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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发到连发，马克

沁机枪正式开启了机械

化战争时代的大门

从他发明世界上第一挺连续射击
的机枪算起，时间已走过 10个春秋，马
克沁如往常一样端坐在实验室中，神
情专注地盯着眼前的设计图纸，双眸
里看不出一丝波澜。那一刻，远在万
里之外的非洲，战争的不对称性却在
凸显，那里正因为马克沁机枪的使用
而哀鸿遍野。

这是马克沁机枪首次应用于实
战。1894年，英国军队与非洲的麦塔比
利人爆发了一场战争，英国军队兵力仅
有 50 余人，而麦塔比利人拥有 5000 多
人。虽然兵力相差悬殊，但英军毫不惧
怕，因为他们携带了 4挺马克沁机枪。
面对蜂拥而来的敌人，4挺马克沁机枪
交织出的“死神之鞭”，打退了几十次冲
锋。战后，麦塔比利人死伤者达 3000多
人。在此后的 100多年里，全世界共有
超过 3200万人倒在了马克沁机枪的枪
口下。

马克沁机枪终结了一个时代，也开
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两军对垒时，人海
密集型的冲锋战术已经行不通，战争形
态被彻底颠覆，军事专家称“马克沁机
枪的出现正式开启了机械化战争时代
的大门”。

而打开这扇大门的人便是马克
沁。当时，人们普遍使用的是非自动枪
械，射击时需要一边发射一边装填子
弹。战场上，不少士兵还没有来得及装
填第二发子弹，就已经被击毙。马克沁
由此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能够发明一
款连续射击的枪，必将对战争形态产生
深远影响。

马克沁发明自动机枪的灵感，来
源于士兵红肿的肩膀。在参加一次步
枪射击时，他发现每次射击时要进行
拉栓、退膛的动作，士兵的肩膀因此被
撞得青一块、紫一块。马克沁进一步
调查得知，原来士兵们都在使用一款
老式步枪，这种枪的后坐力很大，击发
时只要肩膀没有和枪托紧贴在一起，
枪托就会狠狠地砸到肩上，很容易造
成射击者受伤。

瞬间的灵感，碰撞出创新的火花。
“利用火药能量，使枪械实现自动循环
射击”这一想法在马克沁脑海中闪现。
在英国伦敦哈顿花园路 57号一个小作
坊里，马克沁开始了自动武器的研发工
作。如何使枪械在发射一瞬间完成拉
栓、退壳、送弹、重新推栓等一系列动
作，成为马克沁需要攻克的第一道难
题。那段时间，他大量翻阅机械类书
籍，每天在脑海中不停地模拟枪械制动
动作并反复琢磨。

一次偶然的机会，马克沁通过观察
人走路时膝关节的运动动作，获得了灵

感。“如果设计一套机关打开弹膛将空
弹壳抛出，利用火药能量将子弹再次复
位，就可以实现连续射击。”想到这里，
马克沁迫不及待地开始设计图纸，着手
试制样枪。

马克沁在一支老式温彻斯特步枪
上进行实验，成功设计出一款利用枪支
后坐力完成装弹、上膛和退弹等动作的
速射武器。但是，他很快就认识到这把
枪的缺陷：供弹系统还不能完全实现自
动。敢于挑战的马克沁又开始向这一
难题发起攻关。他设计了一个长 6.4
米、可装 333发子弹的帆布弹链，还在枪
托底板上装了一个弹簧，射击时弹链可
以被自动拉入进弹口，使枪械完全实现
了自动。

有耕耘就会有收获。凭借不懈努
力，马克沁终于在 1884年设计出利用枪
膛内引爆子弹瞬间产生气体冲力制动，
进而完成自动发射的机枪。他将这款
枪命名为马克沁机枪。

一款名枪的诞生，最

初的驱动力来自探索的

热情、变革的欲望

从正式设计研发，到世界上第一挺
自动机枪的诞生，马克沁用了不到 2年
的时间。

就是这么一位造枪天才，年少时
的经历却写满了苦难。1840 年，马克
沁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家中有 7 个
孩子，他的父母每天要为如何填饱全
家人的肚子而发愁。为了赚钱补贴家
用，14 岁的马克沁跟着一位马车制造
商做学徒，闲暇时还要到别的工厂里
打工。

