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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芬坎蒂尼集团的“瘦

身”之路成功转危为安，那么维氏

军刀的“拓展”之举，或许能为老

牌军工发展提供新思路。

作为欧洲最大的刀具制造商，维

氏军刀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每年生

产700多万件刀具，90%以上的产品

远销海外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到

之处，广受欢迎。以至于“瑞士军

刀、笑傲江湖”广告成为了它的无形

资产流行于世。一些国家的宇航员在

执行太空任务时，也随身带着维氏军

刀，被宇航员亲切地称为“太空探险

袖珍工具箱”。

然而，过度依赖单一产品，有时

往往会付出沉痛代价。“9·11”事件

爆发后，一些媒体将恐怖分子劫持飞

机所用“折刀”的矛头指向维氏军

刀，致使维氏军刀的股价一夜之间暴

跌30%。雪上加霜的是，原本世界各

大机场免税店销售维氏军刀的渠道也

因航空安全法规禁止而关闭。但这并

没能阻挡维氏军刀前进的步伐。相

反，在多样化经营的道路上用力推了

维氏军刀一把。

如今的维氏军刀除了传统军刀产

品之外，还积极开发了厨房用刀、裁

缝用刀、办公室用刀等类型，延伸品

牌内涵，扩大品牌影响，为其生存和

发展扩展了广阔的空间。

对于老牌军工企业而言，若想

要永葆青春，就需摒弃“皇帝女儿

不愁嫁”坐店经营、等客上门的思

想。只有不断迎合市场的变化，

根据客户需求推陈出新，老牌军工

企业才会像陈年老酒，越久越香。

拓 展

“我们的目标是到2022年实现收

入约50%的增长。”近期，意大利芬

坎蒂尼集团的这条重磅消息一经公

布，就在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全球造

船市场，激起了巨大的浪花。

回望近现代造船史，芬坎蒂尼已

经走过近240年的光辉岁月，累计建

造完工7000余艘新船的世界纪录至

今让对手望尘莫及。世界级著名战舰

“USS自由”“加富尔”号等都是它的

作品。

然而，任何辉煌成就的背后，往

往都少不了涅槃重生的经历。

上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席卷

全球，许多船厂面临着破产重组或被

兼并的境地。芬坎蒂尼集团也不例

外，订单的锐减，让体型庞大的芬坎

蒂尼集团一度难以为继。

或许，芬坎蒂尼集团做梦也没有

想到，自己的命运竟在一次“瘦身”

计划中得以改变。

1997年，芬坎蒂尼集团“忍痛

割爱”，积极开展“瘦身”计划，

收缩生产线、放弃劣质资产、关停

低效工厂……原本16家船厂，最后

只剩 8家，员工也由最初的 3万多

人裁减到 1万余人。倾注全部精力

打造豪华邮轮、军舰等特色品牌，

使得芬坎蒂尼集团在逆水竞渡中成

功实现突围。

对于传统军工企业而言，有时候

一味地追求过大的“体型”极易使其

成为“胖子”，而非“壮汉”。及时进

行“瘦身”，聚焦特色品牌，打造明

星产品，往往能给企业发展注入源源

不断的活力。

瘦 身

做别人没有做过、

不敢做的事才叫突破

2019 年 7月 3日，白俄罗斯首都明
斯克的上空，一架图-160 战略轰炸机
犹如冲出水面的“白天鹅”，迎风起
舞。作为俄罗斯轰炸机家族的“镇馆
之宝”，在世界众多军迷眼中，它是长
得“最漂亮”的俄制轰炸机。
“不漂亮的飞机飞不上天。”这是

图波列夫设计局掌门人安德烈·尼古
拉耶维奇·图波列夫的一句名言。当
眼前的图-160 战机渐飞渐远，时光回
拨到 1922 年的俄罗斯，34 岁的图波列
夫正带领团队积极着手研制新型飞
机。当时，选用木质还是金属作为飞
机结构的原材，成为大家争论的焦点。

选用时下流行推广的木质双翼机
意味着稳妥。相对而言，金属材质飞
机的性能优势在当时尚未显现出来，
昂贵的造价更让一些研究人员对其能
否量产持悲观态度。
“做别人没做过、不敢做的事才叫

突破！”图波列夫大胆地预见，“随着军
工技术的不断进步，金属必将成为飞
机原材的唯一选择”。他力排众议，将
金属纳入到飞机结构选材上。

天赋与技术一经碰撞，往往会擦
出炫目的火花。短短 1年时间，图波列
夫设计局便推出了处女作——安特-1
飞机。作为苏联第一款半金属结构飞
机，该机的研制并没有走老路子，而是
采用新型铝合金材料和先进的悬臂式
下单翼气动布局。

有了安特-1 飞机的成功“破冰”，
全金属飞机的设计研制工作紧锣密鼓
地提上日程。1924 年 5 月，安特-2 全
金属结构飞机试飞成功，标志着苏联
飞机制造业跨入新的阶段，图波列夫
设计局的名号自此“一炮打响”。

