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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设计员的责任与担当
|| 李云笑

“做不出来我辞职”，从航空工业
新航平滤研发中心电气组传出来一个
坚定的声音。这个军令状从一向文雅
的姚猛口中发出，给大家带来了无比
的震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平滤公司接到客户“在线
检测滤芯真伪”的需求，这个技术在
市场上是空白，对平滤公司也是一个
挑战。姚猛和电器研发组快速反应。
他们反复查找资料，与客户沟通，决
定以嵌入式系统解决问题。

但这项系统需要专业的程序商进
行编写，他们在深圳、上海整整找了
一个月，才找到一家合适的程序商，
双方约定在春节前完成样件交付。可
腊月十三，距离节点只有 23 天的时候，
对方突然变脸。给了平滤公司两个选
择，一是程序 40 万元卖给平滤，每
次产品调试、升级另付费用 ；二是要
求成为独家供应商，不得开二供。一
个不知道能不能达到客户要求的程序
要价 40 万，每次调试、升级还要另
付费？项目还没上，就被人卡住脖子，
难以接受。

“产品能不能及时交付？不行我
们就定别家。”“你到底怎么给人家谈
的？负责不了不早说？”客户的催促、
同事的埋怨、供应商的要挟，压得他
喘不上气来。他想不通，说得好好的
程序商为啥突然变脸，他更不甘心自
己多年的努力，因为这件事情被同事
质疑。

腊月十五晚上，经过 3 天的考虑，
姚猛决定拼一把，自己编写程序。可
这件事对于姚猛来说是拼，但对于平
滤那就是赌。他拿什么来保证他的决
心？毕竟已经毕业 7 年的他不曾触碰
编程，更别说还有一个全新的 NFC
技术。他拿什么让领导信任？姚猛保
证，大年初六项目做不出来，他辞职！

领导答应了！姚猛就一头扎进了
项目的编写中。没有硬件，从网上买
模块自己组装。但临近春节，很多网
店不再营业，加上 NFC 模块本来就
属小众化产品，多数网店没货，客服
也不回复，姚猛就根据备注，挨个打
电话，央求人家能不能帮忙找个模块，
能不能尽快发货？三天，姚猛整整打
了 200 多个电话，终于有家店帮他发

货了，接下来就是软件设计。
查资料、编程序，根据客户的要

求不停地调试，姚猛说那段时间连做
梦都是一排排的电子数据。大年初二，
他终于把测试成功的模块固定在产品
上。正月初六，他准时带着产品出现
在了客户的办公室，完成了与整车的
对接，整个测试一次通过。客户满意
地说，你的水平比友商找来的专业编
程人员还高。姚猛深深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终于对得
起领导的信任。

样件的成功，验证了客户的需
求可以实现。但因为时间的缘故，样
件用的是非车规级芯片，要想在整车
上使用，芯片必须换成车规级。全新
的平台带来的是全新的开发，那段时
间，姚猛没有加班，下班就回家，吃
完饭就扎进书房调试程序，一干就是
凌晨一两点。连着 1 个多月，孩子经
常问爸爸去哪了？“爸爸在家呀，只
是你幼儿园放学的时候，爸爸在书房；
早上你睡觉的时候，爸爸去上班了。”
家人这样回答。

汗水没有白流，这个项目实现
了客户在线监测滤芯的真伪功能的同
时，还实现了滤芯寿命的预测，取得
六项专利。新航平滤也凭借其前沿的
设计思想、良好的产品性能、出色的
品质获得了“中国心”2020 年度十
佳动力总成零部件荣誉 ；他的母项目

