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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70周年

第一部分：序曲

七十年，到底有多长？
一棵小苗从新芽成长为栋梁，
一个婴儿从襁褓迈入儿孙满堂，
航空工业从抗美援朝的硝烟中走来，
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无数航空人用生命撑起了大国的脊梁。
这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七十年，
这是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七十年，
这是忠诚奉献、逐梦蓝天的七十年；
七十年的理想和信念，
七十年的拼搏和奉献，
七十年的历史都成了永恒的记忆。
你还记得吗？轰鸣机床前挥洒的青春。
你还记得吗？披星戴月中汗水的流淌。
你还记得吗？无数次战鹰的飞翔。
我记得！我记得主机厂里科研楼前长明的灯光。
我记得！我记得干打垒厂房里一张张坚毅的面
庞。
我记得！我记得系统试验室春节不休的奔忙。
我记得！今天的忍耐饱含明天的自由绽放。
我记得！今天的沉淀孕育明天的强国梦想。
这些，我们都记得！

第二部分：历程

当新生的共和国从黎明中走来，
航空工业于1951年4月17日，
在60亿斤小米的家底中豪迈起航，
浩浩荡荡的航空建设大军踏破蛮荒，汇聚力量。

在那挥汗如雨的年代，
似火的骄阳，挡不住先辈们创业的步伐；
坎坷的道路，阻挡不了他们慷慨迈向创业新战
场！
他们说，唯有艰苦创业，才有美丽的诗和远方。
无数转业军人、无数青年精英，
从四面八方涌来，来创一次惊心动魄的大业，
为伟大的祖国挺起他的胸膛！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从长江之滨到黄河两岸，
从冰雪北国到莽原苍苍，
就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们的兄长、我们的
父辈，
用滚烫的汗水融化了冰冷的泥浆；
就是在这里，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姐妹，
用满腔的热血建设着美丽的家乡！
阡陌纵横的小路，
曾留下他们来回的奔忙；
简陋的干打垒厂房，
还记得他们加班的影像；
倾盆滂沱的大雨，
曾记录他们焦虑的模样；
呼啸飘雪的寒风，
曾掠过他们冰冷的干粮！
无名山下的荒草滩，
因为有了他们才改天换地，不再荒凉；
旧兵营的废墟里，
因为有了他们才驱散阴霾，战歌嘹亮。
航空工业曾一穷二白，
因为有了他们才鲲鹏展翅、自由翱翔。

夯土的声音，在满身泥水中激越歌唱，
震天的号子，在战天斗地中激情飞扬。
男儿的血性，偏要在这里直起不屈的脊梁！
冲天的豪气，偏要在这里书写蓝天的华章！
冬日里，战三九，
衾被凝寒霜，
夏日里，斗酷暑，
汗水湿衣裳。
战鹰起航，护我海疆，
我有国士，举世无双，
在那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峥嵘岁月里，
他们铸就了伟大的艰苦奋斗精神、航空报国精
神……
这是前辈们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最大宝藏。
这多情的土地，
不仅放飞梦想也播种希望，
不仅壮怀激烈也广阔坦荡。
就在我们讲述这创业故事的时候，
还有着许多当年的创业者，
早已带着对蓝天的眷念回归了土地，
化作了一片沃壤……
这时，我才知道为什么总是那么执着远方，
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总是这样向往飞翔，
因为，他们是我们奋斗的榜样，
因为，他们是我们自豪的荣光！
他们用毕生心血高高树起的一座座丰碑，
将永远激励后人再创新的辉煌！
我们必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继续领航，
我们必须接过他们肩上的责任，乘风破浪，
不然，我们拿什么来谱写圆梦的诗行？

不然，我们用什么来寻找初心的方向？
七十年风雨七十年磨砺，看如今科技创新花遍地；
七十年耕耘七十年发展，观明日卓越强者牧群星；
七十年磨炼，培养了航空人的自信；
七十载风雨，彰显了航空人的雄心。
历创业之艰难，庆艰苦卓绝七十载之流芳；
展未来之岁月，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华章；
因为，我们是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航空人，
航空报国的誓言，正在我们的血液里日夜激荡！

第三部分：感恩

一路走来，感谢有你！
七十年风风雨雨，
七十年春华秋实，
在上下求索的坎坷磨砺中，
航空工业已经长大。
当年辛勤栽下的小苗，
今日开出如云的繁花。　
感恩全体航空前辈们，
没有你们的筚路蓝缕，我们怎能走遍天涯？
感谢全体同仁风雨同舟，
在科研生产的主战场上顽强搏杀，
多少次在碧海蓝天不眠征战，
多少次埋首办公桌前绽放芳华。　
为了战鹰蓄势待发，
为了迎接天边火红的朝霞，
为了祖国的一声令下，边关的一声胡笳，
为了父亲的一声嘱托，母亲的丝丝牵挂，
数十万风华正茂的青年精英，
誓将热血洒向祖国的海角天涯。

永葆荣光   超越梦想
时刻忙碌不停，日日披星戴月，
满足客户需求，哪顾朝霞晚霞，
感谢所有的兄弟姐妹们，
你们把航空工业当成自己的家。
忘不了加班时熬得通红的眼睛，
忘不了头上青丝熬成白发；
加班不怕，苦累不怕，
一句客户的赞扬，
胜过多少爱人的绵绵情话。
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但航空工业使我们聚沙成塔。
型号成功时我们欢呼雀跃，笑靥如花；
遭遇挫折时我们不离不弃，以厂为家；
航空人团结起来，
任何困难也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第四部分：展望

