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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间的“电火花”

|| 王悦　 

晴朗的夜空中，最璀璨的是星星 ；琳
琅满目的商场里，最璀璨的是珠宝 ；庆安
公司的焊接间里，最璀璨的莫过于那束最
耀眼的“电火花”。

这朵“电火花”姓张名磊，在航空工
业庆安闪耀已有八年之久。2012 年“电火
花”入厂的时候，跟随着蒲旭连师傅学习，
蒲旭连师傅是焊接方面的专家，“电火花”
能够跟随着这样的技能大师学习，自身也
深以为傲。虽说实习期只有一年，但“电
火花”对于技能方面的探索总是不知足。
他常说，人要知足，要知不足，更要不知足。
于是，他扎扎实实跟师傅学了两年。2014
年，他结束了自己的实习生涯。

实习期间，“电火花”在束焊机前一
坐就是一天，左手拿着焊丝，右手拿着焊
枪，想着师傅说的焊接要点，拿着一堆废
料，焊到了胳膊发僵、腿发麻。等满心欢
喜地拿着自己的成果给师傅展示的时候，
却换来了师傅无情的批评，焊缝太大、没
有保证零件的尺寸、合格率太低等。“电
火花”的内心自然是失落的，但想想师傅
这样做也是一片良苦用心，也都是为了自
己好，于是又往束焊机前一坐继续练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蒲师傅的指点，

“电火花”逐渐掌握了焊接要领，他焊接
的零件也越来越完美。也许没有天分，也
许手比较笨，但他不断探寻，不断尝试，
在历经众多磨难之后，终于感受到成功的
喜悦。

出师以后，“电火花”更加勤恳，更
加认真。常听老师傅夸赞道 ：“张磊这娃，
眼里有活，一天总是闲不住。”每当焊接
间产品堆积时，他总是会把这些零件归类
摆放整齐，哪怕如今成了班组长，这些小
事也不例外。刚开始焊接产品时，工具缺
乏，工期也就停滞不前，这样的问题困扰
着“电火花”。但是他并没有气馁，开始
根据零件的尺寸、状态，找不同的材料，
制作辅助工具，完成产品的焊接加工。

这样的他，师傅们无不点头称赞，心
里默默地为他竖起了一个个大拇指。他被
推举代表所在分厂参加了在会展中心举行
的西部地区制博会，结果不负众望，获得
了第三名。没有人知道，这个名不见经传
的小伙子成了分厂的骄傲。随后，“电火花”
参加了两次 A 类级比赛，也取得了不小的
成就，他领导的班组也获得了陕西省“质
量信得过”班组。他说，他不在乎这些名次，
每次的比赛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他
需要这些挑战来不断发现不足，提升自身。

经过实践的积累和岁月的沉淀，如今
的“电火花”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传感器
系列产品要求精密，完成质量比较高，某
系列产品合格率需要有一定的保障，“电
火花”现在也完全扛得起这一份重任，微
型束焊机、电子束焊机、氩弧束焊机、纵
缝束焊机，他操作起来也是游刃有余。

虽说只是一朵小小的“电火花”，但
也有他的光芒 ；虽说只是一名普通的员工，
但他也坚定着航空报国的信念。愿这朵“电
火花”在以后的工作中，在庆安公司焊接
间这片小小的天地里熠熠生辉、大有作为。

两根锯条
|| 张昕

每一件别人不愿干的活，
往往都有它的技术难点，每
一次攻克难点的过程，都是
提 升 技 艺 的 好 机 会。“ 这 家
伙，真是又难又急。”一位师
傅埋着头一边说着，一边上
压板、定参数、换刀具、找
落点，闷热的车间里，汗水
划过额头，糊住了他的双眼。
毛 线 手 套 擦 一 把， 直 起 身，
靠在操作台上，摸索着按钮，

