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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国际军事比赛-
2018”一度“燃爆”微信朋友圈，我
军单兵 95-1 式自动步枪再次吸引
军迷关注。

说起 95-1 式自动步枪，不得
不提到它的“娘家”——重庆建设
工业集团。多年来，一支支 95-1
式自动步枪在这里完成淬炼制造，
然后装备到部队。

如今，无论是联合演习、反恐
维稳，还是海外维和，有中国军人
的地方，就能见到 95-1 式自动步
枪的身影。它的列装，对我军单兵
战斗力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期，笔者带您走进重庆建设
工业集团，探寻 95-1 式自动步枪
研发背后的故事。

什么样的枪是一支

好枪，官兵最有话语权

一支枪，想熟悉它的“今生”，需了
解它的“前世”。

20多年前，由原兵器工业总公司研
制的 95式自动步枪陆续列装我军。与
老式自动步枪相比，95式自动步枪有了
很多技术上的改进。

和很多武器装备一样，95式自动步
枪的制造过程并不顺利。95式自动步
枪列装部队后，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虽然经过数次‘小修小补’，官兵们使
用后仍反馈不少问题。”重庆建设工业
集团领导对笔者说。

95式自动步枪定型 9年后，经有关
部门批准，兵器装备研究所和重庆建设
工业集团共同开展 95式自动步枪的改
进研制工作，并将新一代自动步枪命名
为95-1式自动步枪。
“但改什么？怎么改？改成什么标

准？谁也说不清楚。”时任 95-1式自动
步枪研制项目组组长何俊心里没有底。
“枪是官兵的第二生命，什么样的

枪才是一支好枪，官兵最有话语权。”
何俊带领他的组员，一边研究 95 式自
动步枪的相关资料，一边来到部队进
行调研，以普通造枪人的身份听听官
兵的反馈。
“瞄准基线太高了，射击的时候脖

子很不舒服”“保险在机匣尾部,每次开
保险不方便”“没有空仓挂机功能，这个
方面要借鉴老式步枪”……随着调研不
断深入，改进方案在大家心里逐渐清
晰。他们知道，对于一支枪的改进研发
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不到问题，发
现问题越多，解决问题越彻底，造出来
的枪就越好。

改进研制工作如期启动。这一次，
何俊和研发团队成员心里有了底。

战场上哪怕1%的问

题，足以导致100%的失败

“对于枪械制造而言，每改进一项
功能都异常艰难。”回想 95-1式自动步

枪的研发历程，何俊感慨万千。
增加空仓挂机功能，是项目组面临

的第一个难题。空仓挂机，就是击发完
最后一颗子弹，弹仓处于打开状态，让
战斗状态下的官兵发现子弹射完，从而
及时更换弹匣。而不具备空仓挂机功
能的 95式自动步枪，在实际使用中饱受
诟病。

当时，受限于制造工艺水平，95
式自动步枪定型时，弹匣的强度达不
到空仓挂机要求的标准。

为此，项目组联合工程塑料生产企
业进行技术攻关，通过生产工艺的改
进，终于研制出高强度、超韧性的工程
塑料。用它制造出来的弹匣，顺利实现
了空仓挂机功能。

除此之外，项目组还在 95-1 式
自 动 步 枪 上 增 设 了 空 仓 挂 机 解 脱
钮。装上新弹匣后，只要按一下按钮
就能实现子弹上膛。邀请部队官兵
试用后，其快捷性和实用性深受官兵
青睐。

优化人机功效和勤务使用性能，
是横亘在大家面前的又一道“拦路
虎”。说白了，就是如何让官兵用起来
更舒服，更方便执行任务。对此，项目
组根据部队官兵的反馈意见，大到枪
管成形制造工艺，小到子弹抛壳的方
向和路线，梳理了 20 多项问题清单。
他们大胆突破 95式自动步枪的原理和
结构，大量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逐项进行改进。最终，制造出来的
样枪在人机功效和勤务使用性能测试
中有了明显提升。

