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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甘岭战役后勤保障工作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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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甘岭战役是由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的，以在上甘岭地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进攻目标的战
役。 此次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通过加大战前准备，加强坑道管理；统一后方指挥，实施联合保
障；战胜敌人封锁，组织火线运输；根据战况变化，迅速调整部署；依靠卫勤力量，及时抢救伤员五个方面的后勤保
障措施，成功地保证了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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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9月，为了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
军”的秋季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向
敌人发起了进攻，大量杀伤敌人，改变了处于防御
的态势。 敌人不甘心失败，调集美步兵第 7师等六
万余人，在大量炮兵、航空兵的支持下于 10 月发
起了“金化攻势”，对五圣山前上甘岭村两侧高地
约 3.7 平方公里的两个阵地进行了持续的轮番攻
击，妄想一举夺取五圣山战略要点，从中部突破志
愿军防线，进而威胁西部和东部防线。 在上甘岭战
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兵力前后达四万余人，
与敌人激战 43 天，击退敌人九百余次冲击，歼敌
两万五千余人，彻底地粉碎了“联合国军”的进攻，
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全胜。 此次战役，第 15 军后
勤部在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及其第 2 分部的领导和
支持下，以及朝鲜人民的密切配合、支援下，战前，
抓紧后方工程建设和物资储备；战中，及时调整后
方部署，全力保障前沿坑道战斗，实行补给、救护
战斗化，从而战胜了敌人的封锁破坏，有力地保障
了战役的胜利。

一、加大战前准备，加强坑道管理
上甘岭战役的战前后勤准备工作， 是在全线

性战术反击作战后勤保障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整个正面战线，志愿军有攻有守。 后勤既要保障

进攻部队的作战需要又要保障上甘岭防御战役的
需要。 战役前，担任主要供给任务的第 2 分部按志
愿军司令部规定的基数标准给作战军补足了弹药，
主副食储备了一个半月的需要量 （前沿大站 1 个
月，供应基地半个月），油料储备可供 1 个月消耗。
第 15军储备了 3个月的主副食 （军师、 团各 1 个
月）， 其中坑道内储备了 7 天主食、7 天干粮、15 天
副食和 7天用水；弹药按规定基数标准作了纵深重
点储备；还做好了救治一万多名伤员的各项准备。 〔1〕

这些直接保障了上甘岭战役初期的作战需要，为战
役中期的物资补充赢得了宝贵时间。 战役开始后，
中共志愿军后勤委员会向各分部提出：前方要什么
就送什么，哪里需要就送到哪里。可见，战前加大储
备，对坚守防御作战尤为重要。因为依托坑道作战，
利于战前多储存物资；而且，只有战前储存足够的
物资，才能长期坚持坑道斗争。战前，志愿军在前沿
构筑了大量的坑道，并在坑道内储存了一定数量的
物资和饮水，这对长期坚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
是，由于对战役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坑道储
备远远不能适应长期坚守的需要，加之参战部队不
断增多，致使坑道储存的物资和饮水很快耗尽。 虽
经后勤人员的种种努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前送干
粮、水果等食品以及饮水，但表面阵地被敌占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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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道路和坑道口遭敌严密封锁， 送到坑道的食品
和饮水极为有限，致使坑道内人员生活极为困难，
斗争异常艰苦。 虽然坑道条件很困难，但通过加强
管理，从坑道斗争一开始就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
组织人员到坑道外抢水和收集干粮、弹药，并设置
了大小便的场所， 从而有效地保障了部队长期坚
持坑道斗争。 由此可见，战前根据任务需要储存足
够的作战物资和饮水，同时加强管理，根据坑道作
战特点，制定作战物资的消耗限额，规定食品、饮
水的分配标准，都是非常必要的。

