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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航空工业成飞企业文化
部的“老兵”徐雁军正式退休，告别
了奋战四十余年的工作岗位，告别了
他执掌多年的摄像机，也告别了那些
叱咤蓝天的“老伙计”们。

刚踏入工作岗位时，徐雁军从事
的是编辑工作，此后便开始接手各大
飞行器项目的资料拍摄。从此，他脚
踏泥地却仰望苍穹，记录每一架“战鹰”
的出生和展翅，“留住”蓝天上风驰电
掣的身影。从上世纪 80 年代后，航空
工业成飞在我国航空历史书写的每一
篇章中，都有他“无名”却重要的一角。

他对事业的热爱和执着感染着每
一个人。徒弟朱治宇评价，飞行器是
冰冷的，但在师父的镜头下却是有温
度的。

捕捉风驰电掣的身影
他和摄像机“同”呼吸

在 2016 年“第十一届中国国际航
空航天博览会”上，歼 20 首次公开亮相，
成为全场最大的亮点。

当两架歼 20 霸气现身并从容地在
空中飞过时，嘈杂现场的每个人，瞬
间都屏住呼吸，只听那撕裂空气般的
呼啸声，振奋人心。

歼 20 总共进行了不到两分钟的
表演，这对于徐雁军来说，足够惊艳
也足够宝贵。站在现场微波台上的他，
手持摄像机始终“追随”着歼 20，把
控着 40 倍长焦镜头，稳定地匀速移动。

一般来讲，歼击机低空飞行的空
速，能够达到每小时 700~800 千米。
面对如此高速运动的飞行体，站在地
面，与之相距甚远的摄像师又该如何
分秒不差地记录下其运动轨迹？

“严格来讲，这是个技术活。”徐
雁军表示，这与拍静物不同，目标物
是动态的，没法任意发挥。“如何去把
控，不仅要将飞机‘框’入镜头，还
能够一直匀速地跟着记录运动轨迹，
这需要长期的锻炼和摸索总结。”

每次拍摄飞机，徐雁军形容自己
连“大气都不敢出”。“往那一站，抓
住摄像机移动，就得与它一起呼吸，
手抖一下都不行。”拍摄的时候，他常
憋气到难受，偶尔只能微微地舒口气
缓解。“尽自己最大的极限去跟着它，
直到的确忍不住了，就放掉。”

他自己也琢磨出一些小技巧。“声
音传输速度肯定慢于光速，当听到后
面传来声音的时候，飞机肯定是到你
的前头，所以一定要往前方去找它。”

术业有专攻，“我们都是跟着飞机
拍了三十几年的人，专门就是拍这个。
社会上一些涉猎广泛的专业摄像师，
如果没有类似长期的经验，还不一定
能搞定这类型的拍摄。”而徐雁军也并
非成飞第一代“掌镜”人，在他之前，
已有好几个老前辈在从事这项工作。
徐雁军清晰地记得，那些带他入门和
他带入门的，与他一起并肩作战的同
事，他们一起用摄像机拍下了二代机、
三代机和四代机的研制过程。

“虽然我们没有造飞机，但记录着
造飞机的过程。”在成飞，每个飞机项
目的“成长”过程都需要“徐雁军们”
进行全面地拍摄。“视频资料不仅仅是
作为历史档案进行留存，有时公司内
部宣传以及产品的鉴定，都会用到它
们。”徐雁军说他是幸运的，他是记录
者，也是祖国航空工业发展的见证者。

年复一年，他带着七八十斤的设
备“守”住每一个关键时刻。

在成飞，每个飞机项目从制造到

交付前的记录，都力求详尽，这也意
味着徐雁军的拍摄工作，唯有一个“守”
字。

熬更守夜是常事，技术人员忙到
几点，徐雁军在旁边就拍到几点。有
时还要跟着项目组去外场，车还没出
发，徐雁军就提早守在集合地点。

一次在野外跟拍，举目四望一片

荒芜，粮草需自带。“因为要守着机器，
也没法离开或走动，我们连水都不敢
多喝。”朱治宇回忆， 为了维持体力，
徐雁军就把馒头一点一点地掰开吃。

“机器也重，不可能来回搬。”徐
雁军说，拍摄外出，设备都有七八十斤，
包括机身、镜头、脚架以及一大堆附
属品。

为了一个好画面，也需要“守”。
“这跟摄影一样，想要拍到一个好画面，
就得去等，甚至早出晚归。碰上天气
好赶上了，这得靠运气。”但徐雁军认
为，充足的准备也很重要。

