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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的辽东半岛军事大演习，从

筹备之日起就受到了党中央、军委和毛泽

东的高度重视。叶剑英元帅亲自担任军演

总指挥，粟裕、陈赓、邓华、甘泗淇、肖克担

任副总指挥。大演习开始后，党和国家领

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贺
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国防委

员会副主席张治中、龙云，党中央和国务

院各部门负责人杨尚昆、习仲勋、王首道、
黄敬、赵尔路、吕超、章伯钧以及我军高级

将领黄克诚，罗瑞卿、谭政、王树声、张云

逸、肖劲光、许光达大将及刚授军衔的上

将、中将和少将，都亲自出席并观看了此

次陆海空三军大演习。第三兵团、38 军、
39 军、40 军、64 军，第一机械化师，空二

军、空三军、空降师、海军旅顺基地共 8 万

多名指战员参与了演习；参加演习的飞机

有 262 架，舰艇 65 艘，坦克、装甲车、自行

火炮等各种大炮 1100 余门。辽东半岛大

军演所参演的兵力、装备、兵种数量、现代

化程度都创我军军演历史之最，军演层次

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我军历史上

写下了重要的一笔，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

验，大军演包含了我军诸多之一：第一次

陆海空大规模登陆演习、第一次 800 多名

将帅一起参加的军演、第一次邀请苏联、
朝鲜、越南、蒙古四个军事代表团及东欧

一些军事观察员参加。

辽东半岛军事大演习的背景

抗美援朝战争后，毛泽东与党和国家

领导人及军队领导人都深深地感受到：中

国正面临核武器、化学武器、帝国主义在

我国沿海登陆“三大威胁”。在朝鲜战争

中，在战场上遭到我军沉重打击后，美国

总统艾森豪威尔扬言要对中国使用原子

弹，并于 1953 年春季将原子弹运到日本

冲绳岛。核战争一触即发。这让毛泽东真

切地意识到：现代战争不可能回避核武

器，中国不可能回避核战争。正是如此，中

国领导人加快了发展核

武器的脚步。与此同时，

毛泽东也开始关注解放

军在核条件下的作战研

究。化学武器也是中国

面临巨大的威胁，为了

有效地对付侵略者化学

武 器 的 攻 击 ，1954 年 4

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

防化兵部队，把研究现

代战争条件下的防化作

战提到了议事日程。
近代以来，外国侵

略者曾从海上登陆侵略

中国本土。对于有着漫

长海岸线的中国来说，抗敌登陆作战显得

尤为重要。这也是辽东半岛军事大演习的

一项重要内容。1955 年 7 月，军委副主席

叶剑英将有关在辽东半岛组织一次大型

演习的报告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毛泽

东看了报告后，很快给予了批复。指定这

次军演由叶剑英任总指挥，总参谋长粟

裕、副总参谋长陈赓、沈阳军区司令员邓

华、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训练总监副

部长肖克担任副总指挥。根据毛泽东的提

议，经中央军委批准，这次演习定位为：在

假设使用原子弹和化学武器的条件下，方

面军组成集团军、军两级。除了演习部队

八百将帅参加辽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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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有部分民兵参加抗登陆战役演习。

800 多名将帅参与的大军演

1955 年辽东半岛大军演前，我军首

次授衔仪式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

行。中央军委研究，为了实行未来作战需

要，能够迅速提高这些高级指挥员指挥作

战和组织实施抗登陆战役的能力，组织全

军少将级别以上的 809 名将军，集结在旅

大观看演习，由于参加观看的各级将军数

量很多，交通工具紧缺，沈阳军区和辽宁

省旅大市征调了大批客车和吉普车接送

各级军官，即便如此，还有一些少将提着

马扎子坐着卡车去演习现场观战。
据当年参加过辽东半岛大军演的著

名军事摄影家张友林回忆：“高职干部都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那么现在学习新的战

争理论到底怎么组织现代化的演习他们

还不太清楚，所以通过这次军演要学习怎

样组织，红蓝方怎么划分，演习导演进程

怎么指挥，怎么实施的，这些都要学习。”
军演初期，将军们对什么是抗登陆战

役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那么，什么是抗登

陆战役？抗登陆战役是一种特殊类型防御

战役，它是陆军、海军、空军战役的总合，

就是说达成抗登陆战役总目的，在统一指

挥下，我陆海空三军形成在海上、空中、陆
上对敌人实施一系列的突击，达到彻底粉

碎敌人登陆的目的。
这次辽东半岛大军

演，引起世界各国关注，

苏联、朝鲜、蒙古、越南

等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

级将领都率军事代表团

前来参观，波兰和匈牙

利等国也派出了军事观

察员。
在这次军演中，官

兵们都戴上了新军衔，

军官和士兵全部穿上了

统一制式的军装，佩戴

军衔。“佩戴军衔和大军

演一样，都是我们军队

正规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演习中出现

了不同兵种，穿着不同的军装，有海军白

色的军服，有蓝色的空军军服，有绿色的

陆军军服，说明我们当时的军种已经完善

了。在陆军中，还出现了其它不同的兵种，

比如装甲兵、炮兵、通信兵、工兵等。还有

头戴无沿帽的女兵，兵种比较齐全”。

新金县看演习沙盘“纸上谈兵”

