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渝铁路

毛泽东主席题词：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

朱德副主席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完工，一定要把天成铁路修好并把川黔滇桂

湘等铁路联系起来

周恩来总理题词：修建铁路，巩固国防，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宝成铁路

铁道部部长、中国铁路工会主席贺电

宝成铁路通车典礼大会：

宝成铁路全线交付正式运营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新的标志，全体

参加修建的职工在沿线各地方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

神，面对着复杂的地质和地形，完成了艰苦的工程，整治了病害，从而打通自古以

来称为“天险”的蜀道，对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起着巨大的作用。值此举行通车

典礼之际，特电致贺，并通过大会向沿线各地方政府致以衷心的谢意。

部 长 滕代远

工会主席 王志杰

川黔铁路

铁道部、铁道部政治部贺电

西南铁路工程局全体职工：

你们在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的直接领导下，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

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修桥筑隧，终于在复工后仅仅 9 个月的时间

里，提前修通了川黔线，定于 10月 1 日交付运营正式通车，为国庆佳节增添异

彩。你们的这些成绩，对全路职工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望你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

想红旗，再接再厉，按总路线精神，修通滇黔、成昆两线，争取更大的成就。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成昆铁路

中共中央贺电(摘要)：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的指引下，在沿线

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援下，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彻底革命精神，建成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成昆铁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

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向从事成昆铁路建设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农民、革命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有关人员表示

热烈的祝贺。

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关怀成昆铁路和大西南铁路网的建设。你们怀着对毛

主席无限忠诚的阶级感情，穿越悬岩峭壁，跨越激流险滩，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同

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是你们对党和人民的重大贡

献，很大功劳。

为了加强战备，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修建更多的铁路。希望你们更

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

两条路线的斗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革命，不断前进，在我国铁路建

设事业中再立新功，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 为中国共产党争光! 为社会主义祖

国争光!
一九七○年六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关于关村坝隧道创纪录的贺电

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转

全体官兵、职工同志们：

看到指挥部 13 号简报，说关村坝隧道创造了双口各百米的纪录，并且向双

口各一百五十米的目标前进，中央看了很高兴。望全体干部和全体兵、工，加倍努

力，保质保量，注意安全，争取创造新纪隶，为加快建成西南三条铁路而斗争。

一九六五年三月九日



(一)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历届领导人名单





(二)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历届领导人名单





(三)成都铁路局历届领导人名单





(四)民航管理机构历届领导人名单







1956 年(先进生产者)

铁道部第二设计院

林忠元 唐根林 逯光宇

铁道部第二工程局

陈锡安 陈永平 高长久 王明清 张继兴 刘顺江

李兴仁 王健钦 吴成三 李良臣 邓礼富 陈志诚

任吉安 杨代盛 黄万云 谢绍全 简天寿 何淑芳(女)

杨光烋 李振田 杨永超

铁道部重庆铁路管理局

余进江 李泉水

1959 年(先进生产者)

铁道部第二设计院

刘德钧 唐自强

铁道部成都铁路局

王金文 王忠洲 叶绍云 王身贵 邵善臻 张先金

刘六甫 刘德华

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工厂

杨德全 黄光跃

1960 年(先进工作者)

铁道部成都铁路局

张照金

1977 年(先进工作者)

铁道部第二设计院

陆玉珑

铁道部成都铁路局



陈守良

1978 年(先进科技工作者)

铁道部第二设计院

唐自强

铁道部成都铁路局

王胜国

1982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经委劳动模范)

铁道部第二工程局

许 宁

1984 年(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铁道部第二工程局

肖洪举



(一)铁路篇编纂机构人员

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周丕烈(任期 1984 年 2 月～1988 年 7 月)

袁希汉(任期 1988 年 7 月～1993 年 12 月)

主 编：袁希汉(任期 1988 年 7 月～1993 年 12 月)

编 纂 工 作 人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美玲 王本礼 王克恭 王英俊 王贤清

王维彬 王意明 代国英 申文修 宁 乾

刘太其 刘毓麟 刘德荣 朱立铎 邢遗龙

沈邦祥 李兴鳌 李明容 李诗言 李耀方

严庆萱 严秋方 邹济泉 肖应中 吴道忠

狄福荣 陈家振 陈德华 张法基 林富芬

姜秀菊 姚宝福 胡俊运 段联辉 郝昭謇

徐允升 徐立道 徐南施 奚福兴 高丽蓉

黄作兴 谢文淦 程 # 生 蔡光华 濮思莉

参加收集资料的有铁道部和四川省所属铁路局、院、厂、所、校和学术团体的

有关人员

(二)民用航空篇编纂机构人员

1．1990 年 3 月至 1993 年 6 月

编志委员会

主 任：蒋远猷

委 员：查宗水 李东安 李 文 梁连城 杨光三 孙丽芬

农昆武 骆慈孟 杨孝华 李金维 陈世祥 余长和

淳于宗海 张正勇 赖和兴 曾志光

办公室主任：李东安(兼)



成 员：沈清如 石显录 张 红

2．1992 年 1 月至 1993 年 6 月

编委会增设副主任：王如岑

主 编：赵兴明

副 主 编：沈清如 石显录

办公室主任：赵兴明(兼)

成 员：沈清如 石显录 张 红

3．1993 年 6 月至 1994 年 8 月

编纂委员会

主 任：王如岑

副 主 任：李全中

编 委：周顺福 赵兴明

主 编：赵兴明

副 主 编：沈清如 石显录

办公室主任：赵兴明(兼)

