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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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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工作也是一种敬业
|| 关红

什么是敬业？对于从事工装设计
工作的我来说，往小说就是严格对照
技术条件、SPS 等文件要求执行，避
免任何质量问题发生 ；往大处回答就
是你愿不愿意将工装设计当作自己的
一份事业来干。有什么样的态度，就
会有什么样的工作状态，也就会有什
么样的工作业绩。这里，我想说的是
我们对待工作应持有的态度。

有的人，把工作当成一件苦差事，
坐一夜的麻将桌依然精神抖擞，坐两
小时的办公桌却精力疲乏。在任务与
工作面前，常常打起小算盘，念起小
九九，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有的人，把工作当成一种简单的
谋生方式，工作在他的眼里无非就是

“一根萝卜、一棵青菜”，在付出与获
得之间唠叨不已，因为得到的不满足，
常常怨天尤人，总觉得上天愧对自己。 

而有的人，则把工作当成一种职
责、当成一种责任，甚至是当成一种
追求。他们已然将工作从谋生的职业，
升华为自己生命中的事业。他们始终保
持着一种激情，有使不完的干劲。他
们用心做好每一件事情，努力完成每
一项任务，就算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 

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对待工作
的态度如何已不重要，因为那已经过
去了。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们
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不论做什么事情，
能不能把工作的责任放在第一位，并
且不再用任何借口来开脱自己应该承
担的责任。在我们希望做一名合格员
工的同时，更应要求自己做一名优秀

的员工。只有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工
作，我们的工作才不再是负担 ；也只
有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工作，我们才能
从工作中获得更多的褒奖 ；也只有用
这样的态度去工作，我们才有可能从
平凡的工作中体会非凡的意义。工作
并不是我们为了谋生才去做的事，而
是我们用生命去做的事。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想成为这样
的人。在“陕飞”这个干事业、创大业
的舞台上，我们学会了怎样工作，学
会了孜孜不倦地追求，学会了无悔地
奉献。我们不当撞钟的和尚，我们不
怨天尤人，我们把工作当成一种责任，
时刻践行陕飞员工勤奋工作的光荣传
统，超前工作、主动工作、努力工作，
就算任务再繁重，也要出色地完成。

带着责任工作是一种快乐。抱着
学习的态度将每一项工作都视为一次
机会。从理念中认识到为别人工作的
同时，其实是在为自己工作。人生是
你自己的人生，工作又怎么会是别人
的工作呢？只有意识到个人价值在利
他的过程中才可以实现，这样才能体
会到工作带给你的乐趣，继而在工作
中逐步找到自我，实现价值。 

工作与人生的哲学就在于——当
工作是一种乐趣时，人生就是天堂 ；
当工作是一种负累时，人生就是地狱。 

我们是陕飞人，我们每一个人都
肩负着一份责任，心里怀着一份理想。
我们继往开来，朝着我们共同奋斗的
目标——将航空事业做大做强。我们
以只争朝夕的工作态度和精神加倍努
力地工作，去实现我们人生事业的辉
煌。

70年来“红与蓝”
|| 裴根

1951 年出生的刘仁泉，与航空
工业同龄，每当聊起航空，他总有说
不完的话。一边推弄着花镜，一边翻
看着斑驳的老照片，刘师傅想起很多
往事。忠诚奉献是红色，逐梦蓝天是
蓝色，对于他来说，这 70 年是红色的，
也是蓝色的。

与航空工业一样，刘仁泉出生在
1951 年，报效祖国的理想打小就在
他心中根植。在航空工业哈飞长大的
他，很小就有了为祖国造飞机的航空
梦。为此，他付出了不懈努力。

1971 年，20 岁出头的刘仁泉迎
来了第一份工作——中小学教育干
事，但这只是起点。在那个年代，“没
学上”困扰了一代青年人。为圆航空
梦，他上夜大，千方百计找书看，一
直暗暗积蓄着力量。终于，在改革开
放的春风中，刘仁泉迎来了在哈飞工
学院继续学业的机会。1981 年毕业
后，刘仁泉分配到哈飞飞机设计研究
所，成为一名设计员，那一年他刚好
30 岁。

当时的哈飞，面临着直 5 和轰 5
两大主力机型停产的困境。当时的中
国，直升机制造技术还很薄弱。为了
给国家提供优质航空装备，刘仁泉和
同事们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作为
新人，他上班就参研了直 9 直升机和
运 12 飞机两型新机。

