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高殿海

1984 年 4 月的一天下午，我放学背着小
书包去他单位，看他在办公室里忙着。办公桌
上凌乱地摆放着“作业单”和一些工作资料，
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也看不懂他在忙什么。

“我饿了，啥时候带我去吃饭啊？”他一
边整理资料文稿，一边从更衣柜里拿出了面包
和香肠，“你先吃吧，挺好吃的，我要去一趟
站台，看看卸车的情况……”我接过面包和香
肠吃着，看到他拿着一沓“作业单”急匆匆走
出办公室，好像我根本不存在。等他带我走出
办公楼，路灯都亮了，星星眨着眼睛静静地看
着我们。

后来，从学校阅报栏里工厂自办的《松陵
报》上得知，我国第一架多用途高空高速全天
候歼击机——歼 8 Ⅱ飞机成功首飞。报纸刊登
了表彰研制全线的嘉奖令和参与新机研制的工
艺准备、工装制造、技术协调、生产组织、器
材采购、动能供应、运输保障等百余人立功名
单，但我没有看到他的名字。我知道，这里有
他的一份功劳。那一年，我 7 岁，老高 35 岁。

1992 年 6 月末，夏日的强烈阳光丝毫没
有影响到知了们的欢乐嘉年华。刚刚结束中考
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感到“解放”的我比小鸟
出笼更自由。我急忙跑到他的办公室，央求他
带我去旅游，他欣然答应了。这可给我高兴坏
了，数着出行的日期，提前好几天收拾好行李
箱。可是出发前一天的晚上，他彻夜未归。第

二天早上，他爆炸式的发型和一脸疲惫的神情
站在我面前，我心里“咯噔”一下。果不出所
料，他一脸抱歉地告诉我 ：“昨晚忙了一宿，
恐怕咱俩去不上北京啦，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再
说吧！”我的首次“帝都游”瞬间破灭。一整
个夏天我都不爱理他。

7 月 中 旬
的 一 个 晚 上，
工 厂 闭 路 电 视
播 送 的 厂 内 新
闻 引 起 了 我 的
注 意 ：“ 运 输
处 铁 路 专 用 线
的 干 部 职 工 团
结 奋 战、 奋 勇
拼 搏， 连 续 2
个 月 接 收 国 际
列 车 设 备、 物
资， 为 某 重 点

型号研制如期启动当好‘先行官’，立下‘第
一功’！……”我知道，这里有他的一份贡献。
那一年，我 15 岁，老高 43 岁。

我于 1995 年 8 月从技工学校毕业，如愿
走进工厂，成为名副其实的“沈飞人”，和他
成了同事。1999 年 4 月，我又调入机关从事
文字和管理工作，职业经历与他有几分相似。
案头摆放许多文稿是我之前看都没看过的，一
开始不知道怎么写通知、写信息、写公文。正
当我迷茫、困惑时，他送给我三本书，一本是

公文处理要点，一本是新闻写作要领，还有一
本是工厂史。我心头团团冰凉被这浓浓的书香
完全温暖了……

2009 年 3 月一天晚上，我给在病中的他
打电话，咨询一篇文章的写作思路，他耐心地
说 ：“别着急，先看看书里有没有参考资料，
等明天我再告诉你。”第二天，他将稿件思路
整理成 300 多字的提纲，摆到我的面前。我就
像饥饿的人见到面包一样，如饥似渴地研学着。
提纲第一页写下的一段话，尤其令我印象深刻：

“要想写好这篇质量反思的稿件，从工厂史中
你会找到答案。上世纪 60 年代，工厂历史上
两次从‘飞机场’变成‘养鸡场’，大批飞机
因为质量问题不能交付部队，甚至惊动了中央
领导，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一手托起国家财产，
一手托着战友生命啊！质量永远是航空人的生
命，历史的经验教训永远值得我们警醒。”

当我哼着小曲从领导办公室走出来，带着
文稿受到主管领导褒奖的喜悦，心头泛起对他
的敬意。我长大了，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依赖他，
但他对我的教导和指点就像及时雨，在关键时
刻浇灌我、滋养我。那一年，我 32 岁，老高
60 岁。

