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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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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重力“游戏”
|| 刘翘楚　张玉嘉

这个夜晚，四代机研制的又
一项技术难点完成攻关，碳纤维
锯齿蒙皮制造、加工、检测技术
实现了全方位突破。

4 月 24 日 23 时， 狂 风 大
作，大雨倾盆而下，马路上的积
水已经吞没了半个自行车轮。而
此时的航空工业成飞 404 厂房
内，刺耳的切削声与窗外的暴雨
冲刷声交相呼应着，机床前围着
的几个人正在等待零件装夹的
检查结果。其中就有刚从清华毕
业不久的隋少春，他看起来十分
紧张——由他编制的锯齿蒙皮工
艺正在进行首件加工，这也是歼
20 碳纤维锯齿蒙皮攻关项目的
第一项零件，成功与否全看这最
后一刀。

负责本次歼 20 攻关的主任
师——崔雅文站在一群年轻人之
中，一丝淡淡的从容让他看起来
像是超然物外。这种从容来源于
他过往的丰富经历 ：曾经带领一
代又一代的青年人，经历多个机
型研制的艰苦岁月。这种超然来
自于他对整个制备流程有充分的
信心 ：在这套综合设备、操作工
艺和校对模式的标准体系下，出
错反而是无法想象的。崔雅文饶
有兴致地环视四周，观察年轻人
的各种表情，仿佛回想起自己的

青年时代，想到自己当初通过不
断努力，一步一步在技能和心态
上走向成熟，他深信这些充满干
劲的小伙子会更出色。

崔雅文的信心不无根据。由
于蒙皮这类大曲率零件一旦从工
装取下，就无法重新定位测量，
而且数控厂的在线测量技术并不
成熟，在实际加工中还从未使用
过。为了攻克这个技术难点，隋
少春几乎是从零学起，与同样喜
欢钻研的高级技师李卫东合作攻
关，吃透在线测量的理论知识。
白天，他们各自完成其他工作 ；
晚上，他们就一起琢磨“干二班”：
怎么找基准？使用多大的测头？
摆多大的角度比较合适？如何编
制测量程序？他们几乎每天都奋
战到凌晨一两点，连公司门口的
保卫大叔都和他们相熟了。

终于完成装夹检查的李卫东
从机床工作台快步走下来，显得
有些沮丧。

“零件真空吸不上！” 此话
一出，周围的空气瞬间凝滞。

崔雅文沉思片刻，马上决定
借用外力辅助装夹——但如此大
的外力从何而来呢？

“有了！”说完崔雅文便转
身离开。不一会儿，乌压压一群
人在夜色中有说有笑地突然出现
了，原来这外力竟然是人！垫上
一张大泡沫板后，9 个人像玩游
戏似的依次站上去，最终通过人
体的重力赶出空气，将零件吸住。

一切准备就绪后，机床运行

铣刀开始旋转，沉重的主轴一会
儿如优雅的舞者在空中划出曼妙
的弧线，一会儿如专注的画师在
纸上挥毫泼墨……

当刀具停止旋转的那一刻，
隋少春望着碳纤维蒙皮光滑的切
边，急促的心跳渐渐归于平稳，
零件终于顺利完成加工。凌晨 1
时半，经过测量数据全部对比完
成，点误差均在公差带之内，首
件合格！

隋 少 春 难 掩 喜 悦， 和“ 战
友”李卫东、崔雅文拥抱在一起。
经历了连续好几个月的高强度工

作，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四代机研制的又一项技术难

点完成攻关，碳纤维锯齿蒙皮制
造、加工、检测技术实现了全方
位突破。404 厂房外狂暴了一夜
的雨势已偃旗息鼓，低调了一晚
的月儿拨开云雾，温润的光终于
洒向这群还在兴奋地讨论着、感
叹着的人们身上。

那些平凡却闪着光的记忆
|| 殷灿冰

 
我叫殷灿冰，今年与航空工业

一起迈向 70 岁。与航空结缘是在
1976 年，那一年我刚从成都长征航
校毕业分配到航空工业成飞。那时
成飞所处的黄田坝还是郊区，只有
一条简易公路通往市区，其他的土
路颠簸得连自行车都没法儿骑。父
母家在成都凤凰山边的西金厂，距
离黄田坝 20 多公里，每天我要骑
自行车往返 40 公里上下班。想到
我 27 岁了还能有机会到飞机制造厂
上班，心里的感激与激动都化成了
踩脚踏板的力气，一踩就是十多年。
直到 1990 年，我搬到成飞家属区，
已经骑坏了三辆自行车。

