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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的每一个黎明
|| 唐健　段夏媛　文娟　

|| 贺明明　房博

 
蜷缩在办公室沙发上休息的生产

运行室主任齐海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叫
醒，“好的，我们马上就到。”他看了
一下表，凌晨 1 点 30 分，随即打电话
通知其他人员 ：“材料到了，立刻赶到
动力厂院内。”揉了揉通红的眼睛，他
也开始准备工作。

航空工业西飞动力厂院内，灯火
通明。陆陆续续赶到的工人们开始了

各项准备工作，随后，一场紧张而有
序的空调机装配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始
了。工人师傅 3 人配合着安装表冷器，
他们将表冷器小心翼翼地装在架子上，
以免划伤外壳。旁边的另一位师傅对
准螺栓孔，一手麻利地将固定螺栓穿
进去，一手旋紧垫片和螺母，一个、
两个……不一会儿一圈的螺栓已经上
完。一旁的电工师傅，忙碌着进行电
器部分的配盘。他们按照图纸熟练地
安装空开、控制器等电气元件，一个
个电线在他们手里就像一根根绣花线，
飞针走线，不一会儿，整齐美观的电

气盘就呈现在眼前。负责安装控制面
板的工人师傅正在给外壳开孔，他俩
戴好护目镜，使用角磨机缓缓地切割
外壳，尽可能不损坏漆面认真仔细地
干着，等到孔具开好，已是满头大汗了。
这样的身影在凌晨的动力厂院内比比
皆是。

看到空调机装配工作井井有条地
进行，疲惫也逐渐从身体里消散，齐
海拿起安全帽走向了管道施工现场。
配管安装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不确
定因素多，为不影响白天用户正常生
产，只能在夜里加班劳作。凌晨 2 时，

偌大的 5# 厂房里徘徊着浅蓝色的身
影。现场脚手架上他们或紧锁眉头认
真对口，或一丝不苟细心焊接 ；配合
施工的师傅们也都步伐匆匆往返于施
工点之间……厂房里充斥着忙碌和专
注，仿佛外面的世界与他们无关，没
有什么能比眼前的任务更紧迫、比手
中的质量更重要。

管道的安装、空调机组装配投运，
每项任务都非常艰巨，项目推进的所
有参与人员都振作精神，夜以继日。
厂房管网改造大部分作业属于危险作
业，为了确保人员作业安全，动力厂

各级领导和管网单元各单元长始终坚
守岗位，检查巡视作业现场；技术支持、
物料供应、计划管控、用户协调、相
关方组织、质量管控、安全监管，各
业务室人员也在每个作业环节全力支
撑、保障推进。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天空已经
渐渐露出白肚，奋战一夜的他们也终
于完成了一天的任务目标。他们，又
向胜利迈进了一大步。

这个夏天，西飞动力厂老旧厂房
空调改造团队攻坚完成某厂房 35 台自
制空调机的安装及管线配套改造工作，

让以往仅靠吊扇辅助散热的老厂房清
凉阵阵。这是动力厂为落实“守正向
善”，推进“服务用户”，保障公司科
研生产的有力举措。平凡的他们，干
着不平凡的工作 ；但对他们的考验却
远远没有停止。今年雨水频繁，暴雨
频发，给施工现场和运行站点带来极
大的困难。为迅速修缮现场、抢救动
能设备，还是这些忙碌的身影，还是
这支不分昼夜的队伍，保障着飞机生
产动能供应系统的正常运转。

每天早到一小时

|| 孟媛

每天早上，当大家都沉睡在美梦中，航空
工业庆安装配分厂副厂长曹辉便迎着第一缕初
升的太阳，早早地来到单位，开始了新一天的
工作。对于多年从事生产管理工作的他来说，
每天提前一小时来到单位，对前一天工作上的
问题做出思考和总结，对新一天工作做好安排，
已经成为日常的工作习惯。等大家都到单位的
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周密的安排，减少多余的
等待周期。十几年如一日，他都保持这个工作
状态。

