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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红色之旅 || 我的红色之旅 |

	| 方久梁

多年以前，我就心藏一个愿望 ：
有机会要去瞻仰毛主席、周总理、朱
总司令的故居。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学习红色经典，我来到朱德故里，接
受红色革命教育。

大巴车在成都至巴中的高速公路
上欢快地奔驰。迎着呼呼吹来的凉爽
微风，我的思绪如疾风般飞回到曾经
阅读过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所作的《伟
大的道路》一书中。那是 30 年前由中
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翻印的发放
到团以上部队图书馆的内部书籍，记
得封面封底呈红白相间，封面正上方
是朱总司令骑着高头大马指挥战斗的
戎装照，书的内容一共是 12 篇 44 章，
多少字记不清了。那是我在部队期间
阅读过的至今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本书。

1886 年 12 月 1 日， 朱 总 司 令
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琳琅山下一个贫
苦佃农家庭。“他说，虽然儿时有正
式的名字，生下来的小名却是叫‘小
狗’，因为男孩子都要以动物为名，来
欺骗那些埋伏下来专门捉拿男孩子的
鬼怪。”——史沫特莱这样写道，在其
眼中，50 多岁的朱总司令“既不丑陋，
也不漂亮 ；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
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
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略微隆
起，颊骨也颇突出。”从书中知道，朱
总司令青年时代就怀着强烈的爱国救
民思想投笔从戎，曾任滇军旅长，参
加过护国战争，后历尽艰辛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
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伟
大的道路》记录了朱总司令 60 岁以前

所走过的道路。记得书中在结尾处这
样写道 ：“十一月三十日，东北战场来
电 ：‘我们用新的捷报来庆祝你的六十
寿诞。国民党一团人刚刚投降。’”这
一年是 1946 年……

“朱德故里到啦，下车啦。”经过
三个多小时的行驶，大巴平稳地停在
了位于马鞍镇琳琅村朱家大湾朱德故
里停车场。大家欢呼着起身下车，环
顾四周，群山葱茏，绿树成荫，一派
生机勃勃景象。微雨中，我深深吸了
一大口气，“空气好极啦！”

我们一行人在朱家客栈吃过带有
田间乡土味的午饭，沿着四方田、海
量亭、山河志亭等景观，一路直奔纪
念馆。朱德纪念馆坐北朝南，具有川
北民居和现代建筑相结合特色，四周

皆是园林花草，尤显得古朴典雅。走
上百级石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邓小
平题写的“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九
个金色大字。纪念馆正门广场左右分
别种植着六棵高大茂盛的桂花树，我
想，若是游人金秋十月花开时节来参
观，那桂花更是香气扑鼻。广场正中
央矗立着一尊平和、慈祥的 4.2 米高的
朱总司令汉白玉雕像。沿雕像摆放着
一圈红红的色彩艳丽的映山红，使白
色的雕像更显突出。在雕像与正门之
间，有着一个海棠花、四色堇花组合
而成的一个约 20 米见方的光彩夺目的
大大的“德”字。据了解，朱德故居
纪念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同时也是国家 5A 级景区，去年入选“第
四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名单”。前来参观

瞻仰故居的人群络绎不绝，有国家公
职人员、有企业员工、有学校师生等。

纪念馆展厅共分九个部分，以大
量的图片与实物分别展出朱德总司令
阅读过的书籍、使用过的手枪、以及
生前使用过的个人物品等。朱德，字
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在十月革命和
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逐渐接受马克思
主义。参加革命 70 年，经历了旧民主
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
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几个历史时
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保
留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
的最后一刻。在展厅抗日战争部分处，
有一组朱总司令手持望远镜目视远方
与战马合影的雕像。雕像栩栩如生，
仿佛金戈铁马的厮杀战斗场面就在眼
前。作为曾经的军人，我立正行了一
个标准的军礼，并随口吟起朱总司令
撰写的诗句 ：“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
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似乎
看到了勇猛的战士置身战场，随着冲

锋号声努力杀敌。
从展厅出来，我的思绪还停留在

历史画卷之中。从朱总司令的身上，
我感悟到了许多许多——

我知道了一种思想——“以革命
之忧为忧，以革命之乐为乐，赤胆忠心，
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

我知道了一种品德——“我们切
不可居功。群众风起云涌，烈士牺牲
生命，如果有功，功是他们的。离开
了群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出来。比
如说，我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
像我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只是广
大群众事业与功绩的代表中的一个而
已。一定要记住，如果有功，功是党的，
是群众的。”

我知道了一种态度——“我不算
英雄，只是一个在战场上没有被打死
的普通士兵，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才
称得上英雄。”

我知道了一种纪律——“我们党
只有一种纪律，绝不允许任何不受党
的纪律约束的独立王国的存在。”

