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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内战爆发。
美国出于称霸全球和遏制共产主义的全
球战略，不顾联合国宪章关于“不得干预
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部管辖之事件”
的规定，公然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命令
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
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操控联合国安理
会形成非法决议，组成 16国“联合国军”
入侵朝鲜半岛。9月15日，美国不顾世界
人民的普遍反对，以美军第 10军和南朝
鲜军等部队共 7万余人，在 230余艘军舰
和近500架飞机的支援下，悍然在仁川登
陆，不断扩大侵朝战争，狂妄越过三八
线，企图占领全朝鲜，并严重威胁到了中
国的安全。在这唇亡齿寒的危急关头，
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应朝鲜党和政府的
请求，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战略决策，派新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入朝协助朝鲜人民军作战。

敌军大举冒进，志愿

军入朝展开作战部署

美国侵略军于 1950年 10月 19日占
领平壤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朝
鲜已彻底失败，朝鲜人民军有组织的抵
抗已不复存在，而成立刚满一年的新中
国，国力军力尚弱，不敢出兵参战，即使
出兵援朝也只是“象征性”的。于是，狂
妄自大的麦克阿瑟，纠集 13万余人的兵
力，于东西两线，兵分两路向中朝边境
高速推进，企图先控制边境要点，堵住
朝鲜人民军的退路，并防止中国军事上
的介入，尔后再进行全面占领，消灭朝
鲜人民军，摧毁朝鲜人民政权，以达到
其侵占朝鲜的目的。气焰极为嚣张的
美军，在分兵冒进中采取了以南朝鲜军
为先导、美英军垫后，并以车载兵为前
驱的行动方式，置东西两线之间出现的
80余公里大间隙于不顾，长驱直入，妄
图在 11月 23日美国“感恩节”前占领朝
鲜全境。

在敌分兵冒进的同时，中国人民志
愿军 6个军及 3个炮兵师于 10月 19日晚
开始，分别从 3个口岸秘密进入朝鲜境
内。根据中央军委“抢占平壤元山铁路
以北，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占领有
利地形，构筑 2至 3道防御阵地，争取时
间掩护我军主力集结、开进展开，支援
朝鲜人民军撤退集结……争取政治上
主动”的方针，志愿军首长决定采取“以
积极防御、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以
反击、伏击、袭击来歼灭与消耗敌人有
生力量”的作战方针，展开作战部署。

23日傍晚，彭德怀司令员遇到第 40
军第 118 师师长邓岳、政委张玉华时指
示：“现在敌人正跟踪追击，到处乱窜，
情况很危急，你师赶快去温井以北占领
有利地形，埋伏起来，形成一个口袋，大
胆把敌人放进来，然后猛冲猛打，狠狠
地煞一下敌人的气焰，掩护我军主力集
结展开，这是志愿军出国后的第一仗，
你们师是打头阵的，看看你们行不行。”

第40军出国第一仗，

首战告捷

立足云山阻击敌军北犯。24日，志
愿军右路第 120师前卫第 360团向宁边
挺进，进抵云山城北地区时，获悉敌已
占领宁边。该团遂停止前进，迅速隐蔽
占领云山北的 262.8高地、间洞南山和北
山、朝阳洞东山、玉女峰一线阵地，准备
阻击敌人进犯，保障军、师主力集结展
开。25日拂晓，南朝鲜军第 1师先头部
队以坦克 14辆、自行火炮 1门，后随摩托
化步兵成一路行军纵队沿云山至温井
公路继续北犯。7时许，南朝鲜军进入
我第 360团阻击地域。第 1营首先向敌
开火，予敌以迎头痛击。此战持续了三

天两夜，歼敌 280余人，击伤击毁敌坦克
3辆。第 360团阻击的胜利，迟滞了敌人
北犯，掩护了军主力歼灭温井地区之
敌，打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
第一仗。

鏖战两水洞，收复温井。在第 360
团与敌交火的同时，志愿军左路第 118
师也与敌人展开了战斗。该师于 25日 5
时，进至温井西北丰下洞、富兴洞、两水
洞地区，占领有利地形。师前卫第 354
团首先占领富兴洞、239.8高地、丰下洞、
216高地、409.5 高地等沿温井至北镇公
路和九龙江北侧一线阵地；第 353 团进
至两水洞西北地区；第 352 团进至北镇
附近地区。25日晨，南朝鲜军第 6师第 2
团第 3营加强 1个炮兵中队，成两路行军
纵队，乘车由温井沿公路向北镇进犯。
8时左右，南朝鲜军尖兵分队进至两水