一路坎坷一路研发，一路曲折一路
坚持。就在一个个难关被逐个攻克时，

研发后期的一次精度测试，让所有研发
人员的心情瞬间跌入谷底——出现了
离群弹。

什么是离群弹？
打个比方，就是射击 10 次，9次都

命中 10环，偏偏有一次出现脱靶。离群
弹与枪管和子弹之间的匹配有很大关
系，这涉及到枪弹结构等诸多参数。
“离群弹是概率事件，不能因为

一 个 小 概 率 事 件 而 影 响 了 定 型 进
度。”项目组碰头会上，有几名成员发
表了意见。“枪的性能关乎官兵生命，
关乎战场打赢。战场上哪怕 1%的问
题，足以导致 100%的失败。”一位主管
领导的话引起大家的反思。随后，项
目组达成一致意见，决不能让枪带着
问题出厂。

消除离群弹，就要找到枪弹最佳匹
配点，技术人员必须一遍遍进行参数计
算。对于项目组来说，这无疑是一项耗
时的工程。何俊和他的团队成员们用了
一年多的时间找到了枪弹最佳匹配点，
让枪的精度提升了一个新高度。

付 出 终 将 会 有 回 报 。 2016 年 ，
95-1 式自动步枪以优异的使用性能、
广阔的应用前景，荣获国防科技进步
一等奖。

一支好枪诞生了，历史决不会让它
缺席。2017年 6月 30日，95-1式自动步
枪在香港回归祖国 20周年活动中精彩
亮相，让世人一睹风采。

翻开时空画卷，历史总是惊人相
似。1997 年 7月 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官兵手持 95式自动步枪，越过深圳河上
的粤港分界线，进驻香港，这是 95式自
动步枪首次公开亮相。

只有多找“败笔”，才

能造出更好的枪

澳大利亚国际陆军轻武器技能大
赛，以多枪种、多课题、高难度、远距离
和近似实战而闻名世界。

5年前，由原北京军区组成的轻武
器射击竞赛队，携带 95-1 式自动步枪
等国产装备，首次参加 2013年国际陆军
轻武器技能大赛，最终斩获 10金 7银 23
铜的成绩。

消息传回国内，95-1式自动步枪研
制项目组一片欢呼。“那感觉，就像自己
辛苦养大的孩子，第一次考试就得了高
分一样。”时隔多年，回想起那段往事，
何俊仍然兴奋不已。

虽然赛场取得了好成绩，但枪也暴
露出不少问题。参赛队员一回国，项目
组就派人前去收集他们对枪的意见。
“枪是支好枪，可子弹一打多，弹道

有时会不稳定，子弹容易出现偏离。”会
上，一名参赛队员的“吐槽”，引起了项
目组成员的注意，他们意识到，95-1式
自动步枪出现了热散现象，子弹一旦打
多，枪管就会灼热发烫，从而出现弹道
不稳定的现象。
“平时训练好好的，赛场上居然

卡壳”“赛前，步枪弹匣底板突然脱
落，子弹洒了一地”……会上的“辣
味”越来越浓，何俊和组员们却很虚
心地倾听官兵的意见。他们知道，这
些问题是他们在研发试验中，很难注
意到的问题，而官兵在实战中提出的
意见，是日后改进的宝贵财富。只有

多找枪在实战中的“败笔”，才能造出
更好的枪。
“造好每一支枪，是我们对强军报

国的庄严承诺。”回到枪厂，他们立即
对枪进行优化改进。2年后，改进后的
95-1 式自动步枪在“金鹰-2015”国际
特种侦察兵竞赛中大放异彩，我军参
赛队员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们
的枪优势很明显，比赛中发挥出色。”
接受采访时，参赛队员对 95-1 式自动
步枪大为赞赏。

对 95-1 式自动步枪赞不绝口的，
还有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的官兵。从
56 式到“81 杠”，从 95 式到 95-1 式，该
支队官兵见证了我军步枪的快速发展。
“95-1式自动步枪的很多设计都恰

到好处，不得不说是难得的好枪。”在该
支队机动中队中队长方鹏看来，中队官
兵能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手中的 95-1
式自动步枪功不可没。
“一款新武器从设计研发到列装部

队，再到形成战斗力，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这需要军工企业主动深入部队，开
展调研、不断改进，才能造出符合实战
要求的好枪。”何俊说。

图①：官兵正在使用95-1式自动
步枪进行训练。 武广东摄

图②：武警兵团总队某部技术骨干
正在向战士们讲解95-1式自动步枪使

用要领。 张正中摄

图③：企业工人们正在加工枪支。
杨 力摄

图④：官兵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王 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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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锤百炼造就一支好枪
■杨利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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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这身蓝色工装，你很难将李
蓓和工匠这个身份联系在一起。