“智能一拖三”，获得了航空工业机载
第一届创新创意大赛设计研发类二等
奖。

一张军令状，一份责任心 ；一个
上进心，六项新专利 ；姚猛凭着这股
不服输的劲头，为平滤公司“智能滤
清器”的研发跑出了“加速度”。

女“焊”子的光芒 
——记航空工业制造院“三八红旗手”李菊

|| 朱珊

初春的午后，阳光泼洒，“李菊，又去现场
吗？”一个瘦削的身影放慢了速度，回眸现出
一个明媚的笑容 ：“去！”转身又继续行走在绿
意渐发的春天里。

她就是李菊，航空工业制造院线性摩擦焊
专业领域的青年骨干。她十几年如一日，一路
钻研、一路攻坚， 似一朵铿锵玫瑰，傲然绽放。

冥冥之中结缘焊接，年纪轻轻挑起大梁

“80 后”的李菊，最初的梦想并非从事焊接
专业，甚至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她还专门避开
了填报焊接专业。然而阴差阳错，李菊还是被
调剂到了焊接专业，就这样，开启了她的女“焊”
子的逐光之路。

俗话说，干一行爱一行，李菊并没有因为
焊接不是自己心仪专业而放弃钻研，而是投入
高昂的学习热情，认真学习，刻苦钻研，以优
异成绩毕业并继续留在制造院发光发热。

2010 年，入职仅两年的她便开始作为项目
负责人，承担焊接整体叶盘的攻关任务。第一
次独挑重担，她既兴奋又紧张，“当时做梦都在
焊叶盘”很快李菊便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一次
次解决技术难题，令同事们刮目相看，称赞连连。
2019 年，她与项目团队首次突破了技术难度极
大的整体叶盘所有叶片一次性焊接和焊前无余
量叶片焊接技术，提高了焊接效率，解决了重
复装夹带来的定位精度降低问题，她却说自己
做得还远远不够。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李菊深知自己肩头
的担子有多重。于是，文文静静的“小姑娘”
不见了，沉着冷静把控大局、技术过硬不断精
进的“项目负责人菊姐”出现了。她一边以身
作则，钻研焊接技术，一边开朗热情地与同事
相处，调节工作氛围。

攻坚克难毫不畏惧，屡败屡战终迎突破

2020 年对李菊来说，是压力与使命并存的
一年。她勇挑重担，承担了某型飞机大型框梁
构件的攻关任务。这个项目的难度实在不容小
觑，新材料、新结构、新设备，焊接面积及焊
缝长度已达到已知线性摩擦焊技术的最大极限。

某个夏夜十时半，通明的厂房里，李菊和
项目组成员紧张地等待着研究付诸实践的结果，
一阵耀眼的火光之后，“焊上了！”大家高兴地
鼓起掌来，悬着的心似乎放下了。但是当李菊
对焊好的零件进行检测时，却在焊缝中发现了
裂纹。李菊坦言 ：“当时，真的遇到了从事线性
摩擦焊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很多时候，晚上

睡一会儿就会醒过来，开始想接下来的工作该
怎么做。只有在现场，心才是踏实的。”

接下来的时间里，李菊和项目组成员不断
调整工艺方案，屡败屡战，对每个工艺参数都
认真记录并仔细分析。奔波于夏日的厂房，汗
水浸透了工作服 ；深夜安静的办公室，泪水也
曾悄悄打湿满是数据的笔记本。但她从未放弃，
咬紧牙关，与团队成员通力合作，终于摸清了
材料、工艺与结构之间的匹配性。最后一次 1 ：
1 实物焊接完成后，李菊再一次怀着忐忑的心对
零件进行检测，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焊缝
质量及尺寸精度均满足设计要求。回忆到这里，
她会心地笑了，“现在压力还是挺大的，我手上
还有三个项目，活儿不能停。”

先锋模范躬身笃行，传承接力不忘初心

有计划，有态度，工作起来高标准严要求，
生活中开朗热情好沟通，勇于自我剖析。作为
党小组组长，她以党建融入并促进中心工作为
宗旨，积极协助支部开展各项工作。“作为科研
人员，做好本职工作，遇到问题迎难而上，这
就是我们的先锋模范，名副其实的先进。” 这是
同事眼中的李菊。

李菊在不断学习深造、雕琢自己的同时，
还不忘传承，悉心指导新人。“一路走来，是我
的老师张田仓研究员的教导，才让我少走了很
多弯路。”她也把自己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毫无保
留耐心地传授给自己的“徒弟”，和他们共同钻
研新技术，解决新难题，是他们口中亲切的“大
师姐”。

