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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9月，为了统一对城市防空部
队的领导，加强国土防空建设，并准备应付
朝鲜战争日益扩大的局势，中央军委决定
成立防空部队的领导机关。10月23日，中
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成立，立即组织
防空部队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行列。

10月 28日，高炮第 14团（后改番号
为第 524团）第 1、3、6连及高射机枪连开
赴朝鲜，拉开了我防空部队入朝作战的
序幕。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防空部
队先后以 21个高炮团又 10个高炮营，与
志愿军空军和野战高炮部队并肩作战，
英勇抗击美军的空中轰炸。

血战鸭绿江畔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迅速
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由鸭绿江边
驱逐至清川江以南，夺得了初战胜利。
美军为了阻止志愿军发动攻势，实现其
迅速占领朝鲜的企图，制订了关于轰炸
鸭绿江桥梁的计划，集中其空中力量妄
图摧毁与封锁鸭绿江上的桥梁和渡口，
切断中朝两国之间的交通运输线。

1950年 11月，美军飞机活动非常猖
狂，常以 30-50架战斗轰炸机群或 10架
左右的轰炸机群进行昼间攻击，先后共
出动各型飞机 2560余架次，空袭连日不
断。负责保卫鸭绿江桥的高炮部队，由
此展开了激烈的对空战斗。

11月 9日 14时 38分，美空军战斗轰
炸机 37架，分 3个梯队从不同高度向辑
安江桥发动连续攻击。担负掩护江桥任
务的高炮第 4团（后改番号为第 501团）
集中炮火，对向江桥俯冲投弹的美机猛
烈射击。经过 4分钟激战，击落击伤美
机各 2架。这是志愿军防空部队参加抗
美援朝的首次战斗，是在装备差、技术
低、缺乏战斗经验的情况下，用高炮击落
美空军喷气式飞机的胜利。

11 月中下旬，美军又持续对安东、

辑安和长甸河口江桥进行了数次大规模
的空袭。沿江高炮部队进行了顽强抗
击。整个 11 月，高炮部队对空作战共
168次，击落美军飞机11架、击伤 69架。

1951年一二月份，朝鲜战场上由于
志愿军的猛烈反攻，已将美军击退至“三
八线”以南。这期间，美空军活动重点转
向前沿阵地，无力顾及鸭绿江一线。三
四月份，美空军再次对鸭绿江桥实施有
计划的战略轰炸，妄图切断志愿军后方
物资供应，以削弱前方进攻力量。

1951 年 3 月 30 日和 4月 7 日、12 日
的 3次战斗，是这一时期鸭绿江沿岸高
炮部队所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美空军
出动上百架 F-86战斗机，掩护 100余架
B-29 轰炸机和 30 余架 F-84 战斗轰炸
机，分别对辑安、长甸河口和安东江桥发
动大规模的袭击。防卫江桥的志愿军高
炮部队对美军飞机的大规模连续空袭进
行了顽强抗击，击落击伤美空军 B-29
轰炸机 9架。

虽然年轻的志愿军防空部队高射炮
兵初战就取得了战绩，但在战斗中也付出
不小的牺牲。为了总结汲取这几次战斗
的经验教训，东北军区防空司令部召开作
战会议，总结提出“六快”“四不打”“五不
走”“十项注意”等具体要求。这些在防空
作战中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在后来的
战斗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使高炮部队的技
战术水平和指挥能力都有所提高。

粉碎空中封锁

1951年 7月 10日，停战谈判后，“联
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命令美远东空军司
令：“在此谈判期间，应采取行动以充分发
挥空中力量的全部能力，取得最大的效
果，来惩罚在朝鲜任何地方的敌人”。8
月，侵朝美军制订了“空中封锁交通战线”
（亦称“绞杀战”）计划，要用3个月时间摧
毁朝鲜北部的铁路系统，尽可能“使铁路
运输陷于完全停顿的地步”，企图切断志
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后方运输补给线，窒息
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作战力量以对中
朝方面施加军事压力，配合停战谈判。为

