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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哲子 　 火炮武器系统工程专家 。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出生 ，陕西省咸阳市人 。 １９５９ 年
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 。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科技委委员 ，中国兵工学会会士 ，科工委专家咨
询委委员 ，高级工程师 。 先后参加了我国第一
代轻型坦克 、第一代大口径 １５２ mm 自行炮的
研制和生产 。 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代履带式
１２２ mm自行火箭炮 、履带式火箭扫雷车的研
制 ，参与领导了 １２２ mm 自行火箭炮的生产 。
作为总设计师于 １９８７年至 ２００５年主持研制了
我国第一个集信息化 、数字化 、自动化 、机械化 、
自行化于一体 ，由五大分系统 １１种装备组成的
履带式 １５５ mm 自行炮武器系统和由 ８ 种装备
组成的轮式 １５５ mm 自走炮武器系统 。 １２２
mm 自行火箭炮和 １５２ mm 自行炮参加了国庆
３５ 、５０ 周年阅兵 。 １５５ mm 自行炮和 １５５ mm
自走炮两个武器系统已成功打入国际军贸市

场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２ 项 、二等奖 １
项 ，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１ 项 ，二等奖 １ 项 ，
全国科学大会奖 ，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
２００５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

我是 １９３５ 年农历十二月初八生于陕西省
咸阳县近郊的直堡村 ，从 ７岁开始上学至 ２３ 岁
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 ，大学
毕业后 ，被分配至哈尔滨国营第六七四厂工作 ，
先后参加领导和主持研制了多项重型武器装

备 ，其中两个装备参加了国庆 ３５ 、５０ 周年阅兵 。

我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 、二
等奖一项 ；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 、二等奖一
项 ；１９７８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一项 。 １９９２ 年获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２００３ 年获兵器工业首届科
技带头人 ，２００４ 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
奖 ，２００５ 年获兵器工业科技创新突出贡献一等
奖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一 、两个时代两种天地
我是经历了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和共产

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代 ，两个时代
两种天地 ，我的童年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度过
的 ，以下几件事对我的印象至今难忘 ：

第一个吃不饱饭 。 我的家乡属于农业地
区 ，以种植小麦为主 ，辅以玉米和棉花 ，小麦和
玉米解决吃的问题 ，棉花的棉籽榨油 ，作为食用
油 ，棉花纺线织布 ，解决穿衣问题 ，论自然条件
应该不错 。但是由于当时农业技术的落后 ，靠
天吃饭 ，粮食亩产在 ２００斤以下 ，由于无其他经
济来源 ，油 、盐 、醋和蔬菜用养鸡下的鸡蛋进行
交换 ，生产工具的更新 ，建房和其他开支 ，通过
出卖少许粮食和棉花换取现金 ，每年交完公粮
（也就是现在的农业税 ，以小麦上交当地政府）
以后所剩的粮食不能保证全家 １５ 口人的全年
口粮 ，特别是在夏收（小麦收割）前的两三个月 、
家中已无粮可吃了 ，为了渡过难关 ，一是节食以
稀代干 ，另一方面父母亲到处代息借粮 ，等到夏
收后再还 ，这几个月是我们最难过的时候 ，年年
如此 。

第二个当地政府催交公粮 。 由于收入的
粮食有限 ，一般的交不起公粮 ，采取拖交的办
法 ，因此当地政府经常派人进村催交公粮 ，老
百姓听到催交公粮的人要进村 ，家里主要男
劳动力要离家躲起来 ，所以催交公粮的人经
常收不到粮食 ，到了年末为了完成公粮征收
任务 ，他们采取在冰雪天的中午 ，人们正在做
饭或吃饭的时候突然进村抓人 ，被抓者强迫
脱掉棉衣棉裤 、鞋 ，捆绑后游街示众 ，然后带
回乡公所扣押起来 ，不给吃 、不给喝 ，直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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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公粮才能放人 。
第三个军队 。解放前夕 ，国民党进攻延安 ，

先后在我的村子住过两批军队 ，一批是 ９０ 军 ，
军官士兵基本为广东人 ，另一批为胡宗南的 ３６
师 ，他们进村后 ，强住老百姓的住房 ，老百姓住
在露天 ，睡在地上 ，杀老百姓的猪和鸡 ，不给老
百姓钱 ，军官吃空饷（即部队的编制不满额 ，按
满额向上级领饷 ，多余部分为军官私有） ，上级
为了作表面文章 ，采用不定期的集合点名制 ，当
官的为了应付过关 ，即强迫老百姓顶替 ，穿上军
装 ，确定姓名 ，稍加训练后参加点名 ，点名后有
的人放回家 ，有的人强留部队 ，部队撤离时 ，还
要抓一些壮丁入伍 。 由于军官克扣士兵伙食
费 ，每顿限量做饭 ，而不管饱 ，吃饭时 ，士兵把饭
盛好后 ，不能先吃 ，待全部士兵盛好后 ，司务长
一声哨响开始吃饭 ，直至把锅里的饭吃完为止 ，
为了能够多吃 ，第一碗少盛快吃 ，再盛第二碗 ，
此时尽可能盛满 ，再不可能有第三碗 ，因此士兵
是吃不饱的 ，那时我还是 １０ 多岁的小孩 ，有时
拿着干粮 ，边走边吃 ，被士兵看见时向我要干
粮 。 由于士兵受不了军官的欺压 ，开小差（即利
用晚上站岗时跑掉） ，当被抓回时 ，有的严刑拷
打 ，有的关禁闭 ，有的活埋 。