1955 年 11 月 3 日上午，观看演习的

首长们来到位于新金县的演习指挥部观

看沙盘作业。这个沙盘足有半个足球场那

么大，整个演习的微缩场景和战略部署都

在这个沙盘上一览无余。负责为各位首长

讲解的是时任三兵团司令的曾绍山。经过

前几个月近十几次的模拟演习后，曾绍山

对整个演习过程的兵力部署早已烂熟于

心。为了能够让首长们在短时间充分理解

演习的作战部署，讲解的前一天晚上，曾

绍山又把作战计划在心里默背了一遍。谁

知在讲解当天，当曾绍山站在沙盘中央熟

练地“排兵布阵”时，周恩来突然从看台上

走下来，打断了他的讲解：“你讲的很好

嘛。演习面对的是我军自己假设的‘假敌

人’，进攻路线是事先安排好的。如果敌人

真的要抢滩登陆，可不是按照我们预计的

路线进攻，你们想没想好对策啊？”接着，

总理顺势把原本在旅顺塔河湾的登陆点

改在了庄河的花园口海滩。曾绍山很快就

改变了作战计划，为总理讲解起另一套备

用作战计划。后来，周恩来又问了很多原

作战计划外的“突发事件”。由于准备充

分，曾绍山从容不迫地应对这些“突发”情
况，指挥若定。周恩来听了曾绍山的讲解，

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下午，演习指挥

部举行了演习前的动员大会，为第二天即

将举行的正式演习进行最后的部署。

陆军和海军在城子坦和塔河湾

实施抗登陆演习

模拟陆军坦克防御敌人登陆———整

个演习的观礼台在庄河市王家大山山顶。
王家大山海拔 300 多米，站在上面俯瞰，

可以将附近海域的景色尽收眼底。1955

年 11 月 4 日，天刚蒙蒙亮，各位首长们已

经步行登到山顶，准备观战。这次演习的

所有装备均是从前苏联手中收回旅大军

事基地时留下的苏式装备。上午 9 时整，

演习总指挥叶剑英元帅手持苏式报话机

下达了“开始演习”的命令，十几架伊尔

28 型轰炸机从王家大山上空直扑而下，

把百余枚炸弹倾泻在“敌”方正在准备向

城子坦海滩登陆的舰队中……几分钟之

内，我军接连出动多批次战机连续对“敌”
登陆舰队的前沿和纵深要点实施火力突

击，掩护了我军海上作战群阻击作战的展

开。就在伊尔 28 型轰炸机和米格 15 歼灭

机对“敌”进行反复火力突击的同时，“敌”
军一支登陆舰队已森然列阵在远方海面。
我军及时派出 T34 坦克向海面上的“敌”
军开炮进行阻击，同时陆军冲锋战士全副

武装扛着冲锋枪“等候”准备登陆的敌人。
没等“敌人”在海滩上站稳脚跟，我军便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前来进犯的“敌

人”。
模拟原子弹爆炸———在塔河湾实施

反登陆战役演习前，我军指挥部充分考虑

到敌人在海滩上登陆的过程中不排除使

用原子弹等杀伤力极大的武器的可能性。
11 月 5 日，海军的反登陆演习在旅

顺塔河湾海滩举行，从旅顺口到花园口一

邓小平在聂荣臻的陪同下视察军演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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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43 页）出来，这事也依然会实现，只是

