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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陇县地下团的革命足迹
秦瀚

陇县地下团从 1947 年 7 月

开始进行革命活动并发展壮大，

在接收陇县、建立人民政权、支援

前线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地下团的领导人是四川大学地下

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协会”成员和

中共西安工委领导的地下党员葛

世民同志。

葛世民，1921 年生于陇县杜

阳下凉泉村。1944年考入四川大

学，协助中共地下党员冯玉钦编写

《时事导报》《潮灯月刊》，积极参加

抗日民主运动。

1945 年 7 月，冯玉钦介绍他

加入党领导的秘密组织“抗日民主

青年协会”（后改为新民主主义青

年团）。

1946年 5月，蒋介石由重庆还

都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撤离

重庆，白色恐怖笼罩成都。为保存

革命力量，冯玉钦代表组织通知葛

世民“尽快离开成都”，并约定了联

系方式。葛世民离开四川大学转入

西北大学，立即给冯玉钦写信，冯

很快回信要他在西安和家乡继续

开展工作。

1947 年 3 月，为发动西安学

生牵制胡宗南进犯延安的军事行

动，葛世民拿出自己的奖学金 200

万元法币，创办了铅印刊物《西北

文化新闻》，提出“全市同学动员起

来，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

和平、要民主、要自由而奋斗！”的

口号，并决定 6月 2日举行罢课

游行。国民党闻讯，于 6月 1日晚

将葛世民秘密逮捕，关押于户县牛

东镇国民党监狱。在一月多的审讯

中，他受尽酷刑，宁死不屈，后经党

组织营救出狱。

出狱后，葛世民按照“民协”负

责人冯玉钦“继续开展工作，坚持斗

争”的指示，于1947年 7月初联系

了西北大学学生郑作周、西安师专

学生闻学贤和在西安上学的陇县学

生，组成“陇县旅西安同乡会暑期学

生回乡工作团”，葛世民任团长兼班

主任，郑作周、闻学贤任副团长兼副

班主任，在陇县中学办“暑期学生讲

习班”，培养革命骨干，为在陇县开

展革命活动打基础。

“讲习班”学员有陇中学生、小

学教员、社会青年 250 余人，分 5

个班上课，除补习文化课外，更多

的是分析形势，指出青年应走的道

路。葛世民通过讲课和个别交谈，

将《共产党宣言》《论联合政府》《新

民主主义论》的内容讲了出去，启

发学员思想觉悟，从中发现了肖明

德、周德宽等40多名进步青年，向

他们布置了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

发动群众抗粮、抗款、抗丁等任务。

为了开辟地下团活动阵地，

1947 年葛世民说服伯父葛生桂

（开明绅士，在陇县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二届一次会上当选为县政府

委员）率领村民集资集劳拆庙建

校，建成 12 间校舍。葛世民以建

校委员的身份赴县政府交涉，据

理力争，终获当局批准该校为“陇

县杜阳镇第三中心国民学校”。地

下团员赵喜善、陈溥惠、周田科分

别任教导主任、民教主任和教员。

全校 5名教员中 3名是地下团员，

他们给学生教唱《义勇军进行曲》

《团结就是力量》，讲述孙中山“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和俄

国十月革命的意义。

1948年 8月，葛世民秘密加入

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受党派遣，

以“国民政府豫晋陕监察委员行署

助理科员”的身份重返西安做地下

工作，党交给他三项任务：建立地

下团组织；向解放区输送知识青

年；开展反迁校运动，保存西安大

专院校不让国民党迁走。

他接受任务后，在党组织的领

导下，发动西安大专院校学生开展

民主运动，从中确定了郑作周等一

批骨干分子，发展为地下团员，建

立地下团组织，开展反迁校运动，

并取得成功。

他回到陇县，以“讲习班”发现

的 40多名进步青年为基础，根据

在革命活动中的表现，发展了肖明

德、周德宽为地下团员。通过肖、周

二人，又发展了23名地下团员。

1949 年 5 月初，中共中央西

北局决定刘章天为陇县县长，并

要求刘章天尽快组织接收陇县的

干部队伍，郑作周奉命加入接收

陇县的干部队伍。为了保密，西府

