°ax==>'yUz{１．８
!+& 万元，在
|}'w

并创办进步刊物《回声》，教育团结了甘肃回族群
Ö×ÆØÙ\ÚW®Û]TÜÝÞßàá®â

小西湖创办陇右化学工业社，生产两个品种的肥
3[~%^£¦' Éü c
'Ójí1 3'±µæ£e¿Km
皂，解决了社会急需。次年春，任甘肃学院教授兼
¿ÀË¼±½¿Ç>1 DÄ]73!#)" 3'm
教育系主任、教务长。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兼

民主同盟，领导组建甘肃民盟组织，并担任民盟西
^(èTÔégá^èghTÖ<^è?
=êIJáë¼9 ^5ä_ab%"'&年），中
acT4
北总支部甘肃特派员。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5^(èáìIJA¼íîïÅ:T ðñ
国民主同盟甘肃省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后，被推

任西北师范学院教授。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ÈÒ£e¿K1 DÑ]\3!#)'年），任
3'±

举为主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
ò<A¼9 4ót^6v5Å:Tô<4l

众。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
ã9 ^5ä_åab%"'( 年）抗战胜利后，加入中国
acæç:T2345

!"# !－
－! ５９０

"
人! 物

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
m&Fm&V !"&" <def&
!"#$%&'%&()*+,%&'%&-./ 宁青贸易专员、豫陕贸易专员等职。１９４９年去台湾，
军管会第二副主任，兰州市市长；还先后担任一至
-""/年７
< *月在台北逝世。
=>eÓAB;
+0'12345-67889:;<=>5?@ １９９５
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第一
、第三届全国
ABCD,E%&FG$%&-1?F1HBCD
人大代表，中国民盟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常
IJKL-MD!N1HFOFPBMQ%!"#
务委员，民盟甘肃省第四、五、六、七届委员会主任
$%!&'()*+,-./.0.12%!"34

陈世昌（１９２３—１９４８）
今甘谷县礼辛乡陈家
)*+C-"'(D-",$E F)gwhiKjV
庄人。中共党员。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１０
k5; }¬®!; 'de0<C-",* <E-+ 月，陈
=&j

委员，人大甘肃省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政协
%!&56)*+,/2#$%!"734&89

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
de1<C-",$ 年）１月，与同乡陈保豆、陈益清
<E- =&þKjpq.jrs
ijtuvwq; 0 =９日，陇右游击队
" Ì&tuvwq ４８
,$ 5º?
参加陇右游击队。１月
人到安

甘肃省第五、六届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８８
年%２月在兰
)*+,/.02%!"73:; !"#$ <
=>?
@AB;
州逝世。

Vk3}d¬®lp&jBm4lpno; '
家庄成立中国共产党支部，陈世昌任支部书记。民

xKyw6z{|}~& WhiKjVk
远乡袭击大恶霸张慕如，往返途经礼辛乡陈家庄

#$%C!"&'D!""( <E FG@HIJKL
裴占魁（１９０２—１９９３年）
今秦州区铁炉乡南
MNO5; PQRSTU'VW&XYZ[\]&
山嘴村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

１２)' 岁外出逃荒讨饭。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
^_P`abc; 'def<C!"'" 年）在天水
<E>gh
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在江
ijklmnopq; 'dre<C!"(! <E&>s
西新功县老营盘的战斗中被红军俘虏。在红一方
tuvwxyzo{|}~; >
,8%& Xij}dU
面军第三军政委朱瑞教育下，自愿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先后任电话兵、电话班班长，成为红军第一
&4.&,
批通讯骨干。同年
; <９" 月，在第三次反＂围剿＂战斗
=&>,
 ¡¢{|
中，缴获一套完整的通信设备。次年，加入中国共
}&£¤¥¦§o¨©ª; <&j«}d¬
产党。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后，部队重
®; ijr¯/°±²&³´"µ&pq¶
u§·&¸¹º}»¼p4½¾!; 'dre
新整编，分配到中央总部任机要电话员。民国二十
ÂÃ
0<C!"(* <E$ =&3¿À·fÁ;
六年（１９３７年）８
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裴占
魁任师卫生部科员，随部队开赴抗日前线，转战于
Ä4ÅÆQpÇ!&ÈpqÉÊËÌÍÎ&Ï{R

太行山区、华北平原。先后担任过留守处管理员，
ÐÑMH.ÒÓÔÕ; Ö4×ØÙÚÛÜ!&
ÝÞpß&ÛÜÇàá; >Ôâã{ä}&å
供给部排长，管理科长等职。在平型关战役中，负

时，陈世昌三人联络领路，在陈世昌家为游击队安
ö&jBm5ëÁ&>jBmVvwq
排食宿，组织党员站岗放哨。战斗结束后，三人掩
ßS &®!; {|&5
护游击队安全撤退。＂安远事件＂后，天水专员兼陇
vwq?;
?xB¢&ghM!t
南警备司令高增吉在武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会
Lª'>MÉB"µ&"
后带领
êë ６个县自卫队和天水骑兵学校—一个骑兵中
. ôwXÆqghV ô}
队共
/++ 多人，在安远、礼辛、永兴和通渭榜罗、毛
¡5&>x.hi.¢>£¤¥.¦
q¬５００

家店，陇西县城一带＂清乡＂，先后逮捕审讯地下党
V§&ttw¨ê

sK¢&©ª«û®
员、群众
３０ -5;
多人。由于叛徒告密，陈世昌等
人先
!.¬ (+
®R¯°±&jBmà (３ 5
后被捕，１月２１日在礼辛镇墩儿下壮烈牺牲。
~ª&- = %- Ì>hi²³´µ¶·¸;
陈保豆（１９１２—１９４８）参见陈世昌。
),-C-"-%D-",$E i¹jBm;
)./C-"+(D-",$E 参见陈世昌。
i¹jBm;
陈益清（１９０３—１９４８）
012C-"+(D-"*( <E F)gw£º²õ
王子云（１９０３—１９７３年）今甘谷县渭阳镇小
»VO5; 'def<C-"%" 年），参加冯玉祥西北
<E&ijlmntÓ
王家村人。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
d'¼½,;
<¾&
È¿ÀÓxÁ
国民革命联军第一军。年底，随军调往湖北老河
口Â.ÃºÄÁLÅm.uÆêijÇ.l.È}Õ
、襄阳及河南许昌、新郑一带参加蒋、冯、阎中原

挖战壕，提前
１３ ôõö÷¨ÎÁø©ºÍùú
个小时把通信线路架设到前沿阵
ñ{ò&óÍ )(

6{; 'dre<C-"(- <E-+ =&É½Ést
大战。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１０
月，奉命开往江西
ÊËÌÍ; -% 月１４
= -, 日，参加了由参谋长、共产党员
Ì&ijk®iÎ.¬®!
宁都驻防。１２

地。在抢修线路时，与日军遭遇，先后打退了敌人
û; >üýÎÁö&þÌÿ!&"#k$5 (３

赵博生和旅长董振堂领导的＂宁都起义＂，开往中
ÏÐQÑÒÓÔëÕo
ÊË*´¢&É}

次进攻。与增援战友一起消灭日军
%&; þ'({)*+,Ì３０
(+多人，缴获
-5&£¤
机枪两挺，为此荣立集体一等功。民国三十年
½./0& 12345àv; 'de<
（１９４１年）后，任山东军区后勤部管理科长，合作社
C!",- <E&4M6H7pÛÜÇ&8é9

央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军，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
»¼½Ö×ûij& ·«}dU,/
军团十三军。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
Øe; 'dre<C-"(%年）初夏，参加第
<EÙÚ&ij,
一方面军攻打赣州的战役。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
 &ÛÜ@o{ä; 'drer<C-"((

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军挺进东北，先后任辽
34; ËÌ{:;<&È0%6Ó&4=
6HfÁ>?@ABÚ34. =CH7
东军区八路军兴安岭办事处主任、辽东军区后勤

年）春，参加江西东黄陂战役。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
<EÝ&ijst6Þß{ä; 'dre<C-"(,
<E-+ =ij²;
}Ò5'¬d3&
年）１０
月参加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
4ÁL~àEE./ef«áÇ.ÁL+
任河南被服局局长、五十八军审计科长、河南省军

责战役通讯指挥工作。裴占魁带领战士们爬坑道，
æ{äçèé; ÂÃÄêë{ìíîïð&

DÚ7Ú.CÓH,/E7Eàá; 'd
军需处副处长、东北军区第五局副局长等职。民国
e/<C!",. 年）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E&4CÓH7p7p; 区工商联站副站长、中南工程局行政处副处长、湖
Hâ7.}LãEÑ8Ú7Ú.À
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CÓFG&Hgh4gh¸HÝÞp7p; 北建筑工程学校校长等职。
ÓäåãV
àá;
东北解放后，回天水任天水军分区供给部副部长。
-"/+
<HV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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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Ïûé&L4g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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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Hæ&FG@H5&
１９５０年回家休养。１９５３年复转地方工作，曾任天
吴鸿业（１９０３—１９７９ 年）回族，今秦州区人，
çèéê; 'de<C-"%, <E&«ëì66V
hMNOPQR34& MNQSÇ7Çàá;
水专署直属粮库主任，专署粮食科副科长等职。
吴鸿宾弟。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年），入上海大同大学
学习数学。＂五卅＂惨案发生后，公推为赴京请愿代
VíîV;
-"/.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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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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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AB;
/ï¢ðñòQ&óôÊUõö
１９５６ 年离休。１９９３年 １０ 月在天水逝世。
&'(C-"+'D-""/ <E
'd
÷; 'de0<C-"%* <EHgh&>+3,0Åø
刘友琛（１９０２—１９９５
年） FG@H5;
今秦州区人。民国
表。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回天水，在省立第六师范

十三年（１９２４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其后留学
e<C-"', <EÓU6VWXYZ[; \ØV
美国，先后就读美国西北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获
]d&^_]dtÓ6V.`abc6V&¤

任教。与王承舜等人组建国民党天水县党部。蒋介
4; þ»ùúà5äd'®ghw®p; Çû
石叛变革命后，受到通缉，潜赴省立武威四中任
ü¯ý¼½& þºÿ& !Ê+3"-}4

经济学硕士学位。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年）回国，任中
WXVRSTUV WDXYZ[!"#" Z\]D(^M
央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兼任首都（南京）建设
QJT_T`abc3def5gh[ij\kl
%&'mn%&V WD2oZ[!"$% Z\-5./p
委员会专门委员。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任甘肃省
klqq9V rstuvwFxyz{V |=->5
建设厅厅长。倡导植树造林、兴修公路。之后，担任

教。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
; 'de#<C-"(+年），受聘甘肃学院（后改国
<E&þ$)*V%CÀd
立兰州大学）教授数学，任附中部主任、法学院总
3?@6VE&îV&4'}p34.(V%¼
<Ej«'3(;
$à; 'de-<C-",/年）加入民主同盟。
务长等。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
-"," 年兰州解放后，历任甘肃省回民促进会主席、
<?@F&)4)*+H'*%"3:.
１９４９

暨南大学教务长、上海商业银行开封分行经理、甘
}iJTd$9F~_ aF.

)*+5'+,%!"%!. tÓ8%!"%
甘肃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

!"# !－
－! ５９１

!"#$%
天水大辞典

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调至银川，历任宁夏
!" #$%&'()*+,-./01-234$
师范学院教授、宁夏政治学校副校长。１９７７年，任
56789:;4$<(7=>=?@ !"#$ A-3
政协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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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春霆（１９０３—１９８２年）
&'(K%"&'L!"() MN 名雷发，今秦州区
OPQ-RST)
人。甘肃省立三中毕业后，随父雷品珊（秦州名医）
UJ VWX+DYZ[,-\]P^_KST`aN

骞入室弟子。因品学兼优，又长于诗词、书法，颇得
^I_8`2 abMcd$efAghijk$lm
张的赏识。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nop2 qrst>u"$%& >v$wdxyz{|
于南通师范。离校前，张骞作《送王生毕业归天水》
AXYZ[2 }~B$]^/{| 
诗相赠。初供职于两浙盐务署，任秘书。次年绕道
g2 A$Ej2 >
武汉，经四川回到天水。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应好
$ 2 qrs>u"$%' >v

习医，得其口传心授，加之本人刻苦认真，遂成名
ba-cdefg:-hijUklmn-o*O

友、共产党员葛霁云之邀，赴西安任职，始与于右
i ¡¢£¤¥¦§¨$©,ªE$«¬A

aJ p(qrst-uvwx-yz{|J }~医。论治注重脾胃，辩证施致，用药特灵。民国时，

Ei®¯°±²³´p$Hµy\¶·,n
任、邓宝珊及汪剑平相识，后来成为在陕西的天水

¸¹º»¼y£§½2 ¸¹º¾¿ÀqÁj$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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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员胡受谦患病，数医诊疗无效，春霆应诊，一剂
同乡会骨干成员之一。同乡会印制《告民众书》，宣

见效。胡赠匾＂立起沉疴＂。十三临时教养院院长牟
J 

+J D88?
焯之妻患病多年，春霆诊疗数次即愈，牟赠匾＂寿
i M- ¡¢-£
仁寿世＂。１９５３
¤£¥J !"*' 年，与张西堂、杨钟峰等人成立天水
M-¦§¨©;ª«¬U*+®¯
第一个联合诊所，兼任所长。接着又组成第二、第
C°±²³-´3³?J µ¶·¸*C¹;C
D±²³J %"*(年，参与组建天水市联合医院。
M-º¦¸»®¯¼±²a8J
三联合诊所。１９５８
U-¿ÀÁÂÃJ
½¾８ (人，均为临床骨干。
一生教徒

马重雍（１９０３—１９９０
)*+K%"&'L%""& 年）
MN 名殿武，回族，今张
OÄÅ-%&-Æ§
家川县张家川镇赵川村人。马元超第六子，教内尊
Ç1È§Ç1ÉÊ1ËUJ ÌÍÎCÏÐ-ÑÒ
称＂北山六爷＂。童年在宣化岗度过，在家攻读，逐
Ó

ÔÕÖ×J ØMÙÚÛÜÝÞ-ÙÇßà-á
步养成了读书习文的兴趣和文人风格。民国十八
â*ãàäbåæçèéåUêëJ ì~í
MK%")" 年），父马元超去世，即主持宣化岗教务。
MN-]ÌÍÎî¥-¡HïÚÛÜðJ
年（１９２９
ì~¹¹MK%"'' MN-ñò )*
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捐房
２５ óô=õ-ö÷
间作校址，创办

传标语及书刊，由王等带回天水，开展革命工作。
ÃÄÅÆjÇ$ÈÉÊ $ËÌÍÎÏ2
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年）初，任新一军秘书长。民国
qrÐsÑ>u"$(! >v$E9½Òjf2 qr
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月，赴南京任监察院监察委
Ðst>u"$(& 年）４
>v! Ó$©XÔEÕÖ×ØÖÙ
员达１３年。抗战胜利后，宋子文有违法行为，王新
£Ú "( >2 ÛÜÝÞH$ß`àáâkã\$9
:äåæçÕÙèé$XÔàêëìwí$
令联合几位监委弹劾，南京《天文杂志》予以报道，
½îïðñr$ò\
ó
ôõö÷ø2 qrÑsù>
一时震动全国，称王为＂铁面御史＂。民国三十六年
（１９４７年），当选甘肃＂制宪国大＂代表。次年，出任
u"$!# >v$úûüý
ó
¿þrÿø!"2 >$#E
甘、宁、青监察委员行署主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
üi$i'ÕÖÙ£ã%EÙ£2 &'1q (
国成立前夕，天水骑兵学校教育长胡竟先促新令
ry)B*$  +,M~-.f./019:
同机飞往台湾，被新令一口拒绝。１９４９
年甘肃解放
¸23456$79:½89:2 "$!$ >üý;<
H$9:©=*$0HE>?½@AB1q!"
后，王新令赴兰州，先后任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
ÿº!"iCYDfijfi>1qÙ£ºÕÙi
大会代表、交通股长、秘书长、省人民委员会监委、

民盟甘肃省委员会秘书长等职。１９５４年起任省政
øù§Ç1ú,û%ìü7-%ýþÿØ´!-'
qEüý>Ù£ºjfÉ2 "$)! >FE>G
私立张家川南后街回民小学，回、汉儿童兼收，自
3"#?´=?J
HÙ!J
ì~¹$M
K
%"'+
MN-7=%
任董事长兼校长。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学校改 协委员。
À&ù'(ü7-),Z[7½ *&&
ì~D
为公立完全小学，先后毕业学生
５００ UJ
多人。民国三

/01K%"&,L%"(" MN
张之亮（１９０４—１９８９
年） -SÈ
字维熙，秦安县陇

十五年（１９４６
处、房屋
$MK%",+ 年），其兄马桓武捐院落
MN-d*Ì+Åñ8, ２) -;ò.

ÉH©ËUJ ì~íMK%")"年），由于饥
MN-
城镇部阁堂村人。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

*& /ó;01 * 亩创办私立张家川新民中学，马重
2ö÷øù§Ç13ìY7-Ìr
-Ëì J¡¢-§i£\¶¡¢æËì¤
５０余间、土地５
饿，村民纷纷外出逃荒，张之亮随着逃荒的村民到
雍任校长。１９４９
43=?J %","年，学校改称清水张家川中学，是
M-7=%Ó5¯§Ç1Y7-6
¨-ÙÇ¥¦Rü§J  ¨©æªG«§i
西安，在一家磨坊当小工。一次偶然的机会把张之

为以后张家川一中的前身。１９５０年，被选为甘肃省
À7,§Ç1Yæ89J %"*& M-:;ÀVWX
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１９５１年，土地改革
CE<=Uì>?G@>AJ %"*% M-01%B
运动中，将家产地
３００ ó(HI
多间全部交
CDY- EÇF1２００
)&& 多亩、房
G; ò '&&

出，分给农民耕种和居住。１９５５年，当选为甘肃省
J-KLMìNOéPQJ %"** M-R;ÀVWX
CESTUBGH3J %"(* 年，兰州经学院正式
M-UTV78WX
第一届伊斯兰协会主任。１９８５
*ù-38?J ),YJZ[;\] (&
UJ 3
成立，任院长。先后培养出阿訇、满拉
８０多人。任

亮带进了一位老中医的药房，开始了他的学医生
£¬ã®¯Yaæzò- °±ã²æ7a½
涯。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
³J ì~¹´MK%"'* 年）冬，张之亮到兰州挂牌
MNµ-§i£¤UT¶·
行医，为兰州不多的名医之一。民国三十二年
¸a- ÀUT¹æOaiJ ì~D¹M
（１９４３年），张之亮由甘肃省教育厅保送到西北大
K%",' MN- §i£VWXº»¼½¤¨Ô¾
72¿7bJ ì~DÖMK%",$ MN-7ÀÁæ
学历史系学习。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以优异的
*ÂÃ¨Ô¾7Z[- Ä¤UT§[7=3
成绩从西北大学毕业，应聘到兰州工业学校任史

Å!´=aJ %"*) 年调到兰州女师任教，并兼任
MÆ¤UTÇ53-È´3
地教员兼校医。１９５２
UT¼C¹d²³a½J %"*+ MÆVWXYa
兰州市第二联合诊所医生。１９５６
年调甘肃省中医
斯、伊朗、摩洛哥等国的穆斯林友好人士交朋友．
T;Sm;nop~æqTrstUuvwsÉ7=
K
,%OVWXYa7=N-¦U²Êã
进修学校（后改名甘肃省中医学校），与人合编了
3ËYaÌÍärÎ J ),QAãÏ
ÚfY~æx<y; ì&<y7fqTræ½
宣传中国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以及穆斯林的生
《新编中医入门》一书重印数次。先后发表了《对无
F½z{|J
ÙéS}Zj~]v,-S}>?
黄疽型传染性肝炎的认识和治疗》《慢性咳嗽治疗
产生活情况。在和伊朗阿亚图拉交谈后，伊朗代表 ÐÑÒfÓÔÕÖæm×é(ØÙÔÚÛ(Ø
*& 万元，以后又为张
Í-7,·À§
LT¨n ñ５０
Üpå-ËÝÞßàáäH-â
团给兰州西关清真大寺捐款
点谈》等论文，编写《金匮浅释》书稿一部，约十万

省伊协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积极同来中国访问的
XSBH3;X<B>HI-^_`aY~bcæ
伊斯兰教世界联盟以及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
STU¥=de7fgf; Zhfij; kl

家川穆斯林学校捐赠了３
Ç1qTr7=ñã ' 万多美元，为龙山镇西
Í- ÀÕÉ¨
大寺捐款
万美元。著有《哲赫忍耶的历史》等
 ñ３．２９
'-)" ÍJ
æ2
åJ
文稿。

字，参与摘编中医临床参考资料百万余字。１９８９
年
-º¦ãÊYaäÁºåæçè/J %"(" M
é-êM８５
(* 岁。
ëJ
病逝，享年

乔兴和（１９０５—１９９２年）
陕西人。民国二十
234K%"&*L%"") MN ì¨UJ
ì~¹

王新令（１９０４—１９６５年）
,-.K%"&,L%"+* MN 字鼎若，号楚青，今
!"#$%&'$(
1$9:
)*+,-./012 3456$78 ! 人，新令
秦州区西关育生巷人。家境清寒，兄弟４
;<2 =>?@AB5CDEFG$ HIJKL
居幼。童年启蒙于前清进士任承允，后入亦渭小
M2 "# NOPQRST$UIVWXYZ[$\]
学。１７岁只身负笈南游，考入江苏南通师范，为张

三年（１９３４年）１０
月参加工作，民国二十二年
D M K%"', MN%& íºh
§ô - ì ~ ¹  ¹ M
h Ì Y ~ î F ï -%"*) M年８月至
( í/
K%"'' MN, 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２
（１９３３年）４
%"** M
) í3®¯Å)ðñòóF!Gäô１９５５
年２月任天水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 M
( í/ １９６６
%"++ M
* í3®¯!õöï¸
１９５９
年８月至
年５月任天水专员公署党组

! !"# !－
－５９２

"
人! 物

副书记、副专员。１９７２
年离休。１９９２
年２月去世。
ã4äFå3æ4ç¨èòÚ4KÛ8
!"#$!%&' !"#$ ()*'
%""$ (
$ +,-' 队，然后分兵两路，击败当地割据武装，进驻文县
巩守仁（１９０６—１９５７
年） 12345678
字明如，今甘谷县
#$%.!"&'/!"() (0
人，基督教徒。幼时在甘谷上小学。后到兰州学医，
94:;<=' >?@A7BCDE FGHIDJ4
进入兰州华英中学（教会学校）求学，毕业后在教
KLHIMNOD.<PDQ0RD4STU@<
会办的兰州河北医院（博德恩医院）学医。潜心攻
VWXHIYZJ[.\]^J[0DJE _`a

碧口。整训部队，严明纪律，书写＂打倒帝国主义！＂
éêE ÀÁ/ã4ë2ìí4"î
ï
ðñgòó.ô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等标语。演唱进
ï
ðÝõö÷.ô
ï
ðøùúû.ô(üýE þÿK
步歌曲、话剧，联合鲁大昌部师参谋长刘邦彦扩充
â!"=#$4HI ¡¨/ø5uSuá%ã

读，深得医术。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毕业后返甘谷
b4cdJeE fghi(.%"$) (0STFjA7

在北街开设仁济医院。次年来天水与刘基、吴洁
@ZklmnoJ[E p(qrstu:$ vw

处电请北平靖任秋来武都准备起义。中共中央军
{)*ZÐÎQÏqò+,-.óE O`O/,
0ÎQÏ(9qA4¨Î(G1ò+42z`3
委派靖任秋等人来甘，当靖等到达武都，约何共商

&4ç'Ú(E fgh(.%"** (0% +4z
实力，增购装备。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１月，何

天、卢享三、裴月中开设耶稣家庭医院。同年回甘
r$xyz${+Olm|}~J[E (A

.ó¡?4
¡¨495rs&ªøøS
起义大计时，鲁大昌已派人向驻天水第一师师长

谷，在东街开办仁爱医院。对贫苦无力就医者免
4 @klWnJ[E
J
费，根据需要随时出诊，颇受群众赞许。民国二十
4?4E fh
四年（１９３５
(.%"*( 年），在山东齐鲁大学深造。毕业后，捐
(04@ ¡Dc¢E STU4£

胡宗南密告何处起义之事。胡即以调何去南京学
6D twz{.ó78E 9:»;z, <D
习为名，派人于宴会上伏兵逮捕何处，解往岷县，
=©î49¹>VB?3@Az{4BC84
被鲁大昌暗杀。１９８６
月 %%
１１日，何处被追认为
} ¡¨DfE %"-'年
( ８- +
ª4z{}~E©

办私立仁爱小学。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在天水
W¤¥nCDE fhi(.%"*) (04@rs
县城创办仁爱医院。当时为一位来天水突患重病
8¦§WnJ[E ¨?©ª«qrs¬®¯
的香港人施行手术，手术很成功，此人感激以自行
X°±9²³´e4´eµ¶·4¸9¹º»¼³

*+FcE
革命烈士。

车相赠，巩坚决拒收并免去其治疗费用。后此人给
½¾¿4ÀÁÂÃÄÅ,ÆÇÈÉE F¸9Ê
他邮寄了价值昂贵且国内不易买到大批箱装药
ËÌÍÎÏÐÑÒÓgÔÕÖ×G¡ØÙÚÛ
品，作为治疗报酬。仁爱医院业务逐步扩大，开设
Ü4Ý©ÇÈÞßE nJ[Tàáâã¡4lm
病床
５０余人。民国三十六年
¯ä２５
+( 张，工作人员增至
å4æÝ9&çè (&
é9E fgzhi(
.%",) (04À,êëlWJ[E %"('年
(１０
%& 月，因
+4ì
（１９４７年），巩去新疆开办医院。１９５６
¯jA4p(,-E
病返回甘谷，次年去世。
&'.%"&)/%"** (0 íîï241ðñ45
何处（１９０７—１９３３年）原名玉明，字戒僧，今
ò8¦ó9E ¼>ôòe4õö÷ø4ùb
武山县城东关人。自幼酷爱武术，广交拳师，喜读
úûüýþÿ4¥!"#ü$Þ"g~E fgh%(
《说岳全传》，立志效法岳飞报效国家。民国十五年

（１９２６年）８
月，武山第一高等小学毕业，考入国民
.%"+' (0- +4ò&ª'(CDST4)Lgf
革命军冯玉祥部属张维玺学兵营，参加了歼灭直
*+,-ï./0å12D344 56Î789
鲁军阀褚玉璞、凤翔党玉琨以及冯玉祥
、李宗仁、
,:;ï<=>?@ïA»B-ï.=CDn=
唐生智联合反蒋诸战斗。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提
EFGHIJKLMNE fghO(.%"+- (0P
任排长。次年提升为王志远旅手枪营营长。民国十
QRSE p(PT©U!VW´X44SE fgh

()*.%"&)/%"'- (0 原名玉璧，今武山
íîïG45ò
赵西武（１９０７—１９６８年）
8H¹IJ9E ¼>Kò4 b8¦ óC
县马力乡于寨村人。自幼好武，就读县城南关小
学。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
年）考入国民军天水学兵营，
DE fgh%(.%"+' (0)Lgf,rsD344
后任何处手枪营手枪队队长。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
FQz{´X4´XããSE fghY(.%"*&
年），何部被甘肃军阀鲁大昌收编后，任何处团营
(04z/}AÆ,: ¡¨ÄF4Qz{©4
长。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
SE fgh(.%"** 年），何处在武都地区扩充
(04z{@ò+Lã
&4,(p³.ó4Ë|ª43MÛ8E z
实力，准备举行起义，他率一营兵力驻守文县。何
8N}A4O}²PE z}QB8ÜO4HIR
事泄被捕，赵被缴械。何被押解岷县途中，联合郭
S3=åÕTUC4V4ìWGªrXYV4Z
化如、张思万赶往营救，因迟到一天未能救出，从
¸j[~E
fghi(.%"*) (04\ªM]^
此返回老家。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
_4tRS3(Ò`gf,ªi%ø4Q4S4@
发，与郭化如等投奔国民军一六五师，任营长，在
¿Oaª\ªbE fgzh(.%",(
山西中条山一带抗击日寇。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
(04ªcÒdFHE fgzhi(.%",) (0)
年），日本投降后回乡。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７
月，经中共陇右工委负责人高健君介绍，加入中国
+4eO`fæ0gh9'ijkl46LOg

共产党。１９４９年
`a@E %"," (２ +月，经党组织谋划，任甘肃省师
+4e@mnuo4QAÆpø

九年（１９３０年）冬，孤居汉中，目睹共产党人和进步
Y(.%"*& (0Z4[\]O4^_`a@9bKâ

管区补充一团二营营长，驻防武山，开展军运工
qLrª©44S4 Úò4 ls,tæ
作。任该部中共支部书记，半年中发展党员
多
ÝE Qk/O`³/"u4v(O_s@& ３０
*& w

人士被无辜杀害的惨景，便与该部营长杨际融（字
9cdefgXhi4jtk/4Slmn.1
op4òqrs90tu3v4ìc3wt4lx
叔举，武山鸳鸯镇人）密谋兵变，因士兵告密，杨死
yE z{|/_]O4F}U!V~34
难。何处率部潜出汉中，后被王志远追兵打散，只

人。７月，在中共武山县工委领导下，在县内散发
9E ) +4@O`ò8æ0xyz4@8Ô_
ú2{|}ÿ
úÝ{¡~ÿ4_=mn\=
《约法八章》《土地法大纲》，发动、组织群众抗丁、
\=\4ÔòBE - 月
+３
* ª4gf@,ª
抗粮、抗款，迎接武山解放。８
日，国民党军一

带百余人进入陇南，驻天水利桥。回军头目马廷贤
é9KL 4rsE ,^
派人收编，何诈允，将计就计夜袭其第三军马入仓
9Ä4z4Æ&z,L

ªY, øø/90/ãBÆª©Kò
一九军陈卓师师部直属部队及其一个团进驻武山

/F4¨=8(E fgh(.%"*% (0
部后，辗转两当、礼县等地。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

春，驻军岷县马坞镇，扩充兵员千人。又自制刀矛
4,8s4ã3&9E
¼¡¢£

等武器，军容复振。被鲁大昌收编为第一旅第二
(ò¤4 ,¥¦§E } ¡¨Ä©&ªW&
©4z©©SE " + %* 日，带部属精壮５００人夜袭
ª4/0«¬ (&& 9
团，何为团长。９月１３

武山城，击退残害百姓的马廷贤部马应全驻军，缴
ò¦4®¯g°X/±ý,4²

枪X２+ 百余支，马匹百余，夺回大批银元撒于田野，
é³4´é4µ¡Ø¶·¸¹º»4
让百姓拣去。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
¼°½,E fghª(.%"*+年）夏，何处军驻
(0¾4z{,

8¦48æ0Â_ò.ó4O¿òQ
县城，县工委决定发动武山起义，推赵西武任总指
456.óX/ã %-&&
挥，把参加起义的部队
１８００ w9;@¦
多人调集在城周围各
制高点，形成对县城的包围圈，他亲率
３ îc
名勇士打
¡'Ì4¶ 8¦X4Ë| *
l4 %&&
ï
9ô4ÆO¡/å56.
开监狱，放出
１００ wî
多名＂犯人＂，其中大部分参加起
ó/ãÅ¶©E ,日凌晨，战斗打响，经过一场
ª4MN4eª
义部队并成为骨干。４

浴血奋战，迫使陈军缴械投降。６日下午，武山解
¡¢£M4¤É ,²PÒdE ' ªz¥4òB
放。７日，赵西武和武山党组织其他领导人受到中
E ) ª4O¿òbò@mnÆËxy9GO
国人民解放军一野一兵团司令员王震接见，任命
g9fB,ª»ª3©ßØ&U¦Ô§4 Q+

陇西整训期间，结识甘肃宣慰使孙蔚如派员点验
¿ÀÁÂÃ4 ÄÅAÆÇÈÉÊË3&ÌÍ
¡¨0,XO`@&ÎQÏbò!Ð4 ¾ÑÒ
鲁大昌属军的中共党员靖任秋和武志平，相谈投
Ó4ÔKâÕÖE ×ØÙ,ÚÛ8ÜO4@¶
机，接受进步思想。奉令移军驻防文县途中，在成

赵为二军独立团团长，随军西进。１９５０年９月，因
O©,¨¥©©S4,¿KE %"(& ( " +4ì
病离开部队，去西北党校学习。１９５３
(ÄT4QA
¯)l/ã4,¿Z@QD=E %"(* 年结业，任甘

县设计处死土匪司令王佑邦，缴其武器，遣散其部
8m{xÝÞßØUàá4²Æò¤4âÆ/

+,-.%"&-/%"** (0
5A8®¯s¡
王树亚（１９０８—１９３３
年）今甘谷县渭阳镇大

Æp©ªß«e¬E %"'- (-E
肃省建二公司副经理。１９６８年逝世。

!"# !－
－! ５９３

!"#$%
天水大辞典

王家村人。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从陇南军事学校
!"#$% &'()*+!"#$ *,-./0123
毕业，分配到驻河南洛阳的董振堂第二十六军第
456 789:;/<=>?@ABC(D0B
十三师参加北伐，先后任排长、连长。民国二十年
(EFGHIJ6KLMNOPQO% &'C(*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
日，参加由参谋长、共产党员赵
%' S6GHTGUOPVWXYZ
+%"&% *,%# R １４
博生，旅长董振堂领导的宁都起义，被编入中国工
[\6]O?@A^_>`abc6defg'h

地下武装。同时派人通过私人关系，从驻省城某军
7% ø±d$ ¡¢$£¤6-:Ê¥¦0
长处弄到步枪百支，子弹数千发，解决了地下武装
OQ§9Á¨©ª6«¶¬6®¯°7
的装备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陕西省
>±²³% g´$&Vµ'.ËL6ÓMìâÊ
政协常委，民革陕西省委顾问等职。１９７９
*£¹6
÷¶·06&}ìâÊ0¸vÝ^% %")"年以来，
与全国政协委员李振西等联名撰写对台广播稿
ãº'÷¶0Y»@âÝ¼¿½¾{¿ÀÁÂ

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年）１月，
Ã% %""+年在西安病逝。
ij0Bklm0% &'C(k*+%"&# *,% R6 件。１９９５
*¢âÄÅ%
Hfg'VWX% KLM(E0E(nFoOPp
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十三军三十八师营长、团

,-.+%"("¾%"$* *, 幼名延生，字瑞卿，
Æ¿ò\6ÇÈÉ6
王新潮（１９０９—１９８６年）

今秦安县王窑村人。天资聪颖，家境贫寒，生活清
长、师长。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
OPFO% &'C(C*+%"&& 年）初，蒋介石调集
*,q6rstuv
6ÊÅ!Ë#$% ¬ÌÍÎ6"ÏÐÑ6\Ò

３０多个师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
&( wxF>yz6 {g|}~B
＂围剿＂。２
R6xF>yzg

% #月下旬，罗卓英率两个师的兵力进犯中
央苏区乐安
、宜黄地区，接着又向黄陂推进。２７日，
|P6%
#) S6
王树亚率部在黄陂以东攻击敌五十九师，激战两
! ¡¢£¤¥¦§¨(©F6 ª«
¬6§x®zp6¯§FO°±²% ¢ #$
天，歼敌两个主力团，俘敌师长陈时骥。在
２８ S>
日的
«³g6´µg¶6·¸¹g|º»¼½%
战斗中，不幸中弹，为保卫中央苏区壮烈捐躯。

程海寰（１９０８—１９４９
年）又名程步赢，陇南
&'(+%"($¾%"'" *,
¿ÀÁÂ6./
ÃÄÅ$%}~»Æ%&'(¨*+%"#* *,45Ç
市文县人。革命烈士。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
年）毕业于

甘肃省立第一师范。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MÍ
ÈÉÊËBkFÌ% &'C(n*+%"&"年）任岷

县专员胡公冕（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工
ÅÎYÏÐÑ+Ò*Hfg'VWX6ÓMg'h
ij0B(E00O,ÔÕ% &'C(©*+%"'(
农红军第十三军军长）秘书。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
*,Ö×0^_>ØÙÚ6Û9°ÜÝ
年）赴新四军领导的根据地进行考察，受到陈毅等
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回到西安后，与杜斌丞等人拟
^_$>Þßà% á9âL6ãäåæÝ$ç
£ÈÉ./·gè6éêëìÈíSî¦%
以甘肃陇南为中心，开辟川陕甘抗日游击根据地。

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
&'E(C*+%"'&年），他随胡公冕去延安考察，
*,6ïðÏÐÑñòÙÚ6
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返回西安后，加入中
Û9óô¤Ý^_$>õ% öáâL6Hfg
'&®÷pøù6ãúûüÝ$ýþ

ÿ!"ø
国民主政团同盟，与金作鼎等人组建＂社会前进同

盟＂。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再度去延安。后又到
ù% &'E()*+%"'$ *,#$ñò% L9

天水，即与汪剑平、杜汉三、聂青田等人，成立西北
¬%6&ã'()Pä*EP+,-Ý$6.ËâI

苦。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小学毕业后，正值国内军
Ó% &'(¨*+%"#* *,}245L6Ô'0
阀混战，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也乘机搜刮民财，加之
ÕÖ«6l=>×ØzÙÚÛÜÝ&Þ6Hw
本村绅士仗势欺人，摊派税款，生活窘迫，愤然作
D#ßÆàØá$6âdãä6\Òåæ6çèû
诗∶＂劣绅威猛如虎狼，吸食民脂充他肠。民无衣食
éê

ßëì\íî6ïð&ñòïó% &ôõð
-ö6÷ø7ùúûü% &'(n*+%"#"年），
*,6
田地荒，骨肉分散各逃亡。＂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
ÊÛýõ>ièþ46 !×ÿ!ik$ûö
秦安遭受罕见的自然灾害，王新潮独自一人逃荒
到民勤县，经人举荐在县政府当译电员。由葛霁云
9&"Å6_$#$¢Å÷]q%&Y% T'()
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接头人被捕，与党失去
s*Hfg'VWX6L+,$d36ãX-ñ
联系。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¼¤% &'C()*+%"&$ *,6òíS0÷A2
第二期学习班毕业后，受党组织派遣到兰州。为取
BC2./45L6ÛXýd0912% ·3
4567869:¼:1;<Q>¯=6ñâ
得掩护身份，遵照苏联驻兰代表处的决定，去西安
,./
g|03B!"#$%& '()*+,-!"#$
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受训。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
年），
0123/ 456789:;2<=>?@AB
回到兰州，以邓宝珊新一军驻兰办事处上尉副官
CDEFG/H=IJKû6MgVXýÈ
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共地下党组织甘
¡ú>?@Üvß
ÉQh0¼Vß`ýýO%
肃处工委联共情报组组长。通过各种手段搜集情
`6 Û9VW'A>BC% &'E(D*+%"')
报，受到共产国际的嘉奖。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
*,6!×ÿD×Hfg'VWX%
*6E~öá
年），王新潮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奉命返回

延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兰州市公安局
ò% g´$&Vµ'.ËL6FM12ÃÐG
副局长，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
、党组副书记，民盟
jGO6ÈÉÊH?IjIOPXýjÕJ6&ù

前进同盟策动委员会，开展策反工作。１９４９
年 &３月
"øù/0Y!6é1/2hû% %"'" *
R
被捕，５
１７ Sd4Çâ%
日被害于西安。时年
d36+ 月
R %)
±*４２
'# 岁。
5%

甘肃省委副主任，政协甘肃省第一、二、四届委员
ÈÉÊ0j®M6÷¶ÈÉÊBkPCPK0Y

康问之（１９０８—１９９５
年） 678Å9:;â
今武山县龙泉乡西
)*++%"($¾%""+ *,
<#$% &'C(E*+%"&' *,6=>?@A24
康村人。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年），上海法科大学毕
5% ðLBCSD¤EÒF-A2GHIGHJ
业。随后选送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研究宪

郭化如（１９１０—１９４９
年） M¿NO6678
原名占荣，今武山
/01+%"%(¾%"'" *,
ÅP;"Q$% iÆ"Ð6ôz=2% %* 5R
县郭槐乡郭家庄人。自幼家贫，无力上学。１６
岁租
liPq}S% &'(n*+%"#"年），家乡连遭
*,6";Q
地务农、当小贩。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
AT6U\dVWé";6GH°X)Y^_>
大旱，郭化如被逼离开家乡，参加了景平娃领导的
i&bc% &'C(*+%"&% 年）投军，在新编十四
*,Z06¢×e(
农民起义。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
F[QpKLq\]P^_yP^_`OPa¹N
师何处团先后当马夫 、传令兵、传令班长 、警卫排

法、行政军法。学成回国，先后任国民军冯玉祥部
?PØ÷0?% 2.á'6KLM'&0KLM¡
孙连仲军政治处少校处长
、少将参议，程潜、商震
NQO0÷PQR3QOPRSGT6ÀUPVW
部少将参议、设计委员，第二集团军及孙蔚如军少
¡RSGTPXY0Y6BCvp0ZN[\0R

会常务委员等职。１９８６
!·l0YÝ^% %"$*年
*１２
%# 月因病在兰州逝世。
R+Ä¢12ÅL%

将参议，河南省政府秘书等职。民国三十七年
SGT6 ;/Ê÷]ÔÕÝ^% &'E()*
+%"'$ *,6_gVg|ÿ!¡âß`Qahû6
（１９４８年），经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做工作，

j/O% &'C(©*+%"'( *,6-ÍÅ\b÷
副班长。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从岷县马坞区政

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派他出任渭南县县长，同时
ìâÊ÷]®b?cdïeMf/ÅÅO6 ø±

×{'&XhP>ri% &'E(C*+%"'&
装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道路。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

派中共地下党员赵志宏任渭南县自卫团副、赵志
dgVXYZghMf/Åi¹pjP Zg

年）１月，郭化如等率领渭源、陇西、漳县、甘谷两千
*,% R6U\Ý^fjP.âPkÅPÈl
多名青年参加甘南农民起义，因寡不敌众在持续
w¿,*GHÈ/i&bc6 +m´§n¢op

斌任特务队长，在他周围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时地
åMklmO6¢ïné1X>hû% ±
方污吏当道，贪污受贿成风。康问之即任，就有渭
lopqr6soÛt.u% <vw&M6xyf

南县阳郭粮库主任贿送小麦
万斤，遭康严厉痛
/Å=z{|®MtC}~ ３& 6
<
66w6^6Å
斥，正色拒绝，查清郭之劣迹，撤职查办，使县内奸
% gVXý¢f/17
邪收敛。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渭南发展地下武装期
间，赴渭南将当地土匪武装＂把把营＂改造成党的
6Öf/Sq7o.X>

]µce>0$?gde?¨ ３& ª6
éfg=7
府和外出的军人手中夺得手枪
支，开始走上武

了七个月后失败。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１０
°)xRL-q% &'E(*+%"'+ *,%(月，
R6

带领
名武装人员，处决了渭源蒲川乡古迹坪
r^ ２０
#( ¿7$Y6
Q¯°fjsë;tu

v8A!wxÉ% &'E(D*+%"') *,#月，
R6
＂霸山大王＂侯巨卿。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２
Tyz{P|}s*Hfg'VWX6~M×.
由高健君、万良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新成
Ë>gV.fª¡ÕJ% $ 月，被任命为中共陇渭
R6dM~·gV.f
立的中共陇渭支部书记。８

! !"# !－
－５９４

! "
人物

工委委员
、军事部长。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
月
!""#$%&'()
*+,-./0!"#$年）１
/1% 2

陕甘宁边区马栏。１０
[D¹Ôº) %)月，受陕西省委派遣，来武山
24ª[m"o»4

９" 日，由郭担任总指挥，带领
４８ >?@A#4BC
名游击队员，惩治
3456789:;4<= &$
DEFGHIJKA(LMNOPQ 0ORS1)
甘谷县安远镇自卫队长大恶霸张慕如（张百万）。
TUIVW4XYJKA4Z[\]^4_O`a
冲进镇公所，包围自卫队，很快缴了枪，因张坚守

开展地下工作。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１
'yz! ) *+,-Q/0%"&' /1% 月，中共
24£,
甘肃工委派高健君与王廷杰取得联系。２
D¼!"ol½¾_¤¥¦¿ÀÁÂ) ,月，甘工
24D!
委任王廷杰为中共武山支部书记。次年
%% 247
"8¤¥¦£,Èû) / １１月，又

堡门而未获全胜。天水专员高增级派兵挨门清查，
bcdefgh) ijk#lmnopqcrs4

8ÛFDEF;Ãm£,o#ê\!
任武山、漳县、甘谷县城以西中共特派员
、陇南工

因叛徒出卖，致７
名地下党员被杀害。根据工委决
_tuvw4x ' >yz{#|}~)
!"
定，郭化如带领少数游击队员回武山隐蔽斗争。在
46Q<= ?@A#) 

委委员。１９４９
年４月，任中共武山县工委书记。以
""#) %"&" /
& 248£,F!") Ã

武山期间，郭化如、车来保等处决了马力镇军统特
46Q]I%

ÄÅ%®ÆÇ !"4F¨12{±4`ë{
失业军人身份作掩护，在县内建立党组织，结交党
-%ìUÈ®+4'É°±! ) %"&" /
政军界进步人士，开展武装起义工作。１９４９
年武山

务$A()
、便衣队长宋虎臣。同年
月，工委决定由郭化
/ $８ 24!"56
如任总指挥袭击榆中县水家坡乡公所和铁路测绘
Q89:;¡@¢£Fj¤¥¦VW§¨©ª«
队。郭率
３ ³´µ¶·%4·¸
个晚上急行军，行程
A) 6¬３０
()多人分两组，经
®¯°±4² *

解放后，任县人民政府县长、县委书记。１９５４
ÊËº48F®*-.F(F") %"-& 年
/ *３
月，任天水专署副专员。１９５６年８月任专员。１９５８
248ijkÌk#) %"-. / $ 28k#) %"-$

１２０
%+) 公里，隐蔽后于拂晓同时行动，两处战斗仅用
V¹4º»¼½ ¾·¿4°ÀÁÂ

工作。１９６１年平反复职。１９７８年２
! ) %".% /×ØÙÚ) %"'$ / ,月病逝。
2ÛÜ)
&'(0%"%)6%"'$ /1
柴茂生（１９１０—１９７８
年） 7>ÝÞÓ4:ß
又名柴紫林，今秦
GFà+I\<?®) *+X-X/0%"** /14á
安县兴国镇南关村人。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考
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第二纵队骑科班。毕业后
V\â£%ãä-äXåAæçè) éÅº

