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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走出去”让马达西奇重新

焕发生机，那么，“引进来”或许对于乌克

兰军车产业而言，可能是走向死亡边缘

的开始。

现在看来，乌克兰的军车产业早已

不再光鲜亮丽。曾几何时，产自乌克兰

克拉斯汽车厂的重型卡车以其强悍的性

能，几乎占据了华约十吨级卡车的整个

市场……

更让人惊叹的是，乌克兰莫洛佐夫

设计局生产的防护战术车辆，越野性能

超级强大，还配有遥控机枪、超压三防系

统等顶端配置。

然而，时至今日，美国“悍马”的份额

已占据乌克兰军方战术车辆总数的80%

以上，这一比重还在不断增加。这对于

已陷入困境的乌克兰军车产业而言，无

疑是雪上加霜。

其实，乌克兰军方“胳膊肘往外拐”也

实属无奈之举。2014年俄乌危机爆发，俄

罗斯不再向乌克兰提供军车产业链所需

的发动机和核心零部件。乌克兰国产车

要想成熟，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乌克兰

政府真金白银地砸钱，才可能有所起色。

乌克兰政府也曾试图向西方国家求

援，却因无法承担进口发动机的高额成本，

最终选择放弃，转而接住了美国“悍马”递

过来的“橄榄枝”。这无疑是向已经“溺水”

的乌克兰军车产业，又打了一棒子。

对乌克兰政府来说，一边是军队急

需相关装备而国内无法生产，一边是大

量外国军车涌入、给本国军工企业带来

巨大压力，何去何从，确实难以抉择。长

此以往，曾撑起乌克兰经济体系半壁江

山的军工产业，该怎样才能重新焕发昔

日的光彩？

这个难题究竟如何破解？乌克兰军

工业今后的发展将给出答案。

危 机

“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收到2.5亿美

元的投资款！”近期，这针“强心剂”让濒

临下岗的马达西奇员工精神大振——这

意味着马达西奇这颗“苏联航空工业的

心脏”，或将恢复往日有力的跳动。

作为世界知名的发动机生产商，有

“动力沙皇”之称的马达西奇已有百余年

历史。苏联时期，它的产品曾出口到9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进入新世纪以来，身处国际关系深

度调整的迷雾中，乌克兰军工业逐渐迷

失了方向。即便是马达西奇这样的“百

年老字号”，产值也每况愈下，在全球发

动机市场中的份额不足0.1%，只能在欧

美和俄罗斯军工企业之间煎熬求生。

万般无奈之下，马达西奇不得不向

西方国家求援，却被拒之门外。

原本来自俄罗斯的订单，还能让在

“死亡线”上垂死挣扎的马达西奇勉强维持

运转。但在2017年，公司遭受了成立以来

的最大危机——俄罗斯忽然终止所有合

作，这让马达西奇顷刻间陷入破产边缘。

如何摆脱绝境？就在马达西奇公司

管理层一筹莫展时，有人雪中送炭，出资

2.5亿美元帮其渡过难关。这也成了它

“新生”的契机。

转 机

本期观察：周鹏搏 窦 垚 丁移粟

头微倾，眼神专注，戴着白色劳动
手套的两只手举起木槌，小心翼翼地
游走在一片金属薄板的边缘，经过反
复敲打形成的斜面渐渐露出光泽。

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飞机机身
蒙皮加工画面。即便现在高科技手段
越来越多，蒙皮多曲面弧线的精确成
形依旧只能靠人工校形，方能将误差
控制在安全阈值内。因此，钣金成了
飞机制造的精尖工种，敲打在哪里、用
多大力度……全倚靠钣金工的技术和
经验。

10年前刚入行时，上海飞机制造
有限公司钣金工陈胜超感到一股巨
大的压力和危机感。与经过专业培
训的同批进入公司的同事相比，完全
没有接触过钣金的陈胜超感觉自己
“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这种似曾
相识的感觉，唤醒了他埋藏在心底的
军旅记忆。

2006 年底，陈胜超满怀憧憬走进
军营，快节奏的生活和繁重的训练差
点浇灭了他的军旅梦。要强的他面对
挫折没有放弃：既然来了，就要当最优
秀的兵。
“为了练好俯卧撑，在脑袋下面

铺一张报纸，每次训练结束后，整张
纸都会被汗水浸透。”一次次挑战自
我，陈胜超的训练成绩渐渐进入前
列。凭借过硬的素质和优异的表现，
下连时他被分到先进连队，还被评为

