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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兵站体制建设述论

郜耿豪

摘 要: 志愿军兵站体制是后勤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兵站体制的继承和发

展。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作战物资主要从祖国大后方运来，后勤工作异常繁重，而其中的运输工作又

是重中之重。为适应战场情况的变化，确保运输的畅通，志愿军后勤部门不断调整和完善兵站体制: 在兵站

领导体制上逐步建立战略、战役、战术三级体制; 在兵站勤务体制上逐步由兵站线发展到兵站网。合理、完善

的兵站体制，确保了志愿军运输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为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人民军队兵站体制建设奠定了一定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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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站体制、装备和人员是构成兵站战斗力的三个要素，自人民军队兵站产生以来，无不从这三

个方面开展兵站建设，提高兵站战斗力。与国内革命战争相比，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

的后勤保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即由革命战争时期的战场缴获为主迅疾过渡到后方补给为主，革

命战争时期的兵站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朝鲜战场环境的剧烈变化。为此，志愿军不断调整兵站体制，

以适应志愿军后勤保障的实际需要。本文拟对志愿军兵站在领导体制建设、勤务体制建设等方面

工作进行系统梳理，以总结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兵站体制建设经验，为未来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人民

军队兵站体制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兵站领导体制建设

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在后勤保障上采取建制保障方式，因此，兵站也采取建制兵站制( 或称

部队兵站制) ，即部队及其相应的后方( 军区) 建立专门的兵站系统，负责该部队的后勤保障任务。
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志愿军多军兵种参战，后勤保障日益复杂，于是逐步采取了分区保障与建制

保障相结合的后勤保障方式，兵站也相应地采取了区域兵站与建制兵站相结合的体制。兵站领导

体制由前期的军区、军二级领导体制过渡到军区、志愿军、军三级领导体制。
志愿军的兵站领导体制是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兵站领导体制的继承和发展。解放战争时

期，在一个战略区域内，兵站领导体制或实行军区一级领导体制，或实行军区、野战军两级兵站领导

体制。前者为野战军后勤体制不健全的地区，如华北、中原解放区，后者为野战军后勤体制健全地

区，如西北、东北、华东解放区。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志愿军没有成立后勤领导机构，其后勤事务由

东北军区后勤部( 简称东后) 负责，兵站系统也由军区后勤部负责建立和领导。志愿军后方勤务司

令部( 简称志后) 成立后，兵站领导体制由军区、军二级分为军区、志愿军、军三级，军区后勤部负责

战略兵站领导，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战役兵站领导，军后勤部门负责战术兵站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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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军区、军二级兵站领导体制建设

在出兵朝鲜前夕，中央军委经反复研究决定，东北边防军不组织后勤领导机构，其后勤保障由

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1950 年 8 月，东北军区后勤部成立，部长李聚奎( 1951 年 2 月改为第一政治

委员) 、政治委员张明远( 兼，张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 ，下设后勤本部、政治部、财务部、军械

部、运输部、卫生部和营房部，所属单位有安东( 今丹东) 、辑安( 今集安) 办事处和兵站、医院、仓库、
修理厂以及汽车、辎重等部队。10 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

决策，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8 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在后勤保障上规

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

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为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1］6 根据解放战争

时期后勤保障经验，东北军区后勤部以设分部和后勤前线指挥所( 部) 的方式具体领导兵站工作。
1． 战略、战役后方设置分部，负责领导战略、战役兵站工作。后勤分部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军

区后勤部创设的后勤机构。东北军区后勤部和野战军后勤部下设若干分部，每一分部辖若干大站，

负责某一方向作战部队的后勤保障。在志愿军入朝参战前，东北军区后勤部便积极组建分部。初

期计划抽调各大军区后勤力量组建 3 个分部: 由东北军区自行组织 1 个分部，由中南军区和华北军

区各组织 1 个分部。1950 年 10 月中下旬，3 个分部基本组建完毕并开始工作。志愿军入朝参战

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参战部队的增多，后勤分部的数量也逐步增加、各分部力量也逐步充实。
至第五次战役时，志愿军有后勤分部 6 个，下属大站 31 个，汽车团 11 个、人力运输团 8 个又 8 个营，

