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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颗启明星惊艳划破东
方苍穹，意味着神州大地新一天的
开始，那么试飞中心科研保障员工
早起的身影无疑成为每日亮丽的风
景。

在某外场试飞基地，驾驶员师
傅每日都会定上凌晨 4 点的闹钟。
闹钟声响起，大家互相叫醒，4 点
20 分对车辆进行内外消杀，4 点 30
分集合完毕准时出发，5 点前到达集
合地点。在历经两小时奔波后，迎
着第一缕阳光到达等待地点，简单
吃过早饭，前往实验中心点。引导
车辆早已在目的地放置好设备，等
待号令，所有人静静地等待……

岁月静好是有人为我们默默地
奉献着，守护着这份来之不易的美
好生活，科研试飞的保障更是离不
开那些“早行”的背影。保洁员的
扫地声，率先打破了机场的寂静，
拉开 了 有序 而繁 忙的 早场 飞 行序
幕。负责西塔台区域环境卫生的保
洁员总是赶在所有机务场务人员进

场之前将责任区里的卫生打扫得一
尘不染。她们严格按照常态化防疫
消杀作业规程，对区域内的桌椅表
面、地面、门把手等消杀点逐一消
杀。一丝不苟地清扫路面，清运垃圾，
擦拭座椅，清理卫生间，打扫会议室、
休息室、办公室等。 

天刚蒙蒙亮，物业工程部的水
电系统巡检人员就已经开始了巡视
工作，每一个设备间每一面配电柜
每一台设备是否能正常运行，线路
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水系统是否有
跑冒滴漏，水箱水位是否正常等都
需要现场确认、仔细查看。看似平
凡简单的工作，需要他们日日早，
时时早的坚持与守护。早起，早看，
早发现，早处理，确保上班后所有
设备均能正常运行，一天的科研工
作能够顺利开展。

检查油箱刹车，检查机动部件，
预热启动……当大部分人还在睡梦
中时，中飞物业的道路清扫车已经
发动引擎，伴随着微凉的晨风，开
始了一天的道路清扫工作。无论是
三九严寒还是高温酷暑，“唰唰”的

扫地声从不曾缺席，穿梭在院内纵
横交错的道路上，为职工们提供一
个干净整洁的工作环境。

为 确 保 参 试 人 员 吃 的 营 养 健
康，以最佳精神状态投入到科研试

飞， 机
场餐厅经理孙玄最早来
到单位，核对备餐数量，查验肉制
品的检疫票、颜色、气味、菜品质
量等。 5 点 50 分，全员到岗，孙

玄安排好大家工作，就迅速投入到
战斗中。厨师们着手准备几百斤的
蔬菜选摘、清洗、切配、加工、制
作，保洁员擦拭桌椅板凳，清洁地
面，服务员按规范分装米饭、馒头、
水果等。大家各司其职，井然有序。
早上 6 点 40 分，就餐职工蜂拥而至，
餐厅里熙熙攘攘，为了减少等餐时
间，孙玄带领职工像上紧的发条一
样高速运转。19 名职工要保障最高
单日单次 900 多人的接待餐，其强
度可想而知。长此以往，大家练就
了大嗓门，语速快手速更快的绝活

儿。等人潮逐渐褪去，孙玄带领
大家一起将 5000 多个餐具、托
盘、碗筷、勺子清洗干净，放入

消毒柜杀菌。因下午需要保障职
工半成品售卖工作，她中午从不
休息，这一干就是 15 个小时，大

家心疼地劝她休息，她轻描淡写地
说 ：“没关系，我还能坚持。”

时时早，事事早，紧绷“早行”
之弦，已经成为试飞中心后勤保障
员工的内心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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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强国，奋斗有我
|| 卢雪梅

“铃铃铃……”寂静之中铃声格外
响亮。熟睡之中的魏正新被惊醒，他
赶紧拿起手机把闹钟关了，然后轻轻
地走出房间，开始收拾。从家里出发
的时候是凌晨 3 点 20 分，天还未亮，
他骑着电动车来到班车的集合点，班
车已经在老地方等着了，其他的同事
陆续到来。

3 点 30 分，班车准时出发。尽管
车上有几十个人，但车内很安静。大
家都默契地闭上眼睛小憩，为接下来
的战斗积蓄力量。

魏正新是航空工业洪都试飞站一
大队队长，这一天，高教机 6 点钟就
要进行科研试飞，作为保障人员的他
们，需要提前 2 个小时到场进行飞行
前的一系列保障。

4 点钟，朝霞铺满东方的天空，美
丽的景象让这群早行之客为之赞叹 ：
这是属于早行之客的福利！

“今天的任务比较繁重，几场试飞
穿插进行，大家要铆足精神。早上的
天气还是比较凉爽，大家抓紧时间干，

做好检查，保证试飞安全！”班前会
照常进行，魏正新再次强调了今天的
工作重点及需要注意的地方，大家便
各自散开，进行飞行前的准备工作。

 “叶钟盛，你去飞机座舱，指挥飞
机前进。”

