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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志丹、谢子长早期军事活动的历史考察和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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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渭华起义失败以后 ,刘志丹、谢子长等从 1929年春到 1932年 2月经历了开展兵运活动、接收改造绿林武装、成立

“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 ”到建立正式红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所经历的兵运活动、接收

“土匪 ”武装、接受军阀部队收编以及三嘉原“缴枪事件 ”,长期以来 ,人们有不同的看法 (包括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 )。其实 ,

在系统廓清刘志丹、谢子长军事活动的前提下 ,开展兵运活动、收编“土匪 ”武装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接受

军阀部队的收编是一种“借水养鱼 ”的策略。而三嘉原“缴枪事件 ”则是改造“土匪 ”武装、建立正式红军过程中的一个“曲

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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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刘志丹、谢子长早期军事活动的研究 ,目

前学者们主要是集中在一些纪念性的文章上 ,或者仅

仅是老革命家们的一些回忆录 ,都比较零散 ,在对他

们二人早期所从事的军事活动的考察中 ,大部分学者

也只是从兵运这一军事活动来论证考察 ,而没有从整

体上作出系统的论证和考察。本文不仅考察了刘志

丹、谢子长的兵运活动 ,还涉及他们早期改造土匪绿

林武装、接受军阀收编、创建正式的中国工农红军陕

甘游击队等多方面的军事活动 ,综合考察了他们早期

的军事活动。文章大致以时间为线索 ,系统的廓清了

刘、谢早期的军事活动 ,能够使人们对早期陕甘、陕北

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刘志丹、谢子长的军事活动得到

较为全面的了解 ,更为深刻的认识革命历程的艰辛 ,

而且能对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重要的材料和

思路。

一、刘志丹、谢子长早期在陕甘边的军事活动

1928年 8月 ,也就是渭华起义失败后不久 ,刘志

丹、谢子长先后回到西安 ,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了渭

华起义的经过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省委随即派他们

去陕北开展武装斗争。时当中共陕北特委处在米脂

遭到破坏之后的消沉时期。[ 1 ]63
1929年 2月 ,特委召

开第一次扩大会议 ,选举谢子长为特委军委书记 ,刘

志丹为委员。刘志丹、谢子长对特委书记杨国栋的右

倾情绪进行了批评 , [ 2 ]强调了军事工作的意义 ,并建

议特委抓紧创建革命武装这个中心工作。会议最后

作出了加紧军事活动、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 1 ]75 4

月 ,陕北特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 (榆林红石峡 ) ,会

议决定刘志丹接任特委军委书记并主持特委工作 ,谢

子长任特委军委委员。会议再次批判了杨国栋的错

误 ,并撤消其代理特委书记职务。会议根据刘志丹的

意见 ,决定采取以“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斗争形

式 ,开展武装斗争 ,创建革命军队。[ 3 ]从这时起 ,刘志

丹、谢子长便开始了在陕北和陕甘边界的军事活动。

1929年 4月 ,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县 (今志丹

县 ) ,在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王子宜和皖北暴动失败后

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的曹力如的帮助下 ,利用保安

县民团团总路仰之和政界的矛盾 ,将路仰之赶走 ,刘

志丹、曹力如分别担任了正、副团总。[ 4 ]10刘、曹利用

这一合法身份力图将这支民团改造成为革命武装。

保安县党组织遂派一批党员进入该民团 ,并建立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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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部 ,
[ 5 ]716开始了对这支反动武装的改造。与此同

