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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年前西安围城背后的刀光剑影

■视点

沙氏的幽默has

■往事

为什么印名片？验明正身，自我推销。
彼此见面后、会议开始前，序幕的序幕是

交换名片，名片大战。这时候，全场最活跃，
气氛最热烈；这时候，只有这个时候，才是那
些最爱出风头、最爱拉关系的人撞大运的好
时机。要是名人遇到大官，或者大官遇见名
人，气氛还要热烈。“您就是大名鼎鼎的□□
同志？！”惊叫之声不绝于耳。只见名片飞舞，
笑声大作，或拍肩抚背，或交颈拥抱，或抓住
对方的手臂乱摇晃，攥得人手背怪疼的，摇得
人胳膊快要散架。

这无疑是名气和职位的大竞赛，实力与
派头的大联展。

人家当官的，名片反倒素雅，一个官衔
说明了身份，无需丝丝络络显摆炫示，倒是

一伙舞文弄墨的不敬惜油墨，过分堆砌，什
么“长”、什么“事”、什么“员”、什么

“问”一大串，把粉全擦在脸上，惟恐别人
不知道自己是个人物。

有张名片，把自己的头衔分为“短期
的”“长久的”“任命的”“挂职的”“代理
的”“授予的”“表彰的”凡七类，文武昆乱
不挡，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一专多能，人
才难得，过目不忘。

有张名片，一共十个头衔，第一个头衔就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
者”。有张名片：“……教授（相当于一级作
家）”。有张名片：“……副主编（没有主编，正
局级待遇）”。有张名片：“著名文艺批评家”。

我想起一件事来。某年某月，在中原某

名城某个像样的宾馆，我们“编审”一行数人
登房。验罢工作证后，服务人员问：“你们住
三人间还是四人间？”我们回答说：“住两人
间。”服务员故作鄙夷状，说：“两人间的没
了。”我们指着一楼空荡荡的房间质问道：“那
不是吗？”服务员觉得可笑，不无揶揄地说：

“那是给科长留的！”
“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不在乎

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所以，对于
在名片上加注级别待遇什么的，我很理解，
刻意包装嘛！

开幕式后，餐厅的路上，邵君燕祥递给我
一张名片，说：“我的电话有变动，留个电话号
码给你。”我接过一看，颇为吃惊，名片上留白
很多，除去三个字的大名以外，就是下面一行

小字——住址和电话。
他的名片上什么头衔也没有，可是文坛

无人不识君：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诗人
兼杂文家。这类名片是无字碑，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有了。广东省作协主席陈国凯，送人
的也是空头名片，没有头衔。

巴金出国，作协给他印名片，各种头衔耀
人眼目：政协什么，作协什么，上海什么，最后是

“小说家”三个字。巴老嗟叹：“小说家才是首要
的，没有小说家三个字，哪来的其他什么？”

还有更绝的，名片上的头衔倒是有的：
“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
时的；剧作家——永久的；某某理事、某某教
授、某某顾问、某某副主席——都是挂名的。”

又有张名片，生怕别人忽略自己，折叠式

的，篇幅大，加印上发表作品的详细目录，还有
获奖作品的目录。名片的四个版面密密麻麻，
而我们，都到了不戴老花镜就成了“睁眼瞎”的
年龄，如此名片，上面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

日前，中国请辞文科“资深教授”第一人
的章开沅，接受《新京报》访问时说，他曾经收
到北京一位教授的名片，只印了六个字：“退
休金领取者”，奇人啊！他请辞（同于院士丰
厚待遇的）“资深教授”后，也以“退休金领取
者”自居。

