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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航展上的军工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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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五大航展之一，中国航展已

成为我国武器装备的重要展示平台。本

届航展，给世人交出一张怎样的成绩单？

两年一届的航展，见证了中国军工

22年从弱小到强大的蜕变。不管是从

展会成交额，还是参展企业和装备数量

来看，这些数据记录了航展从创办之初

默默无闻的“小字辈”，到跻身世界五大

航展之列成为“国家名片”的风云变化。

科技创新为军工制造注入澎湃动

力。从首届航展歼8-ⅡM战斗机亮相，
到本届航展歼-20三机编队掠过航展天

空；从第八届中国航展兵器工业集团首次

开设“中国兵器馆”，到如今VT-4、VT-

2B、VT-5坦克组团亮相……中国航展，

见证了国防军工快速发展的岁月征程。

以一名普通观众角度来看，参展装

备种类繁多、军工家族纷纷亮相，“明显

感觉眼睛不够用”。此次航展，航空工

业集团20系列战机、加装了矢量喷口的

歼-10B推力矢量验证机和“鲲龙”

AG600等明星机型悉数亮相，航天科技

集团展示的“天和”号空间站核心舱和

科幻感十足的彩虹-7同样令人瞩目。

当然，航展不再是军工企业一枝独

秀的精彩。“瞭望者”号无人艇、“河豚”

