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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集团军的军部位于江苏省徐州
市袁原代号 83226部队遥 是 1985年由陆军
第 12军改编的袁 隶属南京军区遥 下辖第
34袁35袁36师和原属第 60 军的 179师 渊该
师 1971年开始担任迎外表演任务冤共计 4
个步兵师遥 并编入坦克第 2师尧炮兵旅和
高炮旅遥 12 军的前身主要是属于徐向前
领导的红军第四方面军下属的红军第 74
师一部遥 而 36 师一部甚至来自朱德的警
备团遥

35 师的前身是抗日战争中活跃在太
行山的八路军 129师太岳纵队遥 12军是刘
伯承元帅非常信任的一只主力部队遥在野挺
进大别山冶尧野淮海战役冶尧野渡江战役冶 中表
现十分抢眼遥 特别是该军下属的 36 师在
1948年 7月一举攻克襄阳古城袁 生擒特务
头子康泽袁被授予野襄阳特功团冶光荣称号遥
1952年袁12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袁在野上
甘岭战役冶中袁和 15军一起袁坚守阵地袁打
退了美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袁 从此闻名世
界遥

60 年代初袁12 军下属的 34 师涌现出
著名的野郭兴福教学法冶袁从此全军掀起了
著名的野大比武冶运动遥 12军尤其是下属的
36师袁名将辈出袁王近山袁杜义德袁韦杰袁尤
太忠袁李德生袁李震袁曾绍山袁肖永银袁赵兰
田袁 马宁都出自该军遥 36师 106团被称为
野百将团冶 袁在团一级出这么多将军是不多
见的遥第 12集团军是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
带出来的少有的硬部队遥

我军历史上的王牌部队

野万岁军冶 是一只最著名的英雄
部队袁军部位于河北省保定市袁原代
号为 51034部队袁 隶属北京军区袁是
1984年 4月 1日由陆军第 38军整编
而 成 的 机 械 化 集 团 军 遥 下 辖
112袁113袁114三个师袁坦克第 6师尧一
个炮兵旅和一个高炮旅遥下属 112师
的前身是 1928年彭德怀元帅领导的
野平江起义冶的老部队袁在红军和八路
军时期袁就已经是我军最著名的王牌
主力之一袁57 个开国上将中有十余

人出自该部队遥
下属 113师的前身 野陕北红军冶

是徐海东大将领导的红 25军袁 八路
军时期参加野平型关大捷冶的著名战
斗袁后来成为八路军在山东的主力部
队之一遥下属 114师的前身是万毅中
将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一部遥解放战
争中袁38 军参加了著名的 野三下江
南冶尧野四战四平冶尧野辽沈战役冶袁野平津
战役冶中第一个占领天津曰抗美援朝
战争第二次战役中袁第 113师阻击极

其出色遥作家魏巍以 335团战斗事迹
为主袁写成叶谁是最可爱的人曳遥

彭德怀在战后给该军的嘉奖电
最后亲笔写下野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浴
第三十八军万岁浴 冶从此袁野万岁军冶名
扬四海遥 1985袁参加老山对越南作战袁
表现出色遥 现在 38军的装备是最先
进的袁可以说袁有什么新武器袁好武器袁
军委都优先装备 38集团军袁是军委的
心肝宝贝袁理所当然名列我军王牌军
之首袁其在军中的地位无人不服遥

第 54集团军是我军历史最悠久
的部队袁 军部位于河南省新乡市袁原
代号为 54774部队袁 隶属济南军区袁
是 1985 年由陆军第 54 军改编而成
的遥现在被中央军委确定为应急机动
作战部队渊即野快速反应部队冶冤遥在建
国后袁54军由原 45军和 44军浓缩而
成袁周恩来总理安排给取两军各一个
尾号 5和 4袁组成 54军遥

下辖 160袁162师和 127师渊原属
43军冤袁坦克 11旅尧一个炮兵旅和一
个高炮旅遥下属的 127师是我军最悠
久的部队袁原为孙中山的野广州陆海
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冶袁 北伐战争中
是著名的野叶挺独立团冶袁赢得野铁军冶
美誉遥

后来以此为基础组织了野八一南
昌起义冶袁成为我军的建军标志袁后来
朱德元帅带领该部队上井冈山与毛
主席会师袁因此后来被称为野朱毛红
军冶袁就是以后的红一军团红 4军袁在
长征路上野飞夺泸定桥冶袁在红军尧八
路军尧解放军时期袁都是我军中头号
一等一的王牌主力部队遥

1979年袁127师参加了对越南的
自卫反击 渊当时的师长是张万年袁后
来的军委副主席尧国防部长冤袁攻占重
镇谅山袁五战五捷袁击溃了越军主力
部队遥 在 127师光荣的历史上袁先后
涌现了朱德元帅袁林彪元帅袁粟裕大
将袁肖克上将袁杨成武上将袁耿飙上
将袁杨得志上将袁黄勇胜上将和彭明