在工厂的学习经历，培养了马克沁

超强的动手能力。从那时起，他对发明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工厂生产的
面粉经常会遭遇鼠患，造成不小的经济
损失。马克沁便动手发明了一种自动
捕鼠工具，这一问题迎刃而解。

青年时期，他还对气体照明灯进行
了研究，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改
进。经过多年的努力，马克沁创办了自
己的公司，先后发明出照明用煤气发生
器、机车车头灯等产品，获得了 200多项
发明专利。

就在事业一帆风顺时，马克沁的公
司遭到了灭顶之灾。在一次竞标中，他
掉进了对手设计的陷阱，最后不得不放
弃自己的公司，离开故乡去往英国。

当人生跌落低谷，也预示着转机的
到来。在 41岁那年，马克沁迎来了人生
的重要转折。他了解到欧洲人对速射
武器非常感兴趣，曾经的发明梦想再次
被点燃。他开始全身心投入到自动武
器研制工作之中。3年后，世界上第一
挺自动机枪成功诞生。

在发明的道路上，马克沁像小孩子
进了游乐场，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满好
奇，他将探索的热情、变革的欲望转化
成前进的动力，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
想。一路披荆斩棘，在困境中不断跋
涉，马克沁终获成功。他也用一款机枪
让全世界记住了他。

马克沁枪族以自己

独特的面孔，在世界版图

上纷纷呈现

一战时，曾有一款以一己之力改变
战争形态的武器，那就是马克沁机枪。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已经有了马克
沁机枪，而他们没有。”这是英国诗人海

莱尔·贝洛克看到了这款经典名枪在战
场上的表现后作出的评价。

在马克沁机枪诞生初期，很多人对
它并不看好，因为它的设计理念对于当
时的军队来说太“超前”了，许多国家并
不知道如何有效使用这挺机枪。当时
的法国人和俄国人认为，马克沁机枪太
浪费子弹，他们更愿意相信在实战中
“证明过自己”的加特林机枪。

历史证明，马克沁机枪创新的设计
理念，最终成为淘汰加特林机枪的主
因。加特林机枪的漏斗供弹结构造成
的故障率极高，而马克沁机枪采用帆布
弹链式供弹系统，大大提高了供弹效
率；加特林装配的枪管，虽然看起来威
武霸气，但散热问题难以解决，马克沁
机枪则采用加装注水的外部大型套管
来解决散热问题。

当时，德国人购买了一定数量的马
克沁机枪，后来的一战战史证明了他们
的眼光。在历时 141 天的索姆河战役

中，马克沁机枪成为对步兵最有威胁的
武器。1916年 7月 1日，英军 14个师开
始向德军进攻，他们面对的是上百挺马
克沁机枪。在指挥官的号令下，英军士
兵成排冲锋，而德军士兵只需要扣动扳
机，英军士兵便应声倒下。一天下来，
英军伤亡接近 6万人，这不仅是一战中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也打破了世界战
争史上的单日伤亡纪录。

凭借出色的战场表现，马克沁机枪
一炮走红，成为各国纷纷列装部队的
“新宠”。在一战中，坦克、飞机甚至军
舰上都装有马克沁机枪。由于马克沁
机枪造成的伤亡惨重，且死亡的大多数
是男子，这款武器也被人称为“战场上
的寡妇制造者”。

马克沁机枪的名气越来越大，吸引
了全世界的目光，各个国家都开始争先
仿制。在马克沁设计原理的基础上，衍
生出多种不同型号的马克沁机枪，使得
马克沁机枪大家族的“人丁”越来越兴
旺，它们以自己独特的面孔在世界版图
上纷纷呈现——

最先引进马克沁机枪的德国人改
造出马克沁MG08重机枪，这款枪沿用
了冷却水为枪管降温的设计，并首次采
用标准的250金属弹链进行供弹；

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根据德国马
克沁重机枪的技术生产出M1905 式和
M1910式重机枪，并创新地采用了索科
洛夫轮式枪架，士兵们可以拖着机枪在
战场上短距离运动；

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也仿制过一
款 24式 7.9毫米重机枪。当时的金陵兵
工厂根据德国提供的图纸进行改进，在
吸收了各国实战经验的基础上，将枪机
改装成易拆卸式、枪架改为轻便的三脚
架，大大提高了这款机枪的稳定性和机
动性。

