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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59式坦克定型列装60周年。
60 年风雨沧桑。从渤海之滨到昆仑之

巅、从北国雪原到南国雨林，59式坦克以铁
流滚滚的姿态守卫着广袤国土，捍卫着国家
安宁，宽厚的履带在祖国大江南北留下深深
印迹。

60年探索跋涉。59式坦克的印迹也是
无数优秀中华儿女青春与生命的印迹。他

们用忠诚、智慧与汗水，不断为中国版“陆战
之王”赋予生命与力量，在战火与硝烟中见
证“五对负重轮”的奇迹。

作为国产坦克历史的“第一章”，59式坦
克留下的是拓荒开路的精神，是浓墨重彩的
一笔。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近 59式坦克，回
顾它横贯一个甲子的传奇。

新装备展台

很多人说，看到 59式坦克，有一种
“邻家大哥”的感觉，朴实、厚重、熟悉而
又不乏威严。在很多地方的军博园里，
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可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里见到 59式坦克，却是另一种感觉。厚
实的履带式底盘，前伸的坦克炮身管，
上扬的高射机枪枪口，一身绿色涂装，
加上馆内特有的氛围，一下子把人带回
到过去那段峥嵘岁月，让人不由得联想
到它和它的驾驭者们用钢铁与鲜血、硝
烟与汗水熔铸成的无限荣光。

师从“先进”的经典之作

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场战争帮助
我国下定了研制国产坦克的决心。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志愿军司

令员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取得
了胜利，但我们吃了大亏，亏就亏在我们
的武器不如人，我们的代价太大了。”

虽然那时新中国百废待兴，但我国
还是决定研制自己的武器装备，其中很
重要的一项就是坦克。1955年 11月，中
国从苏联获得新型T-54中型坦克及其
改进型T-54A的样车。应我国要求，苏
联提供了 T-54A中型坦克的全套图纸
和生产工艺。1956年 4月，我国第一家
坦克制造厂——617厂开始动工建设。

T-54 中型坦克于 1947 年开始量
产。此后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种
“超越时代”的坦克。它的测试时间非
常长，测试项目很细致，后来迅速成为
苏联及华约国家的装甲兵器主力。20
世纪后半叶，几乎所有大的武装冲突中
都有它的身影。

它的改进型 T-54A，出现于 1953
年左右。新上任的设计师为 T-54A加
装了新型坦克炮、夜视仪等，技术战术
性能得到大幅提升。2年后，苏联就把
T-54A 的样车、图纸及工艺提供给我
国。

从改进基本完成到输入我国，只有
短短 2年。对T-54A的先进性，当时不
会有人提出怀疑。甚至有人认为“它们
的成功引进，将使我国装甲兵的坦克装
备技术水平与世界同步。”

但是，从学习“先进”到转化为国产
坦克研发能力的路还很长。现在的人
们已无法体会当时研发工作的艰难。

设计师之一的尤凤元曾回忆说，59
式坦克先后经历了“中苏混合车”“十四
大部件车”等阶段，在摸索中逐步实现
了从零部件到整车的自主研发。其中，
仅发动机一项就解决了 330多个关键技
术难题。

苦心人，天不负。到了 1959年，617
厂已经可以完全独立生产这种中型坦
克，同年的国庆阅兵式上，32辆国产坦
克驶过天安门广场。当年年底，这型坦
克正式被命名为“1959年式中型坦克”，
简称59式坦克。

59式坦克的问世，终结了中国不能
生产坦克的历史。当时，西方国家惊
叹：“中国军队一夜之间有了战力与我

们比肩的主战坦克。”

“陆战之王”这样写就铁血荣光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即使在上世纪
80年代，59式坦克已经停止批量生产，
但对它的现代化改进工作仍在继续。
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其他一
些地方依旧能够看到59式坦克的身影。

