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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构筑的坑道有的长达3000英
尺（约914米），他们既能迅速躲避轰炸，
又能很快向前运动抗击地面进攻”“无论
空中或地面上的火力，都不足以将躲藏
在挖得很好的战壕里的敌人消灭……”
这些无奈的话语，来自“联合国军”司令
李奇微和美国陆军军史，它们从对手的
角度，反映出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坑
道战的强大威力。

创造以劣胜优的奇迹。坑道战是抗
美援朝阵地战中，我军保存有生力量的
战场最优方案。1951年敌我在“三八
线”附近形成对峙后，双方展开了长达两
年零1个月的阵地战。美军在近战中吃
了大亏以后，企图利用1500架战机的绝
对制空权和优势炮兵火力扳回局面，疯
狂轰炸、炮击我前沿阵地。前线不足0.1
平方米的土地内，甚至可以挖出 287枚
弹片。在这种高强度火力下，一般的地
表野战工事无法发挥战场掩蔽作用。

“既然天空是美国人的，我们就在地
下想办法。”从 1951年夏秋季防御战开
始，志愿军战士本着“保存自己、消灭敌
人”的原则，自发在敌人进攻方向的背向
山坡挖出防炮弹、防空袭的 J形“猫耳
洞”，后又将其深挖、连结，组成 U形小
坑道，进而形成猫耳洞、坑道、交通壕为
一体的防御体系。敌人炮击、轰炸时，我
军进去隐藏；待敌支援火力延伸、步兵接
近时，我军就冲出来杀伤敌人，这就是
志愿军坑道工事和战术的雏形。志愿
军司令部发现坑道作业的优越性后，迅
即号召全军“综合利用位于山顶、山坡、
山脚以及平原和山区地带的胸墙、堑壕
和坑道，开展建造开放式掩体和坑道枪
（炮）眼的运动”。从1951年春起，“三八
线”前沿的志愿军在司令部号召下开展
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建设坑道工事运
动。截至停战，志愿军构筑大小坑道总
长1250余公里，挖掘堑壕和交通壕6250
公里，共开挖土石方 6000万立方米，如
果按照1立方米排开，能绕地球一周半，
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我军在

“三八线”阵地纵深10公里范围内，形成
了以坑道为骨干、各种野战工事相结
合，能打能防、能机动、能生活的支撑点

式防御体系，对减少我军伤亡、保证防
御稳定起到明显作用。

据统计，坑道修成以前，敌平均发射
40发至 60发炮弹杀伤我军 1人，坑道建
成后，敌平均发射660发炮弹，才能杀伤
我军1人。正因为我军创造性地将坑道
作业发展到极致，逐渐抵消了美军的武
器装备优势，使战线始终稳定在“三八
线”附近南北地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
议主席布莱德雷在报告中沮丧地写道：

“我们用目前这种战法，至少要用 20年
光景才能打到鸭绿江。”

打出攻防自如的灵活。利用坑道避
敌锋锐、有效反击，是我军在抗美援朝战
争后期的重要战术之一。进攻战中，志
愿军可依托坑道作为进攻出发阵地，将
兵力、兵器隐蔽集结于前沿阵地坑道，缩
短冲击距离，减少冲击中的伤亡，保持攻
势防御、进攻作战的突然性和主动性；防
御战中，即使敌人占领表面阵地，志愿军
也可依托坑道作为坚守防御工事和反击
出发基地，有效躲避敌航空兵、炮兵、装
甲兵火力杀伤，还能从坑道内以小分队
主动出击，不断扰袭地表的敌人，破坏其
工事。

坑道是固定的，志愿军的战术是灵
活的。针对敌进攻时的兵力规模、攻击
强度、前进位置，志愿军结合敌火力预
备、步兵攻击、占领阵地、突入阵地等不
同情况，形成一整套完整的坑道攻防战
法。比如，1952年 4月间联合国军以小
部队向志愿军阵地攻击60余次，曾一度
占领不少表面阵地，但每到夜幕降临，志
愿军就会从坑道中出击，给美军迎头痛
击。从1952年秋开始，志愿军转为依托
坑道工事主动向“联合国军”进攻。9月
至 10月间，志愿军先后对“联合国军”
连、排防御阵地及个别营的防御阵地共
60个目标发起全线战术反击，成功占领
17处阵地。1953年 5月至 7月，志愿军
发动了夏季反击战役，进攻目标发展到

