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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别人不如做好

自己，成功的秘诀在于

“打好手中的牌”

坚固耐用、机动性好、性价比高……
提起俄制坦克，很多人会赞不绝口。然
而苏联刚成立时，由于国内工业力量比
较薄弱、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导致苏制坦
克被贴上“粗制滥造”的标签。

乌拉尔车辆厂就是赶上了这样一个
年代。缺少高质量的钢材，国家却要求
造出可媲美德制坦克性能的战车，任何
企业都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
境。要想成为坦克制造领域的“领跑
者”，对于新生的乌拉尔车辆厂来说，既
是机遇也是挑战。

时间拨回到 1944年的冬天，德军虎
式坦克厚重的履带在白雪皑皑的苏联大
地碾过一道道车痕，威力巨大的 88毫米
口径坦克炮剑指前方阵地，一场恶战即
将打响。此时，苏军第 53近卫坦克旅的
奥什金中尉，驾驶着 T-34坦克，凭借出
色的机动战术，灵活地躲过了德军大口
径炮弹的攻击，在 200米距离一连击毁 3
辆德军虎式坦克。

虎式坦克可谓是二战中火力最猛的
战车，车身用厚厚的钢铁包裹。当时，苏
联主战坦克 T-34 的装甲，在火力强大
的虎式坦克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但过于
追求防护力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笨
重的“体态”使得虎式坦克机动性太差。

乌拉尔车辆厂不断总结战场经验，
开始对 T-34坦克进行改进。“任何防御
都可以被打破，机动性和火力才是王
道。”本着这样的设计理念，他们用 85毫
米口径火炮取代 76毫米口径火炮来提
高射速；装配了新式 5挡变速箱，提高了
坦克的机动性。

当时，T-34坦克还创下了一项纪录：
在铁路被破坏的情况下，一个坦克集团军
600多辆 T-34坦克，沿着铁路越野机动
开到预定地域，最后只掉队了 13辆。平
心而论，就算今天的M1A2、豹2等世界上
最先进的坦克也难以做到这一点。

如果说扬长避短的发展理念奠定了T
系列坦克的“江湖地位”，以人为本的人性

化设计则让乌拉尔车辆厂迎来了新的辉
煌。源源不断的订单和合同，证明了乌拉
尔车辆厂在全球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力。

2017 年 7月，伊拉克一次性采购了
73辆 T-90主战坦克。在竞争激烈的军
贸市场，T系列坦克为何能备受买家青
睐？

原来，伊拉克当地天气炎热，坦克驾
驶舱内温度常常高达 50℃，士兵们猫在
几平方米的战车里，忍受着高温的考验。
战场上，车组成员要想出来透口气是极其
危险的，很容易成为敌人的“活靶子”，迎
接他们的将是密密麻麻的子弹。伊拉克
军队在城市街道展开军事行动时，曾出现
过因视野受阻，导致坦克碾压士兵的伤亡
事故。结合前两个问题，乌拉尔车辆厂首
次为T-90坦克安装了空调设备，并加装
了后视摄像头，避免“倒车”时发生意外事
故。如此人性化的设计，不仅提高了舒适
度，也为战斗人员上了一份“安全保险”。

企业的发展就像一场牌局，有输有
赢，重在博弈。成功者即使抓到一手并
不满意的牌，也照样能打出精彩的比
分。乌拉尔车辆厂扬长避短、找准定位，
在擅长的领域不断探索，并发挥到极致，
才让企业发展拥有强大竞争力。

时代造就英雄，也造

就英雄的企业

有人说：“作为一家汽车工厂，乌拉
尔车辆厂可能不是最会造汽车的，却是
最会造坦克的。”寻根溯源，你会发现这
家赫赫有名的军工企业，是由一个民用
汽车制造厂发展而来的。

在与军工“结缘”前，乌拉尔车辆厂
只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工厂，但二战
的爆发将乌拉尔车辆厂推向了舞台中
央。从那时起，工厂与国家的命运就紧
紧捆绑在了一起。

二战初期，在德军炮火的密集覆盖
下，苏联国内多家军工企业遭受重创，生
产设备毁坏殆尽。远离苏联工业生产中
心的乌拉尔车辆厂得益于“名气不大”才
幸运地逃过一劫。为了迅速恢复坦克生
产，苏联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寻找能大规
模生产坦克的企业，为前方战场补充“新
鲜血液”。此时，拥有强大钢铁生产能
力、基础设施完备的乌拉尔车辆厂，便走
进苏联当局的视野。