这种强烈的存在感来自哪里？这
种不断现代化的“拔节”来自哪里？当
然是来源于起初 59式坦克测试时的“蹲
苗”。

人们不会忘记那时装甲兵科学技
术研究所技术人员的付出。为对 59式
坦克性能进行全面考核，试验团队的官
兵不畏艰险与 59 式坦克一同踏上“砺
剑”征程。他们冬至寒地、夏赴热岛，过
着“反候鸟”式的生活，在各类复杂极端
环境下累计行驶近万公里。

1965年，中国进行第二次核空爆试
验。在核爆后的瞬间，8名勇士驾战车
通过爆心投影区，以获取装备在遭核武
器打击时的珍贵数据。这队战车中，59
式坦克赫然在目。

全重 34吨，安装有 1门 100 毫米线
膛炮、1挺 12.7 毫米高射机枪、2挺 7.62
毫米机枪，火力、防护、机动性能均衡。
无数次极限测试，一再彰显出该型坦克
的强悍性能。

烈火见真金。1979 年，59 式坦克
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在一次边境
作战中，某坦克团一营、二营 59式坦克

如猛虎下山，向前穿插，在规定时间内
杀进预定区域，使敌人胆战心惊。三营
的坦克临危受命，开赴另外一个战场，
一到场就打乱敌人部署，为取得胜利立
下奇功，59式坦克因此写就了一段铁血
荣光。

人们不会忘记，面对地形复杂的
作战环境，为实现作战意图，我军将士
驾驶 59 式坦克顶着枪林弹雨一路前
冲。途中，车队被一块突出的崖石挡住
去路，敌军向我坦克车队猛烈攻击。危
急关头，政治指导员林梦珠当机立断，
指挥驾驶员加大油门，用坦克的钢铁身
躯冲撞崖石。连撞 5次，崖石被撞碎，通
道被打通。

坦克车队继续前冲，这次战斗的胜
局也由此被锁定。战后，有人说，这次
胜利是用59式坦克“撞”出来的。

现在想来，这话语虽然简短，但中
肯真诚。其中，既有着指战员们不伐己
功、不矜其能的谦逊，也有着对 59式坦
克优异性能的由衷夸奖与肯定。

“初心”不改的“五对轮”

与“砺剑人”精测严试遥相呼应，又与
指战员鏖战疆场一脉相承的，是此后军工
人对59式坦克殚精竭虑的不断改进。

59-1式坦克在炮盾上方安装激光
测距仪，车体增装红外大灯，车顶加装
“伪装天线”；59-2型坦克更是融合了诸
多现代先进技术……

随着一再改进，59式坦克炮塔的形

状从“圆滚滚”渐渐变得“见棱见角”；坦
克炮的口径从 100毫米到 105毫米再到
125毫米；车身加装了烟幕弹发射器、复
合装甲板等等。

其型号也从 59-1 变成了 59-2 再
到 59-1A、59-2A 等等。每一次改进，
都使该型坦克机动性、防护性、火力与
通信能力不断增强，都使它向实战需求
贴近与靠拢。

很多细心的装甲部队官兵都知道
那张“59式坦克家族谱”，它的结构纷繁
复杂，且不说去理清每种型号的来龙去
脉，即使要说明白其衍生型号的种类，
也必须下一番功夫。

其中，每一根线条都对应着一次改
进，每一次升级都凝结着研发人员的心
血。每一次改进，都彰显着该型坦克似
乎永无穷尽的潜力。

也正是基于这种“我们一直在路
上”的改进，59式坦克才得以在 60年的
风风雨雨中，一直纵横疆场、捍卫和平。

同样的改进也体现在不同型号的试
验车和外贸车辆上。有时候改动之大，
让人甚至已经看不出坦克本体，只能通
过底盘上“初心”不改的 5对负重轮来辨
认。

不断改进升级，不断赋能强能。在
我国一代代军工人的努力下，59式坦克
的性能及战术技术指标一直在追赶同
时代的先进主战坦克。世界上二代坦
克出现时，它能抗衡二代坦克。三代坦
克问世时，在某些作战环境下，它仍能
向三代坦克“亮剑”。