另外就是夜间土匪抢劫 ，吸毒和乞讨 ，司空
见惯 。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我的家乡解放 ，我首先见到
的是八路军 ，他们把 ９０ 军和 ３６ 师打跑以后 ，进
住我的村庄 ，进村以后 ，不住百姓家 ，露天住在
街道上 ，国民党军队的作风一扫而光 ，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建立乡 、村政权
以后 ，干部对待百姓平易近人 ，不欺压百姓 ，不
在百姓家吃饭 ，改造二流子（吸毒者 、乞丐） ，实
行土改 ，分田到户 ，耕者有其田 ，社会安宁 。

两个时代两种天地 ，简直换了一个人间 ，正
像当时歌曲所唱那样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
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从此我对共产党八
路军产生了好感 ，解放时 ，我正在上初中 ，当时
共青团处于非公开状态 ，我就加入了共青团 ，

１９５６ 年大学二年级我就加入了共产党 。
二 、艰苦的求学之路
在讲述求学之路之前 ，我必须讲一下我的

爷爷 ，他读过一些古书 ，他酷爱中医 ，也给乡亲
免费看病 ，他对我们家人要求很严 ，他的要求有
两条 ，一是孩子从小必须上学 ，而且必须上完大
学 ，但是由于他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对男孩子要
求更严 。 二是不能有不良习惯 ，不允许家中任
何成员吸烟 ，赌博 ，赌博现场也不能去看 。 所以
在我参加工作前不吸烟 ，不会玩扑克 ，不会打麻
将 ，即使我现在学会了玩扑克 、打麻将 ，但我从
不赌钱 ，只是作为一种休闲 。

我是从 １９４２ 年开始上学 ，１９５９ 年大学毕
业 ，中间没有间断 ，对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有以下
几件事 ：

１ ．上高级小学 。 那时我刚 １０ 岁 ，学校距
家三华里 ，不论刮风下雨下雪 ，每天三顿饭都得
步行回家吃饭 ，按照爷爷的要求 ，为了有个好成
绩 ，吃完晚饭 ，必须再回学校上晚自习 ，那时学
校没有电灯 ，用油灯照明 ，晚 １０ 点上完自习 ，回
宿舍睡觉 ，宿舍是在学校的最后端 ，原为一个古
庙 ，是为家远当天不能回家的同学而设的 ，总共
两层通铺 ，共住 ２０ 多人 ，无教师陪同 。 这样的
学习生活 ，一方面有利于我学习成绩的提高 ，另
一方面培养了我的自立能力 ，还培养了我的胆
量 ，特别是冬天 ，天黑得早 ，吃完晚饭 ，天已很黑
了 ，独自一人还要走 ３ 华里的农村路 ，为了壮
胆 ，手里拿着木棍 ，慢慢的胆子也大了 ，身体也
很好 。

２ ．上初中 。 距家 １０ 华里 ，学校叫周陵中
学 ，当时是咸阳县农村唯一的中学 。 上初中遇
到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学费 ，由于农村很少
现金 ，所以学校现定每个学期每个学生交 １０斤
棉花 ，但期末考试成绩班级第一名 ，免交棉花 ，
第二名交 ５斤棉花 ，第三名交 ７ 斤棉花 ，自己努
力学习 ，每个期末考试成绩都在前三名 ，为家总
能节约一些开支 。 第二个问题是吃饭 ，由于家
境条件不好 ，学校设有学生食堂 ，但是为了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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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经济支出 ，不在食堂吃饭 ，每个周六中午
回家 ，帮家里干一天半的农活 ，周日晚上背两个
半锅盔（即两个半大烙饼） ，提一小罐辣椒 ，步行
回到学校 ，这就是 ５ 天半的伙食 ，开水泡饼就着
辣椒就是一顿饭 ，天天如此 ，夏天天热大饼发
霉 ，周三以后就无法吃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
在我回家之前 ，我母亲就将馒头掰成小块晒干 ，
作为一周的主食 。

