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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眉战役蕴含的革命精神及时代启示

宝鸡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许道平

扶眉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

上与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一场战略决战，也是规模最大

的一次重要战役。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胡马”

反共军事联盟，打开了解放大西北、进军大西南的通

道，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重新回顾这段历史，

总结和研究扶眉战役革命精神的内涵，对于我们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铭记初心使命，更加自觉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奋力谱写新时代陕西追赶超越新篇章，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扶眉战役的基本经过

1949 年 5 月，第一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发起

陕中战役，解放西安，重创胡宗南（国民党西安绥靖

公署主任）和马步芳、马鸿逵（国民政府西北军政长

官公署代长官、副长官）集团，迫使其西撤转入防御。

“二马”（即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分散驻扎在彬县、

永寿一带，胡宗南 5 个军猬集在武功、扶风、眉县、

岐山地区的渭河两岸，在渭河之滨的狭长地带布成了

一个“口袋阵”，企图凭借有利地形，联合作战，阻止



2

第一野战军西进和南下。

7 月 6 日，第一野战军在咸阳召开第七次前委扩

大会议，彭德怀司令员在会上提出了经中央军委同意

的“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案，决定采取“大

胆穿插，迂回包围，分割聚歼”战术，发起扶眉战役，

聚歼胡宗南主力于扶风、眉县地区，待扶眉战役完成

后，再迅速西进，歼灭“二马”。

10 日，扶眉战役开始。第十九兵团进至乾县、礼

泉及其以北高地，构筑工事，向“二马”援陕军团摆

出进攻姿态，保证主攻部队右翼安全。第十八兵团第

六十一军向西安以南的子午镇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歼

俘敌 1500 余人，保证了主攻部队左侧安全。11 日拂

晓，第一野战军发起进攻。第二兵团由礼泉出发，西

渡漆水河，从胡、马两集团之间自北向南楔入，直插

胡宗南部第十八兵团侧后。16 时，担任穿插作战任务

的第四军夺取乾县临平镇后，第十师经扶风县天度镇，

绕过法门寺镇，强行军 150 里，连夜进至岐山县青化

镇，于 12 日凌晨攻占罗局镇和眉县火车站，截断了国

民党军西逃之路。与此同时，第十八兵团在周士第司

令员指挥下，由咸阳、兴平沿咸凤公路、陇海铁路向

西推进，在攻克武功后，占领了扶风杏林镇和绛帐镇，

迫使正面的国民党军步步后退。第一兵团在王震司令

员的指挥下，兵分两路，沿渭河南岸的长益公路及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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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北麓向西挺进，攻克周至、眉县，在渭河南岸警戒，

策应北岸行动。至此，第一野战军完成了对扶风、眉

县地区国民党军的战略包围。

12 日拂晓，被包围的国民党部队开始全力向西突

围。坚守在罗局的第四军第十、第十一师英勇御敌，

打退了国民党军十余次集团冲锋，使其未能前进一步。

与此同时，第三军、第六军相继攻克扶风县城、午井

镇、高王寺诸要点，从青化镇东西线向罗局镇地区国

民党军侧后发起攻击，迫使国民党第一一九军残部向

西南突围，搅乱了对方防线，国民党军自相践踏，全

线动摇。至当日中午，国民党 3 个军被压缩在了高王

寺以南、陇海铁路以北、罗局以东、午井以西的狭窄

地段。15 时，第一野战军从东、西、北三面向国民党

军队发起总攻。国民党部队步步退缩，逃至渭河后，

向南泅渡。时渭河暴涨，3000 余人被淹死。侥幸过河

者，被埋伏在南岸的第一兵团俘虏。20 时，第二兵团

与第十八兵团在罗局、午井地区胜利会师，随后西进，

连夜解放岐山。14 日 3时，第二兵团第四军十二师占

领宝鸡，第一兵团第二军占领宝鸡以南的益门镇。14

日晨，第二兵团第三军攻克凤翔。守卫宝鸡的国民党

军第二一四师炸毁渭河大桥后向秦岭以南的汉中逃

跑，被从渭河南岸赶来的第一兵团围歼。马步芳、马

鸿逵部队见大势已去，便沿西兰公路后撤甘肃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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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一带。西北军事重镇宝鸡宣告解放，扶眉战役