“那时候，每个月的奖金只有 7
块钱，但我们人穷志不短。勒紧裤腰
带也要干出来。”自强不息，就是那
个时代哈飞人身上最突出的气质。直
9 研制不仅仅是干一个型号，更重要
的是整个研制体系和各种材料的跨越

式进步。这意味着，哈飞人要用几年
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走过
的路程。为此刘仁泉和同事们经历过
太多第一次，已经记不住加过多少班、
熬过多少夜。1992 年 1 月 16 日，第
一架国产化直 9 首飞成功那一天，现
场很多人都喜极而泣，在办公室忙碌
的刘仁泉同样激动万分。这一飞，标
志着中国直升机发展一步跨越了 30
年。此时，刘仁泉和同事们早已顾不
上曾经的辛苦，满心都是直 9 和中国
直升机工业的美好未来。后来的直 9，
进驻香港、参加阅兵，扬军威、壮国威。
后来的中国直升机，新型号层出不穷，
不断发展壮大。每当直 9 参加重大活
动，每当有人问起，刘仁泉都会骄傲
地对周围人说：“这地方是我设计的。”
刘仁泉说 ：“干航空，是我一生的光
荣。”

运 12 是刘仁泉的“老伙计”，他
设计的第一个作品就应用于运 12 座
舱。座舱应该咋设计？当年的刘仁泉
也是一头雾水。那时没有互联网，不
能查资料，书籍也同样有限，他和同

事们几乎是在零基础上完成的设计。
现在听来，简直难以想象，可运 12
研制的每一步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运 12 研制的意义不仅在于型号本身
和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应用，更重
要的是它推动了中国民机适航体系从
无到有的进步。”说到这儿，刘仁泉
拿出一枚立功奖章。这枚奖章，是运
12 获取中国民用航空局型号合格证
时获得的，他收藏至今。紧紧握着奖
章，刘仁泉又饶有兴致地讲述了很多
和运 12 有关的中国“第一次”，第一
次取得美国联邦航空局型号合格证、
第一次出口海外、第一次成为总统座
机、第一次征服世界最危险机场……

上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的时光
最难熬，但正是因为那时的坚韧，才
为哈飞后续的两翼齐飞奠定了坚实基
础。后来，刘仁泉负责的型号越来越
多。后来，哈飞的变化越来越大。曾
经型号捉襟见肘的情况不复存在，直
9 和运 12 都形成了系列化发展的大
家 族， 直 19E、AC312E、AC352、
运 12F 等一个又一个新型号展翅蓝
天，一项又一项的“中国制造”空白
也被填补。曾经的手绘图纸变成了电
脑建模，曾经的老旧机床变成了自动
化生产线，曾经要靠加班加点才能干
成的事现在也变得容易。时光荏苒，
哈飞的变化日新月异。和很多哈飞人
一样，刘仁泉既是创造者，是亲历者，
也是受益者。“我刚进厂时，哈飞有
17000 多人，干 2 个型号仍然吃力。
现在是 6500 多人，干那么多型号都
应对自如。”“我第一套房子 20 多平
方米，第二套房子 80 多平方米，现
在的房子是 120 平方米，生活变化也
是翻天覆地。”这些变化，刘仁泉乐
在心里。

虽然退休了，但刘仁泉始终牵
挂着航空，牵挂着哈飞，“忠诚奉献、
逐梦蓝天”的航空报国精神早已深深
印刻在他心中。回首这 70 年来的“红
与蓝”，刘仁泉深情地说 ：“祝福航空
工业生日快乐。”对仍奋战在一线的
航空人，刘仁泉满心期待。他说：“一
定要继续努力，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
出更大贡献。”

1989 年，刘仁泉在办公室手绘
产品图纸。

匠心不改 我心依旧
|| 李璇

1968 年的冬天，沈阳国营 112
厂门前白雪皑皑。年仅 17 岁的我跟
随父母离开一直生活着的沈阳，举家
前往贵州开始新的生活。

沈阳国营 112 厂，1957 年启用
厂名国营松陵机械厂，1986 年更名
为沈阳飞机制造公司，是新中国战斗
机重要的生产基地。我的父母都是
112 厂的职工，投身于新中国歼击机
的生产制造工作。1968 年，为了响
应国家号召，支援国家三线建设，父
母怀着为国防军工事业奉献青春与生
命的热情，离开故土，带着我来到了
偏僻山区贵州安顺进行三线建设。