我知道了一种精神——朱总司令

在生命的后期，于 1975 年 3 月 6 日，
最后一次动笔书写“革命到底”四个
大字，勉励自己、勉励后人。

走出纪念馆，我想，做人当做朱
总司令这样的人。

沿着宽大的石板路，随着导游来
到了朱德故居，因为故居处于锁门维
修期间，我们一行人只能隔栏参观，
这里郭沫若题写了“朱德同志旧居”
六个大字。

“我的工作，历来听党安排，派
什么，做什么。”朱德为党为国家为人
民奋斗了一生，其高尚品格伟大风范，
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四个
小时的参观瞻仰很快就结束了，返程
的途中，元帅的光辉形象仍在我脑海
中闪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中
国共产党人永远的职责与担当。

教育在于使人觉醒。我想，红色
革命文化，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关键在于传承——传承意味着记得。
记得终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事情，不论
是记忆者，还是被记忆者。

走进元帅故里走进元帅故里

改装那些事
	| 李蓉

虽然那一次的改装任务已经完成很久
了，可每每回想起来，还是让航空工业昌
飞工程技术部的吴学林难以忘怀。

为完成某型机的改装验证任务，春节
假期里，吴学林和同事杨家鹏，操作工李
沁、孙灵更、危财彬、梁德平一行六人组
成的改装团队奉命踏上了出差的旅途。

当天上午从景德镇飞天津，再坐高铁
从天津到北方某城。晚上 7 时，列车准时
到站，车门打开的瞬间，尽管有了心理准
备，可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冷风扑面而来，
还是让这几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一下子就
感受到了北方天气的严酷，一个个冻得直
打哆嗦。

第二天一大早，改装团队成员前往定
点医院进行鼻、咽拭子的核酸检测。大家
都是第一次做检测，尽管心里有点小忐忑，
却都在相互鼓励打气。在检测中，鼻拭子
棉签从鼻腔一直伸到接近口腔位置，而长
长的咽拭子棉签则顺着喉咙直接插到检测
部位。当时有个同事咽炎犯了，一做完咽
拭子检测立马就反胃恶心，干呕了一天，
自己笑称 ：“这种感觉好酸爽。”

第三天，团队按计划上午进场，先查
看需要改装直升机的机况，再与部队机务
沟通改装计划。可由于带队的某研究所同
志是从疫情高风险地区过来的，部队为了
安全起见，需要审核其出行路线，导致一
行人在客户方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得以
顺利进场。在仔细查看完直升机后，经与
客户协商，第四天一大早开始启动改装工
作，计划 4 个工作日完成所有改装内容。

当改装工作正式开始后，大家才感受
到什么叫做寒风刺骨、寒气逼人。北方的
冬天，感觉穿得再多也挡不住寒风的侵袭，
可一旦开始正式工作了，团队成员却没有
一个人在意天气的寒冷。

现场工作中，铆装工危财彬平躺在机
腹底下，手握冰冷的电钻进行精确钻孔，
时间长了，带队队长让他出来暖和一下，
他憨憨一笑，回答说 ：“冷是冷，不过我
已经习惯了”；模具工梁德平冒着寒风在
键盘上进行指令的操作，尽管手早已冻得
麻木，但还是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进行着
测量后的数据分析工作 ；总装工孙灵更在
机舱里来回穿梭，将各种电缆敷设到合适
的位置 ；团队中唯一的女队员李沁则静静
地坐在机腹边上，拿着电烙铁将一根根细
细的电缆进行焊接收头 ；导通工作开始后，
由于出现了一个故障，造成个别电缆没导
通，为了尽快排故，技术员杨家鹏、吴学
林连续在严寒中工作了近 7 个小时……一
个个在改装现场工作的身影，让客户竖起
了大拇指。

在团队成员的齐心努力下，大家克服
困难，经过日夜抢干，终于在规定时间内
为此次改装任务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我的热强度之梦
	| 任青梅

再有几周就要退休了，心里有很多不
舍。舍不得离开四室这个大家庭，更割舍
不下为之奋斗了 30 年的热强度专业。我工
作的每一天，都是在热强度研究中度过的，
我见证了它发展、壮大并走向辉煌的每个
历程。那些奔走忙碌的身影，那些感人的
瞬间，深刻地映在我的脑海，鲜活地浮现
在眼前。

小细节  大信条

从“八五”计划到“十五”计划期间
这 15 年，是我们热强度专业最艰难的时期。
那时候技术实力薄弱，既没有型号试验又没
有课题，更看不清专业发展前景。技术人
员仅剩下三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只能凭
借前期自主研发的热分析软件 ASTSA（Ⅰ）
承揽一些横向计算任务。但是 ASTSA（Ⅰ）
只是一个求解器，没有前、后置处理系统，
有限元网格的划分、数据文件的形成全靠
人工完成，费时费力而且容易出错。一个
很小的错误，都可能会导致计算出现错误
和异常。

