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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军工圈里的人和事

■本期观察：陶宜成 邹 贝 赵汝帆

跨界名企①

81岁的航天专家潘厚任，曾参与我

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

研制。从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

究中心退休后，他加入了中国科学院老

科学家科普演讲团。

这个演讲团成员平均年龄超过 65

岁，大多数人参与过国家重大科技工程

项目。这些老专家跑遍 1600多个县

（市），办了23000多场讲座。

有人说，潘厚任是“做布朗运动的老

人”。布朗运动，是指微小粒子的无规则

运动。只不过，潘厚任的“布朗运动”一

直在科学的轨道上。

一次，演讲团去云南一所山区学校

讲课，本来说好只面向一个年级。但他

们到了现场，校长激动地说：“机会难得，

能不能让全校学生都来听课？”最后，讲

座被安排在操场上进行，台下坐了2000

多名师生，精彩的授课引起大家的强烈

共鸣。

然而，20年前科普团刚刚成立时，

给予他们的没有这么多掌声和肯定。微

生物学家孙万儒去一所重点中学做科普

报告时，校领导告诉他：“只有1小时，多

1分钟也不行。”连在场的学生读几年

级，这位领导都没告诉他。

要想改变现状，首先要保证授课质

量。科学家走到讲台前都要试讲，“不管

你是院士还是领导”。为了激发师生们

的兴趣，演讲团成员不仅要传授科普知

识，还要结合自身经历讲述科学家的人

生故事。这么多年东奔西走办讲座，不

少人担心他们身体吃不消，但科普团成

员认为自己“还年轻”。在他们心目中，

科学拨慢了他们年迈的时钟，帮助他们

找回了奋斗的青春记忆。

做布朗运动

的老人

又一位国之栋梁离开了我们……

“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对不起，项目

取得的成果没有讲完……”中国航天和

探月事业功臣王焕玉说完最后一句话，

便倒在挚爱的学术报告台上。

我国改革开放那年，王焕玉便开始从

事X射线的研究，这一干就是40多年，他

从一个小伙子变成了银发老人。

40多年来，团队在他的带领下，嫦

娥一号和嫦娥二号X射线谱仪、嫦娥三

号粒子激发X射线谱仪、硬X射线调制

望远镜卫星（“慧眼”）、暗物质粒子探测

卫星（“悟空”）粒子径迹探测器等成功发

射到太空工作，使我国在国际空间X射

线及高能粒子探测的舞台上，终于有了

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这些闪亮的成绩单中，王焕玉最

引以为豪的是，倾尽了他半生心血为国

铸造的“慧眼”卫星。

2017年6月15日，我国成功发射首

颗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慧眼”，王

焕玉担任卫星地面应用系统总指挥。“慧

眼”卫星的升空，让空间高能天体物理领

域终于有了中国的“观众”，填补了我国

空间X射线天文卫星研制的空白，实现

了我国天文观测由地面观测到天地联合

观测的跨越。

王焕玉曾说，“终点就在开始的地

方”。退休的他，本可以静下心来颐养天

年。但王焕玉坚持要重回自己的三尺讲

台，给学生讲课，做学术报告，参加项目

评审，他的工作丝毫没有停歇，工作几乎

占据了生活的全部。

直到网页上发出了他逝世的讣告，

直到他的名字和照片失去了颜色，我们

才第一次听说了他的名字，才第一次知

晓他的贡献。

在我国迈向科技大国的进程中，正

是有了无数位像王焕玉一样的科学家们

无私奉献，才有了科技事业的辉煌成就，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真正的“明星”。

终点就在开始

的地方

生活中记录美好画

面 ， 战 场 上 瞄 准 “ 生

死”瞬间

卡尔·蔡司是什么？在不同人眼
中，它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对摄影
发烧友来说，卡尔·蔡司意味着“咔
嚓”一声，记录生活美好瞬间；在游
戏玩家看来，激烈枪战中打开“98k”
狙击枪倍镜的那一刻，这款因装备卡
尔·蔡司瞄准镜的二战名枪，能在游
戏中瞬间将对手“爆头”。

起源于 19世纪末的卡尔·蔡司公
司，是世界光学领域的龙头企业，出
品的镜头在传统相机领域是“高贵”
的代名词，不少摄影发烧友以拥有卡
尔·蔡司镜头为荣。作为一家百年老
企业，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光学技术公
司之一。