“我们去拍飞行器项目，要事先去
了解，搜集资料，带有目的地去拍。”
拍摄专业性强，徐雁军对镜头里的每
一架飞机的情况都熟谙于心。“我了解
了才能拍，比如会从哪儿飞过来，高
度是多少，有哪些特征等，都需要我
去考虑。”

对于手下的徒弟，他除了把自己
三十余年的经验一一传授外，更是常
教导，干这项工作要学会“坚持”。“因
为是很苦很枯燥的，不是天天坐在办
公室看书、敲电脑就能干下来的。如
果能坚持，就能做好。”

徐雁军还有个习惯，拍完的视频
资料自己会再回看几遍，“我老是跟他
们（徒弟）说，现在很多人拍完，就
把机器往边上一扔就完事，这习惯不
好。拍完的东西要自己去过一遍，作
出总结，其实也是为下一次的拍摄作
准备。”

正是因为徐雁军的坚守，为航空
工业留下了宝贵的声像资料。他因此
被评为成飞劳动模范，“每周一星”获
得者，并荣获型号立功三等功。

轰隆声里  他能辨出飞机的种类

在退休之前，徐雁军和同事一起，
加班加点把多年前拍的影视资料，全
部数字化、编好目，把他手中的“宝贝”
一件一件如数家珍般移交给同事。在
数字化的过程中，因不少磁带年代久
远，独立的磁带播放机已少见，旧的
又不太好使 ；几千盘的磁带，徐雁军
一边修机子，一边拆带子。

电脑里记载的几十个 T 的内容，
印刻着成飞发展足迹，也装满了徐雁
军的诸多回忆。能够见证并参与歼 10、
歼 20 首飞等重大事件，对于徐雁军来
说是荣幸且有成就感的。但他比较淡
然 ：“经历多了，就习惯了。”

正是这日积月累的阅历和专注，
成就了徐雁军的专业和“精进”。同事
称赞，徐老师拍飞机拍多了，只需听
声音，就能判断是哪种飞机。

“我只要干一件事就一定要弄清
楚，起码不说‘外行话’。而且一旦接
触深了，自然就会形成深层次的认知。”
对于同事的评价，徐雁军认为不过也
是自己的“习惯”罢了。

他解释，每型飞机的发动机型号
都不一样，产生的声音自然也有差别。

“所有的发动机声音都沉闷，但沉闷的
频率、声音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些都
是工作范围内的事情，只要认真了，
都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今年 4 月 17 日，是新中国航空工
业创建 70 周年，徐雁军也在这个月告
别岗位，开始自己的退休生活。“感谢
徐大师”“祝徐老师退休生活愉快”“我
们的榜样”……办公室的同事们在一
张贺卡上写上了对这位老前辈满满的
祝福，并与他合影留念。但他的徒弟
没来得及参加欢送会，因为他正用从
师傅手中接过的摄像机，在外执行拍
摄任务。

听了四十余年的飞机轰鸣声，徐
雁军并没有觉得闹腾。“因为我觉得能
听到，说明我还在上班，还在工作。”

也有同事问他，退休了听不到飞
机声了可否习惯。“我还住在成飞家属
区里，声音应该还是能听得到吧。”徐
雁军笑着说。

	| 荣为人

人的一生，不一定有惊天动地的
经历，但少不了有值得自豪的回忆。
我最值得自豪的有两件事 ：一是到黑
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与抚远荒原建设
成为“北大荒”的新粮仓 ；第二件事
就是作为航空工业同龄人，参与创办
了一张报纸，成为航空工业新闻事业
队伍中的一员。

