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11

70

抗 美 援 朝 出國作戰

周年

■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張景光
2020年10月19日（星期一）
2020年
2020
年 10
10月
月 19
19日
日（星期一）
2020年10月19日（星期一）

抗美援朝戰爭是二戰後第一場大規模的國

編 者 按

際性局部戰爭，交戰雙方投入戰場上的兵力

天地英雄氣，千秋尚凜然。
今 年 是 中 國 人 民 志 願 軍 抗 美 援 朝 出 國 作 戰 70
周年。
1950 年 10 月 19 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赴
朝參戰。10 月 25 日，志願軍打響了入朝後的第一
仗，拉開了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的序幕。英雄的中
國人民志願軍將士，高舉保衛和平、反抗侵略的正
義旗幟，同朝鮮人民和軍隊一道，歷經兩年零九個
月捨生忘死的浴血奮戰，贏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偉
大勝利，創造了人類戰爭史上以弱勝強的光輝典
範。這是中朝兩國人民和軍隊團結戰鬥的偉大勝
利，是維護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事業的偉大勝利。
香港文匯報從即日起推出系列專題報道，全面回顧
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的偉大壯舉。

最高達 300 多萬人，但雙方武器裝備水平對
比極為懸殊。美國軍隊使用了除原子彈以外
的全部先進武器，掌握着戰場的制空權和制
海權，地面部隊亦全部機械化，而中國人民

志願軍基本上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戰，武
器裝備相當落後。在武器裝備處於懸殊劣勢
的情況下，中國人民志願軍採取「以運動戰
為主，與部分陣地戰、敵後游擊戰相結合」

的作戰方針，連續進行五次戰役，經過反覆

較量，與朝鮮人民軍一起共殲敵 23.3 萬餘
人，把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從鴨綠江

邊打回「三八線」及以南地區，並將戰線穩
定在「三八線」南北地區，迅速打出了有利
的戰爭形勢，奠定了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基
礎。

■ 志願軍戰士監視敵人
志願軍戰士監視敵人，
，
阻擋進犯的美國侵略軍。
阻擋進犯的美國侵略軍
。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起止時間

■ 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抗美援朝群情激昂
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抗美援朝群情激昂。
。

1950年10月25日開戰，1953年7月27日停戰，共打了兩年零九個月。

作戰地區

著名軍事專家羅援將軍接受香港文匯報

北起鴨綠江，南至「三七線」，以後轉到「三八線」附近。

專訪時指出，抗美援朝戰爭打出了中國的

作戰兵力

敵方：110 萬餘人（最大兵力）
是以美國為首的打着「聯合國旗號」的侵略軍，共 17 個國
家的軍隊。這些國家參戰的軍隊，都有着當時最現代化的武
器裝備，特別是美國，除了有現代化技術裝備的陸、海、空
軍以外，手裏還握有原子彈。在朝鮮戰場上的最大兵力達
110 萬餘人，其中美軍 54 萬餘人；美國侵朝兵力佔它全部陸
軍的三分之一、空軍的五分之一、海軍的近半數。

敵我總兵力對比為1：1.4，
地面部隊則為1：1.7，
我方優於敵人。

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

侵朝美軍炸丹東 中國援鄰固邊境

敵方：10,388 門火炮、785 架飛機、
106 艘艦艇、886 輛坦克（初期）

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但是

羅援將軍指出，當時黨中央高層存在一些
不同的意見和顧慮，「但是從更深層次的國
家利益角度來考慮，毛澤東主席認為，朝鮮
如果淪陷，唇亡齒寒，美韓軍事同盟將直抵
我鴨綠江邊，有了一個從陸地進攻我方的戰
略通道，隨時可以找任何借口對我發動戰
爭。到那時，從東北邊疆到東南沿海，我國
將永無寧日。從戰略布局來看，我國的重工

武器裝備

戰爭開始時（1950 年 10 月），有飛機 785 架、艦艇 106 艘、坦克
886 輛、火炮 10,388 門，戰爭中敵方最多時坦克達 1,543 輛，火炮
達 19,530 門，艦艇達 310 艘（其中美軍 210 艘），飛機達 2,082 架
（其中美軍 1,823 架）。戰爭中，共出動飛機 104 萬架次，平均每
天出動800架次，最多一天出動達2,400架次。

敵我武器裝備數量和性能，
我方均遠遠劣於敵方。

濟，實際上是在享受着抗美援朝戰爭所創

在朝鮮戰場上的最大兵力為 180 萬餘人，其中中國人民志願軍 134
萬人。志願軍先後入朝的部隊共有：27 個野戰軍 79 個步兵師、12 個
空軍師、16 個炮兵師、10 個鐵道兵師、10 個坦克團、2 個公安師、14
個工兵團。先後入朝部隊佔全軍陸軍的 70%、空軍的 41%、炮兵的
73%、防空軍的60%、坦克兵的30%、工兵的57%、公安軍的11%、
鐵道兵的100%。