“不对，还是不对……”卸工
装、换工装、夹装定位、找
刀点……反复摸索，一个多月的连续奋战，
攻克难题，此项工艺技术获得国家专利，
并在系列产品生产上推广应用，每年为国
家节约资金上千万元。

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航空工业郑飞
技能战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先锋榜样
牛雪平。他说 ：“对待难题要找准它、追
上它、最终打败它！我就是一名战士，目
标只有胜利！”

人们更多关注他迈进人民大会堂、登
上央视的荣耀，但那百炼成钢的坚毅脚步，
是怎么一步步走上领奖台？那长长的脚印
怎样记录着他的人生？这得从两根锯条说
起。

1996 年，在秦岭腹地的大山深处，技
校毕业的牛雪平第一次见到数控机床。“7
台，有 5 台数控铣床，2 台三轴加工中心，
全新的！” 牛雪平掩不住眼里的兴奋，“我
一眼就相中了它，就一眼！哈哈。”那是
郑飞引进的第一批数控设备。刚工作的牛
雪平只是个新手，新设备怎么能让他摸着。
师傅们都叫他“小牛”，刚开始实习的小
牛，没事就围着加工中心的谢师傅，不说
也不问，就看着谢师傅与技术员一起写程
序，看他在牛皮纸上编数据，看他上材料、
上刀具、做工装……谢师傅被他看毛了，
也看出小牛是个爱上进的，“你去考级吧，
2 个月后的五级考试，考过了，才有门！”
谢师傅看着小牛。“有门？”小牛问，“有
门！”谢师傅答。

2 个月，对于刚技校毕业的牛雪平，
要过五级，真是紧之又紧，难之又难。“我
父亲是转业兵，他说过，一名战士，手里
有了枪，眼里有了目标，那就是奔着胜利
去的。”

五级竞争十分激烈，20 个人争夺 2 个
名额，踏实又爱钻研的牛雪平超过了工作
几年的熟练工，争得了名额。正当他兴冲
冲地向谢师傅表达自己的喜悦时，谢师傅
拿出了两根锯条。

牛雪平看着两根锯条，愣在那。“拿去，
半年时间，切零件，这两根锯条要是断了，
加工中心你就不要想了。”切割零件是最
费锯条的，两根！半年！牛雪平看看锯条，
看看数控中心，再看看笑眯眯递给他锯条
的谢师傅。“总要试试的！”牛雪平搓着
手说着，就像自己还是那个一根轴筋儿的
少年。

半年时间，牛雪平小心翼翼地使用着
锯条，仔细地切割着零件。“刚开始，半

夜都会惊醒，我的锯条还在不在，还好不
好？”他笑着说，一两个月后，关注点就
变了，好像更在乎零件了，怎么锯、怎么搓、
怎么提高使用率、怎么减少消耗、怎么换
个方向，这些小问题在一锯一搓中好像变
得不一样了。

“怎么样了？我的锯条还好么？”有
一天，谢师傅不知从哪里转到了小牛身后。

“我第一根还在用，还能用！”“是吗？我
看看。”把手里的锯条递给谢师傅，但师
傅却拿起小牛正在锯的零件。“你看，从
这个角度，这样锯是不是更好些？嗯？” 
谢师傅从小角度锯着零件，随后随手把零
件递给小牛，转身就走了。“我当时真是
楞的呀，这是师父教我方法哩，哪里是关
心锯条！”小牛后知后觉的还在那小心地
试着、锯着。

转眼半年，两根锯条，只用了一根半，
零件打磨了 1023 个，小牛的工序也越来
越顺手，觉得可以去找谢师傅了。

他拿着剩下的半根锯条去找谢师傅，
谢师傅只瞄了一眼，“来看着，可看仔细
了。”于是就在加工中心上开始操作。“工
作台可以旋转，主轴头可以灵活转换，切、
铣相互配合，设备自己换刀动作、换工作
台动作，就像科技大片呀。”对于 19 岁的
牛雪平，这就是一场真实版的科技大片，
点燃了这个少年眼中的光，心里的火。

