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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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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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感言

一 次 党 史 故 事 采
访，就是一次思想受洗
礼的过程。记者在麟游
采访时深刻感受到，我
们党一路走来实属不
易，我们能够拥有当下
幸福生活实属不易。感
恩过去，老一辈革命者
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
战为我们赢得希望 ；珍
惜当下，进入新时代，共
产党带着老百姓共同奋
斗，实现幸福生活。

前 往 火 石 山 前，
我一直担心山路崎岖、
一路颠簸不好走，没想
到虽然一路上坡下坡，
但宽阔平坦的柏油公
路直通村组，山里人的
日 子 也 不 差，几 乎 每
家都有小车，家电应有
尽 有。村 民 跟 我 讲 得
最多的就是“感谢党和
政府，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的政策一项接一
项，只要不懒，咋都能
挣 钱 ”。是 啊，新 时 代
正 是 靠 党 的 好 政 策，
千千万万的百姓过上
了好日子。

珍惜当下，更要感
恩过去。采访中，几孔
旧窑洞引起记者注意，
因为村干部告诉我，那
是麟扶岐武工队队员
们当年住过的地方。看
着已经破旧不堪、早已
废弃的窑洞，我脑海里
突然显现出这样一幅
画 面 ：刚 刚 伏 击 了 附
近土匪的武工队队员
们，扛着枪回到了窑洞
倒头就睡，村民给队员
们端来的荷包蛋，静静
地放在门前，他们怕惊
扰到战斗一宿的战士
们……是啊，在那个浴
血奋战的年代，是多少
共产党员用生命和鲜
血换来了和平，感恩过
去，我们最该感谢的就
是抛头颅、洒热血，为
了革命事业一往无前
的革命先烈们。

红 色 故 事

浴 血 火 石 山
——麟扶岐武工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弓旭东

在麟游与扶风、岐山三县

交界处，有一座横贯东西的山

脉，名为火石山，它不及秦岭险

峻，也没有千山连绵，更没有文

人墨客为其挥毫。假如不是在

解放前夕，革命先辈们曾在这

里浴血奋战，恐怕只有生活在

当地的群众才知道这座山。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跟这

座山有关。

1946 年，中共宝鸡地区成

立的第一支武工队——麟扶

岐武工队，正是以火石山为基

地，逐步发展壮大的。

组建
肩负重任  麟扶岐武工队诞生

夏日的麟游，草木葱茏，

凉风习习，漫山遍野开满了各

色山花，令人陶醉。记者来到

麟游县，探寻红色足迹。

当得知记者要了解当年

麟扶岐武工队的情况时，麟

游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

东峰说 ：“走，先领你去火石

山看看。”

火石山？一座山和一支

武工队，有什么联系呢？

带着疑问，一行人从县城

出发，一路蜿蜒前行，在盘山

路驱车约半小时，来到该县九

成宫镇紫石崖村。

站在村口，李东峰遥指着

对面一座东西走向的山说，这

就是火石山，麟扶岐武工队曾

经战斗过的地方。

原来，当年麟扶岐武工队

根据地就在这座山头，从初期

的七人发展壮大到百余人，在

宝鸡通往陕甘宁边区的要道

上铸就一座“红色堡垒”。

1946 年，抗日战争结束不

久，老百姓还没从战争的影响

中缓过劲儿来，国民党就谋划

发动内战，再一次让百姓陷入

水深火热之中。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

陕西省工委在派员恢复各县党

组织的同时，决定选派武装工作

队进入各地组建游击队，同已恢

复的各县工委配合，为粉碎蒋介

石即将发动的进攻做准备。

当年 6 月，中共陕西省工

委把“荫蔽时期”麟游进入陕甘

宁边区的 17 名麟游籍共产党

员组成两支武装工作队，分别

派往麟游和乾县开展武装斗

争，破坏国民党乡保政权，迎接

大反攻。陈世业等 6 人前往乾

县临平一带，成立乾县武装工

作队，而赵杰、刘章天、李建刚

率领高超、刘沛、田杰等人前往

麟游，成立麟扶岐武工队。

武工队成立了，但是要在

哪儿驻扎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赵杰等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