草木曼发，春山可望。李菊一心专注于线
性摩擦焊技术，研究那一道道光芒背后的奥秘，
在逐光的路上，自己也闪耀着光芒。

机加线上的“老黄牛”

|| 陈思敏　晏勇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
在航空工业导弹院十三分厂就有这么一位
辛勤耕耘、埋头苦干的老师傅，他叫翟墨。
今年 57 岁的翟师傅自 1982 年参加工作以
来，一直在机加线上工作，至今已连续奋
斗了 38 年，见证了导弹院旋压加工的发展
历程。

1982 年，18 岁的翟墨进院参加工作，
他的父亲建议他学习机械加工，目的是为
了学门技术，靠手艺吃饭。起初他学的是
车工，后被调配到了旋压岗位上。刚跟师
傅学徒时，每当看到钢制空心坯料经过旋
压加工后被擀制成薄型筒体时，他感到很
惊奇，强烈的好奇心使他喜欢上了这份工
作。从此，他便认真跟师傅学技术。白天
工作，晚上在家学习旋压理论知识。两年
下来，通过理论与工作实践的结合，他很
快就掌握了旋压的操作技能，使自己逐渐
成长为工作中的骨干。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的旋压设备还
比较落后，当时院里仅有一台立式旋压机，
工作起来全靠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生
产效率低。每逢赶任务时，他总是冲在前面。
师傅们也都很喜欢他的爽快性格，都乐意
把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传授给他。

壳体旋压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
节，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零件体积大，
旋压加工时装卸十分费力，上一天班下来
腰酸背疼是常有的事。而且旋压设备运转
起来不光噪音大，还要经常和乳化液、煤油、
润滑油等液体接触，一个班次下来往往双
手沾满了油污，看不出手的颜色。在这样
的环境下能坚持长期干下来的人实属不多，
而翟师傅却像扎了根一样，坚守初心不动
摇，一干就是 38 年。

每当别人问他怎么没换个工种的时候，
他总是笑着说 ：“已经习惯了，好不容易学
通了一门技术，离开了太可惜。再者，年
年这么多任务，也舍不得离开呀！”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翟师傅已
经带出了五位徒弟，其中两名已是技师了。

身为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他还是一贯保持
年轻时的干劲。排班和徒弟们一样，加班
加点从不退缩，干起活来从不比别人少。
他常说：“老同志就应该给年轻人做榜样！”

某型号赶任务时经常出现一上班就是
昼夜连轴转的情况，那段时间翟师傅因肝
上长了囊肿正在住院治疗。可当他听说旋
压任务重时，他便向领导提出了请战申请，
提前办理了出院手续，投入到紧张的工作
中。前年，翟师傅在工作中突然觉得脸上
奇痒，不一会儿工夫脸部就肿胀起来，同
事们都劝他赶紧去医院就诊，可他硬是坚
持把活干完了再去。在医院住了两天后，
又急急忙忙回到单位赶任务节点。

工作中，翟师傅知敬畏、守规则。他
以身作则，对徒弟们严格要求，在质量方面，
一丝不苟，始终掌握着生产节奏，严格按
工艺要求进行操作。对待新产品加工，他
要求一定要慢，注意观察，反复测量，不
断调整参数，确保产品质量 ；对待已量产
的产品，他要求保证生产进度，要求徒弟
们对产品要有敬畏之心。

翟师傅工作中勤思考、善钻研，解决
了很多技术难题。记得某产品刚生产时，
产品直线度总是出现超差。如何保证直线
度一度困扰着工艺技术人员和旋压师傅们。
最后还是翟师傅提出用堵头替换尾顶的方
法试试。于是，翟师傅协助工艺人员画图纸，
加工堵头。用上堵头后，生产出的产品直