半小时，打死２人，伤１人，缴枪
ÃÄ¾4ÅÆ , ®4Ç % ®4\^２３
,* 支。年底，由郭
ÈÉ /Ê456

化如和杨友柏调集
名游击队员截击去桦林山
,& >?@A#Ð@ÑÒÓ
Q§ËÌÍÎÏ ２４

区蔺家湾抓壮丁的漳县自卫队。当他们赶到蔺家
ÔÕ¤Ö×ØÙÚÛFJKA) ÜÝÞßàÕ¤
湾时，七八名自卫队员已将抓到的几十名壮丁押
Ö¾4 .á>JKA#âã×àÚä->ØÙå
送漳县。饭后，指挥游击队员向漳、武、陇三县交界
æÛFÉ çº4:;?@A#èÛéê,Fëì
的桦林山转移，因地主和保长的告密，漳县自卫
ÚÒÓíî4 _yï§(Úðñ4 ÛFJK
Aòó ５０
-) ®¯°©YôõÐ4Ãö÷ø4
队、警察等
人分两路围追堵截，在半山腰相遇，
6QÜùúËÌÍ<=Lû¯A#èºü
郭化如当即让杨友柏带领大部分队员向后山撤
ý4 Jþ¬ÿ９" 人在后掩护，后中弹牺牲。
®º!"4 º£#$%)
退，自己率侯山等

/Ê4_ÍÎÏÐÑ|ÒÓ4zËàÔFÕ=VÖ
年底，因抵制浮夸风被批判，下放到礼县洮坪公社

¯êë%äáLæp8£ì) u3À
分配在陆军第八师骑兵连任中尉连副。抗日战争

爆发后，参加保定战役。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１０
vwº4íUÀî) *+X-Q/0%"*' /1%)
月后，在甘肃省交通司令部任职，先后任骑兵团连
2º4D¼ëïðPû8Ú4º8æp^
(^(^(ñðPû() *+X-ò/
长、副团长、团长及司令部副官长。民国二十九年
0%"&) /1óô¤ßG478ßG£F%õö
（１９４０
年 ）辞官回老家秦安，担任秦安中学军训教
#) *+,-X/0%"&* 年）２月赴重庆，经杨子恒
/1, 2ys÷4²Ëøù
员。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

%"&" 年１１月，武山县召开
/ %% 24F&'３０００
*))) 人大会，追悼郭化
®L(4ô)6
１９４９
如烈士。１９８５
/ &４月５日，中共武山县委、武山县
2 - 34£,F"F
Q*+) %"$- 年

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重新登记失
STUV£+*ï a) uÀhúº4stûÄ

®*-./0y12*+345)
人民政府在其墓地建立烈士纪念碑。

长，继而任十七师军官队中校队长，多次密谋起
(4 ýd8-.L%A£ãA(4 ñi°

Å%4 Ý|üVmGë%ä-M9A8£ãA
业军官，柴被编入西安陆军第十五总队任中校队

#$%0%"%)6%"'$ /1 又名湛磊，今武山
7>894:
王廷杰（１９１０—１９７８年）

义，因暴露逃往兰州。后担任甘肃省保安司令部第
±4_þÿ!"#) º78D¼GðPûä

F;<I=>?®) @ABC３年，因家贫辍学。
* /4_¤DEF)
县城关镇坪塬村人。幼读私塾

七团副团长，驻守镇原县孟坝镇。与地下党党员志
.^^(4$aI%F&'I) _yz{{#(

１６
%. 岁投军冯玉祥部十三师五十八旅当传令兵。民
GH%IJKû-,LM-áNÜOPp) *
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２
月，经旅部政工员刘磊介绍
+-Q/0/",' /1, 24²Nû-!#R9ST
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初，在陕
UV£+,W{) *+X-Y/0%"*- /1Z4[

毅积极作团长马少甫的工作，争取起义，并从马处
)*+ ^(,Ú! 4¿°±4-.
获第七团军事地图和密电码送交甘肃工委，暴露
fä.^%&y/§ñ01æëD¼!"4 þÿ
被围，遂与志毅等在孟坝起义，参加了革命。赴延
|Y4l_()&2°±4íU]34) y5

南杨虎城部十七师补三团当兵时，与结盟兄弟罗
\Ë;û-.L],^Üp¾4 _`abcd
e fghñiHjk%el) *+X-Q/
煜、孙宝均等密谋投奔红军未遂。民国二十六年
0%"*' /1%) 24mnoF\p?5oqrS
（１９３７年）１０
月，在山西离石县南沟村由石伯瑞介

安学习，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入西北第一野战
GF64UV£+®*ÊË%4üVm{ä7À
%4íU89:§;<Àî) %"-* /Ü<ßGF®
军，参加过扶眉和固关战役。１９５３年当选秦安县人
*-.F(4%"-$ /
2ÎijyÔç"8Ú4
民政府县长，１９５８
年 -５月调天水地区科委任职，

绍重新入党。抗战爆发后，随部赴华北抗日前线，
TstV{) uÀvwº4xûyz{u3|}4

%".) /8ijyÔ*=&"#(ï8) %"'$ /
１９６０年任天水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１９７８年

~8((%û()  À4
历任连长、营长、军部特务连长、副官。英勇作战，
,sÇ4f*+£%-ûnXn
三次负重伤，获民国中央军政部一级、二级勋章各
一枚。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先后担任三十八军
) *+X-á/0%"*" /14º78,-á%
!û{Ä±® -.LMNNû§
工部直属党小组负责人、十七师五一旅旅部和一
X^{Èû4£,,-á%!"=z4'
二团党支部书记，在中共三十八军工委领导下，开

ÛÜ»ßG)
病逝于秦安。

展营连党组织建设，接送来往边区的工作人员，为
{±14æÔÚ! ®#4
党筹集活动经费。同年，阎锡山＂十二月政变＂中，
{Ï¿²)
/4 
¡
-X2-¢££4
王廷杰设法掩护自己营内的共产党员和＂牺盟会＂
¤¥¦§!"Jþ¨Ú,W{#§
¡
$a(£

＂清党＂，潜赴河南洛阳，由史鼎新介绍任训练总监
¡
r{£4IyJ\KL45MNtST8õO9P

会员免受迫害，曾一次为中共陕西省委筹送经费
(#©ª«~4 ¬£,[m"æ²
-)) ®¯) *+,-Y/0%"&-年）７
/1' 月，三十八军
24,-á%
５００银元。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
°±£4¤¥¦%û²<°±:;8)
起义中，王廷杰负责军部直属机关起义指挥任务。
°±³´º4ÑmGµ¶! 4xù_·%à¸
起义成功后，去西安汇报工作，随即与蒙定军到达

装，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干革命，抗丁、抗粮、抗款，
É4V&WX^`°Y344uÙuZu[4
\]Ø¿C412®*Ü¤^ïÚtÖ(4A_
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队伍
wà,YR®) *+X-X/0%"** /1`4$i
发展到三四百人。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春，驻天

)*+0%"%%>%"** /1
%>?@4:ß#
聂少荣（１９１１—１９３３
年）原名从境，今秦州
Ô®) ijABFãéÅ) *+-Q/0%",' /14
区人。天水亦渭学校毕业。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
ÑmGH!"#$û! 4mG5CDEOF
去西安投入邓宝珊部工作，在西安由葛霁云、张麟
KSTUV£+,W{) /4GSog+HY
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蒋介石在全国范围

部办事员。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年），在徽县、成县、
ûQ&#) *+X-/0%"*, /14RF³F
西和县交界的柴家集、黄渚、马元一带建立农民武
m§FëìÚÝ¤ÏST¯<12U*

水的马青苑（任西安警备司令）部往成县陈养虚旅
jÚab08mGòcðP1û³FdefN

! !"! !－
－５９５

!"#$%
天水大辞典

运枪支弹药，路过徽县麻沿河。聂少荣部团长张福
!"#$%&'()*+,-. /0123456
奎听到消息，未经聂许可，擅自出动，带领手下数
789:;&<=/>?&@ABC&DEFGH
十人星夜前往麻沿河劫取了枪支。马、陈闻讯，派
IJKLMN+,-OPQ"#. RSTUV&W
数团兵力，配置强大火力，由黄渚、麻沿、马元三路
H3XY&Z[\]^Y&_`aS+,SRbc'
围攻。聂部与之对抗数日，终因寡不敌众，伤亡严
de. /2fghiHj&klmnop&qrs
重，只好退至黄渚香炉沟，在突围中英勇牺牲。
t&uvwx`ayz{&|}d~.

张辉（１９１１—１９３６年）字岳，号显辉，湖南平
&'!"!!!"#$  &&

立初级中学。课余在校图书馆兼任管理工作，并代
®¥~I. ¦|_§¨©©Rª«É&¬
学校刻印讲义，以获微薄报酬维持生活。民国二十
I_®¯°&}±²³´µ¶·¸¹. ¾I
三年（１９３４
c %"', 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甘肃学院高中
&}¸¹¢ã£¤ÚÛIº»~
部（兰大附中前身）。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因学
2¼]½~M7. ¾I %"'$ &lI
习成绩优异，公费保送到清华大学地理系。卢沟桥
¾ã£¿À&XÁÂÃ9ÄC]IxªÅ. Æ{Ç
事变后，清华大学迁到昆明，和其他学校成立西南
ÈÉ¡&ÄC]IS9ÊË&ïÌÍI_ã®ñ
ÎÏ]I. ¾I§ %",( &ÐbAñÎ
联合大学。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毕业于西南联

*cJ. I %"&$ 
Ï]IxªÅ. æ¡|ÑÒ]IÓxÅ©ÔÕ&½
江县三阳乡人。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参加平江兴
合大学地理系。先后在复旦大学史地系任助教，四

起的农民运动，次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参加
!C& ~ . g¡
Q~ E¢£¤¥¦. I§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平北游击队。民国十九年

（１９３０
%"'( 年）年后，历任湘鄂赣独立师特务连连长、红
 ¡&¨©ª«¬®¯°±²²4S³
十六军组建的湘北独立团第一营营长，湘鄂赣红
I´µ¶·ª£®3¸¹ºº4& ª«¬³
军独立第一师第一团副团长、红十八师第五十四
µ®¸¹¯¸¹3»34S ³I¼¯¸I½
团团长、红十六师第四十六团团长。参加了红军的
334S³I´¯¸½I´334. Q³µ

川江津国立十七中学、青木关中大附中高中部地
Öj®Iß~IS ×ØÙ~]½~»~2x
理专业任教。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
ªÚb©Õ. cI½ %",) iÊÛÜ¡&
返回甘肃，任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讲师。民国
ÝÞÚÛ&©ÚÛIº¼ù]IM7¯¯. 
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晋升为兰州大学地理科学系
cIß %",+ &ßÔÕ¼ù]IxªàIÅ
»Õá. %","年，兼任兰州大学校务委员
&©©¼ù]I_±âãS§¨
副教授。１９４９
、图书馆
主任。１９５２年，晋升为教授。１９５４—１９６６年，兼任
ä©. %")& &åÔÕÕá. %"),%"$$ &©©

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之后，随红二六
地理系区域自然地理教研组主任。曾任政协甘肃
xªÅúæAçxªÕè¶ä©. c©éêÚÛ
¸¾ScS½S¿
ÀdÁÂÃÄ&g¡&Å³¾´
军团参加了长征。长征途中，张辉率部英勇作战，
省第二、四、五届委员，民盟甘肃省第五
、六届常
ë¸¾S½Sìâã&íÚÛë¸S´ìî
µ3Q4Æ. 4ÆÇ~&5È2ÉÊ&
多次击溃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屡建战功，被提
委、顾问，中国地理学会理事，甘肃省地理学会副
âSïð&~xªIñªÈ&ÚÛëxªIñ»
Ë¥Ì µ¦dÍÎÏ&Ð·ÊÑ&ÒÓ
升为红十六师师长。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年）９
理事长
、顾问，甘肃省文史馆馆员，《中国大百科全
"月，
Ö&
ªÈ4Sïð&ÚÛëòÓ¨¨ã&
ó~]ôàõ
ÔÕ³I´¯¯4. ¾I %"'$
张辉率十六师随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岷县哈达
5ÈI´¯Å³¾×Øµ9ÙÚÛÜ*ÝÙ
ö ~xª÷ñ£xúøù¶»¶4úû±.
书》中国地理卷西北地区编写组副组长等职务。
铺。红十六师、十七师、十八师及模范师组成左纵
%"+( 年以来，先后任教育部高等学校理科地理教
}.& æ¡©Õü2»úI_ªàxªÕ
Þ. ³I´¯SIß¯SI¼¯àáâ¯¶ãäå
１９８０
队，作为红二方面军的先锋，准备攻打天水、两当
ýøþâãS ¼ù]IAçxªÚbÿ5è!¸
¦&ÉÕ³¾×Øµæç&èéeêëìSíî
材编审委员、兰州大学自然地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ïðñò*. %( 月
Ö )５日，部队行进至天水娘娘坝
j& 2¦óôxëìõõö
¢¯. "#$4`%È~xªÕIïàè«
和陕西凤县。１０
导师。冯绳武长期从事中国地理的教学和科研工
É&|¼ù]Iæ¡&'~AçxªS~=(
÷øùúõõöû*5È¹²¦ü:ýþÿ0
（今秦州区娘娘坝镇），张辉率一连队伍消灭街上少
作，在兰州大学先后开设中国自然地理、中国经济
量敌人后，向娘娘坝牡丹山进攻。牡丹山庙里驻有
!oJ¡&"õõö#$%ôe. &$%'()*

地理、中国历史地理等多门课程。在国家级及省级
xªS~¨ÓxªúË)¦*. |\¥àë¥

国民党军一个连，加之从天水赶来一营援兵，红军
 µ¹+²&g,ëì-.¹º/X*³µ

学术刊物上先后发表区域地理论文
余篇。主编
I+,-ÿæ¡./úæxª0ò ５０
)( 1.
äø

腹背受敌，张辉命令战士撤退。突围中张辉身负重
012o&534Ê56w. }d~578t

《甘肃省地图集》专业总图
óÚÛëx§töÚb2§１６
%$幅（１９７５年内补版），
3%"-) 456&

伤，在撤离娘娘坝到达李子园途中，因伤势过重而
q&|69õõö9Ù:;<Ç~&lq=(t>
牺牲，遂葬于李子园普华寺后山坡上，墓地由李子
&?@A:;<BCD¡%Eÿ&FG_:;
园小学教师李逢春自发秘密看管。１９８６
年 １０%(月，
<HIJ¯KLMANOPQR. %"+$
Ö&

《中国自然地理图集》自然区划图组
幅。正式出
ó~Açxª§töAçú7§¶ ,４ 3.
89B
版有《甘肃地理概论》《中国自然地理》（高校教
6* óÚÛxª:0öó~Açxªö»_Õ
材）、《中国地理》《南洋地理》４
部专著和译著。曾向
ýSó~xªö
ó;xªö, 2Ú<ï=<.
c"

迁葬到娘娘坝牡丹山，１９９４
S@9õõö&T%&%"", 年再迁至天水市人民
USxëìVJ

秦安县图书馆赠图书三批，并捐款万元办教育。同
ø>*§¨?§c@&¬ABbCÕü.
DEÌFG
À
HÿIJÂ>¶KúJLà¹
时将其珍藏的＂陇上铁汉＂安维峻等人的书画及一
M§S ¨Óÿ~óéú7§Ñ®NOP?Q
些图书、历史上中国行政区划图复印件分别赠给

W5XF.
烈士公墓。
()*%"%&%",%  ÷ÚY*Zû[
姚汝崇（１９１２—１９４１年）今甘谷县新兴镇姚

\]J&`^µ_¸´`ab. c©µ¼Iµ
¼]§¨àÚÛëòÓ¨RG.
家村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曾任国民军八十军
兰大图书馆及甘肃省文史馆收藏。
¹´§¯½§½3¸¾º0_º4. ¾I§
一六九师四九四团第二营少校营长。民国二十九

./0%"%&%""'  ÷STúRUVû
徐国珍（１９１２—１９９３年）
今麦积区马跑泉镇

年（１９４０
月，随军率领该营前往中条山平陆
%",( 年）１０
%( Ö&ÅµÈEdºMN~e%f

W\pJ. Iß %"&+ &Xµ"YZ
胡家庄人。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投军冯玉祥的国

县东北张（店）茅（津渡）大道抗击日本侵略军庄山
*g£5hijk]li¥jmnoµp%

µ& |[²\2îº24X. I§
民军，在孙连仲部当营部传令兵。民国十九年

%"'( & ]^_f"YZS `a%|~b]Ê
（１９３０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大战
D&Å[²\29-McÊ. nd&[²\e
时，随孙连仲部到河南前线参战。不久，孙连仲弃

q3rsã]¦. cI %",% bÖ&j
旅团牛尾国成大队。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元月，日
µtuXY"v×wxyWôe& [z{DX|
军集结兵力向我方阵地猛烈进攻，姚汝崇带兵在
茅津渡以北张茅大道伏击敌人，战果辉煌，受到八
ij|}£5i]l~¥oJ&Ê&29¼
十军军部传令嘉奖。同年
５) 月８
Iµµ2.
Ö + 日，日本侵略军调
j&jmnoµ

集
t ４, 万余人，疯狂进犯，激战中，姚汝崇为掩护山
J&ô&Ê~&[z{Õ%

炮连的撤退，与敌展开搏斗，英勇牺牲。
²w&foÃ&.
+,-%"%&%""% 年）字士吾，今秦安县
 5&÷ø*
冯绳武（１９１２—１９９１
û]J. A\& ¡&
兴国镇蔚林村人。自幼家境贫寒，读书刻苦认真，
I§ %"'( &}¸¹¢ã£¤ø*
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秦安县

冯投蒋，被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调往江西围攻中
"X]& ÒføÕ¸¾I´'µgNñde~
国工农红军，徐国珍随军至江西。民国二十年
«³µ& hFÅµxñ. ¾I
（１９３１年）１２
月 %,
１４ j&¾I´'µi4jk¸S
日，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
%"'% %& Ö
q4lmnÈ2|ñop°& ~«
旅长董振堂率部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中国工农
³µ&ÒøÕ³µ3. °M&hF©q4&l
红军，被编为红五军团。起义前，徐国珍任班长，因
Tr#·°&s ä5&°¡Ô©³µ
积极支持起义，拥护共产党主张，起义后升任红军
t4.
&~ä°× 3. ¾I
排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民国二十

! !"# !
－５９６－

! "
人物

一年（１９３２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任连长
!"#!"#$ "$%&'()*++,./012
兼指导员，在赣州、漳州等地反＂围剿＂战中，勇敢
345,6789:;9<=>
?@ABC'6DE
顽强，多次受到表扬。广东南雄、水口反＂围剿＂战
FG6HIJKLM- NOPQ:RS>
?
@ABC
中，敌人一个营凭借猛烈炮火死命冲击，战斗异常
'6TU!VWXYZ[\]^_`a6Cbcd
激烈。徐国珍率全连战士，坚守阵地，在弹尽粮绝
e[- f(ghi1Cj6klm=67nopq
的情况下，又与战土挥刀冲入敌群，击溃敌人的进
rstu6vwCjxy`zT{6a|TUr}
攻，不久被提升为营长。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
~6./&W2- ( "#%"&' 年）１０
"%(

近百人的游击队，活动于皋兰、景泰等地，打土豪，
 Ura6ÃF:<=6¥*6
惩贪官。不久，国民党当局派重兵围攻。奋战中，受
p- ./6(+â@@~- C'6J
伤被俘。经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营救，保释出狱。办
- Fì|W6- 
事处决定派其前往延安，尚未离开，再次被捕。民
ì|£â° ¡k6¢£X,6¤I¥- 
"% 67F9¦( "^%"'&年）１月，在兰州被害。
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

张邦彦（１９１３—１９８８
&'(^%"%&_%",, 年）
" 字粲卿、石帆，今秦
§¨©:ª«6`¬

月，红军长征时，徐国珍所在的第十三师三十九团
626f(g7r  

州区人。民国时曾任甘肃省政府秘书股长。１９４９
年
9úU-(0´µ¶Ï?u®¯2-%"'" "
兰州解放后，先后在共和企业公司、西北军区后勤
F9Ô9è6éè7)Õ°ç±B:jàúè²

第二营担任掩护主力部队的任务，在抢渡湘江、突
W0r067:
破乌江、夺取泸定桥
、攻打腊子口等战斗中，徐国
: ¡¢£¤:~¥¦§S<Cb'6f(
珍率部始终在第一线与敌人浴血奋战。过草地前，
gh¨©7!ªwTU«¬C- ®¯=°6

部西北大厦、西北军区招待所、甘肃省图书馆、甘
jàã³:jàú´µ:´µ¶¶®·:´
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单位工作。
µ¶¸¹º»¼½:´µ¶¾¹·<¿ÀÅÆ为民革会员、省政协委员、副研究馆员。１９５９
&KL,:¶ÏÁï,:ý¼½·,- %")" 年，武
"6y

调红—军团。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
"" 6K
±!- (²"#%"&)年）９月，红军到

威发现《仪礼》《王杖诏书》等汉简，张邦彦参与释
ÈÉÊË®Ç<ÌÍ6ÎÏÐþw
ÂÂÃÄÅÆÇ
文、临摹、编次、校勘，其所临
５００ ÕÍÖ6×±Ø
枚简牍，格调高
¸:ÑÒ:ÓI:lÔ6Ñ )((
古，和原简神韵一致，在《武威汉简》—书中占有重
»6ÕÙÍÚÛ!Ü67ÈyÂÌÍÇ!®'ÝÞ

达甘肃省南部，徐国珍向红一军团领导人罗荣桓
³´µ¶P6 f(g·!¸5U¹º»
介绍了甘肃情况，并奉命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宕
¼½¾´µst6¿À_ÁÂÃ{ÄrÅÆ- 7Ç

´øùúûüW2:ý23þÿ26ûü
甘宁边区警备第二团营长
、副团长兼参谋长，警备
!ý2:264x"HIa#}$
第五团副团长、团长，指挥所属部队多次击退进犯

要位置。其后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历史博物馆
ßÀà- è&'(áâã¹·:äåáâã¹·
临写多批汉简，均为临写上品。１９７６
ÑæHçÌÍ6è&Ñæäé- %"*+ 年，参与甘肃
"6þw´µ
省图书馆特藏图书整理。１９７９
¶¶®·êë¶®ìÓ- %"*" 年，应邀带病参与新
"6íîïðþwñ
出居延汉简整理，出色完成任务，在古简体草书破
ò¡ÌÍìÓ6óô=067»Íõ¯®
ö<÷øùú- ®ûwüýþ6;åÿ¯6
译等方面贡献突出。其书法初宗魏碑，继习章草，
èûÌÍ6!"#$6%&'(6)*!+6ÌJN
后法汉简，清逸朴实，谨严秀脱，自成一家，深受广
ã{ÄÕ®û,r-.:/0- 1R23»4HÞ
大群众和书法界的喜爱、推崇。天水名胜古迹多有
54Û®Ææ6&ÈÎÏÐ54áÇ7其墨迹。部分书作结集为《张邦彦墨迹选》出版。
)*^%"%'8%"'& " 96Ù2:;6<=É
邢华（１９１４—１９４３年）女，原名芝芳，通渭县

边区的国民党部队和盘踞在环县甜水堡的十匪。
ùúr(+Õ%&7'É(R)r*+-

Ø>§?U- @"ÞA7àBC®6æD´EF}
高碾子乡人。幼年随父在北京读书，结识甘谷籍进

在边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模范工作者。
7ùú,Ørã-*.Ã'6/&01ÅÆ2-

步学生原烨。九一八事变后，随父到西安继续求
Gä-ÙH- !ìIè6 ÞAKjk;JK
学，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
ä6LMñòN.Ã- (²"^%"&) "6
在西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7jkÜz'()*+- (!"^%"&+年）
"
与原烨结婚。同年
wÙHæO- Ý"１２
%- 月参加＂一二·九＂运动周年
þÜ
?
!PB.ÃQ"
纪念活动。七七事变后，随原烨到兰州，响应何香
RSÃ- ssìIè6ÞÙHKF96TíUV

昌县哈达铺，徐国珍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取
ÈÉÊ³Ë6f(gÌz{Ä6ÍÎ+rÏÐ6¡
得了群众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和对红军部队的支
Ñ¾{ÄÒ+rÏÐrÓÔÕÒrÖ
×6¿ÂØÙÚÛ§Üz)*+- Ý"１０
%(月，随长
6Þ2
持，并发展积极分子加入共产党。同年

征部队到达陕北。不久，被选派到红军大学学习。
K³ßà- ./6áâKãääåæçè6éè0W26êë< Éì2
结业后，先后担任红军营长，宜川等三县军事部长
兼独立营政委，红军第二十九军第—科科长，红军
3íîWÏï6!ðð26

团长。抗日战争时期，留守陕北根据地，先后任陕
2- ñòCóô6õlßàö÷=6éè0ß

解放战争时，先后任陇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
Ô3Có6 éè04OÛúý56,: 56

员，为保卫陇东解放区，率部队同马继援等国民党
,6&784OÔ9ú6hÝ:;<<(+
部队战斗。１９４９
Cb- %"'"年"７* 月，甘肃军区成立，徐国珍任
6´µú=î6f(g0
第一副司令员。年底，兼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
!ý56,- ">630´µ¶UÏ?ï,-

１９５０
月，甘肃军区并入解放军第二兵团，徐国
%")(年
" ３& 6´µú¿zÔ9@6f(
g0AýB6,- Ý"vCD´µú6E0ý
珍任兵团副司令员。同年又恢复甘肃军区，仍任副
B6,- %")) "6F9ú=î6f(g0ýB6
司令员。１９５５年，兰州军区成立，徐国珍任副司令
,-Ý"6GHIJ-%"+* " %%
员。同年，授少将军衔。１９６７年
１１´µ¶KïL
月甘肃省革委会
筹备小组成立，徐国珍任副组长。１９６８
年%１月成立
MüNO=î6f(g0ýO2- %"+, "
=î

凝号召，积极组织成立＂中国妇女慰劳前防将士会
WXY6ÙÚOx*î
?
'(Z9[\°]IjL
´µÛLB^^´µZ9ñTè<L- _`J+r
甘肃分会＂（即甘肃妇女抗敌后援会）。邢华受党的
ïa6KbLÁZ9ÅÆ6¿0Óì:u®23Í
委托，到该会做妇女工作，并任理事
、秘书长兼宣
Î¯26×bLÅÆ- (c"^%"&* "%传股长，主持该会工作。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１２
 % ò6Z9è<LdÈZ9efÇ6_`0ýg
月１日，妇女后援会创办《妇女旬刊》，邢华任副社

´µ¶KïL60PQý06%"** "±Ô9
甘肃省革委会时，任首席副主任，１９７７年调解放军
总部机关，任工程兵顾问。１９８５
RST60ÅU@VW- %",) 年离职休养，１９９３
"XYZ[6%""#

长兼总编，谢觉哉以各种笔名为旬刊撰稿。积极组
23Rh6ijklmno2&efpq- ÙÚO

" -月在兰州逝世。
7F9\]年２

s"^%"&,年）１
"% 月，倡导将妇慰会（后援会）、
6s5IZ[L^è<L:
二十七年（１９３８

织成立甘肃省外留学生抗战团，并兼任常委。民国
x*î´µ¶rõä-ñC6¿30dï- (

#$% ^%"%&_%"'& "
高栋臣（１９１３—１９４３
年） `aÙúbcd
今麦积区元龙镇

t"ñC:õä-ñCO*uvw:6á
青年抗战团、留学生抗战团组成联合剧、团，被选

人。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
年），随在杨虎城部任职的姐
U- (²"^%"-) "6Þ7efg0Yrh
夫到西安，进西北军军校学习。民国二十一年
iKjk6 }jàläå- (!"
（１９３２
年），随邓宝珊到兰州，在军官队学习，毕业
^%"&- "6ÞmnoKF967päå6qç
后任骑兵连副连长。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秋，秘
è0rA1ý12- (s"^%"&, "t6u
vÜz'()*+- ( "^%"'% "w6´
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初，被甘
µ=u+OxâK4PÂÃyzbó6 {|}~
肃地下党组织派到陇南发动武装斗争，因处境困
6F9- Ý"67F9à=úOx!Ö
难，复回兰州。同年夏，在兰州北山地区组织一支

为副团长。同年
&ý2- Ý"５)月，联合剧团改为血花剧团，邢
6uvwx&¬yw6_

华仍为该团负责人之一，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
`E&bz{U|!6 &ñòN.ÃÁ¾ã
量艰苦工作。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ÅÆ- ("^%"&"年）初夏，国民党
"w6(+

＂防共反共＂活动日趋加紧，救亡团体被破坏。邢华
?
])>)BÃòÜ6N- _`
ð M6 ï ３& @9K´EÉë?Ù+
疾病缠身，携带
岁幼女到甘谷县金川乡原家庄
ÙH+- )6w+Oxu6( "
原烨家。自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民国三十二年
^%"'& 年）秋病逝。
"tð\（１９４３

! !"# !
－５９７－

!"#$%
天水大辞典

! ! 原烨（１９１４—１９５０年）甘谷县磐安镇原家庄
&'!"#"$""#%& #$ %&'()*+,人，少时随父旅居北京，求学于北京艺文中学、志
./01234567/89:67;<=9>?
诚中学。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参加＂一二·九＂爱
@=9A BCDEF#!"#'% #$GH
I
JDKLMN
国运动，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入狱。邓宝珊托宋哲元
COP/QCBRSTUVWXA YZ[\]^_
保释，于次年被迫离开北京到西安杨虎城部队警
`a/ :b#Qcde67fg)hijklT
卫团政训室当政治员，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
mnopqrost/u1HW=CvwR/BC
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１２
月，参加＂西安事变＂。卢沟
DEx#!"#'( #$") y/GH
I
g)z{M| }~

抗日救国会秘书。同年
ôõöCÃÑ©| u#１０"&月，进入陕北公学学习，
y/0W6199Ü/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３
月
øHW=CvwR| BCDEÀ#!"#', #$' y
初，任中共洛川工委委员、书记。７月，和柳书亭、罗
2/§=v34£¬¬t>©ª| * y/Ô5©6>7
世英等在农民、手工业者、市民、学生和国民党地
à8+9B>:£;<>=B>9èÔCBR²
方保安人员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党的组
>`).t=/ Ñ?ç@=vRt/ ABRï¶
织。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１９３９—１９４２年），调
·| BCDE#¥EJ#!"#'#""#$) #$/C
§Dº«EFGº¬HIt/ J³¬$K
任陇东分区曲子庆环分委巡视员，庆阳特委宣传

z{/.f /S%z 科长。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到陕、甘、宁边区保
L¸| BCED#!"#$' #$/f>%>°±«`
桥事变后，与夫人邢华到兰州，在八路军驻甘办事

处党代表谢觉哉帮助下，原、邢等在兰州积极组织
R/+!"#$%&'(
成立甘肃省外留学生抗战团，原
、邢任常委，原兼
)*+,-./0123456789:;56<
任该团组训负责人，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同年秋，
9=4'>?@A5BCDEFGHIJ KLM5
原烨从事国民党三青团工作，以其父原建吴和邓
6NOPQRSTU4VW5 XYZ6[\]^
_`aAbcdef5 ghijS"k$blm
宝珊等人的特殊关系，掩护共产党在兰州的地下

nIo
活动。

高峰（１９１４—１９７６
年）曾用名高杨庆。陕西
()!"#"$""#*( #$
h| g
省清涧县东拉河乡人。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
' ¡¢.| BCDED# !"#''年）１
#$"
月参加工作，同年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二十
yGH£¤/u# # yHW=CvwR| BCDE
二年（１９３３
D#!"#''年）至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BCDEx#!"#'(年）６
#$( 月，先
y/¦
§'R¨k©ª«¬©ª'¬©ª| B
后任清涧县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民
y¥BCE®#!"#$*
CDEx# !"#'( #$* 月至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
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７

安处陇东分处（镇原）做外情工作，在情报站工作
)Dº!*+$MNO£¤/OPQ£¤
的
' #=/¹L¸RSTJU/VbW0CBR
ï ３年中，与副科长赵苍璧一起，多次打进国民党
内部，侦察情报。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Xk/YZOP| BCEx#!"#$(年），调任华
#$/[§
池县委宣传部长。７月，调甘工委干部队任指导员。
\'¬$Kk¸| * y/C%£¬]kl§^_t|
BCE®#!"#$* #$# 月，任宁县工委副书记。
y/§°'£¬¹©ª|
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９
"#$# 年
# ,８月天水解放后，担任天水专署副专员兼
yÌÍ`a/ b§ÌÍcd¹ctµ
１９４９
天水市市长。１９５１年初，奉命调铁道部第一工程局
ÌÍ==¸| "#%" #2/efCghk¿J£iÐ
任天水民工支队队长兼政委，负责指挥天兰铁路
§ÌÍB£¨ll¸µo¬/ jk^lÌ g
土石方工程。１９５３年
mn>£i| "#%' #４$ 月，调任西北局统战部政权
y/C§g6Ðopkoq
处处长兼办公室主任。１９５４
¸µ1qÙ§| "#%$ 年底，调任青海省委统
#Ê/C§Ö×¬o

±²¬¹©ª©ªµSº«o¬| »¼/r½¾
边地委副书记、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其间，当选为

pk¹k¸| "#%* #Ê/§Ö×¡Õ'¬¿J©
战部副部长。１９５７年底，任青海省河南县委第一书
"" y rà|
ª| "#** #１１月在兰州去世。
记。１９７７年
-./!"#"$""#,, #$ sê«sê¢<,
文得权（１９１４—１９８８年）
麦积区麦积乡文家
t.|
B¼Au;.|
v1w,xyz/23{9
村人。民间建筑艺人。小时候家境贫寒，随父亲学
木工，因心灵手巧，很快掌握木工技术，能做精巧
|£/é}~:/|£ /M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４８
年春
=CvwR¿ÀbÁCÂÃA "#$, #Ä
至
年夏，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党校第一副校
¥ １９４９
"#$# #Å/¦§=v=Æg6RÇ¿J¹Ç

家具。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
,| BCE®#!"#$* 年），冯国瑞勘察麦积山
#$/CZsêÈ
石窟，时西崖栈道早被烧毁，无法实地考察，请得
n/1ghQ/²åZ/

长、山西省运城地委副书记。１９４９
年
¸ÈgOj²¬¹©ªA "#$# 年秋至
#É¥ １９５０
"#%& #

当地许多能人相商，均无计可施，后经人推荐请到
r²V.//. f

底，任甘肃省天水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１９５１年
Ê/§%ËÌÍ²¬©ªSº«o¬A "#%" #

了文得权。文得权肋夹一根长木板，攀上最低一根
¡<q| <q¢£J¤¸|¥/¦§¨©Jª
残桩，将木板架残桩之上，依次而上。至无桩处，引
«¬/|¥®«¬¯§/°b±§| ¥¬/²
索攀缘，直达万佛堂，始勘得数丈宽的洞窟中，有
³¦´/µ¶·¸¹/º»¼½ï¾=/¿

#$/¦§`)'¬©ªu¯'¬©ª%°
年），先后任保安县委书记、同临县委书记、陕甘宁

边区东地特委书记、关中地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三
±«²³¬©ª´=²¬©ªµ¶·k¸

至
年，先后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秘书长兼组
¥ １９６２
"#() #/¦§=v=ÆÎÏºÐÑ©¸µ¶
织部长、伊犁区和南疆区党委第二书记、青海省委
·k¸ÒÓ«ÔÕÏ«R¬¿D©ªÖ×¬

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青海省军
¹©ªµ¶·k¸Ö×¬¿J©ªÖ×S
«o¬Ö×oØÙÚ=v=Æg6Ð©ª
区政委、青海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
©ªA »¼/r½¾¿DÛÁC.BÂÃ
书记。其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数十尊佛像、石碑及千佛浮雕。冯国瑞等人惊叹称
»EÀ¸Á>nÂÃÄ¸ÅÆ| CÇ.ÈÉÊ
Ë| "#%)""#%' #/¾Ì<ÍkZnZsêÈ
奇。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为给文化部勘察团勘察麦积山
做准备，文得权率木工，除整修东崖栈道外，在西
MÎÏ/<qÐ|£/ðÑÒhN/g
崖凿眼打桩，新修
多米栈道，使勘察工作得以
ÓÔW¬/ÎÒ ８００
,&& VÕh/ÖZ£¤×

Ô=CvwR¿bÁCÂÃA "#(" #
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６１
年
ØÙ0Ú| "#%' #sêÈn<Û`ÜÝÞB/
"" y¥１９６３年７月，任青海省政协主席。１９６３
"#(' # * y/§Ö×oØÙÚA "#(' #
１１月至
年 顺利进行。１９５３年麦积山石窟文物保管所成立后，
¥
"#(%
#/=v=ÆRÇ9ÜA
»¼/r½¾¿
ßb<qÐ|£ÑÒÔÎÒh| )& 世纪
àà (&
至 １９６５ 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其间，当选为第 多次请文得权率木工整修和新修栈道。２０
６０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年 #９月任吉林
"#(% #
y§ÝÞ
ÛÁC.BÂÃ １９６５
oØ¹ÙÚ| "#*(年#１１
"" 月逝世。
yßà|
省政协副主席。１９７６

年代，文得权又带木工重架东、西崖间栈道。在距
#/<qáâ|£ã®>g¼h| ä

县永清镇人。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考入兰州一中，
'ä*.| BCDE#!"#'" #$åW J=/

板，终架通东崖牛儿堂通西崖天堂洞的
米凌
¥/ ô®õö÷¹õgÌ¹¾ï４６．８
$(-, Õø
空栈道，使自唐代开元年间因地震崖面崩落隔断
ùh/ Öúûe_#¼é²üåýþÿ!
的东、西崖又连接起来。１９８８
ï>gá!"U#| "#,, 年
# (６月病逝。
y$ß|
董邦（１９１４—１９９５年）
01!"#"$""##% #$ 小名如意，曾用名董
v%&/'

²å ８０多米高的悬崖峭壁上，文得权和木工们凭
,& VÕïæçè§/<qÔ|£éê
地面
*+,!"#"$""#** #$ 原名桂墀，今清水
+áâ/ãÍ
ëìí|¥/îïð0ñ/ÓÔ)¬/®òó
潘光亚（１９１４—１９７７年）
赖几块木板，用逐段递进办法，凿眼安桩，架梁置

时值九一八事变发生，因积极参加＂反压迫、争民
1æLJz{çè/éêëGH
Iìíc>îB
主＂的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
ÙMï9èOPQeð9ñ| BCDEF#!"#'%

年），考入西安高中。＂西安事变＂发生后，投身抗日
#$/åWg)=|I
g)z{Mçè/òóôõ
ö÷OP/øùúûü/¶·%Ë4u¢ôõö
救亡运动，并广泛串联，组织甘肃旅陕同乡抗日救
CÃ/ýþÿ!"
!y#$/$%ôõÙ&| BCD
国会，创办《祁连》（月刊），宣传抗日主张。民国二
E®#!"#'* #$( y/'()*+,-/.§/)
十六年（１９３７年）６
月，经吴鸿宾等介绍，担任延安

振国、董克林，今秦州区关子乡董家山村人。自幼
(C>)*Þ/ã+«´F¢),Èt.| ú,
,y/' -.//"'
01²Ùï
家贫，３
岁丧母，１３-Ì²Ùr¸£/
岁给地主当长工，饱受地主的
#$ÄGH
íc23ï45| BCE#!"#)# 年）春参加
压迫与饥饿的折磨。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

!"# !
－! ５９８－

! 物
"
人

国民军，在冯玉祥部当兵。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１２
"EPLHq U°áâ+ÒU g:h:æ:
!"#$%&'()*+, "-./01!"#! 02!$ 民医院任中医师。为政协甘谷县委员会四、五、六、
月，参加赵博生
、董振堂领导的江西宁都起义，加
3456789:;<=>?@ABCDEF46
入红军。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
GHIJ "-./K01%"&$年），加入中国共产
0246GL-MN
党，任连队副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之后，在红军
O4PQRST?UVOWXYZJ [\4%]I
总部长期做保卫工作。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
^X_`abcde, 56fg:fhij
k
lmn

七届委员。他幼承祖训，研习书法，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
0Z
¹1ÒUq 4RY4,+ qr &+
受业于名学者廖元估、范振绪，后又得魏振皆
、丁
tù:K<4\<:
希农、黎雄才等名家教正，先后临习历代名家碑
ã: ËùN64 /\ÐaZù
帖，尤以汉魏碑帖用功最勤，逐渐形成自家风格。
4º ¡¢£4¤¥¦Í§¨©q

斗争。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
opq "-./r0s%"&' 02456.thuv_
征，任红五军团保卫局侦察员。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w4P]hIxbcyz{U, ]I_w|}~
后，调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调中央保卫局、外交
\4LO4 4Lbcy

其楷书端庄俊雅、魏楷博大雄浑、草书纵横跌宕、
ª«Y¬®¯:«8@°:±Y²³´µ:

部任巡视员。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PU, "-./h0s%"&(年），＂西安事变＂
024
k
Bn
工作。次年，调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三原联络站站
deq i04PI~r ¡¡

奖，部分作品被国内外博物馆
、美术馆收藏，并被
È4XÉeÁØ-û8ÊË:Ì[ËÍÎ4*Ø
十几处大型碑林镌刻上石。先后撰写《砚田余墨》
/Ï@ÐÑÒïÓq /\ÔÕ`Ö×øØe
《书法管见》《草书悟言》《浅谈隶书》《书法心得》书
`YÙÚe
`±YÛÜe
`ÝÞ¶Ye
`YßeY

长。在职期间，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及党的统
_q %¢`£4¤¥¦§¨O@©ª«¬O@

法研究论文，以及《渭河流域古文化调查报告》《姜
RS\J4ºà`áâãäPJåæçèe
`é

一战线政策，接送由西安去延安的抗日志士。民国
K®¯°±4²³´Bµ¶@©ª·¸q "!