随后,苏联国防委员会决定以乌拉

尔车辆厂为基础，组建了一个大型国防
综合企业，即“共产国际”乌拉尔第 183
坦克制造厂，使之成为 T-34 坦克的生
产中心。

正是这次历史的选择，乌拉尔车辆
厂成为时代的主角，去完成时代赋予的
历史使命。

在“参军”的征途中，乌拉尔车辆厂尚
处于起步阶段，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
但战斗民族的血液里从来不缺奋进的基
因，仅历时 2个月，工厂就改造出一条军
品生产线，世界上第一条坦克生产传送带
也于 1941 年底启动。一条条超前的思
路、一个个创新的设计方法……乌拉尔车
辆厂用实际行动拉近了苏联坦克制造业
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
“企业要有一种精神，要为国家的发

展扎扎实实地做点贡献。”当时“一切为
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在苏联大
地叫响，全国人民都团结起来一致对
外。乌拉尔车辆厂的工人们放弃了节假
日,甚至有时候连续几昼夜不离厂。在
强大的爱国主义情怀的引领下，乌拉尔
车辆厂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每 30
分钟就有一辆 T-34 坦克总装完成，被
送往前线。如此高效的坦克生产制造效
率，让德国人始料未及，也成为苏联取得
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

二战后期，T系列型号的坦克共制
造了 6.45 万辆，而德国“虎”式坦克在 3
年里仅制造了 1839辆。“闪击战之父”古
德里安不禁哀叹：“原来我们一直占有坦
克优势，可现在的形势变得相反了。”

时代造就了这家企业，它也没有辜负
时代赋予的使命。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
之际，乌拉尔车辆厂顶着如山压力，担负
起企业救国的崇高使命。一场战争决定
一个国家的命运，也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兴
衰，乌拉尔车辆厂选择将自己与国家的命
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危难之际展现出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情怀。时代

造就英雄，也造就了这家英雄的企业。

企业成长少不了“阵

痛”，不断磨砺才能提升

抗压耐挫的“免疫力”

顺风顺水时，往往暗藏危机。由于
过度依赖坦克制造业，加之国际市场石
油价格持续走低、企业内部管理不善等
原因，乌拉尔车辆厂经历了一段刻骨铭
心的“煎熬期”，企业发展难以为继，屡屡
曝出濒临破产的危机。

转型，路在何方？这是乌拉尔车辆
厂的必答题。

改变从企业内部的一场“头脑风暴”
开始。“当前，新型武器装备发展日新月
异，企业要根据自身优势灵活调整战略。”
乌拉尔车辆厂管理层认为，军工企业要想
在世界舞台立足，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和作
战需求，在变化中寻找市场先机。

随后，乌拉尔车辆厂决定在深耕细作
主营业务的同时，适度拓宽业务领域，利
用自身技术优势寻求更多领域的突破。

为了加快武器装备更新进程，俄罗
斯于 2010 年出台了《2011-2020 年国家
武器装备发展纲要》，计划投入 23万亿
卢布用于武器装备建设。乘着国家改革
发展的春风，乌拉尔车辆厂主动作为，积
极迎合市场需求。

在政策利好的牵引下，乌拉尔车辆
厂取得一连串的突破——

叙利亚战场上，被称为“村庄毁灭
者”的 TOS- 1A 重型喷火系统威震四
方，而该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是由乌
拉尔车辆厂生产的BM-1火箭发射车衍
生而来。

在2018年俄罗斯胜利日红场阅兵式
上，一个全新的面孔首次亮相。有着“终
结者-2”霸气绰号的 BMPT-72 坦克支
援战车，采用新式“阿玛塔”坦克的底盘，
车身架着2门大口径的机关炮，这款新型
战车也是乌拉尔车辆厂的得意之作。

为了给前线士兵提供足够的空中火
力支援，补齐装备上的短板，在今年的
“军队-2019”国际军事技术论坛上，乌
拉尔车辆厂正式向外界透露，该厂正在
研制一款类似美国AC-130空中炮艇机
的产品……

