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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茂在他的科技人生中所形
成的身份认同，或许并不局限在这
篇短文的归纳，但我们通过对他科
技人生的考察，可以清晰感受到他
对农民、战士、教员和工程师等身份
的认同，以及这些身份认同对臧克
茂学术成就的帮助。这四种身份认

同，表面上看似乎关系不大，但体现
的是臧克茂从幼年到成年逐步发展
的社会身份认同，其中伴随学识不
断增加的声望提升过程。但是，在获
得很大社会声望的名誉后，在臧克
茂院士身上依然一直有这四种身份
的深深认同，却是难能可贵。这四种

身份背后的共性，就是一种把自我
身份放得很低、不忘本色的谦卑精
神，以及直通天地、勇往直前的大无
畏精神，所以才会不断地求真，任何
困苦、挫折都压不垮。

通过对臧克茂院士学术生涯中
的身份认同这一视角的考察，不仅

能引发我们对科学、工程、技术之间
关系的反思，引发我们对军事技术、
军事工程发展路径的反思，或许还
能够启示我们：培养科学家过程中
如何塑造青年学子的身份认同，也
是科技人才工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
部分。

结
语

坦克电气自动化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苏常州
人，1932 年 1 月 28 日出生，
1955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
机系，1956 年入党。现任陆
军装甲兵学院教授，技术一
级，文职特级。研制了“坦克
炮塔电传 PWM 控制装置”
并成功列装，打破制约坦克
战斗性能的“瓶颈”，有效探
索了以“民参军”方式突破技
术封锁的军民融合式科技发
展路径；提出并开拓了“陆战
全电化平台”研究领域，为陆
军装备建设作出了突出贡
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 2 项，荣立一等功 2 次。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
做什么”，每个人在其一生中都不
断对此进行着反思。对于那些科学
巨匠而言，这些反思伴随着他们的
科技人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身份
认同，并对其学术高度产生着重要
影响。

臧克茂院士作为一位坦克电
气化专家，不仅在坦克炮控方面作
出了突出贡献，还为全电化陆战平
台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
不仅在工程实践领域内取得了对
某一行业领域具有极大推动作用
的若干成果，还探索出了一条有效
的“民参军”的军事技术研究路径；
他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内的成
就不仅仅体现在使一两件装备的
技术、战术性能获得提高，还体现
在他的成果能够有效减少新兵训
练时间。从军民融合式发展的视角
看，臧克茂的学术成就具有一定的
示范效应。他能够取得这些成就，
与很多因素相关。

本文谨尝试对臧克茂的身份
认同进行分析，尝试从中找出他能
够获得这一系列军事科技成就的
原因，并探索进行科学家学术成长
史研究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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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茂第二次
入伍后的证件照

臧克茂在接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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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濡以沫的
臧克茂夫妇

虽然臧克茂在军队院校工作，但他
的科研丝毫没有象牙塔中科研的影子，
反而更多是紧密围绕现场的工程师的
产品研发。在科研成果中，在科研路径
上，臧克茂的工程师认同，都能够获得
充分体现。

臧克茂和工程设计结缘始于 1958
年。那时候，中国第一艘自主设计的 032
型潜艇需要配套电机，承担 032 潜艇设
计的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就把潜
艇电机设计的任务交到了臧克茂所在
的教授会（即今天的教研室）。为完成这
一任务，臧克茂等教员带领着第三期的
学员来到了湘潭电机厂。在工厂里，臧克
茂知道了从原理到产品还有很长一段
路要走；开始接触标准化思想，知道了产
品设计需要依据标准件进行近似计算；
最关键的是，臧克茂通过这次极限电机
设计，知道了军品设计与民品设计存在

巨大区别，前者更追求性能，而后者更关
注成本。在湘潭电机厂的这段经历，为臧
克茂成为一位具有工程师素养的军校教
员奠定了基础，但这并没有帮助他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工程师。