维故里考》《安远古城史话》《甘谷历史沿革》《甘肃
êëvìe
`íPîïðe
`áâaïñòe
`áD
历代书法家名录》《秦州地名录》等地方文献著述。
`ýìÈùóeËÈôJõföq
aZYùóe

4%:@BPbc
后，在周恩来、林伯渠主持的西安办事处担任保卫

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以特派员身份潜回天水，发展
./¹0s%"&) 024º»¼U½¾¿ÀÁÂ4ÃÄ

党组织，开展地下斗争。在国立五中等处发展党员
OÅÆ$ÇÄÈÉopJ %-ÊhLËÃÄOU
７*人，成立中共地下支部，任书记。次年
Ì$ÍÊLMÈÉWX$PYZJ i0 $２月，陇南
3$ÎÏ
临时工委在关子镇成立，任书记。６
ÐÑdÒ%ÓÔÕÍÊ4PYZJ ( 月，薛天鹏等党
34ÖÁ×ËO
员被捕，陇南临时工委及国立五中支部都停止活
UØÙ4 ÎÏÐÑdÒ¬-ÊhLWXDÚÛÜ
动，董邦转移到甘谷农村潜伏下来。民国三十六年
Ý4;Þßà|áâãä¿åÉ, "-r/æ0
s!"'* 024çè|ÁÂéêOÅÆ4%ëìLí
（１９４７年），葛曼到天水重建党组织，在兰州中山林

与董邦接上关系。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１月，由
î;Þ²ïÓð, "-r/¹0s!"') 02! 34´
ëìñÀÁÂ4%ÓÔÕòóôõ:ö<LËÌG
兰州返回天水，在关子镇介绍甄昶、黄振中等人入
党。４月，带
O, ' 34 ÷ １０余名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内
!+ øùMNOUúG-"OIRû

部，成立中共支部，党员发展到
X4ÍÊLMWX4OUÃÄ| ,+２０多人。１９４９年１
üÌ, %"'" 0 %
34PLMýådÒSYZ, þ34dÒYÿö!
月，任中共秦伏工委副书记。同月，工委书记黄鉴

隶书严整厚重、行书清俊洒脱，耐人寻味。作品曾
¶Y·¸¹é:ºY»®¼½4¾Ì¿Àq eÁÂ

数十次参加国家级大展（赛），多次荣获一至三等
Ã/i56-8@ÄsÄ24üiÅÆKÇrË

曾任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中国人才研究会
ÂPL-÷0YøRS
U: L-ÌRS
艺术家学部委员会一级书法艺术委员、新加坡共
ù[XÒU KúYù[ÒU: û6üM
和国新神州书画院高级名誉顾问、甘肃省书画研
M-ûýìYøEy8ùþ45: áDWYøR
究院顾问、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甘肃省诗词协
SE45:áDWY33U:áDWcÿ
33UMÁÂ!Y3ùþ"q
会会员和天水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s%"%-#%"'" 02
:$ä4=ýì%
聂青田（１９１５—１９４９
年） 字晓村，今秦州区
Ì4&½'()*q +Ñ£,-4./Jù40
人，出身小商贩家庭。少时勤奋好学，酷爱文艺，性
©124345Ìq "-/K0s%",, 024GÁÂ
格倔强，胆识过人。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入天水
6á7Y48Í9:;:<t=Ì>?þ
亦渭学校读书，因成绩优异
、乐于助人而深得同学
@Aq Âüi>?û9BºJù:Cº:DE
拥戴。曾多次领导校内学生举行文艺、游行、罢课
ËÜÝ4ÅÆFGHIJq "-./K0s%"&,
等活动，组织才能初露锋芒。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

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中共天水地委顾问（正
Zq /K1rL23\4PLMÁÂÈÒ45s6

年）冬，与家人不辞而别，独自一人去徽县柴家集
02K4îÌLM>N4O§KÌµP+QR
参加叔父聂少荣领导的农民武装。聂少荣被杀害
56STU+Å>?@ã"VWq U+ÅØXY
后，复归故里。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赴兰州考
\4Z[ëvq "-./.0s%"&& 024\ëìì
入甘肃学院高中部学习。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
年），
GáDEyLXq "-./g0s%"&024
赴南京考入中央大学中文系。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
\Ï]ìGL@LJðq "-./æ0s%"&*

782Ë¢q
厅级）等职。

02) 34
%Èï@ -+
年）８
月，联络在外地上学的
５０üù9ÍÊW
多名学生成立省外

被捕叛变，党组织再遭破坏。董邦转移到关子镇后
ØÙ"4OÅÆ#$%&q ;Þßà|ÓÔÕ\

继续开展活动，发展董兴政等多人入党，并成立中
'(ÇÄÜÝ4ÃÄ;)°ËüÌGO4*ÍÊL
共天水县政府党支部。１９４９
MÁÂ+°,OWXq %"'" 年天水解放后，先后任
0ÁÂ-.\4/\P
甘谷县县长、县委书记，天水地委副书记兼监委书
áâ++_:+ÒYZ4ÁÂÈÒSYZV0ÒY

#$%s%"%'9%""( 02
王秉钧（１９１４—１９９６
年） :;<4=áâ+
字明微，今甘谷县
Ìq"-./>0s%"'+ 02BÏ?@Aqi
人。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
年）西南联合大学毕业。次

留学生抗战团，编印《热血》周刊宣传抗日，上街演
^9©®x4^_``aeb§¨©ª4ïcd

兰州大学附中校长，兰州大学中文系讲师、甘肃师
ëì@IL_4ëì@LJðGH:áDH

G4*^Íðe¤¥¦¨f©ª«4gHªh@
讲，并编成话剧向群众传播抗日主张，揭露日寇的
ijkºq %% 34UlÉÃmðe@§¨no4
侵略暴行。１１月，为充分发挥话剧的宣传威力，联
?p0©®x: qrst3ËÅÆ@ðeu-
合青年抗战团、妇女慰劳会等组织的话剧爱好者

K@GHq LLÌ"MM-ÍÊ\4/\Pëì
范大学讲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兰州

组成联合剧团，聂青田任团长。后将联合剧团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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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
、古典文学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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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血花剧团。聂青田率领剧团演员深入兰州
、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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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定西等地的学校、工厂、农村、街道、部队演出
大量的进步节目，如《九一八》《放下你的鞭子》《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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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应聘任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讲师。之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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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等。为民盟盟员，民盟甘肃省委第七届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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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唐代文学学术论文多篇，编有《历代咏陇诗

选》，著有《撷芳轩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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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克雄（１９１４—２００４
年）书号婴叟，甘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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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像山镇柳汁村人。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末工作于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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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壮士》《自卫》《打鬼子去》《大刀进行曲》《烙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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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务局，后任永登、高台盐场主任，继任宁夏中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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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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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得到了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的肯定和赞扬。民国
Ë4|Ië@{Mq "-

二十六年（１９３７
月，经甘工委委员刘日修介
./æ0s%"&* 年）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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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场场长。后随军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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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青年救国会副主席兼宣传委员。民国三十七

任甘谷县供销联社任组导股股长，后调甘谷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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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s%"') 02" 月，与汪剑平、程海寰
年（１９４８年）９
、杜汉三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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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武山县龙泉乡李家巷人。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
织西北前进同盟策动委员会，开展策反工作。１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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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３$月被捕，５
月１７
日被杀害于西安。

在兰州参加中共地下工作，１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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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本顺（１９１５—１９６８年）
安徽省宿县人。西
共产党，在此期间，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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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农学院森林系毕业。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
FGHIJKLMNO PQRST5>&"#* 年）调
5@U 一兵团司令员王震指示，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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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工作。为傅焕光、任承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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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作策反起义工作，曾受党组织派遣，一人赴
培忠的得力助手。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叶培忠
陕西扶风、武功前线争取国民党一一九军军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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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离后，任实验区主任。１９４９年天水解放后，举办
治岐、副军长蒋云台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多期水土保持训练班，培养了大批水土保持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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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推广了一系列水土保持措施。１９５５
年调任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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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处工程师。１９５７年获国务院水土保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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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全国水土保持劳动模范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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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岳（１９１５—１９９０
年） ]
今麦积区渭南镇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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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人。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兰州师范学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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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关子小学教员。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通过八
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参加革命，在国民军孙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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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部第二十七师战地服务团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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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P¸S«5>+"$" 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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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校学习。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结业后，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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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八路军留守兵团宣传队工作。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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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八路军第三五九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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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部宣传科干事
、团政治宣教股副股长。曾随三

五九旅组成的＂南下支队＂南下开展抗日斗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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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２月，化名康万德，前往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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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先后任中国书法协会新疆分会主席、新疆昆仑

诗社副社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书协主席、第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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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协常务理事、中华诗词协会顾问、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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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区《铁道报》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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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佳慧（１９１６—１９４５
年） 女，湖北省襄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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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擅长绘画和诗词。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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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于民国二十三年
（１９３４年）元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１０月，廖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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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和其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全体官兵一道参加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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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五千里长征。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春，被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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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红四方面军直属总队宣传队队长。在艰苦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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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岁月里，带领宣传队的同志，以热情洋溢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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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快板，鼓舞着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她曾写
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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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打竹板，响连天，红军走在云里边。一口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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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云雾，柳暗花明笑开颜。姐妹手挽手儿走，哪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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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机空中旋。千斤担子身上担，北上抗日英雄汉。

一脚踏开千条路，黄河岸边红旗展。＂民国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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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中共徽县工委工作，在榆树坝发展党员。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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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９３６
年）秋，廖佳慧随所在的西路军进入甘肃
后，组织起一支以伐木工人为主的游击武装，开展
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１９４９
1ý¸PÖeÙiæçO +"," 年４
5 ,月，赴陇西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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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１９４９
年８月天水县人民政府成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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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任命为县长。１９５０年３月，任中共天水县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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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此后，调中共天水地委，任组织部副部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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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１９５５
ÝO+"%% 年２月，调任中共武威地委副书记。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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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酒泉合并为张掖专区后，任中共张掖地委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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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后改称书记处书记），１９６２年武威
、酒泉分设
p2cû)¿*Ü&'O +")- 年，改任武威行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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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仍任武威地委副书记。１９８０

署顾问。１９８３年离职休养。１９９０
年 +*
１２月在兰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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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武（１９１５—１９９８年）今张家川县四方乡
()$>+"+%?+"") 5@ -<D=>?
连柯乡人。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
º@?EO P¸RSR5>+",, 年）陆军兽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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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河西地区，在高台县城被敌人重重包围，３０００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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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战士惨遭杀害，总队宣传队的
５０ vêü¢Ñ+
多名男女队员
ê¾zùú:û| ÑÄÅÑi %大多数被俘。廖佳慧和几个女战士逃离，藏身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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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民众中。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８年）３
月，流落到张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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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廖佳慧被国民党保安团清乡队逮捕，作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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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关押在兰州监狱。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夏，从兰
州解往南京，途经天水地界时已至夜晚，廖佳慧趁
¢rï]|12VW¿3$4D56|¬®7
押解的士兵昏睡之际，跳车逃跑，流落到清水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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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河村，被一户苏姓的老两口收留。几个月后，在
回湖北省襄阳县老家途经马鹿镇关山顶老爷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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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土匪抢劫，情急之下逃入深林中，辗转流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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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阎家乡草川梁村，被一位河南籍丁姓妇女

收留。廖佳慧经常用革命道理启发老妈妈，并替她
DÎO ¬®2aµ¶YôBZZ|[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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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民国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１９４７—１９４９
写信，准备叫回在国民党军队中当排长的儿子。老
Í\|]^_E·¸PÖÑÓ`aÝià¦O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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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HIcl¨O +"%-?+")) 年，先后在西
在国立兽医学院任助教。１９５０—１９８８

北兽医学院、甘肃农业大学任助教、讲师、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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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著有《家畜寄生虫学与侵袭病》《家畜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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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儿子接信后正设法回家，不料消息走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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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逃兵捉拿，惨遭枪决。不久，老妈妈也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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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简明兽医词典》等，其中《家畜寄生虫学》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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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编入全国高等农业院校试用教材，并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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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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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名李槃，字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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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槃木（１９１５—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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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此后不久，廖佳慧又流落到乱石沟村，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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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地下党员马麒当了干女儿。马麒于民国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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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９４３年）１２
月向张家川地下党组织汇报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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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陇东工委曾上报上级党组织。民国三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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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
年）１２$%&'()*+,-.%/012
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廖佳慧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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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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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慎（１９１７—１９８９
年） ÎÏ%ÐHÑÒ
字慎之，今武山洛门

备筹集路费回家时突患急性传染病白喉症，因偏
3456789:;<=>?@ABCD% EF
僻山区缺医少药而病逝，葬于当地，年仅
岁。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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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裴家庄人。自幼聪颖好学。在省城上中学时，一

佳慧死后的唯一的遗物———个行军包，内藏有
]Z^_`a% 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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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名列前茅。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去江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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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流落期间写成的自传和遗留的诗稿。１９８６年，
efghijklXm?n[oXpq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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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因抗日战争爆发，便回乡兴办地方教育，捐地８

襄阳县人民政府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廖佳慧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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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作校址。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７
ÇöâãV v§ÕÖä"!%"*" "Q, 月，建起蓼川
$%%ÄåÁ
>T%æçèéh(è%êë $ ì%%.- 余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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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聘请亲友义务任教，招生５班，１４０

 Xn|}%
歌充满了澎湃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其《草
S k

S% 7
地怀春》写道∶＂草地春光似酒浓，裁红剪翠费天

工。清香喷破胭脂国，红军装点锦绣丛。歌声响彻
V ¡¢£¤¥¦§%`¨©ª«¬V ®¯
摩天岭，笑言传语胜敌人。杜鹃唤醒东风面，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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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卷梦幻同。再起抗日歌一曲，队伍万紫又千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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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命熙（１９１６—１９３８
#$% Í%"%(]%")' 年）清水县永清镇人，
"# ¡ÎtÏ¡Ðu%
ÑÒÓÔV v§ÕÖÕ"Í%"** 年）８月，他与进步
"#' $%×ØÙÚ
中共党员。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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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潘光亚、王希文等人，先后赴西安等地，在中
共地下党的教育下，接受革命思想，进入陕北苏
ÒSçÓXèéç% êë|}ìí% Ùîïð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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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抗

日战争爆发后，祁命熙受组织委派，到山西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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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敢死队＂的组建工作，并担任支队政委。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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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在山西运城县赵村附近，＂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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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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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队＂与日寇大部队遭遇，祁命熙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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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护部队突围，与日寇激战数小时，壮烈牺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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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祁命熙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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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曼（１９１７—１９６６
年）秦州区西关葛家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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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霁云独子。民国十八年至二十四年（１９２９—１９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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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天水、西安、安康等地上学。民国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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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WXYZ[!\æ%]^QÑ§uv
（１９３６
年）底，由南汉宸送到延安，就读于中国人民

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在中央警卫团工作。民国二
&'`w3T%_`,fÑabcd öV v§Õ
十七年（１９３８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
Ö*"!+"*' "Q. $#îÑ§ÒeÓV &(ij%

曾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员、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干
f(åð(SghddÔÞ N6`i4jhdk
事、后勤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太岳《新华日报》社特
lÞ,mwn4o?ÆÆpÞqrsB'tuj
ÿvwâxV v§yÖU"!%".(年）春，调至中共
"Q%zOÑÒ
派记者等职。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 þ%({ þjÿÔÞ}(üpâx%{~
甘肃工委，任甘工委特派员
、统战组长等职，为恢

(âpV ,(±N(IîïþÔ%ÞåÞ¤
任校长。后任第八战区经济委员，皋兰、陇西、平
%"." 年秋，
"ó%
¥ÞÎâSðhÔÞñpÞòpâxV
凉、天水等地税务员
、股长、课长等职。１９４９
ôõü%ÑÒ3ö÷øùnÑKMúûüV kü
倡导组建洛门大众诊疗所和中医药研究组。写出

２４&.篇医学论文，其中《麻疹的辨证论治》《天冬合剂
ýKTþá%Ñÿ!X"#þn
$%&
治百日咳
n''(１１３
%%* 例》发表后，被河北卫协和浙江医学
)ù,%ðc*n+ÝKT
院证明有
,#-d ９０？？上的疗效，列为协定处方推广。
"-/.SXø/% Ú{*0à1V
１９５３
+"$* 年，被评为省甲级模范，洛门医研组获省甲级
"%2{©3456%ÑÒKúü7©34

模范奖。１９５６年，调武山县医院，将原洛门诊所
１５
568V +"$( "%zÐHtK,%9:ÑÒ÷ù +$
万元的私有资金，无偿捐给国家。１９６２
９月，在
È;X<d=>%?@áA§9V +"(& 年
""
$!"
天水机床厂医务所工作。１９７３
ÎBCDKhù öV +",* 年，调任甘肃省劳改
"%z({|©EF
局兰州医院任中医科主任、名誉院长。先后在北
GFK,(ÑKH(Þ 9I,pV ã,fð
JÞSÞKÞLFÞXMÞFâSN\Sù
京、上海、天津
、杭州、南昌、兰州等地刊物上发表
RST
UV
þá=Öý%üOÓÏKPQ
论文数十篇，出版《裴慎医案选》《本草骈比》《伤寒
þà#WâXYZ +-È³%l{{|©bY9
论方证识》等专著约
１００万言，成为甘肃省内著名
XÑKX9V +",' ",%(©w*U[Þ÷[\þ%
的中医专家。１９７８年后，任省政协五届、六届常委，
中华中医学会甘肃分会顾委会副主任。裴慎热爱
ÑBÑKT®{|¦®]þ®°(V ÓÏ^_
èé%á`³aÏ«ÑT%&bCÓÏèéc>
教育，捐款兴修慎公中学，并设立裴慎之教育基金

®V
会。

*+,!+"+']+".- "Q
{dt÷eÐiÒ
马德福（１９１８—１９４０
年）甘谷县六峰镇总门

村人。最初隐身绿林，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参加
/uV fghijk%v§ÕÖl"!+".- "Q"#
陇南游击总队，同年
XmniÆ% Â" &２月游击队在甘谷黄家磨武
$mnÆf{d·9oÐ
装暴动后，进入甘谷南山一带及天水、武山、礼县
¨pq,%Ùî{dXHZrÎÞÐHÞst

等县交界处活动。后因游击队失利，连遭敌人追
âttuvqV ,EmnÆw+% x5µuy
nV {yz{|%fÓüý}~ç%_Å%89
击。为保存实力，在党组织指示下，即行解散，回家
hV 89,%Eß ù%§vÓ{d
隐蔽。马德福回家后，因乡丁告发，被国民党甘谷

QXÓüý% Â: §vÓ`ÆX
twx% Ñîëo% ×复处于瘫痪状态的党组织，同时做国民党军队的
县政府逮捕，审讯中经受酷刑折磨，但他坚贞不

策反工作和对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奔
 önL=vuX}( ö%
波于陇东地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足迹遍及河
QºSIn§vÓ}nIj% 

%p×ÆÔV f{dGP^$,%Å[
屈，未暴露其他队员。在甘谷关押四个月后，解送
ÎÑ%QEFIqJÐyÖM/V
天水途中，被杀害于秦州区太京镇三十甸子村。

州、陇南、兰州皋榆之间和今宁夏西海固等广大区
FÞXÞFjnåâ3I
%ÓbÂ ¡{

¢83£ÌV %"." "
, $%(
域，被党内同志称为＂巡回大使＂。１９４９
年７月，任

v§ÕÖN"!+"*" 年）去陕北抗日军政大学（抗
"QÍïð&'`w3T!&
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 !+"+']+"."年）
"Q 今甘谷城内学巷人。
{d-bTuV
蔡炯（１９１８—１９４９

中共平凉分区地委委员
、秘书长。１９５１年调任中共
ÑÒ¤¥¦ISþþÔÞ§¨pV
%"$% "z(ÑÒ

3÷3ÆQT%"V8{dV Â" .４月，加入中
$%#îÑ
大六大队）学习，年底返回甘谷。同年

甘肃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１９５３
年任甘肃省人
{|©þ}(4ª«¬(V %"$* "({|©u

民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５
年
vwxáþÔ®þÔV %"$$年"３* 月至
$O １９６５
%"($ "

国共产党，进行地下工作。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
§ÒeÓ% Ù_Sç öV v§ÕÖl"!+".年），二去延安，先后在延安行政学院、西北局党校
"Q%ÕÍ\æ%ã,f\æ_wT,ÞåðGÓâ

%- 月，任中共临夏地委副书记、自治州党委第一书
$%(ÑÒ¯Sþ°¨vÞmnFÓþ±Z¨
１０

学习，结业后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民国三十五年
T% `,l&'ôõ öV v§yÖU"

记。１９６５
vV %"($ 年９
" " 月，任中共皋兰县委书记。筹划兴建
$%(ÑÒtþ¨vV 4²³%
3´µ¶·¸¹ º%»!¼½¾%Ã!å¿À
大砂沟提黄灌溉工程，河口到石洞寺，再到西岔段
9ÁÎ+ º%ÂÃ ºÄ ,%ÅÆ %$
家川水利工程，两项工程完工后，解决了
１５ ÈÇ
万亩

（１９４６
年）８$!s"#XmnÆ%
月到庆阳参加陇南游击队，并创建陇
!+".( "Q'
&%
' $%n &-Xh ¡SV Â"８月，和
南隐蔽根据地。同年
２００ ÉmnÆÔ¢
多游击队员从庆
süù%î£tÞÐ:!¤¤¥%¥¦÷§H%f¨
阳出发，经环县、镇原到达平凉，翻越六盘山，在隆
Þ ©ª«Z¬òómn()% 23®¯Í
德、老龙潭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准备通过静宁去

不毛之地的灌溉和８
-ÈSX¸¹n ' 万多人的饮水问题。１９６６年
ÈÉuXÊÎËÌV %"(( "

!"# !－
－! ６０１

!"#$%
天水大辞典

徽、成县—带和王震部队接头。由于秋雨连绵，雨
!"#$%&'()*+,-. /0123452

速成中学和第一野战军第一速成中学学习文化，
¥P°'%'[?%¥P°°²¦§@

雪交加，长时间昼夜行军，并在沿途连遭敌人多次
67859:;<=>?@ABCD3EFGHI
伏击，蔡炯积劳成疾，不能继续随军。游击队撤离
JK@LMNOPQ@RSTUV?W XK+YZ
时，战友们将他隐蔽在山洞里，后被清山敌军捕送
:@[\]^_`aBbcd@efgbF?hi

两年完成三年的任务，达到高小文化程度，评二等
ôs¨Ps> ©@ªF«à¦§¬@ýÄ
功１次。后转业地方工作，在建设西安人民大厦工
ã ' IÆ e®´Ó¯¸¹@B°±²Gß³¸
程中九天完成一月的任务，为国家节约
元及
¬´À¨P%t> ©@þ mµ¶ ６８５０
+(,) ·¸

兰州畅家巷秘密监狱。１９４９
年７月
日兰州解放
$ t ２２
%& ujkvw
jklmnopqrW !"#" s

¹º»¼½@ýþ%ÄO¾ÿ!Æ e¿ÀÁ°±
钢材若干吨，评为一等劳动模范。后调甘肃省建设

前夕英勇就义。
xyz{|}W

工程局机械厂任职，１９６０
年 ,５tfjk?&Äþ
月被兰州军区选为
¸¬ÃQÂÃ Å@'"+) s

&'( ~'"!(&))! s 安徽省六安县人。
!$G.
盛先传（１９１８—２００１年）
 s !"*' s 8?@  s
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参加红军，民国二十五年

* Úß@ÅIF
全国民兵代表大会代表，再次受到毛泽东
、朱德、
ÆÇuÄ' m6 G>,¡Æ
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W 8I
'"*+ s8
（１９３６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第三、第四次反

李雄武（１９１９—１９８８
,-.È'"'"'"(( 年）
s 字英，小名有有，号
Éz@àOtt@Ê
＂铁头李二＂。今秦州区人。自幼习武，受拳师马彦
Ë
Ì-¡ÍÆ ÎÏk&GÆ wÐ²Ê@Ñ%`Ò
彪启蒙，后拜黄宝珊先生为师，并向孙彦彪、吴鸿
ÓÔÕ@eÖ×ØÙÚþ%@AÛÜÒÓTÝÞ
雁、王子玉
、陈彦海等天水武术名家学习。每遇外
äåæ
ßà(êáT£ÒâÄÀÁÊãOm°²Æ
ÓuÀÁ>O%«[@çRèéêGëì@~íî
地来天水的名师高手，无不虚心登门求教，博采南
|ïmð@ñÙÓÊãåJòþ%ó@ôd>
北众家之长，与当地武术特点揉为一体，创出新的
套路，成为别具特色、自成一体的＂李家派＂。醉八
õö@Pþ÷øåùTwP%ó>
ú
¡mûÍÆ üý
仙拳、醉八仙棍最为精妙。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
þÑüýþÿ!þ"#Æ  ýsz'"%" 年）在
sB
陇南１４
$î '-县武术比赛中取得第一名。１９５８年，参加
$Êã%&'(%OÆ '",( s@)8
甘肃省第二届运动会，取得优异成绩。１９６５
年甘肃
ÀÁ*+¾@',-.P/Æ '"+, sÀÁ
**+é@0>£123Ñ@4,Êã
省第三届全运会上，表演的陈式太极拳，夺得武术
56%O@üýþÑüýþÿ+OÆ
项目第一名，醉八仙拳、醉八仙棍获第二名。
/01z'"%)'"-" s
Î7N&dÎÍ8
岳景宗（１９２０—１９４９
年）今麦积区新阳镇赵
m9GÆ
Ðs:|°0dÎÍ«)à°@e:$
家庄人。幼年时就学于新阳镇高级小学，后考入县
Ë°Æ ;³´e@x<þ°Ú=>?@AB>
城中学。初中毕业后，前往为学生免费提供食宿的

＂围剿＂战争。长征时先后任李先念、陈云警卫员。

[. :e ¡¢£¤¥¦§W
¨B©ª«¬ ®¯°±°²@ ³´e%µ
曾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情报学校学习，毕业后一直

在兰州从事情报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
Bjk¶·®¯¸¹W ºG' P»e¨
jk¼½¾¿½¾ÀÁ¼ÂÃÃÄÅÆ
任兰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天水市民政局局长等职。
&))'年逝世。
sÇÈW
２００１

张保英（１９１８—２００５
年）武山县城关镇阳坡
)*+'"'(É&)), s
Êb$ËÌÍÎÏ
村人。少年时给地主放羊作长工，后被国民党政府
ÐGW Ñs:ÒÓÔwÕ¹9¸@ef ÂÖ
抓去当兵。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ØÙÚW  s'"-+ 年）参加中国人民
s8 G
解放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
、排长、连
vw?@Is8 W Û Ü!"#!3
9W ÝÞßà[á６２
+% 次，荣立战功９次，其中特等
I@â»[ã " I@äåÄ
长。身经大小战斗
' I@æÄã , I@ßã *
IÆ [áHIçè@
功ã １次，甲等功５次，大功
３次。战斗中多次负伤，
Ýéfêëìí ２４处，４条肋骨打断，两颗牙齿打
%- î@- ïðñòó@ôõö÷ò
身上被子弹穿孔
ø@ùúûüÆ ¨fýþÿ!§"ÿ!#@
掉，右臂致残。曾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模范排长，
f$"%"Ú$"?&"%'[?ýþ[áz("
被团、师、兵团
、军区、第一野战军评为战斗英雄、
一级战斗英雄、全国特级战斗英雄。获各种勋章、
%)[áz("* å)[áz(Æ +,-./"

青海省国立湟川中学读高中。时值日本侵略中国，
Câ »DE°F«Æ :GuHI @

0¢/２５
%, 枚。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９月，胡宗
1Æ  2$%!"#$ $&" '()*
纪念章

便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联络同学深入村镇，宣
JN3)ñKuLM+¾@NOP°QÐÍ@R

南部一个师进犯陕西富平县，时任副排长的张保
+,-./0123456( 789#!345
英带领两个突击班堵截流沟村城楼上的敌人，掩
z&6ô78KÜ9:;<ÐË=é>FG@?
护大部队进军，率部星夜进军１４华里。赶到城楼
@ßA+B?@CAD=B? '- ºdÆ EFË=

S$TKu@UxuV@AéWXYZ@[\$T
传团结抗日，抵制日货，并上书蒋介石，敦请团结

门前预定地点，灭敌一个营，打死打伤，俘敌
２３２
GxHIÓJ@KF%7L@òMòè@NF %*%
名，缴获机枪１挺、步枪
O@P+QR ' STUR６７
+$ 枝，冲锋枪
V@WXR '１枝、子弹
V"êë
()))多发、六○炮１
HY"!Z '门、手榴弹
G"[\ë ２５
%, 箱、电话机
]"^_Q '１
８０００
A@` -４ aÆ
A+Òäbßã%I@cÒdÔÔ
部，马
匹。部队给其记大功一次，奖给新民主主

全国各党派一致抗日。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年），考
* ,û%ûKuÆ  %sz'"-% s@:
入迁驻重庆的上海交通大学。在校期间，与甘肃籍
]^_>éâ7`ß°Æ B±a;@ñÀÁb
进步青年学生秘密组织的昆仑社成员交往甚密。
BUCs°Úopcd>efgP§7<hpÆ

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夏毕业，受聘中央航空公
 sz'"-$ si³´@jklmn
oéâpÆ ') t@efgñéâÓncd,
司上海站。１０
月，昆仑社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接
éÌqÆ Rr@efgsOkªg@tuvÔg
上关系。不久，昆仑社改名力达社，岳景宗主持社

}c/%1Æ '"-" s
( tjk[efgb[á@
©Æ ¶w@kªgB6 n@N3)ñéâ
义奖章一枚。１９４９
年８月兰州战役狗娃山战斗中，
务。从此，力达社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与上海
?%!%h$233Æ '" i@B*?j
Ôw/'xyï+¾Æ
 2s
任四军一○师二十八团七连连长。１９晚，在全军火
争民主、争自由
、争和平群众运动。民国三十七年

（１９４８
年），力达社创办宣传上海学生运动和解放
k>lmn@%opKqF%7LÆ ,r@st '))
z'"-( s@
kªgôzRSéâ°Ú+¾'vw
力的配合下，一举消灭守敌一个营。接着，又有１００
多敌人反冲过来，他用自制长矛（后藏北京军事博
HFGWu@_vwxyze{|}?·~
[{|>op}~efG@ÛÀÁ>P
战争形势的秘密刊物《昆仑人》，向已回甘肃的成
'FG[@
[MFG
''
O@5
员发送。并受地下党组织指示，利用他在航空公司
物馆）和敌人展开肉搏战，亲手戳死敌人 １１ 名，保 §YiÆ AÓncd@v_Blmno
Å>tï @ cdikªgP§À
ÓÆ [á45zÝè@ùúfòó@
任职的有利条件，开始组织输送力达社成员返甘
住了阵地。战斗中张保英身受重伤，右臂被打断，

他用左手持手枪又打死６名敌人，子弹打光后，又
_v[[RsòM + OFG@êëòe@s
用手榴弹炸死敌人十几个。战斗中，该连共灭敌一
v[\ëMFG7Æ [á@3KF%
个团，他本人打死打伤
7$@_GòMòè３７０多人，其中活捉
*$) HG@ä３２
*%人，
G@

肃或赴解放区参加革命。１９４９
Ávw&)8Æ '"-" 初，当输送第二批成
;@ÙiP

部队为其记特等功１次，被第一野战军评为全国
A+þäbåÄã ' I@ f%'[?ýþ*
s $ tB|}*
å)[áz(Æ 0 '",)
特级战斗英雄。于
１９５０年７月在北京出席了全国
[áz(ß@FÄ' m
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

转道台湾至贵州，在贵阳公路局任运输科长。到贵
®k@BÎnöÃ +«Æ F
ÎRr@ñÓncdçG,éÌq@¸
阳不久，即与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接上关系，仍以工
¹þ?@@>op¸¹Æ k¸
作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受中共贵州省工委

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１９５０
年起先后在四军
6 G>,¡@Am¢£¢Æ '",) s¤eB?

委托，指导贵阳学生运动。同年
t@8 
@ Î°Ú+¾Æ Ps +６月，加入中国共

员返兰时，被当局发觉，７
名成员在龙华机场被捕，
§j:@fÙÃY@$ OP§BºQfh@
岳景宗被通缉。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撤离上海，
tuvf`Æ BÓncd#n@YZé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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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１９４９
!"# !"#"年８
$ $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在狱中虽备
%&'()*+,-&./012

受酷刑，坚贞不屈，未泄露党组织任何机密。１０
%&
345&6789&:;<"=>?@A+# %&月，
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贵阳北郊关刀岩下。中华人
,BC"DEFGHIJKLMNOP# 0QR
民共和国成立后，贵阳市立碑志其革命功绩，１９５３
CSTBUVW&IJXVYZ[\]^_&!"'(
年中央人民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纪念证。
$0`RCabcd\]efg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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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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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沈遐熙（１９２１—２００３
年）回族。江苏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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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小

组，６月毕业于省立上海中学，前往陕北公学学习，
=&* %tuH-V§Ý0»&ÞßàK½»»&

魏学文（１９２０—１９９６
年）笔名雨庵，甘谷县
#$%j%")&k!""* $l
mnop&qrs

%ûÖ0B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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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加抗日工作。同年
１０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
国三十年（１９４１
月，中共庆环分委决定委派
Bh+$^%",% 年）１２
$l%) %&0Säå¼\æç\Ó

tuvwsbxyz{R# |}4~ $
大像山镇县府街潘家巷人。自幼酷好书法。青年

èéêÕëÓPìíîÄïsðzñw !òP
沈遐熙以特派员身份到清水县张家川镇开展地下

时，在县城北街开＂铁笔堂印刷部＂，后改印刷厂，
&.sKx m&W&

"öóJôõ öU»÷øC&õùúî.w
党的创建活动。他化装成学生难民，直接找到在镇

从事刻印制版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先后在甘
# 0QRCSTBW&W.q
谷报社和县文化馆工作。精心临习各种碑帖，下至
rTs#  ¡Y¢&P£
晋、唐，上推汉、魏，并兼习钟鼎小篆，临摹不辍，书
¤¥¦&§¨©¥ª&«¬®¯°&±8²&
法功底扎实。２０世纪
*&年代开始，重点学习北魏
$· ¸&¹º»K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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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县三岔镇认识的张川镇党家沟马德魁家，经马
ûsüýwþÿöðñw"z!Ù©"z& #Ù
德魁介绍，与上达乡马塬村贫苦农民马青结为义
©"$Å& %§&'Ù()fÇeCÙ*+Ü
兄弟。农忙时，他下地驮粪、耕地、打碾、赶牲畜进
,- e.&Pò/0¥1ò¥23¥4567
山砍柴；农闲时，贩卖东西。后来，又给阿訇王哈志
v89:e;&<=>. Wø&?@ABCDZ
EáFGGH +IH !&J.ÄÄKD
做了孙女女婿。为便于开展工作，他还在清真寺当

郑文公、石门铭
、汉隶曹全碑和清代何绍基、李瑞
¼½¥¾¿À¥©ÁÂÃYTÄ·@ÅÆ¥ÇÈ
清等名家书体。师古不泥，取法乎上，不追时尚，不
ÄÉnzÊ ËÌ8Í&ÎÏ§&8ÐÑ&8

求狂怪。以魏碑笔法入行楷，凝重敦厚，圆润遒劲。
ÒÓÔ ÕªYmÖ×Ø&Ù¹ÚÛ&ÜÝÞß
形成了体势古拙、稳健洒脱、意境宏博、苍秀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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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韵宜人、质朴率直的风格。１９７９
ïðñR¥òóôõöï÷ %"+" 年以来，作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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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参加全国第一、二届书法篆刻展览和西北五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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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书画联展，北方十四省北国书展，西北五省丝

绸之路书画联展，西北五省（区）文史研究馆举办
0123)!&.K$-&'l4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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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丝绸之路联展等大型展览并多次获奖。书法作
ùW.Bz@A§BC
ÖDE0BF·
品先后在国家级书刊上发表。入选《中国现代书法
DG
EH
EIJKLH
E0BB3LH
选》《书法》《文明建设书法集》《中国国画书法集》
《北国书展作品集》等书刊。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
EKB!ùLHÉA M?0BzNO
会员、甘肃省书协名誉理事、天水市书协常务理
OP¥ qQ%NnRS¥ TUXNVWS

＂满拉＂，并广泛接触宗教界人士，逐渐在张家川一
LM&«NOùPQvRRf&ST.ðzñý

带站稳脚跟。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
日
UVäWX CBü+ý$^%",)年）１０
$l%& 月
% １１
%% â
首先发展马德魁入党。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
YB!Ù©"Ö" CBü+þ$^%",(年）后，
$lW&
在张家川党家沟、阎家店一带先后发展党员
１５
.ðzñ"zZ¥ [z\ýUWB!"P %'
人，建立起党家沟、金家渠
R&JV]"zZ¥z^ ) ２个党支部。后又建立
_"` W?JV
az^¥bz"` £ １９４９
%"," $
%&ÃsSB!
杜家渠、蓝家党支部。至
年７+ 月，全县共发展
"P ５２９
')" 人，建立党支部
R&JV"` ')
"=>öB!c
党员
５２_
个。党组织的发展壮
t&+dùef¥gJahóiá6jöÛkT=
大，为迎接解放
、筹建政权创造了坚强的思想和组
>li CBü+,$^%",' $l&èéêBõmn
织保证。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沈遐熙发动群众
o<[z\wwpqT©rst¥ uvwxm
揭露阎家店镇镇长米天德贪污腐化、敲诈勒索群
nöy×&[MPz&«{|}~ör}&
众的罪行，将其拉下台，并没收霸占的两院房屋，
Îá%õâ ö¡ CBü+
取得了与反动势力斗争的初步胜利。民国三十六
$
^%",+ $l&èéê8_R&rîBC
年（１９４７
年）秋，沈遐熙不顾个人安危，两次到国民

事、甘谷县老年书画协会副主席，政协甘谷县委员
¥qrsX$3NOYZ[&aNqrs\P
会第
７ ÿ]P
届委员。
Oü４ ,届、第
ÿ¥ü ５届、第
' ÿ¥ü ６届、第
* ÿ¥ü +
李国香（１９２１—１９９０年）今武山县洛门镇李
&'(^%")%_%""& $l `avsb¿wÇ
家巷人。出身农家，家境贫寒。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
z{R cdez&zéfg CBh+$^%",%

党八十二军特务团团长马良臣家作策反工作，促
"+þëWpÙz&
其转变。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１２月，沈遐熙任
[ CBü+Ø$^%",$ $l%) %&èéê?
陇南工委委员，兼中国共产党清水县工委书记。
l\\P& ¬0BS!"Äïs\

年）以高分考入西南联大外语系。在大学精研英、
$lÕijkÖ.lmtnop .t»5q¥
r¿no&»sÆ´µ tuWW?vHw
法两门外语，文学根基扎实。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兰
tx0¥wyµz0»¥wyt»qp %"')年，
$&
大附中、兰州实验中学、兰州大学英文系。１９５２

１９４９
月，沈遐熙前去徽县参加会议，在经过天
%","年
$ ４, %&èéêÞsúûO&.T
ï¹v,-& W,l / Äïs¡f
水利桥翻山时被捕，后被保释出狱。清水县解放
W&èéê?Äïs\¬sp %"'' $?qQ
后，沈遐熙任清水县委书记兼县长。１９５５
年任甘肃

{.KC|»}©op?v %"+) ${q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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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西北民族学院汉语系任教。１９７２
年调甘肃工大 省临夏专区专员、临夏回族自治州州长。１９６５
年任
nop %"++ $C}~& {C}©op
外语系。１９７７年民院恢复，再次调民院汉语系工

%"$* $>qQ-o5U? %"$+ $,
作。１９８６年获甘肃省语言科研成果奖。１９８７年被
甘肃省教委授予＂高等学校教书育人＂奖，并加入
qQ-v\cd iÉ»vR?&«ûÖ
0BS!" %""& $¶W&zR ) 
中国共产党。１９９０年逝世后，家人将他２万元稿费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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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价值
万余元的藏书捐献西北民族学院，西北

qQ-¦\§Z?¥ -òòE§Ep¥ ·Ep
甘肃省计委副主任、省地质局副局长、代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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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１９８２年后任中国
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代主任、会长
、顾问。曾兼任
¨ÁwvNO§Z?¥·Z?¥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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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国中东

民族学院设立＂李国香奖学金＂。著有《维吾尔文学
C|»}V ÇB?» »
史》《维吾尔文翻译初探》《十二木卡姆史略》《诺比
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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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其人其诗初估》《维吾尔文学的传统体裁》《〈福
©[R[ª¡«G
¬»ö®Ê¯G

°±

会长，中国非洲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交流协
Op&0B®¯°~NO§Op&0BB±²³N
会理事，世界伊斯兰教联盟清真寺最高理事会理
OS& ¶´¨ÁwvmµÄÄK¶iSOS

乐智慧）是怎样一部书》等。翻译有《突厥语之分
²³´µ¶·¸ýGÉ ¹ º»o1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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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帖木儿的一生》《乌古斯汗传说》《真理的礼
ùH
ÆÇÈÉH
Ì£ÊËªÌ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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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爱苦相依》《古木纳穆诗歌选译》《新的罗曼时

届委员，第七、八、九届常务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
ÿ\P&üØ¥¥¹ÿVW\P&0B¨ÁwvN
$ "９ %'º
Oü$ÿOp&ü¥Øÿ© )&&( 年
会第五届会长，第六、七届顾问。２００３
月因病

»O§Op&0B¥«¬ONO§
学会副会长，中国、印尼经济文化社会合作协会副

É· 0BRCa¥N¸OÃB\POü
事等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六

¶
逝世。

代之来临》《蛇》《猫》《战时》《西方现代派诗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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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来保（１９２２—１９４８年）今武山县山丹乡漆

天水大辞典
!"#$%

家河村人。自幼家寒，性悍勇，有胆识，身轻足捷，
县中心小学校长，合水县政府秘书室文书，合水县
YÂ¬L¤Z0¬Y®^¯ç°±ç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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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飞毛腿＂。重义气，怜贫悯苦，疾恶如仇。民国
$5
6
789:; <=>0?@AB0CDEF; GH 一区政府副区长、区长。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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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年（１９４４
月至
IJIKL!"#$ 年）７月，山丹乡苏家沟苏天明（曾
KM% N0OPQR!SRTULV
N¡ １９６７年１月，先后担任合水县政府秘书室政
&"*% K & N0¨§W¬Y®^¯ç°®
任过县长）家被盗，官府怀疑系车勾结外人所干，
务秘书，中共庆阳地委秘书处秘书、研究室副主
WXYZM![\0]^_`abcde$f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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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派人缉捕。经两次审讯和邻居当堂作证，车与该
任，中共合水县委书记，中共庆阳
、平凉地委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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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jk; lmnopqrstuvw0bxy
案毫无干系，法庭无奈，竟以＂逃兵＂之罪判刑
１５ 部部长、地委委员，庆阳地委常委、庆阳专署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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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 ' KM0G１０年（后改为
&( KL３年）。
)KM%
&"*% K２月至
+ N¡ １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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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改判５年），剥夺公民权
１９６７年
年 $４月先后在省革委会学习
出牢一年后，被抓去当兵，不到一月逃回。民国三
K0[t0N% G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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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学习，地区五七干校劳动。１９７２
年５月至
１９７５
十五年（１９４６
年），与本村徐振武、东顺乡黑沟村杜
年
３
月，先后担任中共镇原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
K . N0¨§WÂÃÂÃYÇçèY½Ç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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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西岔村张同成等人，先后在甘谷、天水及武
N¡ １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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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共庆阳地委副书记。１９７５年
４月至
年
山的滩歌、李家窑等地夺回当地警察、自卫队
、地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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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任中共天水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第一副
NWÂÃT¬³Ç²çè ³¨½Ç¾Ä²
主豪绅的枪支
主任。１９７６
年１月至
１９７７年
&& 支，反抗警察和自卫队的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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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７月任中共天水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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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
GHIJÁKL&"$%年），中共陇渭工委成立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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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１９７９年
月至 &",.
１９８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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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负责人多次在山丹乡一带活动。７月，由高健君、
月先后担任中共武都地委副书记、中共庆阳地委
郭化如介绍，在陇西县云田乡颉家门加入中国共
副书记。１９８３年５月离职休养。１９８５
年８
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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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将枪支全部交给党组织。陇渭工委成立武山
ÝÞ0ß»¼àáâãÞäå; ÄÅÆÇ¦È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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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
Î;
在西峰病故，终年
武工队，车被任命为武工队党支部书记兼队长。即
王无怠（１９２２—１９９５
年）今秦州区人。中共
Æ·0b[WæÆ·Þ¼áçèé·Z; ê
)*+L&"++&""'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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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去岷县梅川一带活动，晚上住店时，引起当地
党员。１９４９
年毕业于西北农业学院畜牧系。历任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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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省畜牧兽医工作队副队长、草原工作队队长，省
警察的怀疑，他诈称是上级某单位的特派员，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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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¼ ２+ 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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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工作大队副大队长，省农牧厅、省畜牧厅总畜
敌人的注意，缴获枪支
支。从岷县返回后，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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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等地开展工作，乘机又缴获天水剧院门岗和
牧师，高级畜牧师。系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第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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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团长警卫的手枪。同年 １１ 月，参加郭化如指 六届委员。曾兼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理事、中国草
5®ÄÅÆ·0 3x¿ÀÄ¢6J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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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的陇渭武工队，参与袭击陇西四十里铺铁路警
业协会常务理事、西北草业协会理事长、省科协常
察的军事行动，共缴获长枪
支，子弹千余发。民
委、《甘肃畜牧兽医》杂志编委会主任、《甘肃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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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ÇâªÖ×ÙÚãäåæÇ¾¸Wâªåç
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
月，随同郭化如去洛门执
HIJCKL!"$, 年）３
KM) N0D¥ÓÔEEÚF
行任务，率领的战斗小组向某大地主筹款
多
=WG0 HI®JKLäMúN³¸OP ４００
$(( Ë
块银洋，缴获步枪１支。次日晚，与郭化如铲除国
QRS0%&T» & ¼; nUï0xÓÔEVWH
民党坐探宋虎臣。同年５月８
GÞXYZ[\; ¥K ' N ,日，车来保率领５名
U0b]^HI ' 0
武工队员由漳县返回武山，在铁笼乡当中岭吃饭
Æ·þÏ_Y(O0 ©9`QtÂabc

Ö×åãæÇ¾²¸WÇþ§; &"'( K0©ªèé
畜牧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等。１９５０年，在甘南夏

时引起当地保甲人员注意，被几十个民团、乡丁包
óôõt³^d$þ#$0[eJfG1Qgh
i0öx ¡¡jklhimO0n
围，他与徐振武、杜常常迅速冲出包围下山，撤到
_Yo¯pqró0b]^s9áëtuvXË0
漳县草滩石景坪时，车来保因腿部受伤流血过多，

河县负责桑科乡政建设并主持全省草原调查工
"YÉÊêªQ®ëì¸íàoÃîïÆ

作，１９５５
年完成夏河县桑科乡调查报告，在国内率
v0&"'' Kð¦é"YêªQîïñò0©HóH
先完成一个省范围的草原调查，其经验得到农业
¨ð¦fôi®oÃîï0 {lõºÓ
部的肯定和推广。１９５７
á®ö÷qøù; &"'% 年，主持天祝县红挖瘩草原
K0¸íTúYûüýoÃ

1wxy0^z{ö·þ0ê| ¡¡
身疲力竭，为保护其他队员，即令徐振武、杜常常

示范田建设，施行分片定居
、整顿草原、分区轮牧、
þôØë0ÿ=}!÷s"#oÃ}¨$×
%Ö&§'ÿ0(oÖ¸)B*0ëHG
改良畜种等措施，使草畜得以平衡发展，受到国务
.*+; &"%,年以后，王无怠根据多年深入研究，
K0,|-./ËK0Ü¶·0
院嘉奖。１９７８
¨B1âº×ì2034ªºÓ45Ôã
â&o
先后发表《农牧并举，实现甘肃农业现代化》《种草

}~=Î0}"$ôM&0"$0
分散行动，设法把敌人引向自己，敌人穷追不舍，
b]^ ,À0&¶·0 Àtem0
车来保奋勇击毙一名自卫队头目，击伤另外两名

养畜加速发展农区畜牧业》《农牧并举是实现甘肃
ÉÖÛkB*º¨Ö×Óã
âº×ì2ø34ª
现代化的唯一出路》《运用大科技振兴大农业》等
46Ô®7:ã
â89Nª:;NºÓã§

D'Qg0?&;
随从乡丁，最后饮弹自尽。

学术论文，科学地阐述了甘肃农业存在的主要问
¤<=±0 ª¤³>?@ªºÓA©®¸BC

&'(L&"++&",' KM ¢OY
傅得奎（１９２２—１９８５年）
陕西省岐山县去头

DB*EF0 GëHI[-£JKáÚL
题及发展途径，不少建议设想被有关决策部门采

#$; GHJKL&"+" KMà!sª
M; &",' K0,|-qN0ºÓ»!,OPQN
村人。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
年）全家逃荒迁居甘肃省 纳。１９８５年，王无怠和著名农业专家王宝善联合大

合水县蒿嘴铺，因生活贫困将其过继给当地一傅
¬Y80 sÍ@ß{Xãt³
姓家，取名得奎。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至民国二十
!00; GH JKL&")& K-¡GH J
八年（１９３９
年）在合水县城关中山小学读书。民国
KL!"." KM©¬Y¢£ÂOL¤¥ç;
GH
J¦KL&"$( 年）参加工作，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KM3ÛÆv0GHIJKL&"$*
二十九年（１９４０
KMÛÜÂHÃÝÞ; GH J¦KL&"$( KM+ N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２月
¡GHIJCKL&"$, 年）１
KM& N¨§W¬Y
至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
月先后担任合水县一

专院校、科研和技术推广单位的
多名科技人
». ª¶q:<øùûü® ２００
+(( Ë0ª:$
þ0©ó && f³¨®３９
." 个县市组织实施了《全
fYRäå3ÿ@âà
员，在省内１１个地区的
×¨Sv&oÉÖ3õþô¶·ãT; T3
省牧区轮作种草养畜实验示范研究》项目。项目实

施四年，使示范区实现＂草增、畜增、肥增、粮增、收
ÿ6K0(þô¨34
U
oVÖVWVXVY
ÜVZ®[*\]034X^VÝ１８７５５
&,%'' 万公斤，
_`0
入增＂的良性循环，实现粮食增产
aVbYÜ '&'+", 万元。并明确提出了甘肃省发
_c; ìUde@ªB
新增纯收入５１５２９８

¨8L¤©þ0¬YIªªþ«¤0¬
U
º×d0 &o
*º#fgÝ®6Jhijk
区蒿嘴铺小学教员，合水县三科科员
、督学，合水 展农村商品生产的四十字方针∶＂农牧结合，种草

! !"# !－
－６０４

"
人! 物

养畜；重点产业，规模经营；依托村乡，强化培训；
!"#$%&'()*+,#-./0(1234#

密。次日，马及所要联络的其他８人全被国民党当
§¿ ]G(7©¸GÀ ) m¯IPnOM

配套技术，系列服务；双轨承包，保证效益。＂其经
5678(9:;<#=>?@(ABCDE FG+
验被编入《当代中国畜牧业》，本项成果获甘肃省
HIJKLMNOP"Q'R(STUVWXYZ

局逮捕。马儒英被押到兰州，备受酷刑。８月
W¨©¿ 7stIªeuv(«¬¿ )  ５日，
- G(
遭秘密杀害。１９５０年，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为烈
®¯§°±¿ *"-+ c( XYZmnhi²³´
士。１９８３年９月，国家民政部又重新为其记以＂在