在上世纪 80 年代，国务院各部
委创办了一批立足各领域的专业报纸，
航空工业部创办了第一份公开发行的
报纸，即现今《中国航空报》的前身。
1986 年创办时拟定的报名是《航空时
报》。“航空”是本业，而“时报”既
寓意新闻报道要抢时间、抓时效，又
喻示新闻工作要体现时代感，要紧随
时代发展、跟上时代的脚步。1986 年
5 月 14 日上午我到报社正式报到，成
为航空工业新闻队伍中的一员。就这
样，一干就是 25 年。

尽管到报社之前，我在所里宣传
部工作了 6 年，期间还在《人民日报》
举办的新闻函授学习了一年，但是真
的从事新闻工作以后，感觉到在这个
新的领域，还要从头起步，认真实践。

从《航空时报》开始，经过《中
国航空航天报》到《中国航空报》，我
们始终把新闻报道放在第一位 ；按照
新闻规律办报，“在重大问题上不缺位，
在关键时刻不失语”，在国内众多报纸
中，确立了航空新闻媒体的权威性 ；
并且发挥专业编辑熟悉航空、精通外
语的优势，除了采访报道国际航展，
还创办了英文版的《文摘》，向世界传
播中国航空工业的声音，在外商和驻
华机构中有近百订户。

记得 1986 年 10 月在南昌采访航
空工业部职称改革工作会议，7 天会议
中有六家试点单位介绍经验，还有分
组讨论 ；那时每天都要了解会议情况，
汇总当天内容，整理稿件素材。最后
一天，上午会议刚刚闭幕，我来不及
吃午饭就回房间赶写稿件。中午与会
代表会餐还未结束，我就拿着千把字
的稿件请主持会议的部党组成员、部
机关党委书记王景茂审稿，王书记很
惊讶地称赞航空报记者的工作效率。

新闻报道提倡“抓活鱼”，讲求实
效，讲究质量，重视新闻价值 ；一有
新闻线索，马上跟踪采访，然后及时
报道，跟上事物发展的快节奏。记得
1988 年 9 月，一天上午在部机关开会
时得知何文治副部长下午出发去合肥
调研运 7 飞机使用情况 ；然后去西安
与民航系统一起召开运 7 飞机工作会
议。那时候运 7 飞机已经开始交付民

航，是我们民用飞机走向市场很重要
的起步。中午回报社的路上，王钟强
副总编就要求抓住这次机会，跟随领
导采访。那时已买不到飞机票了，于
是我决定乘当晚的火车到合肥，争取
第二天与何副部长汇合，采访调研活
动。结果当晚去合肥的火车票也没有
了。最后我拿着记者证
上了火车，在卧铺车厢
里坐了一夜 ；第二天赶
到合肥骆岗机场，跟随
采访这次调研和随后的
运 7 工作会议。我们及
时跟踪采访，其后《航
空时报》刊登了运 7 工
作会议的消息，还有运
7 进入民用飞机市场以
及航空工业重视民机发
展的连续报道，取得比
较明显的效果。

新闻报道重视第一手材料，无论
何时，都要尽快赶到新闻现场采访。
1998 年夏季，我国长江流域遭遇特大
洪水 ；嫩江、松花江水位上涨、频频
告急。就在松花江水位不断上涨的紧
急关头，报社获悉哈尔滨飞机厂和东
安发动机厂抗洪抢险的民兵队伍已经
进驻松花江心的太阳岛，于是决定派
记者去哈尔滨抗洪前线采访。那时候，
我父亲在医院刚刚动完大手术，我在
床边守护了一夜。听到要派人采访，
可报社一时抽调不出年轻的男记者时，
我主动要求承担采访任务。领导再三
权衡，同意了。于是我赶快去医院告
诉父亲要去采访抗洪，不能在床边守
护他了。我父亲听到我说要去采访，
只说了一句：“我床下还有一双解放鞋，
你可以穿。”

