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责任编辑 ：马宁　联系电话 ：010-58354277　美术编辑 ：钟军

2020年7月3日　星期五 专题Topics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航空工业西飞实现“双过半”工作侧记

|| 本报通讯员　周丹岩

平凡，是每个人生命的底色。每一个平凡航空人的奋斗历程，融汇成了全面建设新时
代航空强国征程上的最美交响。心有所信，方能行远。180 多个日与夜的坚守，24 小时的
使命接力，严寒到酷暑的轮转，在航空工业西飞的生产现场、服务保障现场、在凌晨 1 时
的深夜，在正午的高温下，都有平凡而感人的故事……

大部件准时交付，多架飞机总装下架……上半年，西飞党委全面落实党中央总体部署，
响应航空工业党组“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号召，西飞党委明确“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
事情，坚决实现均衡交付，坚决实现双过半，坚决确保上半年工作无遗漏”的工作要求，
进一步激发体系治理效能，在型号研制、精益工厂建设等方面均取得良好的业绩，连续生产、
均衡交付态势明显。在疫情防控阻击战、科研生产攻坚战的“双线战场”上，彰显了西飞
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全体干部职工的拼搏奋斗精神。

6 月的午夜微风吹动，厂房的灯依旧
亮着，这里有一群年轻人还在忙碌着，他
们是机身装配厂数字化智能装配单元的小
伙伴们。他们正在进行某型机的环形轨制
孔，这是某型机智能制造的关键一环，无
论安装、试刀、换站、建站、孔位修正，
描点制孔、拆卸都不允许有半点差错，在
制孔过程中，每个人都必须全神贯注，互
相提醒督促，确保环形轨制孔万无一失。
数字化智能装配单元的小伙伴们开启了真
正的“白 + 黑”模式，4 人一组白班夜班
交替进行，确保按期完成制孔工作。

“描点结束，秦舒钰检查下描的点是
否准确，再观察一下对缝，如果偏移我们
马上进行修正。”夜班工作的张星喊道。
秦舒钰拿着铅笔就像老师批改作业那样一
个点一个点进行检查，在她确认无误后，
制孔工作才能开始，这样做不仅能够提早
发现问题，而且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突然，
设备那边传来消息，试刀突然停止，不知
道是什么问题。制孔工作突然陷入僵局，
但是夜班的 4 个小伙伴并没有惊慌，从电
源到设备再到系统全部检查了一遍，凭借
丰富的经验，他们迅速发现了问题，在完

成修正后，试刀停止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各项操作都正常吗？有没有什么问

题？”爱操心的张星总是反复地确认无误
后，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此时，负责测
量的石书昆已经在飞机里待了几个小时，
光线不好时，他还需要举着手电一个一个
地量边距、量孔径，此时，钻在飞机里的
他早已大汗淋漓了。坚守岗位的他们殊不
知天空已经泛起了鱼肚白，不知不觉 12
个小时过去了，随着制孔结束后对孔径、
窝深的检查，一晚上紧张的工作终于结束
了，小伙伴伸了个懒腰，回家休息，待晚
上接着白班小伙伴们的站位继续工作，12
个小时的专心致志是因为对这份工作的热
爱，更是对自己、对伙伴、对航空事业的
责任。

因为热爱，所以全力以赴。正是有这
样一群可敬可爱的航空人，用他们的智慧
汗水，有力确保飞机研制按计划节点稳步
推进。面对下半年全新挑战，西飞全体干
部职工将按照航空工业党组的部署，守正
向善，愈艰愈坚 ；坚定信心，持续奋斗，
向着圆满完成全年任务目标奋力前行！

夜幕降临，几束灯光照亮了停机坪，灯光下，一群人在飞
机下穿梭着、交流着、忙碌着。现场闷热的天气让大家的衣服
都湿透了。此时，检测设备突然报警，一架飞机在通电时发现
燃油系统有故障，由于此条故障属偶发，一时之间很难查出故
障原因。