ì
µ¿ *")& c " (P8nh¶¼$/G·

[7\]^_`E
科技进步二等奖。

冯守诚（１９２２—２００３
年） efghijkl
秦安县莲花镇冯沟
#$%a!"#$b$%%& cd
村人。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毕业于国立兰州大
/mE nPopqca'"() cdr'sPtuvw
xyxzy{9E |}Ptuvwxyxz~[
学医学院医疗系。历任国立兰州大学医学院外科
学助教、附属医院外科住院医生
xyz~[zy 、兰州医学院骨科
uvyxz[
学讲师、附属医院骨科主治医师以及兰州医学院
x yz[yuvyxz
外科教研室主任、第二附属医院大外科主任等职
~[} ^yzw~[}_
务。１９８０
<E *")+ 年晋升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１９８４年后
c}y(!")( c
任兰州医学院骨科研究所所长，１９８７
年晋升为教
}uvyxz[(!"), c
授、主任医师。兼任中国康复医学研究会理事及甘
}yE }OPyxX
肃分会理事长，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康复协会
Y ( OP¡¢m£¤¥¦§

理事，中华骨科学会甘肃分会主任，甘肃省残联副
(O¨[xXY }(XYZ¡©
主席等职务。自
１９５３年参加全国第一届骨科医师
ª_<« ¬ *"-&
c®¯P°±[y
进修班学习后，开始对骨科学的研究，创设了兰州
\²³x´(µ¶·[x¸(¹º»uv
医学院骨科学。１９８４
yxz[xE *")( 年，又筹建了兰州医学院骨科
c(¼½¾»uvyxz[
研究所。他主持开展关节镜检验和碳素股骨头的
¿ ÀÁµÂÃÄÅÆHÇÈÉÊË¸
研制及应用，静脉回流障碍促进骨骼生长等
个
*% ×
ÌÍÎ(ÏÐÑÒÓÔÕ\Ö _ １０
[TØ(ÙWÚUÛE Üc(µ¶ÝÞßàáâ
科研项目，均获得成功。同年，开始尝试做颈椎前
ãä8(åµæçèZéêë¿ ìZíîïðñ
路手术，首开西北五省之先河。在省级以上刊物发
òyxóô２０
$% 多篇；主编和参与编写、翻译《外科
õö#JÇ÷JøùúûL~[
表医学论文

学》《外科急救规范》等专著
部。曾获甘肃省高校
xR
L~[üý)þR_ÿ! &３"¿
#WXYZ$%
科技进步奖
、兰州医学院科技进步奖 、甘肃省科委
[7\]`uvyxz[7\]`XYZ[&

科技进步奖、甘肃省优秀医学论文奖，甘肃省医德
[7\]`XYZ'(yxóô`(XYZy)

医风先进个人、甘肃省优秀园丁。
y*ê\×mXYZ'(+,¿
马儒英（１９２４—１９４８
年） -./0(123
小名新春，今麦积
&'(a*"$(b*"() cd
区琥珀乡马家坡人。６
4560789m¿ .岁起，先后在琥珀初级小学、
:;(êì56<í-x

新阳镇高级小学读书。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考
/=j$í-x>?¿ nP^p@ca*"(+ cdA
KBCgDOx¿ EsFGHPéI(JKLM(
入天水县城中学。激于抗日爱国之情，欲去投军，
Ix%°CNPnO¸PQRSKTæUO
被学校一效忠国民党的教师借机推荐去陕西汉中
®PnOMVWXY¸Z[4\³( ]cI^
参加国民党军统局举办的游击训练班，次年被派
_`fab<cd¿ e`f(TXfg4hi
往延安从事特务活动。到延安后，陕甘宁边区政府

以为是投奔边区的抗日青年，送其去抗日军政大
jLkg4¸FGlc( mGKFGMhw
xx´¿ nPop°ca*"($ cdn*o(Ipq
学学习。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年）整风时，被清查
r¿ 7stuvwxây(+z{(®|}¿ n
出。马儒英决心痛改前非，经过教育，参加革命。民

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
cd(g4Af^(2.
Pop~ca*"(-年），受边区保安处派遣，化名程

德，到孟坝外勤组从事情报工作。由于完成任务出
)(e~ aI¿ sU}<r

|}O¸´¹º¸Û»¿
革命工作中壮烈牺牲＂的功绩。

李华（１９２６—１９８６
年） ¼½g¾¿jÀ8Á
武山县洛门镇李家阴
)*a*"$.b*"). cd
Âm¿ *"-$ 年参加工作，同年
c®(Üc **
ìXYÃhÄ
湾人。１９５２
１１月在甘肃行政干
%x´¿ *"-& c３月，调武山县水利科，先后任县
& (Å¼½gC¤[(ê}g
校学习。１９５３年
C¤[[ C¤¶¶ CÆWW¿
水利科副科长、水利部副部长、水电局副局长。

１９６４年，调天水地区水电局，历任水保科科长，机
*".( c(ÇBCÈ4CÆW(|}CA[[(Q
械队队长、设计队队长等职。１９８１年，回县任水电
ÉÊÊºËÊÊ_¿ *")* c(Ñg}CÆ
局副局长。后任政协武山县委员会委员。曾当选为
WW¿ }h§¼½g&Ì&Ì¿ ÍMÎ
go±Z^±mnNòwNòZ[7§
县第三届
、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科技协
Ì¿ *"-. c . (®KOPÏ&Ð¿ *"-. c $
会会员。１９５６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６年２
月，县委、县人委决定引聂河水上东梁山。１０月，李
(g&gm&uÑÒÓëCîÔ½¿ *+ (À
华被任命为工程总设计，在一无先例、二无资金，
¨I}}ÕºË(ì°Öê×^ÖØ¦(
三无技术的情况下，依靠群众力量，土法上马，勘
oÖ78¸IÙÚ(-ÛÜÝ(Þßî7(à
察测量，定线路、定设计施工方案。至
１９５７ c
年６.
áâ( Ñãã ÑºËäåæ¿ ç *"-,
(²Uèé２４
$( 条深沟，穿过
êël(ìz ４( íîï(éz
月，修成跨越
座树林，越过 *++
１００
õðñòóô(¯ .+
b
多米悬崖峭壁，全长
６０ õõö¸÷½øùbb
多公里的傍山渠道——东
Ôø¿ úÓëCÒîÔ½(ûüýþÿ!("#
梁渠。将聂河水引上东梁山，灌溉万亩良田，结束
»$%c&Ô½ÖC¸|'¿ O(ZÈg·
了千百年来东梁山无水的历史。中央、省、地、县对
À¨¸U»)*+ ¸,Ñ(*"-.年至
cç１９６０
*".+年，
c(
李华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１９５６

曾１１
Í **次受到国务院及省、地、县的奖励。１９５８
-.P<zZÈg¸`/¿ *"-)年，
c(
I0XYZÇ¯Pê\1¿ *"-" 年，评为全
c(0¯
被评为甘肃省和全国先进工作者。１９５９
国劳模，应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P2*( Í3®»O¨mnÏÇPUtp4c
国庆观礼会，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
P567(.»894:&_ÐÇP8;
<m¸=>¿
导人的接见。

蔡绍佗（１９２６—１９８８
年）原名慕华，河北省
+,-a*"$.b*")) cd
.?¨(ëçZ
@Agm(rBsCD8E¿ nP^pFca*"&"
丰润县人，出身于贫困家庭。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cd.ëçGHI¨æyzMxJ(nPop^c
年）到河北胥各庄华西医院当学徒，民国三十二年
a*"(& cd(ìKLMyMMN¿ nPop~c
（１９４３年），在绥靖军医所当护理兵。民国三十四年
a*"(- cd(¼K¨æyzxy¿ -c(®K¥O(
（１９４５年），又入华西医院学医。次年，加入基督教，
+RS(ìçPQxzx´(R¨çQxz
经教会推荐，在北京神学院学习，后转华北神学院
$í³¿
*"-* cr'.BC(SBCT!.U[y
高级班。１９５１年毕业到天水，拜天水市著名眼科医

生张开光为师，专攻眼科医术。１９５７年到天水市联
VµW(ÿXU[y8¿ *"-, c.BCT©
Yyz}U[y
¿ *".& c(ÅBCgmny
合医院任眼科主治医生。１９６３年，调天水县人民医
.+ cNO\(];gyz^Ñy{Ê(
z¿ $+ Z[６０年代中期，带领县医院巡回医疗队，
院。２０世纪

色，边区保安处称马儒英＂是陇东保安分处在敌区
(g4Af7st

jAf ì4

多次到天水县汪川、天水、牡丹、关子等地（今均属
õ-.BCg_`BCabÃc_Èa1Ù
秦州区）为群众治病，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为患
ev4dÜÝd(ìeGfg¸êhÚ(i

$¸I¿ nPopqc a*"() cd最重要的情报力量＂。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５

者作眼疾手术
1U¢ä8 １０００余例。１９７０
*+++ j×¿ *",+ 年，首次采用低温
c(å-kÎlm

月，受边区保安处陇东分处派遣，前往宁夏隆德县
(g4Af ^(â_f)g
÷ôa÷7st°ÜìUO4(°Üì
与郑崇文（郑与马儒英一同在汉中受训，并一同在
`f®|}(I^Ñd©¿ e)
延安参加革命，后被派回原籍工作）联络。到隆德

麻醉方法施行白内障摘除术。１９８０年后，在临床服
noåpäÃqrÓst8¿ *")+ c(ìuv;
<¸Üo(¼w{$xyzU¸({|q
务的同时，又致力治疗高度近视眼的研究，常常白
Bk}~(qØøóô(êì
LO
天奔波病室，夜间查阅资料
、撰写论文，先后在《中
$+ õ
¨U[ R_ïðÇ¯Px8îñò ２０
华眼科杂志》等刊物和全国学术会议上发表
多

后，郑崇文一面殷勤相待，—面派侄儿到县城告
( ô° ¡ ¢£( ° ^¤¥egD¦

! !"# !－
－６０５

!"#$%
天水大辞典

篇专门研究眼科疾病的文章。１９８５年，研制成＂抗
!"#$%&'()*+,- !"#$ ./$01
2
3
高近丸＂，获天水市科技进步奖。１９８６年，在天水市
456789:;<=>?@A- %"&' .8B:;<
2
&CDEFGHI7JKLM- N.8OPQR
＂眼屈光治疗学习班＂担任主讲。同年，与他人合

作，译成近
２０ UVW
万字的《眼免疫学》。１９８７年晋升副
S8T15 ()
X&YZG[\ !"&* .]^_
主任医师。蔡绍佗曾
' fghij&'Gklmn
LK`a\ bcde ６次出席全国眼科学术会议、
１次国际眼科学术会议，３
% fjo&=Gklm8+次获优秀论文奖。
f9pqr+A\
&'(s!",'t%"&) .u vwxyz{|}
杜根德（１９２６—１９８０年）
秦安县莲花乡湫果
坪人。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在马鸿逵部当兵。
~Q\ j.s%"-& .uB \
１９４９
%"-"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０年加入中国共
.jQ\ %"$) .j
产党。同年
%) 8jQ8S
\ N.１０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
\ %"$% .B8B ¡¢
战。１９５１年在朝鲜绀岳山阻击战中，所在部队八连

二排抗击美军二十九旅一个连和一个营的兵力。
£¤3¥¦£§¨©ª¢«©ª¬W\
战斗－异常激烈残酷，敌人连续发起疯狂进攻，１０
架
®¯°±²³´8µQ¢¶·¸¹º?»8%) ¼

飞机轮番扫射，狂轰滥炸，加上迫击炮的轰击，整
½¾¿ÀÁÂ8ºÃÄÅ8ÆÇÈWÃ8É

个山头变成一片火海，排长、正
、副班长全部牺牲，
ªÊË1©ÌÍÎ8¤ÏnÐn_IÏiÑÒ8
作为普通战士的杜根德挺身而出指挥战斗，最后
SÓÔÕÖW×ØÙÚÛÜgÝÞ®8 ßà
战友全部牺牲。但他仍临危不惧，一个人伪装成一
áiâÑÒ\ ãPäåæçè8©ªQéê1©
个连，制造指挥声
、冲杀声，把牺牲战士的帽子挂
ª¢80ëÝÞìníîì8ïÑÒÖWðñò

在步枪上迷惑敌人，轮番使用冲锋枪
、轻重机枪、
B@óÆôõµQ8¿Àö÷íøónùú¾ón
手榴弹、飞雷
、爆破筒，不断变换地点，用火力转移
ûüýn½þnÿ!"8ç#Ë$%&8÷Í'(
敌人视线，打败敌人
次疯狂进攻，坚守阵地６小
µQ)*8+,µQ -４ f¹º?»8-./%
'0

时。在后续部队配合下，杀伤敌人
余名，击毙
1\ Bà¶â 2R38î4µQ ３０００
.))) 5687

指挥官
ÝÞ8１名，守住了阵地，为后续部队全歼敌人赢
/ 68.9:/%8Óà¶â i;µQ<
得了战机。战斗结束后，杜根德被记一等功，还荣
=:¾\ ®>?à8×ØÙ@A©BC8DE
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军功章１枚，获＂孤胆英
9LLF«jC, % G8 92
HIJ

典》《神州墨海》等大型书刊，并在《书法》《人民日
[
XíîïÎ[Bëðq¾8ñBXq[
XQN
报》《人民政协报》《甘肃画报》等报刊发表。被浙江
XQrò[
Xóôõò[Bò¾·P\ ö÷å
ò[
文史馆等数十家纪念馆收藏。他将收藏的７０余幅
+øùBúcûüùýþ\ PÿýþW *) 5!
中外名人书画无偿捐献给国家，其中有董必武、郭
"6Qqõ#$%&jc8' ¡jn¢
£¤n()+*+O,-n 'ÓB6cWqõ\
沫若、胡厥文及清代王杰、康有为等名家的书画。

周祥椿（１９３２—２０１１
,-. s%".,t,)%% 年）
.u 江苏昆山市人。
åæ.<Q\
%"$$ ./0à120ëG8s8°3\ e
１９５５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中共党员，教授。曾
Kóôâ20=Gy04$%Ïn :;25
任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所长、天水农校

顾问。１９６３年以来长期在清水农校，后在兰州农校
67\ %"'. .¿aÏ8B+;258àB9î25
:;°G«2S<±=$%pS\ ±1>?
从事教学和农作物育种研究工作。共育成适宜于
n@nABçNãB=CW04Ý=
-% 个，亚麻
ª8DE
山、塬、川等不同区域种植的小麦品种 ４１

品种
Ý= ４个，累计推广面积超过１．２
- ª8FGHIJKLM %0, 亿亩，新增效益
NO8ÉPQR
.1 亿元以上。小麦条锈病遗传多样性控制取得重
NS¿Æ\ 04TUVWXÃ½YZ0Ð=ú
３０
[?ä8L\±104]UÝ= １３
!. ª\
,))) .¿
要进展，主持育成小麦抗锈品种
个。２０００
年以
来，小麦育成品种种植面积约占全省冬小麦总播
a8 04±1Ý==CJK^_iâ`04ab
种面积的
４０？？以上三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共获奖
=JKW -)2\
¿ÆªdBW$%1}9A
励
c ３４项，其中科技进步奖国家级三等奖１项，省
.- d8 =>?@AjceBA ! d8â
部级一等奖
项，三等奖６项。主持
âe©BA ３项，二等奖
. d8£BA &８ d8BA
' d\ L\
W1}'fdg9ij2hi0jýA©n £B
的成果转化项目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二等
- d\ ±1W04nDEÝ=FGHILM
奖A ４项。育成的小麦
、亚麻品种累计推广超过 !3+
１．３
NO8ÉPQR +1
Bjk"·Pr
亿亩，新增效益
３０NS¿Æ\
亿元以上。在国内外共发表论
+ ７０余篇。２０００年被评为甘肃省首位科技功臣，
41 5!\ 5111 .ölÓóôâmn=>Co8
文
511/ 年获全国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和全国模范教
.9ij20=>?pSp«ijqr°
２００１
aLM8511" .ölÓij-g"0>kQ}8ñ
师称号，２００９
年被评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并
9stsuA\
获何梁何利奖。

雄＂称号。１９５３
年 %)
１０月１
K7LM\ %"$. .
 % 日，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N8SÓjQ

/01s/"++t51/1 .u \RvQ\
/"6)
王文华（１９３３—２０１０年）
山东益都人。１９５０

代表，光荣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周年国庆
OP8 DEQQ«jRjST.jU
观礼，受到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等党和国
VW8XYZ[\n]^_nT`anbÙB«j

年
. １月参加工作，１９５３年
7 pS8%"6+ . 6５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吉
j\ w

cdeQWfghi\
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林省总工会干部学校毕业，中专学历。先后在长春
ÆâaplxâG5/08"Gy\ àBÏz
市东北研究所、中科院长春仪器实验厂、吉林省委
<\à$%n=yÏz{|}~nwÆâw

康务学（１９２６—２００５
年） jxk#lmn
武山县洛门镇石岭
)*+s%",'t,))$ .u
oQ\ %"-" . & pS8_LK`a\ eK
村人。１９４９年８月参加工作，副主任医师。曾任中
jqrlsn jtuGllsn :;<+vw
国书协会员、中国诗词学会会员、天水市文联委

党校、吉林省长春市原第一机械工业部长春材料
5n wÆâÏz<~©¾p0âÏz
~¾pS8 eKÏz~¾>k=Ï\
试验机厂工作，曾任长春材料试验机厂技术科长。
/"'6 .８月随＂三线＂企业（长春材料试验机厂）搬
& 2
*70sÏz~¾u
１９６５年

snqxy6zyÏnqr6zLhn<{|Q}\
员、书画院名誉院长、书协名誉主席、市拔尖人才。

a:;8K:;
2
*7R®ÝÞâLK
迁来天水，任天水＂三线＂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天水市第一、二、三届政协委员。自幼受其父康汕
:;<~©n£nrws\ X !
镜熏陶，少年时代即酷爱书法，后在行医之余，潜
8^.1O´q8àB`58

/"'& . *  /"&+ . * 8K:;~¾
１９６８年７月至１９８３年７月，任天水红山试验机厂
ÏwqA/"&+ .８& 月，调任天水地区行署
8K:;%ã
厂长兼党委书记；１９８３年

副专员，１９８４
年８& K:;<w
月任中共天水市委（副地级市）
%%月，因对当
8
_"s8/"&9 .
s_%e<u
Oq«\ %"'% .１１
心于古代书法典籍和碑帖。１９６１年

时书坛后继乏人深为忧虑，曾先后给董必武、郭沫
1qàQÓ8eà ¡jn¢£
¤n ¥:¦BQ§¨8 ©ª0GG«G§Z¬
若、潘天寿等人写信，呼吁中小学学生学写毛笔

字，开设书法课。《人民教育》杂志社得知后，请郭
V8®q¯\ XQ°±[²³=´à8µ¢

qA/"&$ .
K:;<w_qA/""1
书记；１９８５
年 &８月任中共天水市委副书记；１９９０
. ４月至
9  １９９４年５月任中共天水市委副书记、天
/""9 . $ K:;<w_qAn:
年
水市人民政府市长；１９９４
年５$ 
月至 /""&
１９９８年１月，
;<Q<Ï/""9 .
. / 8

《怎样用毛笔写字》的文章，一同刊发，以示提倡。
X¼½÷Z¬§V[W+,8©N¾·8¿ÀÁÂ\

任甘肃省第七届政协常委、委员。担任天水市政府
Kóôâ~r°wnws\ JK:;<
领导期间，组织和推动全市工业经济的发展，形成
de88«Hi<p0W·ä8Ñ1

后多次拜访林散之、费新我、沙孟海等，虚心求教。
àÃfÄÅÆÇnÈÉÊnËÌÎB8ÍÎ°\
PçÏ8ÐÃc8Ñ1ÒÓÔKÕnÖ×
他法古不泥，取法多家，形成自己遒劲雄健、质朴
ØWÙÚÛÜ\ SÝàÞßàáâãq
古拙的独特风格。作品先后入选西北五省区书法

了全市工业经济区域一体化，发展机械、电子、轻
:i<p0ãB©f8·ä¾nñnù
nRnÝáëLe0Wp0Ü«·ä
纺、建材、食品五大主导行业的工业格局和发展态
\ /""+ 年初，王文华参与决策天北高速公路建
. : ,+QO¡¢:à4£¤R
势。１９９３

联展和江苏淮阴碑林，入编《中国当代书法家大辞
vä«åæçèéÆ8êXjOqcëì

设，多方争取项目资金，至
１９９４年７月１日，建成
. *  / N8R1
®8Ã¥¦Ðdg§¨8 /""9

沫若题词，又请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写了题为
£¤¶u8 ·µ¸6qc¹º»«§:¶Ó

!"! !－
－! ６０６

! "
人物

了甘肃省第一条高速公路—天北高速公路。１９９３
!"#$%&'()*+,-.()*+/ !""#
年0１１月至
３１０ 89.+
线牛北路
!! 12１９９８
!""$ 年
0 "９月，参与国道
13 4567 #%&
（北道区牛背村至北道区）的建设，在渭河大峡谷以
:.7;9<=2.7;'>?@3ABCDEFG
＂以工代赈＂形式开出了一条国家二级标准化道
HGIJKL MNOP!&'6QRSTUV7
路，打开了甘肃的东大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在秦城
0J3A\]
+3WO!"#>XDY/ (& Z[ $&
区城市建设中，妥善安置今龙城广场棚户区的居
;]^?@_3 `abcde]fghi;>j
k)?l!e]fgmnlop+qrstusvVs
民，建成了龙城广场；完成岷山路拓宽、改造、绿化、
wVxIy3ta!]^Mz/ %""# 年初，支持北
0{3|}.
亮化等工程，改善了城市形象。１９９３

场（简称良种场）工作，初为技术员，后任场长。
g:¯ «¬ gÒI Ë 3 {  À Á Å 3 ß ê g í /

１９６４年，小麦普遍发生锈病，造成严重减产。从此，
%"*+ 03ÜÖú°¡Õ±Ð3ul²³´¼/ µ¶3
·*¸O¹º»¨f;±ÜÖ¡½¬Ë¼½
杨公奇开始把繁育推广抗锈小麦新品种作为终身

事业。１９６５年，开始培育社棠系小麦新品种。至
２０
òÞ/ %"*, 03O¹¾»°ª¿ÜÖ¡½¬/ 2 .&
世纪
号 /３个
Z[ ７０年代，所培育的社棠１号、２
-& 0J3 À¾»>°ª % s.号、５
s, 

品种成为川区和半山区种植的主要优良品种，种
½¬lØ;¯Áp;¬Â>Ã¿«½¬3¬
植面积一度占到总面积的四成以上。１９７６
ÂÈ×&ÄÅ[ÆÈ×>ÇlGÏ/ %"-*年，又开
03ÓO
始培育抗倒伏、抗锈病、丰产性强的社棠
号小
¹¾»;ÈÉs;±ÐsÊ¼ËÌ>°ª ５６
,* Ü

道区完成了北道区渭河桥北匝道工程，缓解了渭
7;nl!.7;BC~.7Iy3 !B
河桥南北交通，解决了市区通往火车站的交通瓶
C~.3  !^;>
颈问题。２０
Z[0J3 ^O
/ (& 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促进全市对外开
放，多次组团赴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进行考察
3 X ¡¢£;¤¥¦
§¨3©ª-«>¬®¯ °±¡²³´3
学习，介绍天水的历史沿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µ¶-«·8s¸¹sº»x¼½3A¾¿¼½sÀ
宣传天水绒线、雕漆、电器等产品，在名优产品、技
术转让
、人员交流等方面与之达成合作意向。２０１０
ÁÂÃsÄÅÆxÇÈ5É¢lÊËÌÍ/
(&%&

麦良种。２０世纪
５６号成为河谷川区
$& 0J3°ª ,*
lCFØ;
Ö«¬/ .& Z[ ８０年代，社棠
的主要种植品种。其间还选育成功＂６５０１３＂中秆高
H
*,&%/L_Ñ(
>Ã¬Â½¬/ ÍÎÏÐ»l
粱品种，并大面积推广，为加速良种推广，除培育
Ò½¬3ÓDÈ×¨f3ã)«¬¨f3Ô¾»
新品种外，还先后引进数百个小麦、玉米、高粱品
¡½¬3ÏèßÕÖ×ÜÖsØ%s(Ò½

方米，冲溃南岸河堤，马跑泉农田多被淹没。次日
Ç%3&'(C)3*+ëì,-.// ù

ÝL/ %% 月，中共天水市委、市人民政府（筹备组）向
13_å-«^îs^Äk":#$ÒÍ
者＂。１１

凌晨，北道埠、马跑泉等地全民动员，组织抢险。刚
013.72s*+ëx£k3Å3ô45/ 6

^¡P%&ÎÍ·*¸'§¨>()/
全市发出《关于向杨公奇同志学习的通知》。

种。经试验适合当地栽培者即投入大田繁育，有些
¬/ ÙÚÛÊ=£Ü¾Ýà:äD,»3oÞ
经过实践测定，确认属于可推广的小麦优良品种，
ßàáâã3äåÎæ¨f>ÜÖ¿«½¬3

采用稀播高繁办法栽培，使新品种尽快推广。１０
余
çèéê(ëRÜ¾3ì¡½¬íî¨f/ %& ï
年间，良种场共提供小麦、玉米
、高粱种子 *&&
６００ 
多
# 1ÎÏÐÑ/
0Î3«¬gåðñÜÖsØ%s(Ò¬M
年0３月于上海病逝。
王毓贵（１９３３—１９６０
年） Ó¾ÔÕ3dÖ×
又名贵生，今麦积 吨。１９７６
#$%:%"##,%"*& 0Ò
ò/ %"-*年起，为培训农业科技人才，先后到县农
0ç3¾óìÞÀÄô3èß[óì
区南河川乡王家滩人。１９４９
年小学毕业后即为学 业干部学校和公社农业技术员培训会上讲课数十
;CØÙÚQÛÄ/ %"+" 0Ü§ÝÞßà§
Þñï§á¯*°ìÞÀÁÅ¾ó±ÏõöÖ
áâÅ/ %",, 0ãä_6å¼æ/ !",- 0çèß
/ %"-- 0÷-«£;s-«óèÀIË
校教员。１９５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７年起先后
次。１９７７
年被评为天水地区、天水县先进科技工作
Ý/ %"$. 03ø$ù3/
%"$/ 0=Ð$Ä
éê"ëÙsXëÙìÀí3-«^îì=I
担任甘泉乡
、东泉乡农技站站长，天水市委农村工 者。１９８２
年，获省劳动模范称号。１９８３年当选省人
kJú/ %"$+ 0 * 1 / ù3A4ãÜÖÕíûü±
Ëïs ^ðîñò3 _å-«óîôïñò/
作部、市监委干事，中共天水县委组织部干事。
民代表。１９８４年６月３日，在参加小麦生长观摩会
!"** 0 ! 1êõ*°ö÷ø/ -月２１
1 .%日，天水
ù3-«
ý_3 þACØÙÿ!/ %"$, 0 "月，
13
１９６６年１月任花南公社副书记。７
途中，因车祸在南河川乡境内遇难。１９８５年９
H
¿ÀIË
óúûüý3BC«þÿ3!"Æ#¢ +"&&
_å.7;îs;Äk"
县普降暴雨，渭河水猛涨，每秒流量达
４９００ $
多立 中共北道区委、区人民政府追授为＂优秀科技工作

参加完东泉区工委扩大会议的王毓贵，即投入抗
4ãnXë;Iî7D±8>Ú9Ô3 à:ä;

崔兴美（１９４５—１９９０
年） \¦;*+Ù,Q
秦州区藉口乡崔家
,-.:%"+,,%""& 0Ò

洪抢险。当行至天北公路边时，黑王大队菜地庵房
<45/ =¤2-.*+>?3@ÚDAB£CD
顶一老人在呼救，临时扎成的木排子以至橡皮船
E&FÄAGH3 I?Jl>KLMG2NOP
无法接近，王毓贵即脱掉衣服钻进洪水，泅到庵房
QRST3Ú9ÔàUVWXY<«3Z[CD

磨村人。１９７２
年５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乡水
-=Ä/%"-. 0
, 1ãä_6å¼æ/.éêÙ«
保员，生产队会计、保管员、生产队长。１９７８年９月
/Å3Õ¼A±0s/1ÅsÕ¼Aí/ %"-$ 0 " 1
任藉口农机厂厂长，将一个濒临倒闭的乡办企业，
ê*+ì233í34&5IÈ6>Ùë7Þ3
发展成为拥有
¡²l8o７５
-,名职工，固定资产
¾9I3 :ã;¼８５．５
$,0, 万元、流
<=sÆ
3;>３０
/&多万元、年产值
<=s0¼? ２００
.&& <=s@uABT
动资金
万元、创造税收近
<=>CDEÕ¼7Þ :F-«^\];*+
４０+& 万元的暖气片生产企业（原天水市秦城区藉口

前，把看守菜园的曹天荣老人扶上漂在水中的１
\3 ]^_`a>b-cFÄdÏeA«_> %
fgMLÏ3h[*+i/ 6Ïj3Ók*+
辆架子车车排上，拖到公路边。刚上岸，又见公路
Xl&(mnop¾qrs<«tu3 Ú9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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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7ÞQL3=Ð-«^%&N
任天水市公安局北道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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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3C*<=7/09%"&+ ! % ":
１９８１年
%"$% !８月，任清水县革命委员会、中共清水县委
$ "#523;()*+,D@A23;*
办公室副主任；１９８１年８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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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vCDçEF=GÇHþ¯IJKÄ ３, L
Mf²N?M@# ôÖÄOLPë$QRST@
小学生误入其中，同时有数名群众在营救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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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秦州
/RS(
北山公园
/PQ

-+.(.
（６０５）
-)+).
（３６３）

ÎÏ{³Ð
禅殿寺石窟
ÑÒ
))$(.
（３８５）缠腰
ÓÔM
-)!+.
（３２６）蹦移关
!!).
（２２３）

3 !"# 3－
－６１０

-#--*
（１９９）

ｃｈａｉ
12!'

-)!**
（３２７）
-)((*
（３５５）
-(-(*
（５９５）
-($-*
（５８９）

ｃｈａｎ
12!,

-)$.*
（３８０）
-".+*
（４０６）
-!(!*
（２５２）

辞目音序索引
!"#$%&

!"#
长白猪

ｃｈａｎｇ
!"!#!

$$$%%
（１１８）

!'./0
长城影剧院

!123
长沟墓地

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
!456789:;<=>?@
!4ABCDEF?@
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程

!GH
长宁村

!GIJK
长宁驿关隘

ｅｃｈｅ

!"12
ｃｈｏｕ

$(()% 稠泥河

（３３４）
$(**%
（３６６）
$+),%
（１４７）
$$-,%

（１２７）
出殡
$.)%% 出汤面
¡¢
（５４８）
$-.+% 出租汽车
（２５１）
出£¤L

LMH
车川村

ｃｈｅｎ

$,) %
（７４）
$.).%
（５４５）
$)00%
（４００）

MR

!"2#
ｃｈｕｎ
$*$ %
®
（６１）
春节
$*$ %
（６１）

$.&$%
（（５９１）

$+&,%
（（１９７）
$)0,%
（４０７）
!3
ｃｉ

$.,)% 《词源》
³´eµ
（５７４）《
$
.&$%
¶?
（５９１）辞工
$.,-%
·¸
（５７２）
慈云寺

$()0%
（３４０）
$)0+%
（４０１）
$)()%
（４３４）
$(%,%
（３８７）

$.,0% 磁州窑女孩儿瓷枕
¹º»¼½¾¿À
（５７０）
$.,)% 刺槐
ÁÂ
（（５７４）

（（５９１）

ｃｈｅｎｇ

$.*%%
（５６８）

$-$&%
（２１９）

jnopqrstMuvw
成县陇兴矿业张家川分公司

$$,,%
（１７７）
$)%)%
（４８４）
$(((%
（３３３）
$.-%%
（（５２８）
$-))%
（（２４４）
(-)%
$
（（３２４）

jkn
成纪县

ÃpÄ
崔兴美

'xyz{
城隍庙乐楼

'|}~
城南社区

';<=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
'}~
城市社区卫生

ｃｈｏｎｇ

Ｄ

$+.*%
（１５６）

ｄｏ
4!

ÎÏÐ
达降隆堡

Ñ
&
ÒÓ°
打＂交口＂

$(,(%
ÑÔ
（３７３）
打孩

$(%-% 打轮秋
（３８２）
ÑÕÖ

（２２１）打毛弹
$--$%

ｃｕｎ
!

$.&)%
ÌÍ
（５９４）
裕链

!"1#!

$*0,%
（６０７）
!2#

$-- % 村级扶贫互助资金
HÅÆÇÈÉÊË
（２２）

'JT
城关镇

$+-&%
（１２９）
!23
ｃｕｉ

$.&$%

jklm
成纪大道

重新街

$)++%
（４１１）

$.. %
!
（５５）答

!"/#!



$-(&%
（２３９）

$...% &
®¯°)±²
（５５５）
＂春风＂牌绒线

U\]
陈青选
U^_
陈世昌
U`a
陈廷鉴
Ubc
陈协华
Ude
陈养源
Ufg
陈益清


崇福寺
g
重建清真寺碑

$)+-%
（４１２）
$)0.%
（４０５）

（６０３）川王乡
$*0(%

U9[
陈保豆

@
程海寰

!"2

$.%0% 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
（５８０）
ＪM§¨©~ª«v¬

UVWX
陈安叛赵
UVYZ
陈安起事

Uhi
陈至义

ｃｈｕ

!"2!#
ｃｈｕａｎ

$)%,%
（４８７）

!"/#

UV
陈安

$+) %
（１４）

¥¦
初终

!"/

LNO
车贯朝
LP9
车来保
QRST
撤乡并镇

重阳节


$$&'%
（１９７）

&
!'()*+,＂长城＂牌浓缩果汁

$(%-%
（３８２）
$)0%%
（４０８）

V
重修武安君祠堂记碑

Ñ×Ø

5 "## 5－
－６１１

$)0*%
（４０６）

$-. %
（２５）
$)0+%
（４０１）
$)+)%
（４１４）

$)+)%
（４１４）
$)+)%
（４１４）

!"#$%
天水大辞典

#!"!$
（４１４）

!"
打梭

%&'(
大城街道
%*+,大地湾遗址
%/012345678459:;
大功率可控硅元件及派生元件的研究

%<=>
大骨节病
%?@AB
大光明影院
%CDE
大柳树村
%FG
大门乡
%HI
大南河

.!%($
（４５６）
.)* $

（１０）灯谜
.
)$&$

（１３２）
邓宝珊
.$%#$
（３５７）

大鲵
%KL,大坪头遗址
%ME
大石村
%MG
大石乡
%NOPQRS
大唐甘谷发电厂
%J

大天鹅

,ｄｉ
#!&')
（（４２９）

#+ )
（８
）
#$&%)
（３２５）

.%!%)
*º~»
（５４５）
地质构造
.))')
¼½¾¿Àxy¨©
（１１９）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

（２５１） 第二轮土地承包
.&%))

%m\
大众路
%nE
大庄村
%nE
大庄村

¼½ÁÂ*ÃÄ

.&&*) 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会乒乓球预赛
¼ÅÆ¿ÀÇÈÉÊËÌÍÎÏ
（２２０）
.
%*&$
Y_ÏÐ
（５０２）天水赛区
.%$$$ 第三产业普查
¼Ñ²y¨©
（５３３）
.
%*)$
¼Ñ¾¿Àxy¨©
（５０１） 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

%nG

,!ｄａｉ
..+*$
（３８０）

opqX
岱岳庙碑

.!*$$
（４０３）

rstu
待客食俗

ｄａｎ
,!/

vwxySz{|}~

单层工业厂房建筑结构改革——预应力

ｄｅａｎｇ

#) )
（１）
#%! )
（５４）
#)*()
（１０６）

#!%+)
（４５８）
#' )
（９）

#' )
（９）
#) )
（１）

.!'+)
*¹
（４９８）
地形

大约克猪
%kl
大震关

¼Ò¾¿Àxy¨©
第一次全国工业普查
¼Ò¾¿ÀÓÔ¨©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

#) )
（１）
.&(#)
（２６７）
.+' )
（８９）
.$&')
（３２９）
.&(+)
（２６８）

.&(#)
（２６７）

.&(#)
（２６７）
.&(+)
（２６８）

,-!/
ｄｉａｎ
.$!&$
（３４２）

ÕÖ!×
《典防》

ØÙÚ>
碘缺乏病

.$&%$
（３２５）

RÛÜ9
Ý
Þ/0ßà
Ý
áÊâÛß2ãäå （２９２）
.&'&)
电弧炉的＂恒功率＂与＂自动点弧＂控制装置
.&'%$ 《电气传动自动化》
æRçèÊáÊé×
#$!+)
（２９５）
（３４８）

,!/!

.&! $
（２４）

êëE
甸子村
ìëE
店子村

#!%*)
（４５０）
#%!%)
（５４５）
#$(!)
（３６４）

ìë,店子遗址

党川村

.$&($
（３２６）
.!#%$
（４７５）

党川乡

.!#%$ 吊湾梁
î+
（４７５）

G

#%+!)
（５８４）

.$#%) 地下水资源量
*µ_¶·¸
（３７５）

%hij


党川林场

.!)$$
（４１３）

.$#')
*´
（３７９）
地热

%gG
大阳乡

.!$&$
（４３２）

,1/!

#&&))
*§¨©
（２２１）
地名普查
.&+&) 地膜覆盖粮食工程
*ª«¬tx®
（２８２）
) 地膜马铃薯生产基地
.$ ）
*ª¯°±8²³*
（３

%abMc
大像山石窟
%abd@e
大像山永明寺
%abf
大像山镇

E

ｄｅｎｇ

#)$!)
*¦
（１３４）
地貌

%[\
大同路
%[]^Y_`^
大同银行天水分行
%ab
大像山

当亭县

.% $
（５）
.!#($
（４７６）

#$+%) 地方性氟中毒
*¡¢£¤¥
（３８５）

%YZ


党参

.$#%$
（３７５）

.%*$$
（５０３）
.%*&$

（５０２）
氐
#
)##)
*
_
（１７７） 地表水

%NTUVWX
大唐舍利塔之碑



.! $
（４）

.$&%)
(M
（３２５）
道堡石梁
（３３４）
ｉ('(
.$$!) 道北街道
.!%!)
（４５４）

大柳树村


保温屋面板

,!0
ｄａｏ

.$&!)
(
（３２４）
道教

%CDE

大座乡

#!!#)
（４４７）
.$%$)
b
（３５３）
导流山
&'&)
#
bq
（２９２） 导流山祖师庙

.)&%$ 碉堡梁遗址
í,（１２５）

－2 ６１２ 2－
!"#

,-!0
ｄｉａｏ
#$%+)
（３５８）
#! )
（４）

辞目音序索引
!"#$%&

ｄｉｎｇ

!/!#
ｄｕａｎ

!"#!

!"#$%&'
丁世珍攻围秦州

定亲
./0
定西寨

($( （６０）

($% ) 段谷之战

（６７）

(++)（５５２）

（４１０） 段会宗

*+

,&'(-

ｄｏｎｇ
!*#!

东安饭店
5678
东岔吊桥
569:
东岔林场
56;
东岔镇
1234



(+- （５８））
,..,（３３９）

,)& - 段□围攻起事羌人
¡%$¢£
（２４）
¤¥¦§¨
《段太尉集》

,)+.（２５３）

©ª«¬
断山
口隘
®¯°±²³
,&)%) 锻压机床厂滑坡
（４２７）

,'- （１８．）

()+,（（２５９）

!
Ｅ

(')&（１２４）

56;<=>?@ABC
东岔镇生态旅游开发小区

东方宾馆
1GH
东关村
1GH
东关村
1GH
东关村
1GIJK
东关供热站
1GLM
东关街道
1DEF

(&%'（４７１）

,&',012 ´µt¶´µ·¸¹º»§¼½d
（４１９）ＥＣＬ高速、超高速双极型数字集成电路

ｅｒ

,&)+)
（４２５）

,&-&)
（（４８４）

34
,)&()
（２４０）
,.-')
（３８１）

,&,,)
¾¿À
（４９９）
儿童乐园

,+&)) 二妙轩碑
ÁÂÃl
（５４２）
,
).-)
Á£ÄÅ
（２３８） 二人抬杠

,&(()
（４００））

,&&%) 二十里铺村
ÁÆÇÈH
（４４７）
()++ÁÆÇÈÉÊËÌC
（２５５）二十里铺工业示范区

1GNOPQ8
东关罗峪河复桥
5RSTUVWX
东汉顺帝年间地震

('+ ÁÍÁ
（１５）二月二
(+- （５８）
,.+%（３５７）

5RYZ[\
东汉统一天水

1]^_`
东旱坪遗址

东华寺
1cd
东环路
1ef
东门派

,&$-)
（４６８）
,'$')
（１６１）

Ｆ
ｆａ
5!

,))$- 发祥寺
AÎb
（２２６）

1ghBC
东团庄小区

1ijkl
东温泉诗碑
1/mnop
东西扶贫协作
1qd
东兴路

,.-'（３８１）

rBsW
冬小麦地膜穴播

,'(')
ÓP
（１０１）
樊河

,&.+)
（４３５）
5!#
ｆａｎ

,'+%)
（１５７）

,))')
ÏÐM
（２２１）
番须道

,)+()
（２５０）

,%) )
（７２）
,') )
（１２）

rBstuvtwxyzp{|}~ （１００）
,'(()
冬小麦、玉米、洋芋三大作物栽培技术规程
ÑÒ
） 蕃兵

董邦

,+,-) 樊家城遗址
Ó_`
（５９８）
,.$') 范家坪墓群
Ì^ÔÕ
（３６１）
,+$,)
ÌÖ
（５６９）
范沁



^_`
董家坪遗址


董平章

ｄ
!/

BC
都市花园小区

杜根德


Ry
杜汉三


杜季贡

杜洛克猪

杜琦


!
杜琦起事上邦城

0H
杜寨村

,&(%)
（４０７）

"

,&.&（４３４）
,)).（２２３）
,&'+（４１５）

1ab

,),&（２９４）

,.++)
（３５５）
,.$-)
（３６８）

ｆａｎｇ

,+-))
（５８２）

5!#!

,+)))
（５２２）
(&((（４００）
(.$+（３６５）

,))+)
×ØÙÚ
（２２５）
仿古彩陶
,$($)
ÛÜÝÞ
（６０６）
放火烧荒
+-')
,
ßàáÔÕ
（５８１） 放马滩墓群
,++.) 放马滩森林公园
ßàáâ9ã
（５５３）

(&'%（４１７）
(.-$（３８６）

（１１９） 放马滩西汉地图古纸
,'',)

,++))
（５５２）

ßàá/RWäØå

,+- )
（５８）
,+'$)
æç9
（５１６）
飞播造林

＂飞将＂牌丝毯
è
æéêëìí

6 #$% 6
－６１３－

53"
ｆｅｉ
(')-（１２８）
,',%（１９７）

!"#$%
天水大辞典

!"#
飞球索

,
!'-)./
＂飞天＂牌雕漆

分娩
02345
分税制改革

《符子》

ｆｅｎｇ


傅得奎

 ¡
$ % % 傅慎微
（７）

$,,-%
（５５３））
$,++%
（５８８））
$-%$%
（３７６）

Ｇ

$$),%
（６０５）

$"*!%
（１２４）
$***%
（２２２）

道衡的研制与应用
9Dª«3¬®

ｇａｎ

凤山村
NXS
风尾山

$-%!% 《甘谷报》
j¯ºl
（３７４）

$"++%
（１８８）
$-,"%
（３５１））

（４） 甘谷城

$*, %
（２５）

$,"-%
¯»¼
（５１３）
甘谷鞭杆

NSW

$! %

¯h

$-+*%
¯½¾
（３８２）
甘谷刺绣

NYZ[L\]^_`
凤翔府太守任公德政碑
&.
ｆｏ

甘谷道情
¯9¿

¯ÀÁÂÃÄ
甘谷第二幼儿园
±
甘¯¯YÅÆÇÈ·¸]¹
谷甘翔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 甘谷宫灯
（４３１）
１¯ÉÊ
$*,-%
（２５３）

abcd

¯ËÌ
甘谷汉简

ｆｕ
&/

¯ÍÎ
甘谷荷包

¯ÏÐ
$*, % 甘谷脊兽
（２５）
¯ÑÒ
$*! %
（２４）甘谷剪纸
¯ÓÔ
$-!$%
（３４６）
甘谷辣椒

¯ÕÖ×
$*, % 甘谷柳湖小学
（２５）

fnoqrQ
伏羲祭祀广场

¯³µ
$,,)%
（５５０）
甘谷麻鞋
¯Ø.
$-++%
（３８８）
甘谷木雕
¯ÙÚSÛÜÝÞ·¸]¹
$**!% 甘谷祁连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４）

fnstuvw
伏羲文化旅游节

¯çè
$!"$%
（４１６）
甘谷酥圈

fn

fnop
伏羲祭典

fnR
伏羲路
fnV
伏羲庙

xyz{|
凫首型铜壶

登
}
洪
}
荷坚
}~

$*#-%
（２９３）

!!(

$!）
% 甘谷＂大漠行＂麻编鞋业有限公司
¯
,
°±²-³´µ¶·¸]¹
（４

NOSTUV
凤凰山东岳庙

$,$*%
（５６２）

!