治袁吴法宪袁梁兴初袁李作鹏袁王东保袁
张池明等著名将领遥陈毅元帅袁罗荣桓
元帅袁聂荣臻元帅袁谭政大将袁罗瑞卿
大将等袁 也先后在该部队从事政治思
想工作遥 下属的 160师 渊原 130师冤袁
1952年参加过抗美援朝袁1959年参加
西藏平叛作战袁1962年袁 参加了对印
度的自卫反击战袁 在东线将印军打得
溃不成军遥下属的 162师袁前身是长征
路上的红军第九兵团遥 1979年参加了
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袁势如破竹袁是当
时打的最好的几个部队之一遥

下属的集团军炮兵旅即原 161
师袁在解放战争中表现出色遥 现在 54
集团军的装备水平仅次于 38 军袁是
装备第二精良袁第二先进的部队遥

第 39集团军驻守辽宁省袁 原代
号为 81043部队袁 隶属沈阳军区袁是
1984年由陆军第 39军改编而成的机
械化集团军(1982年 9月袁39军与 38
军在全军首先开始进行编组合成集
团军的试点)袁其中步兵第 116师改编
为机械化步兵师袁 此外还有 115袁117
师袁并编入坦克第 3 师尧炮兵第 7 旅
和一个高炮旅遥39军袁前身为野陕北红
军冶徐海东大将的红 25军袁革命烈士
刘志丹同志的红 26军和红 27军袁此
后是八路军主力部队 115师 334旅袁
1941年成为著名的新四军第 3师遥

1946年袁黄克诚大将带领该部队
3.7万名干部从江苏来到东北袁占东北
部队的 1/3袁从此成为后来野东北野战
军冶野第四野战军冶的头号主力渊当时甚
至强过 38军冤袁 是共和国著名军事家
林彪元帅非常信任的一只部队遥 39军
在解放战争中表现极其非凡遥在野辽沈
战役冶之中攻克锦州袁野平津战役冶之中
攻克天津的战斗中都立下了汗马功
劳遥1950年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袁第 39
军首批入朝参战袁在第一次战役中袁在
云山战斗中歼灭美军野开国元勋师冶骑
1师 2000余人袁取得中美现代陆军首

次交锋的胜利浴 第二次战役中袁第 39
军快速推进袁 惊恐中使美军一个黑人
工兵连全连 115人全体战场投降袁吓
得美军改变了自独立以来 200年的一
贯传统袁不敢再按肤色编队遥

39军下属第 116师袁 在 1950年
12月 4日和 1951年 1月 5日先后攻
克了平壤尧汉城两城遥 39军在朝鲜战
场是十分光荣的浴甚至现在还有人在
为第 39军没有也获得万岁军的光荣
而叫屈遥 第 39集团军现在装备比较
先进袁全机械化袁所以可以排在第 27
集团军之上遥

第 27 集团军是另一只极其著名的部
队袁军部位于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袁原部
队代号为 51002 部队袁 隶属北京军区袁是
1985 年由第 27 军改编的袁辖第 79袁80袁81
三个步兵师袁并编入坦克旅尧炮兵旅和高
炮旅遥 27 军的前身是原八路军胶东军区
地方部队遥 1946 年袁胶东军区的大部分主
力部队进军东北 渊后编为第 4 野战军第
41 军袁现在的第 41 集团军冤袁余下部队就
是后来的华东野战军第 9纵袁是第三野战
军麾下的以野进攻能力无敌冶著称的王牌
军遥

1948 年袁该部队渊时称 9 纵冤袁在济南
战争中第一个冲入济南城袁活捉了国民党
陆军上将王耀武渊是被我军俘虏的国军最
高将领冤遥 毛主席亲笔题写野济南第一团冶
表彰该部队之一部袁美国媒体惊呼野共军
的攻击力之强袁 足以攻占任何一个城
市浴 冶袁从此该部队一战成名袁从一个地方
部队成为王牌攻击主力袁以后硬仗场场不
落下遥 1949年野渡江战役冶中袁27军第一批
冲过长江遥电影叶渡江侦察记曳也发生在该
军遥

野上海战役冶中第一个打进市区渊其中
一个连长通过钻下水道奇袭敌军指挥
所袁活捉一个师长袁当时的这个连长就是
后来的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将
军冤袁但占领上海的 27军却上自军长下至
马夫全部露宿街头袁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袁
那时候的 27 军可真不愧是人民军队呀遥
1950 年抗美援朝二次战役袁79 师和 80 师
在大量冻伤的困难下袁猛冲猛打袁一个不
剩的全歼美军 野北极熊团冶渊该部队曾经
干预苏联十月革命冤袁是我军在朝鲜歼灭
的最大的一个美军编制袁同时歼灭野土耳
其旅冶大部袁史称野血战长津湖冶遥 1985年袁
27 军参加了对越南的野战略侦察冶袁战果
显著遥

27集团军在全军都以善于进攻袁 敢打
硬仗著称袁 但现在的装备已不是第一流的
了袁所以屈居第四遥

1 第 38集团军：“万岁军”

2 第 54集团军：“叶挺独立团”

3第 39集团军：黑土地上的王牌军

第 27集团军：
山东老八路4

第 12集团军：
刘邓大军中的王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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