当我们同时穿上蓝工装站在镜子前的时
候，一家两代父子都坚定地站在了“航空报国”
的旗帜下，都把使命与担当写在祖国的蓝天上。
这一年，我 43 岁，父亲去世 10 周年。

|| |尹登宇

说起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作为“航
三代”的我心里有着千言万语。

1970 年，姥姥和姥爷响应中央号
召，支援西部建设，作为航空工业成
都所第一批建所职工从大东北沈阳来
到了大西南成都，那会儿妈妈才 4 岁。

姥姥和姥爷作为第一批来川建所
人员，严谨而敬业。儿时印象中，姥
爷靠着一把尺子、一枝铅笔和一块橡
皮，可以在白纸上勾勒出各式各样的
图画。他就像个魔术师一样，只要能
说出来的，他都可以画出来，在他的
帮助下，我小学一二年级的美术作业经
常被老师表扬。我的姥姥，89 号大院

（成都所所在地）里面的邓老太太，很
早就一头白发了，总是乐呵呵的。但是，
千万别被她的笑容给蒙骗，她特别严
苛，小时候我只要做错了数学题，就
要被姥姥批评很久。我印象最深的一
句话就是 ：“你的一个数字算错了，有
可能会影响整个团队的结果，其他人
需要会为你的一丁点小错误买单，从
头开始，你白白浪费大家之前的劳动
心血。”

我的妈妈在姥姥和姥爷的影响下，
毕业后也投身到了成都所航空事业中。
妈妈在后勤站工作。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的电话通讯是最快捷的与外部联系
的手段了，成都所每天要通过通讯站
传递上百条各种信息到全国各地。妈
妈对待工作很认真，对很多人和单位
的电话号码以及工作部门都烂熟于胸，
工作 30 余年，从来没有出过错。

说说我自己吧，我从小就出生在
89 号大院，有着特别明显的大院孩子
特质 ：单纯、快乐，好像外面社会的
复杂与我毫不相关。因为我出生的时
候，爸爸妈妈，还有姥姥姥爷都还在
工作岗位上，所以我成了所里幼儿园
托管班最小的孩子，100 天不到，也是
幼儿园学龄最长的小朋友。随着年龄
的增长，由于长辈们常年的言传身教，
航空报国的基因已深入骨髓，高考完

拿到成绩的时候，其他同学还在纠结
填哪类学校，我已经开始在军工七所
院校里面挑选专业了。最终我去了哈
尔滨工程大学，选择了自动化专业。

好像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四年后
我从遥远的哈尔滨又回到了成都，回
到了 89 号大院。不过我的身份不再仅
仅是家属子弟，而是成都所所培研究
生。我成为了一名名符其实的航空人，
一个有理想、有激情的“航三代”。

高中之前，我对航空的理解实际
上挺简单，飞机设计研制、验证机首飞、
交付部队，好像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理所当然。但是，等我真正战斗在航
空事业的第一战线时，我才知道，每
一项工作的背后都是默默奉献的人熬
了多少个日夜、付出了多少心血，甚
至是有些人付出了一辈子的时光换来
的。

回想当初姥姥、姥爷那一代白手
起家、艰苦创业 ；爸爸、妈妈也成为
航空事业建设者。我呢，我也可以用
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为祖国的航空事业
添砖加瓦，为我国的航空武器装备建
设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现在的我在成都所航电武器部已
经工作了八年，只争朝夕的充实工作
时光锤炼了我，努力工作的结果得到
了肯定，做到了无悔于青春、无悔于
我所选择的事业。

如今，30 岁的我时常和孩子讲起
太姥姥、太姥爷和姥姥、姥爷的故事，
还有我自己的点点滴滴。不知她能记
住多少，会不会成为“航四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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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我们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军工情缘
|| 王劲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男孩子，哪个不
是小军迷？坦克、飞机、大炮及各种兵器谁个
不津津乐道？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和
游戏。《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上甘
岭》等战争题材的老电影百看不厌，革命英雄
主义情怀激荡在每一个孩子心中。《兵器知识》

《舰船知识》《航空知识》等杂志是军迷小伙伴
们的最爱。每天放学后不是挤在一堆交换杂志
看，就是迷着三五成群的玩打仗 ：头上戴着自
己编的柳条草帽，背上背着各种各样的玩具武
器，手里拿着泥巴捏的地雷和手榴弹，在沙堆、
在山上，在河边一直“战斗”到天黑，直到父
母来喊吃饭才回家。