“优秀士兵”。
退役走上飞机钣金工这个全新的

岗位后，陈胜超拿出当兵时那股不服
输的劲头。

为了尽快补足短板，每次午饭间
隙、下班之后都成了陈胜超的“练兵时
间”。善于学习的陈胜超，在一次次
“实战”任务中获得了成长。

一次，一个薄料腹板在热处理后
出现严重变形，需在短时间内完成校
形。

零件太薄，变形严重，校形时间
短……陈胜超在心里盘算：这任务难度
太大。然而他没有退缩。在师傅的支持

下，他巧妙收放，灵活延展，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了首件检验任务。

此后，陈胜超一鼓作气通过了初
级工考试，不仅自学考取了学士学位，
还取得了飞机铆接资格证，完成飞机
钣金冷校形、热校形等专业技术培训，
成了一位既能生产飞机零件又能维修
飞机的复合型技师。

10年来，陈胜超日复一日用看似
简单却技艺精湛的动作，敲出了飞机
上的一条条精美弧线。从军队到企
业，从“优秀士兵”到“复合型技师”，陈
胜超追逐梦想的脚步从未停息。

图片提供：许良钰、熊晨曦

输在起跑线上的人成了领跑者
■陶 然 李晓东 徐 喆

2019年 6月 17日，第 53届巴黎航展开幕式上，法国
总统马克龙为达索飞机制造公司的“下一代战斗机/未
来空战系统”全尺寸模型揭幕，标志着欧洲第一款有人
驾驶隐身战斗机项目正式投入研制。

提起达索公司，人们并不像对法国雪铁龙集团、巴
黎欧莱雅集团等知名企业那般熟悉，甚至会觉得“这是

一个并不知名的企业”。
如今，在法国本土乃至整个欧洲大陆，达索公司发

展势头强劲。作为世界主要军用飞机制造商之一，其产
品还包括“阵风”“幻影”系列战机，“超军旗”“隼”式等明
星飞机。百年风雨航空路，循着这家法国航空巨头的发
展轨迹，我们一起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每一个不曾迎风

起舞的日子，都是对梦

想的辜负

法国巴黎勒布尔歇机场，跑道尽
头，一架“阵风”战斗机迎风起飞。作
为法国空军的绝对主力，在第 53 届巴
黎航展现场的军迷眼中，它是“最漂
亮”的四代战机之一。战机飞行姿态
优美，舒展的双翼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
“赏心悦目的飞机，才能够飞得平

稳舒适。”这是达索公司创始人马塞尔·
达索的一句名言。当眼前的“阵风”战
机渐飞渐远，时光回拨到 1909 年的巴
黎，法国航空先驱兰伯特伯爵驾驶的一
架莱特飞机，在埃菲尔铁塔上空呼啸盘
旋。

伟大的事业往往在不经意间发
轫。这架飞机优美的飞行姿态进入了
马塞尔·达索的视线，也把航空梦想的
种子播进了他的心里。“航空业将成为
我心之所属、生之所求的事业。”这种怦
然心动般的感悟，让马塞尔·达索每一
天都为梦想迎风起舞。

从那时起，马塞尔·达索常说的一
句话就是“造好飞机”。尽管在那个年
代，人们对飞机制造业抱有偏见，“想造
飞机的人都是冒失鬼，注定要从空中掉
下来。”

面对偏见和不理解，马塞尔·达索
不改凌云之志，一有时间，他就到各大
机场去观察飞机。1912年，为了掌握更
多航空基础知识，马塞尔·达索考入法
国国立高等航空航天学院，和苏联著名
航空设计师、米格设计局创始人之一的
格列维奇同班学习。

学成后，马塞尔·达索开始了他的
造螺旋桨生涯。早期航空时代，螺旋桨
是把发动机动力转换为飞机推进力的

关键部件。1916 年，马塞尔·达索组建
螺旋桨公司，着力打造飞机螺旋桨。第
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王牌飞行员乔
治·基尼莫驾驶的战斗机用的就是马塞
尔·达索造的螺旋桨。不仅如此，他还
尝试制造高性能战斗机。当时，法国空
军对他们生产的一款双座型战斗机极
为满意，决定采购。然而，原本 1000架
的订单最终只交付了 115架，马塞尔·达
索不得不给自己钟爱的飞机制造按下
“暂停键”。