“你是幸运的，赶上了好时代！”
谢师傅收下了牛雪平，成为一名数控

技工。
“小牛眼中都是数控中心，那是谁都

能看出来的。别说为难他，哈哈，两根锯
条，那是磨他的性子。那个年代加工中心
是多金贵的设备，上的零件都是拳头产品，
一点都不能闪失。我看小牛这小子有毅力、
能思考、会转换，是个人才！”谢师傅多
年后回忆道。

驯服加工中心的过程，也锤炼着牛雪
平挑战复杂加工程序的韧劲儿，随着数字
技术的应用，航空技术的不断革新，对加
工的要求越来越高，改进和创新成为牛雪
平新的思考和挑战，开头的那一幕就成了
常常上演的现实。

从刚入厂的三轴到现在的五轴，从 19
岁的鲜衣怒马到 43 岁的沉稳睿智，从一
名技工到团队领军专家，牛雪平已经成长
为大家口中的“大牛”，成长为航空工业
战线的“先锋战士”。

航空城里的大国工匠
|| 郭芷岑||||周博

“叮叮叮……”深夜空旷的车间内，一阵电
话铃声显得有些突兀，飞机狭窄的进气道内钻
出一个纤瘦而灵活的身影，只见他麻利地走下
型架，抖落满身的铝屑，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

“喂，我是刘时勇。”
“老刘，不好了，出事了，飞机吊装的时

候……”

“我已经修好了！”简短明了的一句话让电
话另一端的声音戛然而止。

“什么！你已经修好了？不对啊，老刘，你
怎么知道这事儿？我听说你刚出差回来……”

挂完电话，刘时勇抬手看了下时间，已是
凌晨三点半了，以他为中心临时组建的排故队
已连续奋战了 8 小时，他和他带领的 5 个入职
不到两年的新员工，在高强度、紧节点的双重
压力下，顺利攻克难关，排除故障。当“收拾
工具，打扫卫生”的指挥从这位“刘专家”口
中讲出时，所有人都在为任务的顺利攻坚而欢
呼。

 “刘专家”的名号，正是刘时勇攻克无数急、
难、险、重的任务而逐渐打响的，航空城里“干
飞机”的，无不折服于他精湛的装配技艺，但
凡“刘专家”出现之处，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师父，怎样才能让一个人用眼睛看向左边
的同时，也看向右边呢？”看似无厘头的一句话，
却极为贴切地形容出刘时勇师徒俩所面临的难
题。

因设计更改，歼 20 某部件面临新旧换装，

如何在新部件上制出与机体相匹配的孔成了最
大的难题。该部位空间狭小，能够顺利开展换
装操作已十分勉强，至于保证新部件装配的协
调精度，其难度正如徒弟所说——似“两只眼
睛分别朝不同方位看”般不可实现。

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徒弟随口的一句
话在刘时勇脑中掀起了一场风暴。

“既然一个人做不到同时看向两个不同方
位，那何不让两个人各自看向一个方位，这样
问题不就解决了。”

由于装配误差积累，新部件与原机体间存
在较大的误差，运用传统对合方式难以使两个
部件连为一个整体。而刘时勇利用“空间转换
法”，在 A 和 B 两个部件之间增加一套可以相
互协调的中间介质，将两部件错孔误差转换到
一个中间部件进行协调配孔，最终实现了 A 和
B 的精准对合。

对飞机铆接装配技术的痴迷和耕耘，让刘
时勇先后攻关研发了 “刘氏铆接法”，重合金顶
铁、优化复合材料加工工具、飞机快卸口盖安
装工具、高精密制孔等飞机装配技术革新 20

多项，均在实际生产中进行了广泛推广和应用，
显著提高了飞机的装配效率和产品质量。他以
一个装配专家的智慧和经验“立功”无数。

除了是装配大师，刘时勇还是教学大师。“干
我们这个行当，不仅要胆大心细，还要有想象
力。”每带一次徒弟，他都要给他们上职业生涯
中重要的第一课。

有学员不解道 ：“胆大心细能够理解，为什
么需要有想象力？”