1987 年，臧克茂申请“炮塔电传
PWM 控制装置”研制立项成功。先在调
研中获得“经验和技术就是这么烧出来
的”这一在工控领域内的经典语录，又
在实验中发现大功率晶体管的选用与
理论计算的差异。于是，他也开始探索
那些“没有道理的道理”，用已有理论作
为依据，进行原理设计；用观察和试验，
寻求方案优化，将那些用理论计算难以
解释的“没有道理的道理”找出来，最终
完成产品设计。

在“炮塔电传 PWM 控制装置”研
制过程中，臧克茂通过观察，发现低速
调速中的纹波，就开始尝试通过调整电

机频率，克服低速纹波问题，达到控制
效果。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理论计算
可资借鉴，臧克茂就带着学生边计算边
尝试，从 200Hz 到 2000Hz，再到更高，
通过尝试和计算，寻找到最佳的频率
值。臧克茂回忆这件事情时感慨道：“我
们做工程的和理科不一样，东试一下、
西试一下，就这样试出来了。”

工程实践，不仅有很多难以用理论
计算解释出来的现象要工程师关注并加
以解决或运用，还必须进行工况处置，而
不仅仅追求实验室、实验台实现。这一
点，在臧克茂的科研中获得了集中体现。

“炮塔电传 PWM 控制装置”如果仅仅
考虑实验台实现，臧克茂可以采用通常
的方案，利用大功率器件直接对电枢进
行控制，实现起来非常容易，低速调速等
问题也容易解决得多。然而，以成功列装
为目标，臧克茂既要考虑现有坦克上如

何加装这套控制装置，又要考虑坦克的
战斗工况，还要考虑战争状态下产品的
可持续生产与供应。这些问题使臧克茂
的科研难度骤然增加，他只能运用自己
熟悉电机的优势，通过控制励磁电流、调
整信号频率实现用国产军用器件实现产
品的设计与现有装备改装。在数字全电
炮控的强度试验问题解决中，臧克茂这
种工程化思维仍获得了体现：当坦克炮
与车体从轴向转变为法向时，坦克炮射
击的巨大后坐力导致数字全电炮控的结
构部分产生了撕裂等问题。臧克茂不因
为实验台已经实现就终止科研，而是用
自己其他项目的结余经费继续研究下
去。不断探索解决现场问题的方案，最终
通过丝杠选型的更换解决这一问题。

可以说，臧克茂的科研，时时刻刻
体现出他对现场的重视，显示了他对自
己工程师的身份认同。

不忘现场的工程师认同

2007 年，臧克茂在某型坦克炮塔电传控制系统寒区。

臧克茂不仅仅是一个农民子弟，
更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一位
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战士。

1955 年，臧克茂大学毕业被分配
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因
校址在哈尔滨，通称哈尔滨军事工程
学院，以下简称哈军工），并于翌年光
荣参军入伍，直到 1966 年该学院集体
转业。“文革”后，在国家恢复军事院校
招生、培训的大背景下，臧克茂又再次
主动要求参军，于 1979 年来到了装甲
兵技术学院（后改称装甲兵工程学院，
现为陆军装甲兵学院主校区，以下简
称装工院），再次成为一名革命军人。

作为一名革命军人，不忘初心的
战士认同，时刻伴随着臧克茂，也为他
赢得了“钢铁战士”的美誉。

臧克茂的科技人生，伴随着他对
绝症的抗争而攀上高峰。

1993 年，臧克茂被确诊患有膀胱
癌，此时正值“坦克炮塔电传 PWM 控
制装置”科研攻坚期。是正常退休，住
院治疗，还是争取延迟退休，完成科研
攻关？这成为摆在臧克茂面前的人生
重大选择。臧克茂毅然选择了隐瞒病
情，加速科研，以保证科研工作的延续
性。面临生命和科研的选择，正展现了
臧克茂那一代军人特有的血性。

或许，臧克茂早期的学生、海军工
程大学退休教授荣文奇先生谈到退休
问题时的感慨能够对臧克茂作出如此
选择提供一个注脚。荣文奇认为自己

因编制所限退休时正干劲十足，精力
旺盛，是要出成果的好年华，为此感到
十分惋惜。这令我们有一种“老兵不
死”的感慨。臧克茂的选择，又何尝不
是老兵情怀的一种展现呢？