真正的梦想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
褪去光辉，一次划时代的飞行壮举再次
点燃了马塞尔·达索的梦想。1927年 5
月 21日，美国飞行员林白驾驶着“圣路
易斯精神号”单翼型飞机，第一次完成
了从纽约到巴黎的不着陆飞行。目睹
这一切，35岁的马塞尔·达索激情再燃，
“我一定要重返航空界！”

他变卖了所有房产，再次投身于飞
机制造业。然而，意外再次不期而至。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一次击碎了
他的梦想。1944年，52岁的马塞尔·达
索因拒绝为纳粹研制飞机而被捕入
狱。监狱中饱受磨难，他没有被击垮。
战后，马塞尔·达索重操旧业，第三次创
建了飞机制造厂，“一门心思制造飞
机。”

每一个不曾迎风起舞的日子，都是
对梦想的辜负。这一次，他全力以赴地
向飞机制造业的顶峰攀登，终于在法国
飞机制造史上留下了一连串的“第一”：
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暴风”、第一
架超音速战斗机——“神秘”2型、第一
种可携带核弹头的战斗机——“幻影”4
型……以及后来人们所熟悉“幻影”系
列以及“阵风”“美洲虎”等战斗机都出
自达索公司。

富于创造、善于实践，永远不放弃
对梦想的追求，这些品质正是达索成为
法国航空界“顶梁柱”的内在根源。毕
竟，一家企业的成长壮大从来都不是顺

风顺水，一项事业的成功也绝非一蹴而
就，梦想的加持与执着的追求才是前行
最好的动力。
“飞机就像灵魂，它们有一双翅膀，

经久耐用。即使我离开这个尘世，它们
依然可以翱翔蓝天。”马塞尔·达索曾这
样说过。的确，现实中承载着他名字的
飞机依旧翱翔于蓝天之上。

只有扛住实战的

检验，才会有军贸市场

上的“阵风”呼啸

2019 年 3 月 11 日，英国《飞行国
际》网站上一篇题为“为什么达索公司
相信能力，而不是运气”的文章引起了
军工圈内热议。去年，达索公司交付
了 12 架“阵风”战斗机给埃及。达索
公司 CEO 特拉皮尔表示：“没人预计
到我们能卖给埃及，甚至我们自己也
没有想到”。
“阵风”外销的突破，看似是好运降

临，实际却是百般努力的结果。对于这
家有着百年历史的公司来说，能够在竞
争激烈的世界军贸市场站稳脚跟，源于
一次次实战检验。从二战初期“布雷
盖”轰炸机翱翔长空，到第 3次中东战争
期间“幻影”战机大显身手，再到 2011年
利比亚战争中“阵风”战机表现优异，达
索公司不仅让世界见识了法兰西航空
工业的底蕴，更创造了三角翼战机的沙
场传奇。

如今，作为法国海空军的“当家花
旦”，“阵风”是今日“达索战机”的最佳
名片，虽在隐身性能上不及 F-22 等五
代机，但其出众的多用途性能毫不逊
色于五代机。作为全球最高效的多用
途战斗机之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阵风”战斗机的海外商业化之路并不
通畅。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阵风”战斗机
几乎参加了每一次战斗机的竞标活动，
法国甚至把促成“阵风”外销当成总统
使命。不过，出口订单一直像树上迟迟
不愿落地的秋叶一样，“战机叫好不叫
座”在法国国内日益成为一个让人难以
接受的现实。

转折来自于利比亚战争。“阵风”
战斗机率先打头阵，无论是对空还是
对地表现都极为出色。随后，经过战
火淬炼的“阵风”战斗机第一次找到了
法国以外的买家，埃及成为“阵风”战
斗机的第一个国际用户。 2017 年 3
月，卡塔尔向达索公司订购 12 架“阵
风”，订购总量达到 36 架。印度也是
“阵风”战斗机的购买大户，订购了 36
架“阵风”。
“只有扛得住实战检验，才会有军

贸市场上的‘阵风’呼啸。”从鲜有人问
津到打开局面，达索公司用实力证明
“是金子总会发光”、有好货定能受青睐
的市场规则。有关专家指出，在性能
上，“阵风”战斗机的机载电子系统目前
在欧洲“最先进”。

实际上，不仅仅是经受实战考验的
“阵风”，从上世纪 50年代至今，达索公
司已为全球 7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
多达7500余架的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