和中国航空工业同龄，伴随着中
国新一代歼击机成长，看着父母为了
国家的国防事业举家搬迁，那时候刚
刚 17 岁的我，年轻的胸膛里跳动一
颗为国奉献的火热之心，迫不及待要
将自己奉献给航空事业。

来到安顺，恰逢贵州风雷机械厂
招工，我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成为一
名铣床操作工。从我第一次走进厂房、
站在机床旁、拿起待加工的工具，我
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做最好的铣床操
作工。

这一刻，我的半生制造岁月，拉
开了帷幕。

从最普通的零件加工学起，日复
一日的勤学苦练，我在风雷机械厂用
铣刀打磨出一件件精密的航空产品。
随着日积月累，操作本领一天天在增
长，我也从一名普通的铣床操作工，
成为班组长。

上世纪 80 年代，航空工业导弹
院到贵州寻找高水平的技术能手参与
生产线建设及后续的制造工作，已经
成为铣床一把好手的我，成了不二人
选。

走还是不走？留在原岗位，侍奉
在父母身边，还是离开熟悉的环境重

新开始？我决定 ：“走，
到更需要我的航空一线
去， 到 更 需 要 的 岗 位
去。”这一次，我和身
为质检人员的妻子，带
着女儿，踏着父母曾经
走 过 的“ 奉 献 之 路 ”，
再一次为了航空事业，
举家搬迁，来到洛阳，
成为中国空空导弹零件
的加工者。

新的生产线建设如
火如荼地展开。火热的
厂房里，日日夜夜灯火
通明。面对新技术、新
思路、新方法，我深感知识的欠缺、
能力的不足。白天认真看、仔细记，
学习其他专家加工零件的每一步 ；晚
上就反复地琢磨、反复地练习，不清
楚的地方，第二天再带着问题咨询专
家。从小批量投产到大规模生产，我
在铣床上的功夫渐渐显露了出来。

航空制造从事的一直都是高精尖
零件的加工，加工误差往往都要控制
在微米以下，加工报废率也很高。0.01
毫米往往是空空导弹零部件对精度的
要求。曾经有一个直径 6 毫米的零件，
需要在四边开出 0.5 毫米的槽子的加
工难题。零件加工不是问题，但装夹
工具却让工友们犯了难。太细的零件，
铣床一开动，夹具就和零件发生共振，
刀具很容易在零件上“开错”，零件
的废品率居高不下，大大影响了产品
的配套。

零件交到了数铣一班班长的我手
里。我将零件拿在手中，在机床前久
久思索，从加工方法到工装夹具，设
计出了一个新的装夹工具，利用小型
的老虎钳杜绝振动的发生，将零件的
废品率一下子降低了，按时完成了产
品的配套。

正是在这段虽然艰苦，但每个人
都铆足劲头，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
岁月里，我们数控铣一班，有一个年
轻的技术人员不断地钻研琢磨，在工

作中大放异彩，他就是后来享誉全国
的“大国工匠”鲁宏勋。鲁宏勋的勤
奋、好学也激励着我不断进步。1990
年，我也顺利通过高技班的毕业答辩，
取得了高级技工的资格。

2005 年， 已 经 年 过 半 百 的 我，
不得不离开操作了大半辈子的铣床。
但我不舍得离开一线，不舍得离开我
一直奋斗的战场，主动请缨，成为“鲁
宏勋班”的刀具准备员，负责班组十
几台设备的刀具准备工作。

虽然已经不在一线，但我依然秉
承认真负责的态度将工作完成。我把
种类繁多的刀具分类放好，用标签注
明刀具名称。每批次零件加工完成后，
都会及时督促加工师傅把使用的刀具
尽快拆卸，完成整理包装后做好详细
记录，当下一次需要使用时，能够立
刻完成准备工作。在我心中，刀具准
备就是为大家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虽
小，但不能出一点差错，否则会造成
无法弥补的质量事故，所以一定要小
心再小心。