另有口岸办事处 2 个。［1］61

2． 建立后勤前线指挥所( 部) ，具体协调和指挥前线兵站事宜。为统一指挥前方后勤分部的工

作并指导部队后勤工作，东北军区后勤部借鉴解放战争时期华北军区于野战军部队成立前方后勤

指挥部的经验，于 1950 年 10 月 23 日成立前方后勤指挥所( 简称前勤) ，随志愿军领导机关入朝。
在第二次战役中，为适应军事上东西两线作战的需要，东北军区后勤部组织了两个前方后勤指挥

所，其中西线指挥所为第一次战役中的前勤，指挥第 3、第 1 分部，负责保障西线部队; 东线指挥所

在第 9 兵团后勤部的基础上建立，指挥第 2、第 4 分部，负责保障东线部队。［1］31 第三次战役后，为加

强前方后勤工作的组织领导，又将东西两个后勤指挥所合并为前方后勤指挥部( 仍简称前勤) 。为

加强与后方军区后勤部的联系，增设了通信科和两个通信连，增配 2 部电台。东北军区后勤部在工

作分工上: 周纯全部长、张明远( 原中南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长，与上文提到的张明远政委不是同一

人) 副部长、杜者蘅副政委驻前方，李聚奎政委、周玉成副部长驻后方，张明远政委往来于前后方，负

责联络。［1］60

3． 逐步建立战术兵站领导体制。抗美援朝战争中，一般使用一个或数个兵团进行一场战役，因

此，兵团后方为战役后方，而军后方则为战术后方。战争准备阶段，东北边防军各军、师相继恢复与

健全了后勤部( 处) ，增编了兵站( 供应站) ，医院( 医疗所) 及运输、装卸等勤务分队。只是由于军、
师等各级后勤力量十分薄弱，战术兵站体制极不健全。同时，由于撤销了兵团后勤，在前三次战役

中，东北军区后勤部门不得不实行跟进保障，直接将物资送至军、师，甚至前沿阵地。第三次战役

后，为了解决后方运输线过长、后勤分部运力不足的矛盾，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挖掘军以下后勤潜力，

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作出开设供应站、变跟进保障为定点供应的决定。这样，后勤分部只进行战

役兵站工作，战术层次的兵站工作由军、师、团各级后勤自行组织。战术兵站体制由军、师、团各级

后勤负责建立，接受军以下各级后勤的领导。为此，军以下后勤工作特别是运输工作得到了加强。
为弥补各军运输力量的不足，前勤决定从汽车第 3 团调出汽车 70 辆，分别拨给第 42 军 25 辆，第 66
军 20 辆，第 39 军 15 辆，第 40 军 10 辆。同时规定，供应站以南的桥梁、道路，由各军负责整修。［1］67

此后，军以下战术兵站领导体制逐步完善起来。如 1951 年第五次战役中，第 27 军后勤部成立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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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运输处，下设 3 个兵站、3 个汽车连。同时，为了战时统一指挥，军、师、团三级后勤皆统一组织了

战勤指挥所，直接指挥前后梯队。［2］39-40

( 二) 军区、志愿军、军三级兵站领导体制建设

进入阵地战阶段后，志愿军后勤保障工作面临重大转折: 一是志愿军后勤由开始时的单一陆军

后勤转变为各军兵种合成军队后勤。二是战线逐渐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志愿军战役、战术后较为稳

定，方可以进行系统的后勤建设。三是双方实力相当，战争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结束。鉴于以上情

况，志愿军后勤保障方式也发生转变，即由运动战阶段的建制保障逐步过渡到分区保障和建制保障

相结合。后勤建设上重要内容是建立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后勤领导体制由军区、军二级变为

军区、志愿军、军三级。
1． 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建立，战略战役兵站领导体制重新调整。1951 年 6 月，志愿军后