“想象力就是提前将整个操作步骤在脑海里

过一遍，模拟真实环境下实操作业的各项
环节，这样有助于流程的梳理及工具的准
备，并提前预知过程中的风险项，进而降
低操作失误的风险。” 

刘时勇看着眼前年轻的面孔，欣赏他
们求知的渴望。自己带出的徒弟，都是能
够独当一面的好手，更有优秀者成为省、
市、公司的杰出工匠、劳动模范。这群小子，
没让刘时勇失望——冯攀龙，航空工业集
团技术能手，四川省劳动模范，“成都工匠”，

公司劳模 ；涂俊成，四川省技术能手，“成都工
匠”“青羊之星”、公司首席操作技师……这都
是他人生的宝藏，他职业生涯的延续。

从一个普通学徒一步步成长为航空装配领
域的技能骨干，又一步步成长为大家眼中的标
杆，掌握新一代技术，培养新一代人才，这位
航空城里的“大国工匠”，不负韶华，砥砺前行，
见证并推动了我国航空事业波澜壮阔的发展。 

寒地热线
|| 曹晋

以前，如果你想从黑河体验完
异国风情再到漠河看泼水成冰，两
天换乘的火车足以耗尽你所有的
热情，刚一下火车就会有想马上
回家的冲动。但如今打开手机查
阅，你会惊喜地发现有一班飞机只
要 1 小时 40 分，便可从黑河飞到
漠河。中国飞龙首次将国产运 12F
应用到短途支线业务中，提速黑龙
江省内交通，初步实现以黑龙江省
内“国际枢纽主导、区域干线支撑、
支线机场协同、通用机场联动”的

“1+4+12+69”机场体系结构，2
个小时可畅游黑龙江全省。

在高寒地区运行短途支线，是
对飞行器和机组成员共同的考验。
在零下几十摄氏度不等的东北地
区，航线起飞时间是固定的，为此
机组人员每天早上 7 点出发到达机
场，在低温下开始“暖机”检查。

“ 我 们 把 能 穿 的 衣 服 都 穿 上
了。”负责地面保障的机务王春雷
拿着航前检查单，戴着手套的手好
不容易才翻开一页纸，怎奈低温将
笔油冻住，写不出来字。他索性摘
下手套，手和笔一起揣进怀里。“捂
一捂就好了。”他说。

“冬天我们对飞机的检查比以

往要更严一些。”机务宫永兴踩着
梯子一边检查桨叶一边说。低温的
情况下，机务人员会更加认真地进
行航前检查，往往一整套检查下来
手是透骨的凉，帽子上会蒸腾出阵
阵热气。“慢慢地，慢慢地……”
机务何景森嘴里默默地念叨着，开
始启动发动机，“暖机”是只有在
高寒地区才会有的一项工作，先开
慢车可以“温柔”地让滑油逐步达
到标准的压力和温度，然后开始对
发动机的各项性能检查，直到桨叶
把沉积了一夜的薄雪吹起来时，航
前检查才算是告一段落。

“这飞机好可爱。”在排队登机
时，一位乘客拿起手机一边拍一边
说。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大
森林、大湿地、大冰雪”主宰了黑
龙江省的一年四季。在漠河的极北
与黑河的风情中间夹着林海雪原，
短途支线可以让人慢慢欣赏不同季
节的密林和蜿蜒河流，在配上一点
点的落日余晖，山野林间风光旖旎。

“你看远处城市的灯火被黑龙
江隔开，左边是俄罗斯，右边是中
国，这就是一江望两国。”王春雷
指向远处的灯火说，“看大兴安岭
的四季，首选这趟航班，还要带个
单反。”