时还积极支持当地群众的革命斗争 ,曾逮捕和处决了

几个为人民痛绝的豪绅。刘志丹的革命活动引起了

敌人的惊恐和反扑 ,迫于反革命的压力 ,刘志丹离开

了民团。曹力如和其他人则继续在民团潜伏 ,秘密进

行革命活动。

遵照红石峡会议 (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 )精神 ,

1929年春谢子长去宜川附近黄龙山做“山大王 ”梁占

魁的工作。梁原是黄龙山的小股非法武装 ,乘军阀混

战之机招兵买马 ,此时队伍已发展到三四百人 ,占山

为王。谢子长原先和梁占魁认识 ,认为梁是可以争取

的 ,梁的队伍是一支可以改造好的队伍。而正在此

时 ,宜川城内发生了一场武装冲突。原来驻守宜川城

的冯玉祥部队纪律不好 ,差税繁重 ,当地民众怨声载

道 ,曾在杨虎城部当过旅长的黑子斌 (宜川人 )实在

看不过眼 ,为民请命 ,提了些批评意见。为此 ,冯玉祥

部队把黑子斌扣押了起来 ,宜川县民团为了抢救黑子

斌 ,联合梁占魁、黑老一的队伍 ,攻打宜川城 ,由于冯

玉祥部的兵力过于强大 ,攻城失利 ,队伍损失严重 ,梁

占魁率队伍残部仍旧上山。于是 ,谢子长的争取工作

没有结果 ,他离开梁占魁部返回安定。

1929年秋中共陕北特委派刘志丹、谢子长到宁

夏苏雨生骑兵第四师做兵运工作。刘、谢带数十人 ,

以率部来投的合法名义 ,进入苏雨生部。刘志丹、谢

子长不但在陕北、陕甘边人民中有崇高威望 ,而且在

敌人营垒中也享有盛名。苏雨生以“小庙得大神 ”,

偶得英雄的仰慕心情 ,款留刘、谢。苏雨生为求扩大

势力 ,将刘、谢所带人马编为一个旅 ,以谢子长为旅

长。同时委派刘志丹为张廷芝第十六团中校副团长 ,

图以借助刘志丹掌握张廷芝 (张与苏原非一个系

统 )。随后 ,陕北特委又先后派出共产党员张秀山、

张东皎、王世泰、马云泽、高鹏飞、李树林、黄玉华、贺

晋年、郝兴民等 50人 ,进入苏雨生部 ,并成立了党的

军委 ,书记为张东皎。[ 6 ]16 1930年春 ,苏雨生在宁夏失

败 ,流窜于宁陕甘边界。这时 ,陕北特委调回谢子长。

刘志丹则被苏雨生派回陕北 ,扩大实力。刘志丹回到

保安后 ,从保安民团拉出一些人作基础 ,收集旧部 ,接

收民间武装和“杆子 ”(土匪 )。很快组成了一个营 ,

刘志丹为营长。部队活动于庆阳北三道川地区。[ 4 ]11

与此同时 ,陕北特委又派谢子长、阎红彦、赵洪枝、赵

文蔚、马云泽、李维俊去宜川后湫天收编土匪杨庚武

部周维奇营。即将该 300余人枪拉出 ,并进到三道川

与刘志丹所部会合 ,编为一个团 ,谢子长任团长。[ 7 ]32

后张廷芝以其妹作诱饵 ,收买周维奇。周维奇遂与张

合谋叛乱 ,谢子长等少数干部脱险 ,部队均被搞垮。

时 ,刘志丹正在庆阳 ,他获悉周维奇叛乱后 ,立即回返

三道川 ,途中遭张廷芝追捕 ,刘志丹避于永宁山寨 ,在

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等保护下脱险 [ 6 ]77。刘志丹、

谢子长在陕甘边的军事活动受挫。

1930年 10月刘志丹、谢子长回特委参加第三次

扩大会议 (绥德合龙山 )。会后不久 ,刘志丹被派往

保安拉队伍 ,谢子长则调上海中央特科受训。[ 8 ] 9月

中旬 ,刘谢二人分途行动。

刘志丹再次回到保安 ,在保安党组织帮助下 ,组

成一支四五十余人的武装部队。[ 5 ]716
9月上旬 ,刘志

丹率领这支部队以陇东民团军第六营的番号 ,巧袭太

白镇 ,击毙该镇民团团总黄毓麟 ,缴获长短枪 60余

支 ,骡马数十匹。其后 ,便游击于保安、甘泉、合水一

带 ,两三个月内 ,发展为 200余人枪。[ 6 ]17后井岳秀部

二五六旅高双成的一个营 ,进驻保安进行“围剿 ”。

刘志丹率部与敌交战。战斗多次失败 ,部队损失过

半 ,被迫退至宜君县小石崖一带子午岭山区 ,刘志丹

在陕甘边界的军事活动再次受挫。

1931年初 ,刘志丹派游击队支部书记杨树荣去

省委联系。省委指示再次与苏雨生合作 ,积蓄力量 ,

待机起义。[ 9 ]
1930年冬季苏雨生在宁夏失败后 ,接受

了杨虎城改编 ,当上了旅长 ,驻防彬县。当刘志丹再

次率部投入苏雨生部时 ,苏雨生即将刘志丹的部队改

编为补充团 ,刘志丹任团长 ,驻防旬邑县职田镇。刘

志丹利用这个时机 ,一面收集被打散的部队 ,一面招

收革命青年 ,积极扩大部队 ,准备起义。这时 ,地主豪

绅暗中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串通 ,密谋捕杀刘志丹。

苏雨生与反动当局合谋 ,假以开会为名 ,诱骗刘志丹

到彬县 ,将刘逮捕 ,关入彬县监狱 ,并决定判处死刑。

同时掉动两个团围攻职田。部队与敌血战两昼夜 ,后

经连排长会议决议 ,为营救刘志丹出狱 ,全军放下武

器。部队被缴械后 ,编为徒手运输连 ,驻彬县东关村

娘娘庙。刘志丹入狱第八天 ,恰遇杜斌丞因公入甘 ,

途经彬县。经由杜斌丞解救 ,刘志丹得释。[ 4 ]12第三

次起兵又失败了。

刘志丹出狱后 ,巧遇同乡李勤甫。李勤甫系陇东

暂编十三师师长陈圭璋的副官处长 ,他为陈圭璋在天

津购买驳壳枪两打 ,行至彬县被苏雨生扣留。陈苏之

间的矛盾骤然激化。李勤甫偕刘志丹去平凉晤见陈

圭璋。陈明知刘志丹是共产党员 ,却十分敬佩 ,鉴于

陈苏之间的尖锐矛盾 ,陈愿与刘协力抗苏 ,并委任刘

志丹为陇东十三师直辖十一旅旅长 ,防地划为宁县、

正宁两地。[ 10 ]这时 ,杨虎城已下令消灭苏雨生 ,通令

陈圭璋执行。于是消灭苏雨生部的作战计划便产生

出来了 :驻早胜镇陇东十三师直辖骑兵旅高广仁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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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宁县、正宁陇东十三师直辖十一旅刘志丹部为攻歼

部队 ;陇东十三师刘宝堂旅为追歼部队。不料 ,高广

仁与苏雨生、张廷芝早有勾结 ,高、苏、张三部计划退

往宁夏称霸一方。在这一阴谋之下 , 1931年 6月 29

日 ,高广仁突然行动 ,将刘志丹旅打垮 ,与此同时刘宝

堂旅也被高军缴械 ,并将排长以上干部绑架 ,向北窜

逃。但高军行至庆阳 ,被陈圭璋西峰镇驻军蒋云台旅

打散 ,陈圭璋部两个旅因而得救。高广仁残军退往宁

夏后完全失败。而这时蒋云台却通缉逮捕刘志丹。

在这种形势下 ,刘志丹留张秀山、王世泰、张景儒、张

尔凯、刘约三等人于陈部 ,继续隐蔽 ,以待时机。他偕

马锡五离队 ,进入南梁地区。刘志丹又遭到第四次失

败。

1931年 9月 ,刘志丹、马锡五进入南梁地区后迅

速展开活动 ,很快便收编了赵连璧、杨丕胜、贾生才三

股武装 ,分别授予三个营的番号 :赵连璧部为第一营 ,

营长赵连璧 ;杨丕胜部为第二营 ,营长为杨丕胜 ;贾生

才部为第三营 ,营长贾生才。[ 4 ]13至此 ,刘志丹终于组

成了一支独立武装 ———南梁游击队。

二、陕北游击队的建立及与南梁游击队的会合

1930年蒋阎冯大战 ,阎冯失败。阎冯两军退入

山西。阎锡山下台 ,商震当上了山西省主席 ,时山西

政局一片混乱。中共山西省委 (书记刘天章 )根据中

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 ,决定乘机发动晋西吕梁山区的

游击战争。为了组建一支游击队 ,山西省委调出冯

(玉祥 )军高桂滋部的共产党员吴岱峰、拓克宽、杨重

等人 ;又从太原兵工厂抽出尹子安、安世人、马佩勋等

十余人。同时又要求陕北特委给予支持 ,陕北特委遂

派出共产党员阎红彦、白锡林等十余人去晋西。[ 11 ]202

1931年春末 ,各地同志在汾阳县城东关万兴客栈秘

密联络站陆续齐集 ,计 30余人。与此同时 ,长短枪

25支也相继运到。

1931年春夏之交 ,在汾阳县大麦郊楼底村 (西

泉 ) ,举行了游击队成立典礼。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

击队第一大队 (下简称晋西游击队 )正式宣告成立 ,

大队长 :拓克宽。副大队长 :阎红彦、吴岱峰。政治委

员 :黄子文。总支书记 :杨重远 ,财经员 :白树海。大

队辖两个中队 ,第一中队 ,中队长阎红彦 (兼 ) ,辖胡

廷俊、李成兰等 3个班 ;第二中队 ,中队长白锡林 ,辖

陈玉清、周维仁等三个班。[ 11 ]202晋西游击队成立后 ,

学习了毛泽东亲手制定的《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 》;

