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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载站三尺讲台，17年与癌症搏斗，他说，哪怕只有一个学生，也要站上讲台。

臧克茂：钢铁战士的不老人生

从“门外汉”到坦克专家

1979

年，臧克茂
47

岁，在哈尔滨船舶工
程学院任教。

这个年龄，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渴望稳
定。 但也有人例外，这一年，当校址在北京
的装甲兵工程学院派人到哈尔滨院校中选
拔教员时，臧克茂连夜报了名。这位曾经的
转业军人在众多比他年轻的竞争者中脱颖
而出，再次穿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军装。

永定河畔，京郊西侧。 初到装甲兵工
程学院的臧克茂，对装甲装备知识几乎一
无所知。 从此，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便发
现，有一位年近半百的男子，常常在图书
馆关门时还舍不得离开。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求知若渴的臧克
茂进入了状态。

1987

年，他在学术期刊上看
到，在国外，一种脉冲宽度调制（

PWM

）技术
已广泛应用于民用机械。 他设想，如果能将
此技术应用在坦克炮塔上，或许可以破解当
时我军坦克炮控系统瞄准时间长、射击精度
低、性能差的瓶颈。于是，臧克茂选择把这个
难啃的“硬骨头”作为自己科研的突破口，并
获得了坦克炮塔

PWM

控制技术立项。

研究过程困难重重 。 有无数次的失
败，也有他人的质疑，有经费的短缺，也有
资料的匮乏。 当臧克茂把这些一一挺过去
时，一场更大的灾难来临了。

1993

年的一天，

61

岁的臧克茂一如既
往地在实验室里作实验， 一阵剧痛袭来，

他几近晕厥。 他一个人偷偷去医院作了检
查，结果如同晴天霹雳———膀胱癌！ 但此
时的臧克茂却异常冷静，他马上作出两个
决定： 一是不能让学院知道自己有病，否
则这个项目就做不下去了；二是一定要在
病情无法控制之前把课题解决掉。

自此，臧克茂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教

学和家庭生活之外几乎都泡在实验室里。

天道酬勤。

1995

年，臧克茂研制的我国
第一台

PWM

炮台装置获得成功。 该装置
的正式列装，使我军主战坦克火炮瞄准时
间大大缩短，设计命中率大幅提高，这项
成果同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军
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臧克茂成功了，荣誉接踵而来。

1997

年
教师节，臧克茂被学院评为“优秀教员标
兵”。 在表彰大会的发言上，当他讲述自己
的病情时，台下一片唏嘘。 学院老教授赵
碧君难以置信：“我和他同在一个教研室，

同住一栋楼，他患癌症
5

年，

1600

多天，多少
次穿刺、活检、理疗、化疗……他都是一个
人坐公交车去，我竟然一无所知！ ”

即使大家都知道了，臧克茂也不愿意
大家把他当成病人，他仍然在他热爱的实
验室里，一鼓作气，先后研制出我国第一
台“交流全电式炮控系统”和“数字式大功
率交流全电炮控系统”， 从根本上改变了
传统炮控系统的体系结构和控制方法，研
究成果广泛应用于我国多种型号坦克。

而他自己， 也从一个坦克的 “门外
汉”，成为了业内名声赫赫的专家。

拼命上讲台的“傻”教授

1995

年前后， 是病魔折磨臧克茂最凶
的时候，他经常会尿频、尿急、尿血。 而此
时，臧克茂除了进行

PWM

项目的攻关，还
承担着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任务。

为了不让学生察觉到异样，臧克茂每
堂课都提前到教室。 为了减少排尿、避免
尿血，他每天早上都不喝汤水，只干吃馒
头。 即便如此，下课铃一响，臧克茂便要匆
匆赶回宿舍，换下被血尿浸湿的内衣。 妻
子于凤元心疼得直哭，求臧克茂去找领导
说说，不要再上本科生的课了，臧克茂坚

决不同意，还要妻子替他隐瞒病情。

臧克茂的学生得知他的病情后， 每每回
忆起当时上课的情景，都忍不住抹泪。学生马
晓军说：“那是冬天，天很冷，他额头上还渗着
汗，后来才知道那是疼的啊！ ”

