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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院提起 AK-47 步枪袁很多军迷津津乐道袁不少枪战电影及电
子游戏中都有它的身影袁堪称一把传奇名枪遥 在这里袁笔者带您走近 AK 枪
族袁探寻野不老传奇冶背后的成功密码遥

窑连载 18

综 合 3T2019年 8月 26日 责编/刘思源 见习编辑/王茶茶 美编/何若芙E-mail:guofangzk@126.com

8 月 20 日袁武警贵州
总队六盘水支队严密组织
2019 年度晋选士官选拔
考核遥 来自基层 8 个单位
的 50 余名参考队员进行
层层选拔考核袁 把志愿长
期留在部队的优秀人才遴
选出来袁 持续推动部队发
展建设遥 渊何昆/摄影报道冤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张世初 周瑞 何

陈洋 叶霖润冤为使国防科技大学 2018
级学员对取得的教学科研成果以及未
来的首次任职专业有更加直观的了
解袁激发学员投身学习尧投身国防尧投

身改革的热情袁该校举办了为期 10 天
的野夏令营冶活动遥 军事基础教育学院
七大队 30 名 2018 级优秀学员赴国防
科技大学合肥分院进行参观见学袁了
解学院的建设历史尧 装备演示与科研
成果遥 与此同时袁学校还穿插组织了形

式丰富尧 内容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实
践活动遥 活动参观了红色教育纪念馆尧
烈士陵园和实验室袁开展了交流座谈袁
进行了装备操作示范演示遥

读万卷书袁行万里路遥 通过参观见

学和听课学习袁参加夏令营的学员们收
获满满遥 学员们纷纷表示院野在整个夏令
营过程中袁不仅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
艰辛和强军兴军的紧迫性袁还学到了许
多专业的知识袁加深了对自身专业的了
解袁增长了见识遥 冶

报国英雄胆 初心老兵情
要要要记野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冶王於昌

张祖北 何雪峰

天空中最亮的星
———致敬退役军人

本报讯渊通讯员 李杏冤8 月 13 日至
17 日袁湘潭大学学生国防教育协会暑期
社会调研团在江西南昌洪都航空工业
集团尧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尧南昌舰主
题园等地广泛开展国防教育实践活动遥

在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袁调研团着
重参观学习了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发

展历程遥 从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歼 5 到
完全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战斗机歼 10袁从
野长征一号冶 核潜艇到最新型战略导弹
核潜艇袁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国防工业

发展的巨大成就让队员们印象深刻遥 调
研团还登上 163 号南昌舰袁参观了南昌
舰的简介袁 学习了南昌舰的服役历史袁
切身感受到了当时人民海军武器装备
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袁同时袁也对在艰
苦环境中坚守战位的一代代南昌舰官
兵产生了敬佩之情遥 此次以野新中国成

立 70 年来国防工业的发展成就冶 为主
题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袁加强了大学生
对国家国防工业和军事科技发展成就
的认识袁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遥

人防 天空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张招蓉冤8 月 14 日上
午,叶湖南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
规定曳渊修订草案冤 专题调研组一行 7 人由
省人防办党组成员尧 副主任谢晓清带队来
到长沙人防办开展调研座谈遥 长沙市委军
民融合办主任尧市人防办党组书记尧主任李
志坚和党组成员汤立新等陪同调研遥

近年来袁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尧国家建设工
程领域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推出新政袁为
适应新时代人防高质量发展袁 迫切要求修订
叶湖南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规
定曳袁解决人防工程建设与管理中遇到一系列
重难点问题遥座谈会上袁大家围绕人防建设和
管理工作开展情况以及贯彻落实人防法律法
规中遇到的难点阻点问题袁 提出了有针对性
的修订意见袁讨论交流氛围非常热烈遥

调研组充分肯定了长沙人防建设特别
是人防法治建设近年来取得的成绩袁 对大
家认真思考后的发言给予赞赏袁 表示将认
真梳理研究每条意见建议袁 积极倾听回应
基层一线的呼声与期盼袁 对草案相关内容
进行充分论证完善袁使修订后的叶湖南省人
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规定曳 更加符
合全省人防建设发展实际遥