“联合国军”的营、团阵地和师防御地
域。在整个阵地战时期，我志愿军凭借
坚固的坑道堡垒，在一点或数点上与敌

反复争夺，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歼敌数量几乎为前5次战役歼敌总数的
3倍。

守出不胜不休的顽强。坑道战既是
战术战法的创新，也是战斗意志的较
量。在美军持续不停的炮击和空袭下，
志愿军部队有时要在黑暗的坑道内隐蔽
坚守数周时间，照明、给水、给养、救护等
都是极大的难题。为打赢坑道作战，志
愿军展现出了强大的组织力、凝聚力、意
志力。后勤部队竭力为坑道部队提供补
给，许多运送人员为此付出生命。强大
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在精神上鼓舞了坑道
内的部队，坚定了志愿军将士同敌人血
战到底的决心。

在最激烈的上甘岭战役中，1952年
10月14日凌晨4时，敌军以300门火炮、
27辆坦克和 40架飞机，猛攻我 597.9高
地和537.7高地，火力密度高达每秒落弹
6发。猛烈的火力很快将高地表面的野
战工事摧毁殆尽，而隐蔽在坑道中的志
愿军守备部队大多安然无恙。当敌弹幕
射击延伸后，志愿军迅速占领阵位，阻击
冲上来的敌军。

为消灭地下坑道的志愿军，敌军采
取了种种毒辣手段：对坑道进行定向爆
破，向坑道内施放毒气，用喷火器焚烧坑
道入口，用迫击炮吊射坑道口，用铁丝网
缠团堵塞通气口，从坑道顶部凿眼装药
爆破等。不过这些办法，在完备的坑道
工事和英勇无畏的志愿军面前均无法奏
效。有时敌人挖开口子，我军夜间就顺
着敌人开掘的口子杀出去。据战史记
载，上甘岭战役期间，志愿军部队依托两
个高地北山上的 48条坑道，打退“联合
国军”营以上兵力进攻 25次、营以下兵
力进攻 650余次，歼敌 2.5万余人，最终
守住了阵地。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
里特承认，即使使用战术核武器也无法
突破志愿军的防御。

变山地坑道为“地下长城”
解析志愿军坑道战战术

■虞 勇 任利斌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两军联合
作战指挥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鲜为
人知的是，联合司令部从开始酝酿到
最终成立，经过了一个复杂而艰巨的
过程。

1950年 10月 19日，中国人民志愿
军开赴朝鲜战场。当日，美陆军第 1军
已占领平壤，美军和南朝鲜军以部分兵
力对付朝鲜人民军北撤部队和游击队，
并集中 4个军、10个师、1个旅和 1个空
降团，于东西两线，分兵多路向朝中边境
推进。此时，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可调动
的兵力已不足 4个师，其余部队都被分
割打散、各自为战。在此形势下，因没有
联合指挥与协同作战的机制，志愿军无
法取得朝鲜人民军的支援，只能依靠自
身扭转战局。

在志愿军入朝参战前，1950年 10
月上旬，周恩来曾赴苏联与斯大林进行
会谈，商议了中朝联合作战及建立联
合指挥机构的问题，但斯大林未予明
确答复。10月 21日，就在我出兵朝鲜
后第 3天，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向朝

鲜首相金日成提出，希望金日成率领
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搬至志愿军司令
部，以便随时协商作战指挥及其他重
大事宜。金日成决意派内务相朴一禹
作为朝鲜代表驻志愿军司令部，负责两
军协调。10月 25日，朴一禹任志愿军
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并担任志愿军
党委副书记。