造的「和平紅利」。「正如毛澤東所說：
我們不要去侵犯任何國家，我們只是反對
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的侵略。如果不是美

我方：3,510 門火炮（初期）

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我們

沒有海軍，戰爭開始時沒有坦克和空軍，只有火炮3,510門，其中絕
大部分為75毫米口徑以下的輕炮。戰爭後期第一線和第二線飛機最多時
達1,043架（其中志願軍366架），但主要用於掩護後方主要交通運輸線
和局部的空中作戰，不能直接支持地面部隊作戰，此外，火炮19,702門
（其中志願軍14,986門），坦克達792輛（其中志願軍430輛）。

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這是完全必

國

中

要的和完全正義的，全國人民都已明白這
種必要性和正義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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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朝鮮內戰爆發後，美國
1950杜魯門政府悍然派兵進行武裝干

國軍隊佔領我國的台灣、侵略朝鮮民主主

期，我們今天所以能夠專心致志地建設經

我方：180 萬餘人（最大兵力）

◆圖片來源：本報資料室

涉，發動對朝鮮的全面戰爭，並不顧中國政
府多次警告，越過「三八線」，直逼中朝邊
境的鴨綠江和圖們江，出動飛機轟炸我國東
北邊境城市安東（今丹東），把戰火燒到了
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上。當時的中
國，解放戰爭剛剛結束，處於百廢待興的極
端困難複雜狀況。面對強敵的侵略行徑和戰
爭威脅，中國要不要出兵參戰，要不要同美
國進行戰爭較量，在政治、軍事和外交上都
是至關重要的戰略問題。

國威軍威，打出了中國 70 年的和平時

業基地半數在東北地區，如果朝鮮淪陷，這
些重要戰略要地均直接處於美國飛機威脅之
下，甚至連中國的首都北京也在美國轟炸機
的活動半徑之內，中國的戰略後方和經濟政
治中心，頓成前線或戰略淺近縱深。另外，
如果美軍佔領了朝鮮，氣焰將更加囂張，甚
至會得寸進尺，進一步支持蔣介石集團同我
方搗亂，國內的反動勢力就會有恃無恐。美
國還會進一步插手越南和緬甸等國家的事
務。那時，我國將處於內外夾擊的被動局
面，國家安全就會失去保障，全國人民就會
失去安全感，又怎能安心進行建設呢？而且
我們已經對外公開承諾，如果美國軍隊跨過
『三八線』，我們要管。但美國軍隊跨過了
『三八線』，我們卻視而不見，將失信於國
際社會。 」

捲入戰爭誠被動 出兵抗美實堅決
軍事專家、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日前在一
軍事節目中表示：「我們是被美國強行捲入
這場戰爭的，美國因朝鮮內戰爆發而阻止中
國的統一，對中國的國家利益形成了巨大的

挑戰，我們不得不在朝鮮半島作出強烈的反
應，我們的反應是被動的。」
金一南認為，美國人低估了中國人的決心
和意志，這是美國人犯的絕大錯誤。他們第
一個判斷就錯了，認為朝鮮南北戰爭是中國
策動的，第七艦隊出兵隔斷台灣海峽，對中
國的國家利益造成根本性的影響。第二個判
斷認為，對中國的利益造成根本性影響之
後，中國人只能咬牙吞下這顆苦果，不會作
出激烈反應，更沒有資格、沒有膽量、沒有
實力在朝鮮半島出兵，美國人又錯了。在舊
中國，的確是打斷了胳膊往袖筒裏塞，打掉
了牙齒和血吞；但是新中國不一樣了，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國家意志換了，國家戰
略換了，國家戰略視野換了，所以我們堅決
出兵。我們要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彰顯國
家意志。沒有這種堅決的行為，不可能在強
手如林的世界民族之林中安然入座。我們必
須用西方懂得的方式與它們打交道，光是語
言的抗議，光是報紙的社論，光是領導人講
話，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必須用實際行動作
出堅決反擊和有力的回應。

鴨

安東

（丹東）

三八線

平壤

正義之戰 保衛和平

以弱勝強 戰爭奇跡

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

漢城
（首爾）

宣誓出征

第一次戰役 首戰告捷
1950 年10月25日－11 月 5 日

俘虜美軍

第三次戰役 攻佔漢城
1950 年 12 月 31 日－1951 年 1 月 8 日

「聯合國軍」退守「三七線」後，依靠先進的武器裝
備和完善的補充體系，集中地面部隊 25 萬餘人，在空軍支
援下，發動全線反撲。志願軍和人民軍被迫停止休整，轉入防
禦作戰。經機動防禦大量殲敵，將敵阻止在「三八線」附近地
域。此役歷時 87 天，殲敵 7.8 萬餘人，掩護了戰略預備隊集結
和展開，為第五次戰役創造了有利條件。