作为年纪比较大的“新员工”，
我很珍惜这份工作。因为早年上过
山、下过乡，工厂干活的苦在我看
来都不觉得苦，干起活来也特别卖
力。什么重活累活，我都抢着干，
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劲儿。那几年成
飞公司迎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正
加大力度扩招、搞生产，光从长征
航校就陆续招来 1000 多名毕业生，
主要在机加、钳焊等各分厂干活，
有干铣工的、干车工的、干钳工的，
我干的是磨工。

我们用的是老式刃具磨床，即
使有师傅带，但对于精度的掌握还
是要靠经验。为了早一点掌握技巧，
减少零件出问题的概率，我就趁别
人休息的时候多上手。进给力度、
磨削声音、装夹深浅，这里面有不
少学问，一钻进去常常忘了时间，
几个小时下来，衣服上、脸上全是
粉尘。

之后的几年，航空工业不断发
展壮大，成飞开始大量生产歼 7 飞
机，我们刀具车间的工作也更忙了，
每个月的订单多到只能按照特急件、
急件来分配。那时的 43 车间，加班
是常态，磨工是最后一道工序，每
个月的最后一天都需要通宵赶工。
我们每次都能在天亮前守住节点。
每个人都想着赶快把刀具又快又好
地磨完，好让零件部门保住生产节
点，让更多飞机飞上天。

慢慢地，成飞的厂房越盖越多，
上世纪 80 年代，我所在的五分厂已
经扩大到七、八个车间，人数也增
加到 1000 多人。后来，航空工业
开展 “军转民、内转外”，开始了改

革开放、保军转民。成飞积极响应
号召，快速调整了产业结构，增加
了许多民品生产任务，当时生活中
能看到的干洗机、千斤顶、摩托车
等日用品都有了“成飞牌”的身影。
那时候条件也好一点了，公司家属
区也成规模建起来了，大家伙儿一
个个都干劲十足，我也在 1985 年被
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

1988 年， 成 飞 开 始 做 转 包 项
目，当时最有名的麦道系列客机机
头，是中国最大的民机转包项目之
一。一些全硬质合金的刀子被送来
磨，我们使用的氧化铝砂轮损耗特
别快，还达不到很好的效果，非常
影响加工效率。后来厂里用上了金
刚石砂轮，磨刀速度大大提高，粉
尘也减少了，我们高兴了好一阵。

为了提高加工效率，我们想了
不少办法。磨床自带的通用刃具磨

夹具又笨重又不好操作，我和工艺
员杨昌留一起跑到外单位“取经”，
又回头自己钻研、问老师傅。有人
劝杨昌留放弃，他却为了能解决我
提的问题，默默加班、查资料，不
时跑到现场跟我一起商量解决方案。
只要我有更好的想法，他就立马加
到他的设计中，就靠这种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精神头，我们最终把更高
效、更轻便的专用刃具磨夹具给整
出来了。这个夹具为我们解决了大
问题，后来所有的老式磨床上一直
沿用。

进步就是这样一步步积累，在
积累中迭代的过程。航空工业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这个过程中，无
数航空人积极奉献、刻苦钻研，留
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技术的创新，
这些都让后来的路越来越好走。90
年代，航空工业迎来了跨越式发展。
电视上，越来越多的中国战机开始
飞向蓝天。我渐渐明白，航空工业
肩负着的重要使命，那是关乎国家
安危、民族存亡的。保密工作做得
很严，但我仍隐隐感觉出，我们制
造的飞机越来越先进了。歼 10 首
飞那天，所有高处的看台全部站满
了人，我离得远，但巨大的轰鸣声
仍将我的心震得发颤，那一刻，心
里的自豪感像要从胸腔涌出来。即
使我不在装配一线，但一想到我曾
为它工作，我还是激动得热泪盈眶。
首飞成功后，我很荣幸获得型号首
飞三等功，“我为型号做贡献，型号

