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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词: 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援越抗美防空作战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 13 军第 39 师高炮营，面

对装备先进飞机的美国空军，立足现有的劣势装备，不畏强敌，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创造了有效战法

和辉煌战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中评价:“陆军第 39 师直属高炮营采取机动作战的方法，

在莱州和奠边府地区作战，取得共击落击伤美机 15 架的战绩，自己在战斗中无一伤亡。”①邓礼峰是高

炮营 3 连 4 班一炮手，这位老兵对该营 7 次对空作战实况的回忆，再现了当年北越战场上紧张、激烈、残
酷的战斗情景和高炮营全体官兵英勇作战的光辉历程，是后人了解与研究中国援越防空部队的一手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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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北京 100091)

摘 要 :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美国侵越空军对越南北方实施大规模空袭，狂轰滥炸，投弹数量、轰炸密度

超过世界战争史上任何一次战争。从 1965 年 8 月开始，中国援越高炮部队陆续入越，进行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反

空袭、反轰炸防空作战。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 13 军 39 师高炮营在越南莱州和奠边府地区实施机动作战

10 个月。全营官兵同美军斗智斗勇，英勇善战，机动灵活，扬长避短，集火近战，以劣胜优，与敌作战共 7 次，取得

击落击伤敌机 15 架的辉煌战绩，战斗中全营无一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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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Air Defence Combats in Aiding Vietnam in its Anti-American
War ( Part I)

Narration by Deng Lifeng Text by Guo Fang
( Ｒesearch Division of Military History ＆ Military Encyclopedia，PLA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Beijing 100091 )

Abstract : In the mid and late 1960s，the US Air Force implemented large－scale air strikes in North Vietnam． The in-
tensity and density of bombing surpassed any other war in history． In August 1965，China’s anti-aircraft troops began to en-
ter Vietnam and launched fierce and unprecedented anti-air raid and anti-bombing operations． Among those forces，the PLA
AA Battalion of the 39th Division of the 13th Corps carried out mobile operations for as long as 10 months in such areas as
Lai Chau and Dien Bien Phu． The whole battalion fought courageously and strenuously，trying to outwit the Americans，and in
7 bilateral conflicts，15 enemy planes were either shot down or put out of action，but there was no casualty in the PLA AA
batta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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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越作战十个月， 援越抗击侵略者。
莱州奠边机动战， 机智英勇斗飞贼。
严密伪装敌眼瞎， 打敌不意炮猛烈。
战术多变技术精， 以劣胜优敌胆寒。
齐打齐停齐转移， 先进飞机亦难逃。
集火近战歼灭战， 奠边空中斗敌顽。
装备太差仗难打， 勇敢机智是法宝。
旧式高炮显神威， 打得美机往下栽。
战火硝烟受锻炼， 千难万险只等闲。
人民战士英雄胆， 援越抗美凯歌旋。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武装干涉越南内政，由发起“特种战争”①逐步扩大到“南打北炸”的大规

模侵越战争，使越南成为举世瞩目的“热战”之地。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共中央的请求，中

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作出了援越抗美的决策。中国提出“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

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的口号，举国上下掀起声援和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热

潮。1979 年 11 月 20 日，《人民日报》首次公布: 在越南抗美斗争时期“中国向越南派出的防空、工

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先后总计达 32 万余人，最高年份达 17 万余人。”在援越抗美中，防

空高射炮部队从 1965 年 8 月至 1968 年 3 月，秘密开赴北越，以轮战形式，先后分 9 批、共有 16 个

支队( 相当于师) 、63 个团和 50 个独立高炮营及部分高射机枪连等 15 万余人，参加了这场堪称世

界战争史上空前激烈的反空袭、反轰炸防空作战。美国依靠空中优势，于 60 年代中后期每日出动

各种飞机几十至几百架次，对越南北方实施全方位、全天候空袭，空袭的战术和手段多种多样，共

空袭 10 万多次、投弹 290 余万吨，超过侵朝战争投弹量的 4 倍多，在越南北方平均每平方公里投弹

16． 2 吨，主要桥梁平均每米落弹四五吨，投弹密度远远超出至当时世界战争史上任何一次战争。
美军把越南北方作为各种新式武器的试验场，使用了最先进的战斗轰炸机和除核武器以外的几乎

所有最先进的杀伤性炸弹，在越南北方进行毁灭性的轰炸。中国援越防空部队不畏强敌，英勇善

战，经受了一次现代化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共作战 2153 次，击落击伤美机 3315 架( 其中击落 1707
架、击伤 1608 架) 。当年，我有幸在援越防空部队———陆军第 13 军第 39 师高炮营参战。虽然战

斗岁月已经过去快 50 年了，但那战火硝烟弥漫的情景，在越南莱州和奠边府地区机动作战的近

300 个日日夜夜，我刻骨铭心，追思那血与火的年月，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一、调入炮营 秘驻船头

1966 年 10 月，我刚满 19 岁，是个参军才 10 个月的新兵。6 日下午 3 时多，我所在的陆军第

13 军第 39 师炮团警卫班完成当天的手枪射击训练后，班长急匆匆地告诉我: “政委叫你到他的办

公室去!”我立即向李树林政委办公室跑去，一边跑一边想: 莫非是政委要下部队去，我是他的警卫

员，要我随同去? 转眼到了政委办公室门口: “报告!”
“进来!”李政委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说: “师高射炮兵营，接受了援越抗美的任务，他们缺少越

—511—

邓礼峰 口述 郭 芳 整理 /参加援越抗美防空作战( 上)