在边工作边治疗过程中，原本在
哈尔滨工作期间就落下的胃病已经让
臧克茂的身体变得孱弱，加上化疗、热
疗等对身体的消耗极大，而癌症的疼
痛又那么让人难以忍受，可是臧克茂
却仍然坚持科研，坚持给本科生上课。
他在做完膀胱癌手术的第二天就又走
上讲台；为了不让学生看出自己的病
情，他穿着棉裤去上课，每天上完课，
血尿已经把棉裤浸透；寒冬腊月，冷汗
涔涔，湿透衣衫，却仍和学生马晓军进
行方案讨论……

就这样，在与病魔斗争中，臧克茂
与时间赛跑，终于成功研制“炮塔电传
PWM 控制装置”并列装部队。

在臧克茂与病魔作斗争的 5 年
间，只有他的爱人于凤元和大女儿臧
华超知情，邻居、同事、学生，甚至两个
小女儿都不知道他身患重症。为能坚
持科研，臧克茂打好了一场“情报战”，
真可谓“难知如阴”。

不畏生死，淡然处之，是战士的血
性；面对困难，迎难而上，亦是战士的
血性。

实际上，臧克茂当初在争取“炮塔
电传 PWM 控制装置”立项时困难重
重，因为该项目已经由某科研单位进

行过研究探索，但遗憾的是，研制失
败。别人失败了，我们行不行？臧克茂
看到了该项目的军事效益，毅然选择
了挑战。从 1984 年开始，臧克茂就提
出研究设想，并积极申请立项。但由于
新到学校不久，科研实力并不为人了
解，该项目又有其他单位失败的前车
之鉴，所以臧克茂的这个科研立项并
不顺利。直到 1987 年，才通过个人的
努力工作证明了科研实力，获得学校
的信任并立项。

在研究过程中，这个项目更是经
历了三下两上，可谓内外交困、难题重
重。但臧克茂从无畏惧，总是在困难中
坚持，在逆境中坚守，最终以十余年的
艰辛，换来了项目研制成功。

如果说用什么词语可以概括臧克
茂的科技人生，或许，兵圣孙武的四句
话“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
动如山”最为合适。他研制的“炮塔电传
PWM 控制装置”，据公开报道，使我军
主战坦克火炮瞄准时间缩短 47%，命中
率提高 35%，静默待机战斗时间增加 1
倍以上，可谓促成了火力打击的“其疾
如风”。同时，该装置也大幅度压缩了坦
克炮长的训练养成时间，从兵员动员角
度而言，也堪称“其疾如风”。他循序渐
进地推动电传动车辆和陆战平台全电
化等科研领域的发展，从理论研究到试
验样车；从履带车辆到轮式车辆；从炮
塔电传到全车电传；从传动控制到信息
化系统集成，臧克茂稳扎稳打，利用近

30 年的艰苦努力，逐渐开辟出这个研
究领域，可谓“其徐如林”。他把自己的
科研当成中国军事工程学术传承的薪
火之源，通过培养出常天庆、马晓军、
张豫南、宋小庆、李长兵、廖自力、刘春
光、袁东等学有建树的学生，对自己的
学术领域、学术思想，以及其中蕴含的
对新中国军事工程科研的反思进行了
薪火传承；通过推进四次全电化特种
车辆论坛的举办，在国内相关领域内
对全电化战斗车辆这一理念进行播
火，利用学术期刊等平台不断传递着自
己的研究成果和科学反思，颇有“侵略
如火”的意味。

面对困难，臧克茂又恰如山岳般
毫不动摇：绝症在他面前却步；领导认
为项目有研究困难，不宜立项，他就以
迂为直，通过以前的同事，寻求其他科
研支持力量，成功研制出我国首台电
驱动电传动坦克原理样车；因为试验
失败，科研经费断绝，他把自己应得的
科研奖励拿出来，坚持攻关，最终解决
数字全电炮控中存留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臧克茂的战士认
同中，并没有“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这
样的信条，而更多体现出“进不求名，
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
宝也”这样的古之名将认同：根据科研
项目的可行性、军事效益、社会效益、
学术效益进行辗转腾挪，即便各级领
导不看好、不同意、不支持，仍然努力
去开拓科研领域、开展科研活动。