戰爭中，除原子彈以外，美國
使用了包括戰略轟炸機、航空母
/1 艦、戰列艦甚至細菌彈在內的所
有先進武器裝備。這樣的作戰對
象，在人民解放軍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在世界上
也是第一次。

GDP 相差逾十倍
著名軍事專家羅援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
指出，抗美援朝戰爭初期，中美力量對比實力懸
殊。1950 年，中國的工農業總產值為 574 億元人

民幣（按當時人民幣與美元2.5：1的比值計算，
僅相當於 229.6 億美元），而當年美國的國民生
產總值為 2,848 億美元，是中國的 12 倍多。中國
的鋼產量為 60.6 萬噸，美國為 8,772 萬噸，是中
國的144倍。
據介紹，1950 年 10 月，美國投入到朝鮮戰場
的作戰飛機達 1,200 架，中國能夠勉強作戰的飛
機只有 110 餘架；美國投入海軍艦船近 300 艘，
中國海軍尚未形成戰鬥力；美國投入坦克 800 餘
輛，中國的裝甲部隊正在組建之中，從蘇聯訂貨
的 10 個團 400 輛坦克剛剛到貨；美國陸軍平均 4

個人裝備 1 輛汽車，中國陸軍平均 500 人才有 1
輛；美軍一個團的火力強度，要超過中國一個
軍。據當時中方的材料，美國一個軍（三個師）
裝備各種火炮 1,500 門，而中國一個軍只有同類
火炮36門。美軍在戰時共投射彈藥330萬噸，
中國消耗彈藥僅 25 萬噸。美軍 1 名
作戰士兵有 13 名
後勤兵保障，志
願軍 1 名後勤兵要
保障上百名作戰
士兵。

以志願軍為主共68萬餘人參戰，
「聯合國軍」地面部隊第一線共34
萬人。我軍再次進逼漢城、「三七
線」附近，最後經運動防禦將戰線
牢牢穩定在「三八線」南北地區。
此役我軍連續奮戰 50 天，殲敵 8.2
萬餘人，將戰線牢牢穩定在「三八
線」南北地區，迫使敵人不得不承
認中朝人民的力量，而再次祈求停
戰談判。從此，交戰雙方形
成戰略對峙。

■ 志願軍雄赳赳氣
昂昂跨過鴨綠江，和
朝鮮軍民一起痛擊美
國侵略者。

（1953 年 9 月 12 日
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
員會第 24 次會議上，
在聽取彭德懷《關於中
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
工作的報告》後，毛澤
東發表講話）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世
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偉大勝利，
是維護正義、反對強權的英勇
壯舉，是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
主義的壯麗史詩，是中國人民
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事
業建立的巍峨豐碑。
（2000 年 10 月 25 日，首都各界
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
戰50周年大會，江澤民發表講話）

抗美援朝戰爭過去已經40年，但是，它留給我們的
寶貴精神財富是永存的。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志願軍
廣大指戰員，特別是一大批像黃繼光、邱少雲、羅盛
教那樣的英雄人物，一切聽從黨中央的號令，為了國
家和民族的利益，不畏艱難困苦，不怕流血犧牲，敢
於鬥爭、敢於勝利，顧全大局，遵守紀律，這種愛國
主義、國際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永遠閃耀着燦
爛的光輝，不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鼓舞我國
人民為振興中華而奮鬥的強大精神力量。
（1993 年 7 月 25 日，抗美援朝紀念館開館，胡錦濤發表講
話）

抵禦進犯 國防進步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們的敵人給
我們倒逼出了一個國防和軍隊現代化
的基礎。」羅援在接受採訪時指出，
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國經濟不但
沒有遭到破壞，而且還得到發展，這
在中國戰爭史上是從來沒有的，堪稱
奇跡。中國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花

費幾十億人民幣就建造了一個基本完
整的工業和國防體系，在世界上亦創
造了成本最低、用時最短的奇跡。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極大地激
發了全國人民的愛國積極性。他引述
《當代中國財政》一書的記載數據：
財政收入，1950年為65.19億元，1951

年為 133.14 億元，1952 年為 183.72 億
元，1953 年為 222.86 億元。每年都在
大幅地增長。
羅援表示，抗美援朝戰爭由於得到
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援
助，為中國的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奠
定了基礎。蘇聯當時援華項目一共156
個，落實了 150 個，其中 144 個項目與
軍工有關。