“大家配合将飞机推出机库！”
“收到！”
机务一大队员工精气神满满地回

应着队长的安排。
洪都公司试飞站机库内，飞机整

齐地排列在两边，机务人员打开飞机
舱盖、进入座舱、装上牵引杆，井井
有条地进行每一项工作，准备把今天
试飞的飞机拉出机库。

“牵引车来了么？”
4 点 30 分，魏正新用对讲机询问。

“牵引车已经在路上，马上到位！”
他的对讲机里传来了答复。
刘浩是试飞站主管场务保障的副

站长，这天的试飞保障任务繁重，他
前一天下班前开了工长会议，对今天
的工作进行了安排。

“充氮车完好！”
“充氧车完好！”

“油车完好！”
各保障车的组长在各自的岗位上

通过对讲机向刘浩汇报保障车的情况。
“3 号机库所需牵引车到位！”
一 项 项 工 作， 有 安 排， 有 反 馈，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据当前数据分析，今天天气晴朗，

可见度较高，适合飞行！” 5 点 30 分，
气象站主任马浩再一次汇报了天气情

况。
“收到。请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塔台指挥中心传来答复。
“收到。”
马浩带着团队一直关注天气情况，

每隔半个小时向指挥塔台报告一次天
气情况，为洪都公司试飞工作提供决
策保障。

“已经和向塘机场空管再次对接，

6 时，可以进行试飞，飞行高度……”
飞行管制室主任向指挥中心汇报

空域情况。
“收到。”
每一次飞行安排，空域协调是前

提。周翔每天都要根据飞行计划提前
沟通空域情况，确保科研试飞顺利进
行。

5 点 40 分，试飞员已经穿戴好飞
行服驱车前去起飞坪。

“充氮完毕！”
“加油完毕 !”
“通电检查完毕！”
“发动机试车完毕！”
“驱鸟完毕！”
……
一项项准备工作情况向塔台指挥

中心汇报。试飞前保障工作顺利推进。
5 点 50 分，试飞员来到停机位，

机务保障团队整齐地站在飞机前方。
“报告试飞员，飞机准备就绪，请

检查接收”
“解散，各就各位！”
随即试飞员对飞机进行开飞前检

查，并进入座舱，保障人员在指定的位

置静静地观察着，等待飞行员的手势。
“请汇报地面准备情况。”塔台指

挥中心询问。
“试飞员已经登机。”
“试飞员已经开始试车。”
“飞机已经滑出。”
……
6 点钟，高教机腾空而起，开始了

朝气满满的科研试飞工作。
清晨的风，凉爽宜人，看着还在

抬头看飞机的同事们精神饱满的样子，
听着远去的飞机隆隆声，魏正新内心
满足 ：“这是充实的一天。”

2020 年，洪都公司科研生产任务
激增，随之而来的科研试飞任务繁重。
瑶湖机场除了企业科研试飞之外，还
承担了民用和通用航空试飞任务，加
之空域及天气情况，科研试飞时间十
分紧张。为了抢时间，洪都公司经常
需要在清晨进行科研试飞工作。而在
瑶湖机场，这群早行之客忠诚奉献，
逐梦蓝天，迎着朝阳朝气蓬勃地展现
着航空人拼搏奋斗的风采。

早行不负青春
奉献不负幸福
|| 王放旗

我不关注 NBA，但是一直听着科比神
一样的存在，尤其是那一句“你知道洛杉
矶每天早上四点钟是什么样子吗？”令人
警醒。我，一位普通的测试人员，没去过
洛杉矶，但对凌晨四点钟的新乡深有体会。

“王工，领导找你，好像是项目上的事”，
同事话音刚落，我赶紧扔下手头的工作，
气喘吁吁地跑到领导面前，接着，领导开
始安排工作 : 某某项目，明天下午需要技
术交流，交流完再赶往某某现场配合调试，
你明天订票直接过去……听完，心里想这
才几天，又要出差了，虽有这样的心理，
但行动上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赶紧订票，
考虑到路途远，时间紧急，最快的交通方
式就是乘坐飞机，根据发车时间，不得不
定乘坐凌晨四点的火车前往郑州再转车到
达新郑机场。到了第二天凌晨 2 点半，闹
铃响起，开始起床洗漱，凌晨 3 点钟准时
背上书包出门，走在小区里，厚厚的夜幕
上挂一轮残月，除了微亮的一点，周围漆
黑寂静，空气里弥漫着破晓时的寒气。于
是赶紧叫了出租车，赶往火车站，一段出
差之旅开始了……我亲身经历了一次凌晨
四点钟的新乡，被闹铃从睡梦中惊醒，真
心感觉很困、很疲，但是一想到工作任务
在身，那种责任感又油然而起，那种精神
劲儿又充盈全身。

在我身边，这样的早行之客有很多，
身处电控部门，出差标定并不寻常，近 60
人的部门 ，在家人员每天屈指可数，仔细
盘点，要么出差，要么出差在路上。每人
身上项目不下四个，工作量可想而知，有
时候一周没出差，其他人都会问 ：“怎么最
近不出去？”然后，用羡慕的口吻说道 ：