A2型无人直升机这些民企“小兄弟”同

样夺人眼球。民企沐浴在军民融合发

展的春风下，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景。

事实上，如今走向国际市场颇受欢

迎的中国军工企业，也经历过门可罗雀

的冷遇。32年前，航空工业集团首次

“走出去”参加范堡罗航展。展台不过

18平方米，摆的是飞机模型和照片，布

置简单。除此之外，还映衬着几个景泰

蓝的瓶子。这让不少外国人以为，中国

只是来卖模型或者工艺品。

尴尬境地只因技不如人。当时，中

国产品的技术与国际上同类产品相比

并不起眼。经过军工人数十年奋力追

赶、实现超越，在本届航展的成绩单上，

当年“卖工艺品卖模型”的窘境早已烟

消云散。时至今日，对中国军工企业而

言，舞台早已从“18平方米”走向世界。

曾几何时，当美国四代机验证机首

飞时，中国甚至连三代机都没有装备。

后来，运-20、歼-20等先进战机相继问

世。从二代机到四代机，从中小型飞机

到大型飞机，军工企业成功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

中国航展22年，记录中国军工企业

成长的足迹、见证我国国防工业的换羽

腾飞。这份亮丽的成绩单，是中国军工

人奋勇拼搏、自主创新的真实写照。

22年航展：中国军工交出亮丽成绩单
■占传远 于 帆

群英会

中国航展舞台的精彩纷呈，是一

场军工家族的聚会，这其中少不了航

空骄子。

因为航展，航空工业集团旗下的

飞机制造厂从四面八方如期赴约，相

聚于此，他们携各自的“看家宝贝”闪

亮登场。悉数航空家族中的杰出代

表，不管是备受瞩目的歼-20首次编

队飞行展示，还是运-20、“新舟”700、

FTC-2000G众多明星机型的悉数亮

相，都让本届航展吸睛无数。

从首届航展歼-8ⅡM战斗机亮相，
到如今运-20、歼-20等先进战机轮番登

场，航空工业集团以代表我国国防实力

与国民经济水平的先进航空产品，相伴

航展一同成长。过去几十年，我国航空

工业从一穷二白的“薄底子”起家，到突

破一项项核心技术、科研成果相继涌现，

一条辉煌的航空报国、强军富民之路，在

一代代航空人开拓进取的精神下铺就。

打开这本家谱，家族成员从“人丁

稀少”到如今“枝繁叶茂”，航空人用青

春书写了“兴家立业”的奋斗史。航空

骄子颜值与内涵并存的实力，和过去筚

路蓝缕求发展的历程，同样令人瞩目。

集结秀

航展舞台，走过航空家族岁月的脚

步，也留下无人家族自主创新的足迹。

一场航展，吹响国内顶尖无人系

统平台的集结号。此次集结，无人家

族可谓“兵强马壮”。成功进军高端军

贸市场、走上国际舞台的“翼龙”无人

机，以及北京通航“小青龙”无人机、

“紫燕”小型察打一体无人机等装备

“全面开花”，集中展示。

从“望尘莫及”到比肩世界一

流、从“跟踪发展”到引领技术前沿，

最终跻身国际先进行列，无人家族

发展壮大，离不开企业的自主创

新。自主创新的深度支撑无人装备

的技术高度。可以说，没有核心技术

的支撑，必将在研发制造上受制于人，

更不要说打造高端精品，在国际市场

的角逐中领先。

这场集结秀，是无人家族的实力

展示，也是科技创新的比拼。在科技

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谁能得到青睐，谁将遗憾出

局？无人家族依靠自主创新走出的

成长路，必将在军工家谱中留下浓墨

重彩的一笔。

再聚首

名垂家谱的，不仅是无人家族自

主创新的精彩，还有国产坦克三兄弟

走出国门的自信。

在地面装备展示现场，兵器工业集

团携带VT-4、VT-2B、VT-5坦克“三

兄弟”登场，作为外贸装备的明星产品，

十分抢眼。“三兄弟”凭借良好性能、可

靠质量，成功走出国门，收获大量订单，

在国际军贸市场获得一席之地。

高性能军事装备是衡量一个国家

整体工业水平的重要标志。能否成功

走向海外，对中国军工来说，是一个躲

不开、避不了的话题。曾几何时，“廉

价”“低端”是中国军工两个颇为难堪

的标签。如今，中国军工行业已经实

现从模仿制造到自主创造的跨越，凭

借成熟技术和过硬质量，日渐被国外

用户认可、赢得口碑，“三兄弟”带来订

单的增加便是最好的印证。

在辉煌的军工家谱中，“三兄弟”

进军海外的篇章注定不会孤单，从中

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跟跑到领跑，坦

克家族“三兄弟”用自信和实力交出一

张满意答卷。

“码”上中国，“码”上航展。在移动
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让我们以一种
最时尚的方式走进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
空航天博览会——

用手机扫描每一个参展证件背后
的二维码，就可以进入航展主办方之
一——航空工业集团的官方网站。在
人声鼎沸的展馆内，“嘀嘀”的扫码声此
起彼伏。“扫个码，加个好友”，成为前来
参展人们相互认识的新方式，也成为大
家了解参展商最直接便利的方式之一。

行走在偌大的展区内，二维码随处可
见，有的张贴在展台最醒目的位置，有的
印刷在宣传画册里，有的刻在展商的纪念
品上……扫描一个个二维码，人们结识新
朋友，也走进中国航展的“朋友圈”。

“创历史新高”，这句

话在中国航展的“朋友

圈”里永远都是过去时

身着橄榄绿飞行服的刘翼，信步于
高大耸立的展馆之间。这位年近八旬的
“老飞”，此次作为塔台指挥，和团队成员
完成商用飞机的飞行表演。

刘翼是中国航展的老朋友，从 1996
年首届中国航展开始，他一届不落地参展
至今。首届中国航展，让刘翼印象最深刻
的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航空巨头，还有悬
挂在珠海大街小巷的那句标语——“让珠
海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珠海”。

那一年，来自 25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多家航空航天厂商，参加了首届中
国航展，室内展馆面积仅为 8000多平方
米。两年后第二届中国航展，恰逢我国
改革开放 20周年，500多家参展商齐聚
珠海，室内展馆面积增加到 9200 平方
米。也正是从这一届航展起，世界又多
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

时任美国派克宇航集团总裁查理·
E·马歇尔在参加完第二届中国航展时
说：“既然中国人的目光是长远的，那么
派克也没有任何理由急功近利，真正的
生意将在20年后开始。”

20年后的第十二届中国航展，40多
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外参展商达到
700多家，室内展馆面积超过 10万平方
米。除了美国、俄罗斯、法国、加拿大、
意大利、乌克兰、捷克等传统欧美国家
参展外，白俄罗斯首次组织国家展团参
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参展比
例明显提高。从外军代表到国际展商，
中国航展“朋友圈”的高大上，体现得淋
漓尽致。

中国航展“朋友圈”的不断扩大，让
“将在 20 年后开始”的生意，在签约项
目的金额上有了最直观的体现：首届航
展成交额为 20 亿美元，至第十一届航
展达到 400亿美元，20年间成交额翻了
20倍。