①特种战争: 指美国于 1961 年至 1964 年在南越发动的由美国出钱、出枪、出顾问，由南越出人，越南人打越南人的战争。



语翻译。现在团首长的警卫员虽然人数不多，但师里来电话点名借调你，说你在师教导队越语学

习班是优秀学员。我们也想让你到越南战场上锻炼锻炼。你有什么想法?”我当即向政委表示:

“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决不辜负首长的期望!”李政委高兴地说: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这件事对

外保密，不要对其他人说。”
第二天上午，我就离开了炮团，到师直高炮营报到。全师各团借调来的越语翻译共有 10 位，

其中 1 位还是上半年师教导队越语学习班的教员。下午，营部书记宣布我们 10 人的分工，我和名

叫谭志庚的战友被分到了高炮第 3 连。我俩背起被包，立刻到 3 连报到，受到连队领导的热情欢

迎。连长给我俩又作了分工，谭志庚是 1963 年入伍的老兵，分配到指挥班，我被留在连部作简易

翻译。连部事不多，比较清闲。看到训练场上战友们热火朝天地操炮训练，我十分羡慕。来到炮

兵连，不操炮打仗有点不甘心。于是，我向连指导员吴凤良提出请求，在不影响翻译工作的情况

下，到炮班锻炼当炮手。吴凤良是全师最年轻的指导员，他文化程度高，人很精干。他和连长商量

后，同意了我的请求，把我分配到第 2 排第 4 班。
高炮营在 10 月 3 日已接到上级“准备执行援越抗美作战任务”的命令，正在进行紧张的出国

作战前各项准备工作。一面开展临战训练和对枪炮、车辆、器材检修及各项物资补充准备工作; 一

面加紧援越抗美的思想政治动员和教育工作。吴指导员针对援越抗美的新任务新情况，对全连进

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经过思想动员，干部战士的求战情绪十分高昂，个个摩拳擦掌。1
排长万家奎 30 岁了，本准备结婚，接到援越作战任务，立即写信给未婚妻推迟婚期，向党支部写了

“打了胜仗，立了战功，凯旋回国才结婚”的决心书。我们班的战士孙成法因病住院，得知部队要出

国作战，三番五次要求出院回连队，参加援越抗美。
我到 4 班报到，大家对我很热情。班长何宏强热情地给我介绍 37 高炮的性能和操作。
我被分配当操作瞄准的一炮手，十分高兴。原来班里的一炮手是副班长，他的技术不错，文化

程度低一点，实干精神很好。我非常虚心地向他学习，他很认真地教我。自我分到班里操练一炮

手之后，每天军事训练，都让我上炮操练，我的操作技术提高很快。
11 月 15 日，高炮营奉命从驻地云南思茅出发，向中越边界麻栗坡开进。上午 8 时开始，全营

从营房出发，经一天行军，当晚在墨江县中学宿营。学校因“文革”停课，学生外出闹“革命”去了。
16 日晚上，进驻建水县中学宿营。17 日晚上，进驻开远市一所中学。开远，是我们的军部所在地，

所以在此休息一天，上午，军长、政委来看望全营官兵。军长说: “执行援越抗美的任务，是光荣的，

又是艰巨的。高炮营全体指战员，要出色地完成党和祖国人民交给的战斗任务，要打出军威、国威

……”下午，观看军部文工团表演的文艺节目。
从开远出发后，部队均实行夜行晓宿，夜里开 车 行 进，白 天 睡 觉。20 日 黎 明 前，抵 达 了 目 的

地———麻栗坡县南部的船头镇。到达船头后，我们立即构筑炮阵地，做好战斗准备。船头虽然是

个小镇，但与越南仅一桥之隔，战略地位重要。该地两山夹一江，东、西两面是高山，山上都是橡胶

树，中间是峡谷，南北走向。谷底是流向越南河内的盘江。江东岸有一条通往越南河内的公路，是

从云南通向越南的主要战略公路之一，许多援越部队和物资经过这里运往越南。由于两面是高

山、谷底狭窄，如果美侵越飞机对此地的桥或公路空袭，通往越南的主要运输线就会被截断，而且

不易修复。我们营进驻船头之前，美侵越飞机曾对此地进行过侦察。所以我们营进驻桥头的目的

是执行伏击入侵美机的任务，并待命入越。抵达船头，战争气氛浓了很多。我好像听到了北越战

场上美国侵略飞机的炸弹声，嗅到了北越战场上的火药味似的，战斗警惕性自然而然提高了许多。
在船头，全营再次进行了入越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紧张的临战训练，学习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

对出国部队的指示和要求，学习《美军在越南空袭的战术手段和先期援越高炮部队对空作战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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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介绍》等有关在北越战斗、生活的材料。
部队抓紧一切时间苦练军事技术，掀起比、学、赶、超的军事训练竞赛热潮。连、排经常组织各

炮手开展技术比赛和交流经验。经过紧张训练，我的军事技术迅速提高，在连里组织的一炮手操

炮技术评比中，我因操炮技术熟练、精确，获得了全排第 1 名、全连第 2 名的优异成绩。
1967 年元月开始，在个人技术训练的基础上，全连、全营实施综合协同战术训练。由于训练十

分刻苦、认真，全营合同战术训练的水平迅速提高。虽然我们装备的还是抗美援朝时期就使用的

旧式单管 37 炮，对付现代化美机有许多困难，但大家的军事技术精湛，对完成战斗任务充满信心。
我们在炮阵地上看到: 通往越南的公路上，每天下午黄昏至第二天天亮，开往越南的运输车辆