线度终于满足了工艺要求，从而使壳体圆
筒得以顺利生产。

翟师傅时常对徒弟们说，对待工作不
单单要有责任心，还要有敬业精神，要有
自己的态度和标准。他告诫徒弟们 ：遵守
工艺要求是铁的纪律，一定要不折不扣地
执行 ；越是看上去简单的活越容易出现疏
忽，一定要认真对待 ；面对工作要有敬畏
之心，航空产品来不得半点侥幸。他对徒
弟们这么说，自己更是这么做的。他曾感
叹道：“年龄越大，干起活来胆子就会越小。
有些活干一步就要想到后边几步 ；一旦考
虑不周全而埋下隐患，可能在你手上能过
关，但走到下道工序问题就可能会暴露出
来。所以，工作不光要在自己手上做好，
还要考虑到下道工序，力争做到更完美。”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旋压班的成员工作中
都能时刻自觉保持对军工质量的敬畏之心。

把平凡的事做好，那就是不平凡 ；把
简单的事做好，那就是不简单。翟师傅身
上虽然没有什么耀眼的光环，但他始终保
持一颗朴实的心和“老黄牛”一样的精神。
他在旋压岗位上 38 年的执着坚守，成就了
他“旋压无冕之王”的美称，并多次获得
单位先进个人及“质量信得过职工”荣誉
称号。

“凭良心干活，靠本事吃饭”，这句老
师傅留下的话被他当作了座右铭。38 年来，
有苦有乐，有泪有汗。如今的他已接近退休，
但他依然奋战在生产一线，与班组的同志
们一起加班加点，把自己几十年来所积累
的工作经验无私地传授给年轻一代，在平
凡的岗位上发挥着不平凡的作用。

一个单位乃至一个国家，需要大力发
扬“老黄牛”精神，以不怕苦、能吃苦的
牛劲牛力，不用扬鞭自奋蹄。也正是有许
许多多像翟师傅这样的“老黄牛”奋战在
各条战线上，才筑起了共和国的大厦。他
们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为实现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 陈思敏　供图）

穆阳博士的
创新融合之路
|| |王晓

俗话说，厚积方能薄发。这句话用来形容
穆阳博士的五年试飞历程，甚是贴切。穆阳，
隐身材料学博士，2016 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
材料学院，同年 8 月进入航空工业试飞中心航
电所工作，主要从事电磁目标特性试飞和隐身
材料应用研究工作，2018 年获评高级工程师。
入职以来，他以饱满的工作热情，过硬的科研
水准，谱写了属于他自己创新奋斗的新篇章。

至今，穆阳入职未满五载，严格意义上仍
算试飞新人。可近两年，他获得陕西高等学校
科研技术奖励二等奖 1 项，院技术成果一等奖 2
项、二等奖、三等奖各 1 项，技术创新三等奖 1 项，
航电专业学术交流一等奖 1 次 ；并以第一作者
身份发表 SCI 论文 1 篇，EI 论文 2 篇，中文核
心论文 1 篇，受理专利 2 项，国防科技报告 2 篇；
获重点型号劳动竞赛先进个人、院优秀党员等
称号。这不，刚刚又入围了 2020~2022 年度中
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青年人才托举工
程”。我们难免好奇，一位初生牛犊，何以取得
如此佳绩？

 入职之初，穆阳主管了一项一类协作课题，
他不推诿不抱怨，不觉得身为博士的自己被轻
看轻用，用他的话说，“在试飞院，没有完整主
管过一个试飞课题怎么能叫试飞人。我是新人，
这样的工作无可厚非，与学位无关。”随后认真
准备技术文件，外场试飞兢兢业业。

从外场返回，穆阳参与某射频系统技改项
目的跟产工作，驻守月余。为了全面深入地熟
悉系统，他认真学习相关技术，不懂就咨询厂家，
咨询不到就查阅资料，从工作原理到使用方法
测试方法，无一遗漏。系统到院后，他认真对
待测试工作，充分的外场试验、不断暴露的问题，
为系统验收前的优化改进提供有力支撑，也为
后续型号试飞工作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2019
年利用该系统进行某型机雷达、射频鉴定试飞，
该试飞属国内首次，无经验可循，穆阳根据试
飞需求设计完成关键多机协同试飞科目，解决
了测试技术、试验方法设计等多项技术难题，
为后续该类科目试飞奠定基础，飞机掠过蓝天
的轰鸣声是对穆阳最光荣的嘉奖。

