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刘灿萍

她，虽然身材瘦小，外表腼腆、文静，
但工作起来却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作为
一名从事飞行员个体防护装备、水上救生
装备的研发技术人员，“用心”的工作态度，

“创新”的工作方法，不但使她做好了本
职工作，更使她用长远的思考规划着未来，
积极面对人生的每一次挑战，征服人生路
途中的每一次困难，将生命诠释出属于她
的精彩。她就是航空工业航宇应急救援技
术研发部的高级工程师、公司二级技术专
家万曲。

勇挑重担，创新推进型号任务

作为水上救生专业的技术带头人，在
产品的研发上，万曲真正做到了专心钻研，
并屡次在新型产品的研发中推陈出新。脖
式漂浮装置作为多机型配套新型产品，需
要与多种个体防护装备匹配兼容。2020 年
初，由于氧气面罩新增了防窒息要求，需
要大幅度提高人员漂浮姿态口鼻高度来达
到救生效果，对脖式漂浮装置产品提出了
新的挑战。接到这一紧急任务，万曲主动
担任了技术攻关负责人，带领团队利用业
余时间钻研大量国内外资料，提出了影响
漂浮姿态的因素，通过标准比对、仿真计
算、试验分析等多种手段，准确找出优化
漂浮姿态的关键因素并提出改进方案，经
试验验证达到了指标提升要求。形成的研
究成果得到了上级领导和主机所的一致认
可，圆满完成了脖式漂浮装置改进方案评
审，确保了型号节点任务的顺利开展。

在载人航天飞船及空间站任务领域，
万曲还担任了航天员配套失重防护装备及
应急救生装备的项目总师，她始终坚持“用
户至上，质量第一”，针对空间站任务提
出的各项优化需求，认真分析各项产品指
标变化，指导每一项产品展开合理优化改
进措施，同时与航天员中心积极协调改进
效果，落实技术状态更改程序及评审工作。

针对航天员身型变化，辅导企鹅服及抗浸
防寒服主管设计对每个型号的每一块服装
样板进行更改与核对，确保产品缝纫装配
过程中的美观性与准确性。在产品验收期
间，她主持并带领项目组按要求完成各项
技术资料的准备工作，圆满完成了多个配
套航天产品的交付保障工作，受到航天员
中心的赞赏并受到媒体的关注报道。

勇于探索，积极开展预研论证

作为技术领头人，万曲还承担了海上
搜索救生技术、空投救生保障技术等相关
的多项搜索救援课题的研究工作。一提到
搜索救援，就会使人联想到远海巨浪滔天，
救援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茫茫大海中实施
救援的场景，虽然搜索救援场面“惊心动
魄”，让人激动不已，但每项救援产品的
成功推出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2020 年
12 月，多项搜索救援课题已完成技术创
新与样件生产工作，亟待开展海上搜索救
援验证工作，但年底任务重、项目组人员
少、试验难度大等诸多困难使得验证工作
迟迟得不到落实，万曲克服重重困难，没
有条件创造条件，任务重她就帮大家协调
资源完成任务，人员少就一个顶两个，难
度大就提出保障方案降低难度。经过多轮
沟通讨论，顺利组织开展了海上漂浮及搜
索定位联试试验。在搜索救援试验实施中，
海上浪高 2 米多，巨大的浪花涌来，将救
生艇拍打得晃晃悠悠。但万曲没有心生怯
意，仍然坚持在真实海上救援场景中开展
试验，确保了多项预研课题研究与验证工
作，为后续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
基础。

作为技术负责人，万曲敢于大胆创新，
带领团队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组
织、协调、设计和试验工作。创新提出采
用两片聚氨酯胶布热合加工的方式制作单
人漂浮平台，大大减小了聚氨酯漂浮平台
的折叠包装体积 ；创新采用半沉式船底结
构设计，降低了人员乘船后的重心位置，
提高了船体在高海况环境下的抗倾覆能
力。