方勤务司令部成立。东后和志后分工为: 东后负责中国东北境内的战略后勤工作，志后负责朝鲜境

内的战役、战术后勤工作，但军以下战术后勤由军后勤具体负责组织和领导。这样，兵站领导体制

也转变为军区、志愿军、军三级领导体制。原东后所属的 6 个分部、2 个口岸办事处、31 个大站和其

他后勤单位重新划分领导关系: 东后领导位于中国东北境内的辑安、安东两个办事处和第 1、第 2、
第 3 直属大站; 志后负责领导朝鲜境内的第 1、第 2、第 3、第 4、第 5、第 7 分部( 后第 7 分部改为第 6
分部) 、28 个大站和其他后勤单位。9 月，志后统一大站番号，将 28 个大站改称第 1－第 28 大站，每

个分部下辖若干大站，即第 1 分部辖第 1－5 大站; 第 2 分部辖第 6－11 大站; 第 3 分部辖第 12－15 大

站; 第 4 分部辖第 16－19 大站; 第 5 分部辖第 20－24 大站; 第 6 分部辖第 25－28 大站。［1］89 大站是后

勤系统中最基层的指挥机关，并具体执行着各项后勤工作。①。随着战事的发展，分部和大站的数

目逐渐调整、精简。至 1951 年 7 月，在朝兵站共有 6 个分部、28 个大站。②。1952 年 6 月，又进一步

调整为第 1 ～ 第 5 分部、23 个大站。③。
2． 进一步完善战术兵站领导体制。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成立后，虽在全局上领导整个志愿

军后勤工作，但战术兵站的领导仍由军以下各级后勤负责。进入阵地战阶段后，志愿军军、师两级

普遍设置后勤指挥所，团以下也酌情组织后勤指挥所，战术兵站工作由各级后勤指挥所领导。如在
1953 年夏季作战中，第 24 军设置后勤前进指挥所，统一领导战时全军后勤工作，“同时在某地区

内，一切由后勤派出的机构( 如车辆指挥站、兵站、伤员后送办公室等) 及前伸加强力量( 如车辆、担
架等) ，由前指统一调度指挥。”［2］136 在 1953 年夏季反击战中，第 67 军第 200 师建立了两套战勤组

织，除师后勤外，以师后勤副处长( 团后勤副主任或较强的股长) 为领导，带领运输、军实、军械干

部、保管人员( 师 1 名、团 2 名) 组织前进指挥所。战斗发起后，随部队逐渐延伸，承担设置补给站、
前线运输及与后方后勤指挥机构的联络等任务。［2］31 在 1952 年上甘岭战役中，第 27 军 72 师 214 团

建立了后勤指挥所，以团军实股长、卫生干部、统计员、军务参谋各 1 人组成战勤办公室，在团首长

直接领导下，及时掌握战斗消耗、运输补给、抢救转运等情况。［2］140 在 1953 年夏季反击战中，第 214
团由团政治处副主任、后勤主任成立战勤办公室，领导所有团属兵站。兵站向战勤办公室报告一切

情况和执行主任的运输指示。［2］68

二、兵站勤务体制建设

兵站勤务体制包括各类兵站、连接兵站的道路以及相关规章制度等，是一个完整的兵站勤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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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志愿军后勤部 1 分部司令部: 《入朝三年后勤工作经验总结( 兵站业务) 》，第 1 页，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编号:

5060402-0154。
《1951 年 7 月兵站部署情况表》，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编号: 5060204-0024。
《1952 年 6 月兵站部署情况表》，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编号: 5060204-0024。



保障体系。运动战阶段，志愿军兵站借鉴革命战争时期经验，实行建制兵站制，建立数条兵站线，实

施跟进保障。进入阵地战阶段后，随着后方的逐步稳定，志愿军逐步实行分区保障与建制保障相结

合的后勤保障方式，兵站也相应地实行区域兵站与建制兵站相结合的体制，兵站线由若干互不相连

的线路逐步形成纵横交错的兵站网。
( 一) 运动战阶段的兵站线建设

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志愿军借鉴革命战争时期经验，以后勤分部负责保障特定的部队，

分部下设若干兵站大站、分站等，并将这些站点连接起来，组成连接前方部队的兵站线。
1． 战略、战役兵站线的初步建立。早在志愿军入朝参战前，东北军区后勤部便积极开辟入朝兵