排成一条长龙似的，源源不断地把援越物资运往越南。
我们营在船头驻防了 3 个多月，在此期间，美机未来侵犯。1967 年 3 月 8 日上午，奉中央军委

命令: 我们营向西转移，开往云南河口，从河口入越南。

二、河口整装 待命入越

离开船头后，经过两夜急速开进，我们于 3 月 10 日天快亮时到达河口。河口与越南一江之隔，

对岸是越南老街。在河口，全营进行了紧张的入越各项准备工作。
一是领换服装。将身上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换为越南人民军军服。越南的军装全部是中

国的军工厂制作的，质量好，冬服是呢绒的，夏服是的确良布料，颜色是草绿色的，久洗不褪色。当

时，我们在国内穿不到这么质量好、颜色好的军服。我们的军服是布的，容易褪色，洗上两三次，绿

色就褪成白色了，不耐脏。全军部队 1980 年以后才穿上 60 年代就供应越南的服装。人民军军装

样式也比解放军的服装样式好看，夏服是卡克式的，冬服也比我们的好看些，帽子是盔式帽，既硬

又轻，既防雨又防晒，夏天戴着挺凉爽。
二是进行保密教育。上级规定，赴越之事不能对外讲，严守机密，不得告诉任何人，不能写信

告诉家里人和亲戚朋友，这是一条纪律规定。入越后部队的番号也变了，营称“中队”，连改称“小

队”。凡印有国内部队、地址、番号字样的东西，一律留下，不准带入越南。入越后写信必须写信

箱、代号，不能写真实地址。人民币也停止使用，不准带进越南。给我们发用“代金券”，“代金券”
仅限于入越部队内部使用，入越使用的“代金券”，我至今还保存着。

三是进行政策、纪律教育。在越南除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外，还必须遵守国外特有的

纪律和要求。总政治部专门颁发了援越部队“八项守则”，要求在越南一定要尊重越南党、越南政

府、越南人民和越南人民军，不能有丝毫的大国沙文主义行为，要爱护越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入越后，不能增加越南政府和人民的负担，不能侵犯越南人民的利益，要为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

的胜利无私贡献一切，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同时，还规定了严格的外事活动和群众纪律要求，与

越南政府、军队和地方群众等一切外事交往，均由营统一负责。总之，在援越抗美中，我们要发扬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四是通报敌情，明确任务。美国为了切断中国援助越南和北越支持南越人民武装的后方供应

线，采取“南打北炸断后援”的战争政策，集中了印度支那战场 70% 的空军力量，对越南北方实施

全方位空袭轰炸，特别对交通运输线进行狂轰滥炸。美军按侦察的重点，分片分段实施毁灭性轰

炸，重点轰炸安沛、太原、莱州、奠边府等地区，以及主要的桥梁、渡口和交通枢纽。同时，还对全线

进行侦察控制，随时发现目标，随时进行袭击。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我们高炮营拟于 3 月 13 日 18
时入越，配属工程兵第 6 支队，代号为中国后勤部队第 6 支队独立中队，在越西北的莱州、奠边府

地区担负防空作战任务，掩护工程兵第 6 支队修建第 12 号公路。第 6 支队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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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于 1965 年 9 月 27 日入越后，全体官兵以战斗的姿态给越南抢修完第 8、第 10 号公路之后，又

集中力量抢修第 12 号公路。12 号公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条公路从中越边境的板南贡经莱州、
奠边府等城镇，至越老边界的西庄山口，全长 230 余公里，是越南通往老挝之主要通道，不仅对支

援越南南方的抗美斗争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亦有重大意义。莱州至

奠边府地段是美机轰炸的重点，此地段西临越老边界，东西侧高山连绵，谷狭沟深，路窄弯多，是第

12 号公路的咽喉地带，一旦遭到破坏，极难修复。
五是出国前宣誓。13 日夕阳西下、暮色苍茫之时，我们准备出发入越。登车前，以班为单位举

行入越宣誓仪式。我们面向祖国，以激动的心情进行出征宣誓: “在援越抗美中，不怕困难，吃苦耐

劳，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坚决完成各项任务!”

三、开赴越西北 遇险黄连山

全中队( 高炮营改称) 的炮车一辆接一辆地从河口出发，往南驶上河口与老街之间南溪河上的

“友谊桥”。这是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大约 100 多米长，高高地架在南溪河上，沟通着我国河口

与越南老街的联系。一批批援越部队和物资从友谊桥到达越南。我们炮车进入越南老街后，沿着

10 号公路，向西奔驰。按上级要求，进入越境，要严防空袭，以战斗的姿态开进，随时准备战斗，汽

车行驶中只能开防空灯，夜行晓宿。
踏上越南国土，战争伤痕随处可见。房屋建筑被炸坏，地上是炸弹坑和破碎的瓦片。公路两

旁郁郁葱葱的山坡和灌木丛中，庄稼田地里，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炸弹坑，山坡上大片树木被烧

毁，有的还冒着残烟，越往前行，废墟越多。在一个山坳的转弯处，一间瓦房被烧毁，一个弹坑旁躺

着一头被炸死的牛和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沿途映入眼帘的残破景象，更激起我对美国侵略者的

仇恨，更加深我对越南人民的同情，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党中央、毛主席国际主义的博大胸怀。我

咬牙切齿: 一定要狠狠打击美国侵略飞机，为越南人民报仇雪恨!