学生们敬爱臧克茂，也“怕”臧克茂。 上他
的课，不是件轻松的事，因为他的教材总是比
其他老师多， 他常常把几所高校同类专业的
授课教材都找来，然后择其精华。 跟着他作科
研，更是累得不行。 每次检验实验成果，臧克
茂都要到现场，亲自查看实验过程。学生的论
文，臧克茂更是层层把关。博士生宋小庆在一
篇小论文中混淆了“消息”和“信息”两个概
念，被臧克茂一顿质问；研究生郭林峰的硕士
论文，臧克茂甚至把错字一一挑出……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先学做
人”。 这是臧克茂经常对学生说的话。

臧克茂带领科研团队研制成功了不少项
目， 每次技术转让的时候， 他只收很少的转让
费。 有人说他傻，一些学生也想不通，臧克茂却
只是笑呵呵地说：“我们的技术被充分运用到我
军装备上，这才应该是我们的追求。”慢慢地，学
生们还发现，这些为数不多的经费、技术转让
费，臧教授都用在了他们的学习和深造上。

臧克茂一直不愿意参评院士， 觉得自己
不够资格。直到

2007

年，他的年龄到了
75

岁的
参评底线，他才同意申报。

当选院士后，臧克茂的电话多了，邀请函
也多了。 于是，他给自己定了几条原则：与提
高战斗力无关的科研项目不干， 不是自己研
究领域的评审不出席， 与装备科研无关的学
会不参加，不随便接受邀请作学术报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臧克茂的以身作
则下，学生们被感染了，也在各自的领域迅速
成长起来。 他们慢慢明白了臧教授所说的那
句话———“翅膀上拴着黄金的雄鹰飞不高，整
天惦记名利的科研人员走不远。 要想有所作
为，必须心无旁骛，轻装上阵”。

活到老 学到老

在某些方面，臧克茂算是个“时髦”的老人。

21

世纪到来， 电脑在生活中变得不可或
缺。想到每次写材料都是自己手写，然后由学
生录入，不仅效率低，还要占用学生的学习时
间，臧克茂决定学电脑。

对于一个来自南方、 口音很重的七旬老
人来说，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2003

年，臧克茂把《新华字典》放上了案
头，遇到难拼写的字就查字典再输入；遇到电
脑操作上的问题， 就请教学生， 记下操作步
骤。几年过去了，如今臧克茂不仅能够熟练录
入，而且还喜欢上网浏览新闻、收发邮件，日
常生活俨然已经离不开电脑。“不过我不玩游
戏。”说这话时，老人家边笑，边露出了少有的
顽皮神色。

2007

年，在参加院士评选答辩时，

75

岁的
臧克茂熟练地一边进行电脑操作一边讲解，

让在场的所有老院士、老专家都佩服有加。

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 这位一直强调自
己“来自农村”的理科出身的老人，竟然通晓
俄、德、英、日四门外语。 这些年里，他出版过
一部外文著作，发表过俄、英、日文译著

40

多
万字，审校译文

80

多万字。

如今， 臧克茂又把目光投向了专业上的
新课题———“全电化陆战平台”， 他说：“我希
望在有生之年， 能看到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
的全电化陆战平台。 ”

想做的事情太多， 时间在臧克茂看来就
显得尤为宝贵。 “年轻的时候，考虑问题是以
年计、以月计，到了现在，是以天计、以小时计
了。 ”臧克茂说。

他最不愿意出去吃饭，觉得太浪费时间，

在家里吃饭还可以 “一边吃饭一边用洗衣机
洗衣服”。

不仅在时间上“抠”，在生活上，臧克茂更
是“抠”得出名。不足

10

平方米的房间，一张铁
管单人床，一张有

40

年历史的写字桌，很难想
象， 这是一个院士的书房兼卧室。 一辆自行
车、一块手表、一个洗脸盆都是从哈尔滨带到
北京的，陪他走过了半个世纪。他自己从来只
穿军装，不买衣服，脚上的袜子