站线，向朝鲜北部运送和囤积作战物资。1950 年 10 月上旬，确定建立由辑安到江界的兵站线，由

第 1 分部负责建立。10 月 15 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出国后，先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
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防御阵地，在阵地前分割歼灭敌人的指示，东后令第 1 分部分安东、辑安两

个方向部署兵站线: 安东方向，以 2 个分站在灌水和永甸河口，1 个分站在安东负责接收物资，以 2
个分站进到新义州以南的马山布设供应站; 辑安方向，以 1 个大站到武坪里布设供应站，分部机关

驻辑安。10 月 18 日，在首批作战部队即将从安东、长甸河口、辑安过江入朝，第 2、第 3 分部即将组

成之际，东后确定在朝鲜境内部署 3 条兵站线: 第 1 条为长甸河口、新仓、北镇线，由第 3 分部负责。
1 个大站驻长甸河口，1 个大站随分部机关驻新仓、北镇一线，另派 1 个大站在安东、龟城间设辅助

兵站线。第二条为辑安、别河里、武坪里线，由第 1 分部负责。1 个大站驻辑安，分部机关带 2 个大

站驻别河里、武坪里一线。第 3 条为临江、周波、长津线，由第 2 分部负责。1 个大站驻临江，分部机

关带 2 个大站驻周波、长津一线。［1］18 在物资供应上作三线纵深梯次布置: 第一线布置在龟城、新
仓、别河里及长津一线; 第二线布置在长甸河口、辑安及临江一线; 第三线布置在凤城、灌水、宽甸及

通化一线。其中，第一线兵站供应线由后勤分部负责，第二线供应站由后勤派出的兵站负责，地方

政府大力协助，第三线的兵站则主要由当地政府组织。① 这样，就把中国东北和朝鲜前线通过兵站

线连接起来。
2． 实行跟进保障，随部队前进不断延伸兵站线。在前三次战役中，志愿军实行跟进保障，随着

战线前移不断延伸兵站线。志愿军入朝后，根据敌情的变化，由原来预定的组织防御改为在运动中

歼敌的方针，部队迅速推进，在后勤保障上由分部派出兵站，组织兵站线，实行跟进保障。如第一次

战役中，第 3 分部机关驻朔州，所辖第 2 大站进至新仓，并在温井、青山场市各设 1 个分站。担负对

第 39、第 40 军的保障任务，第 7 大站驻白马、安东，负责对第 66 军的后勤保障。第 1 分部机关先后

驻江界和前川，以 1 个分站驻楚山，负责由楚山向温井方向运粮，另以 1 个兵站驻古仁洞，担负对第

38 军和第 42 军第 125 师的保障任务。第 2 分部机关、所属第 5 大站驻临江，第 4 大站驻三浦里，担

负对第 42 军的保障。［1］31 在前三次战役中，随着部队的迅速推进，兵站线也迅速南伸。至第三次战

役后期，第 1 分部前指推进至铁原，前沿兵站伸到汉城东北的抱川、加平; 第 3 分部前指进至物开

里; 第 2 分部进至咸兴; 第 4 分部进至宁远。［1］32

通常情况下，分部经过前沿大站跟进到军，将物资送到军后勤兵站仓库，军以下后勤按建制逐

级跟进。特殊情况下分部直供到师，军直供到团，甚至直接送到一线阵地。这在当时美军飞机轰炸

破坏严重、部队推进迅速、后勤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对保障作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3． 变跟进保障为定点供应，加强兵站线，开设供应站。第三次战役后，东北军区召开第一届后

勤工作会议，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加强兵站线建设。一是加强后勤分部和大站建设。前三次战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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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后勤分部有 4 个，兵站大站只有 11 个。至第五次战役时，志愿军后勤辖有分部 6 个，下属 31
个大站。［1］61 在兵站线建设上，确定建立 3 条固定的兵站线，后勤部队沿兵站线作纵深、梯次配置。
后勤分部按一、二线梯次配置。以第 1、第 2、第 3 分部为一线分部，对一线作战部队实施直接保障;

