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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英才

微故事

用一款武器代替整

队士兵

这是一张有着 100 多年历史的泛
黄老照片——

加特林头戴绅士帽、身着深色西
装，笔挺地站立于以他名字命名的机枪
后方，左手握着机枪扶手，右手摇动着
曲柄，眼神坚定地凝视前方。

那时的加特林或许难以想到他的
人生会与武器研发紧紧联系在一起。
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战争，加特林也许
会在医学领域耕耘一生。

加特林从小就是家族里的佼佼者，
是少数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人。经过多
年的不懈努力，他成功考取了医学博
士，并成为当地颇有声望的医生。

然而，美国南北战争的发生改变了
他的人生轨迹。当时，加特林在一家军
队医院服役，战争的残酷程度远远超乎
他的想象，每天都有伤员源源不断送进
来。在救治伤员的过程中，他了解到，
当时士兵使用的枪需要手动装填火药
和弹丸，不少士兵还没来得及装填第二
发子弹，就已经被敌人击毙。

冥冥之中，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如果能够发明一种连续射击的武器，
让一个人发挥一百个人的力量，对战争
形态的影响将是革命性的。”从那时起，
加特林暗下决心，研制一款新型枪。

之后，加特林要造机枪的消息在当
地不胫而走，特别是在亲友之间，他的
选择犹如一块石头投入水中，激起不小
的波澜。“这太疯狂了，你应该在擅长的
领域安心工作。”大家纷纷表示反对。

但骨子里不服输的加特林，自信能实
现自己的造枪梦想。当然，这份自信与他
年少时期的机械制造经历密不可分。

小时候加特林就对机械设计有着浓
厚的兴趣。他经常协助父亲制造各种机
械工具，自己也曾发明过棉花种植机、船
用螺旋桨等机械设备。17岁时，他还申请
了水稻种植机的专利，并在当地推广应
用。这些不同寻常的经历和过人天赋，为
他之后的枪械设计奠定了坚实基础。

1861年的夏天，加特林终于把造枪
梦想付诸实践。那段时间，加特林将一
所远离市区的废弃仓库改造成自己的
实验室，难得的宁静让他心无旁骛地投
入到自己的“枪械世界”中。每天夜晚，
他都会在实验室里，神情专注地勾画机
枪的设计图纸；缺乏灵感时，他会望向

天空长时间陷入沉思。
那时候，加特林的目标是打造一款

拥有超高射速和超强火力的机枪，可以
实现“一款武器代替整队士兵”。就这
样，他造机枪的梦想启航了。

将对事业的热爱转

化为造枪的动力

从正式设计研发，到获得该型机枪
的生产专利，加特林用了不到 2年的时
间。这对一个跨界设计师而言，是一个
不小的挑战。之所以能在短时间成功
研制出加特林机枪，这源于他心中笃定
的信念——“将对事业的热爱转化为造
枪的动力”。

如何使枪实现连续射击，是加特林需
要攻克的一个重要难题。那段时间，他开
始翻阅机械类书籍自学相关知识，每天在
脑海中不停地琢磨枪的制动动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加特林在书籍中
了解到左轮手枪转膛发射的原理，他从
中获得灵感：“利用一套传动机构使数
支枪管围绕一个公共轴转动，并在每根
枪管中设置独立的击发装置，就可以完
成连续射击。”想到这里,加特林便迫不
及待地开始设计图纸、试制样枪。

瞬间的灵感迸发出创新的火花。在
研发过程中，加特林将多根枪管“捆”成
一圈，通过曲柄摇动圆筒旋转，让各枪管
在旋转中依次完成装弹、射击、退壳等动
作，使枪射击的间隔时间大为缩短。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新型机枪的
设计图纸完成后，加特林让迈尔斯·格
林伍德公司制造了 6 挺样枪，不幸的
是，在一次火灾中样枪和设计图纸全部
被烧毁。突如其来的灾难没有打倒加
特林，反而激发了他继续设计机枪的斗
志。此后，加特林又花费几个月的时间
重新设计图纸，让另外一家机械制造公
司生产了12挺样枪。