遭遇危机后，乌拉尔车辆厂没有像无
头苍蝇一样乱撞，而是沉着冷静思考，并
结合市场需求不断调整战略方向，在一次
次自我重塑中，寻得更大的市场商机。

每一次成长，都少不了短暂的“阵
痛”。有的企业在面对濒临破产的危机时，
变得一蹶不振；然而，有的企业在经历多次
“阵痛”后，变得异常强大，在一次次自我磨
砺中，提升了抗压耐挫的“免疫力”。
“那些打不倒你的，终将使你强大。”

没有哪家成功企业的发展历程是一帆风
顺的，那些打不倒你的痛苦与磨难，终将
会成为进阶的“垫脚石”，将企业推向更
高的舞台，这也许是乌拉尔车辆厂获得
成功的秘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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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打不倒你的，终将使你强大
■柳国剑

军工T型台

前不久，俄罗斯“军队-2019”国际军事技术论坛在莫
斯科远郊爱国者公园开幕。展览会上，“阿玛塔”坦克、T-
90坦克等明星产品一经亮相，便吸睛无数。

提起俄制坦克，人们首先会想到T-34、T-72等 T系列
坦克，这些性能优异的战车都出自同一家工厂——乌拉尔
车辆厂。半个多世纪以来,乌拉尔车辆厂生产的坦克备受世
人关注。“沙漠风暴”行动期间，一家西方报纸报道:“海湾战
争中，叙利亚军队装备的俄制T-72坦克表现不俗，在多日
沙漠行军中，没有一辆发生故障。”俄媒还曾报道：“一辆T-

90坦克在车臣战争中被 7发反坦克火箭弹命中后仍能继续
作战。”这些战场上的“高光时刻”，使T系列坦克在全球军
贸市场成为备受追捧的热销产品。

鲜为人知的是，这家坦克制造业的“领头羊”，最早却
是从事汽车制造的民营企业。二战爆发后，乌拉尔车辆厂
才步入坦克制造业的舞台中央，从民营企业到军工巨头，
走过百年的风雨历程，乌拉尔车辆厂实现了一次次华丽转
身。本期，笔者将带您走近乌拉尔车辆厂，探寻这家军工
名企百年不衰的秘诀。

弹药也要“体检”？是的，作为对目
标实施毁伤的终端载荷，弹药的“身体
机能”是“弹药医生”高度关注的话题。

在 陆 军 某 试 验 训 练 基 地 某 大
队，有这样一群“弹药医生”，他们
要对各类弹药进行“体检”，通过一
系列程序的鉴定把关，为弹药颁发
“准生证”。那么，弹药“体检”到
底要过哪几关？

第一关 测 量

一发炮弹是否合格，“身高”“体重”
“腰围”等方面都有“硬杠杠”，静态测量就
是检测炮弹是否符合技术要求。

如同给人看病的医生，“弹药医生”
在测量中要小心谨慎，不能有丝毫的马
虎大意，特别是在用高度尺、千分尺进
行划线作业时，要防止出现火花。

测量完“身高”“体重”“腰围”，弹药
会被送上 CT 检测台。在 X射线的断
层扫描下，弹药的“细胞”“组织”“器官”
是否发生“病变”一目了然。检验合格
后，才能进入下一关。

第二关 装 配

弹药有自己的“口味”和“肚量”。
“口味”，即装哪种弹药；“肚量”，即药量
装多少。“弹药医生”根据不同武器的初
速、膛压要求，在“装配手术室”选择准
确种类的弹药和适合的装药量。

装配完成后，弹药还要经历“冰火
两重天”的考验，在-50℃和 70℃的保
温箱里，弹药如婴儿般静静地躺着，“弹
药医生”通过监护仪器观察其体征变
化，保证弹药能够适应各种极端环境，
才能顺利“过关”。

第三关 评 估

在各项指标都达到要求后，下一关

便是测试弹药的“脾气”。
在基地开展某型榴弹静爆试验

中，随着“轰”的一声震天怒吼，看似
“文静”的弹药将钢靶板瞬间炸得“千
疮百孔”。随后，“弹药医生”开始采集
破片数量，通过对弹体破碎性、破片初
速分布、破片空间分布等方面检测，进
行静态爆炸威力毁伤效果的评估。而
在动态威力毁伤效果的评估中，某型
火炮机动数十公里，经过泥水、陡坡等
多种区域到达指定地点，快速对目标
实施射击。