第 4、第 5、第 7 分部作为二线分部，其任务为接收和储存物资，支援一线分部和供应二线部队。各

分部设置固定的兵站线，并沿兵站线梯次配置兵站。如一线分部的兵站自前线至后方通常按照前

沿兵站、中途兵站、后方兵站或基地兵站的顺序配置。兵站之间距离一般为 50－100 千米。二线分

部按照一定距离配置兵站，实施接力运输。同时，东后在安东和辑安的办事处也展开兵站，负责对

二线分部实施支援。此后，入朝分部又逐步调整为第 1－5 分部，其第 1－3 分部分前沿分部，第 4、第
5 分部为后方分部。

为解决跟进保障中出现的问题，又建立了供应站制度，实施定点保障。规定各前线分部于

1951 年 3 月 12 日夜后，只将物资送到所属之供应站，各军再到指定之供应站领取。供应站具体设

置情况为: 第 1 分部在西坡设供应站，供应第 38 军。第 2 分部在杨口设供应站，供应第 39 军; 在仁

岚里设供应站，供应第 40 军; 在春川设供应站，供应第 66、第 42 军。第 3 分部在富谷里设供应站，

供应第 26 军; 在汶川设供应站，供应第 50 军; 在莲塘洞、南川、平山设供应站，分别供应第 19 兵团

各军。各军的伤员、用领取物资的空车送到供应站，再由供应站沿兵站线后转。交通运输线在供应

站以南的桥梁、道路，由各军负责修整，桥梁中断时，分部物资送到断桥与军后勤交接。［3］279 实行供

应站制度，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建制保障的方式，但进一步明确了分部与军后勤的任务分工，缓

解了分部跟进保障的巨大压力，有利于发挥军以下后勤的作用。兵站线建设方面，也进一步明确了

责任，即分部负责战役后方兵站线建设，军以下部队负责战术后方兵站线建设，使各方面的后勤潜

力和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3． 在战术后方实施建制保障，设置机动兵站线。志愿军战术后方仍实行建制兵站制，军、师各

级后勤部门灵活机动地设置兵站线。军后勤下属若干兵站; 师建立若干分站，或建立若干粮弹囤积

点。如第 64 军的军属兵站由军后勤负责干部 2 人亲自掌握: 1 个兵站为前沿站，负责前线补给及伤

员转运工作。一般的距师兵站为 20－30 千米，与师兵站发生关系。以 1 个站在后边，带电台，归本

部掌握，与战役后方的第 3 分部取得密切联系。另外 1 个站保持机动，随时前伸，轮番前进，保证及

时供应。［2］60 第五次战役中，第 27 军在第一阶段奉命在西线作战，军后勤指挥所第一步设榆谷里，

第二步设沙金鹤; 前线兵站第一步设马谷，第二步设沙金鹤。所属第 80 师后勤指挥所及粮弹囤积

点，第一步设沙金鹤，第二步设松洞里。所属第 81 师后勤指挥所及粮弹囤积点，第一步设锄业酒

幕，第二步设店村，伤员收容所第一步设锄业里，第二步设垈洞。战斗继续发展，兵站也随之跟进。
第二阶段战役开始后，该军奉命转至东线作战，在兵站布置上，军所属第 3 兵站进驻九云里接收粮

弹，第 2 兵站将沙金鹤弹药转运 15 万斤，待命前伸，第 2 兵站随兵站处跟进，准备机动。作战中，

“兵站步步前伸，力争供应，及接收战缴物资”。［2］43-44

( 二) 阵地战阶段的兵站网建设

在运动战阶段，后勤采取建制保障方式，虽然基本完成了保障任务，但由于部队实施快速机动

作战，后勤机构往往跟不上作战部队，因而经常发生保障不到位甚至脱节现象。进入阵地战阶段

后，在战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志愿军采取了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后勤保障方式。将整个