“出差好，可以欣赏沿途的风光，可以住酒
店……话虽如此，但其中的艰辛，只有经
历过的人才知道。每次接到紧急出差任务，
为了赶车，凌晨就开始起床赶往车站 ；为
了节约时间，早餐都顾不上吃，只能以面
包充饥 ；到达目的地之后，又忘记路途的
疲惫，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有些问题解
决顺利的话，三两天就可以结束出差，然
后返回公司 ；但如果碰到比较棘手的问题，
出差的时间就不止三两天，甚至上月。亦
如我们部门常驻深圳的“常客”，自深圳某
项目立项以来 ，客户对转向器性能要求极
高。为了达到标准，王君竹带领着张立鹤、
张松伟几乎常驻主机厂，因所住酒店离试
车场较远，他们每天不得不在凌晨 5 点多
就开始从酒店出发，经过近俩小时的路程，
到达试车场已是近 8 点。在进行简单的早
餐之后，便开始调试工作，日日如此，长
达一月之久。这么长的时间，其中的艰辛
可想而知，每天五点多早起，晚上又调试
到深夜，日日超负荷工作。每当回到酒店，
一想起出差这么长时间，不能陪在妻子孩
子身边，那种心酸很不是滋味。这样的情况，
还有很多，在接到任务时，他们勇敢担当、
迎难而上，将那种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情
怀，那种贴近市场、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
彰显得淋漓尽致，谁都有儿女情长，只是
重任在肩。

早行之客，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
称谓，更是对其品格的高度认可。事实胜
于雄辩，行动胜于语言。他们没有豪言壮语，
没有丰功伟业，有的只是一如既往，不计
得失 ；有的只是冲锋在前，任劳任怨。朴
实无华的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默默地为公司的事业发一分光，一
分热，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

为了生活的那份美好

睡梦中，闹铃把他们叫醒，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早行的航空人，在航空报国的征程上，迎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 |曹晋

闹钟一响，从东北到西南的中国飞龙机组
成员都一骨碌爬起来，关掉 4 点 30 分的手机
闹铃，开始洗漱。

“检查一下东西都带好了吗？”从住处到
机场的班车上，加格达奇的吕骥，南昌的陈甲
申、西宁的张小磊和拉萨的徐文禹，身处异地
的他们每天都会问上这同一句话，得到回应后
车内一阵安静，在汽车的颠簸中鼾声渐起。在
外作业机组基本上从住处到停机坪的车程大约
保持在一个小时左右。有人说北方的汉子很糙，
这个描述明显带着偏颇，座位上放了靠垫、劲
枕、浴巾，或是靠着、枕着、盖着，这是自己
第二张床，只为养足精神。

汽车“哐”的一声压过一条减速带，有人
惊醒“到了呀”，“还没有，过减速带。”司机说道，
一声“哦”后呼噜声又起。

5 点半的机场什么样？这个问
题让中国飞龙的机组回答，估计他
们能吵得不可开交。

加格达奇的机组作为最早看
到阳光的机组，迎接他们的不是朝
阳晨雾，而是一些想“加餐”的蚊
虫。经过一夜的消耗，当机组人员
经过草地时，这些蚊虫“奔走相
告”，纷纷打量着每一位机组成员，
看看哪个人是昨天晚上没有“吃”
过的。

南昌的机组此时一下车，整
个身体被一种看不到的“力量”包
裹住，车里的空调开得太过舒服，
一下车南方的热气立即在他们身

上凝成露水，擦眼镜，擦额头，刚一走到飞机
前，汗水混着露水愣是把工作服穿出紧身衣的
效果。

青海的风总是以深入观察的眼光去审视机
场上的每个人，它喜欢从裤筒开始吹，先把衣
服里的热气撵走，然后在分离每一层的衣服，
最后从领口冲出，把人吹得通透，为此每个人
都系腰系领去保住一丝摇摇欲坠的体温。机组
人员在工作时不会离得太远，否则在偌大的机
场就会出现“你说啥？”的问句和“啥呀”的
答句。

日光之城的清晨实在太美，群山之上是星
辰点点，如同无数的钻石洒落在蓝色的丝绒上。
5 点半的拉萨还是晚上，所以星光把美丽给了
眼睛，把冷给到了全身。“太冷了！”大家统
一把衣领到头的拉链又向上拉了拉，接着开始

打哈欠，这不是困的表现，而是最有效的补氧
手段。

将右臂举过头顶，伸出拇指，飞机的发动
机开始工作，旋翼划破宁静，飞鸟四散，所有
人都在享受气流带来的“福音”，那些想“加餐”
的蚊虫被吹得四散，紧身衣在气流的作下又变
成工作服，四处乱窜的西北风变成了飞机上升
的动力，只有拉萨的机组依然很冷。

通航作业喜欢早晨，因为气温低，发动机
的功率损失较小，对于灭火的机组来说早晨可
以多打几吨水，对于增雨的机组来说云中的水
气可以更好发挥烟条的作用，而对于高高原物
探的机组来说此时的气温相对平稳，没有太多
上升气流的干扰，测量数据将会更加的准确。

太阳，起床！

起床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