即使现在，59式坦克的改进升级还
在继续。“魔改”不已的背后，是 59式坦
克的存量庞大、改装效费比高，更是因
其适应性强、潜力很大。

在 2017年我国军工集团主办的“装
甲与反装甲日”上，以 59式坦克为基础
改进的步兵战车公开亮相；在 2018年珠
海航展上，以 59式坦克为基础改进的坦
克支援车也进入人们视野。

这些车型的问世，不禁让人再生感
慨，看来没有什么能阻止 59式坦克改进
升级的步伐！这一现象的出现，也让人不
由得猜测，59式坦克仍然“老骥伏枥，志在
千里”，它的历史似乎还将继续谱写。

履痕前伸的方向，是更广

阔的战场

有人说退役军人的伟大之处，在于
难舍军营仍闻令而行。其实，对退役装
备来说也是如此。

随着陆军装备的更新换代，大量 59

式坦克面临着退役。它们中的绝大多
数会与其他退役装备一样悄然离去，转
身奔赴新的“战场”。

北京昌平南口镇，与八达岭长城、
十三陵等著名景点相距不远，坐落着亚
洲唯一的一座坦克博物馆。在该博物
馆馆藏展品中，就有曾经叱咤风云的 59
式坦克。

在一些训练场上，如果我们仔细
寻找，也能找到 59式坦克的身影。它们
以一种坦克教练车的形式出现，仍在为
强军目标的实现奉献着能量。

为使学兵在体验上与驾驶新型坦
克一致，这些 59式坦克被“改头换面”，
钢板焊接成模型炮塔、加宽页子板、加
长车体……一番“打扮”过后，它们就有
了与新型坦克相同的尺寸外形。

同时，它们被换装上新型坦克的驾
驶椅、潜望镜、仪表板以及其他操纵件，
用以给驾驶员提供与新型坦克一致的
操作环境与感受。

科研人员还对原车车体、炮塔等部
位进行切割，降低车体总重量，以达到
与新型坦克相似的动力和机动性。

英雄不老，最本质的含义或许是其
精神不老。

履痕前伸的方向，是更广阔的战
场。这也许可以作为 59式坦克老当益
壮的写照。

在一些院校，59式坦克仍在被用来
帮助学员了解坦克基本构造；在一些军
史场馆，59式坦克诉说着峥嵘岁月与铁
血荣光……甚至在新型弹药试验中，也
有 59式坦克的身影。它们作为靶车，以
最炫目、最热烈的方式，释放出服务强
军的最后力量。
“作为我军装甲兵的核心概念和

基本象征，59 式坦克一度撑起了我国
装甲部队的半壁江山。”有专家曾这样
评价说。

其实，专家的介绍还有下一句，“它
的成长与发展，为我国的装甲装备建设
夯实了牢靠根基”。

事实也的确如此。59式坦克的另
一长远影响是促进了坦克制造技术人
才的快速成长。

几十年的探索实践，我国的科研人
员积累了丰富的研发经验，逐渐摆脱单
纯仿制的发展模式，实现了我国坦克从
仿研仿制到自主研制的跨越。

从 99A到外贸型VT-4、VT-5坦克
甚至到今后更多的最新型坦克，国产坦
克的履带印迹注定会更远、更新。这种
印迹的前伸，既是 59式坦克所凝聚的精
神的前伸，也是我国坦克研发科技工作
者初心的前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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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式坦克：铁骑纵横六十年
■刘建元 王晓煊 田宏亮