以麟游火石山为基地。“火石山

地处麟游、扶风和岐山三县交

界处，南可攻关中平原，北可退

马栏根据地，而且山区群众基

础好，便于开展工作。”麟游县

博物馆原馆长王存建说。

麟扶岐武工队主要在扶

风、岐山、麟游三县活动，寻找

立足点。当时，火石山东半片

被扶风魏文德部队占据，西半

片居住的大部分是抗战时期

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省

沦陷区逃荒来的难民，对武工

队不了解，常常躲避不见。“当

时抢掠钱财的土匪又经常骚

扰，群众工作十分难做。”李东

峰说，武工队队员们严格执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白天

帮助群众生产，挑水砍柴，打

扫院落，晚上挨家挨户串门，

熟悉当地情况，宣传共产党政

策，讲解革命道理。而且，遇

有土匪抢掠，武工队就开枪驱

离，保护群众的财产。见这支

背着枪、穿着老百姓衣服的队

伍说话办事都是为了穷人，大

家就主动为武工队送粮送菜，

提供情报，还亲切地称他们是

“八路军”。

很快，在火石山一带武工

队迅速与群众打成一片，通过

积极勘察附近山梁地形，绘制

出地图，为后来开展武装斗争

做好准备。

发展
三支队伍互为犄角控制火石山地区

武工队虽然成立了，但

只有 7 个人。面对国民党军队

大军压境的态势，必须发动

群众加入革命队伍，留给武

工队的时间不多。武工队队

员们把目光投向了岐山、扶

风的两支队伍。

冯兴汉时任国民党岐山

县岐阳乡第九保警备班长，有

队员 10 余人。武工队成立不

久，中共扶风县工委书记孙宪

武与武工队刘章天、陈世业、

赵杰等人，专程找到冯兴汉，

向他讲述革命形势，宣传共产

党的主张，说服他以警备班为

基本力量，组建游击队，跟共

产党打天下。

而冯兴汉因“武装走私”

去过边区，对共产党政策有

所了解，同情革命，当即表示

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参

加革命。1946 年 6 月 15 日，

冯兴汉游击队在岐山县京当

大石沟成立，队长冯兴汉，对

外仍称保警班。

赵杰、陈世业等人驻队协

助进行教育整顿。麟游县委党

史研究室干部田慧学说 ：“冯

兴汉游击队完成改造后，战斗

力大增，发动群众抗粮、抗款、

抗丁，建立了北山游击区。”

在扶风也有一支队伍，经

过武工队与县工委的共同努

力，加入游击队闹起了革命。

1946 年春，扶风县工委负

责人孙宪武、韩象纬以及关中

地委派来的干部史汀等人，同

活动在扶风县北部山区一带

的魏文德部队取得联系，向他

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分析国

共两党斗争形势，指明他们的

出路和前途。经过争取教育，

魏文德同意参加革命。

为了改造这支队伍，扶风

县工委请求武工队派出队员，

驻队协助整顿，赵杰等人来到

魏文德部队讲解共产党的政

策、纪律、作风，组织学习政

治，开展思想教育。

冯兴汉游击队、魏文德游

击队成立后，党的武装完全控

制了火石山地区，革命的火种

越烧越旺。

激战
配合西府游击支队打响“迎王之战”

麟扶岐武工队与岐山冯

兴汉游击队、扶风魏文德游击

队协同配合，以火石山为根据

地开展武装斗争，队伍逐渐发

展壮大。

1946 年 6 月 26 日，蒋介

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

集结 10 万兵力向中原军区司

令部所在地宣化店大举围攻，

挑起了全面内战。

经 过 谨 慎 考 量，我 中

原军区部队决定分两路突

围。其中，右路由王震率领

三五九旅和干部旅突围至鄂

西北地区，随之进军陕西镇

安。原本计划在陕南创建根

据地，胡宗南派出重兵后追

前堵，企图聚歼，形势十分

险恶。为策应左路部队创建

鄂豫陕根据地，王震奉命率

三五九旅西进，计划从陇东

北返陕甘宁边区。

8 月 26 日，西府游击支队

300 余人从马栏出发南下来到

麟游，与麟扶岐武工队会合迎

接三五九旅北上，同时建立麟

游山游击区，坚持武装斗争，

迎接大反攻。

9 月 10 日，西府游击支

队侦察队在火石山梁与麟

游县保警队交火，国民党军

三十八师以为是三五九旅侧

翼部队，迅速向火石山进击。

胡宗南得知火石山有共产党

部队，遂增派四五个团的兵

力，围堵不歇，妄图消灭西府

游击支队。西府游击支队采

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拖得国

民党军疲惫不堪。三十八师

遂停止追击，后调来扶风、岐

山、凤翔等县保卫团，在山隘

路口设岗放哨，据险防守，西

府游击支队武装斗争空间被

压缩。

三五九旅主力部队从凤

县北上过渭河进入陇东，向边

区进发。国民党军三十八师在

后尾追，伺机攻击。三五九旅

七一七团前卫营在副团长杨

一青率领下出秦岭，经扶风县

的野河山，进入麟游庙湾，向

西北经紫石崖、桑树塬、澄铭

窑、阁头寺北上，后抵达庆阳

同主力部队会合。

西府游击支队与麟扶岐

武工队密切配合，在火石山坚

持斗争 40 余天，扩大了党的

影响，鼓舞了国统区群众的斗

志，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

牵制了国民党军 5 个团的行

动，掩护三五九旅安全过境麟

游北上，因而受到了中共中央

的通电嘉勉。

这就是火石山的故事。

火石山见证了革命先辈为中

国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也

见证了新时代新农村的新气

象。如今的火石山，如同一位

慈祥的老者，静静地看着乡

村的样子越来越美、老百姓

日子越过越好。

麟扶岐武工队当年居住过的窑洞

感恩过去
珍惜当下  

弓旭东

站在九成宫镇紫石崖村眺望，火石山满目葱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