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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陇史

秦国西部大开发 谋划者是位甘肃人
秦人自东方而来

秦人自东方而来，为东夷的
一支（另有秦人西来说）。大体
情形是这样的：商朝末年，秦人
先祖飞廉是商纣王的大将，参加
商人的东征。不料，周人趁商军
主力在东方作战，突袭朝歌。牧
野大战中，商人的奴隶武装临阵
倒戈，商军大败，
商亡。
后来，商人残余势力又在东
部发动叛乱。结果被周人所镇
压。一部分叛乱者就被西迁到
陇山以西，为周人戍守西部边
疆。
这些人，翻越陇山，先到了
甘肃张家川，然后到了甘谷的朱
圉山一带。朱圉山的意思是红
色山崖下放牧的奴隶。这些奴
隶就是秦人的祖先之一，他们同
周围游牧部族，进行了殊死搏
斗，顽强地生存发展，直到两三
百年后，才得到了周人的认可，
周王室把养马的重任交给了秦
人先祖非子，由此秦人逐渐壮大
起来。
到了周幽王时，发生了烽火
戏诸侯事件，引发诸侯的不满，
最终导致西戎攻进镐京。此时，
秦人获得了护送周平王东迁洛
邑的机会，大力向东发展。可
是，当时周平王给他们一个空头
支票，同时秦人的东进也受到了
晋人的阻拦。自此，秦人目标也
逐渐转向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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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霸西戎开发西部

秦人向西，留下了秦霸西戎
的传奇，这实际上是一次西部大
开发。秦人征服西戎，获得市
场，获取资源，整合了西戎的人
力资源，为东进扫平六国打下了
基础。
秦人的西部大开发，是从秦
宪公时期，征服西北方国部落开
始的。秦宪公拉开秦霸西戎之
路，秦宪公三年，秦军与亳戎交
战，亳戎首领亳王战败逃往西
戎，于是秦军消灭荡社。
秦穆公时，任用百里奚、蹇
叔等名臣治国，用由余谋伐戎
王。由余，一作繇余，春秋时甘
肃天水人。由余的祖先原为晋

国人，因避乱才逃到西戎。那
么，
由余祖先经历了什么呢？
原来，由余的祖先是周携王
（一说是少康氏）。周携王是周
幽王的弟弟。当时，周幽王废了
太子宜舅（即周平王）之位，立褒
氏所生之子伯盘为太子。周幽
王为犬戎所杀后，朝中大臣分为
两派，一派拥立幽王之弟王子余
臣即位，号周携王或周携惠王。
另一派拥立废太子宜舅，号周平
王。后来，周平王的势力占据上
风，蛊惑晋文侯杀死周携王。周
携王的族人，
就逃亡到西戎地带。
经过一两百年的发展，到由
余时，他们已在戎地扎根了。因
熟悉中原，戎王便派由余出访秦
国。时穆公尚未即位，见由余
后，钦慕他的才德，便用计谋，使

由余留在了秦国。秦穆公元年，
被任为上卿（即宰相），为秦国出
谋划策，攻伐西戎。由于他熟知
地理及部落之间关系，故而秦军
一举攻伐了锦诸戎、绲戎、翟戎、
义渠等十二个戎国，拓地千里，
秦国遂称霸西戎，秦国也位列春
秋五霸之一。公元前 623 年，由
余病殁。秦穆公向西扩张，给尚
处在发展阶段的秦国一个比较
广阔的战略纵深和发展空间，为
400 年后秦国一统天下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然而，秦霸西戎并非一蹴而
就 ，而 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任
务。直到秦孝公时，才把西戎真
正收服，把他们变成秦人的力
量。甘肃境内的狄道、
貆道、
长道
这些地名，就是当时秦霸西戎的
见证。另外，
在由余的指引下，
秦
人夺取了漳县盐川的盐井，并设
立了盐井寨。秦人的产盐量也因
此提高了四五倍，
实力大为增强。
秦人的西部大开发大部分
地方在今甘肃境内的渭水流
域。大体包含了今天甘肃的定
西、天水、陇南等地的全部或一
部分。由此，秦人有了相对稳定
的后方。后来，秦人又在甘肃宁
夏内蒙古一线，
修筑战国秦长城，
彻底解决了后方问题，才开始全
力东进。秦人西部大开发为一个
帝国的崛起，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没有想到吧！一个甘肃人
谋划了秦人的西部大开发。
掌上兰州·兰州晨报记者 王文元

甘肃督军陆洪涛的末路
民国初，甘肃督军陆洪涛从
晚清悍将，苦心经营，一步步坐
到了甘肃督军的宝座。谁知，最
后却在众叛亲离中凄惨逃离兰
州。
陆 洪 涛（1866 年 - 1927
年），字仙槎，号镜波，徐州铜山
县人。生于清同治五年七月二
十九日（公历 1866 年 9 月 7 日），
卒于民国十六年（公元 1927 年 8
月 31 日），
终年 61 岁。
19 岁时，陆洪涛考入天津
武备学堂炮科学习，他的同学有
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人，这
个关系网，也是他能走上甘肃督
军的重要助力。1891 年，陆洪
涛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后，分派
到甘肃当见习军官，结果不得重
用。后来，陆洪涛跑到新疆，投
奔了新疆巡抚陶模。陶模曾署
理陕甘总督一职，由此陆洪涛也
逐渐发迹。1910 年，
陆洪涛升任
第一标统（相当于团长）。次年，
陆洪涛参加了甘肃历史上近代
化军队的第一次军事大演习。
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
命爆发。很快，陕西就宣布响应
革命，成立陕西大汉军政府。这

