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所能及 全力以赴
|| 司诚

近期，C919 飞机中央翼前梁在中
航西飞开铆，标志着中航西飞 C919
飞机项目批产全面拉开。作为 C919
飞机大部件供应商，中航西飞承担着
大量复合材料的研制工作，时间紧、
任务重，不可预知的困难一个接一个。
开工以来，复合材料厂成立党员突击
队，组织作风硬、技术好、能力强的
党员进行攻关，李力就是其中一位。

这几天，在复合材料厂厂房内，
一个小木屋突兀地出现在人们视线。
在小木屋里，某攻关任务正迅速突破
一个个重难点。在这个努力拼搏的团
队中，干活最拼的是党员李力。

“凡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我都会全

力以赴完成。”李力总是将这句话付诸
实践。复合材料厂二期厂房建设好后，
李力凭借精湛的技能和严谨认真的态
度成为智能制造方面的主力成员之一。
在型号研制过程中，李力全程参与了
吊运工装、制袋、脱模和打磨修整等
一系列工艺流程。他积极探索，与其
他人分享了自己的技术经验和想法，
虚心接受他人意见。该制件的制造过
程异常艰难，由于产品外形复杂，需
要人从内部进行制袋，李力主动请缨，
第一个钻进狭窄的工装。内部空间狭
窄、局促，钻进去伸都伸不直，他只
能全程蜷着腰。透气毡的面积越铺越
大，里面的温度也越来越高，空气不
流通，声音难以传播。李力的衣服早
已被汗水浸透，嗓子变得沙哑。他颤

颤巍巍爬出工装，扶着腰站在工装旁，
一边给大家比划产品的内部结构，一
边讲述他的方案。

刚完成真空袋制作还没来得及休
息，他又转而攻克另一个难题。为了
避免进入热压罐后出现真空袋破损而
导致零件报废，李力站起身来，毛遂
自荐全程跟产。“我之前跟产最多，对
固化工序有一定的经验，这是我义不
容辞的责任！”李力眉头紧缩，快步
走到热压罐控制台前，注视着曲线数
据的变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
的信息，直到一切正常达到预定数值，
他这颗悬着的心才放下。然而令大家
意外的是，他并没有离开现场，而是
找了一块使用过的废弃透气毡铺在地
上休息。等到制件顺利出罐后，他与

同事们又立刻投入后续的装配工作。  
在李力和团队成员一同努力下，

该攻关项目得以提前完成。李力用实
际行动展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风采和
对事业的坚守，只要“力”所能及，
他便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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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庄严宣誓

|| 于涛

透过窗户，看到绿色的田野和轰鸣的直升机，我的思绪回
到了许多年前。那也是个万物复苏的季节，我跟随父亲在田里
劳动，一架飞机在不远处低空掠过。父亲告诉我，那是在喷洒
农药，当时懵懂少年的我便对飞机产生了浓厚兴趣。

上大三时，我在学校连续听了两位航空界“大咖”的专题
报告，充分认识到航空武器装备对于祖国安全的重要性，详细
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航空工业百折不挠的奋斗历史，深刻
体会航空前辈献身航空、心系祖国的高尚情操。此时，我毅然
决然向系里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毕业后，我怀揣着航空报国理想来到航空工业某研究所，
一个地处三线的航空单位。沿着山坡而建的红砖房、露天的电
影院、上班的冲锋号、转轮拨号的电话、漫山的樱桃树……一
切都显露出岁月的沧桑与生命的勃勃生机，这些都在我心头留
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我一边适应着新的环境，一边投入紧张的科研生产。组织
上指派了两名业务精湛、经验丰富、党龄长、党性强的老师傅
与我结对子，进行“传帮带”。这个过程中，我被师傅们航空
报国情怀所折服。他们毕业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重点高校，专
业知识扎实。工作中他们谆谆教诲、深入浅出，让我醍醐灌顶，
受益匪浅 ；生活上他们崇尚简朴，一辆自行车、一双解放鞋、
一身工作服是标配，让我钦佩至极、感慨良多。

