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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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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绿洲的“小鳄鱼”
|| 王维雪

下班音乐响起，黄昏早早到
来，航空工业成飞热表处理厂内
的零件喷漆机器人还在继续工作，
它灵活地挥舞长长的“手臂”，沿
着设定的轨迹有规律地往复运动。
一层层淡黄色的油漆被均匀地喷
洒到零件表面，没过多久，零件
喷涂完成后，被送入烘箱。叶潇
兵欣慰地看着眼前有序运转着的
机器人，思绪悄然飘回三年前自
己刚进厂时的情形 ：零件喷涂高
度依赖手工作业，工人在完成工
作后，身上遍布油漆，连眉毛都
被染成了其他颜色。而一次技术
会议，成为他零件喷涂创新变革
探索之旅的起点……

时至今日，叶潇兵还清清楚
楚地记得那天会上厂长讲起的小
故事 ：烈日下，一群饥渴的鳄鱼
栖身于水源快要断绝的池子中。
面对这种情况，只有一只小鳄鱼
离开了池塘，尝试着寻找新的生
存绿洲。池中的水越来越少，最
强壮的鳄鱼开始不断吞噬身边的
同类，直到池水完全干枯，它也
耐不住饥渴而死去。然而，那只
小鳄鱼经过多天的跋涉，幸运地
找到了一处水草丰美的绿洲。

那时，成飞公司和热表处理
厂正处于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高速
发展时期，厂长的这个小故事，
所有人都心领神会。

“如果我们不转变思维、积
极求变，终有一天会被市场吞噬。
那为何不像小鳄鱼一样，放低自
己的身段，勇敢地跨出第一步
呢！”厂长的话在耳边响起，击
打着叶潇兵年轻的心，变革求新
的渴望在此刻同频共振。

会议过后，零件自动喷涂攻
关团队正式成立，叶潇兵作为主
管工艺，成为自动喷涂工艺研发
的重要一员。

零件自动喷涂的探索之路充

满了艰辛和曲折，涉及涂装工艺、
自动化控制、机器人程序设计、
工装设计等多学科多专业领域的
知识。一套完整的喷涂工艺有太
多的工艺参数，但当时却没有任
何一个用于飞机零件机器人自动
喷涂的数据能作为参考，对叶潇
兵他们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在深入了解自动化生产步骤
后，叶潇兵他们发现，小批量、
多品种的航空制造业零件与自动
化批产大批量、少品种的特点相
悖。团队成员们面对热表处理厂
几万项待喷涂零件，苦笑着说 ：
“如果咱们每人每天完成一项零件
喷涂程序编写和喷涂工艺准备，
可能得到大家光荣退休那天才能
把所有零件准备好。”“确实棘手，
但这就是实现突破的关键。”叶潇
兵一边给大家打气，一边泡在工
段观察人工喷涂流程，还向经验
丰富的老师傅学习喷涂技巧，拿
起喷枪感受喷涂的细节。不同的
喷涂气压、角度、速度通过触感
直观地传达全身，喷枪的移动路
径在脑海中一道道地划着弧线，
成百上千种零件在他眼前慢慢从
混乱变得清晰起来，像是水到渠
成般，一个大胆的想法跳进了他
的脑海里。

叶潇兵赶紧将团队召集起来，
和大家分享了他的想法 ：将通用
程序与专用程序结合起来使用，
尝试把大小不一、规格不一的零
件进行分类组合喷涂。大伙听完
叶潇兵的想法后一致认为这是条
行得通的路，于是都马不停蹄地
投入到新一轮的实验攻关中去。
零件自动喷涂分类处理、机器人
混线喷涂工装设计、喷涂工艺参
数研发优化及喷涂程序编写……
技术瓶颈被逐个突破，叶潇兵和
队员将几万项零件一点一点进行
混线合并，原本小批量、多品种
的待喷涂零件被转变成大批量、
少品种，终于顺利实现了机器人

