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事历史  2012年第6期战争史研究

— 7 —

上甘岭战役的整个作战是由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指挥的。此次

战役从美军预计的5天打到43天，从营连级小规模战斗发展为军师级大规模战役,是战事不

断发展的结果。其显著的不确定性，考验着指挥员的判断力、决断力和指挥艺术。正如秦

基伟所说：“战争，对于战士来说是枪对枪刀对刀，而对于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来

说，则是智谋和意志的较量。”①上甘岭遭受突袭后，秦基伟迅速判明形势，在伤亡巨大

的情况下，从大局出发，作出坚守阵地的决定，同时根据战事发展，适时调整兵力部署，

不断改进战法战术，最终赢得了胜利。

一、保持沉着冷静，迅速判明形势（1952年10月14日至15日②）

坊间有种说法：上甘岭战役之初，志愿军被“联合国军”骗了。该说法认为，上甘岭

遭到突袭后，志愿军以为敌军不过是佯攻，其真正的意图是进攻平康平原，故未向上甘岭

实施增援，造成被动。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

从志愿军方面看，在缺乏情报及时支持的情况下，判明敌军主攻方向只能依靠观察战

场态势。战前，秦基伟关注的重心不是上甘岭，而是西方山。原因在于西方山防御正面是

平原地形，便于敌军机械化部队实施机动。敌军一旦由此突破，志愿军难以阻挡，后果不

堪设想。西方山还是第15军和第38军的结合部，最易被对手突破。因此，秦基伟在西方

山放了3支部队：第15军第44师；军炮兵主力；第29师的1个团。10月14日，敌军突袭上甘

岭，大大出乎秦基伟意料。因通讯线路被炸断，无法及时和全面掌握敌情。在这种情况

下，秦基伟虽然清楚当面敌军只有美军第7师和南朝鲜（韩国）军第2师，只可能选择一个

主攻方向，但暂时难以判断敌军对上甘岭是主攻还是佯攻，只能以静制动。

从“联合国军”方面看，选择进攻上甘岭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且只拟小打即收。美军

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一直主张以平康平原为突破点，然后长驱直入。志愿军第15军接

防上甘岭之前，李奇微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时，范佛里特曾呈报“筷子6号”计划，拟

正面突破西方山地区，将战线推进至金城、平康一线，但该计划被李奇微以“规模太大”

为由否决。不久，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政府要求他在战略上采取守势，

摘要：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中，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军长的秦基伟，在战役初期，胸

怀全局，沉着应变；敌情明朗后，下令全面反击，迫使敌军将战斗升级为战役规模；坑道战阶段，科

学部署兵力，合理运用战法，将敌军拖入持久作战；决定性反击和巩固阵地阶段，正确预测战役走

势，及时补充调度兵力，充分发挥炮兵作用，取得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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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 Jiwei in the Campaign of Shangganling

秦基伟与上甘岭战役

                                       □  陈赋斌

①《秦基伟回忆录》，380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② 笔者之所以将秦基伟判明形势阶段初步确定为两天，主要依据：一是秦基伟10月15日的日记：“战斗仍在

继续中，计划明天再组织反击，直到恢复全部阵地，彻底打垮进攻的敌人为止”；二是时任第15军作战科长兼司

令部办公室主任温锡的回忆：“14号那天打得我们晕头转向，两天了，我们不敢确定敌人的主攻方向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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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一切努力实现停战。克拉克认为，除非进行决