此，美空军把封锁交通线作为首要任务，
动用了大部战斗轰炸机和全部战略轰炸
机来执行这一任务。

刚开始，美空军利用朝鲜北部特大洪
水给中朝军队后方交通线造成的破坏，重
点轰炸铁路桥梁，对尚能通车的线路进行
逐段轰炸，但普遍轰炸交通线和桥梁收效
不大。从1951年 9月开始，为配合地面部
队攻势，美空军将“绞杀战”重点集中在对
铁路枢纽新安州、西浦、价川之间的三角
地区。从9月下旬开始，志愿军司令部不
断抽调调整兵力，加强对“三角地区”的掩

护。此时，不仅高炮部队顽强抗击美军重
点轰炸，志愿军空军部队也于9月25日起
轮番同美军飞机展开激烈空战，迫使美军
不得不改变战术。从 12月初开始，美军
采取沿铁路线低飞，实施一线式点点攻击
战术，妄图破坏中朝人民对前线的物资供
应线。根据美军战术手段的变化和保护
铁路交通作战的特点，志愿军铁道高射炮
兵指挥所提出“重点保卫、高度机动”的作
战方针，同时调整了部署，以中口径高炮
保卫重要目标，组织一定数量的小口径高
炮沿铁路线展开机动作战。

1952年3月3日云田地区三战三捷的
战斗，是这一时期高炮部队机动作战的典
型战例。3月2日夜间，高炮第513团根据
当天美军飞机反复侦察等情况，将所属部
队隐蔽调至云田地区待机歼敌，同时在阵
地三五百米处构筑了一些假阵地，用树干
和反光物体设置假人假炮，午夜雪后又将
假阵地上的积雪扫净，尽量暴露目标以吸
引美军注意力，真阵地积雪一律不动。3
日清晨，美军飞机侦察后，分3个批次派出
F-80、F-84等型战斗轰炸机9批140多架
次，集中攻击云田洞。驻守该地的第513
团第3营和驻守长水滩桥的独立第39营，
灵活机动地抗击美军飞机，利用战斗间隙
巧妙地将部队转移至美军飞机轰炸过的
假阵地，并恰当地组织运用火力，适当压
缩开火距离，逐架转移火力射击。3次战
斗，共击落美军飞机 9架、击伤 21架。我
方仅云田洞以东铁路路基中弹数枚、假阵
地被炸 7处，人员、武器无一损失。在 54
天的机动作战中，高炮第 513团作战 203
次，取得了击落美机 37架、击伤 152架的
重大胜利。特别是在云田地区一日三战
三捷，荣获志愿军总部通令嘉奖。

高炮部队与其他部队在协同作战
中，有效保卫了主要交通线、桥梁和机场
的安全。从 1952年 5月起，美国空军已
基本停止了对朝鲜北方铁路的空中封锁
行动。6月，美空军的“绞杀战”终于以
失败而宣告结束。

保卫重点目标

1952年 5月，美军为挽救其“绞杀战”
败局，继续拖延与破坏停战谈判，经常出
动大批飞机对朝鲜后方城市、发电站等
重要设施进行“集中空袭”，企图以此威
胁中朝人民接受其无理要求。自 6月开
始，美军飞机对水丰发电站、平壤、安州
等地区进行连续轰炸。在这种形势下，
高炮部队由掩护交通运输线的机动作
战，逐步转入防卫朝鲜后方的重要目标。

水丰发电站位于鸭绿江下游，在当时
既是朝鲜最大的发电站，又是中国东北工
业用电的主要来源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是志愿军防空部队重点保卫的目标
之一。高炮第 504团一直担负其防空任
务，驻守长甸河口的高炮第506团可以进
行火力支援。1952年 6月 23日 14时 54
分，美空军以大批F-86战斗机封锁志愿
军东北浪头、大东沟、大孤山等空军机场，
掩护F-80、F-84等战斗轰炸机275架，在
56分钟内分 4批突击水丰发电站。高炮
第504团在没有志愿军空军支援、美军飞
机既轰炸发电站又攻击高射炮阵地的情
况下，与美空军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激
战。在抗击第3、4梯队美军飞机时，各炮
连急需补充弹药，团政治处主任和后勤处
长便带领机关干部、警卫员、炊事员等，冒
着美军飞机的轰炸扫射，肩扛手抬，把弹
药运送到各个炮阵地，一直坚持到战斗结
束。这次战斗，共击落美空军战斗轰炸机
8架、击伤10架。

