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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行走 重温西秦大地             百年党史

宝鸡日报社 市委党史研究室合办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全媒体采访行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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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清 明 节 前，
我一路沿着崎岖的山
路，来到麟游老县城的
城隍庙，在这个曾经打
响“西府第一枪”的院
落，采访了解红色革命
故事，内心久久不能平
静……

在 那 个 血 雨 腥 风
的战争岁月里，无数中
华儿女为民族的解放
事业，不惜抛头颅、洒
热血，赴汤蹈火、舍生
取义，王泰吉就是其中
一位。当年，从黄埔军
校第一期学员中脱颖
而出的这名年轻小伙
子，一心投身革命，加
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国
家，为了人民，为了革
命斗争取得最终胜利，
最后献出了自己年轻
的生命。他领导的麟游
起义打响了西府武装
斗争“第一枪”。正因为
他们舍生忘死与敌人
战斗，为了民族大义和
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不畏一切，才有了我
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我
们要永远记住他们的
名字，将他们的精神化
作我们前进的力量，激
励我们不断创造美好
的明天。

仲春时节，麟游县漫山遍

野的山桃花开成一片花海。位

于老县城城关村的城隍庙里，

一棵三人合抱的千年银杏已

经抽出新枝，城隍庙前的标识

牌显示，这棵银杏树高 34 米；

树南侧是小城老屋，老树簇拥

的老屋、石墙，与银杏一起见

证着老城的故事。

就在这棵银杏树下、古庙

当中，曾响起过嘹亮的战歌，

千山的沟沟坎坎、层峦叠嶂之

中，曾经在这里打响了“西府

第一枪”。

麟游起义拉开了西府武

装斗争的序幕；

这场战斗震撼了人心，激

励多少满怀革命豪情的青年

投身革命队伍；

这次起义撼动了山野，也

点燃了麟游革命的火种…… 

清明前夕，记者来到麟

游老县城，沿着革命先烈的足

迹，去探访王泰吉领导麟游起

义的革命故事。

王泰吉生于 1906 年，陕

西临潼人。他可不是一个普通

人——他自幼学习勤奋刻苦，

成绩优异，1924 年，他成为“中

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

期学员，和他同期的学员有徐

向前、陈赓、左权……临去黄

埔前，王泰吉吟诗抒发献身革

命的壮志豪情:“七尺男儿汉，

足立天地间；满目不平事，蹈

覆待何年。”这个刚刚年满 18

岁的小伙子意气风发、豪情满

怀，他知道自己的理想信念在

哪里、是什么。入校不久，他便

主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革命

的“火种”早早在这个年轻人

心中深深埋下。

1924 年冬，他被派到驻河

南开封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

团军学兵营任排长；1926 年，

他转入陕军甄寿珊部教导团

任营长；1928 年 3 月，驻防临

潼的第三师师长甄寿珊奉命

率部围剿陇县吴山王佑邦股

匪途中，路过麟游暂住休整，

留下教导团王泰吉第一营驻

防麟游县城。

时光的指针回拨到 1928

年 4 月初的一天。当时，王泰

吉接到一封密信，中共陕西省

委指示他在麟游率部起义，成

功后在北部山区实行武装割

据，建立“红区”。

接到密信的当天下午，王

泰吉秘密召集教导团其余 7名

党员，在一营营部所在地的县

城东门外文庙开会，宣读了省

委来信。全体党员表示，坚决执

行省委指示，当晚起义，并决定

起义后迅即向东北方向前进，

天亮前通过礼泉县南坊镇并向

北转移，在陕甘边创建革命根

据地，开展游击斗争。

那晚，天刚擦黑，众人在

营部吃过晚饭，王泰吉便在第

一中队驻地城隍庙紧急集合

了一中队的 60 多人。当一声

“起义”喊出，这群入伍还不到

半年的学兵，个个士气十足，

打算跟着王泰吉大干一场。战

斗中，由于没有受过专业的军

事训练，这群新兵经验不足，

在起义后行进速度跟不上，天

刚蒙蒙亮，王泰吉率领的队伍

就被南坊镇民团围攻，寡不敌

众，最终麟游起义失败了。

“麟游起义是中共陕西省

委组织的一次重要起义，具有

示范引路和鼓舞人心的重大

作用。这次起义打响了共产党

人在西府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动派的第一枪，鼓舞了共产党

人开展武装斗争的信心，在西

府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

共产党人组织武装起义和兵

变提供了经验，锻炼了干部。”