凭借在武器研发领域做出的卓越
贡献，马克沁被英国女王赐封皇室爵
位。索姆河战役结束不久，76岁的马克
沁在英国斯特雷瑟姆市去世，但他在枪
械领域的智慧结晶是留给全世界的宝
贵财富。至今，他首创的火药气体能量
自动射击三大基本原理仍在枪械研制
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上图：马克沁操纵自己发明的机枪

进行射击。 资料照片

自 动 机 枪 鼻 祖 马 克 沁
■邢 哲

小时候，男孩子们几乎都曾模仿过抱着一挺
机枪、嘴里发出“嘟嘟嘟”声响的样子。那些与
战争题材有关的影视作品中，机枪常常是“主
角”，那些机枪扫射、枪林弹雨的激战画面，让人
看得热血沸腾。

早在 19世纪 80年代，士兵使用的枪械都是手

动枪，射击时需要一边发射一边装填子弹，既耗时
费力，还容易成为敌人的“活靶子”。当时，一位
名叫海勒姆·史蒂文斯·马克沁的造枪专家，成功
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挺能自动连续射击的机枪，实现
了从单发到连发的跨越，开创了世界自动武器发展
的新纪元。他也因此被誉为“自动武器之父”。

马克沁机枪是人类第一次运用了复进簧、抛壳
系统、弹带供弹机构、加速机构的枪械，凭借火药
燃气作为动力，只需扣动扳机就能完成供弹、击
发、抛壳等一系列动作。至今，马克沁首创的火药
气体能量自动射击三大基本原理，仍被枪械研制者
广泛学习运用。

马克沁成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款

自动机枪后，便开始推销这款武器，他

还带着马克沁机枪参加了在英国举办

的一场军事武器博览会。当时，各国均

有代表出席，中国代表是当时的洋务运

动重臣、北洋水师创始人李鸿章。

在第一次实弹射击演示中，马克沁

扣动扳机后，不到半分钟就打完了300

发子弹，远处的一棵大树被拦腰击断。

现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李鸿章惊呼

“太快了，太快了”。

当时，积贫积弱的清政府财政状况

捉襟见肘，并没有给李鸿章准备多少银

子。李鸿章虽然希望自己组建的海军能

够装备这款射速快、威力大的武器，但他

也发现这挺机枪消耗子弹太快了，于是

又无奈地感叹道：“太贵了，太贵了。”

