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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寒冷阴沉的成都冬夜，一辆小
车远远驶来，停在试飞站大门外。一名年轻
男子钻出小车，隔着大门朝里望去。

不远处的办公楼亮着灯，再远处，机库
更是一片灯火通明。青年男子在寒风中来回
踱着步，眼睛却不断在这两处建筑间扫来扫
去，脸上的神情有些着急。突然，车里传出
一阵“哇哇”的婴儿啼哭声，青年男子匆忙
跑向小车，上半身探进车里，似在安抚孩子，
继而又扭头张望，神色更显焦急。正焦躁间，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响起，有人正匆
匆忙忙从试飞站里往外跑。还没看清来者何
人，青年男子就挥舞手臂，大声喊起来 ：“在
这里！快！快！”

借着大门旁岗哨的灯光，只见一位中等
个头儿的年轻女子一路跑着冲了过来。来不
及和男子打声招呼，她就一头钻进车里，婴
儿的哭声戛然而止。

这样的画面要在这条路上发生无数次，
故事的主人公叫李洋。此刻的李洋抱着女儿
挤在车后座狭小的空间里，来不及歇口气赶
紧撩起外衣给孩子喂奶。看着小家伙香甜地
吮吸乳汁，李洋不自觉又紧了紧手臂。

一个温柔的吻又落在了女儿的额头上。
饿坏的小家伙舍不得停下嘴里的母乳，又想回
应妈妈的吻，只好发出了“咿咿呀呀”的嘟哝。
李洋对女儿的愧疚止不住地浮上心头 ：哪有
两个月大的宝贝没有妈妈的照顾和陪伴？饿
哭了，只能在寒夜里等妈妈喂奶？

李洋忍住要落下的眼泪，抬眼却望见了
远处的光亮。这条通向试飞站的路，一头连

着她的小家，一头连着她的事业。李洋的眼
泪没有落下，嘴角却浮起了笑容。

回想当初得知将参与歼 20 研制任务时，
自己心中的兴奋劲儿，今天依然能冲击她的
心门。即使当时已有 5 个多月身孕，李洋也
挺着大肚子坚持参加技术培训，学完了对整
机状态的跟踪、对设计更改的落实以及所需
工装的相关知识。她等待着孩子的到来，也
期待新型战机的样貌。

8 月，孩子呱呱坠地，李洋一边在东北
老家休产假，一边牵挂着成都的进展。不到
两个月的反复考虑，她终于还是拿定了主意 ：
和母亲一起，带着孩子回成都！

返回岗位后，这位年轻的妈妈很快投入
到工作中。

飞机进入试飞站的第一道工序是“称重”，
这不仅是对飞机重量的测量、数据的核实、数
字的记录，更多的是对飞机整体的定位，以
及重心的确定，是之后一系列工序的基础和
保证。而李洋的工作正是给飞机“称重”。

这天，她又连续工作了 20 多个小时。抱
着孩子，她在心中粗略算了算，还有三分之一
的机上状态没有清理，加上称重工序，还要
不少时间。她坐不住了，轻轻放下女儿，嘱
咐丈夫几句，又走上这条小路，奔向试飞站。

李洋在心里把这条小路命名为“爱的小
径”，它的一头连接着小家的支持和小爱的奉
献，另一头连接着祖国的航空事业和一代人
的历史使命。在那段不懈努力、全力奋斗的
日子里，李洋无数次奔走于这条“爱的小径”，
她用女性的力量，紧紧地将两头的牵挂连在
一起，最终和无数条隐秘的小径汇合，形成
一条康庄大道。

【寻找航空工业同龄人】

2021 年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 70 周年，航空工业文化中心以“我和航空工业共成长”为主题，发起开展“寻找航
空工业同龄人”活动，通过出生于 1951 年航空人的亲历和讲述，展示 70 年来航空人的精彩故事和航空工业的伟大历程。

“寻找航空工业同龄人”活动持续开展中，欢迎符合条件的航空人参与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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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倾航空一辈子
|| 王红霞

70 年漫漫人生路，在一个人的
记忆长河中，纵然会淘虑掉很多过
往，但总有些镌刻在岁月深处的记
忆，任时光荏苒，依然刻骨铭心。

作为航空工业的同龄人，提起
与航空结缘的历历往事，古稀之年的
张红说，“航空情”是贯穿她 70 年
人生路的关键词。她出生于新中国
航空工业创建的 1951 年 ；19 岁时
走进航空工业宝成成了一名航空人 ；
24 岁时与同是宝成人的爱人结成航
空伉俪。家安在宝成，女儿生在宝
成、长在宝成，一毕业也进了宝成。
退休后，为了全力支持已走上公司
中层经营管理岗位的女儿专心干好
工作，张红又主动担起了帮女儿照
顾孩子的任务，以另一种方式继续
为航空事业发挥余热，无怨无悔地
诠释了一代人为了新中国航空事业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的浓浓“航空情”。