战区划分为战役后方和战术后方，前者为从鸭绿江以南至一线各军后勤之间的区域，为志愿军后方

地域; 后者为军后勤至前沿阵地之间的区域，为部队后方地域。在战役后方划分若干供应区，每个

供应区设 1 个分部，负责对本区域正面战线及本区内的部队实施供应。至 1952 年初，志愿军战役

后方的正面和侧翼共划分了 5 个供应区: 沿作战正面按东、中、西三个作战方向划分为 3 个供应区，

分别由第 2、第 1、第 3 分部负责，为一线分部，供应正面作战部队及本区内的部队。在侧后东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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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划分 2 个供应区，分别由第 4、第 5 分部负责，为二线分部。其任务是一方面负责与中国境内的战

略后方相衔接，支援正面 3 个分部，一方面负责东西海岸反登陆作战的后勤准备及供应本区内的部

队。在战役后方实施分区供应的情况下，原来为实施跟进保障而建立的若干条纵向和互不相连的

兵站线已不能适应保障方式的变化。志愿军后勤通过纵深梯次配置兵站，大规模修建纵、横向道

路，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兵站运输网。
1． 纵深梯次配置兵站。在战役后方，根据兵站运输网的建设要求和作战需要，对兵站进行纵深

梯次的网状部署。各兵站按照位置和职能，为前沿兵站、中间兵站、基地兵站和后沿兵站 4 类。前

沿兵站是分部汽车运输终点和军、师汽车运输起点，是分部物资向军、师分发与接收军、师伤病员向

后转运的联络点; 中间兵站的主要任务是辅助前沿兵站，是分部运输中途转接点，分担前沿物资的

储囤，便于伤员中途休息，同时可与其他分部相互支援; 基地兵站是铁路运输终点、汽车运输起点，

是大量物资囤积基地。其作用是，一方面预防铁路中断，不影响铁路供应; 另一方面准备前方有特

殊紧急需要，不必临时自国内起运。后沿兵站分设在分部基地后方铁路沿线，其任务是以保证铁路

运输不中断，临时抢卸囤积物资，及供应附近部队为重点。①。
以上这些兵站虽在地理位置、职能上有所不同，但都是以大站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如东线的第

2 分部供应区有 2 条运输干线，前线通常有 4－5 个军作战，所以在分部供应区的前沿部署 2 个大站

( 前沿兵站) ，又以阳德为中心，梯次配置 3－4 个大站( 中间兵站) 。中线的第 1 分部供应区有 1 条

运输干线，前方通常有 2－3 个军作战，所以在分部供应区的前沿部署 1 个大站( 前沿兵站) ，又以三

登为中心，梯次部署 5 个大站( 中间兵站) 。西线第 3 分部供应区也是 1 条运输干线，前方通常有 2
－3 个军作战，分部供应区前沿部署 1 个前沿大站，又以新幕为中心，梯次部署 3 个中间大站。后方