天渐渐黑了，班长传达连长的指示: 我们已经到了黄连山脚下，下一步要翻越黄连山。黄连山

号称东南亚第一高山，海拔 3143 米，山高坡陡路难行。特别是山上的占墩越岭线、大陡壁、宙瓦回

头湾等路段更险要。班长要求大家提高警惕，注意防空袭，保持好车间距，不要单车掉队。一辆接

一辆的炮车向黄连山上驶进。上山的公路不但坡度大，而且斜坡路段长、拐弯多。尽管我们乘坐

的炮车是苏联的 63 式卡车，动力大、爬山性能好，但在黄连山上行驶也很费力。山上峰峦起伏，层

层叠嶂，炮车缓缓地往上爬。从山脚到山腰至山岭的公路上，长长的炮车队如巨龙蜿蜒游动，进入

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越往上走越寒冷，下午在河口时穿衬衣还感觉热，进了黄连山岭，大家都感

觉冷，都将上衣袖子拉得长长的，缩成一团，相互靠得紧紧的，以能暖和一点。副班长开玩笑说:

“同志们，我们到了黄连山，个个成‘团’长啦!”逗得大家一阵乐。
炮车驶过山岭后，开始转入下行。突然听到前面“轰”的一声巨响，班长以为是敌机轰炸，大声

喊: “有空情，赶紧下车，准备战斗!”炮车停稳后，全班人员立即跳下车。吴凤良指导员上前查看，

他招呼我们: “不是空情，是三班的炮车翻了，赶快抢救!”
我们急忙跑上前去，眼前呈现一幕十分惊险的场面: 汽车横翻在公路上，火炮冲到汽车的前面

去了，车厢里的炮弹箱、帐篷、工具等物资，一部分甩在公路上，一部分压在三班战士们的身上。我

们赶紧上去，把压在战士身上的东西搬开，把他们一个个拉起来。我走到车头一看，几乎惊呆了:

乖乖! 车头离悬崖只有一尺远。眼前的山谷里云雾腾腾，深不见底。如果炮车往前再冲一尺，整

车的炮和人，就掉下万丈悬崖了，后果不堪设想。太惊险了! 我想着想着，吓出了一身冷汗。这

时，后面五班、六班的同志也赶上来了。吴指导员立即组织大家一齐动手，将车、炮扶正复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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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长万家奎是老司机，他亲自检查汽车部件，又上车试开，所幸汽车和火炮均完好无损。我长舒一

口气: “真是不幸中之大幸，翻车翻出了高水平，在万丈悬崖上翻车，居然车、炮、人员完好无损，安

然无恙! 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这也许是个好兆头呢!”
我们又继续前进了，下黄连山后，长长的炮车队还是在山区行驶，时而上山，时而下山，时而东

拐，时而西弯。常常左边是大山陡壁，右边是悬崖下奔腾咆哮的河水擦崖而过，拍打着壁岸，发出

震耳欲聋的声音。在这地势险峻复杂的公路上夜行开炮车，难度很大。既要有高超的驾驶技术，

又要有胆大沉着的心态。炮车比一般汽车难开许多，因为火炮既重又长，冲力和惯性很大，特别是

下坡或拐弯，稍有不慎或处理不当，就会翻车。由于司机同志的思想、技术普遍过硬，所以我们还

算比较顺利。14 日拂晓，部队按预定计划，钻进一片小树林隐蔽。
我们班每人手里拿块雨布，各自找地盘睡觉。这块雨布是出国时配发的，可以防湿、防水，可

铺在地上睡觉。我根本没有睡着，一是天太热，小树林稀稀疏疏遮不住烈日，强光耀眼，天气闷热，

躺下直冒汗。二是蚊虫多。越南蚊子黑黑的，不但个头大，而且咬人时不出声音，叮着只有一点痒

的感觉，等发现时，肚子吃得圆圆的了，一打一片血，一会儿肿起一个大红包，又痒又痛。三是到了

援越抗美的战场上，觉得光荣自豪，心里高兴、激动，没有睡意。四是脑子里总是警惕着防空，等

等。从早上 7 点半至下午 5 点，我一直没有睡着，在雨布上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坐起来，反复折腾。
这就是我入越后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和白天。

四、初到莱州 首战告捷

14 日晚 18 时，部队继续向南往莱州开进。长长的炮车队经过约 10 个小时的夜行，于翌日凌

晨 4 时左右，抵达目的地———越西北莱州省的省会———莱州市。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护莱州渡口

的安全，该渡口是第 12 号公路从莱州到奠边府的必经之道。我们的炮阵地选设在莱州市北部四

五公里远的小山头上。
到达目的地后，趁天尚未亮进行紧张的战斗准备。各班用马灯照明，这种马灯有防空罩，从天

空看不到亮光。首先集中力量，迅速挖好火炮阵地，将火炮推进阵地。火炮就位后，进行射击准

备: 脱下炮衣、放列火炮、打开炮脚、求出火炮水平线、确定好射击诸元，并把火炮阵地伪装好。这

些工作做完后，东方才开始发白。吃完早饭，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转入构筑工事和交通壕，

一个个干得汗流浃背，手上磨出了血泡也不休息。大家抱着一个念头: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