洞西北，闯入第 118师师部驻地，该师侦
察连迅速进行抗击。这时，敌主力进至
丰下洞、丰中洞地区。第 354团决心：依
托有利地形，采取拦头、藏尾、斩腰的打
法，从敌翼侧突然发起攻击，分割包围，
各个歼灭敌人。战斗打响时，该团令第
1、第 3营集中火力向敌实施猛烈射击，
乘敌蒙头转向、队形混乱之际，大胆穿
插分割。当敌人被我军猛烈的火力压
制住时，冲锋号响起，第 1、第 3营的勇士
们同时发起冲击，好像快刀斩蛇，把敌
人割成数段。霎时间，公路上、河岸边、
汽车旁，到处都是被第 40军围追堵截溃
散的敌人，敌兵力尚未展开，火炮未及
卸架，两个步兵连及尖兵连一部即被我
全歼。进至两水洞西北之敌尖兵小分
队，亦被我侦察连歼灭。10时许，第 40
军第 118 师令第 353 团第 1、第 3营配合

第 354团第 3营沿公路两侧进至两水洞、
仓洞，向敌尖兵连和炮兵中队发起冲
击，敌向九龙江南岸溃逃，被追歼大
部。25日晚，第 40军令第 118师向温井
进攻前进，同时令第 40军第 120师主力
从南面对进合击。当夜，两师一举攻占
温井，切断了北犯楚山之南朝鲜军第 6
师第 7团的退路，击溃了南朝鲜军第 6师
第 2团主力。第 118师第 352团第 3营攻
下温井西南山，第 353团第 2营攻下温井
西北山，歼敌一部，余敌逃窜。26日凌
晨，第 40军攻占温井。

与成建制美军在云山对决。所谓
“联合国军”遭打击后，虽已发现志愿军
入朝参战，但认为中国是象征性出兵，故
稍事调整后继续向北推进。10月 31日，
英军第 27旅进至定州、宣川；美军第 24
师进至泰川、龟城，骑兵第 1师由平壤调
至云山、龙山洞地区；南朝鲜军第 1师主
力向宁边地区转移，第 8师退至球场地
区，第 7师东调球场、德川地区；美军第 2
师北调安州地区作为第 8 集团军预备
队。其清川江以北的兵力虽增至 5万多
人，但仍处于分散状态。此时，西线志愿
军可集中 10至 12个师、12至 15万人作
战，兵力居优势。据此，志愿军首长决心
采取向敌侧后实施战役迂回、结合正面
突击的战法，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南朝鲜
军第 8、第 7、第 1师，而后视情况再歼美、
英军。各军按统一部署，于 11月 1日黄
昏发起攻击。在第 40军大力协同下，第
39军集中 8个步兵团、2个炮兵团、1个高
射炮兵团，于 16时发起云山进攻战斗。
至 3日夜，云山战斗结束。云山战斗，是
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与美军部队在朝鲜
战场的首次交锋，第 39军发扬顽强战斗
作风，利用灵活战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
号称“王牌师”的美军骑兵第1师。

抗美援朝第一仗及紧接着的一系

列战斗，遭遇战、阻击战、伏击战、反击
战、追击战，战战相连，环环相扣；主攻、
助攻、佯攻、反攻、围攻，任务频繁转换，
行动连续实施。特别是第 40军开创了
志愿军“第一个到达任务区域、打响抗
美援朝第一枪、击毁敌军第一辆坦克、
活捉第一名敌军俘虏、涌现第一个战斗
英雄石宝山和第一个反坦克英雄秦永
发”等数个第一。其果敢坚决、不畏强
敌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舍我其谁、不怕
牺牲的战斗精神以及动如狂飙、所向披
靡的“旋风”精神令以美军为首的“联合
国军”胆战心惊。