“阵风”尾迹绵延，

依赖“一主为业、兼营

别样”的全方位发展

在北京 798艺术区，这个被网友们
称为“艺术气息圣地”的地标上，有一
家名为 Hadrien De Montferrand 的画

廊。如果不是刻意从画廊官网查找相
关介绍，你很难发现该画廊创始人的
秘密。罗朗·达索，是达索公司的第三
代“掌门人”。除此之外，“Hadrien De
Montferrand 画廊创始人”也是他的标
签之一。

正如“掌门人”在不同领域有所涉
足，达索集团面对新世纪的全新挑战，
也在“一业为主、兼营别样”的全方位
发展中，走出了企业别样的成长之
路。罗朗·达索以“四面出击壮祖业”
为前行动力，潜心描画着达索公司的
远景。

近年来，在巩固军用飞机制造优势
的基础上，达索公司十分重视民用飞机
的研发，全力拓展“达索隼式喷气式”公
务飞机的市场份额，并通过为其升级安
装新型操作系统，提升驾驶员与飞机之
间的人机工效。时至今日，“达索隼式
喷气式”公务飞机以其高销量的战绩，
一跃成为航空界高档公务飞机的“龙头
老大”，彰显出“老树新枝花更红”的生
机。

凭借丰富的商业运作经验，以及公
司多年的技术累积，达索公司在深耕细
作主营业务的同时，还成功将其它业务
发展得有声有色。在结构优化设计、人
工智能、飞行控制系统设计、飞机隐身
技术研发等航空技术上，他们充分利用
高新技术不断创新，占领航空制造业的
制高点。

在雄厚“家底”的强力支撑下，达索
公司的多元化战略接连告捷。据英国
《简氏防务周刊》报道，达索公司 2018年
的销售总额达 51 亿欧元，同比增长
4.3%，利润高达 6.69亿欧元。

创立百年，依然挺立潮头。透过达
索公司多样化的发展之路，不难发现，
大胆创新、敢于突破无疑是军工企业得
以快速发展的活力源泉,也是他们战胜
竞争对手、不断适应市场变化、拓展市
场需求的制胜法宝。此刻，“巴黎航展
热”依旧不减，作为达索骄傲的“阵风”
战机划过巴黎的天空，拉出长长的尾迹
云。达索公司的第一个百年正在远去，
而未来正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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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报名参加了英语口语速成

班，一个月就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加了个减肥群，10天极速变苗条”

“我刚买了明星快速养成手册，正在

琢磨如何一夜成名”……急着看成

效，似乎成为一些唯恐落后于时代的

年轻人的“通病”。愿望固然美好，但

“神速”很难铸就立即见效的“神话”，

许多事情不可能“马上就好”。科技

创新尤其如此。

很多时候，创新如同跑马拉松，

非意志坚定者不能到达终点。无论

是基础科学研究还是应用技术开发，

“时间是创新不可缺少的变量”，往往

需要长年累月的潜心耕耘才能到达

成功的彼岸。

有的人看到成功者硕果累累，就

以为他们是天才，或是机遇好，似乎

没有费什么力气，没有经过多少失

败，就取得了成功。殊不知，成功并

非是一朝一夕的事，不可能“一蹴而

就”，它需要人们专注于目标，一以贯

之，一干到底。屠呦呦成功提取青蒿

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为了提取抗疟疾药物青蒿素，屠

呦呦在异常艰苦的年代里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做实验，虽然历经了190

多次失败，但她没有被失败所吓倒。

相反，在一次次失败面前她总是斗志

昂扬，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实验攻关

之中，并最终品尝到成功的喜悦。其

实，事物的发展往往自有其规律，而

发现这种规律就像爬楼梯，必须一步

一步稳扎稳打，完成这个过程，无疑

需要时间来保证。

据权威机构统计，2018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获奖项目，从立项到结

题的研究时间平均为 11.4年。这也

充分说明，科学技术研究有一个循

序渐进、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重

大科技创新，必须要下一番“板凳要

坐十年冷”的硬功夫。只有经千难

万险而不放弃，将“冷板凳”坐热，成

功才会敲门。

“有些路看起来很近走起来却很

远，缺少耐心者永远走不到头。”科技

创新没有捷径，只有从春天就开始默

默耕耘，才能迎来秋天的累累硕果。

十年面壁图破壁，希望更多科技人员

能够潜心静气，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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