泸溪县

举行人防宣传
教育活动

本报讯渊通讯员 杨腊梅冤为加强学生防

空常识普及教育袁增强人防意识和国防观念遥
8 月 13 日袁湖南省泸溪县住建局渊人防办冤在
泸溪一中开展人防知识进校园宣传教育活
动袁泸溪一中全体高一新生参加了活动遥

活动通过摆放展板尧 设立咨询台尧现
场答疑尧发放防灾减灾资料尧人防宣传手
册等方式袁 向师生们广泛宣传防灾减灾尧
人防疏散尧自救互救技能及应对突发事件
处置方法等基本知识遥 在开展人防宣传教
育的基础上袁灵活地将人民防空教育与学
校公共安全教育结合起来袁将人防宣传教
育进校园活动与学校新生军训活动融合
起来袁形成了浓厚的宣传氛围遥

此次活动向学生发放资料 500 余份袁
不仅帮助学生了解了更多的防空防灾技
能袁 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袁
增强了学生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袁促进
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袁有效增强了师生们的
安全防范意识袁提高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处
置能力袁扩大了人防影响力遥

省人防办

到长沙市开展
调研工作

奠定一把好枪的野长寿基因
国外某社交网站上袁一张 AK-47 步

枪的照片引起广泛关注袁 这是一位名叫
乔恩窑韦恩窑泰勒的用户上传的照片遥 在
非洲开展业务时袁 他恰好看到一支收缴
的偷猎者武器要要要卡拉什尼科夫步枪遥

这支步枪的外表可以用野惨烈冶来形
容院机匣盖尧扳机护圈已经不见了曰小握
把和枪托都是后来随便装上去的曰 残存
的护木用铁丝绑住才没散架曰 枪身金属

部分已经锈蚀袁变得坑坑洼洼袁好似起了
一身鸡皮疙瘩遥 原本以为是支报废的枪袁
没想到袁这支AK 步枪居然还能开火遥 不
得不说袁AK 步枪的高品质的确惊人遥

一位狙击手曾说院野谁都不希望自己

打了上千发子弹后袁摸透了枪的耶脾气爷,
却发现手中的枪已经报废了遥 冶这位狙击
手的担忧袁在AK 步枪身上并不存在遥 事
实上袁 其超强的适应性和耐久度以及超
高的稳定性袁让使用者更加放心托底遥

1946 年袁苏联国家武器评审委员会
举行自动步枪招标袁AK-46 样枪在国家
靶场选型试验时的出色表现袁 展现出这
款枪的野长寿基因冶遥

在严酷的对比试验中袁 步枪上洒满
了沙土和灰尘袁被绳子拖过沼泽地袁再从
超过 2 米高的平台上坠地遥 试验过后袁便
开始射击袁AK-46 样枪依旧一切正常遥

在极限射击评审中袁AK-46 样枪
的表现更是让众多评委刮目相看要要要
连续射击 1.5 万发子弹后袁 虽然枪管

打红了袁但它没有丝毫延迟和卡弹袁射
击精度也没有太大变化袁 而竞争对手
的样枪早已打不响遥

1947 年袁经过一系列改进袁这款步枪
被定为苏军制式装备袁 命名为 AK-47遥
野A冶 是俄语中自动步枪的第一个字母袁
野K冶 代表的是设计师卡拉什尼科夫袁野47冶
指 1947 年定型遥

过硬的质量袁是打开市场大门的野金
钥匙冶遥 据统计袁AK-47 的客户遍布世界上
百个国家袁参加了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 90%
的战争遥

质量是产品的生命力遥 一款本身就容
易损坏尧用不长久的产品袁不可能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野长寿冶遥 相反袁在漫长的岁月
里袁 凭着结实耐用的高品质袁AK-47 长盛
不衰地走遍了全球各地遥