流血。”奋战到午饭前，各班都做好了战斗准备。我们不但不怕敌机来，而且盼望敌机来，想尝尝打

仗的滋味，过过打仗的瘾。然而，这天一整天敌机没有出现。
我站在阵地上远眺，防空区和莱州市全景尽收眼底。我们中队的火炮阵地位于黑水江与南那

河交会处附近的几个小山头上，背靠约 500 米的山岭，左、前、右三方江河环绕。莱州市是越西北

的重镇，是连接封土至奠边府公路的重要关口。据说战前这里人烟稠密，市面繁华，是一座风光秀

丽的中等城市。可现在却是弹坑累累，一片瓦砾焦土，残垣断壁，树木凋零，人走室空，连鸟儿都难

见到。莱州省政府机关搬移到深山里办公去了，老百姓也躲进大山树林里去了，在深山洞穴中栖

身，白天不出来，黄昏后才出来活动，靠种点南瓜和木薯糊口。
16 日，连长给我们传达了越南西北军区首长与第 6 支队首长对全中队官兵的热烈欢迎和慰

问，同时传达了关于敌情的《通报》。《通报》说: 自第 12 号公路动工修建后，美国飞机不断轰炸公

路的重点目标，袭击施工现场和部队驻地，妄图阻滞公路的修建。敌机的肆虐，对施工和运输部队

构成了严重威胁，施工、运输部队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危险，严重影响任务的完成。从敌机去年 8
月 8 日第一次空袭第 12 号公路北段封土至巴丹段起，随着我军从北至南全面施工的展开，敌机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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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逐步加剧，扩大到了全线，规模也越来越大。空袭、轰炸的重点地区，是从莱州起向南联接老风

口、奠边府及西庄( 胡志明小道) 一线。这一线除恶劣天气外，几乎天天都有敌机活动。《通报》指

出: 美军进行侦察和攻击的飞机，主要机种有: ＲF-101 侦察机，F-104C、F-105、F-4B、A-3B、B-66 等

型号战斗轰炸机，B-47、B-58 中型轰炸机。攻击地面防空火力点和暴露的活动目标，使用重型炸

弹、巨鼠式火箭弹、20 毫米机关炮弹，以及菠萝弹、钢珠子母弹、凝固汽油弹等，攻击炮瞄雷达使用

“百舌鸟”导弹，攻击探照灯使用“响尾蛇”导弹，攻击较坚固的物体如车站、桥梁和路基等目标，则

一般使用 500 磅、750 磅和 1000 磅的炸弹或定时炸弹，其弹距有时达到 5—10 米的密度。轰炸时

隔几小时到几天不等。沿途所有桥梁、房屋和建筑全部被炸，无一完好。敌人同时对施工部队驻

地展开全方位的大面积轰炸，企图杀伤有生力量，破坏工程设施，阻挠修建公路任务的完成。敌机

轰炸不分昼夜为全天候式。敌机一般是中、高空出航，在 3000—8000 米的高度上向攻击目标飞

行，距目标 30—70 公里时，为避免被我方雷达发现，转入 1000 米以下低空飞行，利用山林地形作

掩护，接近目标区，然后进行突然袭击。有时也骤然拉起，利用云雾、阳光作掩护，进行高空俯冲攻

击。攻击战术: 一般采用多批次、小编队、多方向的连续攻击法。在空袭地段，敌机十分嚣张，只要

发现目标，必然多次反复疯狂轰炸。如我工程部队第 37 大队 3 中队炸药库，某天上午被炸燃烧，

暴露了目标。当天下午，就有敌机多架批次对该目标实施轮番轰炸达两个多小时，投下汽油弹七

八十枚。在通向老挝的咽喉那垒地区，有一次敌机遭到了地面高射火器的打击，结果敌机在 10 天

内对该地区连续进行 3 次大规模的攻击轰炸，附近的树林、竹林、村庄等也都遭到了狂轰滥炸，造

成了人员伤亡和物资财产严重损失。
通报敌情后，连长又传达了支队首长关于第 12 号公路的防空状况说明、我们中队的作战任务

及作战原则与要求: 第 12 号公路从莱州通向蒙登、那漂、蒙奔、奠边府等城镇，跨越索河、黑水江、
南云河、南路阿河等江河，险要地段多、桥涵洞多，地形复杂。鉴于路线长，保卫目标多，高炮部队

少，全公路线上只有我们这个高射炮中队，其他防空火力则是支队的高射机枪连，支队首长提出了

“积极主动，灵活机动，集中火力，近战歼敌”的作战原则，要求我们在莱州、奠边府等地区，实施机

动作战，保护工程部队的施工，打击敌机的嚣张气焰。连长说: 为了不辜负越南西北军区和支队首

长的希望，完成支队首长交给中队掩护工程兵修建第 12 号公路的任务，中队长王军向中队全体官

兵提出了要求，做到政治思想过硬，战术技术过硬，作风过硬，慎重初战，不打则已，打则必歼，打出

国威、军威，为党争光，为国争光，为解放军争光。
根据上述一系列的指示和要求，吴凤良指导员进行了“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打好出国第一仗”

的思想政治动员。经过动员、学习和讨论后，大家群情激昂，个个摩拳擦掌。连里又掀起了向党支

部表战斗决心的热潮。在这次表战斗决心活动中，我是积极分子之一。我当时是连队共青团支部

的宣传委员、团小组长。在出国之前，我向党支部写了入党申请书，请党在越南战场上考验我。此

时，我被党支部列为入党的重点培养与考验的对象之一。当天晚饭后，连副指导员、共青团支部书

记找到我，叫我代表共青团支部写一份决心书给党支部。受领这一任务后我立即动手，很快即把

团支部的决心书写好，交给了副指导员。接着，我自己又写了一份给党支部的战斗决心书。内容

如下:

敬爱的党支部:

我已经来到了越南战场上，执行光荣而艰巨的援越抗美作战任务。今天上午，听了连

党支部的战斗动员后，感到我们的战斗任务非常艰巨、繁重，我一定坚决按照上级的指示

和要求，不怕苦，不怕累，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坚决完成战斗任务和领导交给我的一切任

务。请党支部在战火中考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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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以

崇高的战斗敬礼!