“我给你看一个法宝。”郇文龙

机长在完成地面的航前检查后神秘
打开手机里的一张图片，“这可不
是一双普通的鞋，这鞋带加温的，
每次完成飞行后我们先把这个鞋换
上，因为机舱内有加温，我们一般
不穿太厚的鞋子，可离开飞机之后，
这里的气温实在冻人。”郇机长露

出经验丰富的微笑。“每天晚上我
们回到住处第一件事，是先给鞋加
个热。”黄世龙笑着接过郇机长手
中的检查单。

通航的飞行员除了有一身的
飞行本领以外，还有强大的适应能
力，从高原到高热再到高寒，飞机

所到之处无一不在挑战他们的身体
极限。本次运营航线在中国极北之
地，仅漠河一站最低温度可达零下
四十摄氏度，白天的最高气温也保
持在零下二十摄氏度左右。在低温
的机场上进行绕机检查，对飞行员
是一种心理上的考验，密密麻麻的

检查科目决不会因为天冷风大而打
折扣。在郇文龙、梅斯淇和黄世龙
的眼中，飞行不仅仅是飞行，还是
对所有乘客的一种责任与承诺。

“运 12F 太少了，这飞机再整
个几架飞短途航线，那得多好。”
郇机长摸着飞机的舵杆说。

|| 卢丹

石家庄最近一段时间因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
的心。在这座城市里，滞留着一位航空工业千山
的外场保障人员。家人、同事、朋友都在期待他
尽早平安返回。

他叫黄伟超，身材略显单薄，眼睛不大但炯
炯有神，干练中透出阳光帅气。入厂后被分配到
总装车间培训了 3 个月，学习电装、布线、调试
等基本技能，之后回到质量保障维修部从事产品

维修和服务保障。
“小伙好学、机灵、反应快，布线技能很突出，

通过一年多外场保障工作的锻炼，已经能在外独
当一面了。”提起黄伟超，维修班班长杨臣旭一
脸的自豪和欣慰。

2020 年 3 月初，当时疫情仍然很严重，部
门领导派黄伟超去南昌独立开展工作。第一次开
展外场保障工作，心情有点忐忑，总怕解决不了
用户的问题，软件升级业务不大熟练。开始的时
候，许多工作需要联系厂内人员指导完成，别人
1 个小时完成的工作，他需要半天，经过几个月
的锻炼和实践，他掌握了基本故障定位能力，在
磕磕绊绊中成长起来。

“活儿越干越得心应手了，心里也有谱了。”
他说。

7 月 1 日一大早，他接到公司的一个紧急电
话。 

“黄伟超，接用户反馈，你今天务必赶往下
一个保障点——石家庄。”

“收到，立即执行！”打点行囊，他便匆匆
出发。

抵达石家庄后，他的主要工作是从事机电管
理计算机、综合管理机的硬件改装和软件升级工

作。此后的日子里，他就一门心思做好服务保障
任务。住宿地离保障点虽说不太远，但他每天都
是步行往返。一遇到紧急任务，经常是天不亮就
起床，夜深了才能干完活，偶尔会干个通宵。食
宿条件比较艰苦，他常常是“苦中作乐”。除石
家庄外，他还要负责周围辐射 200 公里的 3~5
个保障点。一有问题，也要第一时间前往协调解
决，大半年来他奔波在各个保障点，圆满完成多
个机型的改装任务。

任务完成后，买好 1 月 7 日返程车票，黄伟
超正准备动身，却因疫情需要配合当地防疫工作，
留在了石家庄。

电话中，黄伟超细数近来情况。“我每天坚
持看书、加强室内锻炼，不时处理一些工作，也
时常和同事家人微信聊天，了解单位和家里情况，
但心里多少有点着急。”

“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就想回家陪陪家人，见见女朋友。”
所有的经历都是人生宝贵的财富，这次意外

滞留石家庄，“特殊”的服务保障任务让他感受
到了外场工作的艰辛和不易，也看到了国家在抗
疫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

黄伟超期待着解除隔离的那一天。

特殊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