作为刀具管理员的每一个清晨，
头发花白的我会提前到岗，每台机床
的刀具使用状态并准备到位，让每台
机床在使用时都不会因为刀具问题而
产生质量问题。那是我身为一名航空
人所能做到的，应该做到的。

2011 年的冬天，60 岁的我已经
在航空事业整整奋斗了 43 年。退休
的那一天，我又去摸了摸自己干了一
辈子的铣床，拿了拿自己加工了一辈
子的零件。虽然身不能再在一线，但
我的心永远在一线，我也将和所有奋
斗着的战友们一起，盼望着中国的航
空事业蒸蒸日上，为祖国守好那万里
碧空。

匠心不改，我心依旧！
               （根据王金强口述成文）

王金强和工友们在“鲁宏勋班”的厂房内合影。
右四为王金强。

1993 年，刘仁泉与其参与设计的运 12II 型飞机。

他们来了
歼 20 用自信和开放的亮相，

彰显大国航空的跨代飞跃！歼
20 用加速的呼啸和漂亮的转身，
向中国航空人致敬，向全体中
国人致敬！

|| 赵子萱

2016 年 11 月 1 日上午 8 时，
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人头攒动、彩
旗飘扬，第十一届中国国际航
空航天博览会在这里召开，从
世界各地涌来的航空航天爱好
者汇聚在此，空气中弥漫着熟
悉的兴奋气息，和一丝与以往
不同的、新鲜的期待味道。

 “哎哟，你这徽章，待会儿
戴上刚刚好！”

“我这可是限量版的！”
航空工业成飞展位边异常

热闹，换徽章的人们围成小圈，
胸前的带子上别着的“枭龙”、
展开手掌出现的歼 10、从背包
里小心翼翼拿出的“云影”，还
有讨论的焦点——大家似乎都
翘首以盼的那位主角，都把气
氛推向高潮。

 “今天天气太好了，他可一
定得来啊！”

“就是，前几天双台风刮得
我心灰意冷！”

清晨的雾散去，阳光渐渐
透出来，洒在会场前的“炮楼”
上——这里不少“长枪短炮”已
经架好，摄影师找好位置开始

调试相机，镜头齐刷刷朝向万
里无云的天空，向日葵般昂着
头等待着什么。

10 时整，人群仿佛得到召
唤，纷纷从展厅汇向广场，孩
子骑在爸爸的肩头，军迷呼朋
引伴分享刚得到的消息，老人
扶着栏杆静静注视北方，人们
似乎都在等一个万众瞩目的时
刻，迎接一个久闻未见的惊喜。

10 ：20，场馆上空传来引
擎的巨大轰鸣声。所有人的心
追随这惊天动地的轰鸣，震颤
着，惊喜着。他们睁大眼睛在
空中寻觅，直到两架战机的剪
影出现在视野当中。“他们真的
来了吗？”如期而至的相会让
人觉得不真实。

是的，他们来了！我国自主
研发的第四代隐形战斗机——
歼 20 来了！这是他们的第一次
公开亮相！

轰鸣声由远及近，只几秒
时间，两架迷彩涂装的飞机已
踏上“T 台”。他们先是编队通场，
狭长的机身刺破天空的平静，用
低飞带来的沉雷声响贯穿南北。
接着他们兵分两路，扶摇直上。
那左僚机变戏法般翻腾转身，迅
速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将空中
舞台尽数让给右僚机。只见那
留在表演区域的战机毫不怯场，
开始大坡度盘旋，一个左盘旋
连着一个右盘旋。紧接着半滚
转身，机翼上方卷起银色涡流，
像未来战士的披风，伟岸俊逸。
它越过人群，绕过主席台，向

全场自信致意后急速攀升，似
一把利剑直插云霄，融入九天
之上——歼 20 首次亮相，完美
落幕。

10 ：21，有人在疯狂呐喊，
有人在挥舞手臂，有人在激动
流泪。歼 20 用自信和开放的亮
相，彰显大国航空的跨代飞跃！
歼 20 用加速的呼啸和漂亮的转
身，向中国航空人致敬，向全
体中国人致敬！

这惊艳登场浓缩了多少人
的心血，这惊鸿一瞥达成了多

少人的心愿。这耀世亮相的一
分钟，被相机定格，被高清画
面转播给大江南北。

央视的直播间里，主持人
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 ：“这次亮
相，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又一座
里程碑。这一刻必将被历史铭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