随着试飞工作的深入，穆阳逐渐向技术研
究方向倾斜。各项预研、技术创新、型号试飞
异常忙碌，但至今仍在看激光雷达方面书籍，
为一直未展开工作的某型激光雷达的试飞作前
期准备。用他的话说，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这
是穆阳试飞进击路的敲门砖——脚踏实地，心
向蓝天！ 

当获知研究室要来个隐身材料学的博士，
大家很兴奋。对目标特性专业而言，博士的加
入为团队研究带来很大助力 ；但也很担忧，目
前关于隐身材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机所，想
要在目标特性专业结合材料所学，必将有一个
艰难漫长的探索过程，他能否熬过去？

入院后，穆阳不骄不躁，稳扎稳打，踏实
学习试飞专业知识，不断在专业融合上进行各
种尝试。半年后，院内基于试飞空域的限制及
对低可探测目标机的需求，启动了“低可探测
目标机一体化隐身改造”项目。穆阳直面挑战，
接手主管这一改造项目。隐身改造，涉及专业
面广泛，穆阳沉下心，一点点学习了解，力求
掌握更全面的专业知识。寒时的冷酷冰冻不住
设计方案的热情，暑下的炎热熏燎不了推敲打
磨的耐心。经过九个月加班加点的砥砺奋进，
终于统筹完成了某型目标机的多项关键技术，
构建了从材料选型设计、隐身方案设计、安全
性评估、测试评估到使用维护的一体化隐身改
造技术路径。该项目解决了试飞鉴定中对低可
探测目标的需求问题，提升了试飞效率，促进
试飞中心对于加速科研成果转化的要求，最终
该团队获院级“优秀贡献团队”，获“罗阳青年
突击队”突击成果二等奖。这是最初的专业创
新融合之路，历时两年终有建树。现如今，在
对航空装备隐身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地
面坦克 / 装甲车等目标的特征模拟，将传统等效
评估提升为具备真实目标响应特征的考核评估，
这举一反三的干劲，实乃大手笔。

荣誉承载过去，未来旨在开拓。穆阳始终
以砥砺奋进、创新进取作为自己的准则，严谨
细致、求真务实，乐于助人、无私奉献，他用
行动展示了试飞人勇于进取的精神风貌、试飞
青年的责任心、事业心和对试飞事业孜孜不倦
的追求。

瞧这“小东西”
|| 尚宇琦

每个人，每个岗位，每天的工作，都有
许多对应的制度流程要遵守。制度与规范让
工作有效开展，让公司高效运行。

但你的身边是否也有一些虽然清晰，但
是执行并不太到位的“呆滞”制度呢？面对“虽
令不从”的情况，你会怎么做？航空工业惠
阳复材车间选择这样做！

为确保设备的安全运行，惠阳复材车间
模压机要求每两小时点检 1 次。但在日常设
备使用中发现，操作者有时无法有效执行这
一规定。深入分析，车间发现监管不足是问
题的核心，提升监管的有效性是解决问题的
关键。

为解决这一问题，复材车间配备了智能
巡检管理系统，制定设备设施和安全保卫两
条巡检路线。巡检路线上设置多个巡检点，
将贴好夜光标的感应器安装到需要巡检的地
方，巡检人员到达相应位置系统才可以感应，
进行数据上传。智能巡检管理系统支持手机
同步监测巡检情况。巡检人员每次巡检时，
先拿巡检棒读取人员卡信息，再按既定路线
巡检，巡检信息就会实时上传到手机 APP 端，
管理人员可以随时查看，确保了巡检的有效
性和监督的同步性。

一套智能巡检管理系统，让制度从“呆滞”
到活跃，让执行真正落地，让安全生产从纸
面落于每天的行动之中。看似是工具的应用，
实则是管理思路的变化。如何让管理更加高
效，让制度真正成为约束行为、规范动作的
工具，惠阳人还在不断探索中。

——记航空工业导弹院十三分厂旋压技师翟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