可是，对于我们家这两个小军迷来说 , 一
直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关注点——人造地球卫
星。

1970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 ,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成功发射。多年后我们才知道 ：父亲和许多老
一辈科技工作者们一起，隐姓埋名就是为了这
一国家重点工程。当时他在河南新乡的卫星地
面接收站，负责监测卫星运行状况，并接收卫
星从太空中传回来的遥感信号。一接到任务后
就把我交给湖北的爷爷奶奶照看，而母亲独自
在东北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家人天各一方。
后来父亲接到新任务被调到航空部 610 研究所

（今天的航空工业航宇）。报到后他先去接了母
亲和弟弟，再去接我，全家人这才得以团聚。
让他感到尴尬的是：弟弟从未见过他，抱上就哭；
而我在老家因水土不服总闹病，小命都差点没
了。

在单位里，父亲针对各种不同型号、不同
弹射方式的座椅实验，负责设计出不同类型的
接收天线，保证全部实验数据的遥测工作。所
里上上下下当时都亲切地喊他“王天线”。母亲
则负责各种火箭滑车底部与滑轨直接接触部位
的非常关键的抗磨刹车材料，确保火箭车在滑

轨上高速运行平稳并实现安全刹车。当时我们
这里还没有现在的亚洲第一大试验场，他们每
年都有好几个月要随队去河南兰考做实验，以
掌握第一手的各种实验数据。时常无法照顾家
庭，不是把我们托付给邻居就是喊老人从老家
赶来帮忙。我也曾因此去兰考一中借读过。因
单位师资力量太薄弱，他们还经常去所里高中
和电大支教。父亲大学时学的俄语，后来为了
及时了解国外最新科技动态，又业余时间先后
自学了英语和日语，回家不是边干家务边继续
考虑工作上的事就是抓紧时间学外语，以至于
当母亲出差不在家的大部分时间里经常把米饭
烧糊，再赶紧让我剥几根葱插到饭里去除糊味，
我们总是翘首期盼母亲早一点回来，不单是因
为每次都给我们带回当地买不到的军迷书籍，
关键是还可以不用总吃糊饭……他们在生活上
简简单单，工作中却严格认真，将拳拳爱国心
全部奉献给自己新的事业。父亲更是把自己对
卫星特殊的一世情缘，转化作后来航空工业岗
位科研工作中平凡普通的点点滴滴，默默无闻
地以实际行动诠释着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理
念。

从小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耳濡目染。
我们不单从小就开始留意父母每一次谈论单位
的弹射座椅实验成功与否。父母和千千万万无
私奉献的普通科技工作者们一样，是我们心中
的大英雄。长大后的我们，毫无悬念地追随父
母的脚步，成了新一代航空人。弟弟参与了多
种型号弹射座椅动力部分的设计及改进工作，
多次立功受奖，证书一大摞。我则负责所有座
椅零件生产设备的维修保障，有幸成为公司最
早从事进口数控设备维修之人。不少工作论文
获得公司“创新、创效”“讲、评、比”“QC”
成果、“EVA”奖项。全家人都以各自的绵薄之
力为祖国的航空事业贡献力量。在父母言传身
教之下，我们俩早已在航空战线将年少时懵懂
的军迷梦跟新时代伟大的强军梦和强国梦紧密
地结合起来。

我爱我的家，更爱我的国。

你的笑容
|| 李晶晶

前几日，父亲途径我工作的城市景德
镇，停留了半日，晚上我请了几个朋友同父
亲一起吃饭。父亲不饮酒，话也不多，但眉
间心底都是笑意。见到我时，他笑了，见到
我的朋友时，他也是笑着的。朴实，温和，
不像平日里那个精明能干的男人，此时此
地，他是我的父亲。

原本中午已经和父亲见了面，一起吃
了午饭，然而父亲见我时露出的微笑，却
一下子触动了我心里最柔软的部分，让我
想要做些什么。从小到大的记忆里，父亲
都是个顶天立地的西北汉子，与我相近的
身高，却支撑起了一片大大的天空，天空
下的净土留给我、我的兄长、我的母亲，
留给这个家。见父亲时，父亲的脸上还带
着旅途的疲惫，精干的黑色短发也有了些
银灰，我忽然想起，父亲今年已经五十了，
虽然是虚岁，却终究是知天命的年纪了。
我和哥哥大了，父母老了。