“动一下。”“停一下。”“有信号吗？”“再动一下。”
|某试飞交付单元的机务人员在机翼、货舱、机背上同时在

作业，驾驶舱内有专人监控着设备。由于要排查的故障点位置
相距较远，几个人只能扯着嗓子吼。汗水从他们戴着安全帽的
头上不停地流，直往脖子里钻。由于飞机内的工作部位都比较
狭小，工作时大家只能趴着、钻着、蹲着，各种姿势都有，衣
服湿透了也根本顾不上。

由于故障属偶发，查找起来特别困难。为了不影响其他工
序的正常进行，他们只能穿插在其他工序中进行，上机排故的
时间时常是正午或夜晚。整整两天时间，刘鹏军、杨坤等人每
天都是这样的工作节奏。副单元长杨岗心疼地看着这帮兄弟，
一再催促他们下机来吃饭，他们说：“快有眉目了，再查一会儿。”
他们口中的“一会儿”就又是两三个小时。6 月 13 日，在大家
的细心排故下，问题终于找到了，大家开心地走下飞机。此时，
雨后的夜空特别纯净，星星特别亮。大家打趣说 ：“和媳妇都没
这么浪漫过，我们是一群经常一起看日月星辰的兄弟。”

是啊，这群经常在一起看朝阳、看星空的兄弟，却很少有
时间陪家人一起浪漫。杨岗说 ：“我唯一能干的家务就是每天早
上送孩子上学。”朱日和阅兵时，他和伙伴们一起上了央视节目，
儿子和同学骄傲地说 ：“这飞机是我爸和他们同事干出来的。”
很少发朋友圈的杨岗爱人也发了一段电视上的截屏，写道 ：“好
样的，好好干，我会全力支持你。”杨岗说 ：“媳妇从来没当面
和他说过这些话，当看到这条朋友圈时，自己既感动又愧疚。”

热爱是他们坚持的源泉，信仰让事业发光。||

父亲节这天，13 岁的小学生蒋树
涵写了一篇作文《不守信用的他》。文
中写道，幼时的自己无法理解父亲以
厂为家的情怀，每次在家的时间都是
来去匆匆，答应的事情也常常失约。
有一次母亲出差，父亲很爽快地答应
母亲会好好照顾自己，结果眼巴巴地
等到了午夜，父亲才急匆匆推开家门，
手里还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馄饨，那天
儿子才知道父亲为了保证按时交付飞
机，每天都会忙到凌晨两三点。文中
的父亲是总装厂的蒋继宏。在西飞，
有许多和蒋继宏一样，在孩子眼里是
“不守信用”的父亲或者母亲。

总装厂结构系统安装单元的副单
元长杨晓娜也是这样一位“不守信用”
的母亲，早出晚归的她说自己每天和
3 岁的儿子相处时间不会超过 1 小时，
虽然心有愧疚，但既然选择了航空事
业，有所牺牲也是难免的。但她相信，
孩子长大后，会为妈妈的敬业而骄傲。

杨晓娜说，虽然工作辛苦顾不上
“小家”，但团队的协作精神时常让她
感动，这个团队更像一个“大家庭”，
这个“大家庭”也给予了她更多前行

的力量。她清楚地记得 6 月中旬的一
天，某型机到达她所在的站位，由于
疫情影响了交付周期，公司要求这架
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达到转战下一站
位的状态，生产周期骤然缩短。当她
将面临的严峻生产形势向团队成员说
明后，大家异常平静地说道 ：“既然这
活儿让我们赶上了，那咱就好好干。”