3

元钱一双，已
经穿了

4

年。 “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穿它也不
破。 ”臧克茂一脸无辜地说。

看到他的衬衣领子都磨破了，别人问他：

“你的新衬衣留着干什么呢？”他笑呵呵地说：

“捐呀，留着捐给灾区呀！”获得全国优秀科技
工作者的万元奖金时，他如数捐给了灾区；拿
到万元慰问金，他又如数充作了党费……

钢铁战士的似水柔情

虽然每天接触的坦克都是钢板铁板，但
“钢铁战士”臧克茂心中却有着柔情万千。

1984

年， 他的妻子于凤元患了罕见的多
发性硬化症，经常发高烧，手脚僵硬，连日常
走路和拿筷子吃饭都很困难。 对这个小他

9

岁，在他
37

岁时不顾世俗反对嫁给他的女人，

臧克茂心疼不已。

于凤元犯病的时候不能行走，年过半百的
臧克茂便背着她上楼下楼。 每天早晚，臧克茂
都会给她挤好牙膏、倒好水；上班之前，臧克茂
为她准备好当天要吃的药和水果； 倘若要出
差，臧克茂就提前做好饭菜放在冰箱里……

听医生说， 中医的针灸疗法对妻子的康
复有帮助， 臧克茂便仔细观察中医师的针灸
手法，还买来中医和针灸方面的书自学。为了
练手劲和针感， 臧克茂先在自己身上反复练
习扎针，常常疼得龇牙咧嘴，汗流浃背。

这一切，女儿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大女儿臧华超每次回忆起这些都会哽咽：“医
生说，我妈妈的病现在还能这么稳定，是个奇
迹，换了别人，早就可能卧床不起甚至离开人
世了，这都是我爸爸的功劳。 要知道，他自己
也是个病人啊！ ”

2007

年
11

月
2

日，臧克茂评上了中国工程
院院士，一家人聚在一起为臧克茂祝贺，他羞
涩而腼腆地握住妻子的手对女儿们说：“没有
你们妈妈的支持，我很可能当不上院士。为这
个家庭付出最多、牺牲最大的是你们的妈妈，

我感谢你们的妈妈。 ”说完，他站起来向妻子
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一刻，这个饱受磨难的家庭哭成一团。

臧华超说：“我爸爸太伟大了， 他承受着身体
和家庭的双重磨难，却依然忘我地工作。更重
要的是，他在人生的任何阶段，也没有忘记和
他同甘共苦的爱人。 ”

这便是臧克茂，心里有事业、有学生、有
家人，唯独没有自己。

夕阳西下的时候， 年近八旬的臧克茂喜
欢搀扶着老伴儿在院子里散步。他心里知道，

为了他心心念念的课题和学生，他不能老去；

为了这个命运多舛的家庭和身边这个把终身
托付给他的女人，他不敢老去……

在人群中看到臧克茂，人们经常会想去搀他一把，因为他
78

岁的高龄，因为他瘦弱的身体、花白的头发。但即便是他的领导，也无一
例外地会遭到他的拒绝：“不用扶我，我身体没问题。 ”之后，便见他身板笔直、健步如飞地向前走去。

臧克茂，中国工程院院士、装甲兵工程学院控制工程系教授。他曾经攻克多项尖端科技难题，使我军坦克战技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是我军坦克炮控研究系统的顶级专家，但他不肯停下钻研的脚步，又把目标瞄向最难的课题———“全电化陆战平台”。

从
1993

年被确诊为膀胱癌至今，他已经和癌症搏斗了整整
17

年。 也许他把病魔遗忘，病魔也就遗忘了他。 如今，他在病痛中愈挫愈
勇，成果一项接一项，加之研究对象是坦克，他被冠以“钢铁战士”的美誉。

作为保留专家，他推迟了退休。 除了科研，他更愿意把所学所知都传给学生。 在三尺讲台上站了
55

年，他先后被评为全国和全军优
秀教师。 他说，哪怕只有一个学生，也要站上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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