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庞虞岷

|| 徐亮

人生其实就是拥有梦想、追求梦想，
继而实现梦想的一个过程。每个人都应该
拥有这样一个梦想。

因为年轻，我们有资本去挑战未知、
挑战各种不可能 ；因为年轻，我们有资本
去追逐梦想。即使前路坎坷，我们依然热
情洋溢，依然砥砺前行。

我们就是航空工业陕飞总装生产线上
一群开足马力的年轻人，在繁忙的生产线
上并肩“作战”着。为了确保飞机能够优质、
准时交付，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我们
不服输、不放弃，为了自己的目标，勇敢
向前奔跑着。

新婚在即，依然奋战一线

庞虞岷，一名普通的总装脉动生产线
液压组年轻人，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
不计较个人得失是大家伙给他的“标签”。
出色的工作表现深受同事和领导的喜爱。

“这个小伙子有能力、有毅力、吃苦耐劳，
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只要有人打听起
他，液压组组长华玮总是这么骄傲地介绍
着。如今，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他，为了
这次交付突击任务，依然不分昼夜地奋战
坚守在生产一线……

作为此次该型机液压专业主要工作人
员，庞虞岷的担子一点也不轻松。高温假
期间，已经领了证准备举办婚礼的他，为
赶工期将婚礼推后，不仅主动放弃高温假，
更是放弃了已经准备多时的婚假时光，第
一时间和同事们赶到生产现场。同事们开
玩笑对他说 ：“工作忙，可结婚是大事儿，
还是要抓紧时间办了，别让媳妇受委屈。”
他笑着回答道 ：“证领了我们俩谁都跑不
了。现在正是飞机生产的关键时刻，我可
不能掉链子。我媳妇最理解支持我，我们
商量好了，等过一段时间闲下来，再好好
地办个婚礼，度个蜜月。”

“远离”家人，从不远离“战场”

胡森，总装厂生产室计调二组组长。
年轻有为的他经验丰富，在总装厂多个工

作岗位历练过。从事调度工作十年的他始
终坚守在总装生产第一线。如今升任生产
室计调二组组长后，他更加忙碌了。工作
性质决定着他经常需要加班，于是，回家
无牵无挂地睡到自然醒就成了一件奢侈的
事情，更别提经常回家陪陪孩子、看看父
母了。

这一天，胡森在生产现场接到妻子马
媛婕的电话，妻子的声音显得又急促又生
气，“你怎么不接电话？爸摔了，现正在
医院呢！”原来，一大早胡爸爸不小心从
楼梯上摔了下来，现在已经受伤住院了。
马媛婕听到消息第一时间联系丈夫，可忙
着处理飞机相关工作的胡森却漏接电话，
这让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的妻子大发雷
霆。匆匆赶到医院的两口子，看着躺在病
床上的父亲，为着忽略最亲近的人而感到
阵阵愧疚，可父母们丝毫没有责怪他们的
意思。作为老一辈航空人，看到为之奋斗

了一辈子的企业蓬勃发展，感受着日益提
升的生活品质，他们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儿
子、儿媳感到骄傲，为自己的企业取得的
成绩感到自豪。虽说日常少了儿女的陪伴，
可他们更希望孩子注意身体，在工作中能
以更好的成绩回报自己。

夫妻一心，“不离不弃”

程浩洲，总装厂年轻的液压班组长。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丰功伟绩的他，把“态
度决定一切，责任成就一切”作为自己的
人生信条。通过在液压岗位上的不断摸索，
刻苦学习，来公司短短几年就成为总装厂
脉动生产线液压组的一名班组长。正所谓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他的妻子荆
婧，是总装厂生产室计调二组的计划员，
受到丈夫的影响，对待工作她一丝不苟，
兢兢业业。这不，她即将成为一名母亲，
但对工作却依然“不离不弃”。