不忘初心的战士认同

臧克茂 1932 年生于江苏武进安
家舍乡臧家村。早年的农村生活使他
一生都具有农民的身份认同。中国农
民勤劳、质朴的脸谱，是与臧克茂一生
相伴的脸谱之一。

生于农家，臧克茂耳濡目染了中
国农民特有的勤劳、节俭、厚道等优秀
品质，受到耕读传家的传统教育熏陶。
他的身上也带有中国农民的优秀特
征，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人生智慧。

臧克茂的节俭在学生们口中是出
了名的：打印纸都要把背面用掉。女儿
对他的节俭也很有意见，认为时代已
经发展了，那样的节俭已经不合时宜
了。但臧克茂依然我行我素，一双 45

元购买的黑色旅游鞋一穿就是五六
年。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军容风纪的要
求，臧克茂的衬衫是打了补丁的。

然而，臧克茂对党、对贫困学生却
是异常大方。他曾一次性缴纳上万元
的党费，把大笔收入直接捐赠给贫困
学生，还拿出钱来资助年轻人攻读硕
士、博士学位研究生，资助同事出专
著。一个个项目获奖后，在分配奖金的
时候，臧克茂又总是把自己排除之后
再依据贡献进行奖金分配。最终，最少
的那份永远是臧教授的。谈到这个问
题的时候，他却笑呵呵地说，我已经有
了靠前的排名，已经占了大便宜了。

或许，这些可以从臧克茂对待金

钱和时间的辩证法中看到原因：学生
上学时花钱是要花时间的。而另一句
话，则更能体现臧克茂对待生活品质
与时间的态度：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打扫的。至今，臧克茂仍然居住在
一套团职房里面。这或许正是很多人
批评中国农民的“小富即安”吧。

臧克茂在生活上“小富即安”，但
在工作中却不是这样。时至今日，已经
87 岁高龄的臧克茂，只要不去医院、
不出差，仍然每天都去办公室处理工
作、指导学生；晚上的晚自习，也能在
办公室里面找到臧教授。在工作紧张
的时候，他还会和学生们一同加班到
深夜。臧克茂的弟子李长兵回忆道，

2007 年，臧教授已经 76 岁，仍然和学
生们一起加班到凌晨两三点钟，几次
实验楼锁门了，他就和学生们一同跳
窗回家……

虽然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臧克茂
就离开了农村，接受高等教育并在毕
业后参军，但中国农民的本色在他身
上一点儿也没有流失。而臧克茂本人
也很为自己的农民身份感到自豪，他
曾很骄傲地对笔者说：“我是一个农村
人！”或许正是这种对农民出身天然带
有的自豪，使臧克茂具有了与生俱来
的农民认同，也让他具有了勤劳、节
俭、厚道的个人品质，为他从事军事工
程科研奠定了最基本的为人基础。

不忘本色的农民认同

多年来，臧克茂早期的学生李殿
璞、缪鸿兴、荣文奇提起臧克茂，都亲切
地称为臧教员；他在装工院的学生马晓
军、宋小庆、李长兵、廖自力、赵梓旭等，
都称他教授，从来没有人称呼他“院
士”。之所以他的学生们会这样称呼他，
正因为他所具有的教员本色。李殿璞教
授对于军事院校中称呼教员的原因解
释，或许对这一个问题能提供更为有效
的注解：在哈军工，学生都被称为学员，
教师都被称为教员，体现出了大家同志
关系、平等关系。事实上，在军队院校担
任过教员的人都知道，这个词所具有的
分量，不仅仅表达出承担了教授知识、
技能的工作职责，更承载着为人师表的
人生责任，还体现出对学员关爱的兄长
父辈之情。

臧克茂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了哈
军工担任教员。此后，无论职称发生怎
样的变化，教员角色的承载总在臧克
茂的身上体现着。1956 年，哈军工第
三期也是该院海军工程系第一批的学
员，在紧张的学习之余，积极参加了建
校劳动。那时候，臧克茂作为这一批学
员的助教，承担起了带领学员参加劳
动的任务。在劳动中，臧克茂毫无老师
的架子，就像大哥哥一样带着学员们
劳动：这里打个洞，那里拉根电缆，这