从“下乡知青”到“航空骄子”

张红 1951 年出生于陕西西安，
1968 年初中毕业的她，插队到了陕
西宝鸡的硖石公社。张红记得，那
是 1970 年 9 月的一天，工作组来
生产队招工，只说给宝鸡市的 38 号
信箱招工，不提工厂的名字也不说
是干什么产品，而且所有人必须经
公社推荐才能进入面试谈话。面试
过关后还有非常严格的政审，很是
神秘。那个年代，能进入军工企业，
当上航空工人，那就是全家的荣光。
1970 年 10 月 4 日，“根红苗正”的
张红 过五关斩六将，在众人羡慕的
眼神里，离开了生产队，同和她一
样幸运的伙伴们乘坐工厂派来的军
绿色大卡车，怀着光荣与梦想走进
宝成，结缘航空。

始建于 1955 年的宝成，是新中
国第一个航空仪表研制生产企业。宝
成的第一代建设者们，从复制、仿
制起步，到自行设计和研制，不断

攻坚克难，终于建造起当时国内技
术最先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航空
仪表厂。老一代宝成人以赤诚报国、
无私奉献、淡泊名利、锲而不舍的
精神，闯关夺隘，在极其艰苦的条
件下，于 1959 年成功试制出我国第
一枚地对地导弹自动驾驶仪 ；1961
年 5 月又成功试制出我国第一个空
空导弹自动驾驶仪，填补了国防建
设的空白，为新中国空海军装备了
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导航设备。

张红进厂后，当上了一名陀螺
仪表装配工。她说当年虽然没有“大
国工匠”这个提法，但每个人其实
都在追求工匠精神，而且师傅给徒
弟们传授技艺，总是倾囊相授，毫
不保留。像爱护眼睛一样珍视产品
质量，是航空人的优良传统，是宝
成人心中重若千钧的头等大事。70
年代的宝成质量管理已经有一套相
当完整的管理制度，装配厂房对环
境卫生、温度、湿度都有非常严格
的要求。那时候每天上班前装配工
人打扫卫生，不是站着用拖把拖地，
而是趴在地上用抹布擦。张红清楚记
得，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跪在地
上擦地板 ：“咱们干的都是精密仪表，
掉个头发丝上去，都会影响仪表精
度的。”各个装配小组每周都要召开
质量分析会，技术、检验、生产工
人都召集在一起，面对面分析一周
来的产品质量情况，发现质量问题
或隐患绝不过夜。师傅们言传身教，
大事敲钟、小事敲锣、无事敲木鱼，
质量挂在嘴上记在心上，形成了良
好的质量传统。1984 年 9 月，宝成
一车间陀螺马达质量管理小组还参
加了陕西省和全国质量管理小组成
果发表会，被评为省、部、国家优
秀质量管理小组。

因为责任重大，更觉光荣自豪。
张红深深地爱上了宝成，爱上了航
空。

择一业，终一生。张红这一干，
就是一辈子。 

“我们不是来探亲的，
我们是来修飞机的”

让 张 红 至 今 难 以 忘 怀 的， 是
1979 年 5 月开始，张红等宝成的三
名“红色娘子军”历经 40 多天，到
近 10 家部队巡修换装的那段记忆。

那 一 年， 为 了 增 强 产 品 性 能，
宝成的某型地平表要将原来的镀银
件全部换装成镀金件，需要挑选三
名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装配工人，
带着零件到机场去现场换装。这一
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在了仪表
装配工张红、彭欢眉以及检验员雷
凤琴三位女工肩上。在那个交通不

便、通讯不发达的年代，三位宝成
“红色娘子军”二话不说，抛家别子，
背着零件、工装夹具和测试设备，坐
着绿皮火车，从宝鸡出发，先后辗
转到济南、潍坊、高密、易县、唐山、
遵化、天津、北京等近十个机场完
成任务。机场都很偏僻，三位女工
下了火车倒汽车，不通汽车的地方
就坐三轮车或干脆步行。记得到潍
坊机场时，警卫人员上下打量着三
名三十来岁，背着大包小包的女同
志问道 ：“你们是来探亲的吧？”三
个人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是来
修飞机的！”警卫又惊讶又佩服：“你
们怎么不提前联系让部队去接你们
呀，这一路你们是怎么找到的呀？”
三个人笑着说 ：“我们是来干活的，
不想给部队添麻烦！我们手中不是
有厂里的介绍信，鼻子底下还有一
张嘴嘛！”张红回忆说，那个年代，
宝成在全行业名气很大，一封盖着