正是有了这样的背景，提起卡
尔·蔡司，大多数人的印象是照相机
镜头等光学设备。事实上，透视这位
百年追光者的“第二面孔”，它不仅在
光学镜头领域被人标榜，在武器装备
领域也创造出诸多辉煌成绩。卡尔·
蔡司的产品，如头盔瞄准系统、传感
器、潜望镜、激光测距仪、热成像系
统、瞄准具等，都对相关武器装备研
发产生过重大影响。

一战时期，军用光电产品应用到
了战术观测上。为了夺取战争胜利，
交战双方在光学技术上进行了激烈的
角逐。当时，德国的光学技术最先
进。其中，蔡司光学仪器厂蜚声世
界。他们的产品装备在“豹”2A6主战
坦克、德国214型潜艇上，让这些装备
在战场上大放异彩。

说到卡尔·蔡司公司的军工产
品，就避不开声名远扬的 6×30 望远
镜。自 20世纪初诞生以来，外形现代
化、性能优异的 6×30 望远镜，一直
是德国军官的“宝贝疙瘩”。一战后，
由于政策允许，不少军官主动购买
6×30望远镜，作为个人使用。后来，
德国将 6×30 望远镜作为军队标准望
远镜。那个年代，不少与军事有关的
新闻中，都会提到“在 6×30 望远镜
注视下”这句话。

当时，卡尔·蔡司公司还生产了
一些其他类型的军用望远镜，包括为
德国潜艇部队生产的 8×60 望远镜，
该望远镜具有极其优异的光学性能，
至今仍受望远镜资深收藏家的热捧。
无论是零件装配组合，还是外观设

计，卡尔·蔡司都做到了精益求精、
品质一流。

卡尔·蔡司的光学器材在德国武
器装备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比
如，供潜艇使用确定目标方位的双筒
望远镜、超广角大口径双筒望远镜、
88 mm反坦克炮的测距机等装备。在
6×30 望远镜的基础上研发的 8×30
望远镜，其精巧的设计外观、广阔的
光学视野令人赞叹。尤其是这款望远
镜色彩还原度高、色差和像散小，这
样的性能对提升军用观察精度来说尤
为重要。

三位“合伙人”的

传奇经历，只为传承那

抹“经典蓝”

如今，卡尔·蔡司的“小蓝标”
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纵观卡尔·蔡
司公司的业务版图，40多个国家拥有
20多座工厂、50多个销售与服务机构
以及 25个研发机构，拥有超过 2万名
员工，每年营收总额达 10亿欧元，这
样的成绩让人赞叹。

不过，卡尔·蔡司公司在成立之
初，只是一个“蜗居”在小胡同内仅
有几名员工的“小作坊”。风云变幻，
卡尔·蔡司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成长，
成为当今大家熟知的光电行业的“领
军者”？

耶拿，一座令光学界人士肃然起

敬的德国小城。170多年前，一家精密
机械及光学仪器制造车间在这里诞
生，时年 30岁的机械工卡尔·蔡司开
始创业起步，制造放大镜和显微镜，
这便是现在卡尔·蔡司公司的前身。

事实上，这位奠定了德国光学设
备基础的人，曾经只是一名高中毕业
生，在业界并不起眼。卡尔·蔡司从
学校毕业后，来到耶拿，开始了学徒
生涯。他是一名极其勤奋的学徒，除
了师从一名博士虚心学习技能外，还
到当地大学旁听各类课程，提高专业
技术能力。

最初，这家“小作坊”只是制作、
改进一些不同类型的放大镜片和简单的
显微镜。1861年，凭借出色的设计，卡
尔·蔡司制造的显微镜在一次工业展览
会上获得金牌，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科
学仪器。15年后，卡尔·蔡司终于在光
学仪器制造方面站稳脚跟，员工规模也
扩大到了 20 多人。

当时，制作显微镜普遍采用的是
“试错法”，通过更换镜片，改变镜片
间距，找到可用的光学系统，这种方
法低效且结果并不十分准确。在制造
显微镜的过程中，卡尔·蔡司和很多
员工都发现，累加镜片可以增加放大
倍数，但随着镜片的增多，放大细节
的能力并不出色。踌躇之际，卡尔·
蔡司邀请到耶拿大学的物理学家恩斯
特·阿贝加盟合作。他们艰苦攻关了
6年，终于研制出一款光学性能超越
所有同行产品的显微镜。