飞行服是战机飞行员执行空中任

务时穿的特殊服装，整套装备包括飞行

头盔、围巾、外衣裤、内衬衣裤、手套、飞

行靴等。当飞机飞行甚至是遇到极端

情况时，它能够有效保障飞行员的正常

作业能力和生命安全。

以前的飞行服上有纽扣，但一个

纽扣引发的灾难，彻底改变了人们

的观念。20世纪50年代北约的一次

军事演习中，某国一名经验丰富的飞

行员驾驶着先进战斗机参演，结果飞

机刚升空不久就坠毁爆炸。经过缜密

的调查分析，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是飞

行服上脱落的一颗纽扣掉入机内导致

设备故障，使得飞机失控坠毁。此后，

各国空军吸取教训，去掉了飞行服上

所有纽扣，改用拉链和尼龙搭扣。

其实不仅仅是纽扣，任何战机内

的异物，如零件碎片、紧固件、维修检

测工具等，对于飞行中的飞机来说，都

非常危险。当飞机以剧烈动作机动

时，这些异物会导致机件卡滞、电器短

路、仪器设备失灵等，严重威胁到飞行

安全。美KC-46A加油机就曾因在机

内发现异物，两遭延迟交付。

因此，各国对战机座舱、机舱内部

的异物管控非常严格。不仅飞行服没

有纽扣，飞行员不能携带无关细小物

品登机，地勤、机务人员的服装也没有

纽扣。每次检修完飞机后，他们都要

认真清点核对备件与工具数量，以防

有东西遗留在机内，进而引发事故。

战机为何对有纽扣的飞行服说“不”
■石 坚

鱼雷是潜艇最主要的攻击武器，一

枚重型鱼雷击沉一艘万吨级舰船并不是

神话。那么，如何反制鱼雷的攻击？长

期以来，各国普遍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

拖曳干扰诱饵，欺骗、吸引来袭鱼雷偏离

舰艇目标。另一种就是利用反舰火箭深

弹的爆炸，摧毁来袭鱼雷。但是，随着鱼

雷抗干扰能力的增强，加上火箭深弹缺

乏精确制导，采用这两种方式都存在很

大风险。

如今，一种效果更好的反鱼雷武器

已经问世，它就是俄罗斯战术导弹武器

集团旗下一个企业研制的“包裹-E／NK”

反鱼雷系统（下文简称“包裹”）。据俄罗

斯“地区”科研生产联合企业总设计师康

斯坦丁·德罗博特称，这一系统不久即可

实现量产。

据介绍，与以前的反鱼雷方式相比，

“包裹”既能摧毁敌潜艇也可拦截来袭鱼

雷。它采用以鱼雷攻击鱼雷和潜艇的

“硬杀伤”方式，突出了“精确性”。这种

“精确性”来自于它有完整的系统提供自

动化支撑。

“包裹”由以下子系统构成：主控制

系统、发现来袭目标的声呐系统、发射装

置和直接摧毁目标的鱼雷。

由于采用了自动化解决方案，一旦

进入作战状态，“包裹”会自主搜索探测

来袭目标，计算分析目标的运动参数，进

行辨识区别，然后选择相应的鱼雷做好

攻击准备。指挥员只需下达武器使用命

令即可。命令下达后，指挥员即可撒手

不管，“包裹”会按照“发现鱼雷－予以消

灭－再搜寻潜艇－发现目标－予以摧

毁”的程序自主运转。

“包裹”所使用的鱼雷是其亮点之

一，分别是反潜鱼雷和反鱼雷鱼雷。除

反鱼雷鱼雷使用80公斤高爆战斗部外，

两种鱼雷在尺寸上没有太大不同，直径

只有 0.324米，长 3米，便于舰艇携带。

据称，这些鱼雷的智能化程度也较高，在

浅海、人工和自然干扰等情况下表现出

色，而且可以视情升级软件，有效提高鱼

雷的打击效能。

在此之前，美国、意大利等国也在开

展此领域的研究工作，但从目前情况来

看，尚未取得与俄罗斯相似的成果。尽管

有专家认为，“包裹”距离量产列装还有一

段路要走。但是，总设计师康斯坦丁·德

罗博特称，该系统已经成功进行了试验。

如果“包裹”顺利量产和列装，将为

更多国家今后发展舰艇反鱼雷技术提供

又一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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