胜利结束。

扶眉战役共歼敌 4.4 万余人，消灭了国民党 4 个

军的有生力量，彻底粉碎了胡、马集团反共军事联盟，

使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的相对优势转化为绝对优势，

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同时占领了西北军事重镇

宝鸡，为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铺平了道路。

二、扶眉战役蕴含的革命精神

扶眉战役的胜利，是党中央英明决策、正确指挥

的结果，是全军指战员听党指挥、英勇奋战的结果，

也是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无私支前的结

果。战役中，广大军民展现出的信念坚定、忠诚于党、

实事求是、不畏牺牲等精神风貌和品质作风，深刻诠

释了中国革命精神的核心和内涵，是留给我们的宝贵

精神财富。

1.听党指挥、服从大局的政治品格。1949 年 2 月

8 日，平津战役一结束，彭德怀就向毛泽东汇报了与

“胡马”集团决战西北的计划。之后，随着局势的变

化，第一野战军前委及彭德怀先后就第十八、十九兵

团由晋入陕、陕南第十九军配合关中作战、组编兵团、

粉碎“胡马”联合反扑、“钳胡打马”还是“钳马打胡”

等问题，多次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汇报，并按中

央指示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第一野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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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委，严格执行了及时、完备的请示报告制度，全面

贯彻了中央的决策部署，并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充分展现了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毛

泽东全党权威的的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战前，第一

野战军专门发出指示，颁布团结守则，要求与华北部

队团结如一人；第十八、十九兵团克服“故土难离”

思想，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日夜兼程奔赴西北战场；

第十九军克服缺粮断水困难，穿林越岭由鄂入陕，牵

制胡宗南部 5 个军 4.5 万余人，配合关中决战。三支

队伍在第一野战军前委的统一指挥下，密切配合、协

同作战，自觉在大局下行动，形成了整体作战的强大

威力，表现出了忠诚可靠、团结奉献的政治意识和大

局意识。

2.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奋斗精神。扶眉战役前，

针对“胡马”集团准备联合反扑，而第十八、十九兵

团尚未抵达的情况，第一野战军前委最初制定的战略

方针是“先胡后马”。但由于胡宗南部进展缓慢，“二

马”集团推进较快，又调整为“钳胡打马”，以第二军

抗击胡宗南部由宝鸡东进，先“宁马”（宁夏马鸿逵集

团）后“青马”（青海马步芳集团），各个击破。然而，

“二马”沿西（安）兰（州）公路两侧南下时，呈齐

头并进之势，难以分割，若照原计划，不仅“钳胡打

马”无法实现，反而可能陷入包围。面对不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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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野前委果断放弃“钳胡打马”，退守渭南泾北，实施

了咸阳阻击战。待十八、十九兵团达到后，为配合第

二野战军进军西南，防止胡宗南部南逃四川、云贵，

战役方针最终确定为“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纵观整

个决策过程，中央军委和一野前委根据战役中敌情变

化迅速调整策略，使战争形势不断向有利于我方的局

面发展，是践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的生动范例。第十八、十九兵团为了加速入陕参战，

采取提前行军计划、派先遣工作队组建地方供应线，

第二兵团为了完成迂回穿插任务，采取夜行晓宿、分

段集结方法，充分体现了敢于突破、敢闯新路的精神，

是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开展工作的生动范例。

3.不畏牺牲，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小五台战斗

中，担任迂回任务的第六十一军五四一、五四五团攀

登悬崖峭壁，连夜插入敌后。负荷最重的迫击炮连和

重机枪连，仅弹药手每人就要扛 8-12 枚炮弹，他们冒

酷暑，忍干渴，翻越近 70 度的陡坡，即使肩膀被压出

血，中暑晕倒也毫无怨言。四连二排宁可从悬崖上跳

下，也要完成截击敌人的任务。罗局阻击战中，第四

军第十师、十一师在“寸土不失”“堵住敌人就是胜利”

的口号鼓舞下，顽强战斗，击溃国民党军十余次联合

突围。第十师第三十团第三营在子弹打完，手榴弹投

光的情况下，营长、教导员率全营与国民党军展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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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连续 7 次退敌。营长、副营长牺牲，教导员重伤