0001-,
z "))吨双台面微机动态电子轨
¢£¤¡¥¦§¨©
$,#$% ＧＧＧ－３５
（５９６）
型１００

ELM
冯守诚
NOPQ
凤凰林场
NOR
风凰路
NOS
凤凰山

伏羲

$,%#%
（５７９）
$-,$%
（３５６）


$*)+% 傅家门种谷台遗址
（２０８）

B

fgm
伏羌寨

$-#$%
（３９６）
$$)!%
（６０４）


傅川小曲

风
CD
封衡
EFG
冯国瑞
EFGHI
冯国瑞宅院
EJK
冯绳武

;>?@A
丰裕常平仓

《伏羌县志》

$*!-%
（２４３））
$-+"%
（３８１）
$,!-%
（５４３）

W
$!* %） 傅川村
（４２


$,--%
（５３３）
傅焕光

jfgikl

$!"*%
（４１２）

I`
$*%+%
（２７８）
福兴院碑

;<=
丰望乡

伏羌城
fgi
伏羌县

$--#%
（３３９）


服三

&'(!

fgh

$$" %
（６１）

j}l

（４０９）
辊
$!)#% 辐射管理

01

佛耳峡隘
ae
佛教

$,,$%
（５５６）

（１９７）
农} 
$"#%% 苻雄讨伐石宁

&'(
ｆｅｎ

06789:
分巡陇右道署

$,,,%
（５５）

$!"!%
}
（４１４）
苻健
"#$%
$
}
（１９６） 苻融

&
!'()*+
＂飞天＂牌地毯

¯ßàáÓÔâ¶ãä·¸]¹
$**"% 甘谷全录王辣椒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２１）
j¯åæl
$-$#% 《甘谷史话》
（３６９）
¯sV°éê
$-+,% 甘谷文庙大成殿
（３８５）
¯ië;ìí
$,,$% 甘谷县安丰灌区
（５５６）
¯iéîïQ
$,,,% 甘谷县成衣市场
（５５５）
$,,$%
（５５６）

¯i°ðSñòó×
甘谷县大像山镇南街小学

1 "#$ 1
－６１４－

$!",%
（４１５）

$-#+%
（３９８）
$-#!%
（３９４）
$-",%
（３１５）
$"%$%
（１７６）
$-#+%
（３９８）
$-+$%
（３８６）

$-#+%
（３９８）
$-#)%
（３９０）
$-#+%
（３９８）
$,)!%
（５０４）
$-"-%
（３１３）
$,)!%
（５０４）
$-#%%
（３９７）
$"%-%
（１７３）
$"+$%
（１８６）
$-!-%
（３４３）

$!),%
（（４０５）

$-%"%
（３７１）
$"!)%
（１４０）

$*)"%
（２０１）

$-"-%
（３１３）

!"#$%&
辞目音序索引

!"#$%&
甘谷县档案馆

!"#,-
'!!"(
（３３８）甘谷县人民政府

甘谷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01)2314
甘谷县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78,-./14

'#$%5 甘谷县图书馆
!"#x&
（４９６）
'#$&5 甘谷县王川塘坝
!"#jkl
（４９５）

甘谷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01)2314

'#$%5 甘谷县为民农场
!"# -zF
（４９６）

甘谷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01)2314 （４９６）
'#$%5 甘谷县散渡河工程
!"#
甘谷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４９５）
ｔ!"#
!"#)6+78,-./14
9#$&5 甘谷县实验月
季园
甘谷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6+,-./01)2314 （４９５）
''$&5 甘谷县天主教西关教堂
!"#cecf
甘谷县第二中学
!"#)6:;
'!($5 甘谷县通广渠
!"#
（３０９）

9#$%5 甘谷县渭济渠
!"#¡¢
（４９６）
） 甘谷县西北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9#$&5
!"#£¤z{|}~
（４９５）
（
9
!"#¥¦§¨JKF
#$%5
（４９６） 甘谷县兴达畜禽养殖场
甘谷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6+,-./01)2314 （４９７）
9#$)5
!"#¥yo©F
） 甘谷县兴峰种鸡场

''$!5
（４９３）

','&5
（１４５）
'"% 5）
（８６
''!"5
（４３８）
',!%5
（１３６）

9!!%5
（３３６）
9,',5
（１４１）
9&(&5
（５０５）
9,!%5
（１３６）

甘谷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01)2314
甘谷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78,-./14
甘谷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01)2314

9,&-5
（１５２）

!"#)@+,-./01)2314 （４９６）
9#$%5 甘谷县义萌建筑工程公司
!"#ª«¬LM
甘谷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9--$5
（２２９）

甘谷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 甘谷县永济渠
!"#)@?+,-./01)2314 （４９７）
9#$)5
!"#®¢
!"#)@A+,-./01)2314 （４９７）
9#$)5 《甘谷县志》
¯!"#°±
甘谷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B+,-./01)2314 （４９７）
9#$)5 《甘谷县志稿》
¯!"#°²³
甘谷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2+,-./01)2314 9#$%5
!"#:
甘谷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４９６）
甘谷县中医院

甘谷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A+78,-./14
甘谷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A+,-./01)2314

（４９５）
9#$&5 甘谷油墨厂电化铝分厂
!"´µP¶·¸¹P
9#$%5 甘谷浴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º»}¼]^_`LM
（４９６）

!"#)B+78,-./14
甘谷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B+,-./01)2314
甘谷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9#$&5
!½¾¿À
（４９５）
甘南税厘总局

!"#)2+78,-./14
甘谷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9#$&5
（４９５）

甘谷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2+,-./01)2314

9#$&5 甘宁青新区直接税管理局天水分局
!ÁÂÇTËÌ½ÅÆÀ}¹À
（４９５）

9#$%5 甘宁青区货物税管理局天水分局
!ÁÂTÃÄ½ÅÆÀ}¹À
（４９６）

甘宁青新区国税管理局天水稽征局
主!ÁÂÇTÈ½ÅÆÀ}ÉÊÀ

!"#)2:;
甘谷县第一中学

9*+$5
!Í{
（３０９）
甘泉村

!"#CDEF
甘谷县店子林场
!"#G-H
甘谷县丰民仓
!"#GIJKLM
甘谷县丰裕养殖公司
!"#NOP
甘谷县服装厂

9,-!( 甘泉大棱柿
!Í0ÎÏ
（１２３）

!"#QRJKST
甘谷县福庆养殖小区

!"#UV
甘谷县概况

9-($( 甘泉大樱桃
!Í0ÐÑ
（２０９）
9,,((
!ÍÒ
（１１０）
甘泉路
',$(5
（１９０）

!ÍÓÔÕ
甘泉双玉兰

',,'5
!ÍÖ
（１１４）
甘泉镇

!"#ijkl
甘谷县金川塘坝
!"#imnoF
甘谷县金山良种场

（４９２）
''$-5 甘肃春风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ØÙÚÛ9ÜÝ(]^LM
9,"%5 甘肃电器有限公司子弟学校
（１８６）
ｔ!×¶Þ]^LMDß;à
9'!$5 甘肃福雨塑业有限责任公司
（４３９）
士!×Qáâã]^_`LM
9!- 5 丰
（３２）
甘!×äåæ)6¹çèé
肃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检察处
9,',5 甘肃高等法院天水分院
（１４１）
ｔ!×äåæ}¹
9"! ( 甘肃高桥建筑工程公司
（８３）
ｔ!×äê¬LM

!"#<pqF
甘谷县九墩牧场
!"#rs
甘谷县粮票
!"#tuvwx1
甘谷县柳家坪读书会

9,($( 甘肃官银号天水分号
（１０９）
主!×ëìí}¹í
9
-,!(
肃广播电视大学天水分校
（２１３） 甘
丰!×î¶ï0;}¹à
9!( ( 主
!×ðE:ññòóô]^LM
（３０）
甘肃海林中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甘谷县六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yz{|}~

（１５２）
',&-5 甘肃海外旅游总公司天水分公司
!×ðõö÷¿LM}¹LM

!"#-c&
甘谷县民众教育馆
!"# 
甘谷县南岭渠

（３３３）
'!!!5 甘肃汉辅东方纸业公司
!×øùdúûãLM
（１３７）
',!)5 甘肃机械电子职工大学
!×üý¶Dþ0;

甘谷县磐安良种场
!"#~noF
!"#,-./011
甘谷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甘谷县人民剧院

（８３）
甘肃金胜电力工程公司
'"! 5 主
!×iÿ¶!LM
''$!5 甘肃景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_`LM
（４９３）
'!!'5 甘肃康达牧业有限公司
!×(¦qã]^LM
（３３４）

!"#,-
甘谷县人民医院

'!--5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Eãþãò);
（３２２）

!"#WXYZ[\]^_`LM
甘谷县恒盛辣椒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abcdecf
甘谷县基督教东关教堂
!"#gh
甘谷县解放

. !"# .－
－６１５

9,,,5
（１１１）

9,,,5
（１１１）
9,!)5
（１３７）
9!')(
（３４７）
9!'%5
（３４６）

9!--5
（３２２）

9,)$5
（１７９）

9,)%5
（１７６）
9-)&(
（２７５）
9-)&(
（２７５）
9-)%(
（２７６）
9-)%(
（２７６）
9'%"(
（４６８）
9,!,(
（１３１）
9')"(
（４７８）
9---(
（２２２）
9,-"(
（１２８）

9'%)(
（４６７）
9,""(
（１８８）
'!("5
（３０８）
',)"5
（１７８）

''& 5）
（４５
''' 5
（４４）
'--$5
（２２９）
'-)$5
（２７９）
'-$$5
（（２９９）
',%'5
（１６４）
''-&5
（（４２５）
',"%5
（１８６）

9!((5
（（３００）
9-!(5
（２３０）
9-!-5
（２３２）

9,,!5
（１１３）
9-$$5
（２９９）

天水大辞典
!"#$%

甘肃临时军政府
!"#$%&'
甘肃煤田地质局综合普查队
*"+,-./01234
甘肃农工银行天水办事处
*"6789:;<=>
甘肃平市官钱局天水分局
*"?@ABC:;D/

（４２）
*"WJÁÂÃÄÅdn}~e R"%')
(!" ) 甘肃省制管及锻压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８６）
（２８６）
（１９
ｔ*"WÆÇzÈdn}~e
(#$ 5） 甘肃省智能电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R"%')

("%&5
*"We¦ÄÉÊdn}~e
R"%*)
（２８０）
甘肃省中高压开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８５）
("%&5 甘肃省中药制药微波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８７）
*"WeËJË±ÌÍÎdn}~e R"%()
（２８０）

甘肃祁连山佑安制动材料有限公司
*"EFGHIJKLMNOPQ

R#'(5 甘肃省轴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WÏÐdn}~e
（１６７）

甘肃人民自卫军
*"STUV%
甘肃省地矿局第一勘查院
*"W-XCYZ[3\

（７３）
(() 5 甘肃天晨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ÑÒhNOÓÔPQ
(#$ 5 甘肃天河酒业有限公司
*":ÕÒhNOPQ
（１９）

甘肃省地毯进出口公司天水分公司
*"W-]^_`PQ:;DPQ

（２０７）
R"&(5 甘肃天嘉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Ö×ØpÙÚÛNOPQ

甘肃省地质矿产局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W-.abCcdefghij
甘肃省第八建筑工程公司
*"WYklmdnPQ
*"WYkopKq
甘肃省第八届运动会

R)&#5 甘肃天森药业有限公司
*":ÜËhNOPQ
（３０１）
R""%) 甘肃天水奔马啤酒有限公司
*":;ÝÞßÒNOPQ
（２２８）
R
*":;àáâ
)"%)
（３２８） 甘肃天水益生阿胶厂

甘肃省第四行政督察区
*"WYr9&stu

R"* ) 甘肃细毛羊
*"ãäå
（２５）

甘肃省第四届农民运动会
*"WYro6TpKq

R)"$) 《甘肃新碑记》
æ*"§çèé
（３２９）
R!) ) 甘肃新恒达化工有限公司
*"§ê®ëdNOPQ
（４３）
（２２７）
R""() 甘肃永兴建筑工程公司
*"ì¹ímdnPQ

甘肃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WYru9&stgvPw

甘肃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WYxlmdnPQ
甘肃省第五建筑公司医院
*"WYxlmPQy\
甘肃省电气传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Wz{|Kdn}~e
甘肃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天水分公司
*"W^_`PQ:;DPQ

甘肃省甘谷油墨厂
*"W* 
甘肃省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Wdhch}~i\

甘肃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天水分公司
*"Wd^_`PQ:;DPQ
甘肃省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W:dn}~e
*"Wdhij
甘肃省机械工业学校

甘肃省机械技工学校
*"W}dij

甘肃省建设银行学校
*"Wl89ij

甘肃省立天水中学
*"W:;ei

甘肃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天水分公司
*"W^_`PQ:;DPQ
甘肃省陆军军事学校
*"W%%=ij
甘肃省绿盛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WJNOPQ

甘肃省轻工业学校
*"Wdhij
甘肃省清水工人温泉疗养院
*"W;dS\
甘肃省手工业联社天水专署办事处
*"Wdh ¡:;gw<=>
甘肃省税务干部学校
*"W¢£¤¥ij
甘肃省天水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
*"W:;6h¦§}~¨©ªu
甘肃省天水育新学校
*"W:;§ij
甘肃省土畜产品进出口公司天水分公司
*"W«¬b^_`PQ:;DPQ
*"W®¯h°PQ
甘肃省万达实业总公司
*"W±z²³´dn}~e
甘肃省微电子封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
*"Wµ¶G·h¯¸C

R)#$) 甘肃有色地质勘查局天水总队
*"Nî-.ï3/:;°4
（３１９）

("$%5
（２９８）

R)!"5
（３４２）

R#($5
（（１７９）
R""$5
（２２９）
R#$ 5
（１９）
R!&"5
（（４０２）
R( 5
（７）

R*(!5
（５７４））

R*$(5
（５９７）
R*$%5
（５９８）

高峰
¦ú

("&'5
¦"#
（２０６）
高楼乡

R' 5
（６）
R
)'"5
（３６２）
R!%%5
（（４８８）

R)""5 高嘴梁
（３２２）
ｉ¦'ü

R"*)5
（２５３）
R*!'5
（５４６）
R" 5
（２））

()&#5 高峰科梁
¦úûü
（３０１）
(
)&'5
¦ýþÿ!
（３０６） 高家庙遗址
((* 5 高庙梁
¦þü
（７５）
(#%!5
¦$Ê
（１８４）
高桥关
()&#5 高庄村
（３０１）
高¦%&
R#*$5
（１５９）

R! 5
（４）

ｇｅ
!,

R)&&5
（３００）

R)'!5
（３６４）

R%* 5 圪塔川遗址
()*ÿ!
（８５）

葛霁云

R*%'5
（５８６）
R'&#5
（６０１）

R)&*5
+,（３０５））
R"&(5 葛曼
（２０７）
ｇ+.

R"&"5
（２０２）
R"%'5
（２８６）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Wµ¶G·hcdefghij

甘肃省兴陇房地产开发公司
*"W¹¶º-b»¼PQ

R")"5
d4¢J
（２３２）
工商税制

甘肃省凿岩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W¿Àdn}~e

ｇａｏ

("%*5 高秉衡
¦ö÷
（２８５）
()&#5 高栋臣
¦øù
（３０１）

R#"#5
dn/~0e
（１２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R)&#5 工农路重新街小区
d612§3µu
（３０１）

甘肃省养蜂研究所
*"W½¾
*"W~ij:;Dj
甘肃省艺术学校天水分校
*"W89:;D9
甘肃省银行天水分行

(##%5
（１１８）

!!+

("&(5
（２０７）

()&)5
（３０３）

R#%")
（１８２）
R")$)
（２３９）
R"&*)
（２０５）
(#%#5
（１８１）
(#%&5
（１８０）

R$" 5
（９２）

("%'5
*ð
#ñ
（２８６）
甘杂１号

("&(5
òóô
（２０７）
擀毡匠
（１７８）
(#(%5 干旱
¤õ

R"%')
（２８６）
R#%!)
（１８４）

R"%*) 工业污染防治
dh5678
（２８５）
R))")
d9
（３３２）
工艺石
R"%#)
:;
（２８１）
弓箭手

R"%')
:<=
（２８６）
弓门寨

. !"! .－
－６１６

!+-!
ｇｏｎｇ
R"%(5
（２８７）
R""'5
（２２６）

R"(%5
（（２７８）
R"!(5
（２４７）

R#* 5）
（１５
R(" 5
（７２）
R"* 5
（２５）

!"#$%&
辞目音序索引

!"#$%
弓门寨遗址

&!"#'

（３６５）广积常平仓

)0123
公园热力站
5"6
恭门镇

4&'(/ 广益常平仓

（２３７）
4)$*/
（５４３）
4$$+/
（４４０）

5"6789:
恭门镇清真北寺

;<=
巩建丰

;ABC
巩秦阶道

4.- '
（４２）

;ABCD
巩秦阶道署
;ABCEFD
巩秦阶道游击署
IJKLMNOPQRSTU,
共青团天水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IJKLMVPQRSTU,
共青团天水市第一次代表大会

!02

4" /
（６）
4&& /
（２２）

ｇｕ
!0

(WXYZ.
《孤山再梦》

4&$ '
（２４）
!01

&#/'/ 滚身子
 
（５９３）
4.+ /
（４０）
4.+ /
（４０）

ｇｕｏ

古坡村
[\^
古坡乡
[_`
古土梁
(ab.
《诂剩》

¡¢]
郭川村
¡¢^
郭川乡

4)+$/ 郭槐农工商实业公司
¡¥¦f§¨©)ª
（５０４）
4)+$'
¡«]
（５０４）
郭嘉村
4
)
'
¡«6
（ ５ ） 郭嘉镇

固定职工
cdef

ｇｕａ
!0!

4!$-'
¡¬
（３４２）
郭维屏
4$/ ' 郭相忠
¡®¯
（４９）
°±
锅盔

卦台山

°²
锅鲰
³
（ ４ ）国光电影院

卦台山遗址

4!)"'
（３５６）

ghX

4$ '

ghX
卦台山

4$-!'
³¥
（４２３）
国槐

ghX$%

ｇｕａｎ

关山顶重修塑武圣帝君神像庙宇原叙碑
kXlmnopqrstuvwxyz
kX{*z
关山驿路碑

关山云凤风景名胜区
kX|}~O

k]
关砚村
(k.
《关尹子》
k 
关中驴
k]
关子村
k6
关子镇

观儿峡隘
$%
观儿下遗址

³´µ¶·LM¸¹º
国家统计局天水调查队

4$+('
³»¼
（４０７）
国立十中

³»¼ +½¾¿
国立十中学生运动

!0!1

³»À
国立五中

&!%!/ 国民兵团
³ÁÂK
（３８３）
&!%,/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
（３８１）
ｌ³ÁÃÄÅPÆÅ
4$,// 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二师
³ÁÃÄÅPÀ¼ÇÈ
（４１９）
4$))/ 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一军
³ÁÃÄÅPÀ¼QÅ
（４５５）
4!!%/ 国民革命军第一二〇军
³ÁÃÄÅPQÇ!Å
（３３８）
³ÁÃÄÅPQÈ
4,-+/ 国民革命军第一师
（１２０）
4$$%/ 国民革命军第——九军
³ÁÃÄÅPQQÉÅ
（４４８）
4$$%/ 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师
³ÁÃÄÅÊËP¼ÀÈ
（４４８）
4-)!/ 国民军第十一（三十）师
³ÁÅP¼Q&Æ¼/È
（２５３）
!)"/
4
³ÁÅÌÍLM
（３５６） 国民军进据天水
4,-"/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
³ÁÎÏÅÐÑÒ,LMÓÔ
（１２６）


观音林场
X
观音山

4! /
ÕÖ×
（３
） 过百岁
4!(,/
Õ×
（３７１）
过岁

:
官寺

!0!1!
ｇｕｎｇ
4!!$/
（３３４）

4 !"# 4
－６１７－

4$+"'
（４０６）

!03

4!$+/
¡£¤
（３４０）
郭化如

[\]

4-$ /
（２４）
4-+%/
（２０８）

ｇｕｎ

&(- /
（７２）

;GH
巩守仁


光明电影院

９ｕｉ

4)""/
!X
（５６６）
） 邦山
4!%,' 邦县
!
（３８１）
4-# ' 邦州
!
（２５）

;<=>?@
巩建丰墓志铭

ij
挂画

4-+//
（２０９）

&!$%/ 广魏郡

（３４８）

()*+,,-.
《公路学会会刊》

4)*&'
（５３２）
4)*&'
（５３２）
4)/$'
（５９４）

4,%$'
（１８４）
4),)'
（５１５）

4),$'
（５１４）
4)/+'
（５９０）
4)"%'
（５６８）
4$+)'
（４０５）
4$+$'
（４０４））
4**$'
（３３４）
4,*+'
（１３０）

4&"$'
（（２６４）
4*+)'
（３０５）

&&% /
（２８）
&*+)/
（３０５）
&(* /
（７３）
&($ /
（７４）

&() /
（７５）
&() /
（７５）
&($ /）
（７４
&() /
（７５）
&($ /
（７４）
&($ /
（７４）

&() /
（７５）

&(+ /
（７０）
&() /
（７５）
&$+//
（４０９）

&$,,/
（４１１）

!"#$%
天水大辞典

!
Ｈ

!!0
ｈａｏ
tuvVW
豪格征陇右

ｈａ

$(, %
（６８）

ｈｅ

!!

$$%&%
|}
（５７４）
何处
$'%(%
|~.0
（３７６）何川汉墓

$/,'%
（２８３）
$//.%
（２２０）
$2+'%
（５９３）
$'(,%
（３６８）

|
$**%%
（１１７）
何家村

$2%+%
（５７９）
$&%(%
（４７６）

wxyz
合作金库

wx{
$""#%
）合作路
（１１９）

!"#
哈白兔

哈锐
!&

!&'(
哈锐宅院

!1

!!)

)*+,
海福特牛
)-./01
海河汉代墓群

$&/2%
（４２５）
$**+%
（１１９）
$**%%
（１７）

G
$**+% 和平大酒店
（１９）

（１１９） 河曲马
$**+%

-;

C,
$*+(% 荷斯坦奶牛
（１９６）

5
)6789:
＂海林＂牌轴承

$(' %）
（６３
$&.(%
（４０６）

Y"
$',$% 赫连勃勃劫掠上邦
（３８５）

海马瑞兽葡萄镜
);<=>?@

3
$**+%
（１１９）
褐子
$*( %）
（１６

)ABC4
海塞克斯鸡

海原、固原大地震
)DEFDGHI

ｈａｎ
JKL
韩遇春
MN
寒潮

!1)
ｈｅｉ


黑谷关

!!-

$$((% 黑土岭、杏树坡、西庙坡遗址
（５６６）
昌EEp


$ ,８ %） 黑熊
（
$&.,%
（４０８）

MOP
寒衣节
Q!R
罕沿县

$/' %
（２３）
% 红堡村
¡
$$%
（５７）

.STUVW
汉军攻取陇右
.SXTY"
汉军围攻上卦
Z.[\]^

ｈｉａｎｇ
!!-!

Zabcd^
《行风热线》
aefg
行业仪规

hi １* j
航豇
号
hi ２
/j
航豇
号
hk
*.
航椒 １０ j号

hk * jE/ j
航椒１号、２号

$&22%
（４５５）

| 
$'(+%
（３６９）何家湾村

)2"
海兰白
)234
海兰褐鸡

《汉书笺论》
._`
汉阳郡

$(.,%
（（６０８）

|
何方志
|
何鸿吉

ａｉ

ｈｏｎｇ
!0-!

（９８） 红崖观

航茄 ４号

Ç©Sª«m¬
$++ % 红一方面军途经天水
（９９）

hp１* jqr
航遗
号黄瓜
hp２/ jsl
航遗
号番茄

$%* %
（７１）
$&'+%
（（４３９）

À©Sª«m¬
（９８）
$+, % 红四方面军途经天水

航椒 ５ 号、６号

hl $５号
j
航茄
hmno
航天育种

$*'.%
（１３０）
$%* %
（７１）

$%. %
（７０）
¯°4
$*'*%
红腹锦鸡
（１３１）
±²³´µ$¶µ·¸´e¹ºwx»% $,, %
$'$/% 红光集体农庄（田家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８８）
（３５２）
¼
$'/(%
$&.*%
（３２６）
（４０１）
红芪
½¾(
$'''%
$+, %） 红旗剧院
（９８
（３３３）
½¿¾(
$''&%
$+, % 红旗影剧院
（９８）
（（３３４）

$+, %

hl & j

$2/,%
（５２８）

¨®Sª«m¬
红二十五军途经天水

ÁÂÃÄ
$+% % 红台清真寺
（９７）
p
$+% % 红土坡遗址
（９７）

hl ２/ j
航茄
号

$2/+%
（５２９）

¡¢
$$, % 红堡镇
（５８）
'&/%
$
£¤$¥¦§%
（３４２） 红豆杉（胭脂柏）
¨©Sª«m¬
$/' % 红二方面军途经天水
（２３）

hk ' jE& jE%号、８
jE, j
航椒３号、４号、７
号
hk $ jE( j

$/2'%
（２５３）
$'(.%
（３６０）
$*''%
（１３３）

$'(.%
（３６０）

ÅÆ

Å$++ %） 红崖河
（９９
$++ %
（９９）
$*.&%
（１０４）

ｈｏｔ
!03

$*..%
ÈÉ
（１００）
侯辛村

（１００） 侯一元
$*..%

$&'%%
（４３７））
$*' %
（１３））
$%* %
（７１）

ÈÇÊ

4 "#$ 4
－６１８－

$2*&%
（５１４）
$2(&%
（５６４）

辞目音序索引
!"#$%&
$!" %
（１２）

!"#
后川河

!&'()
后街清真寺
!*+,-*./0
后秦与诸强秦州之争

后唐取陇右

ｈｕａｉ
'(!-

$#$!%
（３７１）

$%" % 槐花寺
}_)
（６２）

ｈｕ

$#$#%
（３７３）

（６５）７
槐树关
$%& %

!1234

'(

$"&#%
（２５３）

}~

}~
槐树湾站

$"%,%
（２６０

槐杨村

$&##%
（５３３）

}A

56789:
胡川汉代墓群
56;
胡川乡

$#%)%
（３６９）
$&**%
（５４４）

5>?@A
胡家大庄村

$&%%% 环保举报热线＂１２３６９＂
 

!"#%)
（５６６）
$*$#%
^
（４７３）
环城东路

5<=
胡奠域

胡来缙
5DE
胡汝翼
F
5GHIJ
《胡氏诗识》
5KL
胡文斗
5KM
胡文炜

_fghijkl
花石崖自然风景区

mn?op
华辰大酒店
mq)fr
华盖寺石窟
ms?op
华联大酒店
mt;
华岐乡
mu)
华严寺
vw
滑坡
xya
化岭山ｌ

z{|]
桦林吊桥
z{a
桦林山
z{;
桦林乡

$!)%%
（１９６）

$&$)% ＂寰通＂牌信号电缆
（５７９）

 ¡¢£¤¥

$"" %
（２２）

$&$$%
"¦
（５７７）
猕道

$&%*%
（５６４）
$&%%%
（５６６）

'(!.!
ｈｕａｎｇ

$&%#%
§^
（５６３）
皇城路
$!, %） 皇甫重守上邦
§¨©ª«#
（１０
（２４６）
黄瓜县
$"*%%
¬®
$"&+% 黄河流域小流域综合治理和大面积保持
（２５８）
¬U¯=°¯=±²XY³?´µ¶
$"""%
·¸¹º»¼½³¾¿
（２２２）水土措施的研究和推广
¬À;
（４７４） 黄门乡
$*$*%

ｈｎｕａ

黄芪
¬Á

'(!

_cd`
花牛苹果
_ce
花牛镇
_fg
花石崖
_fg
花石崖

$"*&%
（２４５）

$&+%% 环境噪声管理
（５８６）
Y

STUVWXY
葫芦河污染治理

花庙河
_cA
花牛村

$"*#%
（（２４３））

$#*,%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３４０）

5QR
胡缵宗
STU
葫芦河

_bU

$""!%
（２２１）
$"**%
（２４４）
$"**%
（２４４）


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
$&+,%

（５８０）
环境监测

5NO
胡心如
5P
胡忻
5!
胡到

_`a
花果山

$"*"%
（２４２）

$&%*%
（５６４）

5BC

Z[\]
琥珀吊桥
Z[^
琥珀路
Z[;
琥珀乡

'(!.
ｈｕａｎ

¬ÂÃÄ··¸¶ÅÆÇÈ
黄委会天水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
$& % 黄崖村
¬gA
（５）

$"* %
（２４）

$"+)%
（２８９）
$&#*%
（５３４）
$#"%%
（３２６）
$!#&%
（１３５）
$&#*%
（５３４）
$&%&%
（５６５）
$&$&%
（５７５）

黄虞再
$*%+%
¬Ë
（４６８）
黄钺
$!# %
¬ÉÊ
（１３）查

$%) %
（６９）

$*$%% 黄钺秦州举义
¬Ë*. Ì
（４７６）

$*%+%
（４６８）
$% %
（６）

$"""%
（２２２）
$%, %
（６０）

ｈｕｉ
'(-

$*#%% 灰地儿遗址
（４３６）
力ÍÎÏÐÑ
$*!)% 回龙武当山
ÒÓÔÕa
（４１９）
$*"&% 回民游击队
ÒÖ×ØÙ
（４２５）Ｉ
$#+,% 回族婚俗
ÒÚÛÜ
（３８０）

$#&+%
（３５８）

$*#$%
（４３７）
$$* %
（７４）
$*!!%
（４１１）

（４２６）
$*&%%
（４５６）

ｈｕｎ

$!$ %
（１７）

ｈｕｏ

$*"%%

'(.

$&* %
（５４）

$*#*% 婚姻登记
ÛÝÞß
（４３４）
'(/

$% %
（６）

$"&)%
àáa
（２５９）
火焰山

$# %
（３）

$*+$% 霍家沟村
（４８７）行
â>ãA

$*$&%
（４７５）

$& %
（５）

â>6A
霍家川村

0 !"# 0
－６１９－

$*$&%
（４７５）

!"#$%
天水大辞典

Ｊ!

!"!
ｊｉａ
«¬
嘉陵江

嘉秀花园

ｊ
%&'()*+,
机关事业单位福利
%&'()*/0+,
机关事业单位工资福利
1%2/3456789:;<
《机械工程手册》电力传动部分
《机械工程手册》凿岩机部分
=%2/345>?@%;<
ABCDE
鸡嘴山隧道

鸡头道
AFE

GH)*IJ
基本单位普查

基本建设项目和挖潜革新改造措施项目
GHKLMNOPQRSTUVWMN
IJ
普查

GXYZ[\KL
基层民主政权建设
G]^_`3TR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基督教
Ga^

bcdefghi8j
激光式一等标准测力计

bklmn
激战皂郊堡
op7qrstu
集成电路封装产品

集市
owxy/3
集雨节灌工程
=z{|6
《辑姓录》
ov

}~
藉滨大桥

}
藉河

-'')$
（２２６）
-%,'$
（５３２）

±²³
贾川乡

!"

!"
击壤

-&, .
（１３）

«®¯°

±²³´µ¶·¸¹º
贾川乡董湾砖雕彩绘墓

±»
##$$$ 贾河村
（４００）
±¼½¾
-%& . 贾家公馆
（５１）
±¼¿»
-%$ . 贾家寺村
（５０）

-%+).
（５８６）

±ÀÁ
-'(&.
（２９１）
贾琴怡
-'(&.
（２９１）
贾世兴
±µ»
-'%($
（２５９）
贾湾村
±ÄÅ
'#(.
（２４９） 贾缵绪

-%*,.
（５７３）

±ÂÃ

-')*.
（２６７）

-,))$
（３６６）
-#)($
（４６９）
-,*%.
（３７５）
-##(.
（４４９）

-%'(.
（５２９）
-%*%.
（５７５）
!"!ｊｔａｎ
-#'$.
（４２０）

#')+. 尖山寺森林公园
ÆC¿ÇÈ½°
（２６８）
#%#
ÉÊ%
.
（５４） 剪板机

-&(%.
（１９５）
-'%&.
（２５１）

-,&%.
ËÌ
（３１５）
见河岭
KÍCÎÏÐC
#,'.
（４３２） 建军山—盘龙山
-'(,$ 建设路（２１９）
KLq#'&(.
（２９３）
-)* . 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
KLMN
Ñ
ÒÓÔÕÖ
（６７）
-&(%.
×Øq
（１９５）
健康路

-#$'. 《谏垣存稿》
=ÙÚÛÜ6
（４０２）

-&#,.
（１４３）
-,#'.
（３４２）

#% .
（５）
-'#,.
（２４３）
-'''.
（２２）
-,#'.
（３４２）

!"!-!
ｊｉａｎｇ

-'%)$ 姜国盛
ÝÞß
（２５６）

-%*,$
（５７３）

} /3
藉河城区段生态环境治理工程

-&& $ 姜岌
Ýà
（１１）
'&($
Ýá
（２１９） 姜皎
-'#%$ 姜谟
Ýâ
（２４５）

}
藉河流域治理
}
藉河南大桥

（２５５）
ｚÝåæçè
#'%%. 姜乳败西秦

-%)$$
（５６０）
-)' $
（６２）

#')&.
Ýì
（２６１）
姜叙

-%%,$
（５５３）

藉河北路
}q

}
藉河堤

}q
藉河南路
}
藉口镇

纪信

（５５１） 姜叙之母杨氏

jTR
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纪信祠

技工学校培训
/

 ¡¢£¤
技术职称评定

¥¦
忌讳

§¨
冀城县
§¨
冀县

§¨©ª
冀县遗址

-%)$$
（５６０）
-%%($
（５５９）
-%%'$
（５５２）

-&##$ 姜岐
Ýã
（１４４）
#&#+.
Ýä
（１４８）
姜确

#'&(. 《
1ÝéÒê>
（２１９）
《姜氏三纪历》
#'%).
Ýë
（２５６）
姜维
###(. 姜维墓
（４４９）
多Ýëº

}
藉河迎宾桥

-%%*$
（（５５７）

#%%&.

-,,($
（３３９）
-%%#$
（５５４）
-,)+$
（（３６８）
-%%,$
（５５３）

Ýìíîïé

-#$#$
（４０４）

#,*'. 浆水面
（３７２）
券ðñò

（４９ ） 降水
-%' .
（５２）
-#( .

-* $
（７）

óñ

-#&%.
（４１５）

!"!.
ｊｉａｏ

-'# . 交
ôõö÷øñù'ú
通银行天水办事处
（２４）３
-'' .
ôû
（２２）交州
-,),.
üý/þ
（３６３）
焦作工学院
ÿ!"
脚骡店

"#$ /
－/ ６２０－

-'+&$
（２８１）

-'# $
（２４）
#'(+.
（２９８）
##$,.
（４０３）

!"#$%&
辞目音序索引

!"
搅团

#!"#$

（４０５）净土寺
$#%$
+
净土寺碑
（３５２） 

《教育周刊》
%&'()*

&'(
,-.
街泉县

街亭村

FLMI
靖国军攻围天水城

+!)*$

+,-!4
¤\`
（１２４）九龙山

+!--4
（４２２）

,57-890
街子温泉度假村

:;<=
节目饮食
>?@AB
解放电影院

>?C
解放路

&'.
ｊｉｎ

金兵攻秦州
DEFGH

DIJKLMNOP
金城银行天水办事处

DQ0
金川村
DR
金雕
DSTI
金都商城
DUV
金皇后
DWX
金集镇
DYZ
金家河
D[
金矿
D\]^_
金龙大酒店

¤¥¦LM§ 
九三学社天水市委员会

+!"+4 九台山
¤¨`
（４０３）
+
++!$
（３３４）
+--"$
（２２０）
©ª
巨国桂

&2
ｊｕ

（６６）
+-/-4
（２８２）

&2(
ｊｕｅ

+#!/4 蕨菜
®¯
（５４８）
+-0-4
（２０２）

金龙山

+ ! $ 凯悦大酒店
½¾]^_
（４）

D\`ab
金龙山景区

+!-,$
（（４２１）
+,++$
（１３３）

Dc
金猫
Dde
金钱豹
D`0
金山村
D`f
金山乡

+!,#4
（４１５）

ｋａｎｇ
3!.!

++)-$
（３６２）

+#",$ 康务学
（５０１）
¿Ã¦

+)0)$
（６０６）
+--#$
（２２５）

+#*!$
（５９４）

+-1*$ 康苑小区
¿slb
（２７９）

金怡园小区
Dmrs
金宇花苑
tuvwx
锦德瑞宾馆
yz{|*
《近取编》

+--#$ 栲楮匠
（２２５）
；ÄÅÆ

+--#$
（２２５）

Dmnopqk
金宇·盛世桃园

+!-1$
（４２７）
++!"4
（３４０）

}Y~
靳家崖遗址

&'.!
ｊｉｎｇ
 LM
经济管制委员会天水分会

+!,-4
（（４１２）
+!-)$
（（４２６）

+,+-$ 康坡遗址
¿À
（１３２）

+--#$
２２５）

Djklb

+1! 4
（７４）

3!'
ｋａｉ

+#",$ 康问之
¿ÁÂ
（５０１）

Dghi
金税工程

aB
景权书院

警钟社

&2.
ｊｕｎ

+#-*4 军政部荣誉军人第十三临时教养院
（５２９）
Ｚ²³´µ¶·¸¥¹º&»B

+,! 4）
（１４
+
!-1$
¼
（４２７）
开吊

#!+14
（４３７）

+#!*4
（５４９）

（９０）
+*" 4 互
°±
军门派

+,- 4
（１２）

#+ 4
（３）
#+* 4
（３９）

##1-4
（５７２）
#--)4
（２２６）

«¬lb
聚宝盆小区

#)) 4

+,+-4
（１３２）

D\`

\
惊龙吊桥
0
井儿村
a
景东梁

4
#-#））
（２５

&'2
ｊｕ

#+),4
（３６１）

,/123
街亭古战场
,563
街子林场

#+!"4
（３４０）

y ¡
《静庵诗钞》
¢£
+%% $ 静戎寨
（２２）

（４６９）

,/0

#!++4
（４３３）
#+/,4
（３８１）
#1" 4
（７０）

ｋａｏ
3!4

+!0-$
（４０２）
3(
ｋｅ

++#*$
ÇÈÉÊ
（３５９）
科技扶贫

+,#)$
（１５６）

+-#*$
Ç&Ó§
（２５９）科教兴市

+-/1$
（２８７）

#-//4
（２８８）
#-//4
（２８８）
++!/$
（（３４８）

ÇÈËÃÌ¨ÍÎ
科技服务平台建设
ÇÈÏ±8
科技特派员制度
+-)*$ 《科技先导》
（２６９）
《ÐÇÈÑÒ¡

+!1,$
（４７１）
#- 4
（２）
#-*14
ÔÕÖ×
（２９７）
空气监测

（３３０）
军ÔÕØÙÖ×Ú
#++"4 空
气自动监测站
5 !"# 5－
－６２１

ｋｏｎｇ
34.!

+-!#$
（２４５）
+-!-$
（２４２）

!"#$%
天水大辞典

!"#
孔繁锦

ｋｕｉ
$%&

魁盛班
&)*
魁星楼

$!"#%

（５７８）
雷电

雷牛
 
雷攀桂

$# %
（８）
$!+-%
（５６０）

ygh
$'"!%
（３７５）雷祖庙遗址

$'+2%
（３６２）

＜
)!

$'"#%
（３７８）

}
梨岭

梨树村


$++ % ）
（６６
礼辛乡

12345
腊家城之战

ｌｉ
)!&

89:;<=
来歙攻守略阳

8>?
来远寨
@AB
莱航鸡

gh
$,-.% 礼辛镇遗址
（４０９）

李翱


"
李辆

$!"
%
（５７ ）李蔡
#
$*! % 李居
（２５）

$/0.%
（１１９）
李恭


李沟村

Ｈｌａｎ
)!1

CD 00 EF02 E
兰天１１号、１２号

$2!0%
（２５１）

$,!'%
（４５３）

ｌｉ
)&

$* %
（２
）

喇嘛山
./0

$,.2%
（４９２）

S
冷水鱼

ｌａ
+,拉梢寺

ｌｅｎｇ
)41!

!

167
腊月八

$!+#%
（５６８）
$,"2%
（４７２）


$''(%
（３３０）
雷王村

&'(

I
李广

I
$.2 %
（９２）李广墓

$!-2%
（５０２）

$'!#%
（３５８）
$!+0%
（５６１）

$!#0%
（５８１）
$!!0%
（５５１）
$!!"%
（５５７）
$!#.%
（５８９）
$!2#%
（５２８）
$!!0%
（５５１）
$'+"%
（（３６７）

CD3HIJ
兰天城市广场

I^L
$.2 % 李广墓公园
（９２）

$.2 %
（９２）李国香

$2-2%
（２０２）李虎墓

CDMNO
兰天新华苑

2
$22!% 李家台子村
（２２５）

$,2'%
（４２３）
$+-'%
（６０３）
$'+#%
（３６８）
$+-!%
（６０５）
$,!-%
（４５０）

$0#"% 李骏业
（１８７）
李

$!""%
（５７７）

E
CD 0!
兰天
１５号

CD 0" EG2! E
兰天１７号—２５号

N
$22!%
（２２５）
李华

CDKL
兰天嘉园


$,2!%
（４２５）
李景

CPQRDSTUL
兰州饭店天水和谐园
CPVWXYZ[\]^_`0a^_
兰州鸿煜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武山分公司

蓝马鸡
bcd

ｌａｎｇ
)!1!

ef!gh
狼叫遗址

ｌａｏ
)!3

ijkl^_
劳动服务公司

¢
李陵
£
¢¤¥
《李陵集》
¦
$'!,% 李穆
（３５４）
$§
李槃木
¨%
李如武
0©
$," % 李山梁
（４７）
ª«

ilqrst
劳务输出扶贫

uv
醪糟

®
$,-+%
（４０６）李特

D¯
$'",%
（３７４）
李天煦
°±
$,22%
（４２２）
李蔚起
$2!2% £²^¤¥
（２５２）《李文公集》

wxy
老君庙
wx0z{^L
老君山森林公园
w|}~
老爷岭关隘

)4&
ｌｅｉ

雷春霆

李克明
李 ¡

$,. %
（４９）李仕衡
¬
$0!!%
（１５５）李思训

ijmnZop
劳动合同制职工



$0'2%
（１３２）

³
李贤

´
李信

µ
$!.2%
（５９２）
李雄

5 "## 5－
－６２２

$!!.%
（５９）
$!"+%
（５７６）
$!!2%
（５５２）

$''.%
（（３３９）

$!!#%
（（５５８）
$+--%
（６００）

$+--%
（６００）

$! %
（５）
$!+2%
（５６２）
$!+-%
（５６０）
$!!,%
（５５４）
$!#-%
（５８０）
$!#0%
（５８１））
$''.%
（３３９）

$!!#%
５５８）
$!!0%
（５５１）
$!!,%
（５５４）

!"#$%&
辞目音序索引

!"#
李雄武

$+,+%
（２１２）

$!"#% 粮食管理体制改革
rstuvwJx
（６０２）

李训

rsyqvwJx
（５６１）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

$+,,%
（２１１）
$+,,%
（２１１）
$,$!%
（１５６）

$$!%%

&()*
李崖遗址
&+
李彦
&,
李郁
&-.
李元芳

$&$$%
（３５５）
粮油集市
rzS{
$
$'(%
|
}~'
（５８７）＂两后生＂培训

$,$*%
（１５４）

$$()% |

（５７９）
＂两西＂建设

$$!*%
（５６４）
$$$'%
（５５８）
$$)"% ＂燎原＂牌凿岩机
|

（５９０）
$$!)% 廖集村
S7
（５６９）
$$!"% 廖佳慧

（５６０）

&/
李远
&01
李赞亭
&23
李则广

李昭道
!67
李庄村
!87
李子村
&45

-.!1
ｌｉａｏ
$,)$%
（１９５）
$*$!%
（４５６）
$!""%
（６００）

$*')%
（４８９）
$*$+%
（４５２

ｌｉｅ

&8:;<=
李子森林公园

$*+,%
（４２１）

ｌｉｎ

?@AB
里勃留拉
C/DE
立远板栗
C/FG
立远吊桥
C/H>
立远林场
IJK
利改税
IG7
利桥村

$*((%
H
（４７７）
林麝
$+$'% 林水西路
H
（２５８）
$,+*% 临渭县

（１２４）
$+('%
（２７８）

$$'&% 散羚

（５８３）

!89
李子高

&8=;>
李子园林场

$,+$%
（１２５）
$)" % 林河村
H7
（９０）

$*($%
（４７５）

利桥乡

$*($%
（４７５）

IGL

MNOPQRST
《笠云山房文集》

ｌｉｎ
-.!/

连枷
UWXYZ[
连柯汉代墓群
U\]^_
连腾霄宅院
U`a
连五梁
UV

U`L
连五乡
Ubc
连香树
de7
连珠村
fg7
莲花村
fgXZ
莲花汉墓
fgh
莲花镇

凉粉
ik
凉州
iklmn
凉州刺史部

凉州驴
aP7
梁山村
aPa
梁山梁
aPL
梁山乡
apq
梁志通
iko

$,&&%
（１３３）
-./

$$&+%
（５３２）

$,&&%
（１３３）

$+++%
（２２２）

ｌｉｎｇ

＂０９＂工程热核反应堆功率调节系统
|
0) ¡¢£¤

¥§
灵应寺
¥¨©ª
灵源侯庙
$
*0"%
«¬7
（４００）凌温村
$&!)% 凌霄观
«]
（３６９）
$&(!% 领春木
®¯°
（３７６）
$! %
（６
）
$$*!%
（５４６）

$+),%
（２９１）
$& %
（３）
$*&&%
（４３３）
$&(*%
（３７４）
$*(*%
（４７４）

$*&!%
（４３６）

ｌｉｔ

$,&0%
（１３０）

-.3

$,+)% 刘邦域
±²³
（１２９）

$$&"% 刘堡村
±´7
（５３０３

$$,*%
±´L
（５１４）刘堡乡
$&!'%
±µ7
（３６８）
刘川村

ｌｉａｎｇ

$+* %
（２４）

-./!