在试验样枪过程中，加特林发现了一
个致命问题。当时，人们使用的子弹主要
是纸壳枪弹，这种弹壳十分脆弱，加特林
机枪在高速射击情况下存在火药燃气泄
漏的问题，很容易造成枪弹卡壳。富有创
新精神的加特林，大胆采用了当时非主流
的金属弹壳，这种高硬度的弹壳与高射速
的加特林机枪堪称“最佳拍档”，子弹卡壳
的问题也迎刃而解。

经过无数次试验后，加特林终于找
到了打开成功之门的“金钥匙”。1862
年，他将研制出的新型机枪定型，并将
其命名为“加特林连用速射武器”。虽
然这款机枪的各项技术还不成熟，但已
经能够实现每分钟发射 200余发子弹，
火力堪称强大。

用实力击败所有的

质疑声

虽然火力强大的加特林机枪成功诞
生了，但在当时饱受世人争议。对于他们
来说，加特林机枪的设计理念太超前了，
许多人还不知道如何有效使用这挺机枪。

换句话说就是，加特林机枪是一个
“早产儿”——军事作战理念甚至还没
有为其诞生做好准备。不少军人保守
地认为：“火力的强弱不过是冲锋的前
奏，取胜仍需靠拼刺刀和肉搏，这种速
射武器违背了步兵大无畏的精神。”而
传统的军火制造商更是极度贬低加特
林机枪，鼓动业内人士发起了一场反对
加特林机枪的活动。

无奈之下，加特林只好一边让工厂
生产，一边向国外寻求援助。那段时
间，加特林发出漫天的求助信，却没有
收到一封回信。他的心情也犹如坐上
了过山车，上一刻还沉浸在成功的喜悦
中，下一刻却直坠谷底。无人问津，他
并没有就此妄自菲薄，而是选择直面挑
战，尝试向人们介绍这款新型机枪的优
异性能。

为了让世人亲眼目睹加特林机枪
的硬实力，加特林带着他的机枪到处进
行射击演示。在一次射击演示过程中，
100支步枪和 1挺加特林机枪同时射击
几百米外的靶子。在同等时间里，步枪
打出 700 多发子弹，只有 196 发命中目
标，而加特林机枪打出 246 发子弹，有
216发命中目标。

加特林机枪强悍的火力，让英国人
看到了它的价值。1870年，英国政府经
过反复对比试验后，购买了加特林机枪
的生产专利，并在英格兰建厂批量生
产。英国军队入侵祖鲁王国时，便携带
了加特林机枪，短短几个小时就击败祖
鲁军队，从此加特林机枪名声大噪。之
后，沙俄政府也开始大量采购加特林机
枪，并将其更名为戈洛夫机枪，在军队
中配发使用。

在收获诸多买家肯定后，加特林并
没有沾沾自喜，而是继续开展机枪的后
续改进工作。在随后的几十年里，10余
种改进型加特林机枪先后问世，枪管的
数量也从 6管升级到 10管。在此基础
上，加特林还首次设计了弹匣、弹鼓及
弹带等多种新型供弹工具，对当时武器
制造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后来，一家机械制造公司也对加特林
机枪进行改进。这家公司研发了一种电
驱动装置，射手在启动电机后，可以自由
地向各个方向进行射击。这样，就不需要
一个人专门摇动曲柄射击，消除了曲柄振
动对射击的影响。经过测试，这挺机枪的
射速达到了惊人的每分钟3000发。

19 世纪 80 年代，随着马克沁自动
机枪的问世，加特林机枪逐渐退出历史
的舞台。但如同师徒关系，马克沁机枪
延续了加特林机枪的一些设计原理。
时至今日，加特林机枪的设计原理仍被
枪械制造者广泛学习运用，有着加特林
机枪基因的M134机枪还被广泛安装在
直升机、军舰、战车上，通过平台的快速
转换，其强悍的火力在战场上表现十分
抢眼。后人将加特林机枪誉为“机枪先
驱”，加特林也被誉为“机枪之父”。