吃完午饭，和父亲在酒店房间里聊天。
父亲还打了电话给母亲，言语间是满满的
得意，他见到儿子了呢。父亲在我的印象
里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却不是个会有太多
表情的人。家里的小小问题，电工、木工、
泥瓦工，父亲都可以胜任。父亲也喜欢读书
写字，喜欢为我买书。父亲待人亲和，受到
很多人的尊敬。无所不能的父亲因见到我而
喜笑颜开，像个孩子，那一刻，我的心潮汹
涌澎湃，一点一滴都是回忆，都是情。

因而我想为父亲做些什么，却发现什
么也做不了，最终决定让父亲见见我的朋
友，更真切地了解我离家在外的生活。我和
父母都时常聊天，我说我的世界，父母说他
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就在这一字一句间开
始产生交集。父亲话不多，但内心同母亲一
样，希望了解我的朋友和我的生活。

临别时，朋友在侧，我终究还是不好
意思，没有给父亲一个大大的拥抱。本应
该抱一抱父亲的，那充满力量的身躯经历
了太多风霜。他能敏感地发现我的每一点
变化，并为之欣喜或担忧，我却忽略了他
的变化。父亲黑了，瘦了，却依旧在为生
活奔波，在为给家庭更好的生活而奋斗。

小时候的作文里其实是经常写父母的，
用些简单的排比或者比喻的修辞手法去表
达那个年纪对于父爱母爱的理解。后来年
纪大了，真正体会到了父爱的深意，我反
而不再轻易下笔，不是不愿，而是不敢，
我怕我写出流水账来亵渎了父亲这两个字，
我怕我浅薄的文字承受不住父爱的分量。
然而今日是决意要写的，胸中酝酿了二十
几年的感情都要倾注于文中，不为别的，
就为了父亲见我时那笑着的模样。

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其实是不多的，为
了挣钱养家，父亲长年在外工作，与我聚少
离多。小时候往往是每年只有回家过年时才
得以相见，这时候的父亲往往会带着很多的
零食与玩具，哄我数数，哄我抱他，哄我在
他的房间里睡觉。我的家境不算优越，但父
亲却给了我几乎优于身边所有同龄人的生
活，幼年时不知世事，如今才逐渐明白，父
亲何其不易，父爱的分量又是何其沉重。

父亲一生走南闯北，经历过很多坎坷，
也有过不少福报。他筚路蓝缕，白手起家，
从一贫如洗到奔向小康，从家徒四壁到小
院飘香。他去过新疆，金昌，贵阳等许许
多多的地方。他把外界所有的沧海桑田装
进心里，把风霜雨雪放飞成高高的风筝，
我看到他带着笑意指给我看的那片天空，
辽远，纯净。

父亲曾说，我的眼泪感动过他，因为
我本不是个爱哭的人，而今，父亲的笑容
也感动了我。

我辈当自强
|| 钟福强

景德镇，这个很多人都听说过的名字，
因悠久的制瓷历史及精湛的制瓷工艺闻名天
下，可很多人或许不知道，这里还是中国重
要的直升机制造基地——航空工业昌飞所在
地。这也是我梦起航的地方……

我的爷爷曾是沈阳军工厂的警察，奶奶
是黎明厂的制图员，姥姥是哈飞的铆工，姥爷
是哈飞旋翼厂的工人。六十年代后期，国内
广泛开展三线建设，许多重工业南迁，1969
年以后，他们陆续来到了这里，手挑肩扛的
一点点建起了这个山沟里的小工厂。

时光匆匆，成长路上的很多细节已记得
不太清晰，但却依然还能回想起十九年前那
个初秋某一天的午后，四年级的我偷偷掏出
一本课外书入神地看了起来，那是属于我的
第一本军事图书，藏着一个“小战士”的世界，
战机、军舰、大炮、坦克……精彩又新奇。