陆洪涛
件事使清廷大为恐慌，命令甘肃
方面组织人马，东进镇压。已经
卸任的前陕甘总督升允，也从西
安徒步逃到了平凉。而在兰州
的遗老遗少们也弹冠相庆，纷纷
筹钱筹粮，准备出兵镇压陕西革
命民军。
此次，东进镇压陕西革命民
军的甘军，主力分为两部分，分
别由马安良和陆洪涛统带，以陆
洪涛所部振武军为北线，从平凉
出击；以马安良为南线，从天水
出击。11 月，陆洪涛所部攻陷
长武，俘虏了陕西民军管带石得

胜。陆洪涛将其残忍斩杀，并悬
首城门示众。接着，攻占彬县。
陕西民军苟占彪等部奋力反击，
击败陆洪涛所部。不料，陕西民
军在冉店桥同陆洪涛振武军作
战失利，苟占彪被俘后遇害。后
陕西民军派向紫山所部同陆洪
涛对峙，向紫山多次击败陆洪
涛。可是，清军援军到来，陆洪
涛所部迂回包抄，陕西民军大
溃，向紫山在突围中战死。陆洪
涛所部极其凶残地填尸过河，再
占长武，
逼近永寿。
永寿之战，陕西民军邱彦标
所部，拼死抵抗，八千人死伤七
千余，最后不得不撤退，永寿失
守。此时，长安城只剩下了乾州
一道屏障。双方展开惨烈的乾
州攻防战，陆洪涛所部绕道攻占
礼泉，直逼咸阳，
西安即将不保。
此战，陆洪涛表现了典型的
悍将风格，攻势凌厉，残忍好杀，
能攻善守。对于陆洪涛所部的功
绩，督办陕西军务的升允曾经为
他向清政府请功。而陆洪涛曾表
示将在10天之后，
攻占西安。
不过，1912 年 2 月 12 日，末
代皇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在

陕西的甘军所部，分为两派争执
不休。三月份，兰州方面发布了
承认共和的通电。此后，袁世凯
命令陆洪涛等部撤回甘肃境内。
陆洪涛获得悍将头衔，在甘
肃政坛上正式亮相了，引发各路
人马的关注，为他后来就任甘肃
督军打下了基础。
1913 年 5 月，袁世凯任命陆
洪涛为凉州镇总兵，这算是有了
地盘，也在北洋政府中挂了号。
1920 年，张广建垮台后，陆洪涛
抢先下手从平凉派出一营步兵和
一个机关枪连，强行进入兰州控
制住了局面。经过一番争斗后，
最终坐上甘肃督军宝座。
谁知，陇东的张兆钾和陆洪
涛的亲信甘肃陆军第一师第一
团的李长清相互勾结起来，两人
相互许诺，张兆钾担任甘肃督军
后，李长清出任陇东镇守使。陆
洪涛听到李长清的行动后，又急
又气，结果中风瘫痪了。
在这种情形下，陆洪涛不得
不决定辞去甘肃督军一职。陆
洪涛从晚清悍将，到瘫痪在床，
众叛亲离，
也不过十余年而已。
掌上兰州·兰州晨报记者 王文元

朱克敏隶书七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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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说陇史

这些年，
“秦国热”
不断。不仅与秦国有关影视剧接二连三，
对秦国的研究更是学界的热点。今年上半年，
甘肃省博
物馆展出的战国时期秦人及西戎的战车，
就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
然而，
人们不知道的是，
秦人也曾搞过西部大开发。其主谋还是位甘肃天水人。

心得交游是风月

“ 乾 隆 年 生 ，嘉 庆 秀
才，道光优贡，咸丰教官。”
这是一方书画印章的内
容，尽显幽默豁达，怡然自
乐之情，仅仅是读内容，就
知道主人不俗。它的主人
是朱克敏。
朱克敏清代兰州人，
字时轩，号游华山人、凤林
山樵、艮道人、通道人、重
游青海太华山人等，晚号
太华山人、颐道人，生于清
乾隆五十七年，卒于同治
十 二 年 ，终 年 八 十 一 岁 。
如他的印章所言，历五位
皇 帝 而 终 ，这 是 不 多 见
的。朱克敏自幼攻读经
史，博览群书，书画俱佳，
长于诗文，在陇上久负盛
名。在书法上用功尤深，
篆、隶、真、草诸体皆备，最
有创建的当属隶书。而
且，其交游也非常广泛，曾
主讲陕西蓝田玉山书院、
靖远乌兰书院、兰州兰山
书院等处，他和林则徐、原
甘肃布政使程德润都保持
着非常好的友谊。
1827 年 ，朱 克 敏 和 林
则徐初识于西安。后来，
他们又在兰州相见，已是
1846 年了。当时，林则徐
从 新 疆 而 来 ，前 往 陕 西 。
朱克敏送林则徐到东岗坡
方依依分别。十月底，朱
克敏赴西安乡试，请林则
徐为其母作七十八岁冥寿
序，由原甘肃布政使程德
润恭楷书为十二扇屏（今
藏甘肃省博物馆）。同治
年间，陕甘总督左宗棠进
驻兰州后，对这位陇上名
宿也非常看重。据说，左
宗棠曾经把朱克敏的大量
作品送到北京，进呈给皇
家鉴赏收藏。由此，朱克
敏在北京名声大增。如今
北京故宫所藏的朱克敏作
品就由此而来。
甘肃省博物馆也藏有
朱克敏一副隶书对联，其
内容为“心得交游是风月，
天开图画即江山”，用短锋
硬毫，浓墨重笔写就，笔力
雄强中见跳跃，朴茂厚重
中 间 飞 白 。 这 是 他 62 岁
时，赴青海大通任教谕时，
路过湟中为好友所书。
这 年 是 咸 丰 四 年
（1854 年），如他印章中所
言的任
“咸丰教官”
。
掌上兰州·兰州晨报
记者 王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