柔性混线批量生产。
这让叶潇兵成为了热表处理

厂探索自动喷涂的先行者。他终
于体会到小鳄鱼经历干涸与煎熬，
终究寻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

现在，成飞已有多台零件喷
漆机器人进行批量生产，这些不
一样的“枪手”有着手臂长工作
范围大、速度快喷涂效率高、技
术稳定喷涂质量高、工作时间长
等优势。叶潇兵每天一早都会来
到工段看看这些“枪手”，对收集
的喷涂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从
工艺和设备两个维度进行针对飞
机零件喷涂特点的分析，形成适
合于飞机零件自动化喷涂的工艺

体系，并构建飞机零件自动喷涂
从参数研发到小批验证再到工程
化应用的全流程方法。

叶潇兵和他的团队，就像冲
锋的小鳄鱼，找到了新的绿洲。
如今，成飞对创新目标和方向的
规划愈发明确，对创新的投入与
改革力度不断加大，机械化、信
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深入推进。
当下新的任务已经下达，他们又
开始了对某重点零件自动喷涂的
技术攻关。霞光将他们的身影拉
得很长很长，未来的创新之路也
很长很长……

谈谈“匠心”文化
|| 张凯歌

提到匠心，也许我们会想到德国、
瑞士、日本这些国家。殊不知，自古以来，
工匠精神就是“中国气质”之一。明朝
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被誉为“中
国 17 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中国古代
各类匠人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创造价值，
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
缺的重要贡献。传承“天工开物”文化，
惟专惟精，致敬匠心，诠释新一代匠心
精神，这是对品质的坚守，对于传统文
化的敬畏。

匠心，漫长岁月里的厚重信仰。在
互联网时代，匠心精神看起来是布满灰
尘的遗迹。然而，广义的工匠早已超出
了“传统手工艺人”的范围，与现代制
造业融为一体。弘扬工匠精神绝非开历
史的倒车，爱岗敬业的责任感、造福社
会的使命感、追求极致的自豪感、有口
皆碑的成就感、薪火相传的神圣感，让
匠心具备了超越时空的意义。

爱岗敬业是匠心之本

热爱工作，对工作满腔热情，不畏
困难，积极面对各项任务挑战，发现工
作乐趣，享受劳动成果。

具备匠心精神的人热爱自己的本职
工作，将事业与兴趣挂钩。他们的敬业
意识源于对事业的激情。因为热爱，所
以刻苦钻研 ；因为自豪，所以不为各种
诱惑所动。他们只会为自己学艺不精而
知耻后勇，不会否定工作的价值。他们
坚信自己的工作对他人对社会有益，因
此永远把自己当成工作的主人，会忘却
工作的辛苦，在忙碌中保持快乐的心。

专业专注是匠心之神

沿着明确的方向持久深耕，将有限
的精力聚焦，务实投入，积小胜为大胜，
以量变促质变。

全身心投入工作，地动山摇也目不
转睛，眼里只有要完成的工序，这不仅
是最高效率的做事方法，也是一种深厚
的精神修养。工匠，不是全知全能的奇才，

而是善于把自己的力量聚焦于最重要方
向的专才，他们沿着明确的方向前进，
不断投入心力，由工作的量变引起生活
的质变，最大限度地获得人生的升华。

严谨细致是匠心之誉

保持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严格执
行每一个流程，不在任何细节上打折扣，
坚持品质一丝不苟。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对这句话体
会最深的就是工匠。他们最在乎的是产品
的档次与工艺的质量。在他们看来，做
出品质不高的合格品与残次品无异，只
有生产出极致的精品，才能获得真正的
成就感。“差不多”在工匠的字典里是禁
语，他们严格地执行每一个流程，不允
许在任何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上打折扣，
也正因此，才能成就高品质产品，收获
业界声誉。