“宝成仪表厂”大红印章的介绍信，
走到哪里都能让人高看一眼。

张红说 ：“那时候我们都想，咱
光自豪可不行，得先把活干好，不
能给宝成抹黑。”她们雷厉风行地投
入工作，不仅出色完成厂里交代的
换装任务，而且每到一处，她们都
要主动征求意见 ：“宝成的产品怎么
样啊？好不好用？还有哪些需要改
进的地方？”她们的精湛装配和敬
业精神赢得了部队官兵的一致称赞。

第一次出差的她们顾不上欣赏外地
的风景，只在完成任务离开时留了
一张合影。她们一心只想早点完成
任务，早点回家。张红清晰地记得，
1979 年“六一”，部队说让她们休息，
她们就出去看了场电影。当天恰巧
放映的是《啊，摇篮》，电影中的小
童星方超，就是宝成厂子弟。出门
快一个月的三位能干女工，其实都
是孩子还都幼小的年轻母亲，张红
的女儿当时刚三岁。看着电影上的
画面，对孩子蓄积心底克制已久的
思念，顿时一触即发，一场电影她
们从头哭到尾。

根深扎宝成  情永系航空

七 十 沧 桑 一 古 稀。 回 首 来 路，
无论是在宝成陀螺仪表装配岗位，
还是后来在车间经管室主任、分会
主席的岗位上，“忠诚、负责、踏实、
能干”让张红获得了厂级先进个人、
优秀共产党员、陕航局“三八红旗手”
等多项荣誉。而她的言传身教，在
同是宝成人的女儿身上得到了完美
传承。她理解女儿说走就走的出差，
理解她不分夙夜没有节假日的加班
加点，她说 ：“航空人就应该是这个
样子，一代代都是这么干出来的。”

退休后的张红全力支持着女儿
的工作，也把自己的生活打点得多姿
多彩。练书法、拉手风琴、打乒乓球、
参加老年合唱团……作为一名航空
同龄人，爱祖国、爱航空、爱宝成
是她不变的情怀。多年来，张红始
终关注着航空、关注着宝成一点一
滴的成长变化，曾是宝成优秀通讯
员的她至今对宝成微信公众号上的
每一篇推文都认真阅读，更为企业
的每一份进步欢喜叫好。

“这辈子干航空我很幸运，也觉
得无怨无悔 !”采访结束时，航空工
业同龄人张红反复说了又说。

2019 年张红在宝成东大门前。

1971 年 2 月参加厂冬季野营拉
练时，张红（左）与同事在蟠溪驻地
给房东大娘讲读《解放军画报》。

牢固的航空螺丝钉
|| 刘志毅

我原名刘志豪，志豪与祖国的航
空工业同在 1951 年诞生 ；后更名刘志
毅，志毅成为牢固的航空螺丝钉。

1971 年，我被分配到松陵机械厂
（现航空工业沈飞）总装车间。记得当
时走进车间，就看见一排排银白色的
歼 6 飞机。走近时会发现每一架飞机
上都有无数颗大小不同的螺丝钉。受
雷锋精神影响，我那时就决心要做一
颗永不生锈的航空螺丝钉。在单位领
导和师傅的帮助下，这一想法在工作
中逐步实现。

在总装机械移交班，班长初本金
成为我的师傅。他 1954 年入厂，六级
工，是厂连续多年的劳动模范。他凭
借精湛的技术多次作为专家出国交流
学习，我很佩服并决心以他为榜样好
好干。一天，初师傅教我装歼 6 飞机
前端空速管根部整流罩。他小心翼翼
地把零件认真挫修后安放整齐，精挑
细选三颗螺丝钉，用布擦拭干净，在
螺纹上均匀地涂甲醇胶，迅速地将螺
丝钉分别按在孔内，用十字手动螺丝
刀拧了又拧，直到满意为止。之后，
初师傅给我讲了螺丝钉牢固的重要性 :
在进气道前端，震动强烈、气流速很
大，必须选上好的干净的螺丝钉，并
不多不少涂上甲醇胶牢固定位。否则，
如果螺丝钉固定不牢，不仅会让强烈
的气流将机头蒙皮撕开影响飞行速度，
危害更大的是 : 螺丝钉从原位脱出后，
会随气流经进气道进入发动机涡轮处
将发动机打坏，甚至会造成机毁人亡。
初师傅的一席话，我牢记在心。2007
年 8 月 20 日，台湾华航公司的一架波
音 737 客机在降落时，突然起火并发
生剧烈爆炸。事后，经调查得出结论，
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就是一颗小小的
螺丝钉。就是这么一颗毫不起眼的螺
丝钉松动，刺破了油箱，引起了此次
事故，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1982 年，我调到公司办调研科工
作。牢固的航空螺丝钉思想，是干一行、
爱一行、爱岗敬业的基石 ；是干一行、
通一行，成为行家里手的动力 ；是永
于担当奉献，献身航空事业的桥梁。
在王泮久等老领导的帮助下，我逐渐
熟悉了新的工作，后来被评为市级优
秀调研员。1987 年，公司创办了公开
发行的专为航空企业微观管理服务的

