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接踵，络绎不绝，成为首位载于史籍的青海名医。

第二节

有影响的近现代及当代人物

一、高僧
（一） 二世杨家
二世杨家 （１８７５～？年），法名阿旺洛桑慈诚彭措，１８７５ 年出生于民和
三川草滩祁家村的土族农民家庭，９ 岁时被迎至塔尔寺坐床。后在香萨多杰
羌活佛处受近事戒，并拜克秀塘·曲藏为师学经。１３ 岁时入塔尔寺显宗学院
学习“因明七论”，奠定了一定佛学基础。１７ 岁时赴拉萨，入色拉寺吉哇札
仓桑洛康村卡德米参深造，期间拜高僧大德为师，系统学习和刻苦钻研《中观
论》 《般若经》 等诸多佛教典籍。２４ 岁时返回塔尔寺，入居巴札仓 （密宗学
院） 学习密宗经典。２５ 岁时又拜藏密高师措宏噶居·格桑曲扎为师，受近回
比丘戒，严受 ２５３ 条戒律。２６ 岁时任密宗学院堪布。他带头苦修，功力显
赫，迎来了塔尔寺密法弘扬的一个新时期。１９３０ 年 ，出任塔尔 寺总法台 。
后来到内地云游，曾到山西五台山等佛教圣地膜拜。
（二） 五世王佛
五世王佛 （１９０６～？年），名阿旺钦饶嘉措，青海省互助县五十乡保家村
人。１９１７ 年起学经于佑宁寺。１９２６ 年时由塔尔寺第三世却西活佛授比丘戒。
１９２７ 年藏历三月初三，任佑宁寺第 １０７ 任法台，任职 ２ 年后因寺院内部不和
而辞职。阿旺钦饶嘉措聪明好学，擅长历史、书法，约于 １９３２ 年写成 《佑宁
寺志》 一书。
（三） 六世松巴
六世松巴 （１９２１～２００５ 年），名罗桑贝丹尼玛，１９２１ 年出生于今青海省
互助县加定镇庄浪滩村。１９２５ 年被认定为佑宁寺第六世松巴活佛，于 １９４４、
１９４７、１９５５ 年三任佑宁寺法台。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青海省政府
监察委员会委员、副主任，青海省民委副主任，第三届青海省政协副主席。
“文革”中受到错误处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历任第四届青海省政协驻
会委员，第四、五、六、七、八届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期间，曾任第六届全
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青海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政府委员，第一届省人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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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中国佛教协会理事、青海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代会长等职务。２００４ 年
退休。２００５ 年在西宁逝世，享年 ８４ 岁。
（四） 三世杨家
三世杨家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１ 年生于青海民和三川杨家庄一土族家庭，
乳名双喜福。３ 岁时被认定为塔尔寺二世杨家活佛转世，６ 岁时迎请至塔尔寺
坐床，取法名洛桑图旦夏珠。后拜克秀塘·桑吾为师，学习藏文正字和日常诵
用经典。不久拜三川朱家格甘 （高师之意） 洛桑丹曲为师，学习语法等。１５
岁入显宗学院，正式学习藏传因明，兼修语法等文化课。１６ 岁负责塔尔寺酥
油花制作事宜。１９５０ 年从塔尔寺第七世米纳活佛阿旺勒西嘉措处受比丘戒。
１９５１ 年被迎请至三川文家寺，任法台一年半。１９５５ 年任塔尔寺曼巴扎仓法
台。１９５８ 年受冤入狱，１９７９ 年平反，恢复曼巴扎仓法台职务，并负责塔尔寺
印经院的工作。先后任塔尔寺民主管理委员会委员、湟中县政协委员、青海
省佛教协会理事等职。１９８７ 年 ４ 月，调至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工作，参与
了校舍搬迁和修建、活佛登记和招生、学员管理等工作。

