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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晚晴诗社诗友
颂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七十周年

七律 · 航空七十年感怀

辰星明
航空创业七十载，浩瀚年华谱乐章。
有代差时尘莫见，没成体系背难藏。
如今战力规模壮，改日军威四海扬。
辗转多时犹可忆，风云叱咤隘关降。

（评价航空水平有三个标准 ：1. 飞机与对手没有代差 ；
2. 飞机类型成体系 ；3. 飞机数量规模超过对手。就这
三点，我们曾经从望尘莫及，走向望其项背，到今天
的同台竞技，历时七十年，几代航空人披荆斩棘，来
之不易。值此纪念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七十周年之际，
以诗感怀之。）

                   
诉衷情 · 新征程

——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七十周年感怀

杨育中

硝烟战火孕雏鹰，使命捍和平。自强自立锤炼中，
前辈立奇功。

时代变，竞争凶，起鹏程，报国明志，奋勇冲锋，
斩获全赢。

七律 · 纪念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七十周年

王友来
烽烟半岛炮声隆，血染山头无制空。
七秩年前一指令，九天深处翥蛟龙。
雄鹰翼展超独霸，型号井喷腾二○。
铁壁三彊皆有我，报国追梦岁峥嵘。

临江仙 · 银燕凌空护尧天

麻乃晨
起步艰难循序进，维修生产科研。银燕凌空护尧天。

助朝稀雁阵，靖岛见飞鸢。
几代机经七十载，从无达有追先，时空跨越瞬时间。

二○系展翅，师匠友欣欢。

七绝 · 中国航空工业创建七十周年感怀

金寿凑
年青立志入航空，几十年来志未穷。
喜有精英齐奋力，而今银燕满苍穹。

七律 · 蓝天放歌

董平分
跃上蓝天歌七秩，回眸一笑醉东风。
望尘翻作同台舞，落幕方惊独步功。
妙手丹心擎远志，神工清梦入苍穹。
精奇谱就航空曲，唱彻九霄中国红。

七律 · 赏阅新机画册

任重
春风吹雨过青山，画册如虹映鬓斑。
一卷辉煌多感慨，七旬腾奋慰艰难。
惊魂历练弥高跃，大梦长怀不倦攀。
舰载鹰翔图报国，海天呼唤故人还。

风入松 · 七秩航空赞

王荣
此生忧乐系航空。怀念试飞情。探伤鉴者凿钢印，

浩宇腾、瞭望心怦。优质互联责重，喜极完胜欷盈。
七十年众志成城。十四五登程。科研升俊才齐聚，

各机型、风采纷呈。为保民安国泰，领空冲翥新鹰。

七律 · 情寄中航人

左九丰
七旬转瞬似当前，不了情怀两鬓斑。
心寄昆仑安领域，笔书靖志驭长天。
栋梁广聚尊国宝，科技精研竞世先。
号令红旗新指处，高山亦必越峰颠。

七律 ·  锦代潇天

丁朝惠
歆机丰润炯云欢，四辈航人业绩繁。
运客直轰高大上，侦歼警弹俏精尖。
初心砺志辰光瀚，伟梦勋程炼狱坚。
时毓蓝青龙锦代，钟灵上善凤潇天。

贺中国航空工业创建七十周年

陈显滨
未改初衷家国情，鲲鹏亮翅不虚名。
燎原星火怦然动，拓岭开疆戮力耕。
南北遥呼同建设，伟哉壮阔续航程。
今逢七秩心澎湃，翼展蓝天健步行。

编者按：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也是党领
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 70 周年。70 年筚路蓝缕，70 年历
程辉煌。航空工业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航空晚晴诗社的诗友都是曾经工作于航空工业 70 年不同
阶段的航空人，值此 70 周年之际，他们赋诗颂航空。本
报精选航空诗友诗词，以飨读者。