３ ．上高中 。 周陵中学只有初中部 ，１９５１
年我毕业时 ，学校开设了高中部 ，由于我的初中
毕业考试成绩优秀 ，不用参加高中入学考试 ，直
接升入本校高中 。 当时我考虑 ，学校新设高中
部 ，在师资 、教材和教学经验方面都会有所不
足 ，为了给上大学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我约了
我们班上两个同学 ，在家人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
们报考了当时陕西省唯一的重点高中 ，位于西
安市的陕西省立第一高级中学 ，通过考试我们
三个人均被录取 。入学后 ，不论教学条件 、生活
条件都是很好的 ，我的数学 、物理 、化学 、语文老
师后来都成为大学的老师 。 重点高中的学习对
我以后的人生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基础 。
４ ．上大学 。还在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们学

校盖了一个礼堂 ，在礼堂建造的过程中 ，有一天
晚饭后 ，我和几个同学去散步 ，走到了施工现
场 ，我看见一个施工人员拿着一张蓝图 ，图的底
色是蓝的 ，线条是白色的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
次看到的建筑施工图纸 ，感到非常新鲜 ，我就问
拿图纸的人 ，这张图纸是干什么用的 ？ 他很耐
心地对我作了解答 ，他说 ：礼堂就是施工人员按
照这些图纸建起来的 ，我又问 ，这些图纸是谁画
出来的 ，他说 ：这是建筑工程师设计出来的 ，工
程师又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一个词 ，蓝图 、工程师
对我震动很大 ，自己将来能当一名建筑工程师
该多好啊 。 当时还不知道其他行业也有工程
师 ，从此以后自己下决心当一名建筑工程师 ，为
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高中毕业前夕 ，我了解到当
时位于咸阳市的西北工学院就有土木建筑系 ，

我就拿定主意 ，报考西北工学院土木建筑系 。
但是就在我高中毕业考试之前 ，发生了两

件事情 ，一个是国家从我校应届毕业生中选派
留学苏联的预备生 ，如果被选上 ，在北京俄语学
院学习一年俄语 ，即可派往苏联学习 ，当时我校
两个候选人 ，我是其中之一 ，但在最后一关身体
检查时 ，我落选了 。 第二个是从应届毕业生中
选拔学习特种工业（即学习军工专业）的学生 ，
学校是北京工业学院（即现在的北京理工大
学） 。正当我对留苏预备生落选而感到不愉快
的时候 ，突然校长找我谈话 ，我很纳闷 ，高中三
年校领导从未找我谈过话 ，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
带着极其紧张的心情进入校长办公室 ，校长说 ：
在北京有一个国防大学 ，你想不想去 ，我问 ：学
什么 ？ 校长说 ：学坦克设计 ，而且保密 。 我听
后 ，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一方面我可以去祖国
的首都上大学 ，这是多少学子所向往的啊 ！ 另
一方面 ，尽管我那时还未亲眼见过坦克 ，但在电
影上是看到了 ，假如我所设计制造的坦克展现
在战场上消灭敌人 ，那该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
啊 ！ 所以我对校长满口答应 ，我去 。 校长说 ：那
好 ，因为去这个学校政治要求很严 ，你已通过政
审 ，高考时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 全国统考以后 ，
报纸公布考试结果 ，但是查遍所有报纸 ，没有我
的名字 ，家在农村 ，消息闭塞 ，无处打听 。 过了
两个星期正在我百思不解的时候 ，收到了北京
工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我们全村 、我的家人 、
我的亲戚听了以后无不欢欣鼓舞 ，我是我们家
族第一个大学生 ，也是我们当地第一个去北京
上大学的大学生 。

进入学校以后 ，这样好的学习机会 ，我是不
会放过的 ，努力学习 ，提高学习成绩 ，不在话下 ，
但是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上学的费用问题 ，尽管
学校不收学费 ，并有助学金 ，吃饭不用花钱 ，但
是为了减少家里的经济负担 ，五年的寒暑假没
有回过家 ，就是我的爷爷去世 ，家里也未及时通
知我 ，也没有回家 ，究其原因 ，就是家庭经济无
法支持 。 当时学校正处于发展期 ，校内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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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工地 ，学校放假以后 ，我和班上三个同
学去工地当小工 ，就是挑土 ，吃饭 、睡觉在学校 ，
不用花钱 ，每天可收入 １ ．９６ 元 ，一个假期下来 ，
可赚到 ４０ 元左右 ，在当时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已
是非常可观的收入 ，我当时享受二等助学金 ，每
月只有 ４元 ，这笔收入 ，就可解决我一个学年包
括穿衣的花销 。 五年的学习生涯我没有枕头 ，
用布将自己的衣服包起来就是枕头 ，自己的衣
服自己洗 ，但是被褥的拆洗成了问题 ，在过去从
未干过 ，当时学校附近有拆洗店 ，只要花钱就可
以办到 ，为了节约开支 ，我下决心自己干 ，拆和
洗不成问题 ，缝个被子用了一个上午 ，但从此我
学会了 ，所以每逢假期 ，自己动手拆洗被褥 。 以
上的做法既增加了收入 ，节约了开支 ，而且锻炼
了身体 ，一举两得 ，我的大学生活就是这样度
过的 。

