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潍县战役，中共中央曾

作过明确指示：“潍县工事强

固，土顽的战斗力不低于蒋匪主

力。在围攻潍县之前，须作周密

布置。”潍县战役发起前，山东

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委谭震

林，做出了稳妥而大胆的作战方

针，即采取“稳扎稳打”战术，

利用坑道作业接近城垣，先攻西

城后攻东城。

1947 年秋，我华东野战军胜

利粉碎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重点

进攻后，随转入反攻，收复了除

少数据点之外的大片地区，整个

山东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

变，国民党军队在山东被迫转入

“点线防御”。

此时的战局是，潍县以东除

青岛尚在国民党军的控制之下，

潍县与青岛之间的地区已全部解

放；潍县以西，潍县与济南之

间，则完全被国民党军所控制。

针对这一局势，山东兵团从胶东

地区绕道潍县，于 3 月发起周(村)

张(村)战役。周张战役刚刚开始不

久，华东局即电山东兵团司令员

许世友、政委谭震林：西段战役
结束后，应准备歼灭昌潍守敌。

3 月 25 日，周张战役胜利结

束，驰援的国民党军队被迫撤回

原地，昌潍之敌显得更为孤立。

针对潍县战役，中共中央曾作过

明确指示：“潍县工事强固，土

顽的战斗力不低于蒋匪主力。在围

攻潍县之前，须作周密布置。”遵

照中央的指示，华东局于 3 月 26 日

向山东兵团发报指出：“昌潍战役
对整个山东战局关系重大，故必须

特别谨慎，并预做充分的准备，采

取先扫清外围、坑道作业及准备打

援等稳妥办法。”