地委决定各县均不以县名与“前

总”联系，接收陇县的干部队伍代

号为“南山部”。

扶眉战役打响后，南山部 65

人由户县涝店史家庄随军开拔。到

达千阳华严寺时，肖明德、陈纪平、

王自强、郭宗唐、贾希贤等由县功

赶来加入南山部，人数扩大到 80

多人。

26日上午，南山部抵达娘娘

庙，肖明德在这里张贴出陇县人民

政府第一张布告。随后，召开了娘

娘庙煤矿职工大会，刘章天讲了

话，宣布人民政府接管煤矿，派了

驻矿军代表。

会后，郑作周提议，南山部涉

千河到下凉泉葛世民家里吃了午

饭，下午 5时许由南门入城，直抵

县政府。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住

在县政府隔壁的陇县中学。彭总指

示县委立即开展宣传活动，组织支

前机构，鼓舞士气，支援前线。

根据彭总指示成立了支前委

员会。主任是刘章天，成员有郑

作周、肖明德、马筱元、刘志铎、

阎宏杰。

支前委员会派地下团员深入

各乡镇组织群众支前，共发动约5

万人的支前大军，筹集粮食490多

万斤，做军鞋2万余双。

随着关山战役胜利结束，陇县

全境解放。接收工作进入新阶段，

地下团员被分配到县委、县政府各

部、委、科、室和13个行政区及县属

各单位参加接收、建政工作。

1949年 7月陇县解放后，葛世

民将 23名地下团员的组织关系，

由团西北工委组织部介绍到陇县

县委，成立了县级机关团总支委员

会，刘章天兼任团总支书记，肖明

德任副书记。

陇县地下团诞生于解放战争

时期，由于有党的正确领导和“讲

习班”奠定的思想基础，因此，陇县

刚一解放就有 130多名地下团员

和团联系的进步青年积极投入“接

收”“建政”“支前”和剿匪、反霸工

作，成为党的得力助手。 

开学了，我站在千阳县水沟镇水

沟村村委会门口，看着一路之隔的水

沟镇中心幼儿园，绿色的草皮铺满了

校园，洁白的高楼矗立在校园的右侧，

听着美妙动听的音乐，感触着家长们

笑眯眯的期待，充满了无限的遐思。这

里曾经是最早的燕伋小学所在地。

燕伋是孔子的学生，也是七十二

贤人之一。千阳县水沟镇水沟村是燕

伋的故乡。1941年，在水沟村建立了

燕伋小学。水沟村二组83岁的老人李

春西笑着对

我说：“我小

时候跟着上

学的哥哥去

燕伋小学玩，

没有地方坐，

就坐在教室

的过道里。当时，燕伋小学就在现在水

沟镇中心幼儿园所在的位置。学校只

有三孔窑洞、三间房。”76岁的李满

存老人也说：“燕伋小学的两扇大木

门，镂刻着空心花，是丰头村李水娃被

枪毙后，从李水娃家里拉来的。学校的

门口，有个大石碑，刻了四个大字‘千

古流芳’，这是郑家的碑子。我小时候

常在附近玩耍。”因为当时人们比较

穷，燕伋小学的学生并不多。

李春西说，解放后，水沟村的燕

伋小学更名为水沟小学，修建了新的

校舍，学生越来越多。1990 年以后，

随着燕伋文化的挖掘，县城和水沟镇

（村）两地，先后出现了很多以燕伋及

相关名称命名的建筑、企业和文艺刊

物、机构。

1991 年，坐落于水沟镇三泉村

的千阳县水沟水泥厂更名为燕伋水

泥厂，2001 年更名为雪山水泥厂。

1993 年 5月，水沟乡在乡政府和水沟

村村委会之间的河流上修建了燕伋

桥。1999 年，水沟小学再次更名为燕

伋小学。同年，水沟中学更名为燕伋

中学，竖立了燕伋汉白玉雕像。2011

年，水沟村燕伋小学被撤并为水沟镇

中心小学，燕伋中学被撤并到寇家河

中学。燕伋小学改办为水沟镇中心幼

儿园。水沟镇在水沟街道旁边建起了

燕伋广场，宣传儒家文化。2019 年，

水沟镇为了宣传燕伋尊师重教精神，

沿着千陇南线竖起了巨幅村牌，除过

村名，还写有“燕伋故里，花海田园”

几个大字。

在千阳县城，以燕伋望鲁台为

中心，从 1998 年起，修建了更多以

燕伋或者相关名称命名的建筑、街

道。先后修复了燕伋望鲁台（又叫中

华尊师第一台），建起了燕伋塾坛、

燕伋汉白玉雕像、石头雕像、西关燕

伋广场、望鲁台石牌楼。2010 年，将

2001 年建起的千河柿沟大桥更名为

燕伋大桥，2015 年，将 2008 年建成

的东海路更名为燕伋大道。燕伋大

道西边的一条南北路，被命名为望

鲁路。2016 年，将与燕伋大道连接

的东西向步行街命名为渔阳鸿府步

行街，因为唐玄宗李隆基将燕伋追

封为渔阳伯，以此进行纪念。2017

年 8 月，县委、县

政府在文化路西

侧建起了千阳县

燕伋小学，规模

宏大，学生 2400

多名，成为千阳

县教学设施最

好、教学质量最高的重点小学之一。

这也是千阳县历史上的第三个燕

伋小学（第一个燕伋小学和第二个

燕伋小学位置相同，时间有间隔）。

2021 年，千阳县委、县政府完成了对

宝平路县城段的提升改造工程，在

众多的灯杆上都镶嵌了“燕伋故里”