然而，由于未成立联合指挥机构负
责两军的协调工作，在第一次战役中，因
任务区分不明、沟通乏力，多次发生因朝
鲜军民撤退导致志愿军行军受阻、朝鲜
人民军坦克误击志愿军等事件。此外，
后勤物资运输和保障也出现不少混乱。
两军渐渐意识到，无论是战略筹划还是
战役实施，都迫切需要组建联合作战机
构、进行统一指挥。

第二次战役期间，随着敌后朝鲜人
民军与志愿军会师，其北方部队也基本
整训完毕，两军联合作战问题更加突
出。针对这种情况，彭德怀建议金日成
和苏联驻朝鲜大使斯蒂科夫常驻前方，
并由金日成、斯蒂科夫和彭德怀组成一

个三人作战指挥小组，负责军事事务并
制定与作战有关的现行政策。11月 13
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征求其对朝鲜境
内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的意见，并转述
彭德怀的建议。16日，斯大林复电毛泽
东，表示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
挥朝鲜境内的作战，并将同一电报发给
金日成和斯蒂科夫。

12月3日，金日成访问北京，双方商
定成立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两军作战及
前线活动，但不对外公开。8日，周恩来
起草《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
部的协议》，在征得金日成同意后，该协
议成为成立联合司令部的重要依据。12
月上旬，志愿军与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简
称“中朝联合司令部”或“联司”）正式成
立，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鲜
方面由金雄、朴一禹分别任副司令员和
副政治委员。1951年初，增补邓华为

“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1952年7
月，朝鲜方面以崔庸健接替金雄任副司
令员，1953年 2月又接替朴一禹在“联
司”的工作。

自1950年12月中旬起，志愿军和朝
鲜人民军开始在“联司”的统一指挥下实
施联合作战。1951年 1月，两军突破敌

“三八线”既设阵地，粉碎了敌整军再战
的企图，将战线推进到“三七线”附近，赢
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

在第四次战役中，两军在极其艰难
的条件下进行坚守防御、战役反击和运
动防御作战，最终毙伤俘敌 7.8万人，为
第五次战役创造有利条件。第五次战役
历时50天，两军共毙伤俘敌8.2万人，迫
使“联合国军”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
战谈判。此外，在“联司”的统一指挥下，
中朝两军先后赢得 1951年夏秋防御战
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战役、1953年
春反登陆作战准备等各类局部战役的胜
利，并在 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后，将战
线彻底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最终促成
了停战。

两国协同 共御外敌

“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始末
■凡华锋 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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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出正义，军纪严明。战争的实
践经验证明，部队士气的高低盛衰，是
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因此，如
何使己方部队保持高昂斗志，历来是
军事家的重要课题。克劳塞维茨说：

“军队的勇气和士气在过去各个时期
都曾使军队的物质力量成倍地增强，
今后仍会这样。”然而，军队士气是否
高涨，官兵是否具备奋勇杀敌的顽强
意志，从根本上讲，是由战争的性质、
目的决定的。为正义事业而战，官兵
必定能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军心士
气才能持续高涨。同时要看到，部队
的“气”不是凭空而来，广大官兵的血
性斗志需要日常严格的教育训练和
培养，并由严明的军纪保证。鲁国大
败齐军，采取后发制人和敌疲我打的
正确作战方针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处于防御一方的鲁国，在政治上取
得本国民众的全力支持才是取胜的
前提。

把握时机，合理鼓“气”。作为怒
战篇的姊妹篇，气战篇的“气”指的是
锐气和旺盛的斗志，更侧重于两军相
争时己方官兵的必胜信心和气势。部
队的士气不是天然存在的，要靠鼓动
和激励，因此掌握鼓动、激励士气的艺
术是每个军事指挥员的必修课。同
时，“气”作为一种精神因素，是官兵思
想和心态不断变化的反映。既然是一
个变化的过程，就必须把握鼓“气”的
时机。孙武曾说：“进其锐气，击其惰
归。”这就是说，抓住“彼衰我盛”这个
时机，从气势上对敌进行全面瓦解，就
是气战所希望达到的终极目标，也应
当是气战的最高境界。高树勋起义虽
是个体事件，但作为哲学家兼军事战