毛主席致电祝贺，这

一仗打出来一个纪念日

抗美援朝第一仗，第 40军利用敌人
恃强骄狂、分兵冒进的错误，正确判断敌
情，在预期遭遇战中，遵照党中央、毛主
席的指示，彭德怀司令员根据战场态势
进行预见性指挥，第 40军各师正确理解
志愿军司令部的作战意图，在武器装备
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坚定敢打必胜
作战意志，发扬顽强战斗精神，争分夺秒
抢占有利阵地，争取了战场主动权。抗
美援朝第一仗，歼灭南朝鲜军自誉为“精
锐”的第 6师第 2团第 3营和 1个炮兵中
队，击毙敌人 325人，俘敌 161人，缴获汽
车 38辆、榴弹炮 12门、各种枪支 163 支
（挺）。云山战斗中，第 39军歼灭美军骑
兵第1师第8团大部和南朝鲜军第1师第
12团一部，击溃美军骑兵第1师第 5团和
南朝鲜军第 1师第 15团，毙伤俘敌 2000
余人，其中美军 1800 余人，缴获飞机 4
架、击落飞机 3架，击毁和缴获坦克 28
辆、汽车170余辆、各种火炮119门。

首战告捷后，毛主席特致电志愿军
司令部：“庆祝你们的初战胜利。”第 40
军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先头部队，在
朝鲜温井、两水洞地区首战告捷，并配
合第 39军打胜了云山战斗，粉碎了美军
妄图在“感恩节”前占领朝鲜全境直逼
我东北边境的痴心妄想。1951年 8月 28
日，毛主席批示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政
治部的提议，将 10月 25日这一天作为中
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纪念日。

志愿军入朝第一仗
■高文俭 韩俊奇

记 史

沧桑岁月里的那道彩虹

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官兵奔赴战斗前线。 资料照片

第4585期

军史珍闻

发掘，历史深处的精彩

解放战争初期，西北战场国民党军
队共计 25万之众，而人民解放军野战部
队只有 2万多人，兵力相差 10倍多，装
备更是天壤之别。然而，仅用了两年多
时间，陕西境内大部解放。这其中，情
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中共中央情报部、中央军委三局
领导下的西安情报处、中共中央西北局
属下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中共关中地
委领导的西安军事情报组，构成了解放
战争时期我军在西北战场的情报网。

青化砭战役的内应

1947年 3月，我西北野战军撤离延
安后，于延安东北地区对国民党军胡宗
南集团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
龙 3次歼灭战，共歼敌 1.4万余人，其中
尤以首战青化砭至关重要。此战之前，
中共中央机关已决定东渡黄河，转移到
晋西北，而青化砭战役胜利后，毛主席
则决定留在陕北。

战前，我军 5个旅埋伏在青化砭四
周，敌军派出 20多个便衣和一个连沿着
公路两侧山梁搜索，竟没有发现我军的
任何蛛丝马迹。更奇怪的是，行进中的
敌第 31旅旅部和第 92团 2993人进入共
产党的根据地丧失了起码的警惕。整
个战斗持续时间不到两小时，陷于包围
中的敌军显然没有困兽犹斗，包括旅长
李纪云少将在内共 2593人很快就当了
俘虏。

实际上，李纪云抗日战争期间曾在
忻口战役中同八路军并肩战斗抗击日
寇，与共产党、八路军建立了信任关系，
随后加入共产党，成为我党隐藏在国民
党军队中的秘密工作人员。当年，蒋介
石部署胡宗南数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毛
主席留守陕北，党中央和彭德怀、习仲
勋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将关键的第一仗
选在青化砭伏击李纪云的第 31旅，绝非
巧合。李纪云作为我军的内应，毅然率
部进入彭德怀预设的天罗地网，于我军
而言，功不可没。

青化砭战斗后，我军有意让李纪云
伺机“逃脱”，辗转返回南京。然而，李

纪云此后再也未能获得蒋介石的信任，
一直在上海和南京赋闲。

羊马河、蟠龙战役的情报

青化砭伏击战后，胡宗南发现解
放军西北野战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
区，于是调集 11个旅向延川、清涧地区
进犯，企图截断黄河渡口，然后向左迂
回包围西北野战军于子长县附近。之
后，很快发觉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在蟠
龙、青化砭地区集结，胡宗南遂令其主
力向青化砭西北方向推进，企图消灭
我西北野战军。

胡宗南这一作战命令被我中央军
委三局的侦听电台成功截获。1947年 4
月 11 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
“注意侦察，并准备乘该旅移动途中伏
歼之。”彭德怀排兵布阵，又在羊马河为
敌第 135旅布下了一个“口袋”。此役，
西北野战军以伤亡 479 人的代价，毙、
伤、俘敌第135旅 4700余人。