讨论了部队的行动方针 ,随后便开展了游击活动。打

土豪、斗地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很快开辟了汾阳、

孝义、离石、中阳、石楼等县的广大地区 ,建立了以汾

阳三道川、中阳上桥村、孝义邬家庄、西守庄为中心的

游击根据地。

同年 8月 ,山西省政局趋转稳定 ,商震倒台 ,徐永

昌继任省主席。敌人调动了一个步兵师和一个炮兵

团 ,并附大量地方团队计万余人的兵力 ,向游击队发

动了疯狂的“围剿 ”。与此同时 ,中共山西省委也遭

破坏。正在敌人的重兵压迫下 ,游击队又与上级党失

去了联系 ,处境日益艰险。在这种情况下 ,游击队党

总支根据省委的预定方案 ,决定西渡黄河 ,转入陕北。

为了胜利实现这一转移 ,党总支决定精简部队 :不能

携带的军械、枪弹和物资 ,就地掩埋 ;不愿过河的同

志 ,即行遣散 ,党员由总支发给证明信 ,还给每人资助

30元银币。这一支团结战斗在吕梁山的游击队 ,洒

泪挥别。百余人的队伍 ,最后保留了 30名共产党

员。①

9月 2日 ,晋西游击队在义牒镇附近渡过黄河 , 9

月 3日晨 ,到达陕北清涧县高杰村。9月 4日 ,在安

定东区南沟岔附近的柳树坪 ,改造了领导 :大队长 :阎

红彦 ;副大队长 :吴岱峰 ;政委 :杨重远。下辖李成兰、

胡廷俊、马佩勋、周维仁四个班。[ 11 ]203
9月 5日到达安

定西区枣树坪 (谢子长家乡 ) ,找到了地下党员谢德

惠 (谢子长兄 ) ,并通过谢德惠找到了中共安定县委

书记马文瑞。马文瑞一面派人向陕北特委报告 ,一面

动员党团员和青年农民参加游击队。不久 ,陕北特委

书记赵伯平派张资平来传达指示 :游击队即在安定、

清涧、延川、延长、靖边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并改番号

为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陕北支队 (简称陕北游击

队 )。随后特委又派来大批党员和青年农民参加部

队。② 29月 11日 ,在保安安条岭战斗中拓克宽被俘

后遭敌杀害。黄子文失掉联络转回西安 (1932年春 ,

持省委介绍信归队 )。

10月 4日 ,在安定县孙家河 ,接收了土客武装杨

琪、杨鼎、杨桐部百余人。10月 7日 ,在安定东区南

沟岔 ,又接收了烟商武装师诸杰部百余人。随后游击

队队委和地方党组织 ,向师诸杰部派出雷恩钧、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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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 30名共产党员为晋西游击队 30名队员 ,即 :拓克宽、阎红彦、杨重远、黄子文、百锡林、常永亮、李成兰、马佩勋、周维

仁、胡廷俊、田有辛、符友坚、陈玉清、吴岱峰、师俊才、张免芝、白树海、李发荣、张应琪、刘昌汉、郝金彪、王俊杰、冯金福、董金

芝、胡廷壁、戴炳章、李炳云、杜鸿亮、李素云、寇世仁。

参加游击队者有马云泽、强龙光、强世卿、侯奉先、侯奉来、侯奉高、郭立本、赵福祥、惠怀玉、李维俊、惠泽仁、阎宝中、郭

万芝、王得民。



白、白雪山、惠泽仁、陈玉清五名共产党员 ,分任各队

指导员。这时 ,全队计有步骑兵 300余人。

游击队在取得玉家湾歼敌一个骑兵排 ,以及攻打

瓦窑堡 (未克 )等战斗后 ,奉陕北特委指示 ,南下陕甘

边会合刘志丹。

1931年 10月 20日 ,陕北游击队与刘志丹领导

的南梁游击队 ,在南梁林镇会合。

南梁会合起来的两支武装力量 ,以及陆续转来的

在敌军中从事兵运工作的张秀山、王世泰、贺晋年、高

锦纯等一批共产党员 ,成为以后组建的红二十六军的

基础和骨干。从此 ,中共陕西省委有了自己的武装 ,

由此而爆发了桥山山脉的游击战争 !

1931年春 ,谢子长学习结业 ,从中央特科回到陕

西省委 ,省委任命谢子长为军事特派员。同年夏秋 ,

他奔走于陕甘边 ,进出于白军 ,巡视中共在敌军中的

兵运工作 ,这些隐蔽在白军中的力量 ,在以后的游击

战争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三嘉原改编 ,陕甘游击队正式组建

1931年 10月 30日 ,谢子长按照省委指示来到

南梁。谢子长到后首先做了三件事 :第一 ,召开了党

团会议 ,成立了部队党的委员会 (简称队委会 )。书

记 :谢子长。委员 :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

白锡林等。[ 7 ]33第二 ,进行了临时编队 :陕北游击队编

为第一支队 ,支队长谢子长 ;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支

队 ,支队长刘志丹兼。各支队下辖三个大队 (大队内

部暂维持原建制 ) ,队委会为全军最高领导机关。第

三 ,向队委会传达了省委指示。省委要求对南梁会合

的部队进行整顿改编 ,正式组建红军游击队 ,开展农

村游击战争 ,使游击区域扩大到关中交界 ,与三水

(今旬邑 )、淳化及渭北的农民斗争会合起来。[ 12 ]2 - 6

队委会认真讨论了省委指示 ,一致表示赞同。但同时

认为立即进行整编 ,确有困难。部队所处的内外环境

十分复杂 :从内部来看 ,陕北游击队除它的基干力量

(原晋西游击队 )外 ,还有杨琪、杨鼎、杨桐、张福才、

肖永胜、贺得胜、师诸杰等数股商贩武装 ;南梁游击队

系收编不久的赵连壁、杨培胜、贾生才三股饥民武装 ,

骨干力量尚未形成。在这两支部队中 ,有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知识分子、手工业工人和贫困农民 ,其中也