精益求精是匠心之魂

保持主动学习成长的开放心态，勇
于发现问题和不足，不断探索新工艺新
方法，持续改进，打造精品。

从不完美的起点出发，追寻完美的
结局，这正是人生的初衷。工匠之路也
是如此，泰山北斗级别的大师曾经也是
一无所长的职场菜鸟。他们凭借惊人的
毅力不断学习，取长补短，突破自身瓶颈，
终成一代良工。如果问什么是匠心的灵
魂，大概就是那颗精益求精的求道之心。
为了一个细节，可以废寝忘食 ；为了一
个短板，愿意从头开始。把上好的材料
制成精良的器具，是匠人的使命，把不
完美的自己雕琢成业内行家，是匠人的
人生。

“治玉石者，及琢之而复磨之 ；治者
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匠心是把诚意刻
入岁月的厚重信仰，不会因光阴流逝而
折旧。无论是《我在故宫修文物》，还是
《寿司之神》，都在传达一种专业素养，“择
一事，终一生”。当我们想要实践匠心精
神时，最重要的还是立足本职工作，练
出过硬的知识技能，并在本职岗位上坚
持不懈，推陈出新。

我与航空工业
|| 朱林发

1969 年 3 月 16 日，我从上海应
征入伍来到长沙，成为空军第十九飞
机修理厂的一员，投身到了保卫国防
的神圣事业中，一干就是 44 年。

44 年间发生了许多事情：1982 年，
国家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军队大幅裁
员，我也脱去军装转入地方；2002 年，
工厂服从国家战略发展要求，从部队
转隶为长沙五七一二飞机修理厂（现
航空工业长飞）。这两件事对于我个人
和工厂都是比较大的转折。

1996 年，空军首长和军区首长基
于对工厂的充分信任，把修理某型三
代机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不讲任
何条件地接受了，并且很好地完成了。
在这次抢修中，我们创下了三个第一 ：
国内第一次修理三代飞机 ；第一次现
场修复三代机，为后续部队野外抢修
打好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第一次在
修理中用使用国产材料，经过我们修
理的战机全部恢复了性能，重返蓝天。
这件事情我感触特别深，感到真正为
国家、为军队做了一点贡献。我们也
因此受到了军区嘉奖，荣立了集体二
等功。

2002 年，工厂移交航空工业，发
展面临极大挑战。领导考虑把我安排
到别的地方工作，但我选择留下来和
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共同奋斗。从个
人感情来讲，1969 年以来我就一直在
工厂，我深深地爱着工厂 ；员工在如
此困难的情况下都不计报酬、团结一

致地奋发干，他们对工厂和事业的热
爱也深深打动了我。我想，办法总比
困难多，只要我们同心协力，一定能
够战胜困难，而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这一年起，我成为长飞的厂长，一
干就是 9 年。

工厂转隶以后，面临的最大挑战
是任务源 ：以前是军方给我们分配任
务，现在军方成了需要我们用心服务
的客户。不少员工问我怎么办，出路
在哪里，大家都很迷茫。在这样的困
境下，工厂领导班子团结一心，带领
员工狠抓新产品开发，先后开发了直
升机、大飞机、三代机市场，实现了
从固定翼向旋翼、从小飞机到大飞机、
从老机到新机的一步步突破，到今天
已经是一个崭新的局面。企业一步一
个台阶往前走，各方面的经济指标都
在不断增长，职工收入增长，队伍稳定，
企业发展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发展壮大航空产业，为部队提供
更新、更好的战机和装备，是航空人
义不容辞的责任。最近看《跨过鸭绿
江》，当年国家的空中力量薄弱，我们
的志愿军因为缺少空中支援，牺牲了
许多战士，实在令人叹惋。70 年来，
航空工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抗
美援朝硝烟中的飞机维修一路走到现
在的研发制造，我很欣慰自己亲历与
见证了这么好的一个时代，因为武器
装备落后而造成战士伤亡的事情再也
不会发生了。