此时的图波列夫设计局并没有因
成绩的显著而躺在“功劳簿”里安于现
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喷气
式飞机的迅速崛起，传统螺旋桨式轰炸
机的发展陷入窘境。这对于一直致力
于打造螺旋桨式轰炸机的图波列夫设
计局而言，无疑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时，美国 B-47 轰炸机刚试飞成
功不久，其采用的主翼下吊挂发动机短
舱的方式虽然便于维护，但也削弱了飞
机的速度优势。为此，图波列夫设计局
并没有照搬 B-47 轰炸机的经验，而是
采用主翼根部安装发动机的方式，并在
图-82 轰炸机的基础上尝试后掠翼设
计，最终打造出图-16轰炸机。

问世之后，图-16轰炸机以其强悍
的综合作战性能，一度成为苏军中远
程空中快速打击的中坚力量。值得一
提的是，在图-16 轰炸机身上，图波列
夫设计局还实现了一项颠覆性的创
新：将这款轰炸机改装成苏联国家领
导人的专机。

1955 年初，图-16 轰炸机的改进
版——图-104 喷气式客机试飞成功。

1956 年 4 月，苏联代表团访问英国，
图-104 喷气式客机甫一亮相，就引来
大批英国民众的围观。据报道，当图-
104 掠过白金汉宫上空附近时，很多英
国贵族成员都跑到阳台上，欣赏这个
“苏联奇迹”。

找准“痛点”，才

能不断创造亮点

冷战初期，美国战略轰炸机的空
中威胁不断加大，苏联急需打造一款
可与之相媲美的远程战略轰炸机。

这项重任一开始，本是落在了图
波列夫身上。图波列夫的弟子米亚西
舍夫，却提出了与老师截然不同的设
计方案——主张打造喷气式战略轰炸
机。于是，两种不同动力的战略轰炸
机相继问世：采用涡轮喷气发动机的
米亚-4轰炸机和采用涡轮螺旋桨发动
机的图-95战略轰炸机。

1954 年，在苏联卫国战争胜利日
红场阅兵式上，数架没涂抹编号的米
亚-4 轰炸机利用时间差，循环数次飞
越红场上空，给西方世界带来极大的
震慑。苏联各大媒体都高度评价：“米
亚-4轰炸机是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
相形之下，图-95轰炸机则反响平平。

如果说“一面倒”是这两款战机较
量的上半场，下半场的剧情却陡然逆

转。图波列夫设计局的研究人员敏锐
地发现，随着导弹技术的不断发展，轰
炸机梯队携带导弹成为了“标配”。为
此，图波列夫设计局果断将图-95轰炸
机改进为导弹载机。这一做法与时俱
进，得到苏联军方的肯定，图-95 轰炸
机也因此成为苏联战略轰炸机的主
力。

相比之下，曾经显赫一时的米亚-
4 轰炸机，设计复杂、维修困难尚且不
说，油耗高、载弹量少、航程短等劣势
也日益凸显，最终被时代所淘汰。

图波列夫设计局创造的奇迹不仅
仅局限于轰炸机，在截击机领域同样
有所建树。冷战时期，面对北约侦察
机的侵扰，幅员辽阔的苏联急需一款
截击机，保卫边疆空域的安全。尤其
是西伯利亚地区，由于人烟稀少、交通
不便，难以部署足够的防空力量。于
是，研制一款可部署在边疆地区的远
程战斗机摆在了苏联军方的议程上。

不久，图波列夫设计局在图-98中
型轰炸机的基础上研制出了图-128截
击机。当时，北约不少成员国家冷嘲
热讽地评论：“图-128截击机将是一款
行动迟缓、性能单一，几乎没有任何战
斗力的‘怪胎’。”

然而，正是这个“怪胎”亮剑长空
后，北约傻了眼：这款具有超长作战半
径的截击机，对侦察机构造成的威胁
远超他们的想象，北约不得不因此降
低侦察行动的频率。

对于一家军工企业而言，打造一
款经典产品并不难，但要不断缔造传

奇，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准确切中要
害，抓住用户“痛点”的背后，是图波
列夫设计局急用户之所急、解用户之
所难，多年来对用户需求的深刻洞见。

唯有主动适应时

代，才能在变化中求

生存

美国空军流行着这样一则笑话：
当我的祖父驾驶 F-4战斗机时，他被派
去拦截图-95轰炸机；当我的父亲驾驶
F-15战斗机时，他也被派去拦截图-95
轰炸机；现在我驾驶 F-22战斗机，还是
被派去拦截图-95轰炸机。

可见，当美国“F”系列战斗机已经
更新了好几代时，走过 70 多年历史的
图-95轰炸机依旧“宝刀未老”，至今仍
是世界上航速最快的螺旋桨式战略轰
炸机，创造了飞机不着陆连续飞行时间
最长、航程最远等多项世界纪录。据报
道，这款轰炸机将继续服役至 2040年，
可谓是轰炸机中的“长寿马车”。

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图波列
夫设计局始终致力于抢占世界航空科
技的制高点，前前后后对图-95进行了
数十次改进。尤其是对其导航设备、
雷达和信息显示系统、打击手段等深
度改进后，图-95轰炸机的综合作战性
能得到全面提升，并于今年年初，正式