课后的时光会和小伙伴一起仰望、追逐
着蓝天之上试飞的直升机，轰鸣而过自有一
番霸气。耳濡目染下，10 岁那年的“六一”
儿童节，我把直升机随心涂出了我喜欢的样
子。出于一个男孩的本能，觉得酷、帅、威风。

在读了更多的军事相关报刊杂志后，我
逐渐的变成了一个有点干货的小军迷，很庆
幸爸妈一直支持着我的这项爱好，给了我更
多的零花钱来买杂志图书，当然一如既往喜
欢上课开小差的我，依旧喜欢在上课时的课

桌里偷偷看着这些书本，直到高考前一天，
我从语文老师的办公室搬回了一尺多高的《兵
器》《舰载武器》《坦克与装甲车辆》等被各
位老师抓到上课开小差时没收的杂志。还给
我时，老师告诉我，一个有爱好的人是幸福的，
我记下了这句话。

大学生活满足了我想去外面看一看的愿
望。四年时光一晃而过。2012 年我揣着毕业
证书，和很多毕业生一样，开始面临就业的
问题，迷茫中泛泛的投简历、跑面试，也拿
到了一些 offer，但是总体工作都很不理想。
就在心灰意冷之际，家里传来消息，厂里出
了文件，专业不符合工厂招收条件的本科和
专科院校毕业的职工子女，在经过为期一年
技校培训后，如果通过考核则可以应聘公司
部分工人岗位。

2013 年 11 月 1 日，是我来到昌飞上班
的第一天，经过严格的培训后，我终于成为
一名航空人。当我站在试飞站的跑道旁看着
一架直 10 从我头顶呼啸而过时，我不再纠结
大学生毕业当工人这个现实，心里着急的是
如何将因专业差异造成的业务短板快速补上
来。

吃 过 的 苦 都 会 化 成 甘 甜 的 果 实，2014
年，经过层层选拔，我代表航空工业走出国
门，参加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飞机维修项目，
获得了优胜奖。至此，我也被更多的人认可，
身为航空人的获得感让我深深感到了航空强
国的力量。

时间到了 2016 年，我作为
昌飞职工的先进代表参加珠海
航展，那是一次对我极其震
撼的经历，当我亲眼看
见歼 20 拖着四道涡流
做垂直爬升直至消失
在 我 眼 中， 我 脸 上
已 挂 满 了 泪 水。 远
处依稀的有人唱起
了《歌唱祖国》，我
脑海里映入的是高喊
撞 沉 吉 野 的 邓 世 昌、
是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
壮士、是长津湖成建制牺
牲在阵地上的志愿军战士、是
美国“小鹰”号航母甲板上踮起脚尖的刘华
清将军、是南海上空的 81194……那一刻作
为一名航空人，内心充满了激动与自豪，三
代人了，中国终于有了世界一流的战斗机。

日后的工作中，每当遇到一些老旧的型
号，我总愿意多查一查图纸、看一看文件，
去寻找那些改变的东西，不断的小改变和创
新的尝试可能并不起眼，但那是我们航空人
在更迭的岁月中不断发展新技术的印记，当
这些改变渐渐放大、渐渐系统化的时候，我
们的产品性能有了进步、我们的工艺技术有
了发展，我们的综合能力变得更强，在这其中，
我感受到一种传承的力量、感受到肩负的使
命。

2019 年的一个午后，某型机
科研试飞前，我、型号主管、机

械师站一起站在机舱里，讨论着载
重，航程，升限，搭载方案 ；讨论

着新型号上还能优化的细节……在那
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三个年轻人，心里

有火、眼里有光。
我们这一代人无疑是幸运的、幸福的，

对于军工行业来说，老一辈人创业的艰辛真
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一群人来到大山中挖
山洞，在山洞里架设备、画图纸、造零件，
几乎断绝了与家里的一切联系，他们的坚毅
与忠诚，他们经历过的磨难和痛苦都是现在
的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而他们当中的一部
分人甚至没机会亲眼见证祖国强大的这一天。

有一些人，他们在绝境中撑起了祖国的
天穹，换来了国家的和平、发展和安定。我
一直坚信，这些人以前有、现在有，以后依
然会有。

他们和我们
他们和我们是不同的——时代不

同、使命不同 ；但我们又是相同的——
同穿航空蓝，同为航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