四个熠熠生辉的大字。在文化领域，

千阳县先后有《燕子文苑》期刊、《望

鲁台》秦腔戏、燕伋文化研究会。

燕伋是千阳县最大的名人，也

是最亮的文化品牌。他求知若渴，千

里迢迢，三赴鲁国，跟随孔子，勤奋

读书，周游列国，故乡办学 18 年，对

后世的影响巨大。翻开千阳县志，从

晋代到元代，千阳县出了 10 个举人

和进士，除过段秀实外，别的都是燕

伋的后代。可以说，燕伋的后人深受

燕伋的影响。明代以后，千阳县历任

地方官对燕伋等三贤特别重视，不仅

建立了三贤祠，也建立过燕伋祠，千

阳县的文化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明

朝，千阳县产生了 28 个举人。清代，

千阳县在科举方面也有较好的成就，

城关镇千川村还出了张邦治、张次井

父子两个举人。他们像燕伋一样，做

到了知识的代代传承。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

燕伋及其相关的名词都成为知识的

符号。我盼望更多的人多学习知识，多

读书。愿大家都到燕伋望鲁台、燕伋的

故乡水沟村看一看，不仅看看燕伋墓、

燕家山、燕家阙，也到千阳的第一个燕

伋小学参观，欣赏一下《望鲁台》这部

戏。把燕伋的求学精神牢记心间，每天

学习一点新知识，每天都有新进步，学

成以后，都像燕伋一样为故乡作出应

有的贡献。

青铜铸文明 ：

三星堆青铜器          西周青铜器

燕伋故里
王艾迎

——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竑
本报记者  张晓燕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今年，三星堆祭祀坑又提取出

土象牙、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重

要文物 534 件及残破文物碎片近

2000 件，一件新近出土的金面具

残片上，耳朵和嘴巴的轮廓清晰可

见。另外，在遗址 3 号坑中提取出

一枚青铜兽面，宽 25 厘米、高 12

厘米，是三星堆文化中典型的青

铜器类。三星堆中出土了很多青铜

器，如高度达 172 厘米的青铜立人

像，造型奇特的青铜神树，最高一

株达 395 厘米，也是目前全世界发

现的最大青铜器物。

同是青铜器，三星堆出

土的青铜器与宝鸡出土

的西周时

期青铜器

有 何 异

同？记者

9月 15日

采访了宝

鸡 青 铜 器

博物院学术

委员会副主

任王竑。

记者：请问，
此次三星堆出土

的青铜兽面有什么
特点？

王 竑 ：据新闻报

道，这个青铜兽面虽有

类似人的五官，但头部带

有犄角、嘴角露出獠牙，

与三星堆常见的面具、人

像有明显不同，因此学界将之定名

为青铜兽面。青铜兽面整体扁平，

胎体薄，具体用途仍不能确定，或

许也是古蜀人祭祀活动中使用的

道具。 

记者 ：三星堆这些年来出土
了大量青铜器，它们和宝鸡出土
的西周青铜器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之处？

王竑 ：首先，它们都是我们华

夏民族的瑰宝，都是我国青铜时代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从青

铜器的功能上来讲都一样，都是对

宗教礼仪制度的反映。第三，从青

铜器上也能看出三千多年前的中

原地区和长江流域，都具有高度发

达的青铜冶铸技术。

但是，很明显，两地的青铜器

从形制和祭祀内涵上有很大的差

异。三星堆的青铜器是以神人像、

面具、神鸟等为主，表现出了与中

原地区完全不同的祭祀方式。而中

原地区祭祀用的青铜器以实用的

容器为主，很少有青铜神树、面具、

神人立像。具体到与宝鸡出土青铜

器的最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时代不同，三星堆出土青

铜器的时代最晚是商末，宝鸡青铜

器以西周青铜器为主；二是宝鸡出

土青铜器有文字，在三星堆出土青

铜器上至今没有发现文字。 

记者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
联吗？

王竑 ：当然有关联。三星堆绝

非一个完全独立出现的青铜文明，

既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也有中原文

明的因素，在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青

铜方尊，就是中原青铜器的特色；

同时，在青铜高立人身上的纹饰与

玛雅建筑上的图案具有很大相同

性。这些都反映出在当时不同地区

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

记者 ：三星堆的青铜器上面
至今都没有发现文字遗留，而西
周的青铜器很多都有铭文，这说
明什么？

王竑 ：首先青铜器上的文字是

青铜器铸造技术进步的结果，随着

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在西周时

期才可能出现长篇铭文。其次，这

也可能与各自的文化背景有关。三

星堆古蜀人的祭祀对象是神，与神

沟通，通过巫的巫术就可以，不需

要文字；而宝鸡地区的周人祭祀对

象是祖先，给祖先说话一定是祖先

可看懂的文字。

陈仓荟萃

西周青铜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