就这样，清政府因为“差钱”与最初的

马克沁机枪擦肩而过。不得不说，这也为

近代中国战场上的接连失败，埋下了伏

笔。

（邢 哲）

清廷与马克沁的一次擦肩而过

历史钩沉

前不久，乌克兰哈尔科夫马雷舍夫

运输机械制造厂被曝出，从2009年至

2019年仅生产了一辆坦克的“尴尬事”。

哈尔科夫马雷舍夫工厂以生产

T-80和T-84主战坦克而闻名世界，

更是以900辆的年产量成为业界名副

其实的坦克“产房”，一度让苏联其他

工厂眼红。

尽管拥有如此厚实的家底，如今

却黯然倒闭，空荡荡的厂房里再也看

不到曾经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苏联

解体后，哈尔科夫马雷舍夫工厂的订

单锐减，企业发展难以为继。企业不

得不将诸多已制造完成的或还未完成

的坦克堆在厂房外的空地上，形成了

有名的“哈尔科夫坦克坟场”。

为了改变窘境，哈尔科夫马雷舍

夫工厂曾试图寻找国外客户，结果却

接连碰壁，最后只能靠出售武器装备

的生产技术来换取短暂经营。可这种

方法治标不治本，不仅工厂效益没能

好转，还导致自身科研水平停滞不前，

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弱。最后，在哈尔

科夫马雷舍夫的厂房竟然看不到一位

年轻人。严重的人才断代，让它陷入

前所未有的危机与窘境之中。

破产前夕，该工厂只能对军方一

些老旧的T-64和T-80主战坦克进

行维修和翻新，配件甚至还是用着苏

联时代留下的库存，这和曾经的辉煌

形成了鲜明对比，让人扼腕叹息。

对军工企业而言，如果长期“吃老

本”，故步自封，即使再厚实的家底，也

难免“被掏空”，一旦暴风雨来临，终将

不堪一击。

10年才造1辆坦克

军 工 圈

同样是“继承”，位于捷克第二大

城市布尔诺市的斯柯达兵工厂在“继

承”奥匈帝国大批“遗产”后，持续发展

壮大，它的产品销售到全球多个国家。

作为著名的军火生产商，大名鼎

鼎的ZB-26轻机枪便是斯柯达兵工

厂的得意之作。此外，其生产的12英

寸火炮、LT-38轻型坦克等装备同样

享誉全球。

然而，单纯依赖军用订单，难免遇

到发展危机。捷克独立后，武器装备

的需求量减少，斯柯达兵工厂及时选

择了另谋出路。

思路决定出路。在紧要关头，斯柯

达兵工厂推陈出新，除了生产大炮、坦克

等武器装备外，还生产机床、火电设备、

轿车、载重汽车、电力机车等各种工业产

品，一度成为捷克的主要工业支柱。

20世纪 90年代，斯柯达公司再

次面临企业发展的生死抉择。这次，

似乎已经不是企业选择“向左走或向

右走”的问题，而是必须想尽一切办

法向前走，否则将面临淘汰。斯柯达

公司果断决策，选择并入德国大众公

司，生产的民用汽车产品，依靠过硬

的品质迅速风靡欧洲，甚至在国际市

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让企业产值迅速

攀升。

顺风顺水时，往往暗藏危机。

2010年，世界汽车市场遭遇“冷”销

量，很多企业以裁员和减产来自保，这

对以生产汽车为主的斯柯达公司形成

不小挑战。在科学分析当前面临的困

境后，斯柯达公司主动适应时代和用

户需求，用技术创新应对疲软市场，保

持每年都有新车发布，并对老款车型

进行改进，在艰难时期终于“杀”出一

条“血路”。仅2018年，斯柯达汽车全

球销量就达到上百万辆。

斯柯达公司的经历启示我们：一

家企业最大的风险是不变，裹足不前

终将导致落伍。在企业面临生死攸关

之际，不能只靠“新瓶装旧酒”，而是应

主动适应时代，加快转型、谋得发展，

才是最好的出路。

1年销售百万辆汽车

我的师父刘时勇是一名飞机铆接
钳工，曾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等诸多荣誉，
并拥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劳模工作室。
能拜他为师，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

成为他的徒弟后，我想，有了师父
的悉心教导，有一天我也能成为技术

“大拿”。
然而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师父对其

他人很偏爱，对我却不上心。自从向他
拜师学艺，他一直让我干着用铆枪打木
头、画二维图这两个基础工作。光是拿
铆枪的姿势就让我练习了一周，一想到
同批进入公司的其他同事都已经开始

实际操作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每当我向他表示想学习高级技术时，

师父总是板着脸对我说：“还没学会爬，就
想学跑了？”更让我苦恼的是，晚上师父给
师兄们开技师讲堂时也不通知我，依然让
我打木头、画二维图纸。

有一次练习过后，我没有把工具摆
放好，师父很生气地批评了我。想起这
段苦日子，我向师父提出抗议：“师父，
您偏心，天天让我打木头、画二维图纸、
摆工具，我要干到什么时候？”师父抬起
头，盯着我，一脸严肃地说：“你跟我
来！”
“去量量铆接的孔径。”来到飞机铆

装车间，师父边说边递给我一把游标卡

尺。“0.1 毫米。”反复测量几次后，我向
师父报告了测量结果。
“孔径精度应控制在多少毫米以

内？”师父问。
“0.02 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五分

之一。”背完教材上的“标准答案”，我惊
出一身冷汗，这小小误差肉眼根本无法
感知。
“0.1毫米与 0.02毫米，是生与死的

天壤之别。这上天的事，容不得半点马
虎。做我们这行，基本功必须做扎实。”
师父耐心地对我说，“画二维图，则是让
我们熟悉飞机各个零部件，让我们在加
工时更有思路，生产的产品更适用于数
字化装配。”

“为什么要求你把工具摆放整齐？”
师父说，如果在装配过程中工具不小
心落在飞机中，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此时，我终于明白了师父的用心良
苦。让我苦练基本功，是师父对我的
“偏爱”，他希望我把基本功打牢，才能
在未来航空事业之路上走得更远。

（易 舒、徐 蕊整理）

在航空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拍摄的微电影《师父说》中，徒弟小涂以自
身视角感触师父刘时勇的匠心——

“ 偏 心 ”师 父

军工影视

全球英才

本期关注：马克沁

左上图：刘时勇向徒弟小涂传授飞

机铆装技巧。 陈 冬摄

点评军工圈里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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