图①：加特林与加特林机枪合影。
图②：19世纪末，法军装备的加特

林机枪。

图③：美军装备的现代速射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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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在国家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布的第三批国家工业遗产认定名

单中，刘伯承工厂旧址赫然在目。刘

伯承工厂原名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

鲁豫军区兵工二厂，坐落在上党古城

东南约2公里的地方，是我国唯一以军

队将帅名字命名的军工厂。

一直以来，刘伯承工厂蒙着一层

神秘的面纱。随着档案的逐渐揭秘，

人们才了解到中国军工史上那段可歌

可泣的英雄壮举。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前方武器弹

药吃紧，晋冀鲁豫军区所属的19个兵

工厂接到上级命令，夜以继日地生产

炮弹、子弹支援前线。为了提高弹药

产量，1947年2月，晋冀鲁豫军区组织

19个兵工厂开展了一场争创刘伯承工

厂生产竞赛活动。

当时，晋冀鲁豫军区兵工二厂的

规模是19个兵工厂中最大的，主要生

产 82迫击炮弹。工厂的生产生活条

件异常艰苦：做引信用的铜料，是从

农村收购来的铜钱、铜器；产品质量

检验，靠的是一把把老旧的卡尺；工

人们睡的是大通铺，铺上连席子也没

有……在这种条件下，老一辈军工人

的信仰与追求、血性与担当彰显得淋

漓尽致。为了寻找敌机投下的哑弹，

敌机每次轰炸时，别人都是隐蔽起来，

工人田万喜却骑上自行车，追着敌机

跑，为的是取回哑弹里的炸药；工人郝

庆胜用硫化盐、苏打、碱面、水泥和铅

丝为原料，成功制作了生产急需的焊

条；工人潘发旺冒着生命危险，近距离

试验炮弹的杀伤力……

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兵工二厂创

造了我国军工史上的一个奇迹：82迫击

炮弹月生产量3万余发，生产竞赛活动

期间共生产炮弹33万发，为淮海战役

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军火支援。

1948年4月，晋冀鲁豫军区军工处

在长治大北街驻地，召开争创刘伯承

工厂生产竞赛活动表彰总结大会，兵

工二厂被评选为刘伯承工厂，奖励刘

伯承司令员题词的锦旗一面。一个月

后，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到

工厂视察，亲笔题写了刘伯承工厂的

厂名。

解放战争胜利后，淮海战役纪念馆曾

有这样一段评价：“华北解放区参战武器

82迫击炮及炮弹携带方便、命中率高、杀

伤力大，深受前线各级指战员的欢迎。华

北军工将与淮海齐名，永垂青史。”

如今，刘伯承工厂的字匾依然高

高悬挂在旧厂大门上，那些铭刻着岁

月痕迹的历史遗物，仿佛在诉说着老

一辈军工人艰苦奋斗、忘我奉献的创

业故事，他们的军工精神永远值得后

人学习传承。

上图：“刘伯承工厂”字匾悬挂于

旧厂大门上。

陈保军摄

刘伯承工厂——

月 产 炮 弹 三 万 余 发
■刘志鹏 赵镜然

走进军工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同为航天
科工集团二院南湖公司的夫妻职工智
东杰和陈婷自从成为社区志愿者，见
面次数越来越少，但两人心的距离却
越来越近。

春节前，他们有一个约定，打算来
一场浪漫的冬日旅行，但疫情打乱了他
俩的计划。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参加
社区的防疫工作，做一对社区里的“夫
妻哨兵”。
“我俩虽然同在一个社区，工作地

点只隔数百米，但见面的次数屈指可
数。”陈婷是社区办公室接待员，每天
要接听上百个电话，还要协调志愿者
工作，每天忙完后常会错过饭点。通
过视频监控，看到丈夫智东杰忙碌的
身影，陈婷眉眼一弯，露出灿烂的笑
容。

智东杰虽然话不多，但有一副“热

心肠”。社区工作繁琐，每天他要登记
出入人员信息、配送生活物资，还要把
社区居民在微信小程序里打卡的当日
健康信息录入系统。最忙碌的一段时
间，智东杰白班和夜班“连轴转”，陈婷
心疼地说他“瘦了一圈”。