七十年初心不改，
七十年栉风沐雨，
七十年励精图治。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航空工业制定了新时代“一心、两融、三力、五化”
发展战略，
抬望眼，航空工业的未来蓝图竟如此绚丽多姿，景
如画！
看今朝，新时代的发展战略必将绽放更美的光华。
七十年磨砺，一路风雨，一路繁华，而今前程锦绣
遍地花；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无数航空人苦心钻研，甘把热血洒；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树立起了指引新征程的灯塔！
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还需我们劈波斩浪再奋发！
今天，我们迎来了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70
周年，
一代代航空儿女将一往无前再铸铁壁铜墙，
今天，我们歌唱航空人的无私奉献，
我们赞美科技创新的豪情激荡！
让我们一起背上理想的行囊，挽起坚强有力的臂膀，
锲而不舍地飞向伟大复兴的梦想；
今天，我们站成威武的一行，
威武的我们，
将踏上胜利征程，
谱写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的新华章！
我们坚信：
航空工业的下一个70年必将更加辉煌！

（航空工业南京机电供稿）

“老房子”

现场办公
南京机电办公楼 十余条现代化精益生产线繁忙如常

70 年前，诞生在抗美援朝战火硝烟中的新中国航空工业以 60亿斤小米为基础，开启了一
段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经过几代人的呕心沥血和卧薪尝胆，中国航空工业取得了从零起步到
与世界强者并驾齐驱的巨大成就。进入新时代，我们又迎来了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的历史重任。
赶考仍在路上，新时代的考题从来都不轻松。新一代航空人正在从建党 100 周年激情燃烧的奋
斗、百折不挠的尝试、波澜壮阔的行进中汲取力量，再创辉煌。让我们永葆航空报国、航空强
国的初心和斗志，继续在一碧如洗的蓝天上书写新时代伟大祖国的光荣与梦想！

历史于时序更替中前行，梦想
在砥砺奋进中实现。在党领导新中国
航空事业发展 70 年的岁月中，中国
航空研究院始终秉承“对党忠诚，为
国分忧，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红
色基因，以自主创新为立院之本，在
航空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
果。在新时代航空强国的召唤下，中
国航空研究院以崭新的面貌和奋进的
姿态，勇担航空科技创新“领头雁”
的重担，开启打造领先创新力的新篇
章。

开启新中国航空工业自主创新之
路。60 年前，党中央批准成立国防
部六院，即中国航空研究院前身，开
启了航空工业自主创新之路。从摸透
米格-21飞机技术到自主研制歼 8飞
机，它一点一滴探索实践，逐步组建
了由 30 余家研究所组成的航空研究
院大家庭，建设了门类齐全、成龙配
套的航空科技创新体系，沿着航空基
础技术研究（含航空产品生产技术研
究）、航空主机产品设计研究、航空
机载系统设计研究、航空工厂配件产

品研制四个维度展开。
专注航空科技预先研究，推动

技术进步。在党中央“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方针的指引下，航空
研究院重点关注了航空科技发展战
略问题。1978 年 7 月 20 日，航空
研究院组织编制了我国首个《航空
工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1978-
1985 年）》，梳理了极具前瞻性、系
统性和指向性的航空 10 大专业关键
技术，提出 8 个关键项目和 10 个专
业的 199 个重大课题研究 ；牵引和组

织了“七五”“八五”“九五”航空科
技预先研究，吹响了中国航空工业向
第三代航空装备跨越的号角。科技创
新、自主发展始终是航空人的初心和
本色，在改革开放之初播下的科技创
新星星之火，由跟踪研仿到自主创新，
航空人向全世界展示了航空科技创新
的中国力量！

坚持创新驱动，勇于跨越鸿沟。
新时期的中国航空研究院，深入贯彻
新发展理念，主动承接新时代航空强
国发展战略，全面制定落实“战略性、

整体性、前瞻性、基础性、共用性”
技术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推动“五
性”战略项目实施。以国家战略需求
为牵引，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新
一代航空装备发展、面向战斗力生成，
谋划重大项目，开展航空装备体系人
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研究，牵引孵化
重点项目。以重大项目需求为牵引，
赛马相马、揭榜挂帅、毛遂自荐、为
我所用四大机制并举，建立科学选拔
机制，努力打造领先创新力的开放式
创新环境。实现“五级六档”专家分

类考核评价，构建新时代航空研究院
人才发展体系。以建立院士、专家工
作室为抓手，努力逐步建立“为我所
用”机制，集聚行业内外部专家力量，
积极构建科研创新平台和专家团队。
直面需求，跨越鸿沟，致力于成为航
空工业自主创新的大本营、航空尖端
科技发展的引领者，勇当航空科技创
新“领头雁”，构建航空工业战略科
技力量。

（中国航空研究院供稿）

第一任政委

王振乾少将。

首飞成功的国产歼7

飞机原型机。

2016年10月19日，中国航空研究院组建大会暨揭

牌仪式在北京举行。

1980年，徐昌裕院长与DFVLR院长在京

正式签署了双边科技合作议定书，标志着新

中国航空科技事业开启了对西方世界合作的

大门。

2021年9月21日，中国航空研究院研究生院举行开

学仪式暨揭牌仪式。

1961年6月29日，召开成立大会。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

席兼国防工委主任贺龙，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

聂荣臻三位元帅到会接见全体与会人员。

2017年1月15日，国防科技工业航空技术创新中

心成立。
在中国航空研究院创建60周年之际，举办航空科技论坛。

顾诵芬（后）乘坐歼教6近距离观

察歼8飞机飞行状况。

第一任院长

唐延杰中将。

矢志报国  自立自强  努力做航空科技创新领头雁

中国航空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