有诗为证：“丈夫所贵在肝胆，斗大虚名
值几钱？” □ 阎纲

北洋时期，中国总体处于四分五裂的无政府状态。在弱肉强

食的乱局中，枪杆子就是硬道理，匪如蚁生，军阀四起；兵为大匪，

匪为小兵，兵匪难分。当时关中地方匪患严重，其中最大两个土匪

是麻老九和党拐子，分别割据东西两府，自成一体。麻老九原名麻

振武，党拐子原名党玉琨，二人均出自陕西靖国军。

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试图推翻北洋中央政府。郭

坚以此为借口，成立陕西靖国军，自任司令，“为国除奸”。1921

年，郭坚被杀，靖国军从此分化、解散。麻老九和党拐子当时均

为靖国军支队长，就此走上退守一方的土匪生涯。

西安城墙西安城墙

关中刀客

所谓靖国军，其实就是由一群刀客组成
的军队。刀客可被视为关中地方一种特殊
的社会产物。关中“民情质实，悍而不流于
狡”，性刚好斗，又尚公近义，虽然会因为“尺
布斗粟，辄兴雀角，但一闻公家之令，即争先
恐后，虽重困未敢稍违”。这种风气，几乎可
以远溯到秦汉时期的农战传统和游侠作风，
亦如明代王阳明所言：“关中自古多豪杰。”

近代刀客的兴起，则与晚清时期的关中
战乱有密切关系。道光初年，刀客已成为关
中一种令人关注的社会现象。这些人主要
活动在东府一带，随身带着一种三尺长的关
山刀子，后来逐渐发展到带枪。刀客既为

“客”，既没有固定居所，也没有固定职业；或
替人寻仇，或保运押贩，或设赌械斗。在官
方和士绅阶层眼中，这些“刀匪”与“会匪”一
样，都是“地方大害”。1846年，结束流放的
林则徐被任命为陕西巡抚。他甫一到任，便
将刀客问题列为“首务”，决心“除暴安良”。
然而跟鸦片问题一样，刀客问题也不是林则
徐一人可以解决的。1849年，新上任的陕西
巡抚张祥河再次捕拿刀客。可是不久之后，
刀客在同治回民民变中再次发展壮大。从
光绪、宣统到民国初期，中国社会发生巨变，
大量刀客通过进入军队实现了身份“洗白”，
成为主宰关中和陕西社会的精英力量。

晚清到民国，厘金制度使民众不堪盘剥，
刀客一度成为农民和商人抗税的另一选择。
光宣年间，朝邑刀客王振乾外号“王狮子”，依
靠护运商货而声名远播。他所运的盐、茶、鸦
片等货物，闯关夺卡，偷税漏税，官方恨之入
骨，莫可奈何，民间却尊称其为“王先生”。

随着南方辛亥革命爆发，关中刀客也有
所行动。劫富济贫的刀客被称为“渭北十八
娃”。朝邑刀客严孝全率众参加了西安的革
命起义，在战事中阵亡。后来郭坚纠集刀
客，树“靖国军”旗帜，纵横渭河南北及关中
全部地区，“电掣雷轰，骁勇绝伦”。虽然其

“正义之处，颇为进步人士所推重”，但作为
传统时代的产物，刀客与现代军人存在明显
距离。郭坚本人“刚愎自用，任性而好杀”，
其部下亦毫无军纪可言，“部伍所至，拷掠绑
票，怨声载道”。郭坚最终被陕西督军冯玉
祥以“鸿门宴”设计暗杀。

在“渭北十八娃”中实力最强的，是李虎
臣等人组成的“渭北刀客”。1915年，李虎
臣、杨虎城等十余人在华山结盟。杨虎城在
同州一带声名赫赫，年轻时做刀客，曾写诗
曰：“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
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在后来的
关中历史中，蒲城刀客杨虎城和临潼刀客李
虎臣留下一段“二虎守长安”的美谈。

西安围城

1926年2月至11月，发生了历史上有名
的“西安围城”，这也是杨虎城与李虎臣的守
土之战。

曾统治陕西长达八年的河南镇嵩军司
令刘镇华，在吴佩孚的支持下，以“打到西安

去升官发财”的口号召集了十万乌合之众，
围攻西安城，十余月终不能下。这期间，刘
镇华分兵进攻咸阳、三原、泾阳、高陵诸县，
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拉丁征夫，无恶不作；
所到之处，十室九空，导致十数万关中平民
流离失所。