沁园春 · 庆祝航空工业七十周年

赵占春
拓路蓝天，岁月如歌，风雨绵长。看吞云吐雾，南穿瀚海；

踏波逐浪，北傲冰霜。初教牵星，鲲鹏揽月，翔凤枭龙四海扬。
登高处，见山河壮丽，万里呈祥。

七十求索铿锵。东风劲，雄鹰又启航。数空中雁阵，
白云流碧 ；军民系列，科技争光。遐迩蜚声，韵涛千鹤，
奏响中华大乐章。华夏梦，让航空工业，再创辉煌。

七律· 航空七秩功勋灿

周日新
寂寞嫦娥孤奔月，先驱冯氏命冲天。
建国伊始兴家业，援友旋即斗战端。
砥砺前行夯伟厦，披荆奋进种新田。
航空七秩功勋灿，指日强国气象千。

七律 · 航空颂

郑国兴
七十不老正当年，铸剑神州破险关。
飞豹巡航临大海，胖妞投掷到前沿。
攻防有备摧强虏，进退无踪断霸权。
牢记初心多壮志，方能青史绘新篇。

七绝 · 贺中国航空工业创建七十周年

张茂威 
勇挥椽笔写蓝天，谨记初心意志坚 。
碧宇长城扬国器，辉煌七秩赋新篇。

七律 · 贺航空工业七十周年庆

高占民
航空儿女忆生涯，烽火硝烟国为家。
拓路穹天追日月，泛舟云海展风华。
一心拼搏終强大，七秩耕耘不说夸。
解甲老兵情可慰，喜看锦上又添花。

贺航空工业七十华诞

郭海洲
航空老友忆年佳，三线艰辛何自夸。
开路航空拼日月，垦荒拓地度年华。
一心建业求强大，两鬓涂霜度晚霞。
解甲难休飞翥志，新机空海乐开花。

七律 · 纪念中国航空工业创建七十周年

安民有
战鹰展翅傲苍穹，布阵长空舞彩虹。
七秩拼搏无日夜，二○巡弋任西东。
南疆青岛横霜剑，北海蓝峡列铁鹰。
万里江山谁御守？肩承重寄赴新程。

纪念航空工业创建七十周年

张法祖
航空报国梦几回，七十春秋热汗挥。
为有献身多壮志，战鹰展翅振雄威。

七律 · 愿遂

鲁乃光
少年襟抱志航空，举燕凌霄献薄躬。
埋首科研攻冷热，潜心实践走专红。
峥嵘岁月天鸡唤，绚练青春劲犊冲。
梦系金城挥汗雨，老来愿遂国鹰雄。

七律 · 迎春

——贺航空工业创建七十周年

申伯阁

依窗凭杵看天空，两只黄莺燕语融。
小宅门前春雨过，锦江岸上杏花红。
智能制造催开拓，报国航空贯长虹。
坚定信心跟党走，烟波影里作诗翁。

航空七十周年感怀

陈志靖
逐梦蓝天七十春，万千磨砺铸国魂。
矢志不移航空梦，千辛万苦几代人。
改革开放新时代，航空强国担重任。
宏图大展再出征，蓝天圆梦看新军！

庆祝中国航空工业七十周年

谭保德
七十春秋开拓路，辉煌伟绩史无前。
苍穹但助鲲鹏翥，碧海任凭飞豹翩。
绘制宏图圆宿梦，辛勤巧匠善攻坚。
空疆万里谁能敌，四代银鹰卫九天。

 七律 · 纪念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七十周年

赵丽华
国庆阅兵鹰亮剑，扬眉霸气傲群雄。
凌云壮志遂宏愿，逐梦蓝天骋碧穹。
薪火相传精智造，寒风苦雨匠心攻。
拼搏七秩中坚力，捍卫金瓯虎翼勍。

航空工业创建七十周年贺庆

张方才
幽幽一梦寄飞翔，家国情怀望远方。
七十兼程催自力，三千展翼上摩苍。
瞻奇但有穿封锁，仰异偏能出俊良。