二、统一后方指挥，实施联合保障
上甘岭战役，具有一“大”、二“长”、三“窄”的

特点。 所谓“大”，就是战役规模大，参战部队多，志
愿军先后投入了 4 个步兵师、18 个炮兵营等四万
余人的兵力。 所谓“长”，就是长期坚守，持久作战，
战役持续时间达 43 天之久。 所谓“窄”，就是作地
幅狭窄， 前沿阵地局限于 3.7 平方公里的两个山
头。 针对这种情况，在战役中的后勤保障上实行了
统一指挥，联合保障。 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建
立联合后勤指挥机构。 参加上甘岭战役的第 12
军、 配属炮兵及其他部队统一由第 15 军负责保
障，并由第 2 分部派 1 名副部长参加第 15 军后方
指挥所，由第 12 军后勤部派 1 名副部长参加第 15
军后方指挥所，由第 12 军后勤部派 1 名副部长率
有关人员与第 15 军共同组成前进兵站，统一组织
后勤保障。二是保持后勤保障机构的稳定性。当部
队频繁轮换时， 为了不使接防部队初到战区因情
况不熟影响后勤保障， 确定换防部队的后勤机构
一律不撤离阵地，继续负责对接防部队的保障，而
且作战物资全部移交， 以保持后勤工作的连续性
和及时性。 三是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积极组织所属
分部密切协同， 互相支援。 除负责主要供给第 15
军任务的第 2 分部， 先后投入了 3 个大站、3 个兵
站医院等部（分）队，全力以赴地保障了战斗的需
要外，第 1、第 4、第 5 分部共派汽车 415 辆，前送
弹药 1660 吨，大力支援第 2 分部，从而保证了作
战物资源源不断地供应。 〔2〕实践证明，坚固阵地防
御战役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其繁重而艰巨的后勤
保障任务，一个军或一个后勤分部是难以承担的，
因此，只有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实施统一指
挥，联合保障，才能保障战役的胜利。

三、战胜敌人封锁，组织火线运输
在整个上甘岭战役中， 部队担任火线运输的

人员达到 8566人。仅第 45师即有 3491人、591头
牲口、45 辆马车参加火线运输。 战斗紧张时，1 个
团作战，需要 2 个团负责前运物资。 〔3〕由于敌人炮

火密度每公里超过二百余门， 加上大量的航空兵
及坦克火炮，从前线与延长 20 公里的地域形成了
层层火网、火墙，并实行全天的严密封锁。 因而，火
线运输人员把物资送上去， 把伤员救下来要通过
十余条封锁线，接近坑道时距敌人只有二三十米，
往往三面受敌人的地堡群、火力点、探照灯的封锁
控制。 由于敌人炮火猛烈，有的阵地被打散，坑道
被打断，坑道口被打塌，运输人员经常迷失方向，
找不到道和坑道口，甚至误入敌人阵地。 因此，运
输人员伤亡较大。 为了保证火线运输快速、安全，
第 45 师针对敌人炮火封锁的规律，采取了许多有
效措施。 一是实行统一组织，分段接力，定量包干。
二是采取散、轻、精、尖、硬运输方法。 散，就是组织
小型运输队，实行分散、多路、多梯队的运输；轻，
就是负重要轻，一般每人一次 20 公斤左右；精，就
是编组要精干， 新老搭配， 以老带新并派干部带
队；尖，就是队形越向前越小，特别是向坑道运送
物资要以小组为单位；硬，就是运输人员要身强力
壮，思想作风过硬。 三是制订运输人员守则。 要求
人人熟记前送地段的地形道路、坑道位置、分的番
号或代号和指挥员姓名、阵地编号，以及坑道口的
方位、形状等。 四是对运输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战
术训练， 学会单兵和小组通过敌炮封锁地段和在
敌炮火下运动的战术动作，掌握遇敌照明弹、探照
灯时的处理方法和判断方位、 辨别敌我火力射击
方向等。 五是坑道作战分队组成以军械员为主的
12-13人的搬运组， 负责向表面阵地输送弹药，背
回伤员， 收集遗弃物资， 进行坑道之间的相互支
援。 六是禁止前沿军事指挥员强行扣留运输分队
执行其他任务，禁止运输人员自动参加战斗，以免
打乱运输计划。 七是充分利用作战部队进行反击
时组织突击抢运， 必要时还专门采取反击行动掩
护运输部队对坑道内部队实施强行补给。 由于措
施有力， 广大运输人员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冒着枪林弹雨，背着各种物资，穿火网，冲
火墙，日夜兼程，往返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以忘
我的献身精神胜利地完成火线运输任务。

四、根据战况变化，迅速调整部署
在防御战役中，敌人握有进攻的主动权，并且

敌人发起进攻的具体时间、地点不易判定，因此，
后勤各项准备工作有时不能适应作战的需要。 在
第 15 军后勤部根据作战方案对敌人可能发动“秋
季攻势”事先做了充足准备，并且按保障平康、五
圣山两个方向做了重点配置， 以此把保障重点放
在平康附近的防御和向注字洞南山的进攻上。 但
是，敌人没有向平康、五圣山方向进攻，却突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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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甘岭、五圣山方向发起进攻，给后勤工作一度造
成了被动。 在此情况下，第 15 军后勤部根据战况
的变化及时调整部署， 除将 1 个兵站、1 个医院和
1 个汽车排保障平康方向外，其余力量全部保障上
甘岭地区作战。 并经志愿军司令部批准，将进攻注
字洞南山的大量作战物资用于上甘岭地区。 同时，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根据战役的需要， 重点保障第
15 军作战，很快扭转了初期后勤工作的被动局面。
实践证明，在防御战役中，当战场情况发生急剧变
化时，后勤指挥员只有根据作战任务的变化，及时
调整后勤力量，集中主要人力、物力保障主要防御
方向，能适应作战的需要。