战，否则小打小闹除了损失兵力，没有什么意

义。但范佛里特多次呈报“在狭窄地区作有限攻

势之计划”。克拉克拗不过，最后批准了范佛里

特进攻上甘岭的计划，同时规定仅能使用“4个

营（每个高地2个营）”①。美方预计，拿下上甘

岭，只需要5天时间，代价只需要200人。为了迷

惑志愿军，美方还计划向第29、第44师正面的391

高地、芝村南山、上佳山西北山、491高地同时发

动牵制性进攻。②

与以往不同的是，严重依赖公路的美军这一

次偏偏没有利用机械化优势向平康平原突进，而

是选择不利于机械化部队展开攻击的山地。美军

进攻上甘岭本属无奈之举，但客观上达到了一定

程度的奇袭效果。14日至15日，秦基伟曾令第45

师利用部分兵力反击，夺回上甘岭，但因尚不能

完全判定敌主攻方向和真实企图，故对防御部署

未作大的调整。敌情不明，任何一个理智的指挥

员，都不会草率行动。所以，不能因为战役开始

对上甘岭增援不够，就简单归责于秦基伟。相

反，如果秦基伟在美军对上甘岭发起进攻的当

天，在敌情不清，形势不明的情况下，就下令大

规模驰援，反而说明他不是称职的指挥员。

五圣山南面自西向东依次是斗流山、西方

山、597.9高地、537.7高地。西方山以西就是宽

达8公里的平康平原，汉城有公路和铁路经此直通

朝鲜北部的元山。一旦此地失守，志愿军的中部

防线就会塌陷，被分割为东西两部分，其后果有

可能使朝鲜人民军被仁川登陆的美军一分为二。

秦基伟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回顾上甘岭战

役时说：“我总认为范佛里特还备有另一种不为

人知的阴谋，即在上甘岭战斗登峰造极之时，他

的一只眼睛盯着五圣山，另一只眼睛一定瞪得老

大窥探我的西方山。只是由于我们在西方山上死

死按兵不动，范佛里特才悻悻作罢。如果我们因

为上甘岭战事吃紧而动用西方山部队，范佛里特

极有可能回马一枪，打我们一个声东击西。他毕

竟是机械化部队，撤出战斗快，重新投入战斗也

快。那样一来，上甘岭战役就成了西方山战役，

战役的最后结局是什么样子，那就很难想象。”③

因此，直到上甘岭战役结束，秦基伟都没有动用

第44师。这充分说明秦基伟洞察全局，准确把握

战场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向。

二、下令全力反击，意图收复失地（1952年

10月16日至20日）

经过冷静观察和仔细分析，秦基伟基本判明

敌军意图，令第45师全力反击，收复失地。为

此，他迅速采取以下措施：向兵团和志愿军司令

部报告准确敌情；调整兵力部署，取消第45师原

定10月18日进攻注字洞南山④的任务，全力反击上

甘岭；第45师指挥所前移，其中第133、第135团

分别坚守537.7和597.9高地，第134团留师部担任

预备队；加强后勤保障，一线连队各配备8000枚

手榴弹，全军储备给养3个月，迅速向坑道补充食

物和水。与此同时，组织前线部队开展“一人舍

命，十人难挡”⑤的硬骨头活动，决心把敌人赶出

上甘岭。

在14日至15日两天中，上甘岭的第15军守军

只有约2个连的兵力，面对的却是4个营的敌军，

装备优劣悬殊，又缺乏火力支援，非常吃亏。但

该军随后4天（16日至20日）的全力反击给对手留

下了深刻印象。美军第31团情报参谋约翰·皮茨

帕特里克说：“敌方对我方的进攻反应快、狠，

并伴随着战斗的进程更为激烈。”⑥

反击部队从出发阵地到上甘岭有几百米上千

米，随时遭到敌强大火力拦截，损失很大。16日

至18日，上甘岭表面阵地多次易手。身在道德洞

军指挥所（在上甘岭以北30多公里处）的秦基伟

神经高度紧张，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一会前

面报来情况，好，上去了！夺回来了！心中自然

一喜；一会又来情况，阵地又被敌人夺走了，心

情就很沉重。”⑦至18日，上甘岭表面阵地全部失

守。第45师伤亡惨重，投入战斗的10余个连队，

有的最多只剩30人，最少的已经凑不成一个班，

全师只剩6个连的生力军，被迫转入坑道。秦基伟

听了第45师师长崔建功的伤亡报告，非常难过。

但作为一军之长，他深信“越是困难的时候，决

心越是要硬，仗打到一定火候，往往就是拼意

志，拼决心，拼指挥员的坚韧精神”。他指示：

“为了全局，十五军打光了也在所不惜……打到

最后一个人，也要坚守阵地！”⑧19日，第45师在

喀秋莎火箭炮的支援下，再次发起反击，收复了

上甘岭表面阵地，但不久得而复失。20日，双方

① 转引自林有声等编著：《鏖兵上甘岭：中国人民志愿

军第十二军参战纪实》，599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2。

②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战史》，173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③《秦基伟回忆录》，389页。