保持早到是对意志力的一种考验，在决定
一个人能否成功的诸多因素当中，意志力无疑
可以占到榜首位置。意志力最重要的就是保持
专注和坚持，在我看来曹辉就是拥有极强意志
力的人。对于这么大的装配厂，生产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肯定是多之又多。小到一把剥线钳大
到一台试验设备，小到一个铆钉大到最后的总
装，过程中的问题之多，是可以想象的。任何
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最后的装配节点。
对于零件，成件，组成最后的总装产品，各个
节点的把控，他必须了如指掌。所谓“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作为生产的运营管理者来说，他必
须做到提前布置，提前预知。在与他交谈的时
候，我发现生活中的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朋友，
但是只要一谈起工作，瞬间能感觉到他的整个
神经都变得严肃认真起来。他说 ：“作为管理者，
首先自己得清楚产品目前到底是个什么状态，
班组每个人员的优势和短板在哪里，试验台出
现了问题应该从哪里来解决，什么地方必须亲
自跟产，到哪个环节提前必做什么准备。”看似
简单的每天早到一小时，能帮助他完成太多的
事情。利用这一小时，他将前一天的生产情况
进行梳理，有问题及时标记出来，一上班便于
车间进行搭接、处理。同时将每天的工作进程
做好发给大家，使任务目标清晰，节点有保障。
这个习惯从他进厂成为一名工艺员起，就一直
保持着。

俗话说，坚持一天两天容易，像这样一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真的太难了。当然所取得的
效果也是很明显的。在他的带领下，9 厂的生产
运营有序地进行着，得到了公司领导、用户和
兄弟单位的一致好评，多次被评为“生产优胜
单位”。

人们很容易高估某个决定时刻的重要性，
也很容易低估每天产生的微小变化。改进 1%
似乎并不引人注意，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它
更有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习惯会提高我们
的复利。

守着晨曦守着光
|| 之轩

皮艳峰特别喜欢早上四五点的
时候，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因为熬
过了深夜两三点最深的困意、最倦的
心态，这个点儿反而不那么困了。记
录下时间和温度，皮艳峰看了看窗外，
心里稍微轻松了些。

他的同事金荣佳、陈开磊、陈欢
也坦言，喜欢早上四五点的时刻，厂
房里的光一点一点融入晨曦中，周遭
的鸟啼声渐次响起，新的一天又开始
了。更重要的是，自己值守的一个晚
上，又平安无事地度过了，这也意味
着那些金贵的零部件，正在火光中淬
炼，形成更稳定的质量。

在他们 4 人因家里有事倒腾不

开的时候，高工魏友辉也会替他们值
夜班。他们，是航空工业制造院的深
夜守炉人，是那个每周有两次看着厂
房里的光一点一点和晨曦交融，再迎
着晨曦下班的人。

他们几个人的岗位是钎焊热处
理，是钎焊最后一道关键工序。焊接
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产品的质量。往
大里说，也会影响战机的质量。

因此，这道工序对炉温控制极为
严苛。某个产品的工序说明，严格界
定了操作程序。从零度到近千度的升
温过程中，先以每分钟不等的速率升
温至一定温度，再保温 ；再升温再保
温，如此循环多次之后，再通过降温
和保温，才能调整至钎焊所需的最佳
焊接温度。在一张工艺表格上，我们

看到某个零件尚未完成的热处理工序
记载， 26 次记录中间隔最短的为 15
分钟，最长 30 分钟。而这样的表格，
因为几乎每天都有 7 个高温炉在同时
工作，皮艳峰、金荣佳、陈开磊和陈欢，
无论谁值班，都要记录 7 份，在两个
厂房之间来回 20 多次。而产品不同，
工序要求也不尽相同，但都要求严格
记录每一个时间节点的温度。

这是针对成熟稳定的工序。而
制造院承担的很多任务都是首件试验
件，究竟哪个温度哪种状态才能得到
最佳焊接质量，极少有一两次就试验
成功的，大多需要七八次甚至十多次
的试验。进行试验件热处理加工时，
他们更是要严格记录每个节点的温
度，以备技术人员复盘所用。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们特别担
心因为困意、倦意而错看了一次温度，
或者打个盹而忘了节点，或者睡着了
而不能及时处理意外断电断水的极端
情况。好在，这样的事情一次也没有
发生过。

最近五六年，随着型号任务越
来越多，制造院的钎焊热处理炉一年
365 天，除了春节休息 5 天，其余
360 天里每天都有试验件或者成品在
里面淬炼，这也意味着这个岗位 360
天都必须有人守护。对皮艳峰、金荣
佳、陈开磊和陈欢来说，从来没有节
假日的概念，也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
的年假或十一这样的长假，炉子不停，
他们和平素一样照常排班，轮到谁谁
就值班。

“2020 年春节，因为疫情，是 5
年来唯一一次炉子停炉 10 天，我们
也休息了 10 天。”皮艳峰话锋一转，

“但是看着从我们这里出去的产品，
在国家重要型号中应用越来越多，那
些日复一日监控质量的努力，再辛苦
也觉得值了。”

“责任吧，能够坚持下来，是觉
得总得有人来做这个工作，而机缘巧
合我们成为这个守炉人，更多的是一
种幸运。”这是他们同事四人组的心
声，也是他们多年来一直坚守岗位的
初心。