三 、改革开放结硕果
１９５９ 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哈尔滨国营第六

七四厂研究所工作 ，由于工作的急需 ，毕业后也
未回家 ，直奔工作 ，入厂后立即投入了我国首次
自行研制的第一代轻型坦克和一些部件科研 ，
但好景不长 ，由于不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 ，浪
费了一代人的 １０ 年青春 ，这是多么可惜啊 ！

１９８７ 年是我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一
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四人帮”打倒了 ，改
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了 ，国家走上了正确的发展
轨道 。 自此以后我先后参加了我国第一代大口
径 １５２ mm 自行加榴炮的研制和生产 ；领导了
我国第一代履带式 １２２ mm 自行火箭炮 、
GSL１１１ 履带式火箭扫雷车 、GSL２１１ 履带式火
箭扫雷系统 、８２ 式 A 型军用推土机的研制 ；特
别是作为总设计师主持研制了 PLZ４５ １５５ 自
行炮武器系统和 AHSI １５５ 轮式自走炮武器
系统 。 为我国自行火炮由外购 、大修到仿制 ，由
仿制到自行研制和生产 ，为我军装备的自行化 、
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自行炮武器系
统研制成功 ，一方面 ，将我国地炮压制火炮由单
炮研制推向了由多种装备组成的武器系统的研

制 ，使我国地炮压制武器的研制水平进入世界
先进行列 ，其系统集成的设计理念已被国内外
所接收 。 另一方面将 GPS 定位 、惯性定向导
航 、分布式的计算机 、红外热成像 、CCD 、数字化
的通信 、激光测距 、相控阵雷达等大量高新技术
集成于地炮压制武器系统中 ，使武器系统实现
了自动化（自动定位 、自动定向 、自动测速 、自动
输弹 、自动瞄准 、自动计算射击诸元 、自动测量
药温 、自动测量目标和炸点 、自动编制气象通报
等）和信息化 、实现了大型武器系统的集成创
新 ，综合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从而使该武器
系统在与美 、英 、法等国的激烈竞争中打入国际
军贸市场 。

６２ 式轻型坦克获 １９７８ 年科学大会奖 、
GS１１１ 火箭扫雷车 １９８８ 年获部级科技进步二
等奖 、GSL２１１ 火箭扫雷系统 １９８９ 年获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履带式 １２２ 自行火箭炮 １９９１年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PLZ４５ １５５ 履带式自
行炮武器系统 ２００２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

四 、进入干部队伍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 ，为了加快

发展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 ，实现四个现代化 ，国
家采取了加大培养和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 ，许
多优秀的知识分子被提拔到不同的领导岗位 ，
在这样一个大潮中 ，我被推入了干部队伍 。
１９８０ 年 ５ 月由总体设计组长提升为研究所的
副所长 ，７ 月被提升为研究所第一副所长（没有
所长） ，主持研究所的工作 ，９ 月被当时的兵器
工业部任命为工厂副总工程师 ，１９８４ 年被兵器
工业部任命为工厂总工程师兼科技委主任 ，直
到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 离开干部队伍后 ，专职从事总
设计师的工作直到现在 。 多年的干部生涯 ，对
于提高我的组织 、管理 、协调能力 ，特别是为后
来主持研制大型武器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五 、结束语
回顾 ７０ 年来的人生 ，我的体会是 ：
难苦生活 ，能够锻炼人的意志 ，使人更早自

立 、意志更加坚强 。
·８４·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 苏哲子

不断学习 ，是你事业成功的基石和创新的
源泉 。

深入实际 ，深入科研试验现场 ，能够使你获
得真知和灵感 。

淡泊名利 ，使你一生感到快乐 ，健康长寿 。
我的一生是平凡的 ，并未做出惊天动地的

大事 ，但我感到充实 ，为国家军事装备的发展尽
了我的一份力量 ，为军贸出口做出一份贡献 ，为

国家赢得了一份荣誉 ，为兵器行业赚取了可观
的外汇 ，４７ 年来的军工生涯我无怨无悔 ，并将
为此继续奋斗 。

我一生感到欣慰的是我生长在两个时代 ，
新旧对比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赶上了一个
好时代 ，给予我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良好机遇 ，
也使我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党和国家也给予了
我很多荣誉 ，在此我感谢党 ，感谢政府和人民 。

·９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