④ 位于上甘岭东北，由南朝鲜军1个营把守，第45师原拟

于10月18日对其发动进攻。

⑤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

思》，13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⑥ 张嵩山：《解密上甘岭》，119页，北京出版社，2010。

⑦《秦基伟回忆录》，384页。

⑧《秦基伟回忆录》，384～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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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大战，上甘岭表面阵地大部沦入敌手。

第45师快拼光了，而敌军攻势未减，这是秦

基伟没预料到的。在他看来，敌军损失不会比第

45师小，己方越打越少，敌方应该消耗得差不

多，从而失去进攻能力。可是，美军得到南朝鲜

军第105编练师（2000余人）源源不断的补充，

这个师补充完了，甚至釜山和巨济岛的新兵也拉

来补充。以南朝鲜军第2师为例，最开始是1.2万

人，尽管屡遭重创，到战役结束竟还有1.1万人。

对此，秦基伟事后主动检讨：“我们对敌边打边

补的力量估计不足，在战斗开始的第一周内，我

虽伤亡大，但看到敌人伤亡更大，便认为敌人不

久就要收兵。特别是当阵地被敌人占领后，脑子

发热，想一巴掌把他打下去。”①

鉴于第45师在连续一周的全力反击中伤亡巨

大，秦基伟于20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为该

师“输血”。一是从军机关和直属队抽调1200

人，组成13个连队，增援补充第45师。二是免除

第45师除上甘岭两个高地以外的其它防务，移交

给第29师。三是增调第29师第85、第86、第88团

各5个连参战。在这次会议上，秦基伟还采纳了参

谋长张蕴钰的建议，对上甘岭战役的下一步行动

作出重大调整：不再死守上甘岭表面阵地，而是

运用坑道战和适时反击相结合的战法，拖住敌人；

同时调整部署，时机成熟后再进行全面反攻。

三、决定防守反击，进行持久作战（1952年

10月21日至29日）

从10月21日至29日，双方调兵遣将，不断添

兵，使上甘岭战事由战术规模升级为战役规模。

第15军以坑道斗争和小分队反击为主要作战

手段，钳制、消耗、疲惫和麻痹敌人，为掩护大

部队调整配备，部署大反攻争取时间。在这9天

中，坑道部队发动夜袭158次，只有9次失利，歼

敌2000余人，消耗了敌人有生力量，破坏了敌表

面阵地的稳固。反击部队7次进攻537.7高地，3次

全面收复失地；5次反击597.9高地，一度占领主

峰。因敌军构筑了工事，稳住了阵脚，第15军在

这一阶段反攻的成功率要低于第一周。但坑道部

队的不断夜袭和小分队的多次反击，使坑道得到源

源不断的物资和人力补充，为大反攻创造了条件。

为支援坑道作战，秦基伟向后勤部和第45师

下了一道“死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物

资送进坑道。得知苹果是最实用的食物后，秦基