四班战士 邓礼峰写

然而，当时连以下干部战士都没有打过仗，用我们现有的 1930 年代的高炮打美国的世界上最

先进的飞机，能将美国侵略者的飞机打下来吗? 想到这些，我心里没有多少底数。不过，当时我有

一个信念，深感中队全体指战员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又有一批参加过 1964 年大比武锻炼的军事

骨干，只要勤学苦练军事技术，有敢打硬仗恶仗的英勇精神，就能把美国超音速飞机“揍”下来。
接下来的 10 来天里，虽然天天“跑警报”，但飞来的都是美军的“值班侦察飞机”，飞得高高的，

可望不可及。我们阵地伪装严密，敌人没有发现，所以没有仗打。大家天天盼打仗，却捞不上仗

打，那种滋味真难受。美国的战机终于来了。3 月 27 日，天气晴朗，气温 30 多度，能见度良好。13
时大家正午休，我也刚在阵地工事里躺下，“呜! 呜! ———”连指挥所的警报声响了。

我“腾”地跃身而起，几个箭步跨出工事，一步登上炮盘，稳稳坐在一炮手的炮位上。霎时间，

阵地沸腾了。大家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各自的战斗岗位。我就炮位后，听到连长喊着口令: “正

南方，搜索!”我立即转动方向盘，把炮口对准连长指挥的方向，眼睛瞪得大大的，使劲地注视正南

方的空中。从左到右、从低到高、从远到近，不停地反复搜索，不敢眨眼，唯恐漏掉了目标。我知

道，防空战斗对一炮手的要求很高: 要就位快、捕捉目标快、瞄得准、跟得稳，这些是击中敌机的关

键。过了十几秒钟，我发现南方远远的天空有一个黑点，立刻向班长报告: “发现目标!”
敌机在瞄准镜里由小变大，一架 ＲF-101 美军侦察机，从南向西飞行越来越近，经阵地前方( 莱

州市的西侧) 上空一掠而过，因距离在 4000 米以外，为避免暴露目标，中队领导没有下达开火的命

令。我瞄准跟踪这架敌机，直到目标在瞄准镜中完全消失，眼睁睁地看着敌机飞走了，我心里真有

点儿不甘心。忽然，连长又下口令: “火炮转移正南方，注意搜索!”我迅速把火炮转向南方，眼睛睁

得大大的，在空中搜索。几秒钟后，从东北方向传来了“暴音”( 敌机发动机的声音) ，我立即把炮

口转向东北方向。东北方向是高山，两山夹一谷。大山阻碍了我对敌机目标的观测，我十分着急。
“暴音”越来越大，忽然在两山夹谷上空，发现两架 F-105“雷公式”轰炸机( 这种飞机的声音特别

大，所以称它“雷公式”) 。第一架飞机在峡谷上空刚一露头，我们即发现，并捕捉到了目标。两架

敌机，一前一后，相距不远。
“瞄准第一架，实弹!”连长下令。
“咔嚓”一声，五炮手将炮弹压上了炮膛。可是，瞄准不过 5 秒钟，敌机就飞过了峡谷上空，又

进入北面大山区。我继续向着“暴音”的方向转动炮口，过了一会儿，听不见“暴音”了。
吴指导员抓紧时机进行战斗鼓动，他说: “同志们! 不能松懈警惕，继续监视敌机，要沉着，防

止敌机突然袭击，狠狠打击来犯之敌!”
我心里想: 这两架“雷公式”敌机，好像是要利用高山作掩护，袭击我们的高炮阵地。难道我们

高炮阵地被敌侦察机发现了? 过了一会儿，东北方向又传来了“暴音”。
“东北方向有敌机……”连长立即下达口令。
我立即将炮口转移到东北方向搜索。“暴音”越来越大，我密切注视着刚才山谷上空出现第一

批敌机的地方。等第一架敌机刚一露头，我就捉住了目标。
“瞄准第一架!”连长下令。
又是两架“雷公式”敌机，一前一后。
我瞄准第一架。这一批敌机的航路与第一批相同，飞向北面，大山又遮住了目标。但我还是

盯住“暴音”的方向继续转动炮口跟踪。在北方“暴音”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突然从西方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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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来了隐隐的“暴音”。可能是第一批敌机从北方转到西方，企图利用第二批作掩护，袭击莱州渡