记得那是 1996 年冬天，我接到了一
个空气舵热分析计算任务。为了尽快完成
这个计算，我熬了一个通宵，完成了模型
网格的划分和数据文件的编制。黎明曙光
降临的时候，看着桌子上一串串数字、一
张张图标，虽然异常疲惫，但怎么也掩盖
不住内心胜利的喜悦。当我兴冲冲地将一
晚上的劳动成果交给项目主管成竹的时候，
他却抓住我建模时忽略的一个细节说 ：“这
不行，得全部推倒，重新建模。”就这么简
单的几句话，犹如一盆凉水从头浇下，我
的兴奋和喜悦被一扫而光，眼泪都快掉下
了，心里说 ：“就这么一点点细节就不能过
去吗？我可是辛苦了整整一夜啊！”

虽然很沮丧，但这件事使我懂得只有
做到一丝不苟、严谨求真，才是对待科学
研究正确的态度。从此，这种观念根植在
我的心底，融入了我的血液，成为我执守
一生的信条。

高精度  高预期

2003 年春天，室里接到了航天一院
某大型火箭全弹动力学模态分析计算任务，
甲方希望获得高精度的建模方法和分析技
术。这个项目规模大，技术难度高。项目

组由宋祖训老师挂帅，我和杨志斌两个年
轻人作为辅助。我从未接触过动力学，甚
至连基本概念都没有，我感到了从未有过
的挑战。当时航天一院并没有火箭的数字
模型，建模所需的每一个几何数据都要从
堆积如山的机械图纸中摘取。

记得当时正值北京非典流行时期，宋
师傅已是 59 岁临近退休的年纪，他当时
一直牙疼，饭都不能吃，只能吃流食。在
去北京出差的火车上，宋师傅带了个奶瓶，
他开玩笑说 ：“看我返老还童了，都用上奶
瓶了，哈哈哈……”直到今天，每次想起
这件事，他爽朗的笑声犹在耳畔。

到了航天一院，一呆就是一个多月，
每天面对的都是用平板车运来的一车车图
纸。宋师傅打开一张张图纸，细心勾画着
每一个构件，反复核对每一个尺寸，因为
任何一个尺寸的遗漏或标注错误都可能导
致计算结果的误差。经过四十多天的艰苦
努力，终于摘录完了整个火箭建模需要的
所有数据。返回西安后，建模工作正式开始，
这也意味着一个个技术难题的堡垒需要攻
克。在宋师傅带领下，我们披荆斩棘，解
决了燃油晃动模拟、爆炸螺栓处理等建模
中的一个个难题，完成了所有工况下的模
态计算。计算结果提交航天一院与试验测
试结果对比后，误差小于 5%，计算精度远
远高于航天一院的预期。更可喜的是，分
析结果预估了在试验室没有测到但在神州
五号发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模态，航天一
院专家们给予极高的评价。

这个项目的完美收官，让我明白，任
何一个成绩的取得，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
过硬的技术，更要有吃苦耐劳、迎难而上、
孜孜以求的精神。只有完全的献身与忘我，
才能在科学的花园里，采撷到丰硕的果实，
享受成功的喜悦。

大突破  大提升

一转眼又到了 2006 年的春天，国家飞
机型号科研任务渐渐多起来，其他科室任
务越来越饱满，科研产值也逐年攀升，但
热强度相关的型号和预研仍然没有任何起
色。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热强度的
春天还是不见踪影。

怎么办？热强度的出路在哪里？是继
续靠承担一些小型常规静力试验艰难度日，
还是寻找别的出路？这个问题时时拷问着
当时担任室主任的成竹。不行，这样下去

绝对不行，热强度必须把自己的专业特色
做起来，才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可是，
没有任务、没有设备、没有资金，怎么发展？
没有任务，出去找 ；没有设备，一点点添 ；
没有资金，一点点筹！他暗暗下定了决心。

成竹和前任室主任李喜明四面出击，
多方奔走，终于了解到航天三院有一个导
弹燃油系统的热试验要做。得到这个消息，
成竹马上调动全室科研人员 ：“小任，你负
责热试验热模拟方案的制定 ；贾二院，你
负责制定热试验控制方案 ；杨志斌，你负
责气动加热计算……请大家尽快拿出可行
方案，争取拿下这个试验任务。”最后，经
过双方多轮沟通谈判，航天三院领导冒着
很大风险才把这个试验任务交给了我们。
毕竟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们就再没有
做过一个热强度试验，况且这项试验规模
大，难度非常高。任务是拿到了，但我们
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热
试验需要配置专门供电系统，加热器及水
冷系统如何设计？如何准确模拟加热过程
的燃油消耗？热载荷的全方程热流密度控
制如何实现？这些都如同一座座小山重重
地压在大家心头，都需要无数次的探索与
实践才能解决。