于是，23 个人分成“黑白班”轮
流作业，当第一天开始吊装工序时，
正是周六，早上 7 时 40 分，23 人的
团队齐刷刷地到达现场，各自戴好安
全帽、系好安全带、穿上荧光色的工
作马夹，做好吊装前的准备工作。机
翼吊装、二层地板搭建、全机接收检查、
翼身对接测量……所有工序在紧张有
序中进行。凌晨两三点，现场休息室
里有轮班休息的工人，刚一躺下就能
打起呼噜。休息室外，风钻的冲击声
还一直在厂房内回响……

数天以后，飞机顺利转站下一站
位，团队成员没有时间为自己创造的
“奇迹”庆祝，马上又投入下一架飞机
的紧张工作中。

从清晨到日落，航空人枕戈
待旦，怀着自己的职业信仰，无
怨无悔、义无反顾。大年初五，西
飞派出第一批人员奔赴外场，是
航空工业首批外场出征的队伍之
一。1 月 29 日、2 月 3 日、2 月
7 日，西飞先后组织三批以党员为
骨干的专业团队共 25 人，赶赴各
地执行伴随保障和培训带教任务，
为国产飞机加入到疫情防控一线
做好保障与服务。

2 月 3 日上午 10 时，公司大
门前。由党员和骨干组成的第二
批外场服务团队整装待发。

西飞党委书记、董事长何胜
强到现场为外场服务人员送行，
并用习总书记的话勉励大家 ：“万
众一心加油干，越是艰难越向前。”

16 人，3 辆车，背上行囊，
肩扛使命，一路向东。车窗外是
冷清的街道。特殊时期，高速路
上一刻未敢停歇，600 千米，7 小
时后，一行人集体住进了用户家
属院，一个人一张床、一对桌椅。
14 天的隔离期结束后，大家立刻
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为了保障任
务的顺利完成，团队成员从凌晨
就开始准备：整理备件、搬运设备、
机务检查，每当听到机场发动机
的声音，就是他们最忙碌的开始。

客户服务部用户培训室航电
教研主管师张盼就是其中一员。
春节前，张盼就与用户详细梳理
实操带教科目和所需资源，完成
资源规整，与试飞站、总装厂密
切沟通，制定详细的异地带教计
划。到达用户驻地后，在隔离期
间，他主动与用户沟通，通过电话、
视频等方式尽可能解决用户需求。
隔离期一结束，张盼就组织带教
小组迅即开展工作，将原定的“上

午 + 下午”带教安排调整为“上
午 + 下午 + 晚上”的赶工模式，
以减少因疫情对带教进度的影响。
接到服务保障运 20 飞机运输疫情
防控物资的任务后，张盼调动各
方资源，与用户“合二为一”，确
保飞机备件资源可靠供应，故障
处理及时，飞行前检查到位，为
用户执行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保
障。

驻地的生活简单而规律，尤
其是特殊时期，严格的管控几乎
等于“禁足”，大家每天就是宿舍、
机场、食堂，“三点一线”。对于
爱吃面食的北方人，对以米饭为
主的伙食很不习惯。于是，大家
跟炊事班借用材料，网购面条，
自己煮面吃。当每个人端起盆窝
在一起吃面时，那种满足与幸福
让枯燥的外场生活有了一丝家乡
的味道。

保障团队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党员骨干签订担当在前的承诺书，
与航空工业一飞院外场服务人员
组织联合团队，围绕运输防疫物
资专项任务，全力配合用户完成
所需飞机技术状态确认，并与远
程支援团队完成备件筹备，实现
所有装备完好率 100%。

2 月 13 日上午，运 20 飞机
抵达武汉天河机场，为武汉空运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和物资。
此时，外场服务保障团队成员的心
中无比自豪与骄傲，他们表示：“亮
旗帜，勇担当，我们不辱使命！”

元宵节前出发，清明节后归
来，从棉袄到春装，60 多天后，
当团队成员的车驶进收费站时，
“阎良”两个字格外亲切，大家就
像归家的孩子一样欢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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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守信用的父亲”

“我们是一起看过日月星辰的兄弟”

因为热爱，所以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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