当时，被困在西安城内的十余万军民更
是饥寒交迫，仅以麸糠、油渣、树皮果腹，甚
至将牛皮制品煮了充饥，前后长达八九个月
之久。其间，饿、病、冻、战死的军民有五万
多。由于不得出城安葬，只好在皇城东北角
的空地上掘得两个“万人坑”，将死者草草掩
埋。处此绝境，几乎每日都有死尸抬来，有
时甚至上百。因为没有棺椁，坑小尸多，不
得不层层叠压，情状甚为凄惨。

当时守城的陕军不足万人，杨虎城、李
虎臣率全城军民坚守；攻城的镇嵩军多达七
万，且有吴佩孚、阎锡山给予的大量补给和
支援。十面围城的西安城内，储备的粮食极
其有限。刘镇华为了加重守城的压力，阻止
一切城内饥民外逃，对所有从城内逃出来的
人格杀勿论。后冯玉祥遣孙良诚部援陕，西
安始得以解围。西安解围后，古城内外破坏
严重，昔日还算繁华的街道一片瓦砾，满目疮
痍。而死亡的五万之众，几乎占当时城内人
口的一半，可谓万户萧疏，人影零落。西安各
界，人人背土，填平万人坑，堆起两个墓冢，名
为“负土冢”。两冢之间，建“革命亭”一座，并
将该处辟为公园，命名为“革命公园”。

次年春，西安市民在“革命亭”举行大祭，
追悼死难军民。杨虎城手书一联：“生也千
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此联道
出杨的痛苦与不安：庆幸守城成功，西安未遭
屠城之灾；自责军力单薄，未将来犯之敌击
溃，招致军民死伤惨重，城池毁坏，民怨满天。

西安兵败后，近乎解体的镇嵩军狼奔豕
突，沿西安至潼关的大道向东溃退，互相践
踏，途为之塞。刘镇华重新统治陕西的梦想
破灭，只得前往开封投靠当年的结拜兄弟冯
玉祥。在陕西人一片“杀刘”的诅咒声中，冯
玉祥不顾众怒，反而将刘镇华任命为国民革
命军第八方面军司令。西安解围后，杨虎城
率部撤离西安，不久便被冯玉祥任命为国民
革命军第十路军总司令，竟与死对手刘镇华
成了“战友”。

冯玉祥从1926年在五原誓师后，取道陕
甘开始北伐。在此后两年，冯玉祥陆续消灭
了陕西境内靖国军的残余各部势力，其中以
围剿麻老九和党拐子的战事最为惨烈。

东府麻老九

靖国军解体后，麻老九一度归附刘镇
华。1925年，麻老九联手吴佩孚据守潼关，
使国民军的第二、三军几乎全军覆没。翌
年，麻老九隨刘镇华围攻西安。西安围解，
刘镇华逃回河南，麻老九则率部窜踞同州老
巢，被冯部方振武的第五军跟踪追击，围困
起来。两月后，方部奉命东调北伐，围攻同
州的任务改由韩复榘的第八军接替。

麻老九原籍商州，幼时随父逃荒，落户
于渭南孝义镇赵家崖。少年时与陈家滩王
英亭（老八）等结为异姓兄弟，麻排行第九，
故称“麻老九”。宣统年间，麻老九见世道崩
乱，意欲起事，听说大地主武善人正在招雇

长工，就前去应聘。武善人看麻老九身体强
壮，就问工价几何。麻老九说：“我要求不
多，一年八石高粱，不过是先给工钱。”因为
工价较低，武善人就答应了，先给了他八石
高粱。麻老九如法炮制，连续应聘了八家大
地主。不几日，麻老九召集这些“东家”们，
来他家见面。麻老九掏出一把“二十响”（手
枪），对这些地主说：“这是你们给我的工钱，
我麻老九要造反起义，非常感谢你们资助
我，我将来忘不了你们的大恩。”这几个地主
被吓得目瞪口呆，麻老九就靠着这把枪拉起
杆子，成为远近闻名的悍匪，并起了一个响
亮的名字：振武。