成 员：沈清如 石显录 张 红

4．1994 年 8 月至成书

编纂委员会

主 任：王如岑

副 主 任：李全中

编 委：周顺福 李明胜

主 编：李明胜

副 主 编：沈清如 石显录

办公室主任：李明胜(兼)

成 员：沈清如 石显录 张 红



一

《四川省志·交通志·铁路篇》

(以下简称省志·铁路篇)编纂工作，

从 1984 年 2 月 开始，至 1993 年 12

月，历时 9 载，完成全部志稿。

根据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

部署，《省志·铁路篇》的编纂，由成都

铁路局牵头，铁二局和铁二院三家共

同承担编写任务。本篇编纂历经四个

阶段。

第一阶段：组建班子与搜集资料。

按照省志编委会的部署、要求，1984

年 2月，经局、院三方商定，成立《四川

省志·铁路志》编辑委员会，组建编写

班子，开始了搜集资料工作。

至 1986 年 11 月，共 搜 集 资料

345 项，1 400 余万字，并分别整理、编

号，建立资料卡片，为编写志稿奠定了

基础。

第 二 阶段：编写 资料长 编。从

1988 年开始，对所有资料进行了去伪

存真、去粗存精的鉴别核实工作。为提

高修志人员的业务水平，1989 年 11

月 6 日至 10 日，成都铁路局在新都举

办铁路志编写人员培训班，邀请省志

编委会蒲孝荣、秦宜雅等同志讲课。修

志人员经过培训，提高了对地方志重

要性的认识，并对志书的编纂要求和

工作方法有了初步了解。至 1989 年

12 月，28 个部分资料长编约 72 万字

全部编完。

第三阶段：编纂志稿。1988 年 11

月，省志编委会对省志方案作了调整，

把《铁路志》与《交通志》合并，原《铁路

志》改为《交通志铁路篇》。章节内容由

原 5 篇、31 章、63 节、54 万字，压缩为

5 章、33 节、22 万字。1990 年开始，根

据修订后的篇目实行分工编纂的主笔

负责办法，并建立定期交流和评审初

稿制度，曾先后两次召开研讨会，对铁

路建设、铁路运输中的重要章节进行

评审。根据评审意见对志稿进一步充

实修改。至 1991 年 12 月，历时 2 年将

全篇志稿编纂完成。

第四阶段：进行总纂。各章志稿编

完后，从 1992 年起转入总纂阶段。两

年内总纂稿经过三次修改，至 1993 年



底全部完成总纂工作。1994 年 5月，

局、院三方在成都召开有省编委会领

导、各分局、局机关有关处室参加的志

稿评审会。根据评审意见，进一步加工

修改成送审稿。

二

《四川省志·交通志·民用航空

篇》是按照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

政府批准的《〈四川省志〉编纂方案》的

要求，由民航西南管理局承担编写，从

1990 年 3 月到 1994 年 8 月，完成了

撰写、编纂任务。整个工作大致分为三

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立组织，培训资料

员，做好准备工作。1990 年 3月，成立

了由 17 人组成的编志委员会，下设办

公室。1990 年 5月 23 日，从民航西南

管理局机关的有关处、室各抽调 1 人

为资料员进行培训，请四川省志总编

秦宜雅同志讲课。了解与学习其他修

志单位的做法，拟定了修志工作的初

步计划与民用航空篇的篇目(初稿)。

第 二 阶段：搜集 资料 工作。从

1990 年下半年开始一直持续到 1992

年下半年，主要精力放在资料的搜集

和整理方面。到四川省及省内有关市、

县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当地史志办公

室，到民航总局和有关的民航地区管

理局、省局的史志部门以及有关航站

搜集资料。建立了资料卡片，整理了资

料汇编。1994 年 4月，又专门组织力

量去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搜集全

国解放前涉及西南地区的民用航空资

料。前后共搜集资料约 1 000 万字，整

理资料汇编 11 种约 40 万字。

第三阶段：编写和总纂。试写稿于

1991 年底送四川省志总编室审阅。

1992 年下半年，开始按篇目章节编写

初稿，1993 年 11月完成。经多次征求

意见、修改、补充，到 1994 年 7 月，完

成初审稿；8 月底，编写成 27 万字的

送审稿。

在撰写编纂过程中，除了领导重

视外，得到了各有关方面在文字、数

据、图片等史料上的支持和协助。其

中，有民航西南管理局机关的办公室、

计划处、财务处、企业管理处、劳动人

事处、飞行安全标准监察处、航空器适

航处、机场处、科技教育处、党委宣传

部及公安局等；还有民航四川省管理

局、民航西南管理局航务管理中心、西

南航空公司、双流机场、中国航空器材

公司西南公司、中国航空油料公司西

南公司；还得到了民航总局史志编辑

部的有力支持和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史

志部门的帮助，还有不少同志提供了

很有用的资料。

三

《四川省志·交通志》下册编纂成

书，是成都铁路局、铁二局、铁二院、民



航西南管理局共同努力、通力合作的

结果，是上述单位修志人员 10 年劳动

的结晶。本书责任编辑何瑞明对全部

送审稿进行了编辑加工，责任副总编

张学君对全稿进行了认真修订。由于

编者经验不足，修志水平不高，差错在

所难免，请读者不吝指正。

编 者

199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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