五、依靠卫勤力量，及时抢救伤员
由于战斗激烈，作战部队伤亡大，尤其是重伤

员多。战斗头 7天，志愿军防守部队伤亡即达 3000
多人（其中伤 1900 多人），抢救和后送伤员的任务
十分繁重。 前沿至军后勤距离达 60 公里，需要通
过敌机封锁点 5 处，敌炮封锁点 10 余处。 为了加
强伤员后送工作， 各级后勤都采取前伸卫勤力量
的办法，逐级前接伤员。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为了接
收和救治伤员， 改建了三四千床位的半地下性质
的野战医院， 抽调 9 台卫生救护车和 1 个担架营
加强第 15 军，以便及时接送伤员。 第 2 分部以佳
丽州第 28 兵站医院和淮阳第 13 兵站医院保障上
甘岭的作战任务。 第 15军后勤准备了接收和后转
1 万多名伤员的床位和战备药品，所属 3 个医疗所
准备收容伤员 1500 名。 第 45 师后勤处构筑了可
容 223 名伤员的掩蔽部， 组织了担架 988 副，各
团、营、连都加强了抢救组织。 〔4〕团扩大了救护所的
抢救力量；营以救护所为骨干，抽调其他人员组成
抢救组，分成中心组和机动组，机动组负责支援主
战连的抢救工作。 连抽调炊事员、理发员、文书和
部分战士十到十五名组成两到三个抢救小组，战
前进行必要的训练，战中负责抢救工作。 这样，在
抢救、医疗、后送和减少伤员痛苦等方面都取得了
显著效果。

为了快速送回伤员， 第 15 军后勤部在第 45
师救护所附近设立伤员运送联络站， 并将 2 个手
术队向前延伸，加强第 45师的手术力量。 第 45师
后勤派出卫勤干部到前线伤员接转站统指挥医疗
后送工作， 亦将部分卫生人员和手术力量前伸到
各团。 各团从前沿到军、师主要道路上设置了 7个
检伤接转站以便及时进行补充包扎、给水、止血等
工作。 在 10 月 21 日至 29 日坚守坑道、准备反击
阶段，为了及时送回伤员，第 15 军后勤部决定由
第 45 师后勤处负责运送前方伤员的工作。 第 45

师派出卫生干部到前线伤员接待站加强组织指
挥， 并把第 135 团和第 86 团组成联合救护所，担
任伤员收容治疗任务， 第 9 团和炮兵第 1 团组成
联合救护所，担任伤员留置和运送任务。 为了使伤
员在途中安全，并减少伤员的痛苦，还要第 133 团
卫生队和师司令部、警卫营、轮训队的卫生所抽调
一定力量，分别在 740.0 高地附近山沟、真菜洞、松
馆岘等处设立伤员救护站， 为过路的伤员观察伤
情，补充包扎，放松止血带等。 在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25 日实施反击恢复和巩固阵地阶段，为了加强
火线后送力量，由第 91、第 92、第 86 团卫生队在
獐谷组成联合救护所，统一收容和转送伤员。 整个
战役期间，共抢救、后送伤员 6691名。 〔5〕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 成功地保证了上甘岭坚
守防御作战的胜利，受到作战部队和上级的好评。
战役结束后，第 15 军全体指战员致电感谢后勤部
队的大力支援。 总后勤部发电祝贺，指出：“此次前
线部队取得光辉的胜利， 是和之后成功的支援分
不开的。 ”〔6〕此外，在上甘岭战役中，后勤各部队普
遍加强了现场思想政治工作， 广泛开展学习黄继
光英雄事迹的活动， 开展红旗竞赛， 及时评功报
喜，发扬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 在战役激烈进行的
时候， 祖国人民派出的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来到前
线，极大地鼓舞了后勤部队，坚定了完成任务的决
心。 战役中，朝鲜党、政府和人民群众对志愿军后
勤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援。 大批朝鲜群众自动组织
运输队、担架队、献血队、茶水站等参加支前工作。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是对志愿军后勤保障工作的
一次严峻考验。 实践证明，转入阵地作战以后，经
过 1 年多的全面建设， 后勤工作的应变能力和综
合保障能力大大提高，既满足了反击作战的需要，
又保证了坚守防御作战的供应， 从而丰富了志愿
军攻、防作战中的后勤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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