略家的毛泽东独具慧眼，敏锐意识到
这一事件对瓦解国民党军战斗意志所
起的重要作用。高树勋起义两个月
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明
确指出要“开展高树勋运动”。这一运
动无疑对国民党军队起到“釜底抽薪”
的奇效，在之后的解放战争中，共有近
170万国民党军队起义或投诚。

软硬实力，辩证分析。必须强调
的是，士气是一种精神力量，鼓舞士气
确实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官兵潜能，使
战斗力最大化，但气战终究不是一种
攻城拔寨、斩将杀敌的计谋。战争区
别于其他所有实践活动，以追求“势”
的变化为最高境界。战争的“势”不
仅仅是对官兵战斗意志和作风的检
验，最终还是对双方军事实力的考
验，必须统筹二者关系。实际上，军
事实力与“气”相互辩证，强大的硬实
力是军队打胜仗的坚实基础，而胜利
往 往 是 提 升 军 心 士 气 最 好 的 兴 奋
剂 。 反 之 ，使 用 和 把 握 好 部 队 之

“气”，又能于无形中提升军队实力。
因此，在对气战的运用中，既应重视

“气”，也不可以偏概全，片面强调
“气”而忽略军事实力的发展，否则容
易造成外强中干的结果。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波兰骑兵的士气不可谓
不高涨，冲锋不可谓不勇敢，但面对
纳粹德军的坦克，无疑是螳臂当车。
高树勋起义的背后，则是以我晋冀鲁
豫军区部队已牢牢掌握邯郸战场主
动权为根本前提。毛泽东在回忆高
树勋起义时曾感慨道：“只要把蒋介
石打得越痛，就越好谈。高树勋委员
就是在这个时候起义的。”

百战奇略百战奇略
原 典

计谋分析

战 例

《百战奇略》气战篇原文为：
夫将之所以战者，兵也；兵之所
以战者，气也；气之所以盛者，鼓
也。能作士卒之气，则不可太
频，太频则气易衰；不可太远，太
远则力易竭。须度敌人之至六
七十步之内，乃可以鼓，令士卒
进战。彼衰我盛，败之必矣。法
（《尉缭子?战威第四》）曰：“气实
则斗，气夺则走。”

气战篇认为，将领作战靠士
兵，士兵作战靠士气，士气旺盛
靠鼓动。鼓动部队士气不可太
频，太频则士气容易衰减；也不
可太远，太远则士气容易衰竭。
必须在敌距我六七十步以内，才
可击鼓，指挥士卒进攻。在敌人
士气衰落，我军士气旺盛的情况
下作战，打败敌人是必定无疑
的。诚如古代兵法所说：士气高
昂就投入战斗，士气低落就避敌
退走。

春秋时期，齐鲁两国交战于
长勺（今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东
北）。鲁庄公刚要出击，被曹刿制
止，待齐军三通鼓罢，曹刿才请鲁
庄公令部队发起进攻，大败齐
军。曹刿解释道，打仗靠勇气，齐
军一次击鼓可以振作士气，再次
击鼓士气衰落，三次击鼓士气就
枯竭了。敌士气枯竭而我军士气
旺盛，所以能够取胜。

1945年 日 本 无 条 件 投 降
后，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解放区
发动进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
区副司令长官兼第 40军军长马
法五和新 8军军长高树勋率 4.5
万余人沿平汉路北犯。为粉碎
敌进犯，党中央决定“针锋相
对，寸土必争”。1945年10月 21
日，邯郸战役打响，至 11月 2日
胜利结束，歼敌 2.3万余人，粉
碎了敌沿平汉路对解放区的进
攻。此役，高树勋于 10月 30
日率部近万人起义，对敌军心
士气打击很大。

位于河北省武安市伯延镇元宝广场的高树勋起义纪念馆位于河北省武安市伯延镇元宝广场的高树勋起义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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