虽然卡尔·蔡司和恩斯特·阿贝
成功制造出了先进的显微镜，但显微

镜上的玻璃一直是影响产品质量的短
板。这时候，第三位“合伙人”加入
到研发队伍中，来自德国维滕的化学
家奥托·肖特研究出一种玻璃制造工
艺，可以生产出具有全新光学特性的
锂玻璃。得益于两位专家的支持帮
助，卡尔·蔡司公司的光学镜头始终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之后，卡尔·蔡
司——这个商标闻名世界。

有一段传奇经历，一直为世人所
津津乐道。卡尔·蔡司去世后，按照
遗嘱股权转到了他的儿子洛迪里克名
下，洛迪里克又将股权转让给恩斯
特·阿贝。一年后，恩斯特·阿贝成
立了一家基金会，将自己的股份和资
产全部转到这家基金会的名下。不
过，这家基金会的名字依旧是曾经的
好友卡尔·蔡司。至今，卡尔·蔡司
基金会仍然是卡尔·蔡司公司和肖特
公司的独家产权所有人。

见 证 历 史 风 云 变

幻，品质创新是企业发

展的“精神内核”

作为百年老企，卡尔·蔡司公
司在追求卓越、品质第一的理念推
动下，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和品牌
魅力。

没有一家瞄准镜制造商，像卡
尔·蔡司公司一样，拥有悠久的历
史和强大的研发能力，它是 NASA 的

战略合作伙伴，人类在太空中使用
的第一款镜头、人类首次登月时使
用的哈苏相机镜头都是来自卡尔·蔡
司公司。

当然，这家百年老企也曾面临
过生存危机。二战后，“柏林墙”将
德 国 一 分 为 二 ， 同 样 也 分 裂 了 卡
尔·蔡司公司。在盟军与苏联签订
德国分治协议前，意识到耶拿可能
会落入后者之手。于是，他们在撤
离时带走了卡尔·蔡司公司大部分
管理层和科学家，并用卡车将这些
专家运送到美国控制区域。此后，
这些专家在西德重新建立了同名公
司。苏联则主导了东德的卡尔·蔡司
公司，控制了当地的工厂。

自此，两家卡尔·蔡司公司独立
经营，两者之间的对立持续了近 50
年，直至“柏林墙”倒塌才实现合
并。在此期间，尽管处于分裂状态，
但一墙之隔的“东蔡”“西蔡”并没有
放弃对技术的追求，二者都标榜自己
是卡尔·蔡司公司的“真身”。正是这
种“试图超越对方”的竞争，使卡
尔·蔡司公司在光学技术上取得了长
足进步。

两德统一后，两家卡尔·蔡司公
司合并经营，总部设在奥伯考亨，拥
有 3500名员工，在世界很多地区都设
有分厂。进入数码时代，依靠卡尔·
蔡司公司的鼎力相助，原本是光学外
行的索尼公司在单反市场取得成功；
在手机领域，是否配备卡尔·蔡司认
证镜头几乎成为手机拍摄功能强大与
否的标志，也成为众多手机厂商宣传
产品的噱头和卖点。

作为德国三大光学品牌之一的
卡尔·蔡司公司，早早便打上了品
质创新的深深烙印，并不断将创新
成果应用到企业的最新产品中。在
他们的研发人员看来，创新是一条
漫长的旅途，一些经典项目取得成
功之前，可能有六七年甚至十年都
是 在 创 新 探 索 的 路 上 。 有 数 据 显
示，近年来卡尔·蔡司公司将总营
收 10%的金额投资到新技术的创新研
发上。被称为“科学家创业友谊典
范”的卡尔·蔡司基金会，为技术
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
确保科研项目不会中途夭折。

纵观历史风云变幻，卡尔·蔡司
公司历经坎坷却屹立不倒。追寻背后
的成功秘诀，或许能够从一封布满灰
尘的书信中找到答案。19世纪，达尔
文给友人的一封书信中写道：“拜托转
告蔡司先生，请帮我挑选一台高品质
的蔡司显微镜给我的儿子，这样他就
可以同我进行更精准的科学研究了。”