朝鲜安州地区的车站、铁路、公路和
桥梁，是连接前后方的重要交通枢纽。
1953年 1月 9日至15日，美空军和海军联
合行动，出动各型战斗轰炸机和轰炸机
1191架次，对安州地区进行了规模空前
昼夜不停的空袭。志愿军防空部队以 5
个高炮团又 3个营和 1个探照灯营的兵
力，在我歼击机协同下，与美机苦战 6昼
夜，进行了9次激烈的战斗。这是志愿军
防空部队与美空军展开的一场持续时间
最长的战斗，也是志愿军防空部队在抗美
援朝作战中经历的最大规模的战斗，共取
得击落击伤美机55架的战果。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防空部
队高射炮兵顽强地抗击美机，取得了击
落美机 409架、击伤 1559架的光辉战绩，
给了美军空中力量以沉重的打击，保卫
了重要目标的安全，保证了把作战人员、
物资装备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为赢得
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剑 指 长 空 射 天 狼
—抗美援朝战场上我防空部队高射炮兵的战斗历程

■郭海洋 熊华明

1948年 1月 31日，东北人民解放军
第 4、第 6纵队按规定计划，完成对辽阳
的包围，第 4纵队第 11师第 31团承担了
上级赋予的主攻辽阳城的任务。

辽阳城墙素以高厚坚固而著称。当
时，敌人在城墙上构筑了众多掩蔽部和
发射点，还在城外挖有深宽丈许的外壕，
设有铁丝网和雷区。

2月 6日 7时，辽阳攻坚战打响，3颗
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第 31团（现第 75
集团军某合成旅）向辽阳城发起冲锋。
40多门山野炮一齐轰击，将炮弹射向辽
阳城墙。墙体刚被炸开一个透亮的小洞
时，担任突击部队的该团 2营官兵展开
扇形、三三制战斗群，发起冲击。

高丽门是整个战役的主攻点，因城
墙牢固尚未被炮火完全炸开，官兵只得
架起云梯向 6 米多高的城墙攀登。一
波勇士爬上去被敌人打下来，另一波又
奋不顾身地往上冲。敌人集中火力向
我疯狂扫射，鲜血染红了太子河。二营
长命令身边的机枪班长：“带着你们班，
顺着被炸的城墙，爬上去用手扒出个
洞，冲进去扩大突破口！”18 岁的机枪
班长抱起机枪率先朝坍塌的城墙豁口
冲上去。

随后，突击分队快速向突破口突
击，打入城内，用轻机枪、手榴弹横扫城
头和墙下的敌明暗火力点。尖刀分队
一鼓作气登上了城墙，顺城墙直指高丽
门城楼。红旗手奋勇向前，把主攻团的
这面经过战火洗礼的红旗插到了高丽
门城楼上。

我军勇猛追击，辽阳城巷战迭起。6
连在一座大院发现敌指挥部，马上冲入
占领。随后，他们命令敌报务员向上级
发报，请求空投子弹、炮弹和给养，并命
他以敌指挥官的名字落款。没隔多久，
天空传来“轰隆隆”的马达声，敌机把用
柳条筐装的子弹一筐筐地投到地面上。
敌机还空投下了一门迫击炮和一个炮
手，炮手因降落伞没打开在落地时摔死
了。靠着从天而降的“军援”，战士们愈
战愈勇。最终，残敌被肃清，辽阳城渐渐
恢复了平静。