当晚我坐飞机到了哈尔滨东安发
动机厂。厂领导问我们采访有什么要
求，我说只有一个要求“上岛”。我们
随着慰问抗洪民兵的厂领导乘车来到
太阳岛上，采访当时奋力处理险情的
抗洪队员。后来得知，我们在太阳岛
上那两天，松花江第三次洪峰通过哈
尔滨江段，超过历史最高水位 0.84 米。
在重大事件关头，航空报记者就在第
一线，没有缺席。

优秀的记者往往能在事件性新闻

发生的第一时间出现在新闻现场，往
往能在非事件性新闻成长的过程中抓
住 事 物 发 展 的 主 线 ：1986 年 10 月，
记者万力民跟随机组飞上世界屋脊，
采访运 8 高原试飞；2003 年抗击非典，
总编辑张铁钧和记者承京穿上防护服，
进入三六一医院隔离区采访 ；2008 年

5 月汶川地震，记者焦静波随集团领
导深入震区采访抗震救灾……至今我
们依然可以自豪地说，在这些载入史
册的大事件发生时，航空报的记者都
没有缺席。

《中国航空报》关于国企改革三
年脱困的报道是我又一段难忘的经历。
2001 年是中央提出国企改革三年脱困
目标的最后一年。航空报在长达数年
跟踪国企改革的基础上，派出记者到
沈阳黎明公司采访。4 天时间里，我
和杭晓宁还有黎明公司宣传部的董芝
会深入基层，用 8 篇通讯全面、深入
地报道这家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脱困的
做法和成效。这个选题抓住国企改革
的难点和突破口，和上了中央推进国
企改革的步伐和节拍，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报道发表后，中宣部把黎明公
司作为当年 6 家国企改革的典型之一，
组织新闻记者到黎明公司做进一步深
度报道。

我们连续多年跟踪报道“中国高
技能人才楷模”鲁宏勋的成长过程，
2003 年 开 辟 了《 能 工 巧 匠 》 栏 目 ；
2004 年 1 月 开 始， 以 4 个 整 版 的 篇
幅和连续报道开展“做一名现代工人”
深度报道，引起企业对培养和使用高
技能人才的重视。

作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同龄人，
我为航空工业新闻事业的创建与发展
贡献了一份微薄的力量。

希望今天报社的同仁们能够继续
努力，把航空新闻事业做得更好。

【寻找航空工业同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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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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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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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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航空新闻事业同成长与航空新闻事业同成长 草棚子里飞出金凤凰草棚子里飞出金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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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 年 12 月 29 日 10 时，首架
运 8 飞机在汉中腾空而起，载着欢笑、
汗水、泪水直上云霄，奔向祖国蓝天
的怀抱。

“我看着飞机冲上天空，在我的
视野里渐渐变小，直到消失不见，眼
泪在眼眶里打转，高兴啊，我实在太
高兴了。当时我借师傅的自行车，从
山上骑了十几公里下来，寒风呼啸，
手冻得通红，我们几个小伙子却热血
沸腾，就是为了看一眼……”杜根成
动情地谈道。当年 24 岁的小伙子如
今已满头白发，清晨的阳光照在他身
上，头发愈加花白，整个人却精神矍
铄。

杜根成，1951 年生人，曾任航
空工业陕飞原部件厂厂长。运 8 飞机
的成功研制，创造了我国航空工业史
上当年转厂、当年安装型架、当年试
制、当年首飞成功的奇迹。自此，我
国没有国产中型运输机的历史结束。

接到生产任务的时候，工厂的基
本建设才刚刚开始，并不具备生产条
件，为了使这架飞机能够尽早上天，
大家自己砍柴搭草棚创建车间。因此，
当它飞上天空的时候，人们开玩笑说

“草棚子里飞出了金凤凰”。
传说中的凤凰非梧桐不栖，而运

8 飞机这样的“金凤凰”，想让它在草
棚子里出生，别提有多难了！ 1974
年，运 8 飞机转厂工作全面铺开，大
量工、夹、模具和模线样板、工艺装
备源源不断运进工厂，可是急需用
的两个厂房只是一个空壳，风、水、
电、暖设施均未动工。车间副主任杨