口。
“西方上空搜索!”“发现目标后，瞄准第一架!”连长连续下达命令。
这时，骄阳似火，烤得炮盘发烫，我的脸上汗水直流，衣服被汗水浸透了。然而我始终瞪大眼

睛，像老虎似的，怒视天空，搜索着，太阳直射眼睛，刺得人眼泪汪汪的。“暴音”越来越清楚，听见

“暴音”看不见敌机，大伙儿心里十分着急。吴指导员鼓劲说: “同志们，要沉着，为越南人民报仇的

时候到了!”
当敌机飞临 8000 米上空时，我和二炮手同时捕捉到了目标，迅速把第一架套进了瞄准镜的十

字线中央。“好哇! 今天终于把你等来了。来吧，让你尝尝高射炮兵送给你的‘大花生米’，知道我

们的厉害!”我既紧张又兴奋，牙关咬得紧紧的。
大家紧张而有序地操作火炮，我和二炮手瞄准敌机，稳稳地移动跟踪，死死地把它套在十字线

中央，三炮手准确地转动距离盘，四炮手及时装定敌机的速度和航路，五炮手的炮弹已经押上了炮

膛，六炮手手里抓起一夹炮弹，准备递送上炮，七炮手准备了充足的炮弹，其余炮手严密监视其它

方向的敌机。狡猾的敌机在临近 4500 米时，钻进了乌云之中。此刻，我心里更紧张了，迅速转动

着方向盘，把炮口对着乌云的另一边，屏住呼吸等着敌机的出现。仿佛就在一瞬间，敌机出来了，

我立即捕捉并瞄准目标。敌机进入了防空区内，距离变成 3800 米，快接近火炮的有效射程了。敌

机距离 3000 米时，连长下达了开炮命令: “放!”
“轰、轰———”全中队突然一齐开火。18 门高炮和 24 管高射机枪齐声怒吼，一串串愤怒的炮弹

直扑敌机。霎时间，“呜呜”的飞机声，“砰砰”的高炮声，“哒哒”的机枪声，交织在一起，噪音震耳

欲聋。高炮、机枪都打得准、打得狠。
一股杀敌的豪情涌上我的心头，“狗杂种，看你还往哪里逃!”
敌机遭到突如其来的猛烈打击，拼命挣扎，企图逃出火网，但为时已晚，股股黑烟从它的屁股

上冒了出来，它赶紧歪着翅膀向西逃，很快坠落到深山里去了。第二架敌机见势不妙，拼命摇摆翅

膀往外拐，慌慌张张地往上爬，向西逃窜，一边逃一边把炸弹一股脑地扔到了靠近越老边境的大山

沟里。
目标又出现了。两架 F－105 转了回来，但改变了航向，从北面临近，企图利用北部高山作掩

护，临空袭击报复。“北面，瞄准第一架!”连长下达口令。
我立即把火炮转移到北方，炮口对着北面山头上空，等着敌机出现。过了几秒钟，听见了“暴

音”但看不到飞机。我心里想，“快来吧，大炮正等着你啦!”敌机刚一露头，就被我们捕捉到了。大

家异口同声地报告: “捕捉目标!”
狡猾的敌机改变了空袭的队形，两架敌机平行临空，没有前后之分，只有左右之分，按作战规

定这种情况应打对阵地威胁最大的一架。左边一架临近阵地、威胁大。于是连长下令: “瞄准左一

架!”当飞机临近 3500 米时，连长下达了开火命令: “放!”
“轰! 轰!”一串串炮弹像连在一起的珠子一样，射向敌机。炮弹的烟团撒在天空，宛如一朵朵

浓密的彩云，敌机带着累累伤痕，拖着黑烟，拼命地往西逃窜、往高空钻，惊慌失措地把炸弹又扔到

大山里去了。
整个战斗历时 15 分钟，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 2 架的重大战绩，全中队无一伤亡，保卫了防区目

标的安全。阵地上，干部战士欢呼雀跃，激动地相互拥抱在一起，庆贺首战胜利。
首战告捷，群情振奋。这次战斗胜利对内对外的影响都很大，这是我们中队入越的第一仗，也

是本营组建十几年来的第一次战斗，可以说是奠基礼，全营官兵受到莫大的鼓舞与鞭策。这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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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了敌机在莱州地区的疯狂气焰，鼓舞了越南民众，鼓舞了第 6 支队全体指战员的斗志，使大家

树立了敢打必胜的信心，战斗士气更加高昂。
战后两个多小时，越南西北军区和第 6 支队首长就来到中队部慰问，对高炮中队入越首战告捷

表示热烈祝贺! 向全中队指战员表示亲切慰问!

五、转移奠边府 途中遇惊险

支队首长在接见中队领导时指示: 莱州高炮阵地已经暴露，为了隐蔽我军企图，保存这支高炮

防空力量，并对在奠边府地区猖狂活动的敌机以突然打击，决定高炮中队立即向奠边府地区转移，

在该地区实施游动作战。
奠边府位于莱州以南约 75 公里，在第 12 号公路莱州至代藏段，是中国支援越南、老挝运输线

上的重镇。根据支队首长的指示，中队领导部署部队向奠边府转移: 各连派先遣队赴奠边府选点

和挖掘预备阵地，大部队于当晚 7 时开始，撤出莱州阵地，向奠边府转移。
各连撤出阵地的顺序，按照离渡口的远近排列，中队指挥所最后撤出。我们连离渡口最远，所

以最先撤离阵地。撤出阵地时，老天帮了大忙，天空晴朗，一轮明月当空高挂，照得阵地和路面清

清楚楚的，不用打马灯，行动很顺利。为防止敌机袭击，撤出阵地时，各连互相担负掩护任务。在

未离开莱州区域时，随时准备战斗，火炮还保持着战斗状态，一、二炮手均坐在炮位上。我头戴钢

盔，坐在一炮手的炮位上，刚开通的公路路基不平，不仅颠簸，而且尘土飞扬，但我还是两手紧紧地

抓住方向盘，两脚紧紧地蹬在脚踏板上，腰杆挺得直直的，两眼睁得大大的，仰视天空，搜索空情，

随时准备战斗。
撤离莱州时，越南民众聚集在渡口岸边和公路两旁，热情地欢送我们。许多人翘起大拇指赞

扬: 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好! 打得漂亮! 打得美国“飞贼”屁股冒黑烟……。群众还高呼口号: 毛

主席莫南( 万岁) ! 胡主席莫南( 万岁) ! ……许多人留下了热泪。
这样感人的场面，这些苦难中坚强的越南人民，这一切的一切，……让我深受感动，热泪盈眶，

对越南人民深重灾难无比同情，对美国侵略者更加仇恨，感到自己援越抗美的责任更重。由于明

月高照，敌机也未来袭击，全中队撤出阵地和渡口过江的行动均很顺利。可谓速战速撤! 中队全

部撤离阵地并渡河完毕后，连长传达了中队长“解除一等战备”的命令。
于是，我和二炮手离开炮位，将火炮收拢，穿上炮衣，成行军状态。我们离开莱州市，沿第 12

号公路悄悄地向奠边府开进。沿途多是大山深谷，河流较多，大桥小桥全被敌机炸断了。幸好大

多是小河，水比较浅，车炮能直接从河里开过去。由于美机狂轰滥炸，沿途的村庄和建筑物无一完

好。前半夜行军没有空情，行车很顺利，到 28 日凌晨 2 点钟，行至楠云河西岸，汽车停下了。
这里河宽水深，大桥被美军飞机炸断了，新架了一座便桥。我们全中队人员下车，火炮与汽车