为了方便工作，智东杰将社区居民
拉进微信群，他主动当起了微信群主。
平时，统计人员信息等工作在群里基本
可以完成，但有的独居老人不会使用微
信，智东杰就打电话一一联系。老人们
刚开始不理解为什么要频繁统计信息，
智东杰便会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这项工
作的必要性，还会时不时帮助老人解决
生活难题。

一天，智东杰接到独居老人刘阳的
电话，老人腿脚不便，想托智东杰帮他
买药。智东杰将手中的工作与同事交
接完后，便匆匆赶到老人家。

老人叮嘱他一定要买同款药，为了
确保不出错，智东杰特意拿了一个空药
盒，还带上老人的诊断证明，确认无误
后，便骑上自行车出发了。

老人的药品比较特殊，智东杰跑
了附近好几家药店，也没有找到所需
药品，眼看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想到晚
上还有执勤任务，智东杰急得直跺脚。

此时，他突然想起妻子加入了附近
社区的志愿者联络群，于是向陈婷打电
话询问。得知情况后，陈婷在群里发起
求助信息，志愿者们立刻活跃起来，有
的上网查、有的打电话，在众人的帮助
下，智东杰很快得到了反馈：在另外一
个小区的一家药店有老人所需的药
品。他马不停蹄地买完药，赶在晚饭前
将药送到老人手中。

自从参加疫情防控工作，智东杰和
陈婷白天忙得不可开交。以前在公司
上班的时候，两人曾有一个约定：没有
特殊情况，每天午餐时开视频聊上几分
钟，但这段时间两人几乎天天爽约。

前几天，夫妻俩作为公司首批复工
职工回到军工生产岗位，公司的项目到
了攻坚期，他们又满怀激情地投入到项
目生产中。

智东杰一直没有忘记和妻子的约
定。“等疫情结束了，我一定好好补偿
她，带她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智
东杰笑着说。

左上图：下班后，智东杰和陈婷共

进晚餐。 刘旭东摄

夫妻志愿者的别样浪漫
■石 峰 陈佳佳

20世纪 50年代，瑞典陆军兵器局

曾设计出一款外形看上去有些“奇葩”

的无炮塔型Strv103坦克，并于1961年

由瑞典博斯福公司制造出了第一辆样

车。这种防御性坦克可以在林间小路

展开伏击，有效遏制敌人的“钢铁洪

流”。

Strv103坦克动力装置采用的是柴

油机和燃气轮机双机联动，并搭载了固

定式安装的 105毫米线膛火炮。由于

没有炮塔、炮口始终向前，火炮瞄准方

式可谓新颖，主要依靠坦克转向和液气

悬挂系统调节俯仰角来配合完成。这

款坦克防护性能十分优异，正面装甲厚

度为 60毫米，再加上30度的前上装甲

板倾角，使它具备了非常独特的防护能

力。

1967年，Strv103坦克列装瑞典军

队，并装备了 3个装甲旅。直到 1997

年，才全部退出现役。该型坦克的研

制，体现了瑞典军工人对武器装备一贯

的设计理念——一切从实战出发，不光

追求武器装备技术和战术的高指标，更

要追求武器装备的好用管用。

“炮口始终向前”的瑞典坦克
■邓杰文 何梓源

军工档案

上图：瑞典Strv103坦克。

资料照片

翻开历史的长卷，追溯 19世纪关于武器的历史故事，我们发现，无论是争夺海外殖民
地的英帝国，还是轰轰烈烈开展洋务运动的清政府，都曾引进过一款枪——加特林机枪。

这款在战场上高光亮相的武器采用独特的多管旋转设计，每根枪管都有独立的击发
装置，与当时的单管填弹式火枪相比，加特林机枪具备绝对的火力优势，射速高达每分钟
200余发，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这款经典名枪的设计者就是理查德·乔登·加特林。他一生拥有 40多项发明专利，在
枪械制造界享有“机枪之父”的美誉。时至今日，加特林机枪的设计原理仍被枪械研制者
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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