二、社会人士
（一） 朱福南
朱福南 （１８９４～１９８０ 年），字海山，以字行，乳名天赐录，僧名锁南拉
吉，俗称“朱喇嘛”。青海民和县官亭结隆庄人。祖父曾是青海塔尔寺名僧。
九岁时入朱家寺为僧，后转入塔尔寺，在祖父的严厉管教下，诵习佛经，对
佛教理论有比较深的造诣。１９１２ 年后至西藏游学讲经，遍访拉萨三大寺和扎
什伦布寺名僧。在拉萨拜喜饶嘉措为师，又经喜饶嘉措介绍，跟随九世班禅，
得到班禅赏识，委以班禅驻北京办事处科长。１９２８ 年，班禅在南京设立驻京
办事处，朱海山任办事处处长，兼任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及藏事处
处长等职。由于工作需要，朱海山还俗，结识了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等要员，私交甚笃，其政治影响和活动范围扩及青
海、西藏等地。在戴传贤、马福祥和九世班禅等人的支持下，朱海山为青

中

海及西北的文化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国

１９２７ 年，朱海山积极鼓励西宁筹边学校毕业生到内地求学深造，并以九
世班禅的名义，保送了一批青海籍学生进入山西法政专科学校、山西航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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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北平无线电专科学校、北平师范学校等学校读书。１９３０ 年春，３０ 多名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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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籍中学毕业生到南京求学，因文化基础较差，且无门路，绝大部分长期闲
居京城，生活困难。朱海山亲自出面四处奔走，游说呼吁。在其努力下，同
年 １０ 月蒋介石批准在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班，解决了这些青年的升学困
难。１９３３ 年 ６ 月，由朱海山提议，在九世班禅、戴传贤诸人支持下，蒙藏班
扩大为蒙藏学校，专门招收青海、绥远、西康等地的学生，之后便成定例。
此后，朱海山说服马福祥、戴传贤和九世班禅，以发展边疆教育事业为宗旨，
倡议在西宁、康定、包头、酒泉等地筹设中央政治学校的分校。１９３４ 年 ９
月，国民党中央政府采纳这项倡议，１０ 月，西宁分校正式成立，由蒙藏学校
毕业的青海学生任教职员，既给蒙藏班学生找到了出路，又达到了倡办蒙藏
学校发展边疆教育的目的。１９３４ 年，朱海山两次回家，见到官亭地区的 ３ 所
村塾无固定校址，且时开时关，儿童求学困难，遂决意办一所正规学校。他
乘乡人集市贸易之机，在关帝庙高声宣传办学的好处。在他的倡议下，成立
了官亭地区学校修建委员会。他还以私谊请民和县长出壮丁 １０００ 余人修建学
校，历时 ３ 个月，建成教室 ３ 座，教师宿舍 ２０ 多间，成立了官亭小学，招收
学生 １２０ 余名。１９３６ 年，他捐资银币 １０００ 多元，动员官亭附近的各乡集资
修建了中川、美田、镇边、虎狼城、赵木川、梧释沟等 ６ 处初级小学。不久，
又倡议创办了官亭女子小学。经过他多方活动，１９３７ 年将官亭学校改为中央
政治学校西宁分校，直属官亭中心小学，６ 个初级小学隶附于中心小学，从
而使学校经费充裕，师资力量雄厚，教育质量日见提高。
１９３６ 年，中英庚款董事会准备在西北四省 （陕西除外） 范围内办一所规
模较大的中学。朱海山向教育部部长兼庚款董事长朱家骅建议，争取把学校
修建到了西宁。学校建成后，定名为湟川中学，后来这所中学便成为西北著
名的重点中学。同年，朱海山又捐募创办官亭图书馆，并从南京、上海、北
京等地购置了 《四部备要》《二十四史》《万有文库》《青年文库》 等成套书籍