在工厂，很多人说李蓓美丽大方。
热爱艺术的她能歌善舞,从小就是文艺
骨干，有做明星的潜质。没有当成文艺
兵，李蓓却在航修领域成就了自己。

故事发生在那年夏天，李蓓中学
毕业后，面临人生的第一次抉择。父
亲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学发动机专业
吧，毕业后回厂工作。”李蓓知道，父
亲是工厂里的老员工，在工厂奉献了
大半辈子，他热爱这份事业，希望女
承父业。父亲的一席话，让李蓓选择
了吉林的一所航空技校。此后 3年的求
学生涯中，李蓓刻苦学习、用心钻
研，向着自己的工匠人生一步步迈进。

毕业后来到工厂，大家对李蓓并
不看好。爱美的她烫了头发，穿着时
尚，“一看就不是当工匠的料”。带她
的师傅看着眼前的小姑娘，连连叹
气：“柔柔弱弱的样子，能干好工匠这
一行吗？”当时，航空发动机压气机修
理任务重、油污多，尤其是滑油密封
试验工作环境恶劣，一次试验要重复
七八次全套工序。其他人都躲，李蓓

却头发一绾，在试验间一待就是一整
天，出来时两只鞋都被油浸透了。老
师傅对李蓓的表现深感意外，连连称
赞：“这小姑娘不简单！”

李蓓学习细心，老师傅讲的每一个
知识点，她都在小本子上认真记录。
有一次，车间临时接到两台发动机叶
片分解任务，李蓓主动向老师傅请缨，
对叶片进行分解。老师傅先是惊讶，
后是怀疑，他细致地关注着李蓓每一
步操作。检查标签、查找松动漆、做好
防护、喷漆……一系列操作准确无误，
师傅不禁有些惊喜。一名从事压气机
故障检查工作的老师傅工作标准极为
严格，即将转岗时，有人给她推荐了几
位徒弟，她却点名只要李蓓。

故障检查是发动机修理的第一
关，检查结果是后续修理的重要依
据。如果说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
那么故障检查员就是“心脏”的主治
医师。压气机是发动机最重要的大部
件之一，压气机故障检查员要测量、
计算上千个数据，精度要控制在千分
之一毫米，任何疏漏都可能造成严重
质量问题。转岗前，李蓓忐忑不安地

找到父亲，父亲对她说：“别人都能
干，我相信你也能行。”

父亲的话给李蓓莫大的勇气，李
蓓开始苦心钻研压气机故检原理。要
掌握测量使用方法是不小的挑战，每
台故障检查压气机需要测量 40多页数
据，熟练使用十几种不同的测具，有
的测具高达一米、重达好几公斤，为
了尽快掌握测量技术，李蓓加班加点
练习测量。师傅下班后，她一个人待

在厂房，弯着腰凝视着千分表，一遍
遍地测量。测量完数据后，她慢慢直
起腰，继续进行数据核算工作。仅仅 2
个月时间，李蓓记满了厚厚一摞笔记
本，完成了所有学习科目。

在压气机故障检查岗位，李蓓一干
就是 10年。十年蛰伏，一鸣惊人。2015
年，李蓓获得空军航空修理系统职业技
能竞赛第三名。消息传来，厂里的人奔
走相告。遗憾的是，父亲已过世多年。

李蓓记得，母亲得到她获奖喜讯后，含
着眼泪对她说：“你爸爸会为这样的女
儿而骄傲。”那一刻，李蓓终于感到，父
亲的梦想和她的梦想开始重合。

李蓓相信，在日复一日的工作
中，有抵达梦想的路径。她细心积累
着每次故障检查经验，不放过任何蛛
丝马迹，并先后 2次发现战机发动机的
重大故障隐患。

去年，工厂接到某新型战机发动
机的维修任务，李蓓主动请缨。检查
到某重要部件时，李蓓突然发现一道
叶片裂纹，她屏住呼吸，将照明灯移
近仔细检查。更可怕的是，叶片的外
侧还有一道裂纹。李蓓第一时间通知
技术人员进行着色探伤，鉴定结果很
快出来了，不出所料，果然是裂纹，
而且是贯穿性裂纹。这一发现，有效
避免了可能引发的飞行事故，为后续
该型发动机修理奠定了基础。