成功我成才”这句口号成为我之后
岁月中不竭的精神动力。

1996 年，我被调到当时的劳资
处。那时我已经 45 岁了，劳资处从
来没来过这么大年纪的“新员工”，
什么都要从头学。那几年公司的发
展可真快呀，身边多了很多名校毕
业的年轻人。我的主任比我年纪小
得多，他从部门要来一台微机，教
我打字、做表格、建文档，还送我
参加公司组织的计算机知识培训。
他跟我说，以后办公是离不开计算
机的，要早点学会才能解决更复杂
的问题。我也还算争气，只要懂一
点微机的，我都去请教，一门心思
要搞懂。不久，便能够顺畅使用进
行办公，还能自己创新设计一些实
用的表格。

在劳资处那几年，感触最深的
就是工人们的工作环境一年比一年
好了。因为要建立工时标准，我大
部分时间都在生产现场，最开始，
很多工种环境是很艰苦的，后来不
断有数控设备代替老的机床，噪音、
粉尘都有了很大改善。

如今，我已退休 10 年了，当年
开过的老式磨床现在可能都没有了，
更多的是高科技数控机床、自动化
设备，很多我也叫不出名字。这 10
年，我总想着还能为公司做点什么，
社区的业委会、老协会、退休党支部，
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2020 年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我在支部成立党员
先锋志愿者队伍，打头阵、发动各
方力量，帮助社区安全度过危险时
期。无论干什么，我都像当初在一
线干活那样，踏实做好、无愧于心。
我享受着为社区、为大家服务的退
休生活，但每一次听到飞机呼啸而
过，我仍忍不住抬头张望寻找它们
的身影，怀念起记忆中的岁月。

近年，航空工业发展得越来越
好，先进战机越来越多，我们的祖
国也越来越强大。很开心能和航空
工业一起度过 70 岁生日。我只是一
名普通的航空人，有无数像我这样
的航空人前赴后继、持续接力，在
不同的时代下续写着航空工业的历
史。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年轻人了
解航空、加入航空，让祖国的天空
飞出更多先进的战机。

航修伉俪
|| 侯志军　王桂云

我叫侯志军，1951 年出生，1968
年的下乡知青，1970 年招工进入航空
工业吉航，先后担任飞机总装车间导管
修理工段的制造修理钳工、工段长、车
间调度员、调度组长 ；我老伴叫王桂云，
也是 1951 年生人，1970 年招工入厂，
先后担任飞机特设修理车间仪表修理工
段陀螺仪表、发动机仪表的修理工、检
验员。1977 年经人介绍，我俩恋爱结婚，
被同事称为“航修伉俪”。我俩各有各
的岗位，各有各的故事，也是“航空报
国、航空强国”不断创新超越的亲历者、
见证者。

先说说我老伴王桂云，她工作认真、
刻苦钻研、技术精湛，仪表轴尖研磨、
平游丝是她的“拿手活”。凭着高超技
能和优异业绩，她成为工厂首批电动仪
表技师。生活上我俩恩爱有加，工作上
争先创优比着干，但也有因工作和生活
小事“拌嘴吵架”的时候。记得有一次，
事业心都强的我俩在工厂“生产大会战”
期间，平生第一次吵了架。因为都加班，
她很晚才到工厂托儿所接孩子，孩子委
屈的不得了，我看着心疼，两口子为此
翻脸“摔摔打打”几天没说话。这段人
生小插曲，是“为大家舍小家”的工作
体现，是我们这代人奉献青春、忘我工
作的缩影，至今回忆起来仍津津有味。
她连年被评为空军装备部“部级优秀检
验员”“工厂级质量标兵”。这是我不如
她又羡慕她的地方。

我是 1959 年冬天随父亲工作调动，
从沈阳国营 111 厂来到了地处吉林市郊
区松花江畔的国营 531 厂（现为航空工
业吉航）的厂子弟，亲身经历和见证了
工厂艰苦创业、兴衰交替、奋发进取的
激情燃烧岁月。 

令我终生难忘的 1994 年，工厂军

品任务锐减，生产经营在低谷中徘徊，
工厂从第一次创业鼎盛时期开始衰落，
有的人跳槽了、有的人下海了，可我坚
守奉献航修事业，初心不变。依靠航修
优势上新机、打开国际飞机修理市场，
成为当时工厂谋取未来发展、冲出低谷
的战略思路。当工厂上下求索、寻求发
展之际，空军下达的 7 架老挝米格 21
比斯、1 架国产歼 8（白天型）飞机的
试修任务落在了工厂。真是久旱逢甘露，
工厂紧紧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掀起了