野好用冶才是核心竞争力
动作片叶第一滴血曳中袁史泰龙扮演的

兰博靠着一把 AK-47 大杀四方曰CS尧野吃
鸡冶等游戏中袁一支支威力巨大的 AK-47
更是备受玩家的青睐遥

实际上袁 从列装之初的苏军官兵袁到
各自为战的民兵武装袁再到野口味冶刁钻的
美军士兵袁无不对这款步枪大为赞赏遥

一款枪好不好袁用户最有发言权遥 越南
战争中袁 美国大兵曾对 AK-47 高度评价院
野把它放入水中几个星期再拿出来袁 上膛后
仍能射击冶遥 也有人坦言院野如果要我只带一
把枪去一个未知区域或者一个不明星球袁那
我一定会选择AK-47袁不会带别的武器遥 冶

然而袁令人称奇的是袁这款人见人爱
的 AK-47 步枪袁 各个单项技术指标并不
是世界上最好的遥射击精度比不过美国的
M16 步枪袁自重逊于法国的法玛思步枪袁
但它为何能受到用户青睐钥

在这里袁不得不提到它的设计师卡拉
什尼科夫遥卡拉什尼科夫曾有一段从军经
历遥 因为上过战场袁所以他知道士兵最需
要什么样的武器遥 在设计枪械时袁他首先
考虑的是苏军对步枪的要求院 战场上袁士
兵没有时间瞄准袁有效的火力和良好的性
能才是关键遥 最终袁卡拉什尼科夫设计出
的 AK-47 虽然单项指标不是最好袁 但综
合指标出类拔萃袁 甚至高于比它问世晚
20-50 年的同类武器遥AK-47 不仅射击性
能优异尧火力强大袁而且结构非常简单袁即
使是从未摸过枪的人袁2 周内便能操作自
如遥 同时袁因为结构设计简单袁AK-47 很
容易进行分解尧清洁和维修遥

有人说袁生产一支 AK-47袁甚至连工
厂都不需要遥 在有个国家的某个山区村
落袁一个不超过 3 人的家庭作坊袁一个月
可以生产出几支 AK-47遥 这个 2000 多户
的村落袁一年的生产量达到 5 万支遥

凭着超高的人机功效尧良好的用户体
验袁AK-47 的用户群不断扩大袁成为全世
界生产数量最多尧使用范围最广的一款自
动步枪遥据统计袁AK系列步枪在全世界已

有超过 1 亿支的产量袁甚至还有 6 个国家
把这款枪的图案印在本国的国徽国旗上遥

最符合用户需求的袁 才能是最好的遥
AK-47 之所以成为传奇名枪袁关键是野好
用冶遥 得益于此袁这款枪才成功走出国门袁
走向世界遥

创新突破才能续写传奇
众所周知袁 一家企业如果停滞不前袁

必将走向衰败遥相反袁只有不断创新突破袁
才能屹立不倒遥 这一企业发展的客观规

律袁对枪械制造行业同样适用遥
AK-47 步枪问世后袁 苏军同时装备

有 AK-47 步枪尧 捷格佳廖夫轻机枪和西
蒙诺夫半自动步枪 3 种完全不同型号的
轻武器遥 虽然它们都使用同种类型的子

弹袁但结构与零部件并不能通用袁无形中
增加了补给困难遥

对此袁 卡拉什尼科夫果断抓住机遇袁
决定研发一种标准化的制式武器遥 当时袁
卡拉什尼科夫团队的目标非常明确院研发

一款结构简单尧性能可靠尧生存力强尧便于
量产尧原材料易得的新型突击步枪遥

如何保证突击步枪的可靠运行钥研发
难度主要集中在枪支机匣上遥卡拉什尼科
夫巧妙地将所有零部件野悬冶起来袁通过增
加机匣与运动组件尧枪栓与枪机框之间的
空隙袁增强步枪的稳定性遥同时袁他还采用
从铜板中直接冲压出零部件的办法袁解决