里摆放电机……臧克茂不仅筹划，还
和学员们一同身体力行，搬运、安放。
要知道，解放初，由于各地教育水平发
展不均衡，臧克茂虽已大学毕业，也只
是比这批学员中的绝大部分仅大了一
两岁而已。但是在建校劳动中，他却给
了学员们兄长般的关怀。

臧克茂来到装工院工作后，有一
次，装甲兵首长带领工作组来校视察，
工作组决定由臧克茂代替另外一名教
员为 1978 级学员讲授《电工》课程，臧
克茂听说后立刻向领导表示：如果那位
教员授课存在差距，我可以帮助他共同
提高，但是不能这样把他顶替下来，要
不然，他以后就没有办法做教员了……
虽然最后他还是服从命令违心地接过
了授课任务，但过程中的表态却让其他
教员深受感动。时至今日，当笔者听到
这件事的时候，仍会不自觉地拿臧先生
的工作态度作为自己的人生标杆。

作为教员，臧克茂时刻追踪着学术
技术前沿。从到哈军工的第一天起，臧
克茂就成为了图书馆的常客，国内外的
学术期刊成为他的最爱，也为自己赢得
了“书呆子”的美誉；出差对于别人来
说，是游历祖国大好河山的好机会，对
臧克茂来说却是又可以去其他图书馆

“串门”了；开始招研究生了，臧克茂首

先想的是怎样追踪前沿，找到学术技术
兴奋点，帮助学生更好地提高学术科研
能力……“炮塔电传 PWM 控制装置”、
坦克电传动技术研究、“陆战全电化平
台”等一项项成就都是臧克茂为提高研
究生培养质量而时刻紧密追踪学术前
沿的产物。

作为教员，臧克茂认真对待每个学
员的学业。他的弟子宋小庆教授回忆自
己初到装工院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
臧克茂教授安排她做文献综述。在这篇
她自己认为还很得意的文献综述中，对
消息和信息两词的运用区分并不清晰。
结果，臧教授很严厉地批评了她，并要
求她把这两个词的内涵弄清楚再重新
做一遍文献综述。

1993 年臧克茂忍受着癌症的剧
痛为本科生授课，自不必说。值得一
提的是，臧克茂当年要求调离哈尔滨
船舶工程学院（哈军工南迁后，由留
在哈尔滨的三系在原址组建，以下简
称哈船院）的考虑中，竟然有这样一
条：自己的学生已经成长起来，原来
自己教授的课程已经后继有人了，哈
船院离开自己，课程依然能开设好。
就连自己转换工作环境，他仍然考虑
着不再是自己学员、学生的年轻人们
的求学生涯。

作为一名军校教员，臧克茂从不认
为研究生学员是导师的“私有财产”。他
认为不能只让学生干活，还要给他们创
造发展的空间。为了给国防军备培养更
高层次的人才，在他最需要有人帮助开
展课题研究的时候，他却积极主动联系
并推荐自己的学生、得力助手马晓军去
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入学时，他拖着刚
手术不久、极度虚弱的身体，亲自送马
晓军去上学，殷切嘱咐马晓军要认真完
成学业。马晓军望着脸色苍白、身体更
加消瘦的导师，心中有了退学的念想。
臧克茂打消马晓军的顾虑，语重心长地
对他讲：“课题虽然重要，但是你的学业
更重要。等你学成回来，将来要做的事
情更多。”

在膀胱癌治疗期间，他坚持为本科
学员上课，固然有他隐瞒病情、继续科
研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他对学员的
爱，对军事教育事业的爱。这一点，有他
在 73 岁时为本科学员授课准备的教案
为证。

奉献人生无限爱，默默无闻无所
图，臧克茂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为这些
学员成长的道路点燃指路明灯，只为尽
到作为教员的职责，堪称奉献自己，成
就他人的楷模，也深切地体现出臧克茂
的军校教员认同。

不忘本职的教员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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