伟下令在平壤紧急采购了6.3万多斤苹果，并且规

定谁送进坑道一篓苹果，记二等功。秦基伟还不

断为坑道提提供人力支援。24日凌晨4时，他向第

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报告战况。王近山得知齐装

满员的第45师11天就损失4000多人，几乎拼残，

对是否继续打下去犹豫了整整一天。②当晚，他打

电话给秦基伟：“现在有两个方案，一是打，二

是撤。”③这实际是把选择权还给了第15军。秦基

伟连夜将警卫连96人也派去加强1号坑道中的第45

师134团第8连。结果警卫连伤亡惨重，只有25人

进入坑道。对此，秦基伟回忆说：“王近山同志

是二野的一员战将，以战斗作风勇猛、敢打硬仗

恶仗狠仗而著称，但在上甘岭严酷的形势面前，

这位硬将军也有点踌躇了，给了两个方案，让我

选择，实际是逼我下决心。”④

10月25日，秦基伟在道德洞军部召开会议，

研究下一步行动。多数人主张战略退却，因为上

甘岭后面还有菊亭岘，菊亭岘之后还有比上甘岭

高一倍的五圣山，第15军尚有4公里两道防御纵

深。但秦基伟主张坚守上甘岭，他指出：“目前

整个朝鲜的仗都集中在上甘岭打，这是十五军的

光荣，我们打得苦一点，兄弟部队休整时间就长

一点。我们已经打出了很硬的作风，咬着牙再挺

一挺，敌人比不了这个硬劲。上甘岭打胜了，能

把美国军队的士气打下去一大截。战场上常常是

这样，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敌人也可能更困难，

这时候就要较量胆魄和意志。”秦基伟最后提

议：“上甘岭战斗要坚决打下去，就是要跟美

国人比这个狠劲凶劲，这是朝鲜战场全局的需

要。”⑤大家支持军长的意见，决定继续坚守上

甘岭。在这次会议上，秦基伟集思广益，对下一

步作战的战术进行了改进：其一，调整反击上甘

岭的时间和步骤。第15军的反击，一般在17时至

22时，火力急袭之后就发起进攻。美军逐渐掌握

了第15军行动规律，常常利用强大的炮火进行拦

截，对志愿军官兵造成很大伤亡。秦基伟决定，

反击时间要灵活，不要局限在17时至22时。同

时，火力急袭之后，不要马上进攻，而是等敌之

炮火拦截结束后再反击，以避免过大伤亡。其二,

全面反击时集中火力打击美军。秦基伟决定集中

力量打击597.9高地的美军，只要给予其歼灭性打

击，537.7高地的南朝鲜军就会动摇。有人建议

将西方山的第44师转用于上甘岭，秦基伟没有采

纳。他指出，上甘岭越是紧张，西方山方向就越

要警惕。

可以说，这次会议对上甘岭战事意义重大。

如果秦基伟弃守上甘岭，固然可以大大减少第15

军的伤亡，但上甘岭战役就只是上甘岭战斗，而

①《秦基伟回忆录》，402页。

②《解密上甘岭》，185页。

③《秦基伟回忆录》，387页。

④《秦基伟回忆录》，387页。

⑤《秦基伟回忆录》，387～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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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一次失败的战斗，致使五次战役之后的志愿