时间的问题罢了，毕竟血浓于水啊！经国先

生晚年对中国人真正的大贡献，是开放老兵

返乡探亲，从此打开了两岸隔绝数十年的通

道，也才有往后的“大三通”、“两会的对话”、
“九二共识”，以及和平发展的演进。陈香梅

说：“对中美建交和两岸同胞交往，我尽了绵

薄之力，是我一生中足以告慰自己的事。“
1989 年初，台湾、香港和美国的朋友

希望陈香梅率领一个团到中国大陆访问，

因为他们多半是第一次到大陆，当然，其

中几位以前曾暗中去过一、两次，有些也

早就通过其他渠道在大陆有了投资。但他

们都有些恐惧，怕在台湾被查扣，或在大

陆遇到“莫须有”的麻烦。陈香梅以国际合

作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带领访问团来到北

京。北京方面表示欢迎。她们在北京受到

最高的礼遇，住进钓鱼台国宾馆总统楼。
总统楼是 18 号楼，比白宫还漂亮，除了接

待国家元首外平时是不开放的。对各国退

任元首和总理最高礼遇时也只招待住 12

号楼或第 8 号楼。但全体团员全住到 18

号楼，陈香梅因此和团员开玩笑说：“你们

此生大概只有这一次住这栋宾馆，除非有

朝一日你做了总统。”
“我相信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两岸同

胞的交流，海峡两岸一定会统一，这是历

史的必然选择。”陈香梅满腔热忱地希望

两岸年轻人多交流，增加文化认同感，让

伟大的中华民族永远屹立在世界东方。

带的海域全部封锁。当天，演习过程中三

个地点：旅顺塔河湾海滩、庄河花园口海

滩和原大连化工厂皮口地区都埋放了用

凝固汽油和镁粉混合制成的“原子弹”。演

习开始后，“敌人”将三颗“原子弹”引爆，

准备抢滩登陆我方阵地。很快，天空中形

成了巨大的蘑菇云。我军的战士们早已穿

上了重达几十公斤的橡胶防护服、戴着防

毒面具，躲在掩体里伺机迎战。
爆炸过后，“敌军”舰队开始从海上发

起攻击。我军阵地上的海岸炮团将几百门

180 大炮向“敌舰”开火进行阻击。不过炮

手们瞄准的不是冲锋艇，而是挺后拴着的

船靶子。如果瞄准不当的话，很可能会“伤

及无辜”。在如此强烈的火力攻击下，许多

靶船被击沉。我军还出动了“鞍山号”、“长

春号”和“抚顺号”三艘鱼雷攻击舰，对敌

军进行海上打击。当“敌军”的先锋部队快

要登陆海岸线的时候，我军身着防护服的

冲锋战士们从掩体里一跃而出，迅速在海

滩上占据有利地形对“敌军”实施拦截。在

海陆空三军共同阻击的配合下，“敌军”的
抢滩登陆计划被粉碎。

模拟抢滩登陆———11 月 5 日下午，

我军以模拟解放台湾岛为演习目标，演练

抢滩登陆。演习开始后，我方伊尔 28 型轰

炸机对“敌”炮兵阵地实施密集轰炸。我军

通过多次的空中火力突击和海上火力准

备，摧毁了“敌”大部前沿阵地和纵深重要

目标，为立体登陆创造了条件。此时，我军

登陆输送队已经抵达泛水线，随时准备登

陆。滩头一线，我军登陆队乘风破浪，快速

抵达，超低空掠海而来

的飞机实施轮番攻击，

压制“敌”纵深火力。几

分钟后，“敌军”对我军

登陆部队实施火力拦

阻。与此同时，我军的

数批歼击机、轰炸机横

空出世，对岸滩障碍继

续实施空中火力清障。
海面上，我军的数艘鱼

雷攻击舰配合施以密

集的火力支援。在几十

架飞机的掩护下，我军

以锐不可当之势，抢滩

登陆。随后，第一拨登陆兵顺利抢滩上陆，

夺占“敌”滩头阵地。我军抢滩成功，观礼

台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三天的大规模演习后，还进行了各类

小规模的专业演习，例如：工兵夜晚在庄

河碧流河上快速架桥等。整个辽东半岛大

演习共持续了 10 天，于 1955 年 11 月 14

日落下了帷幕。苏联军事代表团观看了演

习准备情况后，好奇地问：“演习准备了多

长时间？”我方回答：“准备了近 3 个月时

间。”苏联代表团成员说：“准备工作很充

分，像这样大规模的战役演习，在苏联也

需要 3 个月的时间。”
演习结束后，在大连召开总结大会，

这次军事演习总导演、中央军委副主席叶

剑英元帅做了总结。他提出这次辽东半岛

军事大演习非常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

演习总结出了不少宝贵的实战经验，提高

了我军各兵种协同作战能力，是一次成功

的近似实战的军事大演习。演习总指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

彭德怀元帅作了关于加强我军在未来战

争条件下的军事训练报告，他要求我军广

大指战员提高警惕，加强战备，不断提高

战术技术水平和诸兵种合成训练水平，随

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叶剑英的总结和彭

德怀的报告吹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革

命化、正规化、现代化进军的号角。
1955 年辽东半岛军事大演习已经过

去了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

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重大

发展，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组织指挥

我军首次辽东半岛的三军联合大演习所

探索出的宝贵经验，对我军未来发展起到

重要的推动作用。

刘少奇、邓小平、贺龙、叶剑英、杨尚昆等人乘坐登陆艇
视察海岸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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