战后，把主攻红旗插上城头的红旗
手荣立“大功”一次。第 31团被授予“英
勇善战模范团”称号。

历经数次改革调整，一代代“英勇
善战模范团”官兵始终崇尚荣誉，继承
和发扬优良传统。他们出色完成上级

组织的实兵实装演习、国际军事比武、
联演联训、抗洪抢险等多样化军事任
务，用实际行动续写了永不磨灭的“英
勇善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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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水洞战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40 军第 118 师于 1950 年 10 月 25 日，在
两水洞、丰下洞地区，与由温井向北镇
进犯之南朝鲜军第 6师第 2团前卫第 3
营进行的一场遭遇战斗。这次战斗，该
师以 1个多团兵力，经 5个小时激战，歼
灭敌人 1个步兵营和 1个炮兵中队，取
得志愿军入朝作战首战胜利，揭开了抗
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的序幕。

不期而遇

志愿军入朝时，朝鲜战局发生急
剧变化。随着朝鲜人民军抵抗逐渐减
弱，“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在海、空军支
援下，大举向北推进，直逼中朝边境。
此时，志愿军在开进途中一直受到敌
军飞机的袭扰，只能在夜间徒步行
动。至 10月 24日，志愿军除第 40军先
头两个师进到北镇以东、云山以北即
将与敌接触外，其他各军距敌尚有 20
至 50公里。

根据急速变化的战场情况，彭德
怀等志愿军首长数次调整战役计划和
部队开进部署，逐步形成以第 42 军主
力在东线长津湖以南地区牵制东线敌
军，集中主力于西线，准备在清川江
以北地区歼灭美军和南朝鲜军的作战
方案。

根据志愿军首长部署，志愿军第 40
军决定：分两路纵队向预定作战地区开
进，以第 118师为军的左路纵队，任务是
沿老义州、朔州、新仓、北镇、温井之路
线，向宁边、球场地区开进，准备在宁
边、球场地区组织防御，制止敌人北
犯。据此，第 118师决定：全师成一路纵
队开进，以第 354团为师的前卫团，采取
夜行晓宿的方式，向预定作战地区秘密
开进。

24 日 19 时 30 分，第 354 团在夜幕
的掩护下出发了，当夜行军目的地——

温井。21 时许，团侦察排报告：“温井
方向火光很大，可能有敌人活动。”接
到侦察排报告，该团立即派出翻译，询
问沿路北撤的朝鲜人民军，核证温井
的敌情。
“温井已被敌人占领！”第354团立即

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师指挥所。师指挥所
接到报告后判定：敌已先我占领温井，我
已不能按原计划开进，部队应在温井以
北地区停止前进，做好战斗准备。

22时，第 354团进至温井以北的北
镇附近时，接到师指挥所的命令：隐蔽
展开于丰下洞、丰中洞和富兴洞以北地
域，做好战斗准备。

10月 25日 1时许，第 354团进至丰
下洞、丰中洞和富兴洞地域。部队疏
散隐蔽后，团指挥员商定了作战部署，
决心依托丰下洞、富兴洞以北高地有
利地形，积极做好战斗准备，一旦与敌
交手，以坚决的战斗行动，掩护师主力
展开。

作战会议还在进行时，前出侦察的
团侦察排报告：“在温井地域活动的敌
人说的是朝鲜话，可能是南朝鲜军，但
兵力和番号不详。目前，敌人正在休
息。”第 354 团立即将此情况报告了师
司令部。第 118 师首长接到这一报告
后，随即向第 40 军及志愿军司令部做
了报告。

2时 10分，第 354团作战会议结束。
团长褚传禹立即向师长邓岳报告了团战
斗部署及作战准备情况。邓岳说：“同意
你们的决心和部署。温井之敌明天很可
能继续北上，部队一定要做好战斗准备。”

这一夜，在沿温井至北镇公路和九
龙江北侧一线阵地上，第 354团指战员
正严阵以待。

痛击冒进之敌

25日上午 9时 30分许，正在第 1营
研究该营前出路线的第 354团指挥员接
到报告：“敌人上来了。”情况出乎第 354
团指挥员的预料。北上的敌军并没有
与我发生正面接触，而是沿着公路向团

的翼侧运动过来。
该团指挥员决定立即向师指挥所

报告这一情况。但在这关键时刻，第
1 营通往师指挥所的电话线路中断。
第 354 团指挥员紧急商议认为：沿公
路开进之敌尚未发现我之战斗部署，
我应利用先敌展开、隐蔽待机的有利
态势，以伏击的手段打敌人一个措手
不及。