今年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 70 周
年，我今年也正好是 70 岁。现在的发

展环境更好了，习近平
主席提出，国防安全和
经济建设要同步协调发
展，这对航空工业来说
是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我们要加快速度实现高
质量发展，不断壮大产
业，报效祖国。

峥嵘岁月稠，恰与新中国航空工业同龄

1971 年时的照片。

2016 年外场服务留影。

2007 年 改 制 为 长 沙
五七一二飞机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右一为
朱林发。

|| 温改军

两结航空缘：从部队到自控所

我是一名 1951 年出生的农家子
弟，是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同龄人。学
生时代我目睹解放军支工支农的场
景，看到他们头上戴着耀眼的五角星，
衣领上镶着鲜艳的领章，心中特别向
往，时常想象自己将来也能当一名军
人保家卫国。

1970 年我中学毕业，
正值征兵动员，我立即报
名，同年 12 月参军入伍，
分配到福建空军某部队的
地勤机务大队任特设员。
经过半年的专业理论培训
及工作实践后，我开始承
担歼 6 飞机的维修维护工
作。当年福州基地相当于
前线，我们所做的工作是
确保战鹰完好，可以随时
起飞。一旦飞机有故障就
需要机组各专业人员立即到位，共同
协作，保证战机不带故障过夜。在南
方炎热潮湿的夏季，机场温度就高 ；
加上飞机巡航返回，发动机舱喷出的
高温让人更觉燥热。我和战友们需要
克服高温和蚊虫叮咬，做好每一次保
障任务，尽管条件艰苦，只要完成好
飞行任务。大家心里也是乐滋滋的。

1975 年复员转业，我很荣幸被
分配到了航空工业自控所，从事飞行
控制系统配套产品的装配、调试、性
能试验工作。几十年来，我参与了多
个重点型号的研制生产，见证了自控
所各项事业的进步与发展——1976
年 12 月，我开始从事歼 8 飞机多型
仪表的装调交付工作。1984 年 5 月，
因自控所改革调整，我被调入新成
立的民品开发公司，从事单晶硅动静
压传感器的装调工作。1987 年 6 月，
我开始从事机电专业，保障各类型的
线位移、角位移传感器、旋变的生产
交付工作以及多型号惯导系统平台力
矩电机的装配调试工作。虽然岗位和
工作内容一直在改变，但不变的是航

空报国的热情以及兢兢业业认真负责
的工作态度。正是这份热情和态度，
让我能够为祖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贡献
自己的绵薄之力。

报国航空志：诗篇写在祖国蓝天

从 1987 年 6 月开始从事机电专
业至今，有很多经历难以忘怀，每次
回忆都历历在目，恍如昨日。但要说
最难忘的就是我参与某型号电动伺服
舵机研制的经历。

2004 年，在某型电
动伺服舵机装调的过程
中，因为舵机在承受切向
力的同时输出转矩不达
标，团队曾尝试过更换零
件，将滚珠轴承换成钢套、
将螺钉换成粗销钉等措
施，但均未见成效。问题
的难点在于这种舵机所采
用的结构为自控所首创，
谐波齿轮齿形小、零件壁
薄，在研制和装调过程中

大家都谨小慎微，不太敢做出创新性
改变。正当一筹莫展时，资深专家刘
元度鼓励我说 ：“搞科研创新哪有一
蹴而就的，你可以放开双手，勇敢尝
试只要找对了方法，总能使舵机的性
能指标有改善！”为了攻克难关，将
该型号电动伺服舵机早日应用到我国
弹类武器装备上，我翻阅了谐波齿轮
传动技术的相关资料。经过三个月的
加班加点反复摸索，我大胆提出了增
大切向力，正反方向磨合后再静置冷
却的方案。经过试验，该型舵机性能
指标通过率达到 100%，这一方案得
到了研制团队的肯定，也得到了领导
和用户的认可。