如果说羊马河战役是毛泽东根据
中央军委三局提供的情报指示彭德怀、
习仲勋领导的西北野战军打的话，那
么，蟠龙战役则是彭德怀、习仲勋根据
获得的情报向毛泽东请示要打的。

1947 年 4月 27 日，彭德怀、习仲勋
向毛泽东报告：“董（钊）刘（勘）两军 27
日 15 时进抵瓦（窑堡）市，有犯绥德模
样。”“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
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
敌。”毛泽东 28日复电：“计划甚好，让敌
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
等地之敌。”

那么，彭德怀、习仲勋的军事情报
是从哪里获得的呢？情报的来源是蒙
定军领导的隶属于中共关中地委的西
安军事情报组。

蒙定军早在1931年就奉中共陕西省
委指示打入杨虎城部队从事秘密工作，
1946年又奉党的指示成立西安军事情报
组，后派杨荫东打入国民党军队。1947年
春，杨荫东担任国民党第七补给区司令部
办公室少校参谋。第七补给区负责陕西、
晋南、豫西、川北、陇东国民党部队后勤供
应。杨荫东的到任，等于把该地区国民党
几十万军队的供应分布、补给计划甚至军
事行动掌握到手。1947年4月下旬，杨荫
东获知胡宗南集中董钊的整编第1军和刘
戡的整编第29军向绥德、米脂推进并企图

压迫我军东渡黄河这一作战计划，而敌军
的补给物资集中在蟠龙，由整编第167旅
守卫。杨荫东将这一重要情报转给蒙定
军，蒙定军马上报告中共关中地委，关中
地委则通过电台报告西北野战军前委。

彭德怀、习仲勋领导的西北野战军
围歼蟠龙敌第 167旅的作战计划获得毛
泽东批准后，遂派出一支部队佯装主力
北撤，诱敌北进，而集中主力 4个旅攻歼
蟠龙之敌。1947 年 5月 2日，蟠龙战役
打响，5月 4日结束，歼守敌6700余人。

王超北和西安情报处

西安情报处直属李克农领导的中
共中央情报部。

从获取的情报数量和质量来看，西
安情报处在解放战争中贡献最为突出，
先后向党中央发送国民党军事、政治、经
济情报多达2400多份，计30余万字。特
别是在宜瓦战役、西府战役、荔北战役等
战役中，西安情报处向中央及时提供了
大量胡宗南部队的政治军事重要情报。
为此，1947年10月，中央表扬西安情报处
负责人王超北：“最近你处所来军事情报
颇有价值。”1948年 7月，中央又表扬他：
“一年来，你处军事情报很好，对西北我
军帮助很大，望继续努力。”

同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
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几次指示王超北，
要他了解南京军事会议内容。王超北经
过多方努力，获取蒋介石“撤退东北，确
保华中”的战略情报，这样机密的情报就
连当时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都尚不知
晓。党中央根据这一战略情报，作出发
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决策。因
此，中央和军队领导对王超北给予很高

评价。毛泽东称赞王超北：“庞智（王超
北的化名）是无名英雄。”贺龙则说：“超
北的一个情报，抵得上战场上一个师。”

王超北堪称我党情报奇才，与潘汉
年齐名。因此，我党情报界有“南潘北
王”之说。

王超北一生传奇故事颇多，其中之
一是把父亲留给他的 16000大洋的遗产
用来修筑西安情报处秘密机关。他亲
自设计，在西安大莲花池街 7号（今63
号）院落，建筑了两个地下工作室和两
个入口、3个出口、全长约 200米的地下
通道。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专家参观
后感慨：这里比斯大林建的第比利斯地
下印刷所还高级。

在国民党特务、宪兵、警察林立的
西安，王超北把电台设在国民党政府主
席祝绍周办公室附近的地下室里。同
时，他开辟了东路、北路和南路三条地
下交通线，护送我党干部和爱国人士去
延安，给党中央传递了不便电传的大量
情报。

