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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研究

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
唐 蕊

( 中央文献研究室，北京 100017)

〔摘要〕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不得不进行的一次选择，后勤保障是抗美援朝战争中非常重要的
一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争的规模和战争的走向及胜负。周恩来作为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
副主席，无论是在战争准备阶段还是在战争过程中，都为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抗
美援朝战争后勤保障工作的这些经验，对我军后勤工作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以及对未来反侵略战争
的后勤工作，意义都是十分深远的。
〔关键词〕 周恩来; 抗美援朝战争; 后勤保障; 后勤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8999 ( 2013) 01 － 0079 － 05

〔收稿日期〕2012 － 10 － 25
〔作者简介〕唐 蕊 ( 1981 － ) ，女，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助理研究员。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不得不进行的一次选

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出国作战，也是新

中国第一次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战争，其所

积累的宝贵经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后勤保障

是抗美援朝战争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战争的规模和战争的走向及胜负。彭

德怀曾多次指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百分

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应归功于后勤。”〔1〕周恩来

作为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无论是在

战争准备阶段还是在战争过程中，都为志愿军的

后勤保障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朝鲜战争的爆发是美苏分歧的产物。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基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战略目的的

需要，美苏由盟友转变为敌手。以北纬 38 度为

界，美国和苏联分别在朝鲜南北接受日本投降，

并分区占领。这直接导致了朝鲜南北不同的政治

发展道路。朝鲜出现了南北分裂和对峙的局面，

各自宣称为唯一合法政府，相互之间的矛盾愈演

愈烈。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 争 爆 发，27
日，杜鲁门发表了武装干涉朝鲜的声明，并命令

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

悍然出兵朝鲜，将战火烧到了中国边境。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中

国。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

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2〕遭受长期侵略和

掠夺以及长期的战争破坏，整个中国百废待兴，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新中国和中国人民非常需要

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进行经济建设，重建家园。
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国的悍然干涉打破了

这个美好的愿望，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能坐视自己

的邻人任人肆意侵略。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跨过

鸭绿江，在敌我力量异常悬殊的情况下，以劣势

装备抵抗拥有海陆空绝对优势的美军的武装侵

略。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国内形势决定了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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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援朝战争的艰巨性，后勤保障工作的困难是难

以想象的。作为主持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周

恩来为抗美援朝战争倾注了大量精力，后勤保障

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聂荣臻后来回忆道: “整

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

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都向他请

示。他抓得很细。” “总之，恩来同志对志愿军

的后勤保障费尽了心血，做出了宝贵贡献。”〔3〕

一、在抗美援朝战争前，周恩来就做了大量

的工作，为争取战争的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虽然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进

行国家建设，但是决不能容忍美国的肆意侵略和

悍然干涉，为可能进行的战争，党和国家领导人

开始做一些相关的准备。作为军委副主席的周恩

来协助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未雨绸缪，着手组建东北边防军。新

中国成立后，国防重点在北京、天津、山海关，

上海、杭州、南京和广东、广西地区，东北是战

略大后方，在当时的六大军区中，兵员数额最

少，呈现出 “南重北轻”的形势。1950 年 7 月

7 日，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最坏的局面，周恩来根

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军委讨论保卫国防问题

的第一次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成

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提出并同与会者初步商议

了边防军所辖部队与部署、指挥机构设立与领导

人选配置、政治动员与后勤保障、车运计划与兵

员补充等问题。10 日，主持召开第二次会议，

最后商定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根据两次

会议的精神，13 日正式形成中央军委 《关于保

卫东北边防的决定》，送毛泽东审查并函告 《决

定》起草的简况。毛泽东当天批示: “照此执

行。”〔4〕《决定》对后勤保障等问题作出了详细

规定，其中包括弹药携带数、交通运输工具、粮

草汽油准备、被服改装、卫生设备、担架队、沿

途补给、兵员补充等具体问题。比如，关于交通

运输工具， “决定从四野调三个汽车团，计 600
辆，另由 东 北 调 汽 车 400 辆，并 在 东 北 动 员

4000 辆大车，担任粮草运输”; 关于粮草汽油准

备，“按 31 万人员，3 万匹牲口，1000 辆汽车，

4000 辆大车的数目，准备三个月的粮食、草料、
汽油。在部队到达之前，应先运一个月的粮草汽

油”; 关于卫生设备， “决定配备足够的野战医

院，除计划收容本军三万人的伤病员外，并准备

收容一万人的友军伤病员，所需配备医院数目、
药品数目、伤病员的收容办法等，责成总后勤部

制订计划，经核定后实施之”。〔5〕这些具体详细

的规定，为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和抗美援朝战争的

后勤保障夯实了基础。
其次，迅速解决关内外币制不同的问题。大

军未动，粮草先行。7 月 7 日，第一次国防会议

之后，军委后勤系统就开始了准备工作。由于关

内外币制不同，在计算兑换时出现问题，存在差

价，影响了工作进度和物资流通。7 月 14 日，

周恩来给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

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东北人民政府副

主席李富春和林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兼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
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发去关于 《东北境内机关部