他们是守炉人，在平凡的岗位，
每天，守着晨曦守着光，守着航空强
国的梦想！

争分夺秒
|| 黄诚咸

凌晨 2 点的黄田坝街道，霓虹灯已灭，
周围静寂，行人无迹。偶有一阵轮胎摩擦
马路的声音划破夜空，三两辆电动车疾驰
而过，直奔成飞厂房。为了力保航空工业
成飞无人机机翼的发运节点，生产指挥部
制定了复材装配 72 小时停人不停工连续
作业计划。此刻正是大夜班的小组成员前
往接班。

担当尽责　勇往直前

时针已经悄然指向了凌晨 1 点 30 分，
朱锦磊的手机震动了起来，他轻轻下床蹑
手蹑脚地走出房门，生怕惊醒熟睡中的女
儿。身边少了一份温暖，女儿敏感地察觉
到了，一声“爸爸”叫住了拿着衣服正要
出门的朱锦磊。女儿手揉着惺忪的睡眼问
他 :“爸爸你要去哪？”朱锦磊伏在床前
轻声说道 ：“单位有紧急任务，需要爸爸
现在去处理，你赶紧睡觉哈，乖。”时间
已是 1 点 40 分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让妻子哄好女儿，便匆匆离开了家。

孜孜不倦　持续攻坚

这次任务时间紧、情况特殊，三天内
完成交付是必须执行的死命令。复材装配
团队及时梳理各关键环节，层层压实责任，
组成 7 个攻坚班，前面 6 个班，每班 11
个小时，最后一个班 6 个小时完成收尾。
团队每天交班时要收集生产信息、存在的
问题，安排确定下一班次的任务计划，检
查进度，落实周期。面对人员少、任务重
的不利条件，他们克服困难、合理安排计
划，确保一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第一个班的肖开福除了本次值班，还要完
成自身小组部件交付任务，他只能放弃白
天休整时间，继续在自身工位上战斗，这
就意味着他要连续工作近 18 个小时，这
样的场景在其他班次同样在上演。大量的
修切、钻孔、清理工作基本结束了，而攻
坚团队已经连轴转 66 个小时。可是谁也
没叫声苦、说声累，大家的心情都格外激
动，恨不得再生一双手，多抢回一些时间，
为后续接班的同事留出更多机会。六战告
捷，他们的辛劳，为保质保量交付奠定了
基础，接着，他们又乘胜追击，准时将该
部件移交给了最后一班的同事，争取最后
的胜利。

一丝不苟　夺取胜利

凌晨两点，夜班三人组风风火火赶到
了现场。今天是收官之战，平时喜欢开开
玩笑的崔磊、何潘，朱锦磊，此刻都神情
严肃。这项重大任务是否能完成，都在最
后这六个小时里，三人二话不说马上投入
紧张的攻坚战。画孔位线、钻孔、锪窝、
灌胶和抽抽钉，凌晨的厂房声音分外清晰。
在安装前梁的 2 颗托板螺帽时，摇臂上的
螺栓对操作产生干涉，空间允许顶铁进入
的厚度不超过 4mm，原有的顶铁强度太
弱，稍有不慎就会伤及摇臂或是前梁内侧。
何潘尝试了各种工具，但仍无法满足要求。

“不行！为了保证质量，必须拆除螺栓，
重新制作顶铁。” 崔磊坚定地说，尽管这样
会增加巨大的工作量。经过二十多次反复
在飞机上作比试、打磨，特制出了蜿蜒曲
折的蛇形顶铁。只见朱锦磊已经扎好弓步，
手握铆抢，大臂紧压铆卡。夜深人静的厂
房顿时响起“哒哒哒……”的清脆铆枪回
声，2 颗凝聚智慧与汗水的托板螺帽终于
安装成功。早晨八点，接班的同事们来到
现场，一看三个人都蜷缩在工位的墙边上
睡着了，清楚地看到口罩勒在面部又红又
深的印痕。他们旁边是半个小时之前才抽
完钉子的组合件，一颗颗抽钉泛着金属光
泽映着清晨的阳光一闪一闪。

所有的故事只有一个主题，所有的奋
斗只有一个结果。这群小伙子按时完成交
付任务，确保了公司机翼的发运节点，受
到了生产管理部门的嘉奖。来不及擦去脸
上的粉屑，来不及脱下满是油污的工作服，
这群敢打敢拼托起某机型腾飞的复材人，
此刻已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他们紧紧拥
抱，欢呼跳跃，在这片奋斗的沃土上，他
们将继续并肩作战，协同奋进，不断谱写
新的乐章。