刘师傅说 ：“是党让我这个放牛娃进入了大学的殿堂，给
了我新的生命。我非常知足和感恩。”作为一名党员，他们有着
强烈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为航空事业鞠躬尽瘁。他们淡泊名利、
默默奉献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为此，我在思想汇报上庄严地
写道 ：“虽然我的肩膀还略显稚嫩，虽然我的脚步还稍显缓慢，
但我的内心无比坚定。我将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刻苦
学习，努力实践，为科研生产、为航空事业贡献力量。”

航空工业是工业上的皇冠，需要从业者付出更坚韧的努力，
挥洒更辛勤的汗水，迸发更澎湃的激情。在坚定理想信念的指
引下，我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型号任务。2006 年，在党的生日前夕，
我在党旗下庄严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为了伟大理想，我将继续坚守航空报国的
初心和使命，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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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普通党员
的“特权”

|| 李晓明

“书记，这个类型的产品
我比较熟悉，让我来试试。”

“主任，这个空气动压轴
承涡轮冷却器，我一定要克
服千难万难，在主机要求时
间节点内交付。”

说这话的人，是一位老
党员。从风华正茂的青涩小
伙子到技艺成熟的“老专家”，
他在航空事业一线一干就是
30 年。他就是航空工业新航
涡轮冷却器装配试验工李文
进，是新航第一个掌握单叶涡
轮动平衡技术、第一个掌握
皮带传动轴动平衡技术、第
一位首席涡轮装配试验技师。 

今年 1 月，某型号冷却
系统零件已经全部到位，按照
交付节点，需要 48 小时内完
成总装，发往主机厂。车间犯
了难，李文进主动承担了此项
攻坚任务。虽然他工作经验
丰富，但这也是他第一次承
担零件较多的系统产品装配。
在装配过程中，他遇到了前
所未有的难题，便自制工具
想办法，又是打孔，又是锯，
一会儿蹲下，一会趴上工作
台。48 小时内，他仅休息了
6 小时，却高质量完成了装配
任务。完成任务那一刻，李
文进打电话对车间党支部书
记说 ：“书记，我圆满完成了
车间交给我的装配攻坚任务，
请组织放心！”

春节期间，某涡轮产品
需要完成 3 套产品的装配和
调试任务。李文进在单位附
近居住，他得知消息后，主
动给车间领导打电话，不到半
小时就到达工作现场。涡轮
产品装配生产中动平衡是难
点，在分贝高达 100 以上的
噪声中进行平衡，需要足够
的细心和耐心，他带领两名
徒弟从早上 8 时 30 分连续工
作至次日 2 时，顺利完成了 3
套涡轮产品的装配生产任务。

在一季度科研生产任务
中，他完成攻坚克难型号 10
余项，独自完成了 3 个新研
系统级产品的装配调试，单个
产品涉及 200 个零件 ；带领
小组完成 15 个批产型号 200
多项产品交付，完成三包维修
品 80 套，为打赢开门红这场

“硬仗”贡献着一个老党员的
力量。

有人问他 ：“李师傅，您
的入党动机是什么？”他回答
说 ：“《人民的名义》中，陈
岩石在上党课时讲道，在战
争年代扛炸药包、炸碉堡是
共产党员具有的‘特殊权利’。
作为一名航空战线上的党员，
我的‘特殊权利’就是攻坚克
难，为中国战机做最好的‘嫁
衣’，这不仅是我的入党动机，
也是我的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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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宁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的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史学习教
育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明确要求。3 月 3 日，航
空工业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各单位强化
责任、闻令而动，迅速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带着信仰学，学出信仰来。1938 年，瑞士记者
博斯哈德来到延安时，看到“愈是接近‘红色首都’，
背着行装、徒步而来的青年人也愈来愈多”。是什么
让延安成为进步学者和青年向往的圣地？最终他发
现，是信仰。学好党史必修课，就是要从党的非凡
历程中读懂百年风雨背后的信仰，汲取真理力量，
为初心溯源，为思想筑基。“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
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我已不是三思而行，而是百思已定”，这是硝烟战火
的淬炼 ；“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只要还有
一口气，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万里长征的丈
量 ；“我是党员，我先上”“我是党员，跟我来”，这
是新时代发展的呼唤。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着力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历史事实再悟真理，让信仰之
光照亮前行之路。