在攻坚突击任务的关键时刻，怀孕 7
个多月的荆婧对自己“变本加厉”，极度
压缩休息时间，除每个月的产检会耽搁 1
天外，其他时间都在单位加班。领导们看
不过去了，强制她回家休息，她这才恋恋
不舍地放下手头工作。问起这事，小两口
也有些不好意思，“没想那么多，就是觉
得工作和生活都很重要。” 本应为了新生
命的到来“早做准备”的小两口，却因为
生产周期紧、任务重，连续两个多月的加
班让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彼此，难得的空闲
时间，即将成为父母的小两口就会抽个空
碰个面，挤在一起亲切地说上几句悄悄话。

这个夏天，陕飞总装生产线上始终很
繁忙。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一个个勇敢的
少年，他们用自己的努力正实现着各自的
人生目标，用自己的努力，不负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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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OK！ 
——记航空工业制造院68项目罗阳青年突击队

|| 董悦琪

“任务能完成吗？”
“YES ！ OK ！”
这个夏天，《YES ！ OK ！》在社交媒体上

频频出现，成为青春、活力、勇敢追梦的代表。
在航空工业制造院，“YES ！ OK ！”也是 68 项
目罗阳青年突击队的口头禅，踏实、进取、勇于
担当是他们的代名词。

《大国鲲鹏》中，提到了一项关键技术——
带筋整体壁板喷丸成形，这项技术在制造院攻关
成功，实现了小喷丸喷出大机翼的奇迹。

过去的成功不代表今天的成绩，挑战从不止
步。

68 项目研制周期非常短，同时要求壁板蒙皮
更薄、外形变曲率更大，采用传统喷丸成形控制
其外形光顺度技术难度提高。如何突破这一技术
难题，这次制造院做了一个大胆而慎重决定 ：把
任务交给年轻人。

带着期望、带着责任，68 项目喷丸成形突
击队成立了。迎难而上是突击队的传统，有了过
往的科研经验，加上青年的活力，这个罗阳突击
队以任务为导向，以攻关为目标，在“YES ！
OK ！”的氛围下，队员们踏实、快乐。

不囿于固有经验，不惧于全新挑战，青年突
击队通过集智攻关，突破本项目喷丸成形相关关
键技术，为首件研制奠定技术基础。同时，突击
队跨部门高效协同，精心策划、严格执行，优化
协调喷丸成形资源，缓解人力、设备紧张问题，
在短短 2 个月的时间内，完成首架 2 件壁板喷丸
成形技术攻关及新产品研制。

突击队不仅仅关注科研本身，也聚焦于生产
过程中的实际工艺问题。从现实出发，优化工艺
是突击队的一项重要任务。突击队针对典型特征
开展深入分析，从理论、有限元模拟、到工艺试
验，通过不断碰撞设计方案、工艺优化及质量改
进，突破了薄蒙皮大曲率带筋壁板喷丸成形精度
控制技术难题。同时，突击队制定出详细的工作

计划，控制节点、细化任务、协调资源、规避风险、
明确责任人……功不唐捐，正是如此细致的工作，
确保了交付进度，提升了研制效率，零超差交付
产品。

2019 年 6 月 28 日，首架产品联合验收完
成，产品无超差项、无不符合项，提前保质保量
完成任务。科研攻关终于告一段落，进入到研制
交付阶段。今年 3 月 6 日，完成了首批 3 架份装
机件的共检和任务交付，保障了主机厂研制进度，
他们用成果证明了把任务交给他们是“YES ！
OK ！”的。