战鹰叱咤海空，离不开蓝天工匠的
守航，在李蓓心中，父亲就是她的守航
人。整整 13年，她反复掂量着父亲送给
她的那句话，“珍惜事业，脚踏实地”。
她把优美的身姿裹在厚厚的工装里，用
一双巧手谱写出美丽的工匠人生。
（照片拍摄：龙振华）

李蓓:用“透视眼”为战鹰探伤
■谭泽夏

人物·大国工匠

世界上有这么一份特殊职业，它只

需要5秒钟。

航天测控被喻为“万里接力”。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雷达技师刘朝震“跑”的是

“第一棒”。在火箭点火后，前12秒无法

进行跟踪测量，而测控任务又要求必须

在17秒内捕获目标，这留给刘朝震的反

应时间仅有5秒钟。

看似简单的5秒钟，背后却需要十年

如一日的苦练。速录提升手指的灵活度、

鼠标灵敏度调至最高练习手腕的稳定性、

设定模拟目标跟踪强化操作熟练度……

经过多年的练习，刘朝震练就了又快又准

的绝活，成为一名“金牌”测控手。

类似测控手这种岗位，航天领域不胜

枚举。这些岗位看似不起眼，但在航天发

射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正是千万像

刘朝震一样的军工人，在平凡岗位上发光

发热，才确保航天发射的万无一失。

5秒钟

军 工 圈

点评军工圈里的人和事

■本期观察：陶宜成 韩阜业 唐礼康

停电15分钟，对习惯了现代城市生

活的人们来说，格外漫长。对于一线军

工人来说，更是一次特殊的考试。

晚上8点，某航修厂总装车间突然

停电。现场气氛骤然凝固，突如其来的

黑暗，让生产线上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

这时，负责分解产品的年轻工匠范

玉屏又“不安分”了。“老吴，你过来顶我

下，我有电工证，可以检查停电原因。”

“不许动！先检查手上的产品，再看

看有无多余物……”平时温和的组长，这

次严厉地批评了他。老师傅知道，停电

时，分解到一半的零配件随时可能成为

“定时炸弹”。

组长的话让范玉屏反思，停电期间，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失误，都可能出现质

量问题，进而延误产品交付时间。他这

种自以为是的态度，险些酿成大错。对

军工人来说，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要树

牢“质量第一”的精品意识，才能把好隐

患可能乘虚而入的“侧门”。

停电15分钟，看似一件微不足道的

小事，却让这名年轻工匠深受启发。精

益求精是军工人的工作态度，追求完美

不放过任何细节问题，才能在人生道路

上沿着一条正确轨迹不断成长。这次经

历，范玉屏有了新的感悟。

15分钟

人生有多少个26年？

魏世杰选择隐姓埋名26年，做一件

不为人知的工作。如果不是前不久一次

电视访谈，也许他的家人一辈子都不知

道他是干什么的。

这是一段藏于内心深处的记忆，更

是一次靠精神意志走过的漫长征途。当

年，面对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党中央发

出自主研发“两弹一星”的号召。魏世杰

和满怀热血的爱国青年一道，在戈壁荒

漠隐姓埋名为国铸造利剑。

魏世杰的工作是测试炸药的一些参

数，每100次测试就有20次爆炸事故，几

乎每天都与死亡共舞。危险的工作环

境，并没有阻挡魏世杰奋勇攻坚的脚步，

祖国的需要就是他最大的动力。

26年，他选择“神秘消失”。对于

这份神秘，魏世杰显得很释然，他说：“在

我的一生中，那26年是非常难忘的。我

想为我们国家、为核武器的研究实验做

一点贡献，尽管可能很微薄。”

魏世杰是千万军工人的一道缩影。

正是这些可爱的军工人，以报国强军的信

念、脚踏实地的创造、心无旁骛的专注、无

怨无悔的奉献，向国家和军队贡献了弥足

珍贵的精神钙质。他们是时代的英雄、民

族的脊梁，是真正的明星。

26年

人物小传：李蓓，

航利集团压气机故障

检查员，空军航空修

理系统技术能手。曾

荣获空军航空修理系

统第四届职业技能竞

赛第三名，工厂“三八

红旗手”“质量先进个

人”等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