以及其他书报、碑帖、佛教典籍等，充实了图书馆。后来，他又给“新青海
社”图书馆赠送了 《国学基本丛书》《辞源》《辞海》《青少年文库》《二十四
史》 以及多种年鉴。朱海山还在家乡发动群众运动，宣传妇女解放，禁止妇
女缠足，反对吸食鸦片、赌博，促进了民和地区风俗的好转。１９３７ 年前后，
九世班禅在国民党中央授意下回到塔尔寺，准备返藏，并组成了西陲宣化使
公署，朱海山被任命为公署副秘书长。因朱海山在公署任用了一批青海人士，
引起部分西藏人的忌恨，他们在班禅面前挑拨离间，致使九世班禅对朱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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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趋疏远。不久，九世班禅病逝，这些人乘机对他发难。１９３８ 年后，朱海山
辞去一切职务，再次削发为僧。１９４５ 年离开塔尔寺云游青海诸大寺院。次年
隐居于湟中县扎麻隆北边的一个小寺中。１９４７ 年，朱海山离开青海经香港转
往印度安度晚年。之后的 ３０ 多年中，他漫游于印度、尼泊尔等地。１９８０ 年
圆寂于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的边毗罗卫，享年 ８６ 岁。
（二） 祁建昌
祁建昌 （？～１９５７ 年），青海互助县人。幼年曾入寺为僧，精通汉、藏、
蒙古、土语及汉藏两种文字，口译尤佳。后任县政府翻译、科长、秘书、视
察员，同德县县长等职。青海解放前夕，曾与罗桑香趣等人让北京大学青海
籍藏族学生多杰才旦与人民解放军联系，谋求早日解放青海。１９４９ 年 ８ 月参
加临时治安维持会。西宁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任西宁市军管会秘书处翻
译科科长。次年，被任命为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后任省文教委员会和
翻译委员会委员。其时随同省军政领导参加解放昂拉等工作。１９５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因脑溢血去世。
（三） 张定一
张定一 （１９２４～２０１０ 年），又名张生源，青海大通县人。１９４６ 年 ９ 月，
由中共驻重庆、南京代表团介绍至晋冀鲁豫边区进入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学习。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任西北民主联军第 ３８ 军 （即后建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１９
军） 政治部宣传干事。此后，历任 《鄂陕报》《陕南新闻》《陕南日报》 编辑，
西北民委科长，中央民委宗教事务处组员，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汉文
教员，中共日喀则分工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中共西藏工委统战部办公室副
主任。“文革”中受到冲击。１９７２ 年恢复组织生活，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革
委会办事处统战组副组长。１９７７ 年年底内调回到北京，先后任中央民族学院
民族研究所、藏学研究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１９８６ 年离休。曾先后在报刊
发表 《西藏人民的光辉历程》 等文章 １０ 多篇、诗词 １０００ 多首。诗词、国画
作品多次获奖并被收入多部作品集。曾获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解放大西
北纪念勋章”、国家民委颁发的“长期从事民族工作荣誉证书”、西藏自治区