队的供给办法》的电报，“决定凡四野在东北境

内的机关、部队，除武器、弹药、服装、医药器

材、电讯器材、汽车油料，由军委直接补给外，

其余粮料、柴草及一切经常费与作战费等，完全

由东北人民政府负责供给，经过东北军区后勤部

转发边防后勤司令员李聚奎”〔6〕，并提出了六条

具体办法。四野经过山海关时，公款一律交回军

委总后勤部，由东北人民政府会同军区后勤部提

供一亿东北币作为部队经费。币制不同的问题由

此得到迅速解决。之后，周恩来又提议尽快统一

关内外的货币。8 月 23 日，周恩来根据东北边

防军到达指定地点后的有关情况和可能出现的问

题召集中央和东北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磋商东

北边防军的人员补充和供给问题。会议重新作出

关于东北后勤工作的有关决定，包括粮草油料的

供给、经费的支出代付、货币发行回笼等方面。
第二天，周恩来将研究结果电告毛泽东，说明自

己和薄一波认为 “为东北不致担负发行过重，

应准备提早实行关内外货币统一”〔7〕。毛泽东批

示: 同意。
再次，解决东北边防军的指挥机构问题，增

强后勤领导力量。东北边防军到达东北后，指挥

与供应成为头等大事。原来军委确定的边防军的

指挥机构，司令员粟裕重病在身需要休养，副司

令员萧劲光忙于海军机构建设、副政委萧华主持

总政治部工作，一时都还难以离京到任。同时，

后勤机构方面也出现问题，东北和各军区的后勤

机构层次太多又力量不够，不能满足边防军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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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供应需要。7 月 22 日，周恩来与中央军委代

总参谋长聂荣臻为明确东北军的指挥与供应问题

联名报告毛泽东: “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

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

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边防军

司令部。中南李聚奎到东北后，即兼任军区后勤

部长，所带之后勤机构，即合并到东北后勤部

中，因东北军区后勤部太弱，不能胜目前的大

任。这样，部队指挥既可免生枝节现象，供应问

题也较容易解决。是否可行，请主席批示，以便

及早布置。”毛泽东第二天批示: “同意。”〔8〕这

样解决了边防军的领导机构问题，为后勤准备工

作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周恩来多次召集有关人

员研究后勤保障工作，专门听取工作汇报，明确

提出志愿军出国作战要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

对武器、弹药、车辆补充、伤员收治和后勤干部

调配等问题一一布置，更进一步研究志愿军出国

作战的后勤供应问题，检查并落实入朝部队的物

资装备，拟定了部队作战物资的补给计划。这些

工作对 70 万大军的顺利秘密入朝以及志愿军的

后勤供应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二、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周恩来更是对志

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殚精竭虑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 1950 年 10 月 19 日秘密