带着使命学，学出使命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我们党百年以来坚如磐石的
初心和使命。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怀揣求知求索之心，不断提升思想认识，在所
思所悟中不断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学习党史要与
重温航空工业发展简史有机结合起来。航空工业自
诞生之日起，前行的每一步都始终以党旗为旗帜、
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方向为方向。70 年征程
中，历代航空人时刻铭记国家意志使命在肩，在拼
搏奋斗中实现了对世界先进航空工业从望尘莫及到
望其项背再到同台竞技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从修
理、跟踪仿制到自主研制再到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跨
越，守护了祖国空海安全和人民幸福生活。结合学
习党史，要引导广大党员心怀“国之大者”，永葆“闯”
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乘风破浪攀
登科技高峰，立足岗位挑战“不可能”，奋力续写航
空报国事业新篇章。

带着责任学，学出责任来。党史学习教育面向
全体党员，重点是领导干部。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都要自觉
耕好“责任田”。党委、党支部起到“中枢”作用，抓紧党史学
习教育不放松，抓实计划执行不含糊，抓牢责任落实不懈怠。
各级党组织书记当好“第一责任人”，带头常研究、常部署，抓
重点、重点抓，抓具体、具体抓。班子成员和领导干部立好标
杆，在“学懂”上先行一步，在“弄通”上更深一层，在“做实”
上走在前列。党建宣传部门用好“指挥棒”，全覆盖组织学习，
全方位开展宣传，全过程督促落实，持续营造学的氛围、严的
氛围和干的氛围。每名党员要自觉唱好“主角戏”，努力学透“必
修课”，打好“理论桩”，补足“精神钙”，筑牢“党性魂”，切
实学出思想味道，学出精神力量，学出坚定信仰。

带着“牛”劲学，学出“牛”劲来。新年伊始，习近平总
书记告勉我们“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号召要发扬“三牛”精
神。翻开党的历史，“奋斗”“三牛精神”这些字眼从来没有缺
席过。纵观航空工业发展，吴大观、宋文骢、罗阳等典型代表
身上，充分体现了航空人逐梦蓝天、用报国梦托举“强军梦”“中
国梦”的“三牛”精神。当前，正值“十四五”开局起步之时，
开局即是决战，起步便是冲刺。广大党员干部要从党史学习教
育中深入汲取营养与前行力量，在深化改革年中鼓牛劲、聚牛力，
争创牛业绩。

航空工业制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型号高质量研制，坚

持技术创新与商业成功并重理念，通过“党建+AG600项

目”双向融合劳动竞赛，全力以赴确保年度交付任务全面

完成。图为突击队员正在研讨产品技术加工细节。

                                                      刘建军    摄影报道

【党员的故事】

遵义会议的重要启示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
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会议在最
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中国革命，为胜利完成长征，
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重要的基
础。这次会议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在
新时代的今天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遵义会议确定的领导核心不是一
时的动议，而是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
而逐渐确定下来的。早在中央苏区时，
许多官兵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第五
次反“围剿”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
渐产生怀疑和不满，有的领导同志甚
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随着中央
红军撤出苏区，广大官兵特别是高级
干部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五次
反“围剿”以来会打成这样？

这些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尤其是
湘江战役失败，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
时的 8.6 万余人锐减到 3 万多人。许
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
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当下严峻
的局面。

在残酷的事实面
前，要求纠正错误、
改变领导的呼声越来
越高，一些曾经支持
过“左”倾错误的领
导人，也逐步转变态
度。毛泽东的正确意
见得到周恩来、朱德、
王稼祥、张闻天等人
的支持，并同博古、
李德等人的分歧越来
越大。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
场，一路展开争论。