中共麟游县委党史研究室副

主任李东峰说。

麟游起义让王泰吉的名

字响彻麟游大地，他的革命故

事也被载入史册。王泰吉曾给

父母写过一封信，信中说:“男

尝谓天下事，危然后安，勿图

苟安; 乱则思治，勿图小治。男

以身贡献社会，生死利害，在

所不计。”

后来王泰吉又参与领导了

渭华起义、耀县起义，虽失败，

但他的革命信念从未动摇过。

1934年 1月，王泰吉主动要求

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途经陕西

淳化通润镇时被捕。王泰吉被关

押期间，同情革命的杨虎城部队

里的许多旧友曾多次设法营救

他，但均未成功。王泰吉在狱中

写诗明志:“南京被押己巳年，

蚤虱围攻何足怜。翻身消灭尔丑

类，革命精神炼愈坚。”之后，王

泰吉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情真

意切地对旧友们说，希望大家能

为全国的团结抗日事业出力。

1934 年 3月 3日，王泰吉被秘

密杀害于西安，年仅28岁。

王泰吉短暂的一生，也是

苦难的一生，在他看来，为人民

谋幸福而进行革命斗争是他这

一生最光荣最骄傲的决定，也

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

如今，提起王泰吉和当年

这段历史，麟游当地群众依旧

心潮澎湃。居住在老县城城关

村城内组的张珠宝，今年 71

岁，回忆起过去的历史，他激

动地说：“我家就住在这个城

墙根儿跟前，小时候经常听家

中的父辈讲，王泰吉是个了不

起的人物，他发动麟游起义，

年纪轻轻的就牺牲了，很可

惜。正是有了他和其他革命先

辈的英勇无畏、流血牺牲，才

有了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我们

不能忘记他们。”

站在麟游老县城的城墙前

追思，多少革命先烈为了民族

独立、人民幸福而抛头颅、洒热

血。如今，时过境迁，旧城墙依

然矗立在那里，它在静静地告

诉后人，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

个个红色故事。麟游县县长李

武发说：“麟游是革命老根据

地，红色遗址纪念碑亭、红色历

史纪念馆都在讲述着本地红色

历史。这是麟游人的一笔宝贵

精神‘财富’，激励着我们在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

兴的路上奋勇前进。”

现如今，麟游正在发生

着翻天覆地的新变化，一座靓

丽宜居、生态文明的新城正在

悄然崛起。储量丰富的麟北

煤田、“光伏＋农业”产业项

目……都为未来麟游驶入发

展“快车道”赋予了巨大动能，

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幸

福感也与日俱增。

“铭记历史是对发展的最

好‘守护’。今天我们在享受幸

福生活的时候，不能忘记为革

命流血牺牲的先烈们。我们不

能忘记，组织发动麟游第一次

武装起义的革命烈士王泰吉，

我们要缅怀革命先烈，沿着他

们的足迹，找回我们自己的初

心，要把这股精神力量凝聚成

我们发展前进的强劲动力，把

麟游建设得更加美丽！”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麟游县委书

记孙敬虎说。

打响西府武装斗争第一枪
——记王泰吉领导的麟游起义

本报记者 符雅琦

红 色 故 事

焦点人物

记者感言

王泰吉
（1906-1934）

寻访与铭记
符雅琦

麟游起义遗址

麟 游 老 县 城 城 隍
庙，是 1928 年 4 月 麟
游起义发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