$&*+% 灵凤山
¥¦P
（３４２）

$$,*% 刘海戏金檐铜造像
（５１４）文
±¶·¸¹º»¼
±½¾¿À
刘焕败吐蕃

-.!/!

ij

-.2

±ÁÂ
刘俊声

$*"*% 刘坪乡
（４０４）
文±ÃL

$$!$%
（５６５）

$$**%
（５４４）
$$**%
（（５４４）
$*''%
（４８８）
$&'$%
（３８５）
$!! %
（６６）
$$!!%
（５６６）

（２３） 刘新来

$$,$%
（５１５）
$!0'%
（６０８）

（１２０） 刘永亨

$$(+%
（５７２）

$+& %

±ÄÅ

$*+ %
±ÆÇÈÉÊ
（４２）刘曜讨伐陈安
$,+"%

±ËÌ

$$*(%
±ÍÎ
（５４７）
刘友琛

（６ ） 刘祖武
$! %

±ÏÐ

（５４６）
$$*!% 鎏金十一面铜观音立像
Ñ¸ÒÓÔºÕÖ¼
$$!&%
×ØÙÚ
（５６３）
柳篱挂淤

4 !"# 4－
－６２３

$!, %
（６１）

$$),%
（５９１）
$$('%
（５７８）
$&'$%
（３８５）
$,*!%
（１４６）

!"#$%
天水大辞典

$!"#%
（４５２）

!"#
柳林村
!"#
柳林村

&'()*+,六大科技创新工程

六峰村
&.#

&./
六峰镇
&0&
六月六

ｌｏｎｇ

1234
龙城广场
15/
龙山镇

龙山镇畜禽市场
15/6784

15/9:;'<
龙山镇清真西大寺

龙台乡
1?<
龙头寺
1@
龙园
1=>

1A .%,
龙源
２０１
BCD
陇昌路

$!%&%
（４０８）

陇东乡

陇关道
BEI

BKDLMN
陇海路宝天段
BKDMON
陇海路天兰段

B"PQ
陇林饭店

BRSTU
陇南地下党
BRVWXYZ[\]
陇南第一届联合运动会
BR^I
陇南故道
BR_`a
陇南官银号

陇县
B~<
陇阳寺
BI
陇右道

Bu
《陇右光复记》

$!&!%
（４８４）
$.%,%
（（２０１）
$-/ %
（６９））

$$$%%
（３３０）
$$-.%
（３６２）
$!//%
（４９９）
$"%"%
（５０５）

$"$!%
©¬®
（５３４）
落子剧社
$
."%%
¯°±²
（２５０） 雒家川遗址
$."/%
¯#
（２５９）
雒家村
."/%
$
¯³´
（２５９） 雒家蒜苗
$!.'%
（４２７）
$.' %
（２７）

ｌｏ
(!

$$.&%
µ¶·
（３２８）吕本顺

$-%%%
（６００）

$'$ % 绿岛大酒店
ÁÂ'ÃQ
（７３）

$""-%
（３５５６）
$""-%
（（５５６）
$!.-%
（（４２６）

$./'% 绿
釉刻花双耳瓷瓶
（２９７）
药ÁÄÅÆÇÈÉÊ

BF

$."'%
（２５７）

$","% 洛门镇蔬菜批发市场
（５１５）
¡/¥¦§¨84

陇南书院

陇薯 ３ 号
B;}
陇西郡

$,. %
（１２）
$,!!%
（１４４））
$."-%
（２５６）
$.""%
（２５５）
$."-%
（２５６）
$$'$%
（（３７３）

$!.$% 罗峪河南桥
R
（４２３）
$/" % 罗峪河桥

（９５）

fBRghij
《陇南觉民报》

BRkhlmVWno
陇南人民抗日第一支队

$,& %
（１８）

$$'!%

（３７４）
罗峪河堤

$."%%
µ¸
（２５０）
吕二沟堤
$.'/% 吕苟儿秦州举义
µ¹º»¼½¾
（２７９）
$$.&%
µ
（３２８）
吕光
$$",%
µ¿À
（３５１）
吕婆楼

BRbcde']
陇南国术比赛大会

$..-%
（２２６）

$!!%% 罗峪沟泥石流

（４４０）
$
!&&%

（４８８） 罗峪河

$.!/%
©¡ª«
（２４９）
落门之战

BJ>

$!'"%
（４７５）
$,,/%
（１１９）
$...%
（２２２）

$,,-%

（１１６）罗玉小区

BHI
陇坻道

B2/
陇城镇

(0)
ｌｕｏ

$"!+%
D
（５４３）
罗玉路

B2G
陇城塞

B2E
陇城关
B2F
陇城县

B| $ a

$!"&%
（４５８）
$$&%%
（３８０）
$$&%%
（３８０）

#
罗家村
$##+% 罗斯鸡

（２２３）男

$...%
+
（２２２）
罗峪新桥
$.".%
¡E¢£
（２５２）洛门关帝庙
$.! %
¡¤
（２４）洛门渭河桥
$." %
¡/
（２５）洛门镇

fBRrstiu
《陇南醒强周报》
BRvwxo
陇南游击总队
BR/yz{
陇南镇守使署

(0

$"%%% 鲁恭姬造像碑

（５００）

()*!

BRpq

ｌ

$"$%%
（５３０）
$#&'% 芦笋生产基地
 S
（２８７）
"%%%
$
5
（５００）鲁班山石窟

$$",%
（３５１）

$'$ %
（７３）

$'. % 略阳道
Ë~I
（７２）毗
$/,
%
Ë~}
（９１） 略阳郡
$.. % 略阳民屡起反魏
Ë~hÌÍÎÏ
（２２）
$.. %
Ë~F
（２２）略阳县
$!$!%
（４３４）
$." %
（２５）
$$!.%
（３４２）

!"# 2－
－2 ６２４

$,!"%
（１４５）
$-! %
（６４）

$$&'%
（３８７）
(01
ｌｕｅ

$.$ %
（２３））
$.! %
（２４）
$-$ %
（６３）
$.$ %
（２３）

!"#$%&
辞目音序索引

!
Ｍ
ｍａ
!!

!"#
麻风病

!&'(
麻沟汉墓
!)*
麻山梁
+,-./0
马超围攻翼城

mnwz
麦积林场
{
mn|}~
＂麦积＂牌颜料
mn9 z
麦积桥南建材家居市场
mnS
麦积区滨河路幼儿园
mn
麦积区档案馆
mnf
$"#$% 麦积区道北小学
（３２６）
mnf
（３６８）
$"$%% 麦积区道南小学

（
５ %） 麦积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mn
$&
（５９
mn ¡¢£
$&' %）麦积区东方红电影院

马德福

mn¤¥qrst
$$()% 麦积区凤凰供水工程
（６０１）

+14(5
马德清墓碑

mn¨Q©MS
$"%#% 麦积区甘泉科技园区
（３８２）
mnª«¬z
$
&*$%
（５４６） 麦积区虹鳟鱼场

+12

+13
马德魁

mn¦§
$&%(%
（５８０）
麦积区概况

马关乡
+8)
马海山
+67

mn®¯°
（５７６）
$&+$% 麦积区基督教堂

马家坪遗址
+9:;<

+9=;<
马家塬遗址
+>6
马颊关

+?@
四马凯祥
+AB
马力村
+AC
马力镇
+DEFGHIJEKLMN
马铃薯微型脱毒种薯快繁技术
+O
马鹿
+O7
马鹿乡
+PQB
马跑泉村
+PQRS
马跑泉公园

mn±S
（３６２）
$"$#% 麦积区建新路幼儿园
mn²³S
$"&*% 麦积区劳动路幼儿园
（３５４）
mn´Jµ¶·¸¹MNº»
$#&#% 麦积区良种鸡产业化小区建设技术示范
（２５２）
¼½
$&%&% 项目
（５８５）
mn+PQf
$*%&% 麦积区马跑泉大道
（４８５）

（４８５）
$*%&%
$),"%
（１０３）
$-""%
（１３３）
$&*+%
（５４７）

mn¾·º»S
麦积区农业示范园区
mn¿gqÀst
麦积区桥南集中供热工程
mn
麦积区桥南小学
mnÁÂÃÄ
麦积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４６６）

mnÅÆ
麦积区人民政府

mnÇÈ´Jz
$#*-% 麦积区社棠良种场
（２４１）
mnÉÊËÌÍÎ
*"'%
$
（４３９） 麦积区石佛瑞丰养猪小区
mnÏÐ
$*+%% 麦积区实验小学
（４７８）

马跑泉清真寺
+PQ4TU

+PQVW
马跑泉蒜墓
+PQ;<
马跑泉遗址
+PQC
马跑泉镇
+XY
马儒英
+Z[\]
马谡失街亭

$"&&%
（３５５）

mnÑÒÎ¶·¸¹MNº»
麦积区瘦肉猪产业化小区建设技术示范

¼½
$*$$%）项目
（４６６）

$-#&%
（１２５）

$-'$%
（１９６）
$#,-%
（２０１）

$"-*%
（３１４）
$""%%
（３３８）

$"-#%
（３１２）
$"-#%
（３１２）
$*$&%
（４６５）
$""*%
（３３４）
$-&-%
（１５１）
$*&'%
（（４５９）
$-$-%
（１６１）
$--#%
（１１２）
$*"%%
（４３８）
$"-&%
（３１５）
$"-&%
（３１５）

$--&%
（１１５）

$##-%
（２２１）
$%+ %
（８７）
$#"%%
（２．３８）
$"-#%
（３１２）

$*$,%
（４６）

$*$,%
（４６０）
$%& %
（８５）

$--*%
（１１４）

$"-#%
（３１２）
$--&%
（１１５
$""$%
（３３６）

mnÓÔ
$$(&% 麦积区图书馆
（６０５）
mnÕÖ× z
$&' %
（５９
） 麦积区渭河桥南商贸市场

$#,,%
（２００）

马锡武

mnÕØÙ
（
） 麦积区渭河人行便桥
$ #２ %
mnÕÚÛ
$&+"% 麦积区渭惠渠
（５７３）
mn±Üqrst
$&+'% 麦积区新阳供水工程
（５７９）

$-"%%
（（１３８）
$-&-%
（１５１）

+gh
马中选

mnæÛ
$&+$% 麦积区泽民渠
（５７６）

马蹄梁
+^*

+_`
马文元
+ab

+`cd+`,(5
马元章
、马元超墓碑
+`cd+`,ef5
马元章、马元超神道碑

+ij
马重雍

码头村

$*+-%
（４７１）
!!.
ｍａｉ

mnop
麦积高抬

mnqrst
麦积供水工程
mnu9vwRS
麦积国家森林公园

麦积核桃
mnxy

mnÝÞÑÒGÎßà¸Íáº»â （１１５）
$--&%
$"%#% 麦积区优质瘦肉型猪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
（３８２）
mnSwãäå
$#*,%
$"%#% 麦积区园林管理处
（３８２）
（２４０）
mngÚÛ
$&'#% 麦积区中惠渠
（５９２）

klB

$#&$%
（２５６）

mngÉrçst
麦积区中石水厂工程
mngè£
麦积区中医院
mn)
麦积山

mn)"éêë
$"%'% 麦积山风景名胜区
（３８９）
mn)"éêëãäÃÄ
$-&-% 麦积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１５１）
mn)é
$*-$%
（４１６）
麦积山景区
mn)ì
{
íîïdðdñ|òóMNôõö
（４７８）
$*+%% 麦积山窟＂喷、锚、粘、托＂加固技术研究与

"#$ /－
－/ ６２５

$-"%%
（１３８）
$-"%%
（１３８）
$-&-%
（１５１）
$"#-%
（３２１）

$* %
（４）
$*-+%
（４１７）
$*-&%
（４１５）
$*-+%
（４１７）

!"#$%
天水大辞典

#!"#$
（２９５）

应用

! !"

%&'()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志》

#$%%*
（３７７）
.$&'$
pqrstuvw
（３４５）民国二十五年地震

麦积山艺术研究所

#)&$* 民国十八年赈灾
pqsu
（３４３）
.&*"* 民国时粮油商行
pq 
（４６９）

+%&45《麦积史话》

麦积镇
%&6

ｍａｎ
-!.

9:
满月

#(* *）
（１６

#$$(* 民国革命军第一一九军起义
pqxyz{||}z~
（３３１）

%&'/0123

%78
麦社路

-5.
ｍｉｎ

ｍａｏ
-!0

.%( *
（７１）
.'& *
（５４）

.,((*
（２１１）
.,%%*
（２７７）
.,(,*
（２１２）
.%, *
（７２）
.,2 *
（２８

.+,(*
pq
（２２１）民国税制
pq
民国赈济
p
民团
.&/"* 民先队天水区队
（４０９）
ＥpH
p8
民主路

.,("*
（２１９）

.&1(*
（４３１）
.&1(*
（４３．１））

p
民族分布

毛家坪遗址

.1'%$
（３５７）

p
民族区域自治

BCD

茅草屋

.&/*$
（４０６）

'
岷山安居小区

.&1/*
（４３０）
.,,&*
（２２４）

峁水河

#(& *
（１４）

8
岷玉路

.,,(*
（２２１）

;<=>?

p
.(,2$
（１２８）民族人口

;@A
毛泡桐

EF
牦牛

'8
#3(%*
（１１７）
岷山路

GHI

-5.!
ｍｉｎｇ

-45
ｍｅｉ
JKL
梅花鹿

梅江村
JMN

ｍｅｎ

 ¡¢£/
#(1&* 明光仙酿酒工艺
（１３４）
.'1,*
（５３２）

-4.

OPQ
门克新

ｍｅｎｇ
-4.!

RST
蒙古马
RSF
蒙古牛

¨©ª«h¬~
莫折大提秦州起义
¨©®
.(("* 莫折念生
（１１９）

.(2 *
（１８）

ｍｉ
-5

绵诸道
[\]^>?
绵诸道城遗址
[\_
绵诸县
`a
面皮

blmnIo
庙嘴葫芦河桥

²³N
牡丹村
²³6
牡丹镇
´¶
木匠

´O]
木门道

.&/&$
（４０４）钼矿
¼½

¾¿HÀv
慕滩水源地

-5!0
ｍｉａｏ
bcdef]
庙儿背杆隧道
bcghijk
庙儿川秦汉墓群

¯°±
牟本理

´O]·¸
.,, * 木门道之战
（２２）
´O¹
.1*1$
（３６３）
木门关
$
.,&
木梯寺石窟
（２４）木´º»()

[\]

.12($
（３８１）
.'&%$
（５４７）
.''2$
（５５８）
.*& $
（６４））

ｍｕ

.''2$
（５５８）

-6

´Iµ
.,' * 木河乡
（２５）
-5!.
ｍｉａｎ

.1"($
（３９１）

-0

§TN
.'*1*
（５６３）磨马村
¨©ª«
莫折大提

（１１７）
.((2*
（１１８）

YZ
床穰寨

ｍｏ

¤¥¦
摩崖碑

.((%*

RSU
蒙古羊
V<'WX
孟家山滑坡

.,,/*
（２２０）

.,'"$
（２５９）
.1*"$
（（３６９）

#,'2*
（２５８）

8 !"! 8－
－６２６

.*7%$
（６０７）
.&'&$
（４５４）

.&'1$
（４５３）

.'&'$
（５４５）
.&/($
（（４０１）
.1*($
（３６１）
.*/ $
（６０）
.,'1$
（２５３）
.1%"$
（３７９）
$
.('
（（
１５）

#,1%*
（２３７）

辞目音序索引
!"#$%&

!
Ｎ

!"1
ｎｉｅ
{|}
聂青田

聂少荣

!!"
ｎａｉ
!"#
奶杂牛

ｎａｎ
!!!

$##$%
（１１７）


$'()%
（１２８）宁远县

$2% %
（９２）
$2% %
（９２）
$/.-%
（３６５）
$%- %
（２５）

$'',% A q
（１１７）《宁远县志补阙》
A q
$'% % 《宁远县志续略》
（１２）〈

$/*,%
（３４７）

 '+

宁亚
１０号


 ''
宁亚
１１号
>
$%& %
（２３）宁远城址

$**+%  q
（４４０）《宁远县志》

南郭寺遗址
380?8@
南河川滑河桥

（３５８）
$%-,%
（２５７）

$/3,%
（３４７）
$/*,%
（３４７）

$*%&% 宁远寨
（４２３）
５

39:;<
南郭寺景区
&9:=>

$%- %
（２５）
!"4
ｎｉｕ

$&-)%

A3BCD
《南湖集》
&BEFG
南湖影剧院

$&*+% 牛头河
8
（３４０）


$&&*% 牛运震
（３３４）

3HIJK
南坑体育场

（３２８）
$&%)%

3LMNOP
南明路热力站
3+QR./
南山排洪工程
3+=>
南山遗址
3STUV:
南下关清真寺

$%&,%
（２３７）
$'*-% 农村＂五保＂户供养
t


（１４５）

南小河

$'' %
t©ª«¬
（１１
） 农村综合开发

$'% %）
（１２

ｎｏｎｇ

3^8

&_1
南由道
&`+a
南苑山庄

$&+ % 农村税费改革
t¨¥¦§
（３０）
$%-+% 农民军攻略陇右
®¯°±
（２５０）

$*%.%
（（４２６）

南宅子

$&,+%
（３７０）

&bc

!!0
ｎｄｏ
def
闹新房

$*''%
（４１１）
!"
ｎｉ
$/)*%
（３８４）
$/*+%
（３４０）

ghijkl
鲵鱼纹彩陶瓶

Amnopq
《拟汉乐府》

!"!!!
ｎｉａｎｇ

ｎｕ

娘娘坝村

²³
弩机

rrsw

ｎｉａｏ

$.) %）
（６８

ｎｕａｎ
!4!!

´µ¶t
暖和湾村
´·t
暖泉村

$3-'%
（４５１）
$-'-%
（５１５）
!"
ｎü
$--+%
（５５０）

¸¹
女娲

¸¹º
女娲祠

$/,-%
（３７５）
$/))%
（３８８）

¸¹½
（７１） 女娲庙

娘娘坝战斗

$)2 %
（８９）
$/'-%
（３１５））
$%,3%
（２７４）
$%,-%
（２７５）

$/).%
（３８６）

$/,3%
（３７４）

$,' %

rrsuv

$-- %
（５５）

!4

$*-%% 女娲祭典
¸¹»¼
（４５２）

rrst

$-..%
（５６６）

!0!!

$&.*%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３６４）
t ¡
$/,-% 农村教育附加费改革
t¢J£¤¥¦§
（３７５）

&SWXYZ[\)]
南下支队回师天水北上

$*-%%
（４５２）

"
Ｐ

!"!0

Axy+zCq
《鸟鼠山人集》

$-2-%
（５９５）
!"!!
ｎｉｎｇ

&'(
南安郡
&)*+,-./
南北两山绿化工程
&012
南川道堂
345"6#
南德温杂种牛
&78
南沟河

娘娘坝镇

$-22%
（５９９）

{~

（３４０）
$/*+% ＰＬ６－１０型１０吨程序控制高频万能疲劳
56.7'+ ¾ '+ ¿/ÀÁ¡ÂÃÄÅÆÇ
ÈÉ³
试验机

56,7'+型１０
¾ '+ 吨高低温低频拉压疲劳
¿ÂÊ5ÊÃËÌÆÇ
ＰＬ７－１０

7 #$% 7
－６２７－

$%2/%
（２９３）

!"#$%
天水大辞典

试验机

$!"!% 坪桃塬遗址
tuvhi
（２９２）

! !"#

34!"#
疲劳试验机

ｐａｉ

$!"*%
（２９３）

+!,

9:;<
牌楼关隘

ｐａｎ

潘光亚
=@A
潘集路
=@BC
潘集寨村
=DE
潘尊贤
FGC
盘龙村
FGH
盘龙山

普济寺

普通春提前秋延后细菜生产示范
} 

$.10%
（５６８）

ｑｉ

$-2)%
（４７１）

6,

$!.2%
C
（２５７）七里墩村
$
-""%
f
（４９９）七里墩街道

$..-%
V
（５５４）七月晋剧团

+3,
ｐｅｉ

裴慎

$-*1%
V
（４３６）
七月七
$.*.%

（５３５）
漆树
H
齐寿山

TVW

Z\]
彭绳祖

§³
$-.1%
（４５６）
气温

$2 %
（７）

§¨©ª
$2 %
气候特征
（７）
§«¬®#¯°±$78)12-²)12.²2.% $!")%
气腿式凿岩机部标准（ＪＢ１６７４—１６７５—７５）（２９１）

§´
$.1"%
（５６９）
气压

µ¶
$-(!%
（４０２）
掐方

·¸¹º»
$-(1%
（４０６）千佛造像碑

千户村

ｐｉｎｇ

·¼C

千户岭

+,/!

平南村
doN
平南镇
dpqrs
平秦师管区
doC

ｅｑｉａｎ

$-)*%
（４１３）

6,!/

+,!/

djklmn!
平底兽首灰陶益

ｇｉａ

$2 %
（７）

6,!

+,

ｐｉａｎ

$..-%
（５５４）

¡¢£¤¥¦
$.")% 企业单位工资
（５９１）

ｐｉ

平道地遗址

$-.1%
（（４５６）
$1()%
（６０１）
$.( %
（５０）

ｐｅｎｇ

Z[C
彭马村

dfghi

$! %
（２）

e
齐寿乡

+3/!

dJe
平安乡

$-(0%
（４０８）
$)!"%
（１２９）


$1()%
（６０１）
齐万年
.0"%
$

（５８９） 祁命熙

TU

abc
偏度子

$--2%
（４４７）
$*.0%
（３５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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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５）
守号护青

#)*$'
（５６１）
#))+'
（５５８）
!"01
ｓｈｏｕ

（２５５） 首钢岷山机械厂·兰州理工大学工程技术
+&))'

ｓｈｉ
!".

#$&/'
（１２７）
#$) '
（１５）

#,'''
（４００）

½¾¿GÀÁÂÃÄÅÆuwÇuvQR

È°ÉÊ
+*'&'
（（６０２）
研发中心
ËÌ
寿诞

#&+/'
（２８７）

#,$$'
４１１）
!"1
ｓｈｕ

Z[\]
失业保险

+,/ '
（４７）

师赵村遗址

ÒÓÔ
+%+*'
+%)($
（３５９）
蜀汉铜镜
（３８６）
ÕÖ×CÉØÙÚÛ+ÜÝÞßàÕáâC
+%,'' 数字式集中检测装置（功能组件化数据采集
（３４０）
ÚÛ$
+&(,$
+,($'
（４９１）
装置）
（２９４）
+/ '
（７）
!"1!-!
ｓｈｕａｎｇ
+$,+$
（１４８）
ãäåæçèÏ
+,)+$
+&+/$ 双孢菇生产基地
（２８７）邓
（４５８）
+&)/$
+%*,$ 双桥架管桥
（３６４）
５ã0éê0
（２５７）

^_V
师院路

^`abc

?defgh
《诗人玉屑》

i!j
狮面石
kl
湿度

m
nopoqrstuv
＂十、百、千＂示范工程
nwxQyz
十大科技专项
n{|}c
十二连城址
n~
十三瓜棱瓷壶

ja
石川村
jG
石洞山
jG
石洞山

石佛村
j

a

j 
石佛挂面

石佛路
j

V

ÍÎÏNOPÐÑ
+&&$$ 蔬菜地膜覆盖栽培
（２２１）

+$'''
（１００）

ã0V
#%+/'
（３８７）
双桥路
ãfÄë
#),*'
（５４６）双玉兰堂

+&&&$
（２２２）
+%/%$
（３７３）

（６ ） 霜冻
#* '

#,%/'
（４３７）

++ $
（８
）

ìí

#,/,'
（４７４）
#,/+'
Mîïð
（４７８）
水车提灌

（２２２）
#&&&' 水环境与水质（９）
MñòóMô+ ( $
2 !"# 2－
－６３４

!"1.
ｓｔｈｕｉ
+$,$$
（１４１）

辞目音序索引
!"#$%&
'!"#(
（３７８）

!"#$%&
水帘洞石窟群

水泥灰岩

!./
水青树

+/.

,$&'- 孙蔡村遗址
 ]78
（１２９）币

,!)&(
（３６２）

'!)*- 孙集村＇
¢]
（３６４）

,*%&(
（４５２）

,&'((
¡
（２９０）
孙海

!012345
水溶性凹印油墨

!678
水滩遗址

,%"$(
（５７１）

$

!9:;<&
水眼寨滑坡群

'$# - ）孙集村２
¢]
（１８

,*%!(
（４５３）

&

!=>
水资源

£¤
（, #８- ）孙彦彪
,&")（２７６）

税捐稽征处
?@ABC

ｓｉ
+,

司马保入据上卦

（６１）

RSTUVWXUYZ
私营商业及饮食业普查

（２６８）

DEFGHI!

ｓｕｏ

[\]
四合村
[^]
四门村
[^_
四门拳
[^`a
四门香醋
[^b
四门镇

¥¦§
锁阳关

Ｔ

,&%(（２５０）

,*"&（４７２）
,*#)(
（４８６）
,*$*(
¨©]
（４１４）
台子村

0!,
ｔａｉ
,%!*(
（５３４）

,* (
（４）
,*%((
（４５０）

（４９１） 太皇山
,*#)(
ª¬b
（４８６）
太京镇

[cde&
四坪汉墓群
[fg]
四十铺村
[fghi
四十铺苗圃

ª«

,!)#(
ª® $ ¯
（３６８）
太空菜豆１号

,'# (
（９８）

,**'(
ª°±²
（４４９）
太碌林场

,$&%(
（１２５）

,)' (
（６９）

,*%"( 太平军攻占三岔城
ª³w´µ¶·¸
（４５７）

[jk
四月八

,*(#(
ª³l
（４０８）
太平寺

lmc78
寺嘴坪遗址

,*!%(
（４３５）
,!#&(
（３８２）
,& (
（２）
'*&$（４２１）

,!%)( 太学生周君墓志
ª¹º»e¼
（３５６）

ｓｏｎｇ
+-.!

松树乡
n/o

ª¦«
太阳山

ª¦«½±¾¿
太阳山森林公园
À«N
（５３３）泰山路

'&&(（２２０）

'%!!-

pqrstuv
宋代琉璃舍利塔

'!)!（３６３）

'!#*- 泰山庙遗址
À«Á78
（３８４）
')"
（６７ ） 酞菁蓝
ｉÂÃÄ 123
ＢＧＳ

宋军北伐
pz{
宋克敦
pwxy

'&#'（２８９）

'%"&（５７２）
'%#!（５８３）

宋恪
p}~
宋廷桢
p78
宋湾遗址
p
宋琬
p
宋兴周
p
宋样
p|

0!.
ｔａｎ
'$&)（１２６）

,%"!6Å±²
（５７３）
滩歌林场
,!)!- 滩歌镇
（３６３）
6Åb

,%)%ÆÇÈ
（５６５）谭继淘
,%""- 探矿实验金膜测汞仪（Ⅰ、Ⅱ型）
ÉÊËÌÍÎÏÐÑ'!Ò"Ó(
（５７７）

ｓｕ

,%")（５７６）

+/

 
苏成河

ｔａｎｇ

78
苏家峡遗址


塑料大棚蔬菜栽培技术

ｓｕｉ
+/,

隋文帝开皇年间地震


'*#)（４８６）

'%"$（５７１）
,&'((
（２９０）

0!.!

,%&'(
（５２９）
,$% (
（１５）
,%""(
（５７７）

ÔÕ]
汤浴村

,$* - ）
Ö×ØÙ
（１４）
唐
玄宗开元年间地震


苏葱

,&%&(
（２５２）

!

,&)#-

,*'$(

,%""(
（５７７）

+/-

,)$ (

J
KLMNOPQ
＂丝绸之路＂东段


碎面

ｓｕｎ

,$% （１５）

!)*+

,%%"- 唐焱绪
ÖÚÛ
（５５７）
,!%)（３５６）
,$(&（１０２）

$%"
洮Ü １５７
ÝÞßàá
桃花沟景区

,$% âã
（１５）陶模
*(%(
,
âäE
（４０５）陶舞马

4 "#$ 4－
－６３５

0!ｔａｏ
,'( (
（９０）
*&('
（（４２０）
'%"(（（５７０）
'!#*（３８４）

!"#$%
天水大辞典

!"
ｔｅ

C
天水板栗

天水包装装潢厂
C

!"#$
特殊食俗

CM\`-+XYIJcdKL
%#$#& 天水北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４）

!'()*+,特种玉米生产基地

C^KLH
%#%&& 天水奔马啤酒公司环境污染治理
（４５８）
!'
ｔｉ

C
天水宾馆

C-IJKL
天水宾乐地毯有限公司
C ¡IJKL
./01
%(#)& 天水炳兴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７）
梯田沟湎
C¢£¤¥
提高活塞寿命研究和活塞淬回火自动线
23456789:45;<=>?@ （２９１）
%*+(& 天水财政体制

2A
提话
2B
提亲

C¦§#¨IJKL
%#(,& 天水昌盛食品有限公司
（４１０）
%#$+& 天水辰达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４０９）
天C\©ª«¬IJKL
!'!ｔｉａｎ

C®¯`-+XYIJcdKL
天水成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C±²³´µ¶·
《天水出土秦器汇考》

CDEFGHIJKL
天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C¸
%*./&
（２３６）
天水村

CMNOPQ
天北快速干道

C¹º»¼
%**,& 天水打梭游戏
（２２０）
C]½¾
**,&
%
（２２０） 天水大樱桃
C]>x¿ÀÁÂÃ
%**/& 天水大自然国际旅行社
（２２６）
°
CÄÅÆ
*.(&
%
（２３１） 《天水灯谜》

天北路
CMST
天北小区
CMR

CUVWXYZ[
天彩园艺开发中心

C\]^_
天辰大酒店
C`abZ[
天房供热中心

C`EFIJcdKL
天房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CeMR
天河北路
CeMR
天河北路
Ce]^_
天河大酒店
Ceabf
天河供热站
Cegh
天河广场
CeiV
天河家园
CejR
天河南路
Ck １( l
天椒
号
Ck * l
天椒２
号

天椒 ４ 号
Ck # l

Ck５ %号（
l%mnk&
天椒
鲜红椒）
Ck ) l
天椒７号
CopRqr
天兰铁路通车
Cst
天门隘

Csu
天门山
CvwV
天庆嘉园

天然林保护工程
C~ST
天润苑小区
Cxyz{|}

天薯 ５号
C / l
天薯６
号
C % l

C ) l
天薯７
号
C + l
天薯９
号

天水澳牛乳业有限公司
CFIJKL
天水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C ]IJKL
天水百货批发采购供应站
C Yaf

C-T
%#*)&
（４２７）
天水地区
C-TÇÈÉÊ¿ËÌÍÎ
%
*.&&
（２３８） 天水地区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
C-TÇÏÉÐÑÒÓ]Ô
%*./& 天水地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
（２３６）
C-TÕ7Ö×Ô
%**(& 天水地区革命委员会
（２２１）

%(.,&
（（１３０）
%(&)&
（１８７）
%*.*&
（２３２）

%*#/&
（２４６）
%#*/&
（４２６）
%(+,&
（１９０）
%(+*&
（（１９２）
%*)#&
（２７４）
%(&(&
（１８１）
%()#&
（１７４）
%*.*&
（２３２）
%.#*&
（３４２）
%#%(&
（４５１）

%#,,&
（４００）
%(.(&
（１３１）
%#*#&
（４２４）
%.#+&
（３４９）
%*% &
（２５）

%*//&
（２６６）
%#, &
（４０）

%## &
（４４）

%**.& 天水地区革命委员会工业局革命领导小组 （１５８）
（２２３）
C-TÕ7Ö×Ô|FØÕ7ÙÚSÛ %(%&&

C-T|ÔÇÏÉÒÓ]Ô
%#*/& 天水地区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４２６）
%*.&& 天水地区工业局
（２３８）
C-T|FØ

%#, &
（４０
）
%(%&&
（１５８）

训 （２６２）
C-T¿ÜÝÞYßÇàáâãäå
%*/*&
%**#& 天水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第四个五年计划
（２２４）
C-T¿ÜÝÞYßÇâáâãäå
%*/*&
%
**/&
（２２６） 天水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第五个五年计划 （２６２）
C-T¿ÜÝÞ:ÃÔYßÇæáâã
%**(& 天水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
（２２１）
äå
%*/*&
%+/
&
（９６） 计划
（２６２）
C-TÂ£Kç
%+/ &
（９６
） 天水地区行政公署

C-Tèé|FKL
%+/ & 天水地区粮油工业公司
（９６）
C-êëìíîZ[
%+) & 天水地震监测预报中心
（９７）
C-êïð
%+) & 天水地震学校
（９７）
CÇñòóïð
（３３
） 天水第二师范学校
%.. &
CÇÏòóïð
%*%.& 天水第一师范学校
（２５３）
CôDôõIJKL
& 天水电安电力有限公司
%.）
（３
Côö÷?89øIJcdKL
%**%& 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５）
Côùú
%
(*/&
（１２６） 天水电视台
Côùûüú
%**/& 天水电视调频台
（２２６）
ýCôþÆ
%+% & 《天水电讯》
（９５）
Cÿ!
%+% & 天水雕漆
（９５）
C"#89Ô
%+%
&
（９５） 天水杜甫研究会

C$%&'IJKL
%+% & 天水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９５）
CñÏÈô´IJKL
%((.& 天水二一三电器有限公司
（１１３）
C(_
%*,*&
（２０２）
天水饭店

C(_
%*,.&
（２０３）
天水饭店

0 !"! 0－
－６３６

%## &
（４４）
%*(,&
（２１０）

%*, &
（２０）
%.,.&
（３０３）
%.,,&
（３００））
%.,,&
（３００）
%(),&
（１７０）

%(/&&
（１６８３）
%.%,&
（３５０）
%.%,&
（３５０）
%.%(&
（３５１）
%.+,&
（３９０）
%#( &
（（４１）

%(/*&
（１６２）
%()*&
（１７２）

%*,.&
（２０３）
%#*)&
（４２７）

!"#$%&
辞目音序索引

!"#$%&'()
天水方盛特种铸钢厂

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
!",-./012
!",-.34
天水放马滩秦简

天水分区
!"56

!"Æ-Ç
*!""+ 天水家马鼎
（１６６）

（３８６）
*#$"+

*#$"+ 示范场
ÒÓ¼
（３８６）

（２５） 天水监狱暴动
*%& +

*+$&+
（３８５）

天
水嘉信畜牧有限公司良种奶牛引进繁育
月!"È¯ÉÊPQTUË&ÌÍÎÏÐÑ
!"ÔÕÖM

!"56789:;
天水分区工商业普查

*%'(+ 天水减租反霸
!"×ØÙÚ
（２７０）

天水分区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
!"56<=>?@ABCDEFGH

*%")+
!"ÛÜ
（２６１）
天水剪纸

*)).+
（１１０）
*%$ +
（２８））
*+% +
（３２）

*+-"+
（３９６）
*+% +
（３２）
*+,$+
（３４８）

!"56IJK
天水分区缉私队

（２７６）
于!"ÝÞßà
**'"+ 天水剿匪斗－争

天水风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LMNOPQRSTU
!"VWXYZ[\
天水伏羲文化旅行社

*)"++ 《天水教育》
{!"áÑ
（１６３）
*,%,+ 天水金峰工程公司
!"âã7¨TU
（４２４）

!"]^_1`a@PQRSTU
天水福门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天水金桥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âä_1` @PQRSTU
（２３３）

!"bcd)
天水钢窗总厂

*)-++
（１９３）
*)")+ 天水警备司令部
（１６１）
月!"ç´Uèé

*', +
（７４）

*%)++ 天水聚宝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３）
月!"êë_1` @PQRSTU
*+",+ 天水聚海工程公司
!"ê7¨TU
（３６４）

*%+)+
（２３１）

!"efgh79i
天水高新技术工业园

天水购油票
!"jkl

!"mn
天水古城

!"mop
天水古琴曲
!"qqrsgt
天水呱呱制作技艺

天水关
!"u
天水关
!"u

!"vvwt
天水罐罐茶艺
!"vxyz)
天水罐头食品厂
{!"|}~
《天水广播电视报》
!"|}}
天水广播转播台
!"|_1` @PQRSTU
天水广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天水广电网

*%%-+
（２２９）
*%+++
（２３３）
!"åæ_1`
@
*
+PQRSTU
*%+,+
力
天水金宇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４）

*+-&+
!"ì
（３９５）
天水军
*+-)+
!"í
（３９１）
天水郡
*%&++
（２５３）

!"îÃÄä
天水郡藉河桥

天水行政督察区
!"[6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

天水和平旅行社
!"Z[\
!"PQRSTU
天水恒顺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3
天水鸿盛社秦腔脸谱
!"
天水湖
!" ¡~¢~£PQTU
天水华邦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 ¤¥¦§7¨PQTU
天水华建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天水华硕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 ©ª«Y7PQTU
!" !¬g®PQTU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_1`a@PQRSTU
天水华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天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XY%n&ý'H
（１７５）
（２５）
*%& + 月
!"()º»PQTU
天水利东养殖有限公司
*+,-+ 天水联众高科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e¬,r7¨PQTU
（３４９）
*,%,+ 《天水粮食工作》
{!"-y7s
（４２４）
*)$)+ 天水粮食支公司
!"-y.TU
（１８１）
*+-"+ 天水六九一三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C1~¢¬gPQRSTU
（３９６）
*%,)+ 天水陇丰养殖公司
!"23º»TU
（２４１）
*)'%+ 天水陇香食品有限公司
!"24yzPQTU
（１７２）
*
)',+
!"5ä67¨TU
（１７４） 天水陆桥交通工程公司
*)$.+ 天水绿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7899¬gPQTU
（１８０）
*)')+ 天水麻鞋编织技艺
!":;<=gt
（１７１）
*%+++
!">?
（２３３）
天水毛栗

天水华圆制药设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r²³´µgPQRSTU
天水黄土地工贸有限公司综合养殖场
!"¶§17·PQTU¸¹º»¼

（２３６）
*%+"+ 天水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_1`a@PQRSTU
（１６４）
*)",+ 《天水民运周刊》
{!"=ABC
（１１１）
*)))+ 天水岷山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DEÂOPQRSTU

天水会计师事务所
!"½G¾¿ÀÁ

*%',+
!"/F
（２７４）
天水木雕

天水华阳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 °9a@PQTU

!"Â¼
天水机场
!"ÃÄi
天水藉河园
!"g7Å
天水技工学校

*%& +
（２５）

*%% +
（２２）

*%&"+
（２５６）
*,,'+
（４４７）

（３６１）
*+")+ 天水郡街道
!"îïð
*+$-+ 天水错华电子衡器有限公司
!"ñ ~¢ò£PQTU
*)-++
（３８９）
（１９３）
*)$++ 天水康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óôõö¬gPQTU
*)))+
（１８３）
（１１１）
*+&%+ 天水孔子文化研究学院
!"÷¢XYøù
*,% +
（３５２）
（４２）
*
!"ú!_1`a@
*
+PQRSTU
*%+,+
+&.+
（３５０） 天水兰天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３４）
尹
*%+++ 天水兰天钢窗厂
*)-++
（２３３）
月!"ú!bc)
（１９３）
（３５３）
*+&++ 月
!"ûMüýþz¸¹TU
*%.&+
天水劳动防护用品综合公司
（２０５）

!"|_1`a@*+PQRSTU *（２３３）
%+++
!"ÿF
天水广源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天水老年大学
!"<Z[\
*
,%,+
{
!"!"XY#$
天水国际旅行社
（４２４） 《天水历史文化丛书》

天水海通钢构实业有限公司
!"b9PQTU

*%+,+
（２３４）

*%,-+ 天水呢绒时装厂
!"GHIJ)
（２４９）
*%,)+
!"KL
（２４１）
天水泥塑

*+.++ 天水农会（２７）
!"9½*%' +
（３０３）

/ !"# /
－６３７－

*+" +
（（３６））
*+,++
（３４３）

*%)"+
（２１６）
*)).+
（１０）
*)'.+
（１７０）
*+,$+
（３４８）

*%).+
（２１０）
*)'%+
（１７２）

*))++
（１１３）
*)$++
（１８３）
*%+)+
（２３１）
*$% +
（８２）
*
+-)+
（（３９１））
*)+)+
（１３１）
*
%+&+
（２３５）
*+&)+
（３５１）
*)"&+
（１６５）
*+-'+
（３９７）
*)$-+
（１８９））

*+-"+
（３９６）

天水大辞典
!"#$%
!"#$%%&'
《天水农校校刊》

"*¢ÄÅµ
(!"#) 天水市财政局
（３４８）

天水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管委会办公室
（８２）
天水市财政收入
)
"*$+,-./0123456789 :#$
"*¢ÄÅËÌ
"*;<=>
天水女子医院

天水皮毛综合加工．厂
"*@ABCDEF
"*@GH
天水皮影戏
"*IJKLMN8O
天水璞瑞丙纶有限公司
天水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PQR*SMN8O
"*TUV+MN8O
天水岐黄药业有限公司
"*WJXYZ[MN8O
天水秦瑞防伪印务有限公司
"*W\]^E_8O
天水秦泰交通工程公司
"*W`abc
天水秦信旅行社
"*Wdaabc
天水秦之旅旅行社

"*3
天水区

"*3efghijklm
天水区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3$nopqr
天水区农村土地改革
"*3$+stuvw
天水区农业生产互助组

:!$%? 天水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
"*¢ÄÅÍÎÏÐ
（３２０）
$%&?
:
"*¢ÄÅ¹Ñ
（２０７） 天水市财政支出
:!''? 天水市菜篮子工程
"*¢ÒÓ<E_
（３９９）

（１８９）
:(#'? 天水市残疾人联合会
"*¢ÔÕjÖC6
:)&!? 天水市昌兴市政工程公司
"*¢×Ø¢ÅE_8O
（１７３）
()#%) 天水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Ù¢Ú ÛÜ
（１８０）

:$&!?
（２７３）

:$&"?
（２７４）
:)%+?
（（１０６）
:") ?
（４１）
:$!%?
（２３０）
:!!#?
３３８）
:$)+?
（２１６）
:$!"?
（２３４）
:$)*?
（２１５）

（４２４）
("$") 天水市城乡医疗救助
"*¢Ùä=åæv
($* ) 天水市城镇集体经济管理局
"*¢ÙçÝè4´µ
（２５）
:$+*) 天水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Ùçéxêë=åìí
（２６５）

:"# ?
（４８）

"*jxyz{|
天水人民广播电台
"*}~=>
天水仁和医院

（３２０）
:!$%? 天水市畜牧技术推广站
"*¢óô./õyö

"*'
《天水日报》

:!*$? 天水市畜牧兽医局
"*¢óô÷=µ
（３５２）
:!*%? 天水市慈善总会
"*¢øùá6
（３５０）

"*^ F
天水三勤通风设备厂

:)++? 天水市达宝建筑工程公司
"*¢úÚûE_8O
（１６６）
:
"*¢üýìþÿ!"MN8O
!"$?
（３４２） 天水市大鹏环保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
《天水三字经》
"*+
天水商业大厦

:$&"?
（２７４）

()#&) 天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Ù¢Ú ÍÎÝÞMN8O
（１８７）
($!)) 天水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Ù¢Ú BC®MNßà8O
（２３１）
(
"*¢Ù¢áâã
"$*)
（４２５） 天水市城市总体规划

:## ? 天水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Ùçéxîïsìð
（８８）
:## ? 天水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保险
"*¢ÙçñEò=åìí
（８８）
:!*,? 天水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ÙçñEêë=åìí
（３５０）

"*c
天水日报社

:$&$?
（２７２）

:$%!?（天水华港房地产公司）
:"*#$%pt8O?
（２０３）

:"' ?
（４９）
:"# ?
（４８）

:"# ?
（（４８）

:)%&?
（１０７）
:)%&?
（１０７）

:*! ?
（（５３）
:$$'?
（２２９）
:)'!?
（（１９３）
:*$ ?
（５２）
:$!'?
（２３９）
:!!&?
（３３７）

"*!EMN8O
天水珅宝工．贸有限公司

:)'!?
（１９３）

"*st
天水生产力促进中心
"*s
天水生活书店
"*1
天水师范附属小学
"*1>
天水师范学院

:$#"? 天水市大众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8*]^MN8O
（２８４）
:
!!*?
"*¢ÛÜ
（３３５） 天水市档案馆
:!)%? 天水市档案局
"*¢ÛÜµ
（３１０）
:
$'#?
"*¢+,¢ÅE_8O
（２９８） 天水市德源市政工程公司

"*1>
天水师范学院体育馆
"*1>
天水师范学院图书馆
"*1>'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 天水市地方病防治研究所
"*¢p-.X/012
（３２８）
:!!*? 天水市地方税务局
"*¢p-3[µ
（３３５）

:!!&?
（３３７）
:$!%?
（２３０）
:$#*?
（２８５）
:$&&?
（２７７）

"*¢
天水市

:!"'? 天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p-456576889
（３４９）
:!"!? 《天水市地方志丛书》
"*¢p-49'
（３４３）
:$+ ? 天水市地方志协会
"*¢p-4:6
（２６）

:!"!?
（３４３）

"* ¡'
《天水史话》

"*¢:£?e¤¥jx¦§6efg
天水市（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s(+
天水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 ?
（５０）
:)*'?
（１５９）

"*¢p;µ
天水市地震局

6¨
会议

（４６３）天水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
"*¢e<¥jx¦§6
$%%)©$%)% ª$n«¬®¯°
:)**? 天水市第八中学
"*¢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e<
天水市
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１５５）
（
"*¢±hst²³4´µ
:
"*¢eÃghi$+lm
$&)?
天水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２７１） 天水市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
"*¢±hst¶·²¸¹º
天水市安全生产执法监察支队

:$&)? 天水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eÃÚûE_8O
（２７１）

"*¢'

（３５１）
:!*)? 天水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eÃ¥=>jx¦§6eÃg

"*¢»¼
天水市蓓蕾中学
"*¢½¾
天水市殡仪馆

:!)%?
6¨
（３１０）
会议

《天水市报》

"*¢¿À
天水市博物馆
"*¢ÁÂÃF
天水市布鞋二厂

（５４）
:*" ? 天水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eÃ¥=>jx¦§6eg
:!!"?
6¨
（３３４）
会议

:!!$?
（３３２）
:!!$?
（３３２）
:$% ?
（２０））
:"""?
（４４４）
:!%&?
（３０７）
:$+*?
（２６５）
:$$&?
（２２７）
:""!?
（４４３）
:""!?
（４４３）

:)#'? 天水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eÃ¥=>jx¦§6e¤g
（１８９）

"*¢ÄÅÆÇÈÉ
天水市财政干部培训中心

:$&$?
6¨
（２７２）
会议

"*¢ÄÅ²³Êmµ
天水市财政监督检查局

:$&!? 天水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eÃ¥=>jx¦§6efg
（２７３）

- !"# －６３８－

:""!?
（４４３）

!"#$%&
辞目音序索引

会议

! !"

%&'(1*GH+,-./!(12
#!!"$ 天水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４４３）

天水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
天水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2!"
天水市第二届运动会
%&'()*34!
天水市第二粮库有限公司
%&'()56789:
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

!"
#"# 0 会议
（３７）

;!!"0
（４４３）
;"# 0
（３７）

（２１１）
月%&'(1*+,-./!(12!"
;$&&0 天水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0 天水市第一届运动会
（３１８）
力%&'(1*34!

;!!!0
（４４）

%&'()>?@
天水市第二幼儿园
天水市第二中学
%&'()AB

;"&!0 天水市第一粮库有限公司
（３１４）
月%&'(156789:
;"'(0 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
%&'(1+,<=
（３０６）
;!!!0 天水市第一幼儿园
（４４４）
力%&'(1>?@

天水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C*+,-./!(12!"
天水市第九中学
%&'(CAB
天水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D*+,-./!(12!"
%&'(DAB
天水市第六中学
%&'(E*+,-./!
天水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EAB
天水市第七中学

天水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F*GH+,-./!()2
!"
会议

#!!!0 天水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1*+,-./!
（４４４）
#"$%0 天
;!!!0
（３２８）
万%&'(1*+,-./!()2!"
水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４４４）

;"'#0 天水市第一中学
%&'(1AB
（３０７）

（４４） 天水市电影公司
;!!!0

（３０７）
;"'#0 天水市雕漆工艺二厂
%&'bc^d)e
;!!!0 天水市雕漆三厂
%&'bcFe
（４４４）
;"'#0 天水市动物卫生监督所
%&'4fghijR
（３０７）
%&'4fklmnopAq
天水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 天水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rstuvwxy!
（４４）
%&'rsvwz9:
天水市对外贸易总公司

%&'(F*GH+,-./!(12
天水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
会议

%&'`a9:

%&'(F*+,-./!
天水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４４３）
;!!"$ 天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xy!
;"# $ 天水市法律援助中心
%&'Aq
（３７）

%&'(F*+,-./!(12!"
天水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 天水市法学会
%&'B!
（４４４）

%&'(F+,<=
天水市第三人民医院

;"&%$ 天水市法制办
%&'p
（３１８）

天水市第三中学

;"'#$ 天水市房地产产权交易管理服务中心
%&' wAq
（３０７）

天水市第十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IJKLMNOPQR
天水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I*+,-./!(12!"