“比斯出国门、歼 8 上蓝天”的二次创
业热潮。大家憋足了劲儿，要打一个漂
亮的翻身仗。我作为车间调度员，深入
到导管制造修理一线，与工人、技术员
一道艰苦奋战。从技术工艺准备、奔赴
洛阳调研采购新设备开始，到攻克了歼
8 暖气管改材质制造等多个难关，我传
授比斯飞机大口径输油管的弯管制造技
术，努力协调，保证备件、缺件到位，
星光月半、风雨无阻，加班加点，那时
几乎天天吃住在工厂。经过一年多的苦
战，工厂产品按时交付，空军确定工厂
为“歼强机修理基地”。虽然人累瘦了，
家也顾不上了，但到了两型飞机试飞成
功转场的那一天，听到看到了中央及省
市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工厂陆续进行专
题报道，我哭得像个孩子。

还有一件令我感到骄傲的事。2005
年，我作为专家出国到缅甸援建，我这
个东北人“享受”着缅甸异常炎热的天
气，每天汗水淋淋，也成为专家组最忙
碌的人。

如今，我俩工作过的吉航已经发生
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现代化的新厂房、
产品升级换代、修理能力大幅提高，核
心竞争力显著增强，在打造国内领先的
航修旗舰征途上奋力奔跑。我和老伴衷
心祝愿祖国航空事业无限辉煌，衷心祝
愿航空工业吉航蒸蒸日上。

让安全工作成为一种习惯
|| 冯义党

在工作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同
样的安全隐患问题屡次出现，为什
么得不到根除呢？究其原因，就是
一些职工在生产工作中安全意识淡
薄、安全责任心缺失、安全知识缺
乏，导致无法养成良好的安全工作
习惯，久而久之可能会造成安全事
故发生，后悔莫及。

安全对于一个人意味着健康，
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和睦，对于一
个企业意味着发展，对于一个国家
意味着强大。安全工作不仅是对自
己人身的一种保护，也是对工作的
负责，更是对家庭幸福的担当。养
成良好的安全工作习惯，从日常点
点滴滴的安全行为规范做起，杜绝
自以为是、想当然的坏习惯，才能
消除安全隐患，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确保自己处于安全工作的环境中。

让安全工作成为自己的一种习
惯，首先要加强自己的安全意识。
安全意识是人们头脑中建立起来的
生产必须安全的观念。人们在生产
活动中，对各种各样可能对自己或
者他人造成伤害的外在环境条件的
一种戒备和警觉的心理状态。要提
升自己的安全意识，树立正确的安
全工作观念，遵守“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
针，在工作中时刻保持安全工作警
觉状态，规范自己的安全工作行为，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养成一种良好
的安全工作习惯，把安全隐患消灭
在萌芽状态。

让安全工作成为自己的一种习
惯，其次要加强自己的安全责任心。
责任心是安全之魂，责任心是具有
责任感的心态，指个人对自己和他
人、对家庭和集体、对国家和社会
所负责任的认识、情感和信念，以
及与之相应的遵守规范、承担责任
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态度。要加强自
己的安全责任心，端正自己的工作
生活态度，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
履行工作职责，规范安全工作行为，
时刻牢记安全生产重于泰山，积极
完成每一项工作，把安全责任心落
到实处。

让安全工作成为自己的一种习
惯，最后要认真学习安全知识。安
全知识是人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
对避免危险、消除威胁、防止事故
等安全方面规律的认识和经验总
结。要学习安全知识，掌握安全防
护技能，熟悉自己工作岗位中存在
的安全隐患，规范自己的工作行为，
根据工作要求正确佩戴劳动防护用
品，安全使用电器，规范操纵工装
设备，按照工艺流程完成各项任务，
养成一种良好的工作习惯，使自己
时时刻刻处于一种安全的工作生活
环境中。

安全来自警惕，事故源于麻痹。
让我们在工作生活中养成一种良好
的习惯，学习安全知识，加强安全
意识，在工作中担起责任，让企业
放心、让家人安心。时刻提醒自己，
安全高于一切，安全幸福千万家，
安全来自我们良好的工作习惯。

殷灿冰所在的足球队获奖合影留念（第三排左一为殷灿冰）。

殷灿冰在操作磨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