或许这些数字对于普通军迷来说太
过枯燥，来自飞机火箭的视觉冲击才是
吸引他们来到航展的“旅行攻略”。

仰望苍穹，回首首届中国航展，
歼-8ⅡM、直-9、运-12 以及代表当时
中国航天技术先进水平的“长二捆”火箭
纷纷亮相。停机坪上 96架飞机，尽管有
相当一部分是模型，但还是让观众赞叹
不已。

再看今朝，本届航展上，参展的各型
飞机近 150架，其中有 20个型号 41架飞
机进行了飞行表演。开幕式当天，3架
歼-20战机以新涂装、新姿态炫舞蓝天；

运-20的“蓝天劲舞”，让网友大呼这是
个“灵活的胖子”，尽显“鲲鹏”的霸气；
歼-10B 战机以令人惊叹的“眼镜蛇机
动”持续刷爆朋友圈；首次展出的“天和”
号空间站核心舱，让所有人对中国的空
间站时代充满信心……22 年的实力增
长，让中国航展“圈粉”无数。

翻看历届中国航展的新闻报道，有
一句话每届必用，那就是“创历史新
高”。然而，这句话通常有效期只有 2
年。中国航展“朋友圈”的刷新速度，总
会让这一届的“新高”成为下一届的台
阶。而下一届的“新高”，又会在 2年之
后成为中国航展“朋友圈”迅速被刷掉的
历史。因此，“创历史新高”这句话，在中
国航展的“朋友圈”里永远都是过去时。

新朋友、老朋友，支

撑中国航展的好朋友

作为世界航空领域巨头之一的欧洲
空中客车公司，是中国航展的“常客”，22
年来从未缺席中国航展。尽管已是中国
航展上的老面孔，但空客公司在历届航
展上带来的新成果，都会成为航展的焦
点。从之前的 A380、A350飞机，到本届
航展带来的空客家族最新成员 A220飞
机，空客公司一直将中国航展视为最重
要的平台之一。

不仅是空客，波音、湾流、巴西航
空等世界航空巨头，都是中国航展的
老朋友。“朋友圈”云集的“大咖”，为中
国航展跻身世界五大航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本届航展，不仅有老朋友的亮相，还
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朋友加入。他们的
展区只有很小一块，场面或许并不出彩，
但他们希望通过初步“试水”，能够加入
到中国航展的“朋友圈”。

80后小伙儿倪会军正在 10号展馆
内，热情地向参展嘉宾介绍他们的商用
火箭。在这块只有几平方米的展位上，
倪会军和同事们将他们的火箭模型高

高竖起。
这家规模不大的民营企业，去年才

正式运营。在倪会军看来，参加中国航
展的经历，“可以作为企业发展的有力
背书”。

同样是第一次参加航展的民营企
业家黄立，在去年年底“抢”到了 10 号
展馆的一块展区。与倪会军他们的展
区相比，黄立这块近 200 平方米的展
区，显得气派不少。展区内陈列的反坦
克战车，成为很多参展观众竞相了解的
对象。

黄立不是第一次参加中国航展。但
往年来航展，都是以个人身份来参观。
今年，他的团队首次作为参展商进驻航
展，前来咨询的参展嘉宾让记者采访中
断了好几次。
“1999 年就成立公司，手中又握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为什么今年才来
参展？”记者好奇地问。
“过去几届航展只涉及航空航天，我

们只能来看看热闹。今年的航展，陆、海、
空、天、电全覆盖。更重要的是，军民融合
从未像现在这样深入过。”黄立感慨地说。

就在第十二届中国航展开幕5天前，
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了民营企业座谈会。

习主席在座谈会上指出，在我国经济
发展进程中，要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
发展环境，帮助民营经济解决发展中的困
难，变压力为动力，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
分涌流，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黄立作为民企代表，列席了座谈会。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让黄立备受鼓舞。黄
立觉得，“民企的好时代来了”。

从事无人机行业的民营企业家王江
平，与黄立有着同样的感受。曾服役于空
军部队的他，不仅将发展目光放在中国，
更放眼世界。“遇上民企发展的好机遇，唯
有以创新发展，回馈这个好时代。”

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本届珠海航
展约有 420 多家民企参展，占到整个参
展商的一半以上。展区正门附近的 10
号展馆，是本届航展新设立的展馆，民营
企业有不少在此布展。他们的到来，不
仅为中国航展“朋友圈”注入新活力，更