#%' 0 天水市房地产管理局
%&' 
（８０）
（４４４）
#!!!0 月
%&'J7ptu
天水市非国有制经济管理局

%&'(IAB
天水市第十中学

#"'%0 天水市非税收入管理局
%&'
（３０８）

天水市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
%&'(S2TJ+UVW

#$((0 天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fAq
（２６６）
#"# 0 天水市风机厂
（３７）
２%&'e
（４４４）
#!!!0 尹
%&'Aq
天水市伏羲文化研究中心
#$&&0 天水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２１１）
２%&' ¡{9¢
（３１８）
力%&'£)e
#"&%0 天水市服装二厂
#"'#0 天水市服装一厂
%&'£1e
（３０７）

%&'(FAB

天水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S*+,-./!
天水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S*+,-./!(12!"

天水市第四粮库有限公司
%&'(S56789:
天水市第四人民医院
%&'(S+,<=
%&'(SAB
天水市第四中学
%&'(X2TJ+UVW
天水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X*+,-./!
天水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X*+,-./!(12!"
天水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X+,<=
天水市第五人民医院

#$((0 天水市福音医疗电器厂
（２６６）
万%&'¤¥<¦`§e
#"# 0 力
（３７）
天%&'YZ¨©!
水市妇女联合会
#!!!0 天水市妇幼保健院
%&'Y>ª=
（４４４）

;"$%0
（３２８）
;$&'0
（２１０）
;"&#0
（３１７）

;"&!0
（３１４）
;"'(0
（３０６）
;")&0
（３５１）
;&%*0
（１８９）

;&%*0
（１８９））
;&'%0
（（１０８）

;&'%$
（１０８）

;$'($
（２０６）
;$'($
（２０６）

#$(&0
（２６１）

#!( 0
（４６）
#!( 0
（４６）
#!# 0
（４７）
#$&%0
（２１８）
#$&%0
（２１８）
#&('0
（１６０）
#$#"0
（２７３）
#""$0
（３３２）
#&*"0
（１９３）
;!& 0
（４１）
;&)!0
（１５４）

;&%*0
（１８９）
;&%*0
（１８９）
;&%'0
（１８０）

;!' 0
（（４０）
;"$'0
（３２０）
;)" 0
（（５３）

%&'(XAB
天水市第五中学

#"&%0 天水市复退军人精神病疗养院
%&'«¬+®¯l¦°=
（３１８）
#"'#0 天水市复退军人疗养院
%&'«¬+¦°=
（３０７）

天水市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
%&'(12YZ-./!

#!' 0
%&'±²³´µ¶·¸¹º»¼½
（４０）天水市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管理领导小组

%&'(12TJ[MVW
天水市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

9¢
#$(!0
（２６４）
办公室

%&'(1\]^_9:
天水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２２７）
;$$#0 天水市甘谷试验站
%&'¾¿ÀÁÂ

%&'(1*GH+,-./!()2
天水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
天水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1*GH+,-./!(F2
!"
会议
%&'(1*GH+,-./!(S2
天水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
会议
!"

;!!"0
（４４３）

%&'ÃÄÅ
天水市歌舞团
%&'Æxy!
天水市革命委员会
%&'ÇÈÉÊË!
天水市个体私营协会

;!!"0 天水市工读学校
%&'^ÌBÍ
（４４３）

%&'^!(12-./!
天水市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0 天水市工农鞋厂
（４４３）
力%&'^[Îe

!"# +－
－+ ６３９

;"&*0
（３１９）

;$(*0
（２６９）
;%$ $
（８２））
;""&$
（３３１）

;!" $
（４３）
;$#'$
（（２７０））
;"')$
（３０５）
;!' $
（４０）
;&%*$
（１８９）

天水大辞典
!"#$%
天水市工农业产品成本调查队
!"#$%&'()*+,-

!"#«¬®ij
.!"#/ 天水市价格监测举报中心
（２６９）

天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干部培训学校
!"#$0123456789:
天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01234=
天水市工商业联合会
!"#$0&>?@

（２７０）

!"#$&ABCDEF@
天水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 天水市建设路第二小学
!"#¨³´pµN9
（１６１）

!"#$&9:
天水市工业学校
!"#GH=
天水市公安局
!"#GIJKGL
天水市公共汽车公司
!"#GMN9
天水市公园小学

（３０３）
;&%&/ 天水市建设路第三小学
!"#¨³´p¶N9

!"#QSGL
天水市供热公司
!"#VWXY
天水市骨科医院

（２３７）
.!&$< 天水市解放路第二小学
!"#¾¿´pµN9
.!(&< 天水市解放路第一小学
!"#¾¿´pÀN9
（２１３）
.&!+< 天水市金属回收公司
!"#ÁÂÃÄGL
（３２０）

天水市广播电影电视局
!"#Z[R\R]=

.&)#< 天水市金属制品厂
!"#ÁÂ¥(Å
（３４９）

!"#GOP
天水市公证处
!"#QR=
天水市供电局
!"#QTU
天水市供销社

!"#^_=
天水市规划局
!"#`a
天水市锅厂

;!$%<

天水市价格监督检查分局
天!"#«¬¯°,±=

.!$%< 天
（２７０）
于!"#«¬²Oij
水市价格认证中心

（３９ ） 天水市监察局
;&# <

!"#

=

;)" / 天水市建新饭店
!"#¨·¸¹
（４６）
;!&*/ 天水市建筑勘察设计院
!"#¨©º ³uY
（２３８）
.&((< 天水市交通局
!"#»§=
（３１１）
.)" < 天水市教育局
!"#¼½=
（４６）
.
!"#¼½W9
!&$<
（２３７） 天水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 天水市经济贸易委员会
!"#lmÆÇEF@
（２１５）
;(#!< 天水市经济委员会
!"#lmEF@
（１９２）

（２７６）
!"#bcde=
;!$"< 天水市经济作物工作站
!"#lmÈ$
天水市国家税务局
!"#bfghij
;!$&< 天水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ÉÊËÌ¨³EF@ÍGÎ
（２７３）
天水市国库支付中心
!"#bklmAU@nopqrst
!"#ÏÐ34
天水市救助管理站
天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八个五年
u_
计划

!"#bklmAU@nopvrst
天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
u_
计划

!"#bklmAU@nopwrst
天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
u_
计划

!"#bklmAU@nopxrst
天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
u_
计划

!"#byz{=
天水市国土资源局

!"#Ñ-ÒÓÔ56ÔÕ
;!"&/ 天水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２６３）
!"#ÑÖ3¥EF@
天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 天水市科技功臣奖
!"#W×ØÙ
（２６３）
!"#W=
天水市科技局
;!"!/ 天水市科学技术协会
!"#W9@
（２６２）
!"#ÚjÛ¥Üa
天水市空心砖机制造厂
;!"&/ 天水市垃圾处理场
!"#ÝÞP4ß
（２６３）
;(*
/
!"#àáAU@â=
（１８） 天水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b|z}34=
天水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
天水市果农协会
!"#~
天水市果树研究所

;("%/ 天水市老干部休养所
!"#ã56ÔÕ
（１６０）

!"#12 ij
天水市行政监察投诉中心

.&, < 天水市粮油议购议销公司
!"#åçèéèTGL
（３５）

（１２２）
.(!!< 天水市老龄工作委员会
!"#ãä$EF@
.!*)< 天水市粮食局
!"#åæ=
（２８４）

!"#&|GL
天水市恒方铸业有限责任公司

.(""< 天水市林学会
!"#ê9@
（１６６）

!"#x@
天水市红十字会

.&!)<
!"#ê&=
（３２４）天水市林业局

天水市红十字会博爱医院
!"#x@XY

.&!%< 天水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ê&W9
（３２０）

!"#@
天水市花卉协会
!"#D$a
天水市化工厂
!"#^_
天水市环境保护规划

.(!!<
!"#ëìi9
（１２２）天水市罗玉中学
.
!"#íî=
($#<
（１７９） 天水市旅游局
.!))< 天水市旅游协会
!"#íî@
（２４４）

天水市环境保护局
!"#=
天水市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
!"#W9

（２４２）
.!)!< 天水市律师事务所
!"#ïðÖe
（２４２）
.!)!< 天水市麦积污水处理工程
!"#ñòó"P4$ª

天水市环境监测站
!"#

.!)!< 天水市梅兰中学
!"#ôõi9
（２４２）

天水市环境监察支队
!"# g!"#}?U
天水市机器生产合作社
!"# ¡¢£¤¥ij
天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天水市嘉通建筑工程公司
!"#¦§¨©$ªGL

;!"#<
（２６９）

;!"#<
（２６９））
;!$%<
（（２７０）

;&, <
（３５）
;&((<
（３１１）
;&((<
（３１１）
;!%&<
（２０３）
;!($<
（２１７）
;!)#<
（２４９）
;!#"<
（２９６）
;!#"<
（２９６）
;&((/
（３１１）
;&((/
（３１１）

;!%*/
（２０８）
;(#&/
（１９３）

;(,#/
（１５９）
;(,#/
（１５９）

;$$ /
（７７）

;&" /
（３６）
;,& /
（５３）
;,& /
（５３）
;)& /
（４３）
;!**/
（２８８）

;!*)/
（２８４）
;)% /
（４０）
;(""/
（１６６）
.!)*<
（２４８）

.)$ <
（４７）

.&" <
（３６）
.)% <
（４０）
.!%#<
（２０９）
.!(%<
（２１０）
.(!(<
（１２１）
.(!%<
（１２０）
.!*)<
（２８４）
.&%*<
（３０８）
.)(,<
（４１５）
.)(,<
（４１５）
.)" <）
（４６
.!)*<
（２４８）

;!(&< 天水市美术家协会
!"#öc@
（２１３）

.&(%<
（３１０）
.&&,<
（３３５）
.)( <
（４１）

;&!%< 天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køËùc@
（３２０）
;!!*< 天水市民间组织管理局
（２２８）
月!"#køúû34=

.,& <
（５３）

.!)!< 天水市美术馆
!"#ö÷
（２４２）

!"# －- ６４０－

.)( <
（４１）

!"#$%&
辞目音序索引

!"#$%&
天水市民政局

天水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

!"#$;¡¢£¤¥¦§&
'!" ( 天水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
（５２）
'#$%/ 天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
（４３１）
２!"#$;¡¢;¡,-.
'"&'/ 天水市人民检察院税务检察室
（２０８）
力!"#$;¡¢¨+;¡x

!"#0123
天水市木材公司
!"#045
天水市木器厂

'%(&/ 天水市人民路小学
!"#$©ªV
（１９０）

天水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6789:;<=>

')) /
!"#$,-.
（７７）天水市人民委员会

!"#6?@ABCD
天水市农村经济管理站
!"#6?EFGHIJ=>
天水市农村能源技术推广中心

')' / 天水市人民政府
!"#$%«
（７８）

!"#6?EFKLMN
天水市农村能源建设工程

天水市农民最低生活保障
!"#6$PQRSTU

O%&*/ 天水市人民政府劳务工作办公室
!"#$%«®+Mhw2x
（１０６）
'!& / 天水市人事局
!"#*&
（５０）

!"#6V.
天水市农学会

''% / 天水市软科学研究会
!"#¯iVjk.
（８１）

天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6WJXYZV[

'+&$/
（３０３）

天水市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
!"#6W\]T^_<D

（８０）
O'& / 天水市商务局
!"#³+&

天水市农业机械管理局
!"#6W`aBC&
天水市农业机械管理站
!"#6W`aBCD

O)) / 天水市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
!"#.´µ¶·¸,-.
（７７）

天水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6W`abGHIJD

O'& / 天水市社区服务中心
!"#¹+=>
（８０）

!"#6W`aGHcd=>
天水市农业机械技术培训中心

O'& / 天水市摄影家协会
!"#º».
（８０）

（７８）
')' / 天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q7_{BC,-.（１６０）
O%*&/

!"#°±2²&
天水市森林公安局

O'& / 天水市社会福利院
!"#.´µ¢
（８０）

天水市农业机械监理所
!"#6W`a_Ce
O'& / 天水市审判委员会
!"#¼½,-.
（８０）
天水市农业机械维修工作站
（８０）
!"#6W`afgMhD
O'& / 天水市石马坪中学
!"#¾¿À=V
!"#6W`aV.
O'% / 天水市食品公司
!"#Á823
天水市农业机械学会
（８１）
!"#6WGHIJ=>
O)' /
!"#Á8Â8_{BC&
天水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７８
） 天水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6W&
O)) /
!"##ÃKLÄ
天水市农业局
（７７
） 天水市市场建设处
!"#6WiVjke
O
!"##ÃKLuvÅÆÇ23
,'!/
（２８５） 天水市市场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6WiVjkeiGlmnoIJ
!"##%MN23
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科技成果示范推广
天水市市政工程公司
=>
中心

!"#ÈÉÊË,-.
O'% ( ）天水市收藏鉴定委员会
（８１

!"#6WiVjkeRpMNGH=> O'%
(
!"#ÌÍ.
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生物工程技术中心
（８１）
天水市书法家协会
!"#6WR7qr23
O
,%-(
天水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２１４） 天水市蔬菜产业开发办公室
月!"#ÎÏ7Wuvw2x
（３０２）
力!"#ÎÏÐÑD
水市蔬菜试验站（西十里试验站）
!"#6WV[
O$&,( 天
OÒÓÔÐÑD(
天水市农业学校
（２７２）
力
!"#6Wstuvw2x
O
,),(
!"#"µ"YÕ<LÖ¢
天水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天水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天水市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分中心
!"#6hpyz9:_{;<|=>
!"#}~5
天水市皮革厂
!"#}5
天水市皮件厂
!"#}th
天水市皮毛合作社

O)( ( 天水市水土保持局
!"#"×TØ&
（７９）
'%(%/ 天水市水务局
!"#"+&
（１９１）
'%(%/ 天水市水源地环境保护
!"#"FÙ\]T^
（１９１）

!"#W MRT
天水市企业单位女职工生育保险

',%$/ 天水市税务局
!"#¨+&
（２１３）
'-' / 天水市税务学会
!"#¨+V.
（４８）

!"#WBC.
天水市企业管理协会
!"#W.
天水市企业家协会

'%*&/ 天水市司法局
!"#3Í&
（１６０）
'
%*&/
!"#Ú!ÛÜ¢
（１６０） 天水市四Ｏ七医院

!"#WMMT
天水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

O-! /
（４５）

O-! /）
（４５
O,))/
（２７７）
O$%%/
（３１１）
O-$ /
（４３）
O-- /）
（４４

'-' / 天水市饲料公司
!"#Ýr23
（４８）

!"#=V
天水市启升中学

'$%&/
（３１０）

!"#&
天水市气象局
!"#
天水市气象台
!"#
天水市秦剧团
!"#r23
天水市燃料总公司

',& / 天水市体育局
!"#á&
（２０）

天水市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
!"#uv+=>
!"#$.+,-.
天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５１）
'!% / 天水市天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åäÙ7uvÅÆÇ23
O$) / 天水市天祥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æ"çÅÆÇ23
（３７）

!"#$ w2x
天水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O)* / 天水市统计局
!"#èÖ&
（７６）

!"#$;¡¢
天水市人民检察院

O-! /） 天水市统计学会
!"#èÖV.
（４５

!"#ÞßàV[
天水市特殊教育学校

（２１）
',% / 天水市体育运动学校
!"#áâãV[
'$$%/ 天水市体育中心
!"#á=>
（３３１）

（２０５）
',&!/ 天水市天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äÙ7uvÅÆÇ23

. !"# .
－６４１－

O-) /
（４７）
O!% /
（５１）

O,'!/
（２８５）

O%,%/
（１２１）
O,&*/
（２０６）

O!, /
（５２）
O!$ /
（５３）

O!$ /
（５３）
O-% /
（４１）

/
（O-!
４５）
O$&'(
（３０８）
O,&-(
（２０４）
O$%*(
（３１６）

O,%)(
（２１７）
O,$!(
（２３５）
O,$&(
（２３０）
O-% (
（４１）
O-% (
（４１）
O)) (
（７７）
O'% (
（８Ｉ）
O%$!(
（１３５）
O%$!(
（１３５）
O%$-(
（１３４）
O,-!(
（２４５）
O,)*(
（２７６）

O,))(
（２７７）
O-* (）
（（４６
O$%((
（３１９）
O,%&(
（２１０）

'$&-/
（（３０４）
'$,)/
（３２７）
'$&,/
（３０２）
'$,)/
（３２７）

',$!/
（２３５）
',$!/
（２３５）
'%)-/
（１７４）
',*-/
（（２６４））
',*-/
（２６４）

!"#$%
天水大辞典

天水市投资担保中心
!"#$%&'()

!"#ËÌÍ(A
*!"!+ 天水市逸夫实验中学
（２７２）

天水市图书馆
!"#,-.
天水市土产日杂公司
!"#/01234
天水市土壤肥料工作站
!"#/56789:

*#$%+ 天水市音乐家协会
!"#ÎÏijT
（３３５）

!"#;<=
天水市卫生局
天水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

*$'*+ 天水市玉泉中学
!"#ÓÔ(A
（３１６）

!"#;<AB
天水市卫生学校
天水市文化馆
!"#CD.

*#+&+ 天水市育生中学
!"#×<(A
（３０２）

天水市文化市场稽查大队
!"#CD#EFGHI
天水市文化文物出版局
!"#CDCJKL=
天水市文化艺术研究所
!"#CDMNOP@
天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CAMNQRST
!"#U/8V
天水市沃土工程
!"#W"XYZ
天水市污水处理厂
天水市五金厂
!"#[\Z
天水市五金交电工艺品公司
!"#[\]^8M_34
天水市五七扶贫攻坚计划
!"#[`abcdef
!"#ghijT
天水市舞蹈家协会
!"#Jk=
天水市物价局
!"#J%lm34
天水市物资储运公司
!"#J%n34
天水市物资总公司

*&'(+ 天水市永生建筑工程公司
!"#Ð<Ñ8V34
（２１４）
+
*")
!"#Ò89:
（７９）天水市渔业工作站

（３１７）
*#'"+ 天水市玉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ÓÕz{mÖ|}34
*$$%+
（３３５）
*$$&+
（３３２）
*$$&+
（３３２）
*$$&+
（３３２）

!"#ØÙÚÛ()
天水市预算审核中心
!"#ÜÝ
天水市豫剧团
!"#ÞMAT
天水市园艺学会
!"#ß<à¦3§
天水市招生考试办公室

*(' + 天水市针织二厂
!"#áâãZ
（４１）
*
!"#áâäZ
'+%+
（１０５） 天水市针织一厂
*&("+ 天水市政府采购中心
!"#´åæç()
（２４７）
*
!"#´åè×?É§
')&+
（１９２） 天水市政府教育督导室
*&+%+ 天水市职业技术学校
!"#éêNAB
（２０５）
*
'%(+
!"#ë'8V
（１５４） 天水市植保工程
*(' + 天水市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
!"#ëJ'ÀëJ½ì:
（４１）

（２６９）《天水市志》
*&*)+

í!"#îï

*&+,+ 《天水市志通讯》
í!"#îxðï
（２０８）

!"#wxKyz{|}34
天水市羲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 天水市制帽厂
!"#ñZ
（２０７）
*
!"#êN>?=
'%(+
（１５４） 天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 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òóôÇõ
（２４０）

天水市羲通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wx3~]x|}34

*&$)+
（２３９）

!"#ijT
天水市戏剧家协会

*(' +
!"#( =
（４１）天水市中小企业局
*
'*++
!"#()÷:
（１６０） 天水市中心血站

天水市西部扶贫世行贷款项目
!"#opabqrstuv

!"# Y=
天水市乡镇企业管理局

天水市橡胶制品厂
!"#_Z
!"#jT
天水市消费者协会

!"#(ö:
天水市中粱试验站

*'")+ 天水市中医医院
!"#(ÃÃõ
（１７９）
*
&"'+
!"#øù8V
（２７１） 天水市种子工程

!"#jT0_$: （８１）
*,' + 天水市种子公司
!"#øù34
天水市消费者协会农机产品质量投诉站
天水市小麦条锈病菌源地综合治理试验站
!"#SY:
!"#øùY:
天水市种子管理站
 uv
*") + 天水市周易学会
!"#úûAT
建设项目
（７９）
!"#¡¢£A
天水市新华门小学

*$''+ 天水市住房公积金
!"#üª3ý\
（３１１）

!"#¡¢-¤
天水市新华书店
!"#¡¥ ¦3§
天水市新农村建设办公室
!"#¨©ª0«¬|}34
天水市鑫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天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üª3ý\Y()
（３３５）
*"" + 天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üªþÿ =
（７７）
*
&$%+
!"#!""34
（２３５） 天水市自来水公司

!"#®$%34
天水市信托投资公司

*&"$+ 天水市综合执法管理局
!"#S#ÇY=
（２７３）

!"#¯°±T
天水市信用促进会

*'*'+ 天水市总工会
!"#n8T
（１６１）
天水市兴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²³#´8V|}34
*&$++ 天水市作家协会
!"#9ijT
（２３０）
!"#µ¶«¬·rstuvY¦3§
*
&"$+
天水市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管理办公室 （２７３） !"-õ
天水书院
天水市阳光培训工程
!"#¸¹º»8V
*'+"+ 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
!""/'$Í%
（１０７）
!"#¼_½@
*$'"+
!"&'
天水市药品检验所
（３１７）
天水丝毯

天水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¾<¿J'ÀjT
!"#ÁÂ:
天水市液氮站
!"#ÃÄ'Å()
天水市医疗保险中心
!"#ÆÇ#ÈÉÊ¦3§
天水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 天水糖酒副食采购供应站
!"()*+æç,-:
（１２２）
*'+,+ 天水特种电源研究所
!".ø^OP@
（１０８）

*(" + 天水天宝塑业有限责任公司
!"!/0|}34
（４７）
*(* + 于
!"!ªª0«¬34
天水天房房地产开发公司
（４６）

!"# －- ６４２－

*$+,+
（３０８）

*(' +
（４１））
*&&,+
（２２８）
*'+,+
（１０８）
*$+,+
（３０８）
*&(++
（２４０）
*$+,+
（３０８）
*&"$+
（２７３）

*$$'+
（３３１）
*'&&+
（１２２）
*&)*+
（２９６）
*',)+
（１８９）

*',)+
（（１８９）

*&"&+
（２７２）
*&)*+
（２９６）

*$+$+
（３０３）
*'+%+
（１０５）
*") +
（７９）
*$((+
（３４４）
*$(,+
（３４８）

*',)+
（１８９））
*&"'+
（２７１）
*(( +
（４４）
*,& +
（８２）
*'*++
（１６０）
*$'"+
（３１７）
*$')+
（３１９）

*'+%+
（１０５）

*") +
（７９）

*", +
（７８）
*(& +
（４２）
*&'"+
（２１７）

*&'"+
（２１７）
*&'*+
（２１６）
*
&$*+
（２３６）
*&',+
（２１８）
*$) +
（３９）
*(' +）
（４１
*&)*+
（２９６）
*'$(+
（１３４）

*$)++
（３９０）
*&+(+
（２０４）
*'"++
（１７０）
*'",+
（１７８）
*&$%+
（２３５）

!"#$%&
辞目音序索引

天水天光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
!"!#$%&'()*+,

!"u
-!"#.
（１７２）天水县教育局

天水天河源食品有限公司
!"!/012'(+,
天水天锦园林绿化公司
!"!34567+,
天水天靖山化肥厂
!"!897:;

（１８２） 天水县解放
-#%#. 天水县抗日碉堡
!"u
（２３２）

!"!<=>?'(+,
天水天力特种管有限公司
!"!0@A'(+,
天水天源电气有限公司

-&((. 天水县三阳川纺织生产合作社
!"uoa
（１６６）

!"BC@DE;
天水铁路电缆工厂
!"BF;
天水铁塔厂
!"GHIJKLJM
天水通瑞税务师事务
所
!"NOP
天水同乡会
!"QRST
天水土地改革

!"UVV12'(+,
天水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

W!"XYZ
《天水晚报》

!"[\@D]^'(+,
天水万维电缆材料有限公司

!"_`
天水文庙
!"_a
天水文社
W!"_bZ
《天水文学》

!"cd7efghi
天水五交化采购供应站

W!"jkZ
《天水物价》

!"l@mnop'(+,
天水西电长城合金有限公司

天水西联蜂业有限责任公司
!"lqrs'()*+,
!"lt@A'()*+,
天水西星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u
天水县

W!"uYZ
《天水县报》

天水县第八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uvwxyz{|}~P
天水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uvwx{|}~PvP

-!$#.

!"u

-&"'. 天水县民众教育馆
!"u|
（１７９）

-%%%.
（３３３）
-#&%.
（２１３）

-#,'.
（２０９）
-#('.
（２６９）

-#" . 《天水乡土教材稿》
W!"OQ]§Z
（２７）
-%#
!"¨©ª«'()*+,
.
（３２） 天水祥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 W!"¬¦Z
（１８１）《天水小志》

-%)#.
（３４２）

-#"". W!"u¦Z
（２７７）《天水县志》

-%*+. 天水新大陆旅行社
!"®¯¥a
（３５２）
-!('. 天水新华印刷厂
!"°±²;
（１６９）
-%"%.
（３７３）

!"!³´'(+,
天水新天丝毯有限公司

-+'(. 天水新天坛医院
!"!µ¶·
（２９６）
%)$.
W
!"¸Z
（３４８） 《天水新闻》

（２０４）
-+,). 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t¹º»'()*+,
-%)'. 天水兴国毛纺织有限公司
!"¼½¾'(+,
（３４９）
-&",. 天水兴旺种畜禽有限公司
!"¼¿>ÀÁ'(+,
（１７０）
-&&,. 天水兴政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¼ÂÃs'()*+,
（１１０）

（１７１） 天水轩辕纸业有限公司
-&"&.

!"ÄÅÆs'(+,

-#) .
W!"ÇÈZ
（２４
） 《天水宣传》

（３５１） 天水学会
-%*&.

!"bP

-)(#. 《天水学刊》
W!"bÉZ
（４６２）
-)(). 天水杨师傅清真糕点坊有限公司
!"ÊKËÌÍÎÏÐ'(+,
（４６４）

-)(#. 天水有线电视台
!"'å@æé
（４６２）
-)(). 天水裕霖包装有限公司
!"êëìí'(+,
（４６４）
天水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uvxyz{|}~P
)(#.
!"îïEð'()*+,°ñîò
（４６２） 天水元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华易元晟
天水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uvx{|}~PvP （４６３）
-)(%.）原种猪场
ó>ôä
天水县第七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uvxyz{|}~P

天水具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uvx{|}~PvP

!"uvxyz{|}~P
天水县第十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天水县第十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uvxyz{|}~P

（４６３） 天水站

天水县第十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uvxyz{|}~P
天水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uvxyz{|}~P

（４６２）
-)(#. 天水长城弹簧有限公司
!"mnûü'(+,
（４６２）
-)(#. 天水长城电工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mn@Eõöýþ'(+,
天水长城电工开关有限公司
（４６２）
-)(#. 月
!"mn@E÷ø'(+,
-)(%. 天水长城高压电器元件厂
!"mnÿ!@"î#;
（４６３）
-)(#. 天水长城果汁饮料有限公司
!"mnß$%^'(+,
（４６２）
-)(%. 尹
!"mn÷ø;'(+,
天
水长城开关厂有限公司
（４６３）
-#$%. 天水长城控制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mn&¡@"'()*+,
（２８３）

!"uop
天水县合作金库

-%& .
（３１）
-"( .）
（７６

-&"%. 天水县田赋管理处
!"u?
（１７３）
-&($. 天水县物价管制委员会
!"ujk?¡¢£P
（１６８）
-&(). 天水县银行
!"u¤¥
（１６４）

天水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uvxyz{|}~P
-)(#. 天水音乐文艺广播
!"ÑÒ_ÓÔÕ
（４６２）
天水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uvx{|}~PvP （４６３）
-)(%. 天水银桥出租车公司
!"¤Ö×ØÙ+,
天水县第九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uvxyz{|}~P
-)(#. 天水银通出租车分公司
!"¤G×ØÙÚ+,
（４６２）
天水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uvx{|}~PvP （４６４）
-)(). 天水迎宾馆
!"ÛÜ
!"uv xyx{|}~P
-)(#. 天水赢池果蔬批发市场
!"ÝÞßàáâãä
天水县第六届各届人民代表会议
（４６２）
!"uv x{|}~PvP （４６４）
-)(). 天水有线电视传输网络
!"'å@æÈ«çè
天水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天水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uvcxyz{|}~P
天水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uvcx{|}~PvP
!"uvxyz{|}~P
天水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uvx{|}~PvP
天水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
（２９６）

-)(%.

!"i

-)(#. 天水长城成套开关股份公司
!"mnõö÷øùú+,
（４６２）

!"# －- ６４３－

-#$#.
（２８２）
-%)).
（３４４）

-#),.
（２４０）
-%)#.
（３４２）
-)#).
（（４２４）
-&$(.
（１８６）

-&',.
（１９０）

-%#,.
（３２０）

-%*%.
（３５３）
-&(#.
（１６２）
-&$'.
（１８９）
-&&%.
（１１３）
-#%&.
（２３１）
-&$(.
（１８６）
-%)'.
（３４９）

-#" .
（２７）
-%)$.
（３４８））
-&$%.
（１８３）
-%*%.
（３５３）
-#),.
（２４０）
-#%'.
（２３９）
-)#".
（４２７）
-#,,.
（２００）
-%*%.
（３５３）

-%*,.
（（３５０）
-&$".
（１８７）
-&&).
（１１４）
#(,.
（２６０）
-&",.
（１７０））
-&"%.
（１７３）

-&('.
（１６９）

-&($.
（１６８）
-&"&.
（１７１）
-&$&.
（１８１）
-&(".
（１６７）
-&($.
（１６８）

!"#$%
天水大辞典

天水长城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天水长洪变压器厂
!"#01234
天水长开互感器制造有限公司
!"67893:;*+,!"=
天水镇
!">?@A4
天水纸箱工艺厂

B!"CDE
《天水指南》

!"FG"H*+IJ,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天水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
!"FKLMNOP*+,!"FQ!@:;*+IJ,天水中铁天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FRSTU
天水中心地震台
V!"FWX
《天水中医》
!"YZ[\*+IJ,天水众兴菌业有限责任公司
!"]L^:_@A
天水猪油盒制作工艺

!"`a
天水竹雕
!"bc
天水专区

天水专区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
!"bcdefghijkl
天水专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工业
!"bcmnopqrsCtu@\
vwx
建设组
!"bc@y\rsdz{Ctu
天水专区工农业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bch|}~de
天水专区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
!"bch|}~d
天水专区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
!"bch|}~
天水专区国民经济调整
!"bc&q
天水专区球类、田径运动会
!"bcbp,
天水专区专员公署
!"b@&x
天水专署工商劳动组
!"b@\
天水专署工业交通局

天水专署工业局
!"b@\
天水专署冶金第一工业局
!"bdz@\
!"*+,天水梓裕热力有限公司

! １５
'& 
天选
号
! ３５
,& 
天选
号
! ３９
,$ 
天选
号
! ６
.
天亚
号
!
天爷梁

!L 0 .(0(1&1*1!1!5
天油２号（８２８－５－４－１－１）

!L * .$.*1!1!5
天油４号（９６４－１－１）
!L &号（９８６－２－１）
.$(.101!5
天油５
!L " .$(&05
天油７号（９８５２）

!¡¢£¤<¥5¡¦§¨
＂天玉＂牌甜（糯）玉米罐头

!¡ !１号

天玉
!©ª
天主教

.!"!/ 田树桢
（１７１）
日´µ
!"!5
.
¤¶
（１７１） 甜醅
<!#$5
（１６９）
.%&'5
（４５１）

<!("5
（１８７）

23!4
ｔｉａｏ
·¸¸
跳佛佛

<*'*/
（４１４）

<)*+/ 跳枯井
·¹º
（３４２）
.!",5
（１７３）

<*',/
（４１３）
235
ｔｉｅ

<-,(5
（２３８）

.,("5
（３８７）
.*/'5
（４０１）

<!.&5 贴金彩绘屏风石棺床
（１６５）
ｊ»¼½¾¿KÀÁ
<-/ 5 铁匠
QÂ
（２０）

.,*$5
QÃ
（３４９）
铁矿
.!(05
QÄ
（１８２）
铁笼山

<,$'5
QÅÆ
（３９１）
铁炉村
<,$"5
（３９７）
<0& 5
（２５）

<0.&/
ÇÈ
（２６５）
停灵
<'&(5
（１５８）

.'& 5
（１５）
.& 5
（５）

ｔｉｎｇ

ｔｏｎｇ

.'- 5
（１２）
.,&'5
（３５１）
<,(.5
（３８６）

<0.0/
ÎÃ
（２６２）
铜矿

<,0(/ 统计资料
)ÐÑ
（３２８）
<*,
/
（４３）
<'&(/
（１５８）
<'&(/
（１５８）

<'& 5
（１５）
<-.(5
（２６８）

ｔｏｕｎ
248

ÒÓ
透辉

<'& 5）
（１５
28
ｔｕ

<'&(/
（１５８）

<0,(/
ÔÕÖ×ØÙ
（２３８）突厥兵扰秦州
<$,
/
ÚÛ
（９３）屠各

<.& 5
（（６５）

<$, / 土地改革前土地出租
ÜSÝmÞÜSßà
（９３）
<$,
/
ÜSáâ
（９３） 土地流转
<$. / 土门村
ÜãÆ
（９６）
.& 5
Üãä
（５）土门乡

.$. 5 土壤植被
Üåæç
（９６）
.$. 5
èé
（９６）
吐蕃

èéêëìí
（９６）吐蕃侵据陇右
.$. 5
（９６）

<$& 5 退耕还林工程
îïðñ@ò
（９５）

（４３２） 《蜕庵六十六岁追述自叙》

²³
田骏丰

<&""/
（５７７）

<(" /
（８７）
<($ /
（８９）
<&,-/
（５３２）
<&,'/
（５３１）
<' /
（１）

283
ｔｕｉ

<!$(5
（１９８）

<* 5
（４）
<,, /
（３３）

<*9/5
（４３０）

<*,//
（４３０）
<.& /
（６５）

.$. 5

<*,05

.*7'5
（４１１）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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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ËÌÍE
（２６１）
<
0.0/
ÎÏ
（２６２） 铜鼎

<'&(/
（１５８）

.**$5
（４４９）

236!

<*, 5 通关河
ÉÊ
（４３）

!«¬
天子坪山
®¯°_±
田家庄合作社
®¯y\±
田家庄农业社

<&.$/
（５６９）

<*/./
（４０６）

Bóôõöõ÷øù%úX

<(( /）
（（８８

1 !"" 1
－６４４－

<'-"/
（１２７）
<,*-/
（３４２）

!"#$%&
辞目音序索引

$"("%
（５６５）

S
王羌特

王权

!

S
王仁恭
SY
王汝翼

ｗａ
!!

娲皇村

&'()*
蛙纹彩陶钵
+,-./0
瓦泉秦汉墓群

ｗａｎ

=>?@ABCDE
万亩胡萝卜生产基地

ｗａｎｇ
!!,!

HI7
汪川河
HIJ
汪川镇
HKL
汪剑平
HMNO
汪氏民居
HP#
汪团村
HQR
汪惟永
STU
王秉钩

王承舜
SXY
王凤翼
SZ[\]^._
王国、马腾攻汉阳
S`a
王海涵
S7#
王河村
S7b
王河乡
SVW

王化兴
Sef
王继业
Scd

王家大山
Sg3jk
王家窑遗址
Sglm/n
王家阴洼墓葬
Sglmjk
王家阴洼遗址
Sghi

Sgo#
王家庄村
Sp
王嘉

Sqrstuvw
王进宝击败反清军

王了望
Sxy

Sz{|}~
王令猥造像碑

王铺村
S
王铺梁
Sb
王铺乡
S#

$")'%
（５９３）
$"('%
（５６３）
$'%+%
（３８０）

S
王恕

$")"%
（５９５）
$"-#%
（５７１）
$(+(%
（６０６）
$(+&%
（６０４）

$*&)% 王廷杰
（２４９）
王S

!!,

HI#
注汪川村

$"(%%
（５６８）

S/
$'()% 王司徒墓志
（３６９）

+3456789:;
瓦窑坡罗峪河人行便桥

万寿宫

S
王尚概

$$%&%
（３８４）

+12
瓦亭道

=FG

$"")%
（５５９）
$"-%%
（５７８）

S
$"#"% 王树亚
（５１５）

!"#

+<#
瓦寨村

$"()%
（５６９）

S

S
$*"(% 王维
（２５６）

S
$"'+% 王文华
（５３０）
S
王无怠

S
王新潮
Sz
$&"%% 王新令
（４５８）

$")&%
（５９４）
$")*%
（５９２）

$"#%%
（５１８）

S3b
（３７４） 王窑乡
$'-&%

Sb
王尹乡

$"#)%
（５１９）

$(+-%
（６０７）
$"%-%
（５８７））
$''#%
（３３１）

S
王毓贵
S
$&"&% 王治岐
（４５４）
S ¡
$#& % 王仲舒评剧社
（１４）

S¢£
$&"&%
（４５４）
王子云

y¤¥
$"%*%
（５８２）
望垣县
y¤¦§
$'-(%
（３７６）
望垣之战
$&"(%
（（４５６）
$"('%
（５６３）

（５８５）

ª«¬®¯°±
微波干燥灭菌设备

²N³
$"%-% 为民路
（５８７）

´µ¢
$") % 围肚子
（５９）
´¶
$"-'%
（５７３）
围和尚
·¸
$"''%
（５３３）
隗嚣

$"'*% 隗嚣割据陇右
（５３２）
Ｅ·¸¹º»¼
½¾¿³
$"(-% 渭滨北路
（５６７）
½¾À³
$"%&% 渭滨南路
（５８４）

Á½¾ÂÃÄ
$* % 《渭滨吟草》
（２）

$'(*%
（３６２）渭川道
½I2

½I2Å
$'(-%
（３６７）渭川道署

½I9ÆÇÅ
$'(#%
（３６１）渭川行政公署

½I9ÆÈ
$&-'%
（４７３）渭川行政区
½7
""-%
$
（５５７） 滑河
½77É
$(% % 渭河河堤
（６８）
½ÀÊ¢
$
"("%
（５６５） 渭南柿子

½ÀËÌÍÎ
$'%*% 渭南天主教堂
（３８２）

½ÀJ
$"#%%
（５１８）渭南镇
½ÏÐÑ2
$& % 渭水陈仓道
（４）
$"#%%
（５１８）

ｗｅｉ

$") %
（５９）

!./

$"))% 威远寨
（５９９）
废¨©<
$"%"%

$")#%
（５９１）

$*' %
（２３）

½ÏgÒÓÔÕÈ
渭水家园住宅小区

1 "#$ 1－
－６４５

$*" %
（２５）
$0)(%
（（１９６）
$***%
２２）

$&+(%
（４０６）
$&#'%
（４１３）

$""*%
（５５２）
$"- %）
（５７
$**'%
（２２３）

$**'%
（２２３）
$'&)%
（３４９）
$*" %
（２５）
$&' %）
（４３
$&' %
（４３）

$*" %
（２５）
$) %
（９
）
$#&"%
（１４５）

$&-%%
（４７８）
$&'%%
（４３８）
$&-#%
（４７１））

$*"+%
（２５０）
$**(%
（２２６）

!"#$%
天水大辞典

!"#$%
渭水峪遗址
!()
渭滩站

M
&!"#' 吴廷扬
（３５７）与

渭峡吊桥

（２５７） 吴砦城址

&$%&* 吴西川
+l
（２６０）
-'#(* 吴岳

（４７１）

!+,
滑西村

-$"#*

!./0

123
魏店乡
145
魏鸿发
16,
魏南村

-")*'
,
（５１８）
吴砦村

-"*)'
/0
（５８１）
吴砦吊桥

&")**
D
（５１８）吴砦隍庙

1789:;
魏氏骨伤医院

1<=
魏学文

ｗｅｎ
,-.