分开，人、车、炮分别过便桥。下了车，我感到冷飕飕的，明朗月光下能看到河两岸陡峭险峻的高山

与悬崖，两山夹一河，河两岸的山头上树林黑鸦鸦的，河水“哗啦啦”地响。被美机炸断的桥只剩下

两端的桥墩，所谓便桥，是在桥墩上架起的钢索吊桥。便桥的架设特别巧妙，下面是钢索，上面铺

木板，白天可以将木板收起来，令敌机不易发现。便桥一次只能通过 1 辆汽车或 1 门火炮，人员一

次通过不能超过 50 人。人过吊桥时，走齐步会造成吊桥大幅度地左右摇摆，容易将人甩进河里

去; 只能走乱步，这样桥摇摆不大，人能安全通过。站在吊桥上，摇摇晃晃，提心吊胆，脚下离河水

有 20 多米。我生平第一次过吊桥，又是在战争环境中，须时刻警防敌机袭击，所以过桥时的惊险

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过吊桥后，车继续向前开进。一夜没有空情，行车十分顺利，天亮前，按计划进入了隐蔽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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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早饭，大家各自在车炮周围找地方睡觉。我刚躺下一会，大概 8 点多钟，空情出现了。中队指

挥所通报: 有 4 架敌机在离我们隐蔽地约 9 公里处的小河上空盘旋，轰炸一座断桥。不一会儿听见

了“暴音”，连长下达了“一等! 准备战斗!”的命令。各炮手上炮就位，成战斗状态。炮手就位后，

连长又传达中队长的指示: “不要惊慌，要沉着，不到万不得已时，即敌机不向我们投弹，我们不开

火，以免暴露目标，遭受巨大损失。”
第一批空袭断桥的敌机过去后，又飞来两架敌机，这两架在断桥投弹后，飞临距我们隐蔽地区

不远的公路右侧，向树林里盲目扫射。我们坐在炮位上，只听见“暴音”而看不见敌机，竹林十分茂

密，将我们的视线遮得严严的。大家心情既紧张又着急，我心里很不服气: “今天连敌机的影子都

没见到，咱的‘小命’就要报销了!”万幸的是，敌机扫射后，盘旋了两圈飞走了。
敌机飞走后，全连解除“一等”战斗状态，转入休息睡觉。我躺在雨布上，怎么也睡不着了，虽

然闭着眼睛，但脑子里还在想这场惊险的空情。吃晚饭后，我们又出发了。当晚天气又很好，明月

高照，虽然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行驶，但一路顺利。经 6 个多小时的颠簸，夜里大约一点半左右，

我们抵达目的地奠边府。趁着夜色，我们利用月光，立即进入阵地。
我们连的炮阵地在奠边府北面的小山丘上，先遣人员已挖好了预备阵地。我们班的炮车刚

到，打前站的战友立刻迎了上来。一天两夜不见，大家感到十分亲热，热情握手，互致问候，“您好，

辛苦了!”可能这就是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吧。
到达阵地后，各排组织力量，推拉着一门门火炮进入预设位置。布设好火炮后，全班一齐动

手，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尔后，一部分人转入挖工事、交通壕; 一部分人从山下的车上，将炮弹箱扛

到阵地工事里来。大家披星戴月，干得汗流浃背，没有人叫苦叫累。特别是打前站的同志已是两

天两夜没有睡好觉了，还是与我们一道拼命干。在大家的努力下，阵地工事、交通壕挖好了，一切

战斗准备都完成了，天际才开始放亮。
奠边府是越西北最大的一块盆地，南北长约 20 公里，东西宽约 8 公里，越南人称奠边府平原。

中间是平原，地势比较宽阔，周围是丘陵，边沿是大山，有一条公路由北至南从中央穿过，南面有一

条河叫南路阿河，西南面与老挝交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越南抗法战争中著名的奠边府战役就

是在这里进行的。在那次战争中，奠边府是越西北被敌机轰炸最严重的地区。不仅如此，当地社

情比较复杂，时常遭到敌特破坏。因此，高炮阵地位置的选择，既要有利于对空作战，又要便于防

奸保密，以防止敌特的破坏活动。
奠边府北面有一片较大的丘陵地带，大约四五平方公里，有数十个小山峦。大多数山头上是

茂密的杂草和小树，山脚下树林围绕，沟底是稻田。小山不高，坡度不陡，火炮能推拉上去。这一

带既比较隐蔽，又没有明显的标志物，有利于高炮阵地的选设和高炮部队游动作战。于是，中队领

导决定: 利用这片丘陵小山头，与敌机进行斗智斗勇的机动作战。打一仗，换一个地方，白天打仗，

晚上转移，严密伪装，集火近战，速打速撤。
此后，正是在这片丘陵地带，我们中队从 4 月战至 11 月底，连打 5 仗，5 战皆捷，战果赫赫。敌

机始终未搞清楚我们高炮阵地的具体位置，连战连败，最后望而兴叹，不得不远离此地。
( 未完待续)

( 责任编辑 仲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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