了量产的问题遥 最终袁 一款新型的 AKM
突击步枪成功诞生遥

后来袁卡拉什尼科夫团队在 AKM 突
击步枪的基础上袁又研发了 RPK 轻机枪袁
并且这两款枪使用的是完全相同的子弹尧
零部件和机械装置遥

上世纪 60 年代末袁 卡拉什尼科夫团
队又发现新的差距遥事情的起因是美国向
越南战场投放使用 5.56 毫米小口径弹的
M16 步枪袁它们在与 AK-47 的对抗中展
现出了技术优势遥

于是袁经过团队艰苦研发袁更为先进的
AK-74 突击步枪诞生了遥 它的后坐力比
AK-47 更小袁性能也更加稳定可靠遥 AK-
74再次登上了世界轻武器制造的顶峰遥

不过袁AK 系列突击步枪的改造并没
有结束遥 当导轨出现在 M4 卡宾枪上时袁
AK 枪族再次遇到全新挑战遥 导轨的通用
性和灵活性袁让以往繁琐的附件安装变得
简单易行袁 也让不同附件实现统一接口袁
可以按照射手的想法自行组合遥

2012 年 1 月袁一款新型的 AK-12 突
击步枪正式亮相遥这款枪一出场便吸睛无
数院从性能上看袁实现了导轨加装袁枪管内
部的膛线尧机匣盖尧用于上膛操作的拉机
柄甚至可伸缩的枪托袁 都进行了较大改
进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AK-12 突击步枪不仅
能适应不同习惯的射手袁还能让习惯使用
M16 突击步枪的射手快速适应它遥

主动求新是企业长青发展的秘诀遥回
顾 AK 枪族的传奇经历袁正是因为设计师
的头脑里时刻保持危机感尧紧迫感袁敢于
尝试尧勇于创新袁才让 AK 系列名枪历经
70 余载不倒袁始终能够屹立于枪支制造行
业的峰顶遥 渊摘自叶解放军报曳冤

国防科大举办夏令营活动

湘潭大学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枪族传奇背后的成功密码

视 野

8 月 22 日袁湖南省隆
回县第二中学为期 7 天
的新生军训正式拉开序
幕遥 近年来袁隆回二中将
祭奠革命英烈尧观看红色
影片尧进行野外拉练及紧
急疏散演练尧国防知识竞
赛尧歌咏比赛等活动纳入
学生军训课程袁极大丰富
了学生的军训生活袁提高
了学生的国防意识遥 渊刘

剑/摄影报道冤

7 月 26 日袁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退
役军人工作会议上袁习近平总书记亲切
问候出席会议的英雄老兵代表袁他第一
个和 83 岁的野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冶王於
昌握手并邀请他在第一排合影留念遥当
天的央视新闻联播出现了这样的画面遥

王於昌的家乡安徽省萧县沸腾了浴
认识王於昌的人袁只知他是萧县百货公
司的退休干部袁 是大家公认的 野老实
人冶袁 却不知他曾为共和国立过赫赫战
功遥这位低调的老人身上有着怎样的传
奇故事钥

报国从戎去苦练杀敌技

野我最早的名字就是 耶王於昌爷袁后
来写作耶王玉昌爷或耶王于昌爷遥 冶王於昌
老人指着墙上早年的奖状介绍说遥

1936 年袁 王於昌出生于萧县张庄
寨镇王柳园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遥1954
年 6 月袁参军入伍袁成为一名光荣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兵遥他先后在空军四
川成都第四航空预备学校尧山西太原第
10 航校尧陕西三原空军专科学校学习遥
此后袁他被分配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地空导弹部队二营三连工作袁任务是组
装导弹袁为导弹加注氧化剂尧辅助燃料
和冷气袁中和冲洗导弹遥

这是一个精确度要求极高且极危
险的工作遥王於昌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
的压力和困难袁反复模拟训练袁不断改
进方法袁一般人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完成
的工作袁 他仅在 5 分钟内就能完成袁而