通过对比弹药静、动态条件下的评
估参数，“弹药医生”才能够准确掌握弹
药的“脾气”。

第四关 心 理

“坐在火山口，走在刀尖上。”这是
对“弹药医生”最真实的写照。为了圆
满完成任务，过第四关的主体是人而非
弹，“弹药医生”们需要过“心理关”。

“与弹药打交道，如同与死神共
舞。”每位“弹药医生”都要不断锤炼抗
压能力，培养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才
能战胜“心魔”。

为此，“弹药医生”要熟知弹药的
“脾气”，通过长时间的理论学习和模拟
实操，逐渐积累“实战”经验。翻开“弹药
医生”的笔记本，里面记满了各种操作要
领和各类弹药的详细参数。他们常说：
“从事弹药测量工作，只有像熟悉自己的
身体一样熟悉弹药，才能应对自如。”

正是由于他们对每一道工序的精
雕细琢，对每一个环节的精益求精，才
让一批批弹药快速列装部队，为制胜战
场贡献力量。

照片拍摄：孙耀超

弹药“体检”要过哪几关
■刘建元 孙耀超

军工战线

“开始！”随着裁判长一声令下，30

余名参加电工维修技能竞赛的选手迅

速奔向各自的“故障机床”。

打开机床电箱，大刘仔细地寻找

故障问题，当发现一块发黑的保险丝

时，大刘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顺手

拿起尖嘴钳准备排除故障。

突然，电箱里闪起一道火光，紧接

着“啪”的一声，电路保护开关跳闸

了。大刘猛地把手缩了回来，瞪着冒

烟的电箱，细细的冷汗顺着脑门流了

下来，脸上早已没了笑容。

“12号，维修失败。”身边的裁判

员宣布了比赛结果。

原来，由于对维修操作过于自信，

大刘更换保险丝前并未关闭总电源。

不料，尖嘴钳在与一侧电线接触时，造

成短路产生电火花，保护装置随即自

动切断了电路。

“技术再高，也要遵守安全操作规

定。干我们这行的，不要赌运气。输了比

赛不要紧，可不要丢了性命。”赛后，大刘的

师傅、竞赛裁判长老邓意味深长地说。

赛前信心满满地给师傅立下“军

令状”的大刘，此刻羞愧地低下了头。

点评：墨菲定律指出，只要客观上

存在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事故就一定

会发生，无论这种可能性有多小。违

规操作就是在创造事故发生的条件。

只有刚性落实安全生产制度，无条件

执行安全生产规定，杜绝经验凌驾于

制度之上，企业生产安全才有保障。

文字：付思远、韩 秋

漫画：姜 晨

带电操作风险大

军工微故事

秋季因天干物燥常引发各种生产
事故，尤其给消防安全和用电安全带
来严峻挑战。抓好安全生产，一方面
要搞好日常教育，提升员工安全生产
的责任感，另一方面要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制度，强化员工按规操作意识。
下面，请看来自空军某航修厂的两则
小故事。

深夜的技术部灯火通明，小张随

手点上一支烟，盯着屏幕上的数据陷

入沉思。

“把烟灭了！”安全员老赵的一声

厉喝打破了办公区的宁静，将沉思中

的小张吓了一跳。

“吵什么啊，思路都被你打断了！”

小张转头看了一眼老赵，不满地说道。

“吵什么？办公区域禁止吸烟，

罚款100元。”老赵边说着边把处罚单

递了过去。

“不就抽根烟么，至于么？”小张

没接老赵递来的罚单。

“那麻烦你低头看一下。”老赵指

着小张脚边的一摞打印纸。

只见，刚才掉落的烟灰已经把最

上面几张纸烫了几个黑糊糊的洞。

“幸好没有酿成大祸，今天上午的

会议才强调要注意消防安全，你怎么就

不当回事！建一座车间要花掉国家多

少钱，毁一座车间却只需一个烟头。罚

款不是目的，关键是让你长记性。”老赵

把罚单放在桌上，严厉地批评道。

小张红着脸交了罚款，一边向老

赵道歉，一边将罚单贴在桌角。

点评：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

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 29起轻微事

故、300起未遂事故先兆以及1000个

事故隐患。员工的每一个不安全行

为都是事故的隐患。安全生产，关键

在于常抓安全教育不松懈。企业员

工要自觉提高安全生产意识，不抱任

何侥幸心理，才能将事故苗头扼杀在

萌芽中。

小小烟头隐患多

办公区域禁止吸烟！

要遵守安全操作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