第 4、第 5 分部的任务主要是接收、囤积、转运物资，分别梯次部署 4－5 个大站( 基地兵站) 。［1］119 同

时，在兵站线上相应设立加油站和供应站，以确保物资、油料的及时供应。这样，各供应区的兵站就

自然形成了前沿、中途、基地兵站的区分，构成了前后左右、纵深梯次配置的兵站网点，成为整个后

方兵站运输网的枢纽部和支撑点。
在战术兵站的配制上，军、师、团各级也采取纵深梯次配置的方式。如在上甘岭战役中，第 15

军不但设基地兵站，还设有机动的前进兵站来掌握弹药适时分发与调整。［2］147-148 在金城以南反击

战中，第 68 军第 204 师进行了周密的兵站部署: 师前沿兵站设置在外烟霞洞及岩( 注: 地名) 二处，

负责囤积大量主副食。师后方兵站设在新阳洞。战前主要供给弹药，并往军一供区交涉弹药，部队

全部前进后，该站即为全师中心站。［2］93 第 24 军第 72 师第 216 团在上甘岭战役中，后勤各业务部门

除留 1 ～ 2 名业务工作的核心干部外，其他人员共同组成了 4 个兵站，每个兵站都架设了电话。在

前沿主要方向，以 1 个担架运输连( 后增加到 2 个) 及卫生队副队长、财务审计、干事、工作员、军实

员等组成前伸兵站于菊亭，负责不间断地直接对前沿阵地进行补给和抢救。［2］140

2． 修建道路，丰富兵站网。朝鲜半岛多为南北纵向山脉，东西横向道路少，交通不便。当某一

线或某一段遭敌机破坏或严重封锁时，车辆便无法迂回绕行，各条兵站线之间也难以相互支援，这

就造成整个战役后方不能形成有机的整体，发挥不了整体的保障功能。因此，修建道路就成为建立

兵站网的前提和基础。1951 年秋和 1952 年夏，在朝鲜军民协助下，志愿军用 394 万人工日进行了

两次大规模修筑道路工作，在普遍整修原有道路的同时，重点进行东西方向的横贯道路的修筑。在

南北方向上，开辟了熙川至生泉线，沟通了熙川至阳德的南北干线公路。在东西方向上，抢修了洗

浦至明德里线、松亭至城坪、马转里至新高山、长安里经五老所至石门、栗里经新坪至法洞等横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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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同时，各供应区及军、师后勤根据各自的需要，还修建了许多支线和迂回道路。各供应区一般

有 1－3 条干线，各军、师有 1－2 条干线，团至前沿也有 2－3 条运输便道。为了保证运输道路畅通，

各级部队必须做到自觉地修补公路，遵守交通规则。如第 64 军驻区的道路，均进行了加快、加固，

开辟了通往前线的三级公路及大车路数条。并按部队的位置，分段负责护养。［2］20 第 15 军在上甘

岭战役中，开辟了新的道路，使连接前后方的道路由 1 条增加到 4 条，明确规定哪些部队走哪条道

路，供给哪个阵地，并依距离和地形条件设置若干站( 一般每站相距 4－5 里) ，站上设置接转组和救

护所，专负交接和伤员救护之责，这样就避免了交通堵塞，提高了运输效率。［2］184 据统计，抗美援朝

战争期间，志愿军以工程兵为骨干，加宽公路 8100 多千米，新建公路 2500 千米( 包括库区道路) ，修

复桥梁 1197 座次，累积长达 7. 18 万米。修复路基路面 641 千米，修涵洞 1489 个，填弹坑土石方

44. 98 万立方米。［3］296 基本建成了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道路网。此外，还由志愿军后方工程部队

负责经常性的道路维修工作。如战役后方道路，派志后的 2 个警卫团、6 个辎重营、2 个工兵团又 6
个工兵连的力量负责维护。战术后方道路，由第 20 兵团抽调 6 个步兵团、10 个工程兵连的力量担

任维护。［3］234

3． 合理配置各类勤务组织。志愿军后勤在兵站线上进行了永久性地下仓库建设、地下医院建

设和通信建设。在地下仓库建设上，第 5 次战役后，志后即着手部署工兵部队协同各分部的施工力

量进行仓库建设。至 1952 年 6 月底，新建了能容 1217 节车皮物资的石洞仓库，和能容 793 节车皮

物资的土洞库，并修补了能容 637 节车皮物资的原有各类仓库。新建的仓库位置隐蔽，交通方便，

基本上达到了防空、防雨、防洪的要求。在地下医院建设上，至 1951 年 11 月底，于三登、阳德、宁
远、安州附近，共修建病房 870 间，可容伤员 7000 人，并修建了医务、化验室等 997 间。［1］119-120 同时，

在各交通线上建立了交通指挥站、汽车加油站、车辆检修站、医疗救护站、茶水站和食宿站等服务性

组织，形成了一个设施完备的兵站交通运输网。
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的兵站体制建设，为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人民军队兵站体制建设奠定了基

础，并为信息化战争条件人民军队兵站体制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现代战争条件下，后勤保障方

式一般会采取分区保障和建制保障相结合的形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保

障方式经历了这一变化，这是人民军队后勤保障方式的一次深刻变革。志愿军兵站体制也相应地

进行了调整，即由建制兵站制过渡到区域兵站制和建制兵站制相结合。在兵站领导体制上，成立了

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加强了战役后方的兵站领导，同时，给军以下后勤部门一定的权力，使其可

以灵活机动地组织和领导战术后方的兵站工作。在兵站勤务体制上，从兵站线发展到兵站网，适应

了现代战争的需要，也是人民军队兵站勤务体制建设的一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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