且达到了丝毫无错的程度遥
正是因为技术过硬 袁1963 年 11

月袁王於昌和战友们被派往江西上饶执
行伏击敌美制 U-2 型侦察机的任务遥

两次歼敌机荣立一等功

那个时期袁 美制 U-2 型高空侦察
机是世界上最有名尧 最难对付的侦察

机遥 该机可在 20000 多米高空自由飞
行袁 在 9000 米高空拍摄的照片能将地
面人员手中的报纸标题看得清清楚楚遥
仗着技术先进袁U-2 型敌机来回在我
国大陆上空肆意挑衅遥

要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袁 谈何容

易浴一是该机出没不定袁不易捉摸曰二是
该机善于野窥探冶袁很远发现苗头不对袁
便及早绕开曰三是该机配有电子干扰设
备袁一旦发现被雷达盯上袁就及时发出
干扰遥 当时袁U-2 高空侦察机试图绕过

北京一带的雷达及地对空导弹的监测
与伏击袁从南部一带迂回西北侦察遥

关键时刻袁二营总指挥岳振华果断
下达命令院关闭雷达袁等敌机靠近再打
开袁伏击浴眼看其进入伏击中段袁岳振华
大喊一声院野打开雷达浴 瞄准浴 射击浴 冶早
已准备好的王於昌发挥神技袁 快速启
动袁短短 3 秒袁一气呵成遥随着地对空导
弹带着尖利的呼啸声凌空而起袁野轰冶的
一声袁敌 U-2 高空侦察机被准确击中袁
拖着一股浓烟一头栽到地面袁并燃起熊
熊大火遥之后袁王於昌所在的战斗小组袁
以出色的野近快战法冶荣获集体一等功袁

而且经批准袁每人提前晋衔遥那一次袁王
於昌被破格提拔为排长遥

1964 年 7 月袁 王於昌所在的营队

又在福建漳州打下第二架 U-2 高空侦
察机袁王於昌荣立一等功袁受到毛泽东
主席的接见遥 之后袁王於昌由排长晋升
为连长遥

勤学新业务豁达又负责
1973 年 3 月袁 王於昌复员回到家

乡袁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袁当上一名
营业员遥野我是党的一块砖袁哪里需要往
哪搬浴无论在哪儿都要把工作做好浴冶王
於昌说遥

转换到这么一个全新职业袁 每天
握尺量布尧拨弄算珠袁也不容易遥 尤其
是刚开始袁 看到其他同事轻巧而精准
地将成匹的布料扯开袁 又灵活地拨弄
算珠袁一口喊出价钱袁王於昌着实感觉

技不如人遥 于是他每天拿把尺子练手
法尧练技巧袁结合笔算和心算一起练遥
很快袁他就掌握了技巧袁远超别人袁并
被同行称作野快手神算冶遥 不久袁他由营
业员提升为柜组长袁 又由柜组长提升
为门市部部长遥

1975 年袁 王於昌被提升为县百货
公司人秘股股长袁 负责单位的人事尧工
资调整等工作遥 萧县百货公司当时有
200 多名员工袁是当时全县人员较多的
单位袁光重名字的就有许多遥 为了不至
于记错袁王於昌专门把这些容易混淆的
职工单独记了个花名册袁谁几月几日参
加工作的袁是野王勇冶还是野王永冶曰谁谁
在文具柜还是食品柜曰五月份销售额最
高的是严永还是闫勇噎噎他不仅认真
记着袁还得让他们签字袁以免出错遥到年
底该晋级加薪了袁他在大会上将业绩一
一读出袁全都一清二楚袁丝毫不差袁让大
家口服心服遥

他从不讲私情袁有谁差几天才够资
格涨薪袁绝对不照顾袁就是再好的朋友尧
领导的家属也不破例遥 一次袁副经理的
家属说自己该晋级涨工资了袁王於昌坚
持说不能涨袁因为按文件规定袁转正后

的工龄不算遥 后来就真的没给她涨资遥
为此袁大家在私下里都称他野老直犟冶遥

可这野老直犟冶的人缘却是最好的遥
特别是年终评优时袁单位里不少人你争
我抢袁但只要有王於昌在就好办遥 王於
昌和他的小组成绩一亮袁 全单位第一浴
王於昌只说一句袁野这个先进袁 我不要