突击队由来自 4 个科室部门的 11 人组成，
其中有 6 名党员，最年轻的队员只有 25 岁。团
队的成功也带来个人的成长。突击队长白雪飘，
平时是温润的知心姐姐，关心队员的工作、生活
状态，工作起来雷厉风行，带领团队攻克核心技
术难关。副队长王明涛，笑称自己“长”在攻关
现场，及时跟进每一步技术状态变化，解决现场
问题，助力工艺技术推进。突击队员田硕入职即
加入突击队，起初他并没有进入工作状态，还保
留着爱玩的“孩子气”。在团队的帮助下，他很快
融入了“YES ！ OK ！”的氛围中，依托型号任
务，迅速完成了从学生到科研工作者的身份转变，
专业知识也在实践中不断升级。队员田永帅作为
喷丸技能操作人员，通过突击项目的锻炼，对喷
丸专用设备掌握熟练，操作水平提升明显，短时
间内晋升中级工。经过突击队近一年的努力，型
号发展和人才梯队建设紧密结合，小喷丸发挥了
大作用。

罗阳青年突击队不只是一个荣誉称号，更是
满满的信任与沉甸甸的责任，发挥出青年在完成
科研生产经营任务中生力军、突击攻坚的作用。
青年求是创新的思维、不断超越的勇气为型号攻
关带来新的活力，在急难险重的型号任务锻炼中，
青年在其中快速成长。“YES ！ OK ！”不仅仅
是一句承诺，更是航空青年面对困难敢于亮剑、
能交出漂亮答卷的决心与能力，为制造院高质量
发展、航空强国目标，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用“心”守护  不负青春
——记航空工业陕飞总装脉动生产线上的年轻人

努力终有收获

|| 雷晓静　景冬阳

浅蓝色的工装，整洁而干净，深邃的眼眸清澈又透明。
那一副眼镜下蕴藏着他的知识渊博，明朗的笑容陈述着他的
阳光、开朗。这就是中航光电通讯事业部的一名工艺员，他
的名字叫魏亚州。

在上中学时，魏亚州看着一群穿着航空蓝工装的员工在
“小航”厂区进进出出，就被中航光电的神秘和传奇深深吸引，
那时的他就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进入“小航”，为航空工
业奉献一份微薄之力。2017 年，魏亚州大学毕业后，便踏进
了这个注定是他梦开始的地方——中航光电，从此开始了他
的航空梦征程。

奋发有为  时不我待

2019 年，凭着自己的努力，他从一名普通的装配工人竞
聘为一名工艺员。身份的转变，使他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又
重了几分。全新的工作职责，也给他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

今年年初，公司复工复产后，魏亚州所负责的集成化产
品订单量剧增，是去年的三倍。由于疫情影响，很多员工还
不能前来复工，然而订单量的暴增无疑给生产现场带来了巨
大的交付压力。魏亚州所负责的产品是大型机柜，只能采取
手工布线，手工装配。以这样的生产方式，根本无法满足客
户的需求量，及时的协调问题，变得尤为重要。

为了方便跟进产品进度，魏亚州主动将办公地点搬到了
集成化生产现场。他牵头处理现场突发情况，跟踪落实生产
问题，对生产过程进行流程把控。为了保证生产进度，他牵
头进行了三一重能主控柜流水线生产项目建设。流水线规划
成立后，生产方式由原来的一个人负责一台柜机组装，转变
为固定工位，每个工位只负责相应部件组装。将原先相对自
由化的生产转变为定时定量，确保多台柜机同时进行流水线
生产。流水产线呈蛇形排布，每个工位对应的都是不同状态，
从最开始的“未组装”到最后的“检验入库”，各工位排布的
井然有序。装配过程既起到了督促作用，又能前后工序相互
监督进行纠错，真正实现了保质保量。

锲而不舍　废寝忘食

赶产期间，魏亚州与生产现场人员一起进行机柜测试，
进行排故处理 ；同质量工程师一同处理生产现场员工随时提
出的质量问题，及时解答客户提出的疑问，排除客户的疑虑。
那段时间，客户在生产现场盯产，魏亚州需要将客户提出的
问题进行梳理，并在当天及时有效地解决，确保第二天达到
客户满意。为了解决客户提出的新要求，他需要进行无数次
的研究和探索，谋求新思路。他十足的干劲儿，深深地影响
着身边的每一位同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三年的时间，如
风流逝、如雨倾歌。时光飞转的每一秒，都在诉说着他的成
长与磨砺，责任和担当。在中航光电这个大家庭里，魏亚州
奉献着不可或缺的一份力量。