同时，基于在飞行员个体防护装备及
水上救生装备专业知识的全面性，万曲还
牵头开展了多项技术论证工作。在空投型
海上救援系统研制立项论证中，万曲着眼
中远海快速救援要求，分析研究国外救援
建设体系及装备，根据目前海上救援能力，
规划空投漂浮平台及物资的方式，执行海
面遇险人员救援救助任务，并提出相关装
备主要作战使用性能要求。该方案不仅填
补了国内中远海救援装备的空白，也为航
宇在海上搜救系统研究领域树立了一面旗
帜。

	| 刘泽华　白俊丽

“十年如一”爱航空

凌晨 2 时，航空工业一飞院 306 厂房灯光依旧。
灯光下，陈卫东心无旁骛，认真地将鉴定材料校对、
打印、装订成册。第二天早上 7 时，他顾不上寒
风侵骨，风风火火地踏上了赴京的征途，前期充
分的准备和沟通，让他疲惫的脸上写满从容 ；当
日 17 时，座舱压力控制分系统鉴定工作圆满结束，
自此项目环控系统全部完成鉴定，环控系统研究
室成为全院第一个完成鉴定的研究室。

这是在疫情肆虐，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拿下的
第一。为了这一天，陈卫东身先士卒，利用自身
专业过硬、统筹协调能力强的优势，不停辗转于
用户、试飞中心及成品厂之间，以其专业的精神
和敬业的态度，获得了各方的信赖和尊重。在他
的带领下，团队成员个个精神饱满，攻城拔寨。
在他的带领下，跑赢了时间，树立了标杆。

而这只是他十几年航空生涯中的日常操作，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

“团队第一”为环控

环控是陈卫东的专业，科研生产任务是他的
大局。详细到天的计划、及时响应的贯改、细致

充分的协调，让环控系统鉴定工作顺利推进。当
机电所其他系统面临一些棘手问题时，他毫不犹
豫地挺身而出，发挥自己在用户中的认可度，积
极沟通协调，顺畅的交流让很多工作都事半功倍。
项目外场的贯改、归零流程也由他统筹处理，事
无巨细，亲力亲为，无怨无悔。

“用户第一”创价值

站在用户的角度思考问题，是陈卫东获得用
户信赖的重要原因。环控系统软件升级后，用户
提出疑问，陈卫东马上带领人员赶赴外场开展技
术培训，使用户第一时间接受更改方案，消除用
户疑问，赢得了用户好评。“强军”是一飞院与用
户的共同目标，为用户提供好用顶用的产品是一
飞院的价值宗旨。正是源于这样的信念，才有他
想用户之所想，急用户之所急，不辞辛劳，克服
重重困难，满足各类需求，真正做到了理解用户、
响应用户、服务用户。

“知行合一”迈大步

困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扎实、严谨、创新、
纯粹、担当，健康积极的科室氛围高于一切，这既
是陈卫东的座右铭，也是环控室的价值观。作为
环控系统研究室主任，陈卫东以研究室的发展为
己任，时刻秉承“生命至上、用户第一、质量取
胜、精益求精”的原则。他认为，如果能把一个
问题真正解决，能够实现最大的价值，就应该投入，
多大的投入都是值得的，为客户解决问题才是目
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团队需要做
全机热管理仿真计算，大多数人对于 AMESim 软
件还不太熟悉，磨刀不误砍柴工，他当即在科室
内部组织软件培训，让大家充分学习交流，学中做，
做中学，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在又一场攻坚之后，走出试验室，已是月朗
星稀。只剩寥寥几盏灯火。陈卫东说，最爱此刻
的轻松，脚下的路很踏实，心中的光无比温暖，
对下一个挑战充满期待。因为，心许航空的人，
无问西东！

在航空救生事业中
书写精彩人生

心许航空　无问西东
——记陕西国防科技工业劳动模范陈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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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巾帼的刚与柔
	| 白波

这是一支锻造国防科技力量的工艺团队，她
们的产品飞云跨海，护卫边疆，彰显着速度与激
情的炽热力量 ；这是一支柔中带刚、与她们的产
品有着巨大反差的特殊团队，她们心思缜密，细
心执着，具有一股不服输的“女汉子”气概与风采。