中

政府“为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巩固边防作出贡献荣誉证书”。

国

（四） 马元彪
马元彪 （１９３４～），青海互助县人。１９５０ 年参加工作。１９５３ 年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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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历任共青团互助县县委副书记、共青团青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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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藏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中共达日县县委副书记、中共玛沁县县委书记、
果洛藏族自治州州委常委、中共互助土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海东行政公署副
专员、青海省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省水利厅厅长、青海省省长助理。１９８８ 年
任青海省副省长，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１９９５ 年当选为青海省第七届
政协副主席。
（五） 吕存姐
吕存姐 （１９３９～ ），女，青海互助县人。１９６６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生产队副队长、大队民兵连副连长、党支部书记、青海省妇女联合会副主
任 （不脱产）、互助土族自治县政协副主席、中共青海省委第五届委员会委
员，是中共第九至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三、文化人士
（一） 洛桑谢日布
洛桑谢日布 （１８９７～１９６７ 年），俗名桑结太，青海同仁县年都乎乡撒日村
人。因一条腿有残疾，绰号跛画匠。自幼入杂撒日寺为僧，学习藏文、书法、
绘画等。他勤奋好学，聪明过人，到十几岁时就能背诵数十部佛经，写得一
手好字，绘画也有功底，能独立绘制唐卡。青年时代崭露头角，给隆务寺丁
科扎仓 （时轮院） 塑造了四大天王，个个栩栩如生。约在 １９２０ 年，带领弟子
花了 ３ 年时间，给同仁麻巴乙格寺制作了一幅大型堆绣佛像，面积约 ３００ 多
平方米，是当时藏区最大的一幅堆绣佛像。此后，为循化、贵德等县寺院制
作过堆绣佛像。民国 ２４ 年 （１９３５ 年）、２５ 年 （１９３６ 年），在塔尔寺绘制壁画
宗喀巴传、葛丹拉加玛、释迦牟尼本生传等组画。适逢九世班禅在塔尔寺驻
锡，看了他画的壁画，十分赞赏，请他去西藏作画。后因九世班禅入藏途中
滞留玉树期间病故，未能成行。他成名后曾给夏琼寺、西关寺等多座寺院塑
像绘画。绘制的唐卡画中的佳作主要有四手观音、十一面观音、白度母、绿
度母、释迦牟尼、空行母、吉祥佛母、宗喀巴等。
（二） 李宜晴
李宜晴（１９１９～１９７７ 年），土族著名女诗人，青海民和川口镇旧城人。为
东李第十八代土司李成基之孙。幼年失怙，得祖父疼爱，教其读书，因聪慧
刻苦，到十余岁时便广涉文史典籍。１５ 岁时，嫁与碾伯王正魁 （字少夫） 为
妻。１９３７ 年，就读于兰州女子师范学校初中，不久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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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８ 年，入于西宁女子师范小学部任教。后经其兄李文蔚之荐改任青海省政
府秘书处会务股职员，受到地方名儒基生兰的赏识。她尊基生兰为师学习诗
词知识，并互有唱和之作。１９４０ 年 ４ 月，赴重庆求学，因误考期，辗转成、
渝两个多月后怏怏而归。１９４１～１９４９ 年，先后在甘肃省夏河县、甘肃省政府
秘书处、兰州图书馆任职。这一时期，她创作了大量诗词，陆续公开发表，
引起文学界的重视。１９４２ 年，在兰州与一代名家章士钊结识，其作品为章所
赏识，称赞其是少数民族中仅见的女诗人。章与甘肃名流高一涵、丁宜中、
慕寿祺、包道平等人结成“千龄诗社” （多为年长者，各人年岁相加逾千，
故名），年仅 ２３ 岁的李宜晴也加入其中，并与章士钊等人有诗词酬答唱和。
新中国成立后，初在乐都县民政科工作，１９５１ 年因病在家休息。同年秋，因
章士钊通过全国政协向青海省政府推荐而任省图书馆馆员，１９６３ 年被任命为
省图书馆采编部副主任。她对我国文史典籍涉猎甚广，文史知识十分丰富，
加之热爱图书管理业务，勤恳苦干，因而成绩斐然。同时，也创作了一些歌
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作品，有的曾公开发表。“文革”中，身心遭受迫害，
诗词稿本散失殆尽，只保存下来 １００ 多首。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退休，次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病逝于西宁。李宜晴的诗词，咏事范围之广、文字造诣之深、数量之多，
在省内女诗人中堪称第一。
（三） 李友楼
李友楼 （１９２６～１９９２ 年），青海互助东山乡白垭壑村人。先后在互助县
委宣传部、青海省委宣传部工作，１９８０ 年调至青海省文联，任青海省民间文
艺家协会主席，１９８５ 年退休。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学会理事、青海省文联委员。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李友楼利用业余时间
收集民间文学并在 《民间文学》 等刊物上发表。在民间文学的收集、翻译、
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出版了 《土族民间故事选》 、民俗文化丛书
《穿彩虹花袖衫的人》《土乡风情记》 等著作，还发表了 《土族歌曲简介》《土
族民歌的基本格律和特点》《土族山乡花娇艳，绚丽多彩采不尽》 等论文。同
时在 《青海湖》 等杂志上系统介绍了土族婚礼习俗及礼俗歌。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７