世灿是个女同志，带着职工爬上房顶
治漏。焊接塑料通风管没有焊枪，一
位老师傅跑遍汉中地区十几个厂，借
来一把旧焊枪，分解测绘出图，试了
一次又一次，造出了十几把焊枪。不
会弄，又到兄弟厂去学，几天后，不
仅焊工学会了，就连铆工、文书也学
会了。为了给地面、地沟铺瓷砖，热
处理工袁作安主动要求熬沥青。东方
尚未破晓，他就开始点火、添柴、熬
沥青，再肩挑一担担滚烫的沥青送到
现场，一直忙到深夜，衣服烤焦了、
皮肤烫伤了、眼睛熬红了，他从未吭
过一声……没有人计较自己付出了什
么，还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多。

“我们这一代真得好‘傻’，就是
单纯想争口气！”当时杜根成是陕飞
部件厂一名铆装钳工，在飞机的前段
工作，飞机前段是气密舱，有严格的
温度要求，厂房的条件无法满足，大
家只好搭起帐篷，再在帐篷里点上木
炭，保证温度，憋着一口气进去进行
气密铆接，最多干上半小时就得出来
透口气，多待一会儿就被熏晕了。一
人出来，另一人进去顶上，大家就像
完成一场接力赛。白天干，晚上接着
干，饿了食堂带个馒头把肚子一填，
困了躺在厂房里睡一会儿。就这样坚
持了快 3 个月时间，等到天气暖和了，
温度达标了，才恢复正常生产。

“绝不会让运 8 会战的‘列车’
在这里晚点”，这是部装厂全体职工
共同的心愿。1975 年 1 月，天气寒冷，
连日阴沉。深夜时分，寒风一阵一阵
刮起，而部装厂房内灯火通明，风镐、
铁锤声、水泥搅拌机声交织在一起，
小伙子们穿着汗衫抡大锤、挑泥沙、

运碎石，你追我赶，川流不息。大家
是在挖全机部件大型架所需要的 29
个地基坑，这里面最大的型架有两层
楼高，大型架基础坑要挖十多米宽、
三十多米长、一米多深，还需要采取
各种防护措施。工作量很大，常规需
要半年才能完成，他们只用了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在我们工人的时间表
里，只有年底运 8 上天的总进度，没
有一天工作 8 小时的时间限制。”型
架安装和组合件铆装阶段，许多同志
经常连夜奋战几十小时不下火线。领
导动员大家休息成了难题，只好采取
强制手段——停风断电。“我们每一
个人都愿为运 8 会战出力流汗，也因
为参战而感到无比光荣。”现在回忆
起来，杜根成脸上也洋溢着一股自豪。

“后来啊，当我们把机身交到总
装厂的时候，在机身中段披了一段红，
总装厂的职工整齐列队，敲锣打鼓，
夹道欢迎。我们把机身交给了他们，
也就是把接力棒传到了他们手里，把
那份期待又寄托在了他们身上。这股
子拼劲没有在任何地方松懈，大家一
鼓作气继续干。我记得总装厂厂房两
端是高十几米、宽八米多的好多扇大
门，说是大门，就没有门。冬天整个
厂房像个大风洞，寒雾迷漫，冷风嗖
嗖，外面下大雪，里面飘雪花，大家
也咬牙干，谁都不想耽误节点！”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条件太
差了，但所有人都为着飞机上天这一
个目标铆足劲儿干，大家一起也就没
觉得有那么苦了。现在我退休了，还
是住在厂区附近，从外面看着厂房越
修越好，心里还是非常欣慰的。”

“地面的工作干得越细致、越扎
实，飞机才能在空中飞得越轻盈、越
稳健。你们看我现在在院子里种了这
么多树，尤其是这柿子树，结果的时
候很多人都跑来拍照。我在养护上花
了一番功夫，根深才能叶茂呐。我们
都是铺路人，现在路越走越宽，我们
都看在眼里。但是你们不能自满，现
在条件这么好，要沉下心来研究，探
索新的机种，这才是基业长青之路
呢！”

说罢，老爷子缓缓起身，掸了掸
身上的灰 ：“我和他们约好了教他们
玩空竹，该走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