入朝，10 月 25 日即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

场战役。从决定参战到入朝，时间仓促，准备不

足，也没有出国与美军进行现代化战争的经验，

再加上装备落后，国内形势本身也面临许多问

题，志愿军的后勤供应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甚至

一度跟不上作战的需要，限制了作战行动、影响

了作战规模和战果。周恩来为保障志愿军的后勤

供应想方设法，做出了许多努力。
首先，1950 年 11 月 5 日，志愿军刚刚出国

作战，周恩来就派总后勤部副部长张令彬到东北

实地调查了解后勤供应上存在的实际困难，并就

经他亲自批改的解决方案，征求有关方面的意

见。他给东北军区负责人的信中说: “凡有不

妥、不实或隔靴搔痒之处，请当面指出，以便改

正。” “只要东北提出要求，我们愿全力以赴，

帮助你们解决困难。”〔9〕张令彬回到北京后，周

恩来立即听取汇报，对提出的问题给出了解决

办法。
其次，参加志愿军第一届后勤工作会议，并

千方百计保证志愿军的后勤运输，“组织一条打

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
1951 年 1 月 22 日，周恩来和聂荣臻、杨立

三等出席了东北军区召开的志愿军第一届后勤工

作会议。听取各方面汇报，同大家一道总结志愿

军入朝作战三个月来的后勤工作经验，研究后勤

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商议加强和改

善供应状况的办法与措施，并就加强后勤组织、
建设兵站线、战胜敌人对后方的破坏等问题作出

决定。周恩来在大会上作形势报告，分析抗美援

朝战争的发展趋势，介绍苏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

和贷款的情况。〔10〕当大家反映大盖帽不便防空、
爬山、钻林，战士穿套头式的军衣负伤后不好脱

时，即建议将帽子改成 “解放帽”，军衣改成对

襟式，棉衣加扎绗线。后来大家在影视作品中看

到的志愿军的标志性服装即由此而来。
志愿军第一届后勤工作会议抓住了志愿军后

勤保障中的主要问题，即运输和供应问题，找到

了运输不足和前线需要量大的主要矛盾，提出了

解决和改进的系列措施。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建

立兵站运输线，改变运输的被动局面。并决定建

立东、中、西 3 条兵站线，新增高射炮兵 6 个

营、5 个汽车团 ( 汽车 2000 辆) 、大车 1000 辆，

手推车 5000 辆、吉普车 500 辆、火车头 30 台、
修理汽车 1000 辆，新组建 3 至 4 个后勤分部、3
个警卫团、2 个运输团、8 个运输营、11 个担架

团、50 个手术组、3 个公路工程队，每分部增加

2 部电台，每个军后勤和各大站配报话机 1 部，

以保障运输。〔11〕

“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其实，周恩来

在进行战争的准备工作时就预料到了运输困难的

状况，他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 “组织一条打

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战争伊始，周恩

来建议成立专门的军事运输部门，作出确保军事

运输的决定，大刀阔斧地治理国内运输战线发生

的问题。对于朝鲜战场的运输问题，他也亲自组

织铁道部、铁道兵、东北铁路管理局等各方面的

力量，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和交通枢纽; 指示

在运输线上普遍设立 “防空哨”并不断进行完

善; 他还下令从地方抽调大批汽车、司机和汽车

修理工人补充志愿军，并为志愿军陆续增补汽

车，并指示设法减低消耗; 第四次战役期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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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朝方建议成立中朝联合军运司令部，以统一指