过去的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受新冠
疫情的影响，航空工业洪都外场的试验进度滞后
了数月。2 月 29 日，作为试验团队的主力军，工
艺技术组的巾帼们主动请缨、逆行出征，奔赴千
里之外大漠戈壁滩上的“外场绿洲”。这是工艺技
术员张洁琼第二次到外场，对于自小在江南水乡
长大的她来说，每次过来都要适应很久，外场常
年干旱、人烟稀少、昼夜温差大，在广袤无垠的
戈壁滩，唯有零星生长的骆驼刺点缀着戈壁的荒
凉与孤寂。

隔离了 15 天的张洁琼很快接到了一项某批
次产品更换元器件任务，由于产品内部空间狭小，
拆卸要求严格，只能使用绝缘的小榔头等工具进
行人工拆卸。一件产品需拆下 16 个零配件，一
个零配件就要不停地敲二十多分钟。张洁琼和她
的队员就 5 个人，全员上阵，一头扎进在库房里，
一天下来手酸脚酸眼睛也充满血丝。她们用榔头
一锤一锤地敲完了此次任务，但她们却毫无怨言，
只为利剑重上云霄、捍卫祖国领土边疆。

“90 后”丁颖珊作为组里刚来两年多的小姑
娘，接触过工艺、调度、质检、资料管理等不同
性质的工作，也经历过不同型号的研制、定型及
批产等关键岗位的锻炼，如今已成长为组里的青
年岗位能手，是一专多能的“百事通”。要是碰上
哪位姐姐怀孕要去休产假，她都是第一个顶上去

的，要问她为啥？她是这样回答道 ：“我年纪最小，
能为姐姐们多分担点，是我这个做妹妹应尽的份
内事！”

在距离南昌一百多公里的高安有一处分厂生
产区，坐落大山深处，经常需要在那里待上个把
月才能回来。2020 年 8 月，作为组里的大姐徐
芬正在高安出差，当时恰逢某型号产品交付的关
键时期，家里一个紧急电话突然打乱了节奏——
她三岁的小女儿生病住院了。在仔细询问了女儿
的基本情况后，她在小家与大家之间选择了大家，
忍着泪水转身投入到交付工作中，连续十多天奋
战到夜晚十点多钟回宿舍。尽管她已经累得筋疲
力尽，仍第一时间给家里打个电话询问女儿的情
况。竹深树密蝉鸣处，唯有一个母亲对孩子最深
情的思念与愧疚。

在这支特殊的团队中，有像医生一样给测试
系统望、闻、问、切的测试工艺员聂桥桥 ；有忙
着为产品“挑刺儿”连家都顾不上的质量师黎艳 ；
还有挺着大肚子独自一人扛起老厂区的型号试验
的工艺技术员张情。她们就犹如那盛开在航空大
道上的“君子兰”，深深地扎根在科研生产一线，
一簇簇相拥着竞相开放，为祖国的建设增添一道
亮丽的巾帼底色。

这 18 位女性科技工作者是上千个奋斗在航空
强国道路上的洪都科技工作者优秀代表之一。新
时代呼唤一代新人，新时代也不会忘记那些做出
切实贡献的建设者。航空人将牢记党和国家的重
托，继续激荡起创新创造的伟力、昂扬起奋斗奋
进的决心、履行好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职责，让
祖国的航空事业向着星辰大海扬帆远航、阔步前
行。

敢闯敢干的
“拓荒牛”
	| 赵润雨

青年型号总师，是航空工业
武仪的中坚力量，始终在公司发
展中担任重要角色。他们平均年
龄 35 岁，正是披荆斩棘，敢闯敢
干的年纪 ；他们怀揣与公司同成
长、共进步的初心，在技术创新
的沃土上一路前行。

技术中心的同仁常把他们比
作“拓荒牛”，缘由何在呢？

他们创新钻研。这群年轻的
型号总师们承担的是复杂程度极
高的重点型号研发任务，面临多
重困难与挑战。但他们特爱琢磨， 
凭着一股不钻研出结果誓不罢休
的倔牛劲儿，总能另辟蹊径。别
看他们年轻，可是很善于分析总
结、果断拍板决策。每每接到项
目任务，他们就带领团队夜以继
日，反复研讨，寻求突破。秉承
着创新是立足之本，特别是面对
从未接触过的复杂技术问题，在
用精湛技能合力攻坚的同时，他
们更注重运用独到创新的思维方
式探索解决瓶颈。