自有后来人
|| 赵冬晶

许多行业素来有“师带徒”的做法，
这一做法沿袭至今。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
航空工业哈飞的三名师傅，除师傅外他们
还有另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党员。他们
爱岗敬业，率先垂范，在各自的工作中为
以表率，予以传承。

关铁达是设备管理部数控设备室的主
任，工作 20 多年来始终对钻研数控设备
维修技术有股执念，可谓是百“修”不厌。
除了工作中的设备维修，他还经常自己购
买一些器件，自行焊制电路板，改造变频器、
驱动器等数控单元。自己爱修、会修不行，
党员领导干部的责任应该是带着大家一起
往前走。为了让科室人员也能从维修技术
中找到乐趣，提高维修技术能力，关铁达
自掏腰包，购买普通电烙铁、温度控制器、
指示灯、旋钮开关、电源线等备件，组织
全科室人员进行温控电烙铁制作比赛。备
件分发下去，大家只是拿着元器件翻来覆
去地看，不知从哪下手。关铁达拿出自己
设计好的电路图，开玩笑似地说 ：“我先给
你们打个样，然后开始计时，谁最后完成
谁请客！”很快，他便将温控开关、指示
灯等所有元器件都统一焊接到一个电路板
上，将电源线连接好，一块温控电路板便
制作完成了，前后只用了二十分钟。打开
开关，绿色指示灯亮了，将温控开关逐渐
调至最大，红色指示灯亮了。“成功了，看
你们的了，现在开始计时！”关铁达望向
大家兴奋地说。看到他这么轻松就完成了，
还有了“样品”，大家信心倍增，个个摩拳
擦掌，整个办公室瞬间变成了“比武场”，
大家探讨每个元器件的焊接顺序、触点的
对应位置，互相“取经”，很快部分人手中
的作品有了模样。等到最后一个人完成作
品时，时间已过去四个小时，油然而生的
成就感让每个人的脸上都泛着光，大家沉

浸其中，早已忘记下班的时间。在关铁达
的带领下，数控设备室自主维修能力突飞
猛进，钻研技术的氛围一日浓于一日。

经营管理部国际贸易室党员吴巍负责
减免税工作 10 年有余，兢兢业业完成了上
万笔的减免税业务。在公司各类项目减免
税中，他总会积极主动引导相关部门同事
准确把握政策要点，规避风险，及时准确
进行货物免税操作。近几年，国家政策不
断调整，税收制度不断改革，去年在新项
目退税中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徒弟
于浩向他反映，在相关口岸退税中出现大
笔税金无法退回的问题，吴巍得知后立即
咨询同行单位，可他们都无此种情况。“看
来只能自己摸索着解决了。”不敢耽搁，他
带着于浩先后找到税务局、海关总署、各
口岸海关、集团公司、工信部，协调各个
机关单位，评估各种风险利弊，创新方法
解决了问题。他按类逐票向于浩讲解如何
操作和修正退税申报材料，在他们的共同
努力下，事情得到圆满解决。这件事让于
浩再一次看到了师傅身上主动担当、迎难
而上的优秀品质，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心中
的目标。

李丽丽是工程技术部工艺研究室桨叶
胶接指导工艺员。平常一有空她就会学习有
关桨叶制造先进技术知识，并将学到的知
识消化、吸收，结合公司现有生产水平和
设备能力不断改进创新。在清查型号主桨