有不少是游民无产者、江湖镖客 ,部队中封建帮会色

彩和绿林习气浓厚 ,组织纪律涣散。成分不纯 ,是部

队自身的一个严重问题。从外部条件看 ,南梁地区素

为匪窟 ,这里聚集着土匪十数股 ,每股十数人、数十

人、百余人不等。此外周围还有两大匪霸 ,张廷芝、谭

世林 ,各约 400人左右。以南梁为中心的各川道 ,人

口不足两千 ,产谷约数千担 ,多年受土匪骚扰 ,以及官

府、地主的盘剥 ,人民穷困到极点 ,部队面临着严重的

经济困难。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 ,队委会认为 ,当务

之急 ,是解决军需 ,稳定部队 ,同时加紧内部整顿 ,为

正式改编创造条件。队委会还认为 ,南梁地区不能久

留 ,宜向庆阳方向转移 ,一则解决全军的食宿和冬衣 ,

二则摆脱土匪 ,为部队的整顿寻求适宜的环境。行动

方针确定后 , 11月 7日部队开拔 ; 9日 ,到达庆阳东北

三十里之新堡 ,定此为临时防地。与此同时 ,还抽调

了部分人枪 ,组成别动支队 ,由阎红彦带领向曲子、环

县、定边及宁夏方向游击。阎红彦从事兵运工作期

间 ,曾在这一带活动 ,有旧识 ,一则通过旧识收集力

量 ,另一方面在本队外围监视敌军。支队在这里扩大

百余人 ,完成任务后于新堡归队。

就在部队驻防新堡期间 ,陇东军阀陈圭璋为对抗

陕军而极力扩充实力 ,派人联络收编游击队。谢子

长、刘志丹考虑到部队当前的处境和实际需要 ,认为

可以利用敌人的矛盾 ,以济急军需 ,生息力量。经队

委讨论决定 ,派出马云泽 (一支队 )、刘约三 (二支队 )

前往平凉同陈圭璋进行谈判。经过谈判 ,达成了一系

列协议 ,刘、谢暂时同意被收编 ,陈圭璋也给部队许多

好处。

我方按协议以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马锡五组

成旅部 ,其建制 :以原第一支队组成第一团 ,原第二支

队组成第二团。第一团团长师诸杰。党支部书记马

云泽。第二团团长刘志丹兼任 ,党支部书记刘约三。

第一团所辖第一营 ,营长阎红彦 ,教导员阎润平 ;第二

营营长杨鼎 ,教导员胡廷俊 ;第三营营长雷恩钧 ,教导

员程玉表 ;第四营营长白锡林 ,教导员党永亮 ;第三十

二团所辖第一营营长赵连壁。教导员白冠武。第二

营营长杨丕胜 ,教导员杨龚叔。第三营营长唐青山 ,

教导员 (不详 ) ,第四营营长贾生才 ,教导员邵德章。

各营均辖 4个连。11月中旬 ,刘宝堂对部队进行了

点验 ,协议中所规定的军需 ,军饷、军械和工职人员也

陆续拨付。

在祝贺收编大会会餐时 ,举行了十八兄弟拜把子

香堂大会 ,参加换帖的有 :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阎

红彦、刘约三、马云泽、胡廷俊、雷恩钧、白锡林、程玉

清、师诸杰、杨琪、杨鼎、杨培胜、赵连壁、贾生才、唐青

山、刘玉堂。刘志丹亲笔写了《金兰谱 》。① 刘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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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兰谱 》:“我弟兄情投意合 ,结为金兰 ,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 ,始终不渝 ,如有中途背盟离叛等情 ,天诛地灭。

一此誓。书奉 XX如隶或兄惠存。”十八兄弟签名。



谢子长对陕北和陕甘边境的社会习惯和传统有着深

刻的了解。由封建迷信、宗族观念、江湖义气作为精

神支柱的哥老会 ,是下层社会的一种政治势力。那些

土客、镖头、绿林、大都是哥老会成员。而拜把子、结

金兰 ,又是他们经常采用的一种维系手段。刘志丹、

谢子长在当时的情形下 ,利用这种旧习 ,作为团结内

部的一种策略。

陈圭璋部代表刘宝堂点验收编完毕 ,部队即行补

给换装 ,转入冬训 ,主要是进行政治教育 ,灌输为谁当

兵 ,为谁打仗和革命纪律等启蒙思想。

部队整训期间 ,陈圭璋并吞心切 ,一面派代表在

上层谈判 ,纠缠不已 ;一面在基层拉扰串连。谈判大

员史方成频繁活动 ,暗中策反。同时在驻地周围布

防 ,准备于谈判不成 ,行武力解决。在招收的土客、镖

头中 ,有一些人也想变草寇为军阀 ,而鼓噪投陈圭璋。

鉴于形势的变故 ,队委会当即立断 ,决定即行转移 ,首

先摆脱敌人。1932年 1月 8日部队从现地出发 ,在

庆阳六村原消灭陈圭璋两个连 ,突破了敌军包围 , 9

日胜利到达合水县柴桥村。

期间 ,省委曾于 1931年 12月中旬 ,派荣子卿来

部队 ,再次传达省委关于整顿改编部队的指示 ,并对

招收土匪、接受陈圭璋改编等问题 ,提出严厉批

评。[ 13 ]15 - 20

1932年 1月中旬 ,省委军委会书记李杰夫 (即高

维翰 ,后叛变 ) ,偕旬邑县特支书记第伍伯昌 (后叛

变 )来到部队。李杰夫向队委传达了省委指示 :迅速

组建一支正式红军 ,并要求部队认真学习《古田会议

决议 》,部队编成后 ,应从速开赴农民斗争已经开展

起来的渭北 (三原、富平、旬邑 )地区 ,开展渭北游击

战争 ,建立渭北苏区。第伍伯昌还介绍了渭北年革命

的大好形势。队委会根据省委指示 ,考虑到部队的现

实状况 :一则队委会关于整顿改编的认识尚未统一 ;