了袁给谁谁好了浴噎噎冶全场立马鸦雀无
声遥先前争得面红耳赤的人也羞愧得不
再说什么遥

有段时间袁县里要调王於昌去公安
部门袁很多职工一听就急了袁都说院野王
於昌这个职位袁 谁干我们都不放心袁只
能是他浴 调他走袁我们一百个不同意浴 冶

言传和身教家风传子女
王於昌总是教育孩子院野少耍嘴皮

子袁 实实在在地把工作干好比什么都
强曰无论何时袁你们像我一样袁靠本事吃
饭袁不要让任何人说闲话遥 冶

在他的教育下袁三个孩子个个事业
有成遥 大女儿王琪君袁先前是上海三联
书店的会计师袁后任汇金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负责人记袁她工作出色袁多次被评
为野三八红旗手冶曰二女儿王琪红袁每年
都是先进袁如今奖状有一米多高曰儿子
王其民是县国土部门的业务骨干遥

野我爸爸是个英雄袁但他从不张扬袁
我们做儿女的都没沾到过他的光遥我们
的今天袁全都是自己打拼来的遥 我们不
怪爸爸袁正是因为他的直犟袁我们才得
以独立发展袁才有了今天的成绩遥冶大女
儿王琪君说遥

野我这一生对名利看得很淡袁从不想
让子女去强求什么袁只要努力袁水到渠成
即可曰这次我能够获得耶全国模范退役军
人爷荣誉称号袁非常高兴遥我知道袁我所做
的一切袁国家没有忘记浴 我愿随时听候
党和人民的召唤浴 冶王於昌老人说遥

部队是年轻人的天下遥 年轻人谁没个

头痛脑热的袁心里谁没有个小九九袁谁也

不可能事事都如意呢遥 譬如院女友和自己

野吹灯冶后想不开袁害怕吃苦躲避训练袁和
战友闹了小别扭袁也有因训练成绩比不上

别人时产生自卑感的袁如此等等袁这时候
压床板便成为主要表现之一袁也是思想政

治工作者主要攻克的野疑难杂症冶遥
我们班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院战友张

兵的对象把张兵给野蹬冶了袁张兵思想疙瘩解
不开袁训练场上提不起精神袁便谎称生病躺

在被窝里不起来遥 指导员问他哪儿不舒服袁
他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袁直到班长把卫生队

的军医请来后袁他才红着脸道出了实情遥 实

在没办法袁吹就吹呗袁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袁
两条腿的人多的是袁她不珍惜你袁你又何必
苦恋她钥 况且好男儿岂能为一个野情冶字所

困浴一连几天袁指导员使尽浑身解数袁给他讲
爱军习武的道理袁讲自己的野罗曼史冶和成长

经历等袁终于做通了张兵的思想工作袁他重
又精神抖擞地回到了训练场遥

这可能是压床板最常见的一种情况
了遥 但也不乏特例遥

记得我在采访中听过这样一个故事院
说是有个战士小李袁早上大家都起来参加

早操去了袁独独他一人压起了床板袁张班
长左劝右叫袁小李就是不起床袁无奈请来

了王排长遥 细心的王排长坐在小李床前嘘
寒问暖袁查找病根遥 刚坐到床前袁一股尿臊

味扑鼻而来袁 王排长假装掖被子探得了

野病源冶袁 原来这小子尿床不好意思起床遥
王排长便给小李倒了杯水袁一手摸着小李
的额头袁 便招呼小李喝水袁野一不小心冶杯
子的水打湿了小李的被子遥 王排长赶忙既
拉又扯地招呼几个战士把被子拿出去晾

上遥 小李顺水推舟起床了遥
可见压床板袁 是诸多方面的因素引起

的袁这要靠思想政治工作者慧眼独具了遥
压床板不是一件好事袁也许是迫不得

已而为之袁但凡事还是要依靠战友尧依靠

组织解决问题袁何必要压床板呢钥
渊文章节选自叶兵生活曳冤

压床板
此系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