让我们对中国的创新发展充满期待。

点赞、刷屏、留言，中

国航展“朋友圈”既有国

际范又有民族风

珠海金湾机场正北方，寒风凛冽的
朱日和训练基地，蓝军旅宣传科干事张
鹏正备战新一轮冬季训练。

刷着本届航展的新闻，张鹏羡慕不
已。他并不羡慕南方温暖明媚的阳光，羡
慕的是置身于中国航展现场的人们。翻
看一张张炫酷的图片，欣赏着一段段来自
现场、夹杂着高声尖叫的飞行表演小视
频，张鹏觉得自己隔着屏幕都要尖叫了。
很快，他从新闻报道里存下9张最喜欢的
航展图片，发出一条热气腾腾的朋友圈。

张鹏的朋友圈很快赢得了微信好友
的点赞，很多人以为他在珠海，纷纷留言
表达自己的“羡慕嫉妒恨”。因为留言点
赞太多，张鹏不得不在留言区做统一回
复：“图片来自新闻。”

从某种程度上讲，张鹏朋友圈的状态
也是中国航展“朋友圈”的一个缩影——
看到的人纷纷点赞，参加的人好评如潮。

英国路透社针对航展开幕式上歼-
10B 战机的表现“留言”：加装了矢量喷
口的歼-10B推力矢量验证机飞出“眼镜
蛇”“落叶飘”等超级机动动作，标志着中
国国产发动机技术取得重要突破并进入
实用阶段。

新加坡《联合早报》则认为，中国借
助航展展示军工领域的最新成果，直接
回应了中国空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
利益的能力和决心。

在航展停机坪的对面，有两座废弃楼
房。因为航展，这两座废弃楼顶上挤满了
各式各样的“长枪短炮”，因此得名“炮
楼”。本届航展，一位在“炮楼”上跟拍飞行
表演的网友，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当今
天歼-10B推力矢量验证机大放异彩的时
候，当歼-20凌空掠过的时候，我恨不得把
手里的相机换成一面五星红旗。望着蓝
天，我们高唱‘胜利歌声多么响亮’！什么

是筚路蓝缕，什么是逆风而飞，翻看中国航
展22年的日历，你就明白了。”

翻看中国航展“朋友圈”下的留言与
点赞，你能感受到浓浓的国际范，更能体会
深入骨髓的民族自豪感。不论是老朋友带
来的新成果，还是新朋友展示的新装备，都
让我们感受到：中国航展既是一个“大秀
场”，也是一个大舞台。这“秀场”足够开
放，只要你有“料”，欢迎来“秀”；这舞台足
够宽广，只要你愿意，总有一束光属于你。

珠海香洲小学五年级学生郑骅彬今
年 10岁。别看他年纪小，可这已经是他
第五次来参加中国航展了。
“我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来‘看’

过航展了。”郑骅彬得意地说。家中那些历
届航展的照片，总会被小家伙翻出来看了
又看。他喜欢飞机、坦克，喜欢和军事有关
的东西。这一次，郑骅彬以小记者的身份
出现在航展。今年，他除了要大饱眼福外，
还要写一篇关于航展的文章。“如果写得
好，学校的报纸就会刊发。”但无论文章刊
发与否，郑骅彬都已成为中国航展“朋友
圈”的一分子，而且是一名忠实的小粉丝。

航展的“朋友圈”在增多，中国的“朋
友圈”也在扩大。我们从微信朋友圈的
航展刷屏间隙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
象——就在本届航展开幕的前一天，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航
展开幕的第二天，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在浙江乌镇举行。

这是中国航展的“朋友圈”，更是当
今中国的“朋友圈”。3天 3场国际盛会，
让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

此刻，让我们再把目光进一步延
伸。1996年，被冠以“国际”的盛会屈指
可数；2018年，改革开放 40周年，举办国
际盛会已成为中国“朋友圈”的常态。

此刻，中国航展上的老面孔——八
一飞行表演队，在蓝天上演“空中芭
蕾”。炫酷的动作、绚丽的彩烟，仿佛在
为22岁的中国航展庆祝。

22岁，中国航展渐成熟；
22岁，中国航展正青春！

（本报珠海11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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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展“朋友圈”怎能少了本土老朋友？看，参加过多届航展的老朋友北汽集团重装登场。本届航展，他们带来了“空中力士”P-750飞机和AT200货运无人机。 李泥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