10时 20分许，南朝鲜军第 6师第 2
团第 3营主力全部进入第 354团的设伏
地段。与此同时，第 354团第 2营报告：
敌前卫营后卫已全部通过了我占领的
216高地。

第 354团团长褚传禹果断下达射击
命令。刹那间，第 354 团第 3营向公路
上的敌前卫营行军队形突施猛烈射
击。担任“拦头”任务的第 8连首先以猛
烈的火力，将南朝鲜军第 2团第 3营前
卫连和营主力之间的联系切断。与此
同时，第 354 团第 2营也向敌前卫营的
后卫实施猛烈射击。

南朝鲜军在志愿军突然猛烈的火
力打击之下乱了方寸。战至中午 11时
许，南朝鲜军的一次次反扑被第 354团
第 3营猛烈的火力击退。南朝鲜军的战
斗队形开始溃乱，一些官兵溃退到公路
边，抢着爬上汽车，准备调转车头夺路
逃命，窜回温井。一直观察着战场的第
354团指挥员发现了南朝鲜军的企图，
随即命令第 1营加入战斗与第 3营共同
歼灭企图回窜的敌军。

就在第 354团第 1、第 3营围歼南朝
鲜军第 2团第 3营之时，南朝鲜军第 6师
第 2团主力全力前出，企图解救被包围
的该团第 3营。但是，他们遭到坚守在
409.5 高地、216 高地上的第 354 团第 2
营的坚决阻击。

从 25日中午开始，第 2营官兵顽强
抗击着南朝鲜军的攻击。在敌人的狂
轰滥炸中，第 2营的阵地硝烟弥漫、一片
火海，临时构筑的野战阵地大部被摧
毁。第 2营在战斗减员十分严重的情况
下，连续击退南朝鲜军 10余次进攻，坚
守住了阵地，有力地保证了团主力的作

战行动。

歼灭敌前卫连残部

25日下午 1时 30分许，第 354团第
1、第 3营歼灭了南朝鲜军第 2团前卫营
主力和炮兵中队。这时，传来了师首长
的命令：“迅速歼灭退缩在两水洞的敌
前卫连残部。在围歼敌前卫连残部时，
第353团以一部兵力支援你团战斗。”

根据师的命令，第 354团指挥员决
定：第 3 营沿公路由东南向南朝鲜军
第 2 团前卫连残部左翼实施攻击；支
援作战的第 353 团部分兵力沿公路从
西北，向南朝鲜军前卫连残部的右翼
实施攻击；第 2营继续坚守 409.5 高地、
216 高地，抗击南朝鲜军第 2团主力的
进攻，保障团主力安全；第 1营集结于
长洞，随时准备支援第 2 营战斗。在
第 354 团指挥员定下歼灭敌前卫连残
部的决心后，该团参谋长与第 353 团
参谋长协商了发起攻击的时间和协同
事项。

14时 30分，在第 354团的统一指挥
下，该团第 3营和第 353团第 1、3营各一
部兵力，同时向龟缩在两水洞的敌前卫
连残部发起冲击。战至 15时 30 分，南
朝鲜军第 2团前卫连残部全部被我军歼
灭。至此，围歼南朝鲜军第 6师第 2团
第 3营的战斗胜利结束。

17时，在得知其第 3营已被志愿军
歼灭后，南朝鲜军第6师第2团主力停止
向第354团第2营的进攻，溃退至温井。

两水洞战斗胜利结束，此战共击毙
南朝鲜军 325人、俘 161人，缴获汽车 38
辆、榴弹炮 12门、各种枪支 136支，击毙
美军顾问葛连·琼斯，活捉美军顾问保
罗·赖勒斯。

志愿军第 39军军长吴信泉战后回
忆，彭德怀在总结第一次战役时说：“首
战两水洞，吃掉了敌人的一个加强营，
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枪。”
1951 年，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10 月
25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纪念日。

两水洞遭遇战
■褚 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