《车间管理》杂志，期间我还成为省级
优秀科技编辑、省级优秀科技工作者。
2003 年，我在企管办主任李长强的带
领下，开始研究《机械工业班组建设
新模式》。新模式于 2005 年开始试点，
建设 8 厂和 39 厂试点厂 ；创建 73#、
705# 两个示范区后，时任董事长兼总
经理的李方勇在现场称赞“8 厂班组建
设好，很震憾！”之后，公司 29 个生
产厂全部展开。2007 年，中国一航在
辽宁大厦召开班组建设工作会议，一
航领导带领 200 余名全行业领导到沈
飞观摩班组建设新模式实践，给予了
充分肯定。沈飞企管办研究成功的《机
械工业班组建设新模式》获国家级创
新成果一等奖 ；辽宁省创新成果一等
奖 ；沈阳市现代化管理成果一等奖。

2011 年退休后，我依然活跃在航
空战线。相继参加了沈飞创建六十周
年航空博览园改扩建、沈飞空军军代
表荣誉室建设、老年大学授课、沈飞
航空博览园讲解以及为央视拍摄现场
讲解沈飞飞机史等工作。

螺丝钉虽小，如果缺了它，飞机
就无法正常飞行 ；如果没有拧紧，该
紧固没紧固，产生多余物，也会使飞
机发生故障。对于航空事业，航空工
业的每一名员工就如一架飞机上的一
颗螺丝钉。正是靠许许多多的螺丝钉
连接和固定，飞机才能成为制敌的利
器。航空大发展，一颗颗牢固的航空
螺丝钉至关重要。这一点，沈飞的年
轻一代都知道。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尽己之力，
当先带头。在每个需要我发光发热的
地方，我会继续发挥一个牢固的航空
螺丝钉的作用，为祖国的航空事业贡
献力量。

                              （刘琳　整理）

质量就是责任
|| 陈浩

众所周知，质量是产品的基
础，没有质量，品牌、发展、竞
争都是空话。尤其是对于航空企
业来说，质量更是企业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基石。

我们的产品是怎么出来的？
答案很简单，设计、生产制造出
来的。质量又在哪里呢？答案也很
简单，在我们的产品里。那质量
是怎样进入我们的产品中的呢？
有人说了，质量是检验出来的，
检验可以区分合格与不合格。又
有人说，你检或不检，质量都已
经在产品里。总不会因未经检验，
产品质量属性就消失了。这样看
来答案就明确了，质量是从产品
的设计、生产制造过程中出来的，
检验是起到把关的作用。

由此看来，在一定程度上质
量是可以控制的。我就从“人的
责任心”方面来论述质量在我手
中这个观点。我认为 ：不管在什
么情况和条件下，人的因素是第
一位，产品是人设计出来的，人
是管理机器的主体，人决定质量，
而非机器决定质量。质量是一种
责任心的培养，因此应该提高员
工的质量意识，让产品质量意识
深入到每个职工的心中。严把质
量关，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起，
我们都是“质检员”，产品在我们
这里验收不合格，就不能流转到下

道工序。无论我们从事什么岗位，
最终都是为产品服务的，也都应
该为产品的质量负责任。我们是
工程师，质量就是设计，好的设
计可以保证工人师傅又快又好地
完成工作 ；我们是操作工，就应
该做好自己的工序，把合格的产
品传递给下道工序。同时，我们
还应该做好来料工序的检查工作，
不能放过任何的问题 ；假如我们
是管理者，就应该做好质量管理
规划工作，设计严谨的工作程序，
培养员工良好的质量意识和质量
能力，提高航空产品整体质量水
平。

除了能力，在我心中，质量
更是一种责任。如果发生质量问
题我们都去推卸，企业怎样生存？
这是一个态度问题。拒绝承担个
人责任，是每一个人都容易犯的
错误。好的管理者和员工，应该
学会习惯于为事情的结果负责任。
眼睛向内看，从自身找原因从而
解决问题。

我刚进手工焊接班组时，接
到某波组件的焊接返修品，它的
不合格原因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经常研究、琢磨应该如何解决。
我的理念是 ：不要让自己的工作
留有遗憾，不要让自己的工作质
量连累整个团队。我希望在未来
的时间里，用更好的工作来提高
手工焊的焊接技术，让手工焊更
好地为我们的产品质量服务。

喂奶妈妈

一 条“ 爱 的 小
径”，一头连接着小
家的支持和小爱的奉
献，一头连接着祖国
的航空事业和一代人
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