叶“长黑线”问题时，李丽丽带领徒弟吕
楠整日泡在车间现场，全程跟踪制造过程，
查找问题根源，从泡沫的烘干、流转、储存，
到无纬带的解冻、浸胶缠绕，李丽丽和徒
弟对生产过程进行全覆盖清查。功夫不负
有心人，问题终于被锁定，师徒两人又“火
速”投入到解决方案的制定中。像以往很
多现场问题一样，“长黑线”问题被师徒二
人合力歼灭，从此再未发生。很多熟悉这
对师徒的工人师傅都说，吕楠和她师傅一
样，踏实肯干，那认真劲儿有她师傅的风范。

“我是党员”，关铁达、吴巍、李丽丽
没有将这四个字挂在嘴上，但却时刻放在
了心里，并用他们的言行影响带动着自己
的徒弟和身边人。看，党员师傅执着奋进，
而他们身后自有后来人。

关铁达 吴巍

李丽丽

每天换三套衣服的陈师傅
|| 尚忠孝

陈师傅今年 54 岁。已过知天命之年
的他，却是非常的“时尚”：每天都要换
三套衣服。

为了方便上班，陈师傅从市区搬到了
单位附近居住，每天早上穿上整洁的工装
就出门了，十多分钟就到达了单位。尽管
离单位规定的上班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
陈师傅却已经忙碌开了。

陈师傅负责单位的油库管理，油库里
面有近百吨的航空洗涤汽油。这种汽油是
专门用来清洗航空精密零件的，它不同于
普通汽油，其燃点更低，挥发性更强，并
且不添加防爆剂，危险等级达到三级。运
输、储存、使用都有严格的管理规定。

陈师傅一大早首先打开水龙头对整个

加油站和油库地面进行喷水，这个操作一
是为了增加油库地面湿度进行降温，二是
为了防止静电发生。6 月到 9 月间，这个
操作每天都要进行三次。

这天早上 6 点 40 分，单位其他几个
园区的用油大户开着油罐车准时来了。

南京的火炉天气，一大早已是烈日
炎炎。陈师傅认真检查相关手续，指挥油
罐车停到指定位置，提起加油枪开始加
油……这些流程全是户外作业，一顿操作
下来，送走油罐车，他早已是汗流浃背，
浑身湿透。

回到办公室，陈师傅拿毛巾把身上的
汗水擦干，换上了第二套整洁的工装，将
杯子里的凉开水一饮而尽。还没来得及坐
下来，第二波“客人”已经到门口了。

陈师傅抬眼一看，八点半了，大家都

已经上班了，需要用油的单位派人过来拉
油了。

“陈师傅，我又来了，这次我要 200 升，
申请手续已经走完了。”

“好的，小伙子，你们最近用油量可
以呀，比之前用得多嘛。”

“您说对了，最近产品多，交付任务重，
装配零件多，用油量自然就多了。”

“没问题！只要你们有需要，我随时
都在！来来来，把油桶放好，我给你满
上！”

陈师傅还没有把油桶加满，门口又有
人在喊开门了。

“不要急，排好队，一个一个来，按
照规定来，安全第一。”陈师傅脑子里安
全这根弦始终紧绷着。

等把第二波“客人”全部送走，已经

十点多了，陈师傅看了下温度计，地表温
度已经过了 40 度了，来不及擦汗，他赶
快拧开水龙头开始进行第二次喷水降温。
看着温度计显示温度在下降，湿度在上升，
陈师傅这才回到办公室，将第二杯凉开水
一饮而尽。规定温度达标后，他关掉水龙
头，擦完满身的汗，又换上了第三套整洁
的工作服。

陈师傅大名陈宏奎，是航空工业南京
机电物资采购办的一名资深员工，十几年
如一日，尽职尽责做好油库管理工作，“安
全第一，敬畏规章”是他的口头禅。在年
初新冠疫情肆虐，单位小区封闭管理期间，
陈师傅还主动加入志愿服务队，身穿“红
马甲”为被隔离人员运输物资，每天步数
都在三万步以上……

程浩洲

胡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