后，副教导员临危挑起重担，战士们负伤的不下火线，

失掉联络的自动归并，仅剩 40 多人仍坚持浴血奋战，

做到了“与阵地共存亡”。第二十九团二营在三面受敌

的情况下，连续 8 次击退国民党军 2 个团的轮番冲锋，

战斗结束时，188 人的第五连仅剩 5 人，却未失一寸

阵地。广大指战员凭借坚定的信仰、不畏牺牲的勇气，

同国民党军拼意志，比智慧，与时间赛跑，向极限挑

战，用生命和献血诠释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担当精神。

4.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宗旨意识。如果说淮海

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那么以扶

眉战役为标志的西北大决战的胜利，则是人民用群众

用双桨划出来的、用大车拉出来的。战役期间，关中

解放区及国统区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不避枪林弹

雨，不怕暑热路遥，积极参军参战、组建支前队伍、

修筑道路工事、运送粮草弹药、救护伤员、带路送信，

担负各种战勤任务，仅关中地区就支援粮食 1.95 亿

斤，送军鞋 55 万双，出动担架 9300 副，大车 2700

辆。大车队、担架队随部队沿西兰公路、咸（阳）宝

（鸡）公路、长（安）益（门）公路和部队指定路线

前进，使人民军队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援。

第一野战军追击胡宗南部时，凤翔游击大队、太白鹦

鸽游击队和眉县的武彦昌、东立武、钟仁亮等游击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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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维持社会治安，袭扰、牵

制国民党部队，密切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实践表明，

扶眉战役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奉献，

达到军民融合一体、前后紧密配合，与地方党组织长

期细致的群众工作密不可分，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

坚决贯彻群众路线、践行宗旨意识、打牢人民基础的

具体反映。

三、扶眉战役的时代启示

扶眉战役作为陕西革命斗争史上一座不朽的丰

碑，虽已成为历史，但扶眉战役的革命精神永存，其

丰富深厚的内涵跨越时空，深植时代，直至今日仍熠

熠生辉，给人以启示。

1.树牢“四个意识”，对党绝对忠诚。扶眉战役不

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服从大局、坚决执行中央军

委统一部署的政治胜利。重温这段历史，就是要学习

人民解放军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现在，

我国即将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

程，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矛盾更加集中、挑战更加

严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党员干部坚定政治

信仰，站稳政治立场。我们要切实汲取赵正永违纪违

法案的深刻教训，以案为戒、以案促改，自觉扛起政

治使命和责任担当，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

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落实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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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各项决策部署，把陕西工作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全局中来谋划，始终同党中央同心同德，步调一致，

确保新时代追赶超越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

进。

2. 弘扬求实作风，勇于守正创新。实事求是、敢

闯新路是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也是第

一野战军抓住战机、克敌制胜的关键。现在，世界面

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

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时，我们必须以习近

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为指引，守正创

新，坚持稳和进有机统一、相互促进。既要遵循发展

规律，保持战略定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更

要聚焦新方位新目标、打破思想桎梏，抓住共建“一

带一路”、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增强工

作的主动性与首创性，争当时代的弄潮儿。

3.永葆斗争精神，扛起使命担当。扶眉战役的胜

利是人民解放军以坚如磐石的斗争意志，通过艰苦卓

绝的斗争赢得的。当前，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必将继续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国际形势和风险



10

挑战，必须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极端主义

作斗争，同改革的深水险滩、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作

斗争，同影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消极腐败现象、不

良风气作斗争。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面对危机

挑战挺身而出、面对矛盾问题迎难而上、面对歪风邪

气坚决斗争，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矛盾短板，增强斗争本领，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

地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无私

无畏的勇气战胜追赶超越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从

斗争中开创新局面，在担当中做出新业绩。

4.强化宗旨意识，不负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始终贯穿于党的一切奋斗之中。革命

和建设时期，党依靠和团结人民群众实现了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使广大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人民成为

国家的主人、共享革命成果。新时代，党员干部则要

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实现国家繁荣、人民

共同富裕努力奋斗，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这就要求

我们必须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

引导人民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变为投身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自觉，让人民始终成为党执政

兴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各项

惠民政策，全力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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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必

须不断强化宗旨意识和为民情怀，深入基层、深入一

线，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坚持不懈反对腐败、纠治不正之风，时时处处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模范表率作

用，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在前进征程上不断实现新的追

赶超越，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