在这场争论中，大部分领导人对
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
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
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
领导上的错误，确定新的领导集体的
条件已经成熟。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毛泽东、
王稼祥尖锐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第
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
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形

成了为全党所普遍接受的《中央关于
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
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
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历史是对真
理不断探索的历史，遵义会议开启了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
起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
始走向成熟。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
路线领导下，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
走向胜利。                （玫杉）

百年诞辰 盛世丰功
|| 彭冲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回首百年风云，看红船伊驶，是金戈
铁马、凌云壮志，是铁血寒枪、气吞
山河 ；看红旗升起，是鼎新革故、大
展宏图，是伟大复兴、繁荣昌盛。历
史的长河在眼前奔腾，百年征程波澜
壮阔，谱写了一部浩瀚如烟的恢弘史
诗。

作为航空工业沈飞的一员，我
真切感受到日新月异的变化。还记得
小时候，盼望过年有好吃的，期待家
里也能有台电视机，梦想有一天能住
进高大又结实的楼房，出门有自行
车……这是小小的我，对所能触及的
世界的小小期盼。今天，一切都实现
了：好吃的每天都有，不必等到过年；
电视机 30 年前就已进入千家万户 ；
高楼大厦平地起，出行有公交、地铁、
私家车……昔日遥不可及的场面，成
为今日老百姓生活的普通剪影。这是
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变化。

当我慢慢长大，才明白这越来越

好的生活是伟大的党励精图治结出的
硕果。于是，我努力想要成为其中一
员，想要为我的国我的家变得更好出
一份力。当举起右拳，宣誓加入中国
共产党的那一刻，我无比自豪！我坚
信，在伟大的党的带领下，我们的国
会更加昌盛，我们的家会更加幸福！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已近中年。
看着日益繁荣的祖国，感叹我们伟大
的党不负重托，让五星红旗扬眉吐气
飘扬在世界东方。如今，我国的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粮食生产连年丰收、
工业迅猛发展、科技飞速进步、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作为航空人，我
更见证了舰载机海天翱翔、大飞机惊
艳亮相、新中国航空工业的迅速崛起。
沈飞作为共和国航空事业的骄子，更
是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路走来，
沈飞打破了壁垒，推动企业走上市场
经济的道路。也正是在党的方针政策
和航空工业战略部署指引下，公司经
营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运行质量不断
提高，先进技术应用取得实效，制造
实力全面增强，改革发展迈出重大步

伐，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军机业务核
心能力不断增强，型号发展进入新时
代 ；推进依法治理体系建设，实现公
司依法治理体系规范运行 ；以数据中
心建设为基础，重点推进数字研发平
台、运营管控平台、智能制造平台、
智慧园区平台建设 ；实现对标世界一
流管理提升和精益沈飞融合推进。沈
飞开启了法治沈飞、数字沈飞、精益
沈飞建设新征程。

这些是在我所经历的有限岁月中
亲眼所见、亲身体会的变化。我是未
经硝烟的幸福一代，在世纪长河中是
极短的一瞬。然而，仅仅是这一点，
工作、生活、小家、大国的变化都在
不断刷新我的认知。可想，回首党的
百年奋斗，那波澜壮阔的历程又是怎
样的精彩绝伦。

百年诞辰，盛世丰功，历史不会
忘记这段世纪辉煌。历史照亮未来，
征途未有穷期。一切过往皆是序章，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们还要跟着
党以历久弥坚之初心，励精图治，共
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双向融合劳动竞赛
确保年度交付任务完成

回望百年风云，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带领
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本报推出“我眼里的一百年”专栏，征集并刊发航空工业党员
走进历史深处、走进思想高地、走进奋斗一线的所见所得，讲述我们身边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基
层一线的鲜活故事，既深入反映航空工业不断改革发展奋进的历程，又充分展现航空人不懈奋
斗的精神风貌 ；展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和伟大业绩，以及百年大党的梦想与追求、情怀与
担当，唱响礼赞我们党、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