二则部队成分不纯 ,纪律很坏 ,故此提出 ,部队的改编

不宜以红军命名。队委会与省委代表荣子卿、李杰夫

共同议决 ,适应“九一八 ”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 ,暂

定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 ”,并且得到省委的批准。

此时 ,三原、旬邑等地党组织动员贫农、雇工等青年

100余人先后参加反帝同盟军。省委的指示 ,地方党

的支援 ,农民革命斗争的热潮 ,极大地鼓舞了部队 ,更

加坚定了队委会整顿改编的决心。

2月初 ,在北柴桥村召开了改编大会 ,谢子长宣

布了省委的改编命令 ,“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 ”(以下

简称反帝同盟军 )正式宣告成立。总指挥谢子长。

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 (兼 ) ;经济处主任

马云泽 ;副官处主任杨琪。文书室主任刘长汉。军辖

两个支队 ,一个警卫大队。第一支队 ,司令员师诸杰 ,

辖第一大队 ,大队长阎红彦 ;第二大队大队长杨鼎 ,副

大队长吴岱缝 ;第三大队大队长雷恩钧 ,副大队长陈

玉清。第二支队 :司令员刘志丹 (兼 ) ,参谋长朱理

凯 ,军需马锡五 ,辖第一大队 ,大队长赵连壁 ,副大队

长刘景范。第二大队 ,大队长杨丕胜 ,副大队长白冠

五。第三大队 ,大队长贾生财 ,副大队长唐青山。直

属警卫队 ,队长白锡林。并将渭北地区参军 100余名

新战士编为补充队。全军编成 700人左右 ,装备为现

代武器和刀矛各半。部队编成后 ,随即成立了中国共

产党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委员会 (下简称队党委 ) ,

党委书记谢子长。委员有刘志丹、阎红彦等。[ 14 ]752

反帝同盟军成立后 ,即行转入整训。1月 20日

省委发出了《关于陕甘边境游击队的指示信 》,信中

指出 :“你们的行动方针 ,是应该加强政治上组织上

技术上的各种工作 , 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

务。”[ 12 ]2 - 6指挥部根据省委指示 ,对部队的训练做了

安排 :党的领导骨干组织和带领党员认真学习《古田

会议决议 》;指挥人员学习游击战争和中央红军的一

些经验 ;战士和基层干部主要是进行反帝抗日的爱国

教育、阶级教育 ,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纪律教

育。同时还开办了班排级干部训练班 ,学习游击战术

和部队政治工作。[ 12 ]2 - 6总之 ,反帝同盟军已经开始按

照建设红军的要求 ,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了初步的

整顿和训练。

2月上旬 ,部队移驻正宁县三嘉原。

2月 12日 ,根据省委指示 ,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

嘉原细嘴子广场 ,举行改编誓师大会 ,全体指战员都

系有红旗领带 (牺牲带 ) ,左臂佩有红袖章 (游击队员

标帜 ) ,战马披红结彩 ,会场上旌旗招展 ,庄重肃穆。

中共陕西省军委书记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中国工农

红军陕甘游击队建制和指挥部、大队军政领导干部的

任命 :总指挥谢子长。政治委员李杰夫 (兼 )。副总

指挥刘志丹。三个步兵大队 ,直属一个骑兵队和警卫

队。第一大队 ,大队长阎红彦。政治委员吴岱缝。第

二大队 ,大队长马云泽。政治委员高岗。第三大队 ,

大队长雷恩钧。政治委员陈玉清。直属骑兵队 ,队长

强龙光。副大队长杨琪。政治委员杨森。直属警卫

队 ,队长白锡林 ,政治委员胡廷俊。命令宣布后 ,第伍

伯昌将绣有镰刀斧头的三级 (队、大队、小队 )军旗授

予部队。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下简称陕甘游

击队 )正式宣告成立。[ 14 ]753三嘉原、湫头、职田、阳坡

头等地数千群众赶来祝贺 ,三嘉原农民代表任生堂献

给陕甘游击队爱民旗一面。

部队编成后 ,随即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陕甘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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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下简称队党委 ) ,书记谢子长 ,副书记刘志丹 ,

委员有李杰夫、杨重远、阎红彦、吴岱缝、马云泽、高

岗、雷恩钧、白锡林、胡廷俊等。

陕甘游击队是新型的人民武装 ,它是以中央红军

为榜样 ,以《古田会议决议 》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一

支正式红军。军队中建立了党委和各级党的组织系

统。党的领导机关作为军队的最高权力机构 ,这就从

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里的原则是

党指挥枪 ,而不是枪指挥党。此外还建了政治委员会

和政治工作系统 ,有力地保证了党的领导。这里的领

导原则是军事服从政治 ,而不是政治服从军事。同时

还建立了士兵委员会 ,保障了士兵的民主权利。这里

的原则是官兵平等 ,而不是官长压迫士兵。所有这些

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 ,成为军队的法规。

四、对刘志丹、谢子长早期军事活动的几点认识

(一 )关于开展兵运工作的问题

11开展兵运工作是渭华起义失败后的形势所

迫 ,且有开展兵运工作的有利条件

以渭华为中心的各地起义失败后 ,国民党当局加

强了在陕西的反动统治 ,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

众 ,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怎样建立、发展、壮大

自己的军事武装组织 ,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而此时陕甘地区地方贫瘠 , 1928年起又发生了连