军战史留下遗憾。就在会议的当天，第45师官兵

发现对面的美军换成了南朝鲜军。美军这一举动

往往被解读为退缩，对志愿军的害怕，对战事发

展的悲观。其实不然，美军第7师见志愿军不再像

第一周那样进行全力反击，以为第15军被彻底打

垮，遂将597.9高地防务移交南朝鲜军第2师。美

方这一决定显然是错误的，完全低估了秦基伟坚

守上甘岭的决心。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军第7

师撤走似乎是明智的，否则他们将在志愿军5天后

的大反攻中承受惨重伤亡。

四、正确预判走势，转入全面反攻（1952年

10月30日至11月25日）

秦基伟坚守上甘岭的决心得到第3兵团和志愿

军总部的大力支持。志愿军首长决定在朝鲜中部

180多公里的战线发起全面攻击，主角由第15军

担当，任务是全面收复上甘岭，时间是30日。不

但如此，第3兵团和志愿军总部还送了秦基伟两

份“大礼”：一是将第12军第31、第34师（当时

正从金城防线后撤，前往谷山休整）配属给第15

军，增加攻击力量，归秦基伟指挥。二是为第15

军准备11万发炮弹。

10月30日大反击前，秦基伟两次向反击部队

强调：不全部恢复阵地，就不停止战斗。大反击

仍由第15军进行，动用了11个连，包括第45师由

新兵新建的8个连，第29师第86团2个连及团侦察

连。10月31日，秦基伟对敌之动向作出三种预判①：

1.收兵，根据是美军第7师和南朝鲜军第2师都有

守备任务，缺乏二梯队的敌军没有力量进一步发

展进攻；2.韩军第2师与第9师轮番进攻，战斗时

间将拉长；3.美军投入空降团，孤注一掷。把空

降兵当步兵用，这说明美军没有预备部队。秦基

伟最后写道，究竟出现哪一种情况，两天内就会

见分晓。

美、南朝鲜联军全力反扑，上甘岭数次易

手。11月1日，第45师发动最后一次反击，占领

597.9高地主峰，然后交给第12军第31师第91团

第8连负责。此后，第12军官兵成为战场主角。2

日，美军投入空降第187团1个营，印证了秦基伟

的第3种预测。5日，双方反复进行了18次搏杀，

最终志愿军全面收复和巩固597.9高地。是日，

敌军罕见地于15时停止进攻（比以往至少提前3

小时）。6日，美第8集团军新闻发布官在记者招

待会上被迫宣布：“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高地

（即597.9高地——笔者注）是打败了。”②是日

23时，秦基伟致电第31师表示祝贺，并号召第15

军向第31师学习，加强团结协作。中朝联合司令

部亦于同日发来贺电，毛泽东又将该电转发各大

军区、各军、兵种及军委各部门，大大激发了上

甘岭志愿军将士的士气。

志愿军拿下597.9高地的11月5日，兵团来电

明确了上甘岭参战部队的指挥关系：“为便于指

挥，决定组织五圣山作战指挥所，由第十二军副

军长李德生同志负责，统一指挥第三十一师及第

三十四师之反击作战，第二十九师之配合动作。

该指挥所归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统一指挥。”③第

12军是第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的老部队，素以能

征善战而著称，此番作为第2梯队配属给第15军，

顾全大局，毫无怨言，且续建奇勋。

11月6日开始，志愿军作战重心转向收复

537.7高地。8日，第12军第31师第92团抵达。秦

基伟要求其于11日必须发动进攻，但坐镇第92团

指挥所的第31师副师长李长林认为，部队刚刚赶

到，需要休整和熟悉地形。秦基伟指出，自30日

展开全面反攻以来，进攻537.7高地的第45师第

133团4个连只剩24人，因自己专注于597.9高地，

未对537.7高地进行任何支援，他们已经断水断粮

11天……李长林一听，二话不说，表示遵令。11

日，第92团全面收复了537.7高地。此后一周，第

92团与第93团轮番上阵巩固高地，但不能彻底控

制。11月18日，第34师第106团出动，又坚守一

周，终于牢牢巩固537.7高地④。11月25日，敌军

放弃大规模进攻，上甘岭战役以志愿军的最后胜

利宣告结束。上甘岭战役之后，美军规定不得制

订兵力超过1个营的作战，再未主动进攻过志愿军

固守的阵地。

秦基伟在指挥上甘岭战役作战中，充分展示

了军事家的韬略、胸怀和睿智。战略方面，他始

终全局在胸，理智运用兵力。战役战术方面，他

决心坚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术，充分发挥了

坑道战和炮兵的作用。兵力运用方面，既充分发

挥了第44师这支主力的震慑和牵制作用⑤，又用活

了第29师这支预备队，还维护了第15军与第12军

的团结。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彪炳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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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该高地7、8号阵地尚在敌军手中，但被志愿军火炮封锁。

⑤ 向守志率领的第44师由主攻变牵制，在西方山的积极

进攻对上甘岭战事产生了积极效果。美军第7师撤下上甘岭

后，未经休整就转用于铁原方向，以防止志愿军由此发动进

攻，同时还从上甘岭调走5个炮兵营，加强对西方山的正面防

御。这就大大减轻了上甘岭志愿军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