他们踏实执着。每当重点项
目任务下达后，他们总会认真汇
总各分系统的设计文件，从最初
的讨论到方案的确定，从整理材
料到实验操作，从跟踪进度到整
改落实情况，团队成员沉下心对
每一个环节锱铢必较、刨根问底、
严格把关，把各种情况、各种细节
都尽量考虑全面。他们深知，任
何一个微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
整个设计前功尽弃。严把质量关，
狠抓细节处，成为这个技术团队
的一种习惯。“工匠精神是一份专
注、一份坚持、一份执着。只有踏
踏实实地把工作做细做实，才能
全方位进行优化设计。”这是团队
成员常挂在嘴边的话。有时仅一
项流程的设计方案就要修改多次，
目的只有一个——做到最完美。

他们充盈自我。团队成员危
机意识很强，时刻激励自己保持
学习的心态，不断更新知识库，保
证不被淘汰。时代在进步，知识
在更新，精湛的技术不是一天能
炼成的，且不是一成不变的。他
们已经习惯边学边干、边干边研，
及时归纳整理研发结果，从中查
找规律，总结经验。书痴者文必工，
艺痴者技必良。青年型号总师们
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凭借不
断充实的能力，连续承担国家重
点项目的设计研发，先后攻克多
项难题。

他们无私带徒。一枝独秀不
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他们毫
不保留地把经验和技术传给徒弟，
教导徒弟脚踏实地，不仅要有过
硬的技术功底，还要有专注敬业、
科学严谨和较真的劲头。徒弟背
后都叫他们“严师傅”。技术中心
的新员工用心体会着师傅们的言
传身教。他们在这些优秀型号总
师的带领下严谨求实，不断提升
自我，逐渐成为勤勉敬业、努力
进取的中坚力量。

航空之路勇登攀，心有所系
苦也甘。设计—实验—总结—调
整—再试验……数不清的循环往
复。逐梦路上，这些年轻的型号
总师们没有停歇。乘风破浪，未
来可期。

在平凡岗位上发光
	| 周安娜

陈旭是航空工业天飞总装厂的座舱机
械装配工、前装班组长，天飞 2020 年度
劳模。

提起他，第一印象就是皮肤好，脸上
白净得一点杂质都没有，不像个成日劳作
的人，女生看了都觉得羡慕。偶尔开玩笑
说起这个，他就淡淡一笑，也不多做解释。
直到有次去总装厂采访他时，才发现这人
将辛苦的痕迹通通藏在了手上。

那天他正在飞机座舱里打着手电筒检
查线路，光线照在手上，粗糙的指尖上开
裂的口子令我心中一震——这双手与脸的
反差太强烈了，放在一起对比，简直不像
是同一个人的身体部位。

观察了一会陈旭的工作状况之后，我
才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强烈的反差。座
舱机械装配过程中，绝大部分工作都需要
靠双手来完成，打保险、拧螺丝这些看似
简单的工作，局限在飞机座舱这样一个狭
小的空间里，难度便成倍的增长，除此之
外，一双手还要经常与对皮肤有伤害的胶
水接触。

常年的工作，使得陈旭患上了手腕腱
鞘囊肿，手背上鼓出一个大包，藏在衣袖
之中。总装厂的工作大都在室内，脸上不
受风吹日晒，跟飞机打交道的，永远都是
那双藏在手套里的、和他这个人一样低调
的手。

接受采访的时候，陈旭有些不好意
思，腼腆地告诉笔者 ：“我其实也没干什
么特别的，就是正常工作，都是应该做的。”
但他们班组的成员却说，陈旭是“一根筋”，
只要一忙起来，眼里就只有工作。忙的时
候忘记吃饭、忘记下班都是常事。

陈旭面对工作不仅认真，也肯钻研，
担任班组长一职之后，为了能提高工作效
率下了不少功夫。总装厂之前进行修理任
务的时候，经常因为缺件问题导致生产任
务没法继续进行，有的时候前面一架飞机
的零件刚到，后面一架飞机的生产周期又
开始了。这样一来，大家有时候急得团团