年的自然灾害 ,加上军阀混战不断 ,经济急剧崩溃 ,农

民生活极为贫困 ;再加之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的腐

败 ,官长克扣军饷 ,层层盘剥 ,士兵的生活也极其恶劣。

军阀之间争夺地盘 ,矛盾重重 ,相互厮杀 ,士兵成了争

权夺利的工具 ,被任意打骂甚至遭杀害 ,官兵关系紧

张 ,士兵不满情绪十分严重 ,自发的兵变时有发生。

此外 ,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远离陕甘地区 ,当

地的驻军多为南京政府不够重视的杂牌军队和地方

军阀。中原大战后 ,冯玉祥的军队退出陕甘地区 ,当

时该地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为杨虎城第十七路

军及一些地方军阀 ,他们为扩充自己的实力 ,到处收

兵买马。这些都说明当时开展兵运工作不仅是形势

所迫 ,而且存在着开展兵运工作的相对有利条件。

21刘、谢等人开展兵运工作符合当时中央、陕西

省委及陕北特委的指示

1928年 2月 ,中共中央分析了开展兵运工作的

必要性和可能性 ,认为中国军队的军阀都是中国封建

阶级资产阶级的工具 ,但其中士兵分子 ,都是全中国

失业的工人 ,大部分事业的农民 ,及一部分流氓无产

阶级。他们为了生活的压迫 ,受了军阀的雇佣 ,所以

他们是一种经济压迫受到极点 ,冒险的盲目群众 ,要

为这部分群众不要成为敌对阶级的利用的工具 ,因此

我们要做活动。兵士运动是客观的和可能的。同年

3月 6日 ,中共中央在《关于革命形势与斗争策略的

决定 》中提到 ,党的策略应该是“⋯⋯组织革命兵士 ,

鼓动兵变 ,务普遍进行 ”等。[ 15 ]133

1928年 7月 9日中共六大通过了《军事工作决

议案 (草案 ) 》,确立了兵运工作的方针 ;
[ 15 ]326同年 11

月 11日中共中央在《告全体同胞书 》中 ,又阐明了国

民党士兵在中国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和开展兵运工作

的重要性。[ 15 ]700

1929年 6月 22日中共中央通过的《陕西问题决

议案 》指出 ,陕西党目前的任务是“加紧士兵中的工

作 ,积极做士兵中的工作 ,积极发动士兵中的日常生

活斗争 ,扩大党的政治宣传 ,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 ,

使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 16 ]

1929年 11月 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目前中国士

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策略及工作路线 》的第 56号通

告 ,阐述了兵运工作的策略方针和具体要求 ,规定了

向敌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口号。[ 17 ]

1930年 6月 19日在中共中央特别通告《关于组

织兵士暴动问题 》中 ,就怎样实现兵士斗争的最高形

式、过去的宝贵经验与教训、组织兵士暴动的工作路

线等方面又作了详细的说明。[ 18 ]

1931年 3月 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兵运工

作的决议 》中又指出 :“当此国内战争时期 ,我们的党

不但要领导红军英勇的来解除国民党的军队武装 ,而

且党及一切革命的组织 ,必须要在敌人军队中进行破

坏和瓦解的工作 ,在政治上夺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

来。只有这双方面的共同行动 ,才能取得对敌人的胜

利。”[ 19 ]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 , 1929年 2月中共陕北

特委在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在目前的工作是 :加强农

民运动 ,巩固学校阵地 ,积极开展兵运工作 ,派党员到

白军中争取武装力量 ,迎接革命高潮。随后陕北特委

在同年四五月间的榆林红石峡扩大会议上 ,又提出了

“三种颜色 ———白色、灰色、红色 ”的武装斗争形式 ,

而其中的“白色 ”即为开展兵运工作 ,并决定以“白色

工作 ”为主。于是 ,兵运工作成为陕甘地区武装斗争

的主要形式。而且在开展兵运工作中 ,也得到了省委

多次的具体指导。

由此可以看出 ,刘、谢二人从事的兵运活动 (绝

非他们个人的“称王 ”心理。)适应了当时中共党组织

的要求 ,也符合陕甘地区当时党组织的中心任务。

31通过兵运工作 ,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 ,党

员数量也得到了增加 ,党的力量得到了发展

刘志丹、谢子长等经过三年的兵运工作 ,多次打

47



入敌军内部 ,出生入死 ,积极工作 ,虽然大多遭到失

败 ,但却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开展 ,并

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军事、政治骨干 ,为

创建西北红军和陕甘宁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加兵运工作的许多共产党员 ,后来大多成为西北红

军的领导人。如他们本人、习仲勋、马文瑞、王世泰、

张秀山、贺晋年等 ,为以后红 26、红 27军的创立和西

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以及以后的革命战争与人民军

队建设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另一方面 ,他们在军阀部队中通过各种方式 ,与

士兵交朋友 ,把士兵吸引和团结到共产党组织周围 ,

还吸取进步人士加入了党的组织 ,培养了一批革命力

量 ,使党的组织得到了发展。正如王世泰回忆说 ,在

苏雨生部补充团时 ,“志丹指示我们要利用暂时稳定

的机会 ,抓紧作好战士的思想工作 ,发现积极分子 ,发

现党员。那时 ,我们党的活动是秘密的 ,主要领导人

都是党员 ,虽然党员身份不公开 ,但活动还是搞得有

声有色的 ,经过一段工作 ,战士们的情绪比较稳定了 ,

我们吸收了几个党员。我记得我们那时的党员有刘

志丹 ⋯⋯等二十几名。二十几名党员 ,在当时可是一

股不小的革命力量 ,他们分散在各个连、班起骨干带

头作用。”[ 20 ]同时 ,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兵运工作 ,

才使国民党军队和官兵加深了对红军的了解 ,开始同

情革命 ,或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以后中共军事

统战工作在西北地区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如 ,先后与

刘志丹交往的国民党军官韩练成、牛化东、曹又参、左

协中、刘宝堂等受到刘志丹政治思想的影响 ,走上了

革命的道路。这些 ,就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

的条件。而且 ,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参加斗争 ,谢子

长、刘志丹还对陕北地区的帮会组织哥老会进行了争

取改造 ,将一批哥老会成员逐步引向革命道路。如永

宁山哥老会大爷马锡五、小石崖哥老会大爷罗连城

等。

41刘志丹总结了兵运工作的经验教训 ,将军事

工作转向了农村 ,为后来创建陕北、陕甘根据地和创

建自己的军队打下了基础

如前所述 ,刘志丹、谢子长开展的兵运工作 ,既符

合党的指示精神 ,也为以后党的军事工作的开展培养

了大批骨干 ,但兵运工作最终未能取得完全胜利。这

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军事运动与与农民运动相结合 ,建

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刘志丹等意识到干革命首

先要有枪杆子 ,这是一个朴素的观念。枪杆子从哪里

去抓 ? 枪在敌人手里 ,在反革命军队里头 ,从那里去

抓 ,这是又一个朴素观念。走了弯路 ,吃了大亏 ,认识

了一个道理 :无产阶级革命 ,不能利用现成的旧时武

装 ,一切旧时的武装都不能生成革命的军队。而这一

点正是列宁主义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理论原则。

从这一原则出发 ,在创建革命军队的过程中 ,利用军

阀之间的矛盾 ,争取一些条件 ,无疑是正确的。但这

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 ,而根本途径是走向人民 ,在

人民群众中去创造人民的军队。正象刘志丹总结这

一历史时期的经验时所说的 :利用军阀是暂时的 ,利

用军阀的名义是搞不成的 ,准备了条件我们就要单独

出去搞。“几年来 ,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 70

多次兵变 ,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军事运动

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

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 ,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