習近平

「聯合國軍」在第一線擔任進攻的總兵力34.4萬餘人，志願軍投入作
戰的總兵力為38萬餘人。此次戰役確定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基礎，將敵人
趕至「三八線」以南，徹底粉碎了「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妄圖
「聖誕節前結束戰爭」的夢想，將瘋狂冒進的敵人一直打退到「三八
線」以南，共殲敵3.6萬餘人，其中美英軍2.45萬餘人，並使其車輛、火
炮、坦克等軍事裝備損失慘重，美國第8集團軍司令沃克死於此役。

第五次戰役 迫美求停戰
1951 年 4 月 22 日－
6 月 10 日

抗美援朝戰爭的
勝利是偉大的，是
有很重要的意義
的。

胡錦濤

五大戰役
五戰五捷

第四次戰役 機動防禦
1951 年 1 月 25 日－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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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人精彩論述

第二次戰役 收復北朝鮮
1950 年 11 月 6 日－12 月 24 日

軍力懸殊 知難不退

拯救民眾

江澤民

「聯合國軍」退至「三八線」及以南後，在第一線、第二線共部署兵力
25 萬人，參加此次戰役的中朝軍隊共約 30 萬餘人，由中朝聯合司令部統
一指揮。此次戰役中朝採取穩進方針，將敵人驅逐至「三七線」。此役歷
經8個晝夜，殲敵1.9萬餘人，其中志願軍殲敵1.2萬餘人，攻佔了漢城。

繳獲敵機

毛澤東

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在第一線擔任進攻的總兵力13
萬餘人，志願軍參戰總兵力約 29 萬餘人。志願軍出手即
勝，將敵人趕過清川江。此役經過 12 個晝夜的艱苦作戰，
殲敵 1.5 萬餘人，迫使敵人從鴨綠江邊退至清川江以南。志
願軍首戰告捷，穩住了陣腳，為以後作戰創造了有利條件。

奮渡漢江

60年前發生的那場戰爭，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強加
給中國人民的。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是保衛和
平、反抗侵略的正義之戰。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力量
源泉及其獲得勝利的根本原因，是偉大的抗美援朝
鬥爭的正義性。60年前，中國人民在忍無可忍的情
況下，毅然派出志願軍抗美援朝，完全是保衛和
平、反抗侵略的正義之舉。所以，志願軍將士才會
有愈戰愈勇的旺盛鬥志和高昂士氣，才能不斷創造
出驚天地、泣鬼神的戰爭奇跡。
（2010 年 10 月 25 日，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
國作戰60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講話）

寶貴啟示 敢於鬥爭
抗美援朝戰爭的硝煙早已散去，但現代戰
爭的根源還沒有消除。專家們認為，當今世
界並不安寧，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依然存
在，局部戰爭和武裝衝突連綿不斷，中國安
全形勢嚴峻複雜，面臨的戰爭威脅不能排
除。抗美援朝戰爭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包括鬥爭藝術，具有極強的現代啟示意義。

桌上也很難得到。四，要爭取一切可能的外
援，結交一切可以爭取的朋友。但更要立足
於自己，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打鐵還
需自身硬，只要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了，我們
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維護主權 不懼戰爭

軍事科學院特聘首席專家何雷指出，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
能實現的，在前進道路上面臨的各種鬥爭必
將是長期複雜的。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對國
際戰略格局產生深刻影響，使中國安全形勢
更加複雜嚴峻，特別是中美關係正處於建交
40 多年來最嚴峻的局面，迫切需要我們發揚
抗美援朝戰爭不畏強敵、敢於鬥爭的精神，
堅定鬥爭意志、激揚鬥爭精神，迎接新的挑
戰。凡是危害我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
各種風險挑戰，凡是遏止破壞我國實現「兩
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進程的各種艱難險阻，我們都必須直面應
對，進行堅決鬥爭，毫不動搖，毫不退縮，
直至勝利。

在軍事專家羅援將軍看來，抗美援朝戰爭
至少具有四點啟示：一，中國人民熱愛和
平，但絕對不懼怕戰爭。客人來了有美酒，
豺狼來了有獵槍。如果有人膽敢挑釁中國的
主權和領土完整，我們將堅決應戰，毫不含
糊。二，美帝國主義有真老虎的一面，我們
要認真對待；美帝國主義也有紙老虎的一
面，我們不要懼怕。只要我們實施正確的戰
略戰術，使用適用的武器裝備，加上人的勇
敢精神，就可以打敗美帝野心狼。三，對強
敵只能以兩手對兩手，爭取和，準備打。談
談打打，打打談談，以打促談。要丟掉幻
想，準備鬥爭。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談判

復興民族 不畏強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