中

日， 《青海日报》 以 《长河落日圆》 为题，报道了李友楼坚持长年从事民间

国

文学工作的动人事迹。他的 《土族民间文学概况》 一文也在青海省庆祝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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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周年文艺作品评奖中荣获优秀作品奖。《土族民间故事选》 获 １９８９ 年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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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纪念奖和青海省 １９８９ 年民间文学优秀作品奖。他还为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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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故事集成和歌谣集成 《青海卷》 的编辑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曾获文
化部、国家民委、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纪念奖。
（四） 白峰
白峰 （１９２７～２００１ 年），青海民和县人，土族著名画家，曾用名赤航乌
拉。１９５４ 年毕业于西北艺术学院美术系。１９５５ 年到青海人民出版社工作，
１９８５ 年退休。２００１ 年逝世。历任青海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编辑室主任，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美协青海分会名誉主席。白峰先
后在书刊装帧、版画、宣传画和年画创作方面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版画
作品主要有 《白云深处有藏家》《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我的故乡》
《高原春醉》 等，其中 《明月松间照》 参加了首届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
览，荣获佳作奖，在 《新民晚报》《美术》 等全国性报刊上发表，并被民族文
化宫收藏； 《高原春醉》 是入选大型画册 《中华情怀》 的著名版画。年画作
品主要有 《幽林鹿鸣》《草原之春》 等五种，在全国发行。宣传画有 《神州洒
满党光辉》《万古长青》《万里长城渴望点燃奥运圣火》 等，其中为我国申办
２０００ 年奥运会而作的 《万里长城渴望点燃奥运圣火》 作为青海唯一的一幅入
选作品被印刷发行，并被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收藏。他创作的 《世界小说
１００ 篇》《韩保仁兽医验方汇编》《啊！闪光的柴达木》 等 ７ 种图书设计参加了
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藏文字帖》 获全国优秀封面设计奖；《仓央嘉措情
歌》《米拉日巴传及道歌》《新编藏文字典》《黄河源头考察文集》 等获西南、
西北九省 （区） 书籍装帧艺术优秀作品奖。
（五） 王永福
王永福 （１９３１～ ），又名更登什嘉，青海互助县人，是我国唯一健在的
一位能说唱长篇“格赛尔” （也有写作“格萨尔”的） 史诗的艺人。其外公
是 著 名 “ 格 赛 尔 ” 说 唱 艺 人 恰 黑 龙 江 （１８７５ ～１９４６ 年）， 其 父 亲 杨 增
（１８９０～１９５７ 年） 也是一位著名的“格赛尔”说唱艺人。王永福 １ 岁时，随
父母逃荒至甘肃天祝朱岔乡多让沟，以租种荒山草坡、做长工、打短工勉强
维持生活。王永福天资聪颖，在 １０ 多岁时就逐渐地能说唱“格赛尔”了。
１９４５ 年之后，其父杨增逐渐把“格赛尔”的说唱技艺传授给他。杨增病逝
后，王永福四方求教，从别的土族艺人那里学习新的酒曲、赞词、祝词、吉
祥语等来充实自己的说唱。１９４７ 年之后他已成为闻名四方的“酒曲匠”了。
每当逢年过节、迎亲嫁娶之时，人们都要请他去主持婚礼。在这个时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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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要说唱“格赛尔”。有时在一些场合，遇到“格赛尔”的说唱对手时，就用
一问一答的形式说唱，一直到对方认输为止。在这样的过程中，王永福的说
唱技艺日趋成熟。１９８７ 年 ７ 月，西北民族大学 《格萨尔》 研究院院长王兴先
研究员赴天祝县考察土族“格赛尔”的流布情况时，王永福积极配合研究人
员的搜集、整理工作。他唱的“格赛尔”被录音部分已被记音对译、整理翻
译后，编入 《格萨尔文库》 第三卷土族 《格萨尔》 上、中册 （王兴先、王国
明整理翻译，约 ２５３ 字） 出版，为 《格萨尔》 的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且完
整系统地填补了这一空白。由于王永福老人在“格赛尔”的抢救与搜集过程
中作出了突出贡献，１９９１ 年受到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和中国社会科
学院的联合表彰，１９９７ 年又被上述四部委联合授予了“先进个人”称号。
（六） 李克郁
李克郁 （１９３６～ ），青海互助县东山乡人，曾任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
所副所长、教授。少时入互助什巴小学学习，１９４７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
西宁师范学校一部。新中国成立后在互助城关区东山乡政府任干事。１９５２
年，当选为互助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后
被组织上保送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班”学习。１９５５ 年因工作需要，正在上
学的李克郁被抽调到国内蒙古语语言调查组，奔赴青海省互助、民和、海西
等地调查蒙古族和土族语。次年，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土族语调查
组，任副组长，赴青海省民和、互助、大通、同仁等地调查土族语言。回北
京后，被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从事语言研究工作。１９５８ 年，参加
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土族地区调查，并参与撰写了 《土族简
史简志合编》。“文革”中回到家乡，先后在拖拉机站、电信局、宣传部等部
门从事文字工作。１９７９ 年，在他的积极参与下，创制了土族文字，结束了土
族没有自己文字的历史。李克郁一生关注土族语言、历史、文化的研究，先后
发表出版了近 ２８０ 万字的论文和专著。其中 《土汉字典》曾荣获青海省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翻译整理出版的《土族格赛尔》一书，为人们提供了
一部研究土族哲学思想、社会历史和文学艺术的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曾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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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部、中国文联、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四部委的表彰。曾荣获青海省优