据 ,建立根据地 ,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 ,即使严重局面

到来 ,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

本的提条 ,是要有根据地。”[ 21 ]谢子长也意识到“搞革

命武装 ,依靠在旧军队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

⋯⋯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 ,要发动群众 ,搞土地革

命 ,建立工农政权 ,用从敌人手里夺多来的武器武装

工农 ,建立和逐步壮大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工农红军

⋯⋯只有这样的部队才是人民自己的部队 ,和人民血

肉相连 ,永远不被敌人打垮。”[ 22 ]这以后 ,他们便甩开

了军阀部队而另寻途径了。

(二 )关于收编土匪武装和接受陈圭璋的收编问题

11关于收编土匪武装问题

收编土匪武装与陕北特委红石峡会议精神中的

“灰色 ”革命理论是一致的 ,同时也是在三年来的兵

运工作受挫后的又一次创建革命武装的尝试。

在 1929年至 1931年夏刘志丹、谢子长主要从事

兵运活动。于 1930年 8月的“三道川事件 ”, ①1931

年 8月的“早胜事件”②,陕甘边的兵运工作一年内连

续遭受重大挫折 ,在汲取兵运工作教训的基础上 ,刘

志丹、谢子长又积极探索 ,主要采用改造绿林武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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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30年夏 ,刘志丹受党组织派遣 ,打入庆阳地区军阀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开展“兵运 ”,他利用公开身份作掩护 ,寻找散

落各地的党团员和革命同志 ,在陕甘边区秘密开展活动 ,陆续聚集起了一团人马 ,准备暴动。但不幸在庆阳北部与吴起交界

的三道川 ,遭到土匪张廷芝的袭击 ,损失严重。此乃“三道川事件 ”。

1931年夏 ,根据陕西省委指示 ,刘志丹来到陇东 ,在军阀陈圭璋部从事兵运。陈圭璋任命刘志丹为起 11旅旅长驻防庆

阳宁县早胜镇。刘志丹到宁县后 ,很快又集合了失散的革命同志 ,部队发展到 300余人。8月 ,由于军阀之间发生冲突 ,刘志

丹部遭到袭击 ,部队被打散 ,刘志丹、马锡五等人脱险进入子午岭山区 ,这就是“早胜事件 ”。



方法创建革命武装。

于是 , 1931年 9月 ,刘志丹来到合水县平定川倒

水湾 ,把党在南梁地区所领导的游击武装 ,集合赵连

璧、杨培盛、贾生财率领的三支绿林武装 ,连同其他分

散在合水、庆阳山区的民间武装及失散的我党兵运工

作骨干进行整编。整编后的军队共 400余人 ,下辖 3

个大队 ,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分别为第 1、2、3大队

队长 ,马锡五任军需 ,刘志丹亲自任总指挥 ,经过对民

间土匪绿林武装的改造 ,一支由我党领导的独立的革

命武装 ———南梁游击队诞生了。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认为刘志丹等正确地分析了

土匪绿林武装的特点和他们之所以成为土匪绿林的

原因 ,即 :在陕甘边界的子午岭及陕西黄龙山区的诸

多绿林武装 ,其中不少人是因为生活贫苦 ,受不了压

迫 ,才被逼上山为匪的 ,他们与官僚军阀、豪强地主之

间有着本质区别和尖锐复杂的矛盾 ,只要有共产党的

领导和教育改造 ,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而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一些“山大王 ”后来还成为人