一位老人和他的航空情怀
|| 刘琳

 
每天清晨 5 点多，在沈阳市皇姑区松山

路上，都会有一位身着航空工业工服，胡须
花白，精神矍铄的老人在慢慢走着。早上 6
点左右，天色渐亮。航空工业沈飞四号门的
保安驻守在大门处，不时向远处张望。不一
会儿，这个老人的身影，由远而近，慢慢走
了过来。保安看见了老人，赶忙打招呼，“姚
老您又来这么早啊？吃过早饭了么？”老人
声音低沉沙哑，又中气十足的笑答，“呵呵，
吃过了，你值班守护厂区辛苦了。” 

这是沈飞门口每天早上都会发生的对

话，门口的保安已经习惯了在这个时间等待
老人的到来。从开始的迷惑不解到后来的敬
佩有加，每一轮门岗保安们都知道这位与众
不同的前辈。老人叫姚志诚，虽然 90 岁了，
但每天都会早早地来到单位，却不拿一分钱
工资。

姚志诚对自己的作息习惯极为严格，甚
至近乎苛刻。每天晚上 10 时多准时睡觉，
凌晨 2 点醒来，3 点多起床，4 点多吃一些
简单的早餐，5 点多准时走出家门。以前他
都是骑车上班，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改为走路，
大概一个多小时后走到单位。

每天早上打开理化测试中心金相室，姚
志诚就按照自己的工作计划开始一天的工
作。“我在金相室平台上掌握了很多知识，获
得了很多荣誉，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我离不
开这个平台，还想继续工作在岗位上，不要
一分钱，只要给我一身沈飞工装就行。”这位
沈飞的老员工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辽
宁省劳动模范、沈阳市劳动模范及优秀党员、
航空工业部劳动模范、航空工业有突出贡献
专家、国家“航空用 40CrMnSiMoVa 钢”
发明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始终
忠于初心，坚守岗位，用丰富的学识和经验
为祖国航空冶金事业做出贡献，是让人钦佩
和敬仰的冶金专家。

1955 年 9 月，浙江大学机械系铸造专业
毕业的姚志诚被分配到沈飞公司，成为冶金
专业的一名技术员。姚老先后为沈飞解决了
上百项科研生产关键，其中十多项属于重大
科研生产项目，为公司节约资金数百万元 ；
撰写了二百多篇论文和技术总结，其中有的
被中科院金属所选用，参加了国际断裂力学
会议交流，有的被航空院校编入教材。他撰
写的《关于高强度铝合金粗晶后裂纹的研究》
等论文分别获得省、部级学会二等奖。他撰
写的《铸钢中的冰糖断口及其原因分析》等

学术论文，于 1984 年 9 月在印度举行的国
际断裂力学会上进行了宣读交流，引起全世
界的冶金专家很大的反响和共鸣。此外，姚
志诚收集整理的技术资料就有 98 包、300 余
万字，典型试样和缺陷标样达到 400 多件，
涵盖了金相专业各个领域，是不可多得的资
料库和样品库。对于这些资料和样品信息，
姚志诚全都手写了目录，方便大家查阅。

前进的道路并不都是鲜花铺地，一帆风
顺的。年轻的时候，姚志诚被说成是“走白
专道路上的典型”而受到种种非议和责难，
并因此受到全科大会的批判。批判会后，他
照样学习和工作。当别人问他怎样想时，他
说 ：“我们搞技术工作的应该钻研业务，我认
为自己没有错。”

姚志诚至今仍住在上世纪 70 年代修建
的老房子里，房子很简陋，客厅中仅有一套
又旧又小的沙发，卧室有一个不大的双人床。
沈飞公司要为他改善生活环境，被他婉言谢
绝了。这位质朴的老人，对物质毫不介意，
但精神追求却崇高无比。

姚志诚 1990 年 2 月退休后，拒绝外单
位的高薪聘请，主动向组织上提出，不计报
酬，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 , 奉献自己的经验
和力量。从 1990 年退休至今已有 30 年，沈
飞冶金系统 10 余个专业组都曾找他处理过
问题 ：翻译资料遇到问题找他，攻关遇到问
题找他，搞试验找他……经他手翻译的外文
资料就有数十份，达 10 余万字。姚志诚以
他丰富的知识、精湛的技术和“爱厂如家，
不求名利”的精神，把自己的知识、技术热
心地无偿地传授给青年人，帮助他们早日成
才。

如今，姚志诚的事迹激励着更多的沈飞
人，扎根航空、立足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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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