2006 年 10 月上旬，导弹燃油系统热
试验全面铺开。时任试验主管蒋军亮带领
十几个人组成的试验团队，开始了艰苦的
鏖战。航天三院的跟试人员一直在后面催
着进度，他们的领导也一拨接一拨地来检
查试验进展。夜，已经很深了，长安 3 号
厂房的灯依然亮着。蒋军亮顶着巨大的心
理压力，拖着疲惫的身子，带着嘶哑的嗓音，
指挥大家安装着加热器。“试验现场准备完
毕！” “机房准备完毕！” “可控硅房准备完
毕！” “5，4，3，2，1， 开 始！” 随 着 试
验主管一声令下，时隔 20 年后，第一个热
强度试验在强度所顺利完成，取得圆满成
功。

航天三院的领导感动地说 ：“你们辛苦
了！六二三所的热试验不仅技术过硬，你
们的拼搏精神不愧‘狼’团队的光荣称号。
以后我们的热试验都在你们这儿做了！”
这项试验，为热强度发展杀出了一条血路，
为热强度专业发展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成为热强度专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从此以后，热强度难题一个个被突破，
热强度水平节节攀升，产值年年刷新，现
在已经成为国内热强度研究主力军，客户
遍及航天、航空、发动机、电子等多个行
业领域，产值也从 2006 年前的 400 万提高
到现在的 4000 多万元。

严谨的科学态度、忘我的拼搏精神、
敢为人先的创新理念、合作友爱的团队精
神支撑着强度所热强度专业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也鼓舞着小小
的我，在科学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追求，
放飞梦想的翅膀，收获成功的喜悦。

劳动节，我们应该
纪念什么？
	| 刘瑾

每一个节日都有其来由，而时代的更迭
往往又让人们忽略当日的初衷。五一国际劳
动节，从国家法定假日，到黄金周，直至今
日的休假五天，在消费主义当道的今天，假
日的意味似乎更为浓厚。

而“五一”的初心是什么？ 1889 年 7 月，
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把 5 月 1 日定为“国
际劳动节”，随后，劳动节发展成为世界性的
节日，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劳动者争取合法权
益的日子，鼓励劳动者敬业勤劳，发现自我，
实现自我，创造价值。

而劳动模范，无疑是劳动者的优秀代表，
是劳模精神的集中体现和高度凝聚。劳模代
表着一种饱含感情的符号，在不同时代人心
中有着各自温暖的记忆。但无论哪个时代，
劳模都是行业的领跑者，而劳模精神也与时
俱进，随时代的改变而不断完善和升华。

回到我们自身，在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
机遇期，也是航空强国建设的关键期，我们
倡导的劳模精神是什么？精炼地说，两个字 ：

“实干”。如何干？目标明确，高质高效地干 ；
脚踏实地，投入专注地干 ；团结协作，勇于
担当地干 ；不计得失，舒畅愉快地干 ；博采
众长，硕果累累地干。在全国政协 2021 新年
茶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扬“三牛”
精神，即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
艰苦奋斗老黄牛精神。新时代的劳模，除了
立足岗位踏实勤勉，兢兢业业，耕耘奋发，
更要仰望星空，创新超越，具有强烈的价值
创造精神，穿越思想的藩篱，在关键技术领
域不断探索求新、开拓创新，以钉钉子精神
寻求突破，实干图强，眺望追逐更为开阔深
远的星辰大海。

劳模精神，彰显的更是一种平凡中的卓
越，是一种对自我的超越，对极致的追求。劳
模精神如一束光芒，予人温暖希望与前行的动
力，更让我们重新发现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
成为最优秀的自己。这束光芒需要传播发散，
照进我们每一个人最日常的工作。每一名员工
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实干，创新求变，提质增效，
就是对劳模精神的最好诠释。五一劳动节前夕，
不少单位举办了鲜花送劳模活动，一束束凝结
了美好情思的花束和祝福的卡片送到劳模手中
时，更有一份温暖的甜蜜流淌心间，在忙碌的
工作中感到尊重与情意。劳动节，我们纪念的
更是这一份尊重，以人为本，尊重劳动、尊重
劳动者、尊重劳动者创造的价值。

当然，新时期的劳模应该更为丰富和完
整，在工作和生活中平衡，保持身心的畅达，
情感的交融，也才能真正保有思维的鲜活和
创造的热情。劳动节来临之际，向每一位辛
劳的航空人致以最诚挚的祝福，愿我们在这
份美好的事业里耕耘拼搏，创造出更为优异
的成绩，开辟崭新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