矢志品质创新，是始于卡尔·蔡
司公司创立之初的烙印，也是一家企
业发展的“精神内核”。

制图：唐国钦

卡尔·蔡司：百年追光者的“第二面孔”
■占传远

在军迷的世界里，总有一些军工名企人人耳
熟能详。美国的洛马和波音公司、俄罗斯的苏霍
伊设计局和金刚石-安泰公司……不过，除了这
些军工名企，还有不少军品研发成绩骄人却在军
工领域鲜为人知的大型企业。曾风靡一时的手
机行业领军者诺基亚，是著名的萨克TRG-42狙
击步枪和Valmet M60步枪的生产商；“您身边的

热水器专家”A.O.史密斯公司，是生产航空炸弹
的企业；三星集团是韩国重要的军工企业，生产
过 K-9 式 155mm 自行榴弹炮以及著名的 K1主
战坦克等武器装备。这些企业生产出的产品不
仅民品畅销全球，军品也在军贸市场非常活跃。
从本期开始，我们开设《跨界名企》专栏，带您探
寻这些跨界名企背后的“第二面孔”。

“匠心是什么？”凭借一把焊枪感

动国人的高级技师李万君，给出了自

己的答案：“一名工人，有一种把产品

做到没有任何瑕疵的决心和耐心，就

说明他有了匠心。”

无独有偶。在之前某军工厂组织

的“匠心大家谈”活动中，受邀参会

的某军工厂高级技术专家向苏林在和

大家分享自己的工作心得时说：“军品

有次品，就是拿国家安全开玩笑。军

工人追求的是质量完美。”

李万君以自己出手的产品“没有

任何瑕疵”为目标，“在平凡中非

凡，在尽头处超越”，数以万计的零

缺陷产品，垒砌出一名“焊接工匠”

的质量珠峰。向苏林以“追求质量完

美”为目标，“不为繁华易匠心，不

舍初心得始终”，30年如一日的质量

坚守，勾勒出一名“军中良匠”不凡

的人生轨迹。

其实，不论是在产品质量上有“强

迫症”的李万君，还是要求自己产品臻

于完美的向苏林，或是央视播出的《大

国工匠》 里那一个个能工巧匠的事

迹，细心品味不难发现，“追求极致”

是他们对待产品质量的共同特点——心

无旁骛、专于本职、精益求精、锐意进

取。这种追求极致，既是他们成为大国

工匠的成功经验，也是传承给我们的宝

贵财富。

制造领域有这样一句名言：“追求

极致的产品永远畅销。”2014年6月，某

市场分析专家在对世界上30种畅销超过

10年的产品进行客户调研后得出结论：

“当基本性能差不多时，极致的细节便

成为赢得客户的关键因素。”2014年，

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在清华大学

的一次活动中谈到企业生产理念时说：

“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是最好的，但苹果

公司只选择其中一种，并努力把它做到

极致。”世界名表劳力士在生产中有一

条不成文的规定：“零件质量与同行相

同即是失败。”

民品质量不好最多失去市场，而

军品质量不好则可能败于战场。上世

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考察一家军

工企业时指出：“一定要坚持质量第

一。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军工产

品。在战场上关键时刻有几发炮弹打

不响，就可能影响整个战斗。现在的

军工产品是现代化的武器，更要注意

这个问题。”战场上，军品质量上1%

的瑕疵，足以导致100%的作战损失。

尤其是在体系作战的信息化战争中，

因为装备质量粗糙而造成的反应慢一

秒、射程少一米、误差多一点等等，

都可能是堤之蚁穴、室之突隙，事关

战之成败，不可小觑。

“中国四亿人生着一种病，那名称

就是马马虎虎，不医好这个病，是不

能救中国的。”20世纪初期，鲁迅先生

把脉中国落后的原因，一针见血地指

出了这一病根。如今，尽管这种“马

虎病”已非高发病，但要根治很不容

易。在军工生产领域，个别人还有

“差不多”的心态、“马大哈”的作风

和“过得去”的标准。由此带来的结

果是，产品完成了但不完美，产品合

格了但不过硬。

“不是100分就是0分，有任何瑕

疵是0分。”这是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火

箭总装厂高级技师高凤林对自己产品

的要求。“不极端负责，不极其努力，

不做到极致，就出不了极品。”这是我

国錾刻工艺师孟剑锋的工作经验。

“狠”多一点是“狼”，“王”多一点是

“主”。在军品生产中，只有对每个零

件都追求极致，真正做到“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始终做到多一点细

心，才能打造官兵“便之，熟之，如

身之器官而用之”的军工精品。

追求极致的产品永远畅销
■刘含钰

匠心慧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