麻老九纵横关中十余年，烧杀抢掠，无
恶不作。麻老九最擅长绑票、撕票和破围
子，这是他的谋财手段。如果哪个村庄抵
抗，不让他烧杀抢，那他突破“围子”（村庄的
寨墙）后，必定鸡犬不留。

同州是关中一座历史名城，又是东路重
镇，城坚池深，地势险要。麻老九将同州据
为巢穴多年。同州毗邻山西，麻老九就近勾
结阎锡山，以其搜刮来的大量民脂民膏，从
山西换来各式弹药武器，城内的粮弹储备异
常充足，无虞匮乏。

韩复榘率部围攻同州近两月，也未能攻
克。由于北伐战事吃紧，韩部不久亦奉命东
调，乃以第二军刘汝明部继续围攻。刘又攻
打了两个来月，损折了不少人马，还是攻打
不下。

1927年夏，冯玉祥又加派新由甘肃天水
调来的第十三军，增强围攻同州的兵力；并
以该军军长张维玺为同州攻围军总司令，刘
汝明为副司令，限令一个月之内攻克，逾期
以军法从事。用两个军、四五万人的精锐之
师，来收拾一个旅、五六千人的土著队伍，可
见麻老九之强悍。从7月初开始，昼夜猛攻，
炮火连天，伤亡敷以千计。但是一月限期已
过，而始终未能克奏朕功，张、刘二将受到革
职留任、戴罪图功的处分。张鉴于硬攻无
效，乃决计改掘坑道从地下进攻，在坑道上
填装炸药引爆，将北城墙炸开豁口，冲锋部
队突入城内。毕竟众寡悬殊，巷战进行了约
一小时后，麻部 5000余众全部战死或被俘。
麻老九本人乔装为难民，企图混出城去，结
果走到同州东南的仓头铺就被认出。刘汝
明部赶到射击，麻老九身中四枪而死。

同州城克复后，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

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当时正驻守固原，督
战剿匪。宋哲元急电张维玺，请他把负隅守
城的麻部俘虏3000人全数斩尽杀绝，以儆效
尤，冀使其他土著军阀闻风丧胆，知所畏惧，
不敢再有守城抗拒的举动。张维玺为人敦
厚，不忍杀戮，反而将俘虏全数释放，并发给
盘缠，令其各回家乡，另谋生路。

西府党拐子

西安解围后，冯玉祥任命手下五虎上将
之一的宋哲元为陕西省主席兼剿匪总司
令。宋哲元欲以武力统一陕境，在攻克东府
大荔后，于1928年进军西府。

当时北伐战事正紧，陕西境内的第二军
刘汝明部和张维玺部陆续东调，留在陕西境
内的宋哲元部肃清陕西各地抗不听命的土
著军阀队伍。关中战事趋于平息，仅余西府
残余势力，而其中最为坚硬者就是凤翔的党
拐子。

凤翔也和同州一样，自古以来是一座地
标性的著名城池，是关中西路的重镇。凤翔
城内地势远远高于城外，城墙既高且厚，坚
固异常，城壕深宽各在三丈开外。自1917年
开始，党拐子盘踞凤翔府整整 12年，不论谁
来担任陕西省的军政首领，一切军令和政
令，他概不听从，实则是关中西府的土皇
帝。党拐子以铁血重典统治西府，曾说：“凤
翔人有两条路可走，或者规规矩矩地听命于
我，或者永远离开凤翔。”他
的重典就是嗜杀：抢劫者
杀、偷盗者杀、告状者杀、抽
烟者杀、打牌者杀……

讽刺的是，熟读三国的
党拐子常自比诸葛亮，“苟
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
诸侯”。在凤翔这个小王国
境内，他还首创了证件制
度，人们必须有五证：居民
证、出门证、通行证、乞丐证
和营业证。和那一时期的
普遍状况一样，党拐子的手
下与其说是军队，实则胜过
土匪，纪律废弛，苛索强搜，
杀人越货，横行一方，民无