民军队的将领和人民政府的重要干部。我们还认为

这种方式是刘志丹等人在创建正式军队的过程中 ,一

方面是对于兵运工作的有力补充 ,另一方面是对于

“灰色 ”革命精神的贯彻和落实。而且 ,在南梁游击

队诞生后 ,经过刘志丹等人的努力 ,在游击队中成立

了中共队委会 ,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 ,对部队进行了

艰苦细致地教育和改造 ,使之不断成长壮大为一支活

跃的革命武装力量 ,为组建正规红军和开辟根据地创

造了重要条件。

21关于游击队接受陈圭璋收编的问题

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人从当时部队所面临的实

际情况出发 ,接受了陇东军阀陈圭璋的收编 ,解决了

部队的燃眉之急 ———军需 ,是一种“借水养鱼 ”的策

略 ,对红军游击队的修养生息起了重要作用。1931

年 10月 ,南梁游击队与晋西 (陕北 )游击队会合以

后 ,部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以谢

子长、刘志丹为主要领导的队委会认为当务之急是解

决军需 ,稳定部队 ,同时加紧内部整顿 ,为正式创建红

军创造条件。同时他们为解决军队的食宿和摆脱土

匪 ,决定部队向庆阳方面转移 ,临时驻防于新堡一带。

而正在此时 ,陈圭璋为对抗陕军而极力扩充实力 ,派

人联络收编游击队。于是 ,刘谢等考虑到游击队当前

的处境和实际需要 ,认为可以利用敌人的矛盾 ,以济

急军需 ,生息力量。派出马云泽、刘约三等到平凉同

陈圭璋进行谈判 ,达成了一系列协议 ,陈同意拨给游

击队冬装 1500套 ,军饷 3000元。修理械工具 15驮 ,

工人 20余名 ,西药一驮 ,军医护士两名等 ,这就无疑

对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游击队来说是雪中送炭。可

以这样说 ,恰在这时刘谢等领导人能与陈圭璋达成协

议 ,部队军需得到了相应的保障 ,所以接受收编在当

时的特殊情况下是一个英明的抉择。

游击队虽然被收编 ,但被收编成的 11旅的组建

仍然保持了独立性。按照同陈圭璋达成的协议 ,收编

后的部队番号为陇东暂编 13师警备骑兵第 2旅 ,暂

驻庆阳新堡一带 ,谢子长为旅长 ,刘志丹为副旅长兼

参谋长 ,杨重远为参谋主任 ,马锡五为军需主任。这

样的编制和领导构成 ,主要领导仍为原游击队人员 ,

这就保持了我们的独立性。况且 ,我们也可以利用陈

圭璋给我们的名义和防地 ,招兵买马 ,保存和壮大我

们的武装力量。

31关于陕西省委对游击队批评的看法

1931年 12月中旬 ,南梁游击队在驻防新堡期

间 ,省委派荣子卿等来部队 ,传达关于整编部队的指

示 ,对部队招收土匪、接受陈圭璋收编等问题 ,提出了

严厉的批评。指责部队“已受甘肃小军阀收编 ”、“是

单纯军事投机 ”、“与其他土匪混合 ”、“土匪式的乱烧

乱抢 ”等。[ 13 ]15 - 20对于省委的批评 ,我们认为应该客

观辩证地来看。一方面 ,如前所述 ,我们认为招收土

匪武装和接受陈圭璋的收编并不是单纯的军事投机

以及与其他土匪军阀的混合。首先 ,接受陈圭璋收编

后 ,仍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是“借水养鱼 ”的策

略。另一方面 ,对于收编土匪武装后 ,部队的纪律问

题 ,我们也必须承认当时的部队由于成分过于复杂 ,

的确存在纪律不良的情况和事实 ,但谢子长、刘志丹

等对此问题早已察觉 ,并予以了很大的关注 ,而且作

出了种种努力加以解决。我们认为省委的批评有其

合理成分 ,但过于绝对和偏激。同时 ,也正是为了处

理纪律不良和创建红色部队问题 ,遵照省委的指示 ,

队委会决定对部队进行了三嘉原改编。

41关于三嘉原改编期间“缴枪事件 ”的粗浅看法

首先三嘉原“缴枪事件 ”,是部分人对部队自身

特点认识不清所造成的。1931年 10月下旬 ,南梁会

合 ,后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陕北游击队编为第 1支

队 ,南梁游击队编为第 2支队。1932年 1月 ,因为部

队给养困难 ,第 2支队 1大队队长赵连璧带一部分人

外出打土豪 ,因为打击面过宽 ,并在集市上抢了群众

的东西 ,造成了不良影响。于是少数领导人认为第 2

支队成分不纯、部队不稳 ,于 1932年 2月 6日缴了第

2支队的枪 ,并当场打死了赵连璧 ,酿成了“三嘉原缴

枪事件 ”。其实 ,部队成分不纯 ,是部队自身的一个

严重问题 ,这一点我们必须完全正视。但是 ,自南梁

会合以来 ,谢、刘等主要领导人始终坚持团结改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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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所以说 ,对于这种突然袭击 ,刘志丹等很不理

解 ,想不通这究竟是为什么。但刘志丹等能从全局利

益出发 ,维护了这支合编不久的队伍的统一 ,制止了

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并且去西安向省委作了汇报。

我们认为 ,之所以有缴枪事件的发生 ,是部分人

对部队自身的特点认识不足 ,没有认清部队所处的特

殊阶段所造成的。

三嘉原“缴枪事件 ”是发生在西北反帝同盟军向

陕甘游击队转变过程中的一个“曲折 ”。南梁会合

后 ,省委要求队委会迅速组建正式红军 ,队委会根据

指示 ,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 ,刘志丹提出不急于树

起红军旗帜 ,以创造更好的条件 ,逐步改造 ,但大部分

队委会同志认为应立即组建正式红军 ,谢子长一面认

真贯彻省委指示 ,一面认真听取各方的意见 ,慎重择

机 ;另一方面 ,队委会也觉得队伍不纯 ,纪律不好 ,改

编不能以红军命名。因为在领导干部中意见不统一 ,

便将分歧意见报告省委。部队移驻到新堡地区后 ,于

1932年 2月省委决定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我们今

天看来 ,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也正是因为在当时意见

不统一的情况下成立和组建正式红军的一个良好选

择和过渡方式 ,而且为 1932年 2月 12日三嘉原改编

及陕甘游击队的正式创建做了很好的铺垫 ,也正是在

西北反帝同盟军向陕甘游击队的发展过程中 ,发生了

“缴枪事件 ”,我们认为该事件本身就是在创建正式

红军和“红色 ”革命中的一个曲折 ,应该理性地去看

待。用 1985年 5月 21日中共中央作出的这个结论

来定性是十分妥当的 ,即 :“队伍成分不纯 ,作风、纪

律不好 ,按照党的建军原则景象整顿是必要的。但

是 ,在一般情况下 ,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的枪

的办法 ,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

致意见的情况下 ,采取缴枪的办法 ,甚至还打死了人 ,

不论是谁的决定 ,都是不对的 ,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

的。”[ 23 ]

综上所述 ,刘志丹、谢子长早期的军事活动 ,为发

展革命武装力量 ,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创

造了条件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 ,他们在所领导

的部队中实行的组织原则 ,为后来西北红军的政治工

作打下了基础 ,也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 ,正式建立了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在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

了红军的旗帜 ,发展和壮大了陕甘、陕北军队和革命

根据地。归结为一句话 ,我们可以用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 1983年第 28号文件来概括刘志丹、谢子长的

军事活动 :“陕北、陕甘边的党、革命武装和人民群

众 ,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 ,立下了重大功

勋 ,应当载入光荣的史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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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 ica l Inspection and Rethink of L iu Zhidan and
Xie Zichang ’s Earlier M ilitary Activ ity

REN Xue2ling
1

, KANG Xiao2huai
2

(11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1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an’xi 716000)

Abstract:After the failure of W ei - hua rebell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p ring of 1929 and the February of

1932, L iu Zhidan and Xie Zichang experienced all the historical events and its p rocedure which contained the sol2
dier’s movementwork, incorp rated and transformated the bandist forces, establishment of The A llied Forces For Anti

- Japanese and The Shaanxi and Gansu Gurrilla Forces Of Red A rmy For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Since

long ago, many peop le had different op inions on L iu Zhidan and Xie Zichang’s work of solider’s movement、incorpo2
rating the bandits forces、accep ting the incorporation of warlord and“The event of Seizes Guns”at Sanjia - yuan

during this historical p rocedure ( included The Provicinal Party Comm ittee Of Shaanxi). This article descibed L iu

Zhidan and Xie Zichang’s earlier m ilitary activity systematically and has a clear clue of it. Meantime, the author

thought that the work of solider’s movement and incop rated bandits forces were a benifical try in the special histori2
c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And incorp rated by warlod was a tactic of“borrow water to feed fish”. The author also

thought that“The event of Seizes Guns”at Sanjiayuan was just a winding during the p rocedure of transformate ban2
dits force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formal Red A rmy.

Key W ords:L iu Zhidan; Xie Zichang; earlier m ilitary activity; historical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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