为了实地跟踪该型号舵机的外场
使用情况，我还在不同的靶场多次跟
飞，来到了产品外场试验的第一线。
2005 年靶试是该型号舵机所有外场
试验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在这
次靶试中，全体参试人员受邀坐在观
察室里观看试验场景。虽说已是十几
年前的事了，但当时试验的每一细节
我都记得非常清楚 ：那是 9 月 23 日，

刚刚入秋，13 时 30 分，飞机挂载着
导弹滑过机场跑道，风驰电掣呼啸而
起，飞向蔚蓝色的天空，13 时 50 分，
导弹精准命中了靶标。在那一刻，观
察室里的全体人员无不欢呼雀跃，兴
奋异常。大家有的紧握双手、相互道
贺，有的紧紧拥抱、热泪盈眶……当
天晚上，主机单位为庆祝靶试成功组
织了晚宴。宴会上，大家把酒言欢，
一起分享靶试成功的喜悦。漠北秋天
的夜晚明月高悬，繁星灿烂，几个年
轻小伙子还在宴会厅外点燃鞭炮，喜
庆的鞭炮声划破了宁静的夜晚，传到
很远很远……

回到宿舍，我高兴得难以入眠，
此刻的胸中燃烧着欣喜的火焰。从来
没写过诗的我，还即兴写了一首跟飞
诗 ：

祁连白雪凌云志，
漠北红柳报国情。
研发亮剑历百战，|
靶场成功扬威名。
靶试结束后的第二天，我通过总

体与主机厂协商，向靶场要了一台靶
试过的舵机带回了所里，并对该舵机
通电测试性能。结果显示，产品所有
的性能指标仍然满足技术要求。要知
道，这是一台经过了实战的舵机，它
在成功完成高空制导任务命中靶标
后，不仅要受到导弹爆炸产生的影响，
还会从高空中坠落。经过这样严酷
的考验之后仍能稳定保持其优越的性
能，着实让人叹为观止。可以说这样
的测试结果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
之中。意料之外是因为舵机经受的考
验实在过于严苛，情理之中又是因为
它凝聚了我们整个团队一日又一日的
汗水和智慧。面对测试数据，我心中
除了有万分的惊喜，更有着满满的感
动，我为航空人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
神而深深折服，为他们在祖国强盛中
呕心沥血所做的努力而衷心赞叹。

再续航空情：发更多光产更多热

2011 年，我到退休年龄，时任
机电中心主任的王东辉，现自控所党
委书记找到我说 ：“希望你继续为航

空事业发更多光、产更多热，这样能
够让机电中心的技术更好地传承延
续，也为后辈树立目标和榜样。”我
深受感动和鼓舞，决心再为航空事业
发挥余热。

后来，某型旋转马达的防卡滞技
术首次实现了机械电气四余度全物理
隔离串联结构的力马达装配 ；某型无
齿槽电机的研制综合性能优于国外电
机，从此我们在该领域有了自己的核
心技术，摆脱了受制于人的局面。

我将几十年的工作经验传授给新

晋的航空人。我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
年轻人们围在我的周围，我能够挨个
儿为他们解决研发中或生产中的各种
疑惑。同时我也逐渐从直接上手指导
变为给予建议和提醒，毕竟要多给后
来人施展想法、快速上手的机会，这
样才能帮助他们更快成长。

70 年栉风沐雨，这是新中国航空
工业的峥嵘岁月，也是我人生的奋斗
篇章。我见证了自控所机电专业的进
步和发展，也感受到了事业成功的幸
福和喜悦。我深深热爱航空事业，热
爱我工作的自控所。在庆祝新中国航
空工业 70 华诞之际，我衷心祝愿伟
大祖国早日成为航空强国，我愿再用
自己的满腔热情和经验知识为祖国航
空事业发更多光、产更多热。

（叶树沛　刘欣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