当时，驻守潍县及周边县市

的国民党部队有第九十六军军长

陈金城指挥的第四十五师，张景

月指挥的山东保安第三师，徐振

中指挥的山东保安第六总队，张

天佐指挥的山东保安第八总队以
及地主、还乡团等，共约 4 . 6 万

人。

潍县战役发起前，山东兵团

司令员许世友、政委谭震林，根

据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进行了

细致的调查研究，做出了稳妥而

大胆的作战方针，即采取“稳扎

稳打”战术，利用坑道作业接近

城垣，先攻西城后攻东城。其战

役部署是渤海纵队、鲁中部队以
打援的姿态，分割昌乐、潍县守

敌于两地，而后扫清潍县城外据

点，占领攻城阵地；第九纵队为

主攻城，渤海纵队、鲁中部队、

西海部队为助攻；第七、十三纵

队为主，分东西两个方面打击济

南、青岛方向援敌，三十八师为

总预备队。

作战方案得到中央军委、华

东局、华东野战军前委批准。 3 月

31 日 9 时，山东兵团下达向昌潍

地区进发的命令，兵团挥戈东

进，直扑昌潍。

4 月 2 日， 9 纵由邹平县的长

山一带出发，开赴潍县。 4 月 4

日， 13 纵率胶东、南海、滨北部

队，进抵胶县、即墨一带，监视

并阻击青岛可能增援之敌。十三

纵三十三师，开赴潍县，配合九

纵作战。七纵率渤海军区第十三

师，调整不属于龙山、章丘一
线，准备阻击济南东援之敌。此

外，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派特种兵

部队一个榴弹炮营和一个工兵营

到潍县作战。

4 月 2 日凌晨，渤海纵队从益
寿县小李庄一带出发，分两路渡

过弥河，由北向南压缩，接敌之

后，张景月部稍作抵抗，便率部

退到昌乐，同徐振中部合流。我

军对田马形成半包围圈，切断了

田马、昌乐之敌的联系。当日黄
昏，渤海纵队十一师和渤海军区

部队由昌乐西北部渡过弥河，插

入昌乐以东地区；与此同时，鲁

中军区部队也从昌乐中部出发，

插入昌乐、潍县间的朱刘店一
带。这样仅用一天就切断了昌

乐、潍县之敌的联系。

在城南方向，自 4 月 8 日至

10 日，西海军区一团和九纵七十

八团经连续作战，先后占领二十

里堡、飞机场、发电厂，切断了

潍县、安丘之敌的联系，并迫使

坊子守敌退至安丘。在城北方
向，九纵于 4 月 8 日起，通过坑道

作业，接近北关， 14 日晚发起强

攻，很快占领北关和东北关。在

南关和西南关方向，渤海纵队于 4

月 9 日晚占领附近几个村庄，然后
以此为依托向南关、西南关实施

坑道作业和爆破，至 18 日晚歼灭

守敌。

24 日零时 21 分，我军开始强

攻城墙，用 6 包各 20 公斤的炸药

包在西城墙炸开了一个突破口， 1

时 30 分，二十七师七十九团架起

云梯，首先登城。凌晨 3 时左右，

我军先后有 5 个连队成功登城，敌

人吹嘘为“金城难破”的潍县城

墙被突破。

城墙突破后，陈金城等敌军

头目大为惊慌，纠集重兵向突破

口进行疯狂反扑，我攻城部队英

勇作战，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反

扑，最终守住了突破口。

在顽强守住突破口后，二十

七师七十九团又于拂晓前突入城

内，占领荷花湾附近的 20 多幢房

屋，开始支援城头的战斗。西侧的

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在炮火的掩护

下，于 24 日午后强行登城。16 时左

右，后续部队陆续登城，并突入城

内，投入纵深巷战。在城南，渤海纵

队和鲁中部队辅助九纵攻城，一

边炮击，一边对城墙进行爆破，

也于 24 日黄昏时分突入城内，相

继投入纵深战斗。 24 日 20 时，驻

守城内的陈金城、张天佐见大势

已去率残余部队涉渡白浪河退至

东城，西城被我军占领。

26 日下午 18 时，我攻击部队

利用炮火对东城进行了一个半小

时的轰炸，东城西墙及白浪河一

带的目标被摧毁。 20 时 20 分，九

纵二十七师八十团迅速对城墙进

行连续爆破，到 21 时爆破成功，

并首先突进城内。 22 时左右，九

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七十七

团，鲁中部队也相继取得突破，

投入纵深作战。午夜时分，担任

第二梯队的九纵二十五师七十四

团、二十七师八十一团也奉命投

入纵深战斗。

敌军在我军连续作战的勇猛

作风面前，丧失士气，节节败

退。此时，陈金城、张天佐已知

败局已定，决定突围，并电告国

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请

求飞机掩护。未等飞机到来，张

天佐等率 300 余人由东门向南突

围，当他逃窜至东城东门外西上

虞河附近时，被我围追堵截的部

队官兵击毙。 9 时许，敌人援机飞

临潍县上空，陈金城等率 1000 余

人向城东南突围，逃至广文中学

附近时，被我预先埋伏的西海部

队截击，敌军如惊弓之鸟，改向

东北方向逃窜。随即，西海部队

实施了围追堵截，陈金城束手就

擒。 12 时，战斗结束，潍县城全

告攻克。

潍县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

和苏北兵团、苏北军区、鲁中区

委、胶东军区、渤海军区党委等

纷纷致电山东兵团，《大众日

报》发表社论，祝贺山东兵团在

潍县战役中取得的伟大胜利。

潍县战役经过 1 个月的激战，

歼敌 4 . 6 万余人，毙伤 1 . 9 万余

人，生俘 2 . 6 万余人。活捉国民党

第 96 军军长兼整编 45 师师长陈金

城等 6 名将级 127 名校级军官。击

毙山东省第八区保安司令兼总队

长张天佐及副司令张髯农等人。

争取潍县自卫总队范启奭部 1500

人起义。歼敌部队计有整编九十

六军军部兼整编四十五师师部及

其直属部队、整编四十五师二百

一十二旅、二百一十四旅、保安

六旅、保安八旅、保安三师和潍

县、昌乐、寿光、博兴、临朐、

益都等 10 县大队。击溃敌援军整

编七十三师、七十五师、八十四

师、六十四师、五十四师及整编

二师等各一部。缴获各类门炮 181

门、枪支 17734 支、炮弹 38465

发、榴弹 114977 发、子弹 2683688

发、飞机 3 架，火车头 11 个，汽

车 112 辆及其它大量军用物资。

潍县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

和苏北兵团、苏北军区、鲁中区

委、胶东军区、渤海军区党委等

纷纷致电山东兵团，《大众日

报》发表社论，祝贺山东兵团在

潍县战役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中

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召开庆

祝大会，表彰各参战部队授予战

役主攻部队九纵二十七师七十九

团为“潍县团”；所属八连被命

名为“潍县战斗英雄连”；四

连、五连、七连为“潍县战斗模

范连”光荣称号；一连、六连和

特务连分别记集体一等功；李耕

田、王志谦、李聚法、李延福被

命名为“潍县四勇士”；据统

计，共有 9798 人立功，地方兵团

有 20 个单位， 1027 人立功受奖。

潍县战役不仅消灭了国民党

反动派的有生力量，拔掉了敌人

的“鲁中堡垒”，切断了敌人济

南、青岛之间的联系，铲除了潍
县周围数十个县、镇的反动武
装，使胶东、渤海、鲁中三大解

放区连成了一片，而且还使我军

总结和掌握了城市攻坚的战术原

则，为以后济南等大城市的解放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周钦生 玄淑惠 整理

潍县战役——

华东首个城市攻坚战

谭震林

许世友

解放军战士攻破潍县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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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县战役经过

1 个月的激战，歼敌

4.6万余人，毙伤 1.9

万余人，生俘 2 .6 万

余人。活捉国民党

第 96军军长兼整编

45 师师长陈金城等

6 名将级 127 名校

级军官。潍县战役

是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

华东战场上的第一

个城市攻坚战，也

是我华东军民转入

战略反攻后，取得

的一次具有重大意

义的胜利。使我军

总结和掌握了城市

攻坚的战术原则，

为以后济南等大城

市的解放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