记否山区新建设？师徒连夜整行装。

七绝 · 中国航空工业创建七十周年感怀

孙守魁
七秩征程正转新，蓝穹有幸献青春。
初心不改身先老，再造辉煌看后昆。

  一啸飞吟报国篇

邱杰雄
赤子初心欲梦圆，艰辛创业上蓝天。
新机辈出军威振，一啸飞吟报国篇。

七绝 · 航空人

樊淑兰
七十连载航空梦，口罩机急抗疫情。
应战军民携手创，东方龙舞砥风行。

七绝 · 庆祝中国航空工业创建 70 周年感怀

邢惠玲
团结奋战七十载，研制雄鹰奥秘深。
壮我军威敌胆颤，敢来犯者必临焚。

 
七律 · 入职航空工业感怀

李素芬
入职三线几十年，见证新机创业艰。
白手起家同筑梦，红心铸剑奋飞天。
多型系列苍穹览，五代双星峰顶攀。
数字航空新理念，弈局跨越更超前。

情笃蓝天

刘国峰
终生竭力为军强，喜看机群破雾翔。
难忘攻关挥暑汗，追怀苦战伴寒霜。
万兵筑梦雄鹰举，七秩讴歌业绩扬。
共命蓝天情笃厚，心同鹏翼远巡航。

临江仙 · 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七十周年感怀

吴文炳
犹记遭罹空袭，申江弹火焦愁。清川鸭绿黑云浮。炸

狂无日夜，此恨几时休。
七十年来奋斗，威龙万里遨游。长空飞骑慑蛮酋。江

山缀渫雨，繁茂胜瀛洲。

贺航空工业七十华诞

王万余
朝战屡遭飞贼狂，尸横绞杀断桥殃。
铭仇奋志谋发展，沥血齐心护国疆。
七秩海天成劲旅，三雄匹敌制空强。
苍穹逐鹿无须让，独占鳌头华夏郎。

浣溪沙 · 祝贺航空工业创建七十周年

张炳芬
航空科研迎蕙风，七旬奋斗建奇功，捷书频传硕勋丰。
航空儿郎多壮志，高瞻远瞩贯长虹，国强民和共繁荣。

庆航空七十周年诞辰

李秀云
神鹰奋翼保江天，创业图强七十年。
义胆甘捐圆国梦，同舟共济创佳篇。
援朝抗美承先志，南海巡逻启后贤。
心系航空献余热，诚将薪火尽忠传。

航空伟业七十年

孙秀珍
航空伟业七十年，雄鹰为国守蓝天。
科技人员凝智慧，圆梦齐心志在前。
新型战机披挂好，傲立苍穹宇宙间。
励精图治党指引，国泰民安谱新篇。

献给航空工业七十华诞

赵旭章
银燕腾飞啸苍穹，海空万里筑长城。
逐梦蓝天豪情在，航空报国聚精英。

满江红 · 航空人

张华
奔赴山区，为了梦、安营扎寨。三代人、身经百战，

耳闻千籁。一片雄心红日处，满腔壮志青山外。任求索、
自主创新中，行无碍。

风云起，何曾怠。锋芒试，功名载。看银鹰展翅，别
具风采。直入云霄惊玉阙，行穿岁月知沧海。纵豪迈、正
奋勇争先，新时代。

七律 · 航空工业创建七十年感怀

胡延堃
废墟开拓建工坊，怀报航空责任当。
首架银鹰升沈地，多型产品降八方。
支援三线民心定，装备母船威武扬。
勤奋创新添溢彩，摇篮明日更辉煌。

航空摇篮史诗

王远图

七十峥嵘路漫长，菡萏时节庆寿忙。
荜路蓝缕创伟业，同心协力谱华章。
歼击系列开新路，重点工程保海防，
而今我等虽卸甲，航空新人已担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