挥朝鲜境内的铁路运输。以后，随着人民空军的

壮大，也加入了保卫运输的队伍。这一系列措施

有效地保障了志愿军后勤运输的生命线，维系着

战争的物资供应。当穿着新棉军装的战士出现在

板门店谈判地点时，敌方的谈判代表大感意外，

深深叹服。
再次，动员全国力量，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

后勤工作。第二次战役前，东北军区后勤部向军

委总后勤部提出了大量制作炒面的要求。炒面是

用 70%的小麦、30%的杂粮炒熟磨碎后加 5% 的

盐的方便食品，方便运输和储存。以炒面作为应

急口粮是抗美援朝战争后勤保障的一个创造。朝

鲜的粮产区在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志愿军

携带的干粮不够，后勤供应又跟不上，加之美军

的空袭使得志愿军生火做饭变得非常困难，炒面

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战时，战士随身背一条

炒面袋，吃一口炒面，再吃几口雪，就可以充饥

了。周恩来得知情况后，以政务院的名义紧急布

置有关省市发动群众，家家户户炒炒面。为确保

各地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周恩来仔细过问各地的

完成情况，亲自到北京的机关去视察，与机关干

部一起炒炒面，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给

前线将 士 很 大 的 精 神 鼓 舞，前 线 甚 至 传 出 了

“为炒面立功”之类的口号。
在大量制作炒面并前运的同时，周恩来还组

织动员全国力量，从国内向朝鲜战场运送了许多

其他物资。“至 1951 年 6 月底，在 9 个月的时间

里，共前送粮食 19 万余吨，蔬菜 2. 7 万余吨，

油盐 6800 余吨，汽油 29 万多桶，子弹 2. 2 亿多

发，炮弹 668 万余发，炸药 740 吨，手榴弹 287
万多枚，工兵器材 58 万余件，锹镐 116 万余把，

战救药 40 多万公斤，汽车 8459 辆，大车 3473
台，手推车 25157 台，担架 14093 副。另外还动

员了民工大车 13152 台。”〔12〕这些物资有力地支

援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工作。
最后，健全志愿军的后勤指挥机构和供应体

制。随着战争的继续、战线的延长，志愿军后勤

指挥机构———东北军区后勤部已显得 “心有余

力不足”。东北军区后勤部是由周恩来提议组织

重建的，避免了机构重叠，成立后为战争做了大

量的工作。周恩来还指示全国各大军区为东北军

区后勤部输送了许多优秀的后勤干部，加强其领

导力量，同时还采取各种措施，动员全国力量支

援志愿军的后勤工作。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后

勤队伍也迅速扩大，志愿军的后勤指挥需要一个

更加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周恩来及时发现这一问

题，多次同东北军区负责人高岗、李富春研究，

并听取采纳前方指战员的意见，决定成立志愿军

后勤司令部，与东北军区后勤部分工负责志愿军

前方和后方的后勤工作。1951 年 5 月 19 日，中

央军委作出 《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

决定》，决定成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对其建

制、职权范围等做了明确的规定，以统一领导志

愿军各后勤分部以及后方高炮、公安、运输等部

队，统一指挥后勤的对敌斗争和组织供应工作。
与此同时，在供应体制上，确定了划区供应和建

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在志愿军战场后方划

分供应区域，每个供应区域设一个后勤分部，负

责对各自供应区域内各军的后勤保障，各兵团则

不再设后勤部。这种供应体制有利于保证战役后

方的稳定供应和战术后方的机动供应。志愿军后

勤司令部的成立健全了后方组织机构和供给体

制，对于更好地保障战争、维系后勤供应起到了

巨大的作用。

三、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工作意义深远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场规模较

大的现代化战争，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中

国人民志愿军虽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也取得了

战争的胜利。实践证明，没有卓有成效的后勤保

障，就不可能取得现代化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

战争的后勤保障为我军调整后勤机构、健全标准

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可贵经验，避免了解放军

后勤建设中完全照搬苏联模式的道路，对建立科

学的后勤保障机制，理顺保障关系，在和平时期

进行必要的、充足的后勤储备，具有很好的参考

价值。
1． 抗美援朝战争一定程度上健全了我军的

后勤保障机构。到第五次战役发起前，志愿军的

后勤供应虽然只能够保障最低限度的供应，远远

无法满足作战的全部需要。但是志愿军后勤机构

和部队在事实上得到了加强。后方勤务机构和后

勤部队增加到 6 个后勤分部、2 个口岸办事处、
31 个大站、39 个医院、11 个汽车团、17 个辎重

团、8 个人力运输团又 8 个运输营、8 个警卫团

又 7 个警卫营、11 个担架团，共 18 万余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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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供应基本形成了四条固定供应线和连点成线的

部署，并实行了 “分段包运”制度，提高了运

输效率，物资供应状况有所改善。〔13〕1951 年 5 月

成立的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更健全了后勤保障的组

织机构和供给体制，加强了后勤工作的领导，它

不仅扩大了志愿军后勤工作的职权范围，提高了

后勤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使志愿军的后勤工作很

快摆脱了被动困难的局面，而且把我军后勤工作

发展到“指挥战斗，组织供应，保证战争胜利”
的新阶段，使得后勤供应更能有效地发挥维系战

争的作用，进一步向适应现代战争的方向迈进。
2． 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工作使得我军

从实战中锻炼了一批服务后勤的专门人才，他们

成为我军后勤现代化建设中的开拓者。兼任志愿

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的洪学智，领导志愿军后勤

指战员浴血奋战，在没有制空权和频繁遭受洪水

袭击的情况下，建立起 了 “打 不 断、炸 不 烂、
冲不 垮”的 钢 铁 运 输 线，粉 碎 了 美 军 策 划 的

“绞杀战”，保障了前线作战的物资供应，为夺

取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并在战争中积累了一

系列的现代战争后勤保障经验，成为我军后勤工

作的宝贵财富。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任总后勤

部长的洪学智在理顺后勤体制、健全组织机构、
完善标准制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使

我军后勤建设在现代化正规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

大步，创建 了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军 队 后 勤 保 障

体系。
3． 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工作使得我军

的后勤保障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毛

泽东在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经

验时提出了著名的十条军事原则，其中一条是:

“以俘虏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
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4〕以战养

战，从前线获得补给，这是我军在长期的国内战

争中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我军的后勤供应基本是取之于敌和就地筹

措，各个战区基本都是自己组织供应，没有统一

的标准。同时，前方需要，后方积极发动群众竭

尽全力进行支援。这与现代化战争的后勤保障完

全不同。这种后勤保障方式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已经完全不适用，更不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
周恩来很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出国作战

要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并根据这一方针亲自

领导和组织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 “严格地

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

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的。打一场现代战

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物力的竞赛。尤其对具

有高度技术装备的美军作战，如果没有最低限度

的物资保障，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15〕通过

抗美援朝战争，我军的后勤保障观念发生了巨大

的根本性的变化: “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
的时代已经过去，后勤工作由原来取之于前线转

变到主要或完全依靠后方的供应，由单一的供应

转变为联合兵种全方位立体的供应和保障。这促

使我军的后勤保障向现代化正规化的道路上迈进

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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