&!$+* 梧林苑小区
I
（３２０）
&%&!* 五里铺藉河大桥
¡¢£¤¥n0
（６０３）
¡{¦
五龙路

五龙乡
¡{3

¡§¨
-"$**
（５２８）
五女梁

>?,
温沟村
>@,
温集村
>AB$%
温家窑遗址
>C,
温泉村

¡©[ª
-'#!*
（４７３）
五屏山隘
¡«¬
-!%+*
（３６０）
五阳观
¡3
-'/+*
（４９０）
五营乡

>C,
温泉村
>CDE
温泉庙碑
>C"FG
温泉水化台

¡®¡
-"$/*
（５２９）五月五
¯n°±²U
-!*)* 武大定攻略秦州
（３８１）
¯A¥,
-$+ ' 武家河村
（２０）
¯A¥3
-'/+'
（４９０）
武家河乡
¯³´
-)$''
（１２４）
武克雄

>C3
温泉乡

>CHIJKL
温泉园林管理所

温延廷杰

&"*!* µ¯[¶·
（５８３）《武山报》

>MN

=OP
文得权
=QR
文冠果
=ST
文盈关
=U
文州

%

ｗｏ
,0

¯[n¸
&"/**
（５９８）
武山大米
¯[¹º»
&)!+*
（１３０）武山翻子拳
¯[¼½¾¿À
&
$"!*
（２５３） 武山服装鞋帽厂
¯[ÁÂ
&$' * 武山韭菜
（２４）
µ¯[ÃÄÅÆ·
《武山旧志丛编》
¯[ÇCÈÉ;
武山矿泉疗养院

窝驼村

¯[ÊÆ
&'"+*
（４５０）
武山柳编

XZ[\I]H
卧牛山森林公园

¯[ÔÕÖÀ
&'$$* 武山毛纺织厂
（４２２）
¯[×Ø
武山木雕

VW,

XYT
卧马关

¯[ËÌÍÎÏÐÑÒ]Ó
&$"$* 武山绿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２５２）

ｗｕ
,1

５·１２＂地震天水市抗震救灾
"^)$_`ab"cdaef
"^)$g`ab"cfhij
５·１２＂地震天水市灾后重建
"^)$gklmn`a
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

５０"+吨高温低频拉压疲劳试验机
op>qrstuvwxy

乌龙头大卤面
z{|n}~


污染物总量控制

无霜期

无土栽培

吴棣芬
4
吴鸿宾
4
吴鸿业


!
吴璘鏖战陇右

!U
吴璘收复秦州城

µ¯[ÙÚ·
《武山史话》

¯["ÛÜDÝ
（５５）
-"" ' 武山水帘洞庙会
¯["Þ ßàá
（５６）
-"% * 武山水磨制作技艺
¯[>Câã,
-)% ' 武山温泉度假村
（１６）
¯[äåæç
-$/!'
（２９３）武山县北顺渠
¯[äTèéêëÀ
&
'+"*
（４０５） 武山县城关日用器具厂
¯[äT<
&$'!*
（２４３）武山县城关小学
¯[ä!¥0
#
*
&
（ ７ ） 武山县城渭河桥
¯[äìíîïð5ìñòóô
&)+'* 武山县畜牧扶贫开发畜禽良种场
（１０４）
¯[äõö÷
"#'*
（５７４） 武山县档案馆
¯[äøAù"úûüýþ
-"/+* 武山县邓家堡水土保持示范点
（５９０）

-"%**
（（５６８）

-"#+*
（５７０）
-%++*
（６００）

-!%'*
（３６４）

-'#!*
（４７３）
-$"/*
（２５９）
-!#"*
（３７５）
-$$%*
（２２６）

-$""*
（２５５）

-$$$*
（２２２）

-'#'*
（４７４）
-! *
（３
）
$")*
（２５１）

-'!%*
（（４３６）
-")%*
（５１６）
-'+**
（４０８）
-%* *
（（６８）

-"+!*
（（５０３））
-"+!*
（（５０３）

-"//*
（５９９）
-!")*
（３５１））
-'/)*
（４９１）
-!//*
（３９９）
-)/)'
（（１９１）
-'/+'
（４９０）
-!'#'
（３４７）

-!$)'
（３２１）
-!/*'
（３９８）

&)*$*
（１８２）
&)/+*
（１９０）
&!/#*
（３９７）
&!'!*
（３４３）
&!*/*
（３８９）
-!/$*
（３９２）
-'$$*
（４２２）

-)!#*
（１３７）
-)/'*
（１９４）
-!)$*
（３１２）

-$"#*
（２５７）
-))$*
（１１２）

-!!**
（３３８）
-)'#'
（１４７）

¯[äÿ!"#$%&nÝÿ'(Ý)
（５９１）
-"/)* 武山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
（４８２）

¯[äÿ*(+,%&Ý)
（６７
-%# *） 武山县第二次党员代表会议

-'*+'
（４８０）

-'*$'
¯[äÿ*"#$%&nÝÿ'(Ý) （４８２）
（６６）
-%% * 武山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2 !"! 2－
－６４６

!"#$%&
辞目音序索引

武山县第二中学
!"#¡¢PdJ
!"#$%&'
(!"#) 武山县盘古养鱼小区
（３０９）
武山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01$2314 （４８２）
($%&5 武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
!"#,-./01£¤1
武山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6+,-./01$2314 （４８２）
7$%&5 武山县人民医院
!"#,-¥¦
武山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8+,-./01$2314 （４８２）
($%&5 武山县人民政府
!"#,-§¨
义
武山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9+,-./01$2314 （４８２）
($%&5 武山县食品加工厂
!"#©ª«\A
武山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01$2314 （４８３）
($%!5 武山县水帘洞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Y¬Y®klmnop
!"#$:+,-./01$2314 （４８２）
($%&5 武山县苏维埃政府
!"#¯°±§¨
武山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武山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9+,-./01$2314 （４８３）
($%!5

!"#¯°±§¨
武山县苏维埃政府

武山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01$2314 （４８３）
($%!5 武山县特殊教育学校
!"#²³'´
武山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01$2314 （４８３）
($%!5 武山县天成养猪场
!"#µ¶PQR
武山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2+,-./01$2314 （４８３）
($%!5
!"#·¸
ｉ） 武山县图书馆
武山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01$2314 （４８２）
($%&5 武山县万头良种仔猪繁育场
!"#¹º»Q¼R
武山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
!"#$23=>./14
7$%"5 武山县益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½-©ªklmnop
（４８０）
!"#$2?@A
7'()5
!"#¾¿
武山县第一建材厂
（１７５）
武山县银行
武山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2+,-./01$2314 （４８１）
7$%*5 武山县源丰粮油工商有限责任公司
!"#ÀÁÂÃ\Äklmnop
!"#$2&'
武山县第一中学

武山县东旱坪农业示范园区
!"#BCDEFGHIJ

武山县东梁渠
!"#BKL
!"#BML
武山县东顺渠
!"#NOPQR
武山县福祥养猪场

!"#ST
武山县概况

7!+%5 武山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ÅF&ÆÇF'´
（３０８）

7%, )
È!"#É
（８６
） 《武山县志》

!"#ghijklmnop
武山县均力塑料有限责任公司

7!& 5 ＂武术之乡＂——甘谷县
×
!`Ø}ÙÚÚ
ÚÛÜ#
（３２）
7
*%()
Ý
!`Ø}ÙÚÚ
Ú!"#
（１８７） ＂武术之乡＂——武山县
7*&!) 物价监督员制度
Þßàá>âã
（１２３）

武山县刘川养殖小区
!"#uvPwdJ
武山县龙泉柳编厂
!"#xyz{A
!"#x|}~YYPwR
武山县龙台乡金水湾冷水鱼养殖场
!"#R PwR
武山县陇原场鑫宇养殖场
!"#
武山县洛门缝纫生产合作社
!"#R
武山县洛门良种场
!"#EFGHIJ
武山县洛门农业示范园区

7*%")
（１８０）
7**$)
（１１４）
7*#*)
（１９１）
(**&5 ＸＹ－４
-./$ 型钻机
äåæ
（１１２）
(**&5
（１１２）
(*#*5
（１９１）

ｘ

(!*&5 《西部歌声》
（３１２）
（ÈçùÎúû
(
*&!5
çüW
（１２３）
西城村
(*)&5 西城遗址
（１５２）
ｉçüýþ
(
*%$5
çvýþ
（１８４）西川遗址

/ "#$ /－
－６４７

(&#"5
（２９０）

01

!"#&d'
武山县洛门中心小学
!"#rR
武山县马河林场
!"#hEWXYZ[\]
武山县马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A
武山县面粉厂

!"#E A
武山县农药厂

7*%$)
（１８４）
7!"$)
（３０４）
(!$(5
（３４７）

!
Ｘ

çîïðæñA
西北探矿机械厂

(!!!5
çv
（３３３）
西川镇
7*$"5 西德黄杂种牛
çÿ!"#
（１４０）
7*&!5 西关村
ç$W *１
（１２３）
7*%"5
ç$W &
（１８０）
西关村２

7&%&)
（２８２）

(&("5
（（２７０）

(*%$5 西北银行天水办事处
（１８４）
ｉçî¾¿µYòóô
（１１２）
(**&5 西北永新天虹化工有限公司
çîõöµ÷ø\klop

!"#-
武山县民众教育馆
!"#J
武山县南河灌区
!"#"rR
武山县南山林场

7*%$5
（１８４）

(!#(5
（３９７）
(!&#5
（３２９）
7!&#)
（３２９）

!"#PQR
武山县洛门志远养猪场

!"#~vYA
武山县洛门镇金川水烟厂

7!"$5
（３０４）
7**&5
（１１２）
7!!(5
（３３７）
7**&5
（１１２）

(*%(5
（１８７）

(%! 5 西班牙辣椒生产基地
çèéêëìí
（８３）
(%, 5）
（８６

7*%$5
（１８４）

7*()5
（１７５）
7&# 5
（２９）
7$(#5
（４７９）

($")5）
（４０５
(!#(5
（（３９７）

7**$5
!"ÖÓ
（１１４）
武山砖雕

!"#stA
武山县磷肥厂

7$(#5
（４７９）

($""5
（４００））

(**&5
!"ÍÎ
（１１２）
武山秧歌

!"#abcPQdJ
武山县黑池殿养猪小区

武山县君山林场
!"#q"rR

7!&*5
（３２１）

(!#&5
（３９２）

!"#\^_`A
武山县工艺美术厂
!"#ef
武山县解放

7$(#5
（４７９）

(!&*5
（３２１）

7*!() 武山县中医院
!"#&¥¦
（１３７）
7*!%) 武山旋鼓舞
!"ÊËÌ
（１３８）
($(#5 武山油圈圈
!"ÃÏÏ
（４７９）
(
!"ÐÑÒÓ
*)*5
（１５１） 武山鸳鸯玉雕
7*#"5 武山造纸厂
!"ÔÕA
（１９０）

!"#UVEWXYZ[\]
武山县高楼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7**)5
（１５）

($)%5
（４５８）
(*,,5
（１６６）
(&(#5
（２７９）
(*(%5
（１７８）

7!$%)
（３４８）
7)"*)
（５０１）
(!,!5
（３６３）
(!,!5
（３６３）
()*$5
（５１４）
(**(5
（１１７）

()$&5
（５４２）
()$!5
（５４３）

!"#$%
天水大辞典

%!!"&
（４４７）

!"#$
西关街道

+,!.
ｘｉａｏ

%#! &
（１４）

!'(
西汉水
!')*+,-.
西汉元帝年间地震

%#$ & 肖特基二极管
}~
（１５）

西旱坪遗址

%%$"&

（３５７）
骁锐军

!/012

!34
西环路
!56
西街村
!56
西街村

%&&%&
N
（２２３）
小白花

%!'$&
NO6
（４８５）
小河村
%$((&
NkI
（５０Ｏ）
小陇山隘
%%$#& 小陇山林业科学研究所
NkI
（３５１）

7!89:;
《西京目报》
!<6
西门村

%$!%& 小陇山森林公园
NkI
（５４３）
%##)& 小麦膜侧沟播
N
（１１６）

!<=>?
西门塔尔牛

!0@
西坪乡

%$(#& 小麦条锈病流行规律及防治方法研究
N ¡¢£
（５０１）

!ABCD
西秦鸿盛社

西秦掠秦州

（６２） 小神仙梁
%&%"&
N«6
（２３７）
小杨村
%&& &
N¬12
（２２）小原遗址

%%)%&
（３６３）

%)& &

N¤o¥

西山坪遗址
!JK(L西十里水源地
!M
西县
!NO
西小河
!I012

%## &
（１１）

锡光

%$$&&
（５５２）
%!()&
®¯6
（４０６）谢家湾村
%&#*&
®¯@
（２１９）谢家湾乡

PQ

RS
膝裤
TUV$
羲皇大道
WX
洗三

+,/
ｘｉｅ
%$(%&
（５０３）
%$(%&
（５０３）
%$'%&
（５８３）

%!(*&
°±
（４０９）谢绍安
+,!
ｘｉａ

YZ[\12
下城子古遗址

+,ｘｉｎ
%%$'&
²V6
（３５８）
辛大村
$(&&
%
³Z6
（５０２）新城村
%%)'&
³Z@
（３６８）新城乡

下街村
Y]^_
下康墓群
Y`6
下曲村
Y`ab
下曲葡萄
Y56

（４６７）新华路
%!)"&

³´4

%!")& 7³µ¶·¸;
（４７６）《新疆交涉志》
%!!*& 新疆细毛羊
³µ¹º¨
（４４９）

Yc[6
下寨子村
defEg(
夏兵劫掠清水
dhijGkl
夏侯渊攻取陇右

%)& & 新农村建设
³»6¼½
（６２）
%$* & 新声社
³¾D
（５９）
%$)!& 7³¿À;
（５６４）《新时代》

dmn
夏景和

³Á»6ÂÃÄÅ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ｘｉａｎ
opqmr
仙人崖景区

³ÆM
新兴县
%!#'&
³ÆÇ
（４１８）
新兴镇

仙人崖石窟
uv
鲜卑

（３７９） 新阳工农吊桥

opqst

%%"*&

³|È»ÉÊ

%!%(&
³|ËÌ
（４３０）
新阳红杏

显亲河
wxM
显亲县

%## &
³|4
（１１）新阳路

wxO

%&% & 新阳农民运动
³|»ÍÎÏ
（２３）
%
&$(&
³|M
（２５０） 新阳县

现子关
y[z

ｘｉａｎｇ
+,!-!

{|6
向阳村

%##'&
（１１８）
%#%!&
（１３４）
%$!$&
（５４５）

%)% &
N¦§¨
（６３）小尾寒羊
%
%$$&
N©ª
（３５５）小熊猫

!AGH!
西秦取上邦

%&'*&
（２８９）

%!(*&
（４０９）
%! &
（４）

%%%(&
N+
（３３０）
小年

!AEAF

%#*$&
（１９５）
%"& &
（７２）
%*# &
（９１）
%$!)&
（５４６）
%&$#&
（２５１）
%&'!&
（２８４）
%!&(&
（（４２０）
%#(#&
（１０１）

%!)"&
（４６７）

³|Ç
新阳镇
ÐÑÂÃD
信用合作社

!"# 0
－0 ６４８－

%!$)&
（４５６）
%$%$&
（５３５）
%$%$&
（５３５）
%&#*&
（２１９）
%%!&&
（３４２）

%##'&
（１１８）
%#("&
（１０７）
%%%(&
（３３０）

%%!'&
（３４８）
%%&!&
（３２４）
%&% &
（２３）
%!**&
（４９９）
%&$'&
（２５８）
%!""&
（４７７）

%&&&&
（２２２）
%&" &
（２７）
%&% &）
（２３
%!"&&
（４７２）
%&'%&
（２８３）

!"#$%&
辞目音序索引

ｘｉｎｇ
!"#!

!
"#$%&'()
＂星火＂牌数控车床

邢华
,./
邢泉村
01/
兴丰村
0123
兴丰汉墓

6
*'$)+ 演法寺
（５１３）
vw
*'*++ 月
（５２０）
雁掌坪遗址

/
*,-.+
（３６８）
燕家村

*'/%+
（５１９）
燕家韭菜
*,-%+
（３６９）
*'$,+
（５１３）
****+ 阳光饭店
（２２２）
阳

兴丰乡
056789
兴国寺般若殿
05:
兴国镇
0;<
兴陇路
0=/
兴仁村
>?

ｘｕ
!0

徐苌和
CDE

ｘｕａｎ

NOPQ
轩辕黄帝

ｘｕｅ

薛夏

defghif
学正署、训导署

ＹＮ３０ａ型手持式内燃凿岩机
23,+4 jklmnopqr

*,-*+
（３６２）
*'.,+
（５８３）

*'',+
（５５３）
*-+(+
（６０７）
*'$%+
（５１９）
*&%++
（４９０）

杨公奇


/
杨何村
/
*'.&+
（５８４）
杨河村

（４８９）
*&.%+

*,'%+
（３５９）
*'(.+
（５７８）

{ vw
*,&-+
（３４６）杨集寨遗址
¡¢
杨继昌

*,-.+
（３６８）

£¤3
杨家沟唐墓
23
*''++
（５５０）
杨家坪汉墓

*,-(+
（３６７）
*,-++
（３６０）

6/
*,.&+
（３８４）
杨家寺村
64
杨家寺乡

*&''+
（（４５５）
*&''+
（４５５）
*,-++
（３６０）

vw
杨家湾遗址

*,((+
（３７７）
*''&+
（５５４）

³´µ¶·c
**%++ 杨文广抗击西夏
（２９０）
¸¹
杨于果

5!

ｙａｎ

*'-&+
（５６４）
*-, +
（６３）
*'(*+
（５７２）

¯°
杨润身
±²
杨廷栋

ｙ

*,-*+
（３６２）

5!#

º»¼½
养老保险

¾D
姚苌

（４５１） 姚汝崇

闫集村
|}4
沿安乡

¾ÅÆ3
*&.%+
（４８９）
姚弋仲墓

*&'6+

ｙａｏ

*'-(+
（５６７）
*-- +
（６
）
*'-(+
（５６）
+
（*&(
４７）

5!8

烟铺村

盐官骡

**& +
（２４）

K
阳廉县
vw
阳坪遗址

*
&,++
（４３０ 杨承德

*, +
（３）杨阜

!

~?

*&*'+
（４２５）
***'+
（２２５）

§
*''&+
（５５４）
杨轲
¨©
**%-+
（２９６）杨名显
ª«¬®!
杨难当兵败上邦

]c

z{/

5!#!

¥¦
*-& +
（６４）杨家宅子

]^_`ab
薛举建都天水

xy/vw
烟铺村遗址

ｙａｎｇ

vw
*&&++
（４４０）杨家坪遗址

!01

xy/

*,-*+
（３６２）
*'+++
（５０）
*'+'+
（５０５）

4
*'%-+
（５９６）杨河乡

!0!#

stuvw
崖背里遗址

*,(&+
（３７４）


*&(++ 阳光花苑小区
（４７０）

!"0
ｘｉｕ

RSTUV
宣化岗拱北
WXYZ[\
旋涡纹彩陶瓮

*'((+
（５７７）
*-- +
（６６）

*'%(+

014

C5F
徐国珍
G
HIJKLM
《续伏羌县志》

*'&(+
（５４７）

 
（５９７）剡家湾之战

,-

休官
@AB
秀金山

*'&(+
（５４７）

/
阎家村
4
阎家乡
1
*$%&+ 阎同丰
（１９４）

¾¿À

¾ÁÂÃÄ
*,'%+ 姚硕德平秦州
（３５９）
¾ÅÆ
*&'&+
（４５４）
姚弋仲
¾Ç/
*6*7+
（１２Ｏ）
姚庄村

9 "#$ 9－
－６４９

*'''+
（５５５）

*'%-+
（５９６）
*-* +
（６２）
*'''+
（５５５）
*,-.+
（３６８）
*&%%+
（（４９９）

!"#$%
天水大辞典

窑洞

（４０６） 瀛池大桥
&$%&*

()

(+
窑匠
-./0
药材种植
1234
耀紫岭隘

,(21*
（４１０）

&!"#'
¡¢
（２５７）
迎亲

!"#$%
姚庄渭河桥

£¤¥%

,$%'* 应力波法测试凿岩机冲击能量研究
¦§¨©ª«¬\®¯°±²³
（４０２）

,3&#*
（３６７）

,("#*
´µC¶·
（４５７）
映南村汉墓

ｙｅ

,)"&*
（２５６）
,).2*
（２９１）
,)".*
（２５９）

,)"*'
¸¹º»
（２５３）
硬崖隧道

ｙｏｎｇ

+,

+54!

56 １３
-* 7
掖单
号
89:;
治坊城址

&.- * 《雍音》
¼½¾
（９１）

（３６５）
月¿PÀÁMÂÃÄ
&*&"* 永利银行天水办事处

,3(1*
（（３４０）
,)/3*
（２８３

治坊寨
>?@
野牛关
ABC
叶堡村

（２５） 永宁寨

,)( *
（２４）

89<
治坊县

&)" *

¿mÈ

,"-#* 永清镇苏山砖雕彩绘墓
¿mÈÉ!ÊËÌÍ·
（５１７）

（５８７） 永庆路
,"/#'

¿ÎÏ

,*/-'
（３８１）

ｙｉ
-)-KLMNOPQRS
１２１＂雨水集蓄利用工程
-)*&&KTUVW
１２３６６＂服务热线
-#1% 毫米热连轧机电控装置
XYVZ[\]^_`
１７００
abc
一年纸
defg
伊莎褐鸡

dhij
伊斯兰教

dklmnopqrstuv
伊味思清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乙弗氏

义仓

ｙｏｕ

Ø"
,)#.'
（２７９）
油饦
ÚÛÜ
&).)*
（２９２）
友谊宾馆
&(23*
（４１３）
&22.*
（１１９）
&(*)* 余家峡村
（４３２）
东ÝÞßC
,2/"*
àáâ
（１８５）
鱼化石

ｙｕ

义勇

（５５９） 榆木川遗址
ãäÇ;

&*"2*
ãåD
（３５１）
榆盘乡

}~#
《亦渭校友季刊》


ｙｉｎ
+04

&*()* 《虞地辨同录》
¼éêëìí
（３４２）
îï ３* 7ðñ
宇航
号番茄

îòóôõö÷øù
宇文泰讨伐侯莫陈悦

úû
&2).*
（１２９）
玉铲

&"&)*
úiC
（５６２）
玉兰村

&"2.* 玉米地膜覆盖栽培技术
úYêüýþÿE!"
（５１９）

尹夫人


,""#* 玉米全膜双垄沟播技术
úYü#$%&!"
（５５７）



（５６０） 玉米一膜两用技术

尹守贞

尹纬


印花碗

ｙｉｎｇ
+04!


英粒子

,*/*'
（３８３）
,*&*'
（３６３）

,(//'
（（４８８）
,(.-'
（（４９１）
,(//'
（（４８８）
,*()'
（３４２）

,.. '
（９９）
,&( '
（（６４）
,*/"'
（３８５）
,(&/'
（４６８）
&-1)*
（１０２）

&-1)*
（１０２）

45Ï
,.1 *
（９０）育才路

&))-*
（２２１）

,""1*
ú(Æ)*
（５５０）
玉泉观广场
,2(.* 玉泉观上九朝观
ú(Æ+,-Æ
（１４９）

M
饮水安全项目

,(#)'
（４７２）

,2((*
ú(È
（１４４）
玉泉镇

úYaü'Q!"

,""&*
ú(Æ
（５５６）
玉泉观

尹喜
RS
引洮工程

,(1"*
（４０５）
,()#*
（４２７）

&-1-*
（１０１）
&*#1*
（３７０）
&
))(*
（２２４）
&*/.*
（３８９）
&("1*
（（４５０）

,"&1*



,)/-*
（２８１）

+6

,#) * 榆盘马铃薯
ãåæçè
（７２）

z|

,3&&*
（３６６）
,)))*
（２２２）

,-).*
（１２９）

（１４３） 油松
ØÙ

,)1.*
ãåC
（２０９）
榆盘村

z{

,")/*
（５２８）

+56

邮政储金汇业局天水分局
ÐÑÒÓÔÕÖÁM×Ö
,-(*'

,"".*

wxy


银杏

尹崇珂
C
尹川村

,3"/*
（３５８）

（５１７） 永清镇
,"-#*

+0

《易冀贯界》

¿Å=

,)"-*
¿mBÇ;
（２５１）
永清堡遗址

ABD
叶堡乡
AEF
叶培忠
GHIJ
夜明寺碑

}

,(3#*
（４３７）

&)" * 永宁观
¿ÅÆ
（２５）

89=

,3/#* ¼ú./v012
（３８７）《玉树土司调查纪》
ú3J
玉阳碑
ú3Æ
玉阳观

7 !"# 7－
－６５０

&*()*
（３４２））
&*/1*
（３８０）
&(*"*
（４３５）

辞目音序索引
!"#$%&
!"#
峪口村
(
&'
豫玉 ##２２号

$!"!%
（４７４）

ｙｕａｎ
&'!(

)*#
鸳鸯村

)*+,-.
鸳鸯广济大桥

鸳鸯玉
)*'

)*1
鸳鸯镇
234.
元龙吊桥
2356
元龙花椒
237
元龙站
231
元龙镇
289
元宵节
:;<=>?@
袁宗第攻据陇右

mno
张邦彦

张保英
$!)*% 张堡村
mr#
（４８６）

muv5}
张家川花儿

$#*,% 张家川回族口弦
muv~"
（２６０）
$!",% 张家川回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muv~< _-
（４７０）
$!,"% 第一次会议
<]
（４０７）

$+$"%
（５９７）

$*,#%
（６０２）
$+!+%
（５４５）
$+"*%
（５７６）

$+$*%
（５９６）
$-+#%
（３５２）
$+!$%
（５４９）

$-*+%
（３６５）

$-$+%
（（３９５）
$-$*%
（（３９６）
$+!,%
（５４０）

（６８） 张家川回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５３９）
$#$"%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档案馆
muv~
$--)%
（２９７）
（３３８）
$*) %

muv~_ $+-$%

$+$)%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第二人民医院
muv~<\D
（５９８）
$+-%%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第二幼儿园
muv~<\}
（５３１）

ｙｕｅ
&'.

月季
OP

QRS
岳跻山

（
）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第二中学
$ *６ %
muv~<\L
$+-%%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
muv~<D
（５３１）
$-!,%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muv~<L
（３４０）
muv~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概况
muv~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体育场
muv~C
$
%#$%
（１２９）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图书馆
muv~}
$+))%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幼儿园
（５８８）

muv~h
*,#%
$
（６０２）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志》

QT;

muv~D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中医院

ｙｎｎ
&'(

UV
云量
US#
云山村
USH
ｚ云山梁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Jmuv~h
muv ¡¢£¤¥¦§¨
$"
（
７ %） 张家川建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muv©ªh
$+%$% 《张家川史话》
（５１９）
muv«z{|
% 张家川西城遗址
$- ）
（３

云山乡
USI

ｚ

UWS
云雾山

muv¬®¯°
（５１９）
$+%$% 张家川县阿阳皮毛厂
muv±²³´
$ #２ %
（
） 张家川县白石嘴牧场
muvµ¶·
张家川县畜禽市场

/01% XYZ[\]^_
ＺＴ－１型电子秤二次仪表

皂郊村
ij#

ij1
皂郊镇

$-%+%
（３１５）

$-%,%
（１０）
$-#-%
（３２３）
$-%,%
（３１０）
$+-"%
（５３７）
$-#)%
（３２８）
$--*%
（３３６）

$-%+%
（３１５）
$-!"%
（３４７）
$-#-%
（３２３）
$!-%%
（４３１）
$%)+%
（１８５）
$-!!%
（３４４）
$-*+%
（３６５）

$%$#%
（（１９２）
$%,$%
（１０９）
$%%*%
（１１６）

muv<\ _-<] $+!,%
张家川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５４０）
muv<¹ _-<]（５４０）
$+!,%
$#$!% 张家川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２９４）
muv<º _-<] $+!,%
张家川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５４０）

2!3
ｚＱｏ
J`abcdefgh
《凿岩机械气动工具》

$-#-%
（３２３）

muv<¸ _-<] （５４０）
$+!,%
张家川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

muv<» _-<] （５４０）
$+!,%
张家川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muv<¼ _-<]（５４０）
$+!,%
$-!)% 张家川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３４８）
muv<½\ _-<]
（４４８）
$!!)% 张家川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 会议
（４４８）

$+!%%
（５４１）

张家川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muv<½ _-<] （５４０）
$+!,%
muv<½¼ _-<]
张家川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24!5
ｚｈｅｉ
kl
寨兵

24!(!

mpq

$!""%
（４７７）

ABCD
原泉书院
AE
原烨
FG#
远门村
FGH
远门梁
FGI
远门乡

岳景宗

ｚｈａｎｇ

$#+"% 张海
ms
（２５７）
$#+"%
mt
（２５７）
张辉
$!$%% 《张家ｌ川报》
Jmuvwh
（４９１）
$!)+%
muv-x
（４８５）
张家川大麻
$#+)% 张家川东城遗址
muvyz{|
（２５８）

)*/0-.
鸳鸯渭河大桥

JKLMN
《愿学编》

$$% %
（９１）

$"# %
（７２）


会议

1 "#$ 1－
－６５１

$+!%%
（５４１）

!"#$%
天水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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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中共清水回族自治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１０４）
中低产田改造
Mg5wisklmno
中共北道区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MghU/ijklmnoipkoq （４６１）
7$-+0 中共清水回族自治县第四次代表大会
Mg5wizklmno
中共北道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MghU/irklmnoipkoq （４６１）
7$-+0 中共清水县第八次代表大会
Mg5wijklmno
7$-+0 中共清水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４６１）
Mg5wi{klmno
7$-+0 中共清水县第九次代表大会
（４６１）
Mg5wi|klmno
MghU/ipklmnoipkoq （４６１）
7$-+0 中共清水县第六次代表大会
中共北道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Mg5wi}klmno
MguvwSPxy
7)+
0
（３１） 中共清水县第七次代表大会
中共甘谷县城关支部
Mg5wi~klmno
Mguvwizklmno
7$%$0 中共清水县第十次代表大会
（４９４）
中共甘谷县第八次代表大会

中共北道区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MghU/isklmnoipkoq
中共北道区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MghU/itklmnoipkoq

7'2,*
（５０７）

7'2,*
（５０７）
7'2,*
（５０７）
7$$)*
（４４３）

7$$)*
（４４３））
7$$)*
（４４３）
7$$)*
（４４３）

7$$&*
（４４２）
7$$)*
（（４４３）

)'&$0
（５２４）
)'&$0
（５２４）
)'&$0
（５２４）
)'&$0
（５２４）
)'&$0
（５２４）
)'&$0
（５２４）
)'&$0
（５２４）
)'&$0
（５２４）
)'&'0
（５２５）

中共甘谷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Mguvwijklmno
中共甘谷县第九次代表大会
Mguvwi{klmno

Mg5wi~jklmno
7$%$0 中共清水县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４９４）

中共甘谷县第六次代表大会
Mguvwi|klmno

7$%$0
（４９４）

中共甘谷县第七次代表大会
Mguvwi}klmno

Mg5witklmno
7$%$0 中共清水县第五次代表大会
（４９４）

中共甘谷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Mguvwirklmno
中共甘谷县第十次代表大会
Mguvwi~klmno
中共甘谷县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Mguvwi~jklmno
Mguvwi~pklmno
中共甘谷县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Mguvwisklmno
中共甘谷县第四次代表大会
Mguvwitklmno
中共甘谷县第五次代表大会
Mguvwipklmno
中共甘谷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Mguvwijklmoq
中共甘谷县委第二次党员代表会议
中共甘谷县委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
Mguvwipklmoq

Mg5wipklmno
7$%$0 中共清水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４９４）

MgPxy
中共关子镇支部

7)2 *
（３０）

Mg xy
中共刘坪支部
Mg@^o
中共陇南临时工作委员会

Mg45isklmno
75* * 中共天水市第四次代表大会
（２８）

（２８）
Mg45isklmno
7&* * 中共天水市第四次代表大会

)$$&0
（４４２）

中共麦积区第六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Mg/i|klmnoipkoq

（４６２）
7$-&*
（５０８）
7'2**
（５０７）
7'2,*
7'2**
（５０８）

)$$&0
（（４４２）

中共秦安县第八次代表大会
Mg:wizklmno

中共秦安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Mg:wijklmno
Mg:wi{klmno
中共秦安县第九次代表大会

Mg5wi~rklmno
7$%$0 中共清水县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４９４）
Mg5wi~pklmno
中共清水县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Mg45lmno
7$%'* 中共天水地方代表大会
（４９５）
Mg45o
（４９５）
7$%'* 中共天水地方委员会
Mg45/ipklmno
7$%'* 中共天水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４９５）
Mg45ijklmno
7$%$* 中共天水市第二次代表大会
（４９４）
Mg45ijklmno
7$%$* 中共天水市第二次代表大会
（４９４）
Mg45i|klmno
7$%)* 中共天水市第六次代表大会
（４９３）
Mg45i}klmno
7
$%)*
（４９３） 中共天水市第七次代表大会
Mg45irklmno
7$%)* 中共天水市第三次代表大会
（４９３）
Mg45irklmno
中共天水市第三次代表大会

中共天水市第五次代表大会
Mg45itklmno
Mg45itklmno
中共天水市第五次代表大会
Mg45ipklmno
中共天水市第一次代表大会
Mg45ipklmno
中共天水市第一次代表大会

6 !"# 6－
－６５４

)'&'0
（５２５）
)'&'0
（５２５）
)'&$0
（５２４）
)'&)0
（５２３）

))$ 0
（３４）
))$ 0）
（３４

))$ 0
（３４））
))$ 0
（３４）
)$$&0
（４４２）
)$$&0
４４２）
)$$&0
（４４２）

))$ 0
（３４）
)$$&0
（４４２）
))$ 0
（３４）
))$ 0
（３４）
)$$&0
（（４４２）
))) 0
（３３）

辞目音序索引
!"#$%&
!"#$%&'()
中共天水市委办公室

!i,v.yz{&56
*!" + 中国共产党麦积区委员会
（３５）

*&"*+
（４５９）

中共天水市委党校
!,#-%&./
中共天水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0-%&1234&56
中共天水市委老干部工作局
!,0$%&789:;<
!,0$%&=>9
中共天水市委统战部

*!# + 中国共产党秦安县委员会
!i,v.|}L&56
（３６）
*!" + 中国共产党秦州区委员会
!i,v.|~{&56
（３５））
*!# + 中国共产党清水县委员会
!i,v.$L&56
（３６）
*!# + 中国共产党天水市委员会
!i,v.0$?&56
（３６）

*$$(+
（４４１）
*",++
（５２３）
*+$ +
（３４）

中共天水市委宣传部
!,0$?&@A9
!,0$?&BC)
中共天水市委研究室

（３５）
*!" + 中国共产党武山县委员会
!i,v.^dL&56
（３６
）
中国共产党张家川县委员会
*!# +
!i,v.fghL&56

中共天水市委政法委员会
!,0$?&DE&56

*!# +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天水市委员会
!i,v0$?&56
（３６）

*"-#+
（５０６）

*$.*+
（４７９）
*"!.+
（５３７）
*&- +
（４０）

中共天水市委直属机关工委
!,0$?&FGHI:&
中共天水市委组织部
!,0$?&JK9
中共天水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0$LMNOPQR6

*!) +
（３８）
*((.+
（１１７）
*
!i:j!w
$#%+
+
（４６０）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甘肃总队 *,（２０）

中共天水县第六次代表大会
!,0$LMSOTQR6
中共天水县第七次代表大会
!,0$LMUOTQR6

（４６１）
*&#'+ 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水市委员会
!i 60$?&56
*&#(+ 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水市委员会
!i i60$?&56
（４６１）
*&#(+ 中国民主同盟天水市委员会
!i 0$?&56
（４６１）

中共天水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0$LMVOTQW6

中共天水县第四次代表大会
!,0$LMXOTQR6
中共天水县第五次代表大会
!,0$LMYOTQR6
中共天水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0$LMZOTQW6
中共天水县政府支部
!,0$LD[\9
!,0$!]\9
中共天水中学支部
!,^_LM`OTQW6
中共武山县第八次代表大会

*!#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水市委员会
!ii .&560$?&56
（３６）
*!" + 中国黑白花奶牛
!i
（３５）

*&#(+ 中国农工民主党天水市委员会
!i: 0$?&56
（４６１）
*&#(+ 中国农民银行天水办事处
!i  0$qrs
（４６１）
*&#%+
（４６０）

!i¡ D¢l£6¤0$?¥¦&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水市全体委员

*!% + 会议
6¤
（３０）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水市委员会
!i§ D¢l£6¤0$?&56
（３０）
*&)(+ 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
!i¨©ª«¬®=
（４８１）

中共武山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_LMNOTQW6

*&)%+ 中国通商银行天水办事处
!i¯£ 0$qrs
（４８０）

!,^_LMaOTQW6
中共武山县第九次代表大会
!,^_LMSOTQW6
中共武山县第六次代表大会

*&)(+ 中国银行天水分行天水办事处
!i 0$° 0$qrs
（４８１）

中共武山县第七次代表大会
!,^_LMbOPQW6
中共武山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_LMcOPQW6
中共武山县第十次代表大会
!,^dLMeOPQW6
中共武山县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_LMeNOPQW6

中共武山县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_LMeZOPQW6
中共武山县第四次代表大会
!,^_LMXOPQW6
中共武山县第五次代表大会
!,^_LMYOPQW6
!,^_LMZOPQW6
中共武山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fghLM`OPQW6
中共张家川县第八次代表大会
中共张家川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fghLMNOPQW6
!,fghLMaOPQW6
中共张家川县第九次代表大会

中共张家川县第六次代表大会
!,fghLMSOPQW6

中共张家川县第七次代表大会
!,fghLMbOPQW6
中共张家川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fghLMcOPQW6
中共张家川县第十次代表大会
!,fghLMeOPQW6
中共张家川县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fghLMeZOPQW6

中共张家川县第四次代表大会
!,fghLMXOPQW6

*&)%+ 中国油脂公司天水支公司
!i±²³´0$\³´
（４８０）
*
&)(+
!µ0$¶H:j·¸¹º³´
（４８１） 中航天水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 中华东、西路步行街
!»¼½o¾¿ À
（４８０）
*&)(+
（４８１）

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
日!»ÁÂÃÄBC6

*&)(+ 中华西路广场
!»o¾ÅÆ
（４８１）

*&)(+
!Ç
（４８１）
中梁
*&)%+ 中梁
!Ç １７
(. È
（４８０）
号
*&)%+ 中梁
() È
（４８０）
ｔ!Ç１８
号
*&)%+ 中梁
!Ç ２２
,, È
（４８０）
号
*"!*+ 中梁
!Ç ２３
,! È
（５３９）
号
*"+)+ 中梁
!Ç ,&
È
（５３８）
２４号
*"!*+ 中梁
!Ç ２５
," È
（５３９）
号
*
"!*+
!ÇÉ
中梁乡
（５３９）
*"!*+ 中山村
!_Ê
（５３９）
*"!)+
!_É
（５３８）
中山乡

*"!*+ 中滩渭河桥
!ËÌÍÎ
（５３９）

（５３９） 中滩镇
*"!*+

!ËÏ

*"!)+
!ÐL
（５３８）
中陶县

（５３９）
*"!*+ 中铁物资天水油脂化工有限公司
!ÑÒÓ0$±²Ä:·¸³´
中共张家川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５３８）
１!Ô]Õ<Ö×
!,fghLMZOPQW6
*"!)+ 中小学布局调整
!i:jk;l60$k;mn
*,)!+ 中小学教育人事制度改革
!Ô]ØÙ¡rÚÛÜ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天水合作金库
（２８３）
!i:jk;l6opqrs0$rtu *
!ÝÞ/opÞßàáâ
(")+ 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天水事务所
（１５８）
（４９３）
!i,v.wxL&56
*&*!+ 中央陆军骑兵军官学校
!ÝãÞäåÞß]/
中国共产党甘谷县委员会
!,fghLMYOPQW6
中共张家川县第五次代表大会

!"" /－
－/ ６５５

*!* +
（３９）

*!* +
（３９）
*!* +
（３９）
*!* +
（３９）
*,)(+
（２８１）

*!) +
（３８）
*!) +
（３８）
*,.*+
（２７９）
*,),+
（２８２）
*,)-+
（２８０）

*,(-+
（２１０）

*(#"+
（１６５）

*,()+
（２１８）
*&( +
（４１）
*,,&+
（２２４）

*, +
（２）
**! +
（９３）
**! +
（９３）
**! +
（９３）

**& +）
（９４

**& +
（９４）
**& +）
（９４
*&"&+
（４５４）

*"(.+
（５１７）
*"(#+
（５１６）

*,".+
（（２５７）
*&.,+
（４７２）
*,! +）
（２３
*(..+
（１７７）

*!(#+
（３１６）

*!(#+
（３１６）
*." +
（７５）

*." +）
（７５

!"#$%
天水大辞典
!"#$%&'$
中央银行天水分行

!*+ " ,
中引麦８号
/01213
众益公交公司

(!"#)
（２８０）

ｚｈｏｕ

-!%$) 砖牌坊
\]^
（２３９）在

45
周绅
467
周务学

&')!/!
ｚｈｕａｎｇ

-*+%)
（５６３）

（５７１）
(*,-. 壮丁队
cde
(*,*.
（５７５）
(+#+.
（６０６）
(*",. 自卫队（７３）
fge-,% .
（５８７）

467

ｚｈｕ
&')

;<
朱超
;=>?@
朱家峡遗址
;AB
朱青选
;CD
朱湾村
;EFG
朱图书院
;HI
朱云霄

JKLM
诸葛军垒
JKMNO@
诸葛垒塬遗址

JKPQRST
诸葛亮智收姜维

UVW
猪油盒
XYZ[
竹岭之战

-%,,.
（３７７）
--* .）
（１５

\_`ab
砖瓦用黏土

&'()

周务学
489
周祥椿
4:!
周子骤

&')!/
ｚｈｕａｎ

-$# .
（９０）

ｚ

-,% .
（７３）

&0

ｚｕ
&)

-%.!)
（３４２）

(*+". hijklm
（５６８）《祖闻庭训》
-%+!.
（３６２）

-*"*.
（５８５）
-*%.. 嘴头村隧道
（５３４）
明noDpq
!$,)
（２９７） 嘴头村
嘴noD
-+#,)
nor
（６０７）
嘴头乡
-%+-) 醉白楼剧场
（３６１）
stuvw
(%+%.
（３６３）
(+# .
（６０）

&)0
ｚｕｉ
(!*$.
（２５９）
(."$.
（４８９）
(."$.
（４８９））

ｚｕｏ
&)(

(.#*. 左家场罗峪河人行便桥
x=wyz{|$}~
（４０５）

（６３）座碑
(+% .

(%%%.
（３３３）



!"! 1
－1 ６５６－

-!*,.
（２５７）
-%"!.
（３８２）

"
后! 记

! 记
"
后
《天水大辞典》是天水市首部综合性辞典，编纂工作是一项较为艰巨复杂的工程。２００８
年
! !!
"#$%&'(")*+,-./%012345(6789:;<=>4?@ "#$% A
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编辑甘肃省地方辞典从书的通知》（甘政办函
６６ &&
号），同年
BCDEFGHIJKL2MNOBPQ%0RS>TUVWNCEX
YZ[\A１０
'$ 月，天
]["
水市政府安排天水市档案局承担《天水大辞典》的编纂工作。２００９
年启动编纂工作。２０１０
年随
)*CD^_")*`abcde")$%&Vf2345@ "$$( Agh2345@
"$'$ Ai

机构分设转交新组建的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承编。前后历时７
年 '$
１０月市
) A1L ２０１６
"$'& A
]*
jklmnopqr>*PQs23tuvEFwc2@ xyz{ 年，于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持并通过终审。
P|s23tuv}~T

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 z@
筹备启动和搜集资料阶段（２００８年
月，按照甘肃省政府
ghW"$$% A１０'$月至
]２００９
"$$( 年底）。２００８年
AZ@ "$$% A １０
'$ ][NOBCD

统一安排，天水市政府决定天水市档案局编纂《天水大辞典》。市档案局决定由市志编纂科和
6^_[")*CD")*`ab23e")%0'@ *`ab*s23
方志信息科（这两科室
QsW w ２０１０
"$'$ 年整体划转市志办）承担编纂任务。２００９
A¡¢£n*sEZc¤23¥¦ "$$(年初，成立了《天水大辞
A§[¨©e")%
典》编纂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出台《＜天水大辞典）编纂方案》《＜天水大辞典）编纂要求与行文规
0V23ª«¬qEFw[®e
¯")%0°23Qa'e
±")%&°23²³´µ¶
范》，为编纂工作奠定了基础。草拟了《〈天水大辞典〉分类纲目与撰写分工》。聘任
·V192345¸¹º@ »¼e
±")%&°l½¾¿³ÀÁl4' Â¥ *５名、抽调
ÃÄÅÆ +３
名编辑人员，并将编纂人员分组，按组分解编纂任务。
Ã2MÇu1È23Çulq1qlÉ23¥¦@

组建编辑部、全力编写阶段（２０１０年４
qr2M,ÄÊË2ÁÌÍ"$'$ A , 月至
] ２０１５年上半年）。２０１０年初，市地方志办公室
"$'* AÎÏAÐ@ "$'$ A§[*PQsEFw
与市档案局分设，《天水大辞典》的编纂工作随机构和人员的变化而转入市地方志办公室承
³*`ablm[e")%&V >2345ijkÇu>ÑÒÓnÔ*PQsEFwc
相。２０１１
¤@ "$'' 年初．天水市委，市政府调整了天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天水大辞典》的编纂
A§[")*tÄ*CDÆ¡")*PQs23tuv¨u[e")%&V>23

工作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班子从工作全局考虑，认直
45Õ*PQs23tuv>ª«HÖ×@ *PQsEFwª«ØÙÚ45ÊbÛÜ[ÝÞ

研究《天水大辞典》编纂工作的经验、不足，调整工作思路，根据新组建的机构人员和工作整体
ßàe")%0V2345> áÄâã1Æ¡45äå1æçpqr>jkÇu45¡¢
开展情况，干２０１１
月组建了３个编辑部。成立的《天水大辞典》编辑部由主编
人副主
A , ]qr
+ 2M, ¨©>e")%0V2M,}2 '１ÇÄê}
Ö×èé1L "$'' 年，４
编
人、编辑, Çq¨
４ 人组成。编辑人员按照分工情况分别对应相关单位的资料征集和资料长编工
2 ２" ÇÄ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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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编辑部每周召开一次碰头会，研讨编纂中遇到的问题，评比工作进度。２０１２
年A
５ *月，《天水
5 2M,óôõÖ6ö÷øv[ßù23úûü>ýþ[ÿ!45"# "$'"
][e")

大辞典》初稿基本形成。之后进行较长时间的修改，征集补充图片及缺漏的资料，反复校对稿
%0V§$¹%&¨ 'y"´8ò{(>)*[ñ+,-./01>[234ì$
件，进一步修改完善。史毓英和马晓燕从辞目、内容
、版式等方面进行编排统稿，对部分内容进
5["66)*78 9:;<=>Ú%¿Ä?@ÄABCQD"´2_$[ì,l?@"
行调整，交天水新华印刷厂录入排版，形成了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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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修改阶段（２０１５年下半年至
$Ä)*W"$'* AHÏA ２０１６年底）。２０１５年底《天水大辞典》送审稿形成。我们
"$'& AZ "$'* Ae")%0VK$&¨ LM
草拟了评审方案，向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领导专门做了汇报。２０１６年．２
月组成了３４．名宙稿人
»¼ÿQa[N*PQs23tuvª«OPQRS"$'& A " ]q¨
+, Ã$Ç
员的审稿组，并向审稿人员发送送审稿。２０１６
年 '$
１０月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召开《天水大辞典》
u>$q[N$ÇuIKK$"$'&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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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会议。有关领导、专家、市地方志审稿委员会委员根据各自特长对《天水大辞典》进行审
vT UKª«ÄOVÄ*PQs$tuvtuæçWXYòìe")%0V"´
阅，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十分中肯和宝贵的修改意见。编辑部根据梳理后的修改音见，比较系统
Z[Úâ\QD[\lú]^_>)*`a 2M,æçbcy>)*`a[d8e
地对稿件进行了认真修改。２０１６年
月送甘肃省文化出版社审稿，并提交天水市公共资源交
Pì$5"´ÝÞ)*"$'& A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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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心招标，确定印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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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从组织领导。，人
员配置，经费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
tCQDuvËw
")*tÄ*CDn#op745[Úqqª«ÄÇursÄ
持。天水市委书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名誉主任王锐，天水市政府市长、市地方志编纂委员
~ ")*tSxÄ*PQs23tuvÃy}¥z{[")*CD*òÄ*PQs23tu
会主任杨维俊，天水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蒋晓强
天水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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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长、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张建杰，天水市政府秘书长、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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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

主任录克宗等既领导编纂工作。又参与审稿工作。《天水大辞典》编纂筹备，起步阶段
天水市
!"#$%&'()*+,-./0123,-4 56789:;*+<=>?@AB.67C
档案局局长汗开云着眼工作全局，认直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争取领导支持，借调编篡
人 员
DEFFGHIJKL,-MF.NOPQCR>CSTUV.WX()YZ>[\*+]^.

组织外出考察学习编纂经验，购买参考资料，主持召开辞目讨论会，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直
_`abcdef*+gh.ij0ckl.!ZmI9nopq.rstuvwx,-y z
接参与资料征集和承编工作的有；市地方志办公室裴守业／（人物）、中毓英（科学技术
、教育、文
{01kl|}~*-xuC ]e>>

化、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马晓蒜（邯理，农业，林业，水利，畜牧业，扶盆开发
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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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环境保护、旅游、县区）、王奕刚（交通邮电
、工业、经济综合、财税、金融、商业）、台志杰（建
®¯°±²³´µ¶·¸¹º»¼,g½¾¿ÀÁÂÃÄÅÆ
¬
置、政党社团、军事）、马玉琴（医药卫生、新闻出版、民族宗教、体育）、熊志强（人物）；市地方志
ÇSÈÉÊËÌÍÎÏÐÑÒÓÔbÕÖ%×ØÙ]ÚC
审稿委员会委员白登懿（党史）、李子伟（民俗）、王世明（建置）、潘守正（民族、战事）、辛轩（非
23R^qR^ÛÜÝÈÞßà>¶áâ¬Ç>ãäÖ>åÌ>æçè
物质文化遗产）。曹炳彦、马新建、高赞娃收集、整理了部分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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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编纂工作，从编纂、审稿、出版、印刷各个阶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
和大力支持，凝聚了集体智意。各县区地方志办公室，市直各部门特别是市农业局，水利局，林
~8#YZ.$%s&×'(é ú´µ >Czúò)*+,C£F>7¥F>¤
业局、国税局、工商局、统计局、供销社、粮食局、人社局、民政局、教育局等单位提供了大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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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资料，目按照编辑部的要求，多次补充资料。为大辞典的编纂奠定了基础。甘肃省地方中志
:kl.;<=*>òx?@.ABCDkl.E89:x*+FGs9Hé IJK
办公室副主任
、省政府参事车安宁．省地方志学会会长张克复。省地方志学会秘书长 省中志
L!">KST0ÌMNO.KeþþGP$Q.KeþRSG>K
办处长张占社，甘肃文化出版社总编辑管可中提交了级审意见。天水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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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方志审稿委员会顾问、市政协原主席王志荣，市地方志审稿委员会顾问、市政协原副主席
C23R^þ^_>CS`a!b¶c.C23R^þ^_>CS`aL!b
苏维喜，市地方志审稿委员会委员、天水师院副院长汪聚应，市档案局调研员汪开云，市委研
def.C23R^þR^>67ghLhGH%i.CDEF\j^HIJ.CRj
究室原研究员白登懿，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李玉顺，市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辛轩，市地方志办
kajk^ÛÜÝ.CS`Ra!"ÞÍl.CVmjknnGæç.C
公室原副调研员王世明，麦积区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潘守正，麦积区政府原督学李子伟，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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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节会办科长干奕刚先后对《天水大辞典》的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该辞典的出版，得到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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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新华印刷厂的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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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编纂时间长、跨度大，编委会调整了３
次，编纂班子人员也有变动；编纂方
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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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动态中调整，资料收集和编纂同步进行，日臻完善。由于资料收集难度大，编纂者学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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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其疏漏、不足甚至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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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大辞典》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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