传奇之二是，王超北把国民党中统陕
西省负责人李茂堂争取过来，成为内线，经
党中央批准成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王超北领导下的西安情报处，不仅
为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军
事情报，而且为保护古都西安作出了不
可替代的贡献。1949年 5月 20日，我人
民解放军第 6军开进西安市区。王超北
带着闵继蹇前来迎接解放军。闵继蹇
原是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西安办事
处主任，被王超北争取过来，担任西安
民众自卫总队副总司令。有了这样一
支武装力量做内应，解放军顺利进入西
安市区。自卫队还配合人民解放军维
持治安，保护历史文物和工厂、机关、学
校、商店。

西北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奇兵
■田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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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英雄王银虎，机智勇敢斗敌顽，
一人俘虏一个团，川康大地美名传！”这首
歌谣唱的是解放战争中一个传奇故事。

1949年 4月，第二野战军渡过长江挥
戈南下，挺进西南，去解放川康大地。重
庆解放后，国民党残部退守成都，随时准
备逃往西康。为斩断敌人退路，某部七
连连长王银虎所在部队以夜行近80公里
的急行军速度，向四川邛崃疾进。王银
虎率领七连担负部队先遣连的任务。

河流山川在夜色中被连队远远甩在
身后，邛崃渐渐在望了。此时部队急行
军一天一夜，干部战士疲惫到了极点。
王银虎想，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住，不能让
敌人从自己的面前跑掉。于是，他动员
全连说：“同志们，我们七连为人民立功
的时候到了，只要我们再坚持一下，就能
堵住敌人的退路，歼灭敌人！”在他的鼓
动下，全连官兵一口气追出十几里地，终
于追上了敌人，并堵住了敌人的退路，双
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夜幕渐渐降临，在夜色的掩护下，王
银虎带领全连向守敌摸去。在将要接近
敌人工事时，王银虎果断地命令部队走向
公路，大模大样向敌人阵地走去。他冲着
敌人喊道：“你们的战斗力太差了，胡司令
叫我们来换防，快叫你们连长来！”敌人被
喊声弄懵了，搞不清是怎么回事。王银虎
趁机一挥手，战士们冲了上去，解除了敌
人阵地警戒的武装。这时敌人连长从梦
中惊醒，跑了过来，对王银虎喝道：“你怎
么搞的，我没有接到上级命令，你们是哪
部分的？”王银虎用枪抵住敌连长的后腰
厉声喝道：“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快下
命令叫你的人投降！”就这样，一个连的敌
人全部当了俘虏。经过连续的追击作战，
七连严重减员。王银虎留下一部分战士
看守俘虏，自己带领余下的 30名战士向
敌城摸去。进城之前，他又留下 18名战
士在城外守候，防止敌人逃窜，自己带领

12名战士进城。他们用手榴弹炸开城门
并打退敌人一次次拦截，紧追向城内溃逃
的敌军。这时城内枪声大作，被枪声从梦
中惊醒的敌人也不知道来了多少解放军，
到处放枪，一片混乱。

王银虎乘敌人混乱之机，冲到了敌指
挥部所在的大门附近，向院子里扔了两颗
手榴弹，并借着爆炸烟幕的掩护冲进院
子，厉声喝道：“快缴枪！你们被包围了，
缴枪不杀！”院里的敌人战战兢兢地举起
了双手。面前的敌人究竟有多少，王银虎
自己也搞不清楚。他问一个俘虏：“你们
还有多少人？”俘虏答：“一个团。”王银虎
想，敌众我寡不能和敌人硬拼，要拖住敌
人，等打散的战士和后续部队赶到。于
是，他站在院里一处高台上对敌人进行了
宣传喊话。这时，敌群里走出了一名敌军
官，他到王银虎面前胆怯地问道：“你们是
哪一部分的？来了多少人？”王银虎答道：
“我们是刘伯承将军的部队，光包围你们
的就3个军！”王银虎晃了一下手榴弹冲着
敌军官说：“快下命令投降！再抵抗我就
叫部队打进来了。”敌军官连忙说：“不要
打了，不要打，我们缴枪！我们全团15个
连全部投降！”王银虎想，这么多敌人自己
只一个，绝不能叫敌人看出破绽，他向外
喊道：“通信员。赶快去和司号员联络，通
知部队不要打了，敌人要缴枪！”正在这
时，司号员恰好赶到，急忙吹起了军号。
军号在夜空中回荡，失去联络的战士们闻
声立即靠拢过来。就这样，敌人一个团的
兵力一个不剩，全都乖乖当了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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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相在历史的紧要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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