宁日。加上党玉琨本人鸦片烟瘾特别大，
烟、酒、嫖、赌，恶习俱全。党拐子还是与孙
殿英、靳云鹗齐名的民国三大盗墓贼之一。
党拐子统治西府时期，大肆盗掘西府一带古
墓葬，窃掠了大量自先秦至汉唐的珍贵文
物，走私出卖，以供其挥霍和扩充武装实力。

与麻老九助攻刘镇华不同，党拐子也曾
参加西安攻防战，却是守城一方。西安解围
后，党拐子抗拒冯玉祥的命令，继续占据西
府。1928年初，宋哲元亲自督率所部三个师
和一个旅围攻凤翔城。

党拐子在凤翔苦心经营，把这座城池当
作他的万世家业，城内的囤粮可供城内驻军
和居民三年食用，武器弹药也十分充足。宋
哲元动用了三万多兵力，自春至夏，围攻达
半年之久，伤亡达四五千人，却始终未能打
开凤翔城。

7月间，北伐战争已经告一段落，宋哲元
经过请示冯玉祥，把远在山东和河南的张维
玺所部第十三军主力调回陕西。8月初，张
维玺率全军三万多人，由西安开到凤翔东
郊，参加攻城之戰。

张维玺基于上年攻打同州的惨痛教训，
乃决计立即采取挖掘坑道从地下进攻的战
术。花费近半个月的时间，坑道顺利挖到城
脚之下，里面埋藏了近 4000公斤的炸药，并
接上了电线。宋哲元亲自指挥总攻，按下炸
药电钮，随着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城墙被
炸开二十丈宽的大豁口。爆破的同时，枪炮
齐发，炮声、枪声、号声和喊杀声震耳欲聋。
城内的守军惊慌失措，完全陷入瘫痪状态。
攻城部队像潮水一般涌进城去。巷战不到
一个小时，即告全部结束。

自比诸葛亮的党拐子本人，在乱军中被
击毙，城内守军被打死、打伤约2000人左右，
其余 5000多人被俘。城内居民葬身在炮火
之下的，约在万数以上。触目所及皆是死尸
和满身血污的伤者，城内的房屋大部分都成
了焦土废墟。

凤翔杀戮

攻克凤翔后的第三天，在宋哲元的强力
说服下，张维玺接受了屠杀令。被生擒的党
拐子手下5000名俘虏，将被全部处决。

这种大规模的杀俘行为，在近代史上极
为罕见。当时狼烟四起，匪患蜂聚，中国刚
刚走出皇权专制时代，离现代社会依然遥
远，军队与国家的关系很模糊，军人与土匪
几乎没有多大的区别，当然也无什么军事法
庭和人权意识。毕竟这是一个暴力野蛮的
时代，几乎难以奢谈现代文明。颇有讽刺意
味的是，这场处决或者说屠杀，被安排在凤
翔城东八里纸坊镇东头的一座关帝庙前。
宋哲元与张维玺坐在关帝庙门口，下令对拘
押的500名俘虏开刀。

这场骇人听闻的集体大杀戮，很快传遍
了陕西全境。在这种砍头如割韭的暴力震
慑下，仍然盘踞各地的武装势力，惶惶不可
终日，不几日就纷纷单骑来降。宋哲元的血
腥暴力，居然使兵刃四起的关中从此走向平
定，各种土著军阀和土匪势力陆续肃清。

宋哲元主政陕西期间，取消斗捐，以恤
民艰。1929年关中大旱，遭遇年馑，粮价骤
涨，特由陕西省筹款 30万，再由河南省接济
30万，汇往汉口，买米十万石赈灾。关中灾
祸数十载，至此方告一段落。 □ 杜君立

杨虎城与李虎臣的杨虎城与李虎臣的““二虎部队二虎部队””守长安守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