列装俄罗斯远程航空兵，执行战略巡
航任务。

曾有一位企业家坦言：“企业一旦
缺乏求变的胆识，就意味着被淘汰。”
上世纪 90年代初，伴随着苏联的解体，
图波列夫设计局的军品订单急剧减
少，一度陷入破产的边缘。为此，图波
列夫设计局迅速调整发展战略，积极
开拓民用领域市场，转而生产制造图-
204 等型号的民用飞机，并根据客户需
求在基本型号的基础上改造出各类
“私人订制”款，销量节节攀升。

与此同时，图波列夫设计局还大
力推动图-334新型支线客机项目。面
对研发经费紧张等问题，图波列夫设
计局通过缩短研发周期、借鉴图-204
结构设计思路等措施，成功打造出图-
334支线客机。

凭借先进的机身结构、性能优越的
机载设备和高效涡扇喷气式发动机，
图-334 支线客机迅速“圈粉”无数，先
后有 24家航空公司与图波列夫设计局
签订了 297架图-334的采购意向合同。

纵观图波列夫设计局的发展史，
主动走出“舒适区”，持续性的自我革
新和优化升级，正是其在竞争激烈的
军工领域屹立近百年的秘诀所在。对
于俄罗斯航空业而言，每一种型号的
“图式”飞机，都是战斗民族传承下来
的不朽经典，积淀着深厚的历史底
蕴。它们飞向蓝天征程的每一次振
翼，都承载着俄罗斯的空天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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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制“图式”为何“宝刀不老”
■曾梓煌 沙凌云 邢 哲

“自主抢修失败，请求支援！”
去年年底，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
的一场实兵对抗演练中，收到紧急
求救信号后，装甲底盘修理技师高
中卫立即带领班组前出，驰援红方
战损车辆。

抵达现场后，高中卫迅速做出判
断，履带防脱板依靠传统方法很难校
准。说时迟那时快，他随即取出一块
自制的“L”形焊接铁块架在履带
前，趴在地上用右眼观察，左手拖拽
着防脱板进行校正，很快完成抢修，
战车顺利重返“战场”。

那次演习，高中卫以 96%的修理
成功率受到上级表彰，他手中那套神
奇的工具一时名声大噪。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说

起这套自己发明的装备，高中卫眼里
满是自豪。

那一年，某新型两栖装甲车刚刚
列装部队，在一次实兵演习中，一辆
新车在复杂道路上意外“抛锚”，高中
卫迅速赶到现场钻进装甲车底下。骄
阳炙烤着大地，一股股热浪从地面涌
起，高中卫抿了抿干裂的嘴唇，一个
似曾相识的场景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不好，油气悬挂装置出了问题！”
战机稍纵即逝，高中卫带领班组

立即展开抢修作业。40分钟后，发动

机的轰鸣声重新响起，可高中卫脸上
的笑容还没舒展开，就听到车长沮丧
的声音：“来不及了，我们已经错过任

务时间。”
高中卫悔恨不已，原来，演习

前，他就发现该型车的油气悬挂装置
比其他车型都要复杂，一旦这个部位
出了问题，检测维修将花费大量时
间，建议反馈给厂家，然而还未等到
厂家的答复，便在演习中吃了败仗。

这一役的失败，让高中卫意识
到，“创新必须赶在战斗打响之前。”
“最了解战场需求的人莫过于士

兵，为何不能自己发明一套适应战场
需求的检修设备？”在随后的两个多月
的时间里，高中卫把自己关在修理工
间，向相关院校和厂家打去 800多个咨
询电话，设计检修设备制造图纸。

一次次试验后，高中卫带领班组
研发出一套新型检测设备。设备外

表看似简陋，却能在 5 分钟内检测 4
组压力值，准确找出故障部位进行
调整，把平均检测时间缩短了近 30
分钟。
“战场上，30 分钟换来的可能就

是胜战的先机！”迈出了第一步，高
中卫科技创新的脚步更加自信，他带
着一群年轻的修理技师瞄准了新的攻
关目标……

去年，旅队整理历年科技创新成
果，将高中卫自主革新研制的 12套新
型检修设备悉数收录在册。

照片提供：张 宇

“创新必须赶在战斗打响之前”
■龙轩磊 杨邵翔 吕雪飞

美国空军流行着这样一则笑话：当我的祖
父驾驶 F-4 战斗机时，他被派去拦截图-95 轰
炸机；当我的父亲驾驶 F-15战斗机时，他也被
派去拦截图-95轰炸机；现在我驾驶 F-22战斗

机，还是被派去拦截图-95轰炸机。
本期，笔者带您回顾图-95 战略轰炸机的

“摇篮”——图波列夫设计局的发展历程，探寻
“图式”轰炸机“宝刀不老”的秘诀。

人物小传：

高中卫，南部战

区陆军某旅装甲

底盘修理技师，

二级军士长，荣

立二等功 1次，

三等功 3次，获

全军士官优秀人

才 奖 二 等 奖 1

次、三等奖1次。

军工解码

本期观察：易 昶 黄 超 常桂苹

军 工 圈

点评军工圈里的人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