转，却没活儿可干 ；有时候忙得热火朝天，
还是会导致飞机无法按时交付。面对这种
状况，陈旭经过认真的思考与统筹，索性
决定将几架飞机都拉出来，同时干！

“以前的习惯是全班组的人集中在一
起干一架飞机，完成之后才会去干下一架。
现在我把人进行了细分，谁负责哪一项提
前分清楚，然后把所有飞机都拉出来同时
干。如果遇到缺件之类的问题，就可以机
停人不停，不耽误其他飞机的生产进度。
这样一来工作效率比以前高出不少，权责
清晰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提高生产
质量。”

谦虚低调的陈旭一提到工作就兴奋得
眉飞色舞。班组的同事都说他是“工作狂”，
当得起年度劳模这一荣誉，可每当提起这
些，他又一脸严肃地说：“可能一提起我们，
大家就会想到辛苦、付出之类的词汇，但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的日
常工作就是这样。公司把这些活儿交到我
手里是信得过我，不做好了，我自己心里
也不踏实。”

听到这番话，笔者不自觉又想起了陈
旭藏在手套里的那双手。他这个人或许就
像他的双手一样，始终都在低调却又真实
的付出，默默用自己的力量散发光芒，为
天飞的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春天里，攻坚号角嘹亮
——中航西飞飞机维修中心防火改进项目党员先锋队攻坚日志

	| 韩子东

年初，距离春节还剩半个月时间，中航西
飞飞机维修中心临危受命成立防火改进项目党
员先锋队，要完成某飞机“两加一改”的科研
改装任务。

万事开头难

该项目方案涉及成品、零件多，现场实施
难度大，从初期的方案论证到工艺准备，再到
各项工作的开展必须基于原机状态进行，这对
于团队成员各方面的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更为严峻的是，该项目从零件生产、成品研制
采购到机上改装完成，周期仅有不到 1 个月的
时间。

2 月初，设计部门完成了该项目详细的设计
发图，紧接着就要给上级汇报相应的工艺实施
方案。贾凡作为此次防火改进机上实施的现场
技术负责人，带领团队连夜开始了工艺实施方
案的编制工作。连续几个日夜无休的奋战，方
案逐渐成形，最终定格为一个 30 页完整的工艺
验证实施方案。汇报当天，贾凡在台上详细地

讲述了改装方案的难点及解决措施，得到了上
级的认可，并通过评审，保证了机上实施工作
的顺利开展。

2 月 15 日，正月初四，正是阖家欢聚的日
子，可是在改装现场，攻坚冲锋的号角已经吹响，
某飞机防火改进项目党员先锋队的红色条幅已
高高挂起。横幅下，他们郑重宣誓 ：必将全力
以赴，按时完成任务。

面对困难，勇往直前

攻坚正酣时，现场却突然传来防火系统成
品安装支架由于空间狭小无法正常安装的消息，
这对于节点紧迫的工作无疑是当头一棒。防火
系统的安装是此次改装任务的难点也是重点。
面对艰巨的困难，进入岗位不到两年的工艺员
苏蓓蕾毫不畏惧，迎难而上，主动到现场模拟
安装过程，积极与设计人员和工人师傅沟通，
不断验证安装方案。不知不觉黑夜已经降临，
可是为了改装任务能按计划进行，她还在继续
摸索。直到凌晨，她终于找到了最优的安装方式，
确保了第二天任务可按期进行。

在后期改装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每个环节

她都一丝不苟严格把控，将需要处理的事项逐
条记在笔记本上，不遗漏任何一项技术问题。
随着改装工作的进行，在一个又一个灯火通明
加班赶工的夜晚，在团队其他技术骨干的支持
和帮助下，她迅速掌握了工艺知识，充分发挥
一名青年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大家一起
大胆创新、破解工艺实施难题，为项目实施提
供可靠的技术支持。

是结束，更是开始

3 月 24 日，该项目顺利通过放飞评审，但
对这个团队来说，改装工作却还远未结束，大
家仍在为放飞和后续改装工作积极准备。

开局就是战斗，全年都要攻坚，第一阶段
改装工作完成后他们并未松懈，依然保持着锐
意进取的工作状态。除了完成改装系列工作外，
其余日常工作也在依次进行。

依然是灯火通明，依然是一丝不苟，他们
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刻冲锋在最前
线，全力保障用户飞行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