国

秀科技人才、民族语文先进工作者、民族古籍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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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席元麟

族

席元麟 （１９３６～ ），青海互助县东山乡人。１９６１ 年青海民族学院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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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留校任教。１９７８ 年起开始参与土族文字的创制工作，在 《土族文字方案》
的基础上编译了《汉土对照词典》，结合土族文字的推广教育实践编成了 《土
族语语法》 一书。１９８０ 年起，在互助土族自治县广播站开办土语广播节目。
１９８１ 年起，参与译制了土语故事片 《雪山泪》 《今夜星光灿烂》 《喜盈门》
《生财有道》《中华警花》《闪闪的红星》 等 ２０ 部影片，在土族群众中引起很
大的反响，其中土语译制片 《生财有道》 荣获文化部民族语译制片优秀奖。
１９８３ 年，在互助土族自治县民族语文工作办公室的支持下创办土文综合性季
刊 《赤列布》 ，先后发行 ９５ 期 １２７００ 余份。４０ 多年来，席元麟搜集、整理
了一系列土族民间文学作品，如 《民间谚语集成》 《青海歌谣集成》，以及
《中国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故事》《土族撒拉族民间故事集》《中国各民族
宗教神话大辞典》《中国习俗大辞典》《中国各民族民间故事集》 等著作中的
土族部分。对土族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撰写 《土族谚
语浅谈》《土族的“梁祝”故事——
—拉仁布和琪门索》《土族民间文学简介》《土
族民间故事的文化内涵》 《土族研究回顾》 等 ４０ 余篇论文。此外，在土族语
言方面先后撰有 《土族语构词法凡例》《五屯话中梵语借词的音变现象》《浅
析土族语词汇的组成》 《汉语青海方言和土族语的对比》 《土族语音位系统》
《同仁土族 （五屯） 语言调查报告》 等论文或调查报告。他为传播土族文字，
搜集、整理、保存土族民间文学，传承土族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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