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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与时代互动的思考者做与时代互动的思考者

| 刘瑾

在一个偏重理性思维，型号科研
任务为要的研究所做读书会，应该如
何谋划、发力、推进？作为宣传工作者，
这是这两年来，一直在我们心中萦绕
不去的一个话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初
心。

做读书会的目的是什么？想要传
递一种怎样的价值观，要营造怎样的
氛围，要激发设计员们怎样的思维理
念，或者，更是要培育一种面向未来
的视野。

刘远征是航空工业直升机所人力
资源部一个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毕业
于北京航空航天管理学院，平时也一
直关注经管领域前沿动态，对于目前
流行读书学习方法深有研究，且乐于
分享交流。两年前的一天，他找到了
我，提出想创办一个读书会，聚焦行业、
社会、文化、心理等更多元化的主题，
每隔一段时间由一位主讲嘉宾就某一
主题分享读书心得，让更偏于理性思
维的设计员们，在忙碌的工作中，抽
出一片遐思，更开阔地和外在世界联
结，拓展思维广度和深度，为科研创新、
创效探寻更具品质的灵感支撑力量。

远征的这一提议，和我一直以来
的思考不谋而合，心中一片喜悦。反
复探讨下，读书会有了温润的名字—

“行知”，读书、思考与实践融会贯通，
理性、知性、建设性合一，最终是视
野的开阔，思维厚度的提升，以分享
输出倒逼知识输入，开拓出一片探讨
交流的深度空间。

有了理想的构划，平台的搭建，
执着的坚持，小伙伴们的潜质和灵感
也一点点调动起来。2019 年行知读书
会一经开启，就有了“世界主义”的
气息，分享话题多元纷呈 ：什么是科
学？如何用系统工程方法策划一场婚
礼？智能时代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哪
里？香港经济发展到底错过了什么？
移动互联网发展史、百年未有大变局
中的我们、“稀缺”时代的自我修养……

读书会的小伙伴们既站在行业之

中，又能跳出既有的框架，打开
心窗更多地放眼世界，关注我们
所处的这个时代，在悉心的观察
和阅读中去敏锐地捕捉那独有的
气质和讯息，为行业和个人的发
展探得更开阔的方向。

每月某个周五下班后的一个
小时，便是读书会聚会分享的时
光。从一周工作的劳碌中放松下
来，打开思维的闸口，随着主讲
人的思绪一点点流动。每一位参与者
都沉浸其中，张开了身体上的每一个
毛孔去吸吮新知，在每一个有趣触动
之处探讨交流。

作为一名有着七年从业经验的直
升机系统工程师，胡雪明在工作中深度
钻研，颇有建树，更能将系统工程思
维深入扎根，如活水融入生活。他甚
至用系统思维策划了自己的婚礼，在
某次读书会现场也给大家做了一次妙
趣横生的分享。从利益攸关者需求开
发确认，到场景开发确认、婚礼过程
彩排、流程设计，到现场调度和事后
复盘，喜气洋洋的人生大事中，严谨
细致的系统工程思维仍贯穿始终，成
为一种“知行合一”的生活理念。

知行合一，也是“行知”读书会
实践探索的基本理念，如何将束之高
阁的书本知识菁华，转化为恒久的思
维方式运用于工作生活，同时把自身
所处的行业和个人发展，放入更宏大

的时代去丈量，成为读书会探索的主
旨。在无限广阔的天地里，个人的所思、
所想，与行业、社会、世界更紧密地
联结在一起，在读书分享会中又与朝

夕相处的小伙伴们融合共创，于是知
识经历了实践之水流转蜿蜒，终于在
每一个人的内心深扎下来，成为精神
气度的一部分。

“平日忙于型号科研，确实需要借
助这样的一个思想平台，来抬头看路，
扩宽眼界和思路，把问题考虑得更透

彻。”直升机所航电系统部设计员王秋
云在近期有关技术创新的主题读书会
上曾有感慨。两年来，读书会一开始

只是在研究所党群部门的年轻人中试
探摸索，慢慢地吸引到了更多研究部
设计员们的热情参与，那些多元化的
主题和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
时隐隐切中行业和时代行进脉搏，在
自由分享交流的氛围和持之以恒的打
磨下，逐渐成为研究所颇有特色的青

年文化坐标。
结构设计部设计员范亮亮在科研

工作之余，一直致力于读书、演讲、
写作与个人成长探索，思路开阔，乐
于实践。他也是读书会的常客，在一
次主题为“忙碌者的自我修养”读书
分享中，他以《稀缺 ：我们是如何陷
入贫穷与忙碌的》一书为切入点，探
讨由稀缺心态导致的忙碌，提出由开
源节流两个方面打破恶性循环，有意
识地在时间和空间中为自己留白，以
更放松的心态激发创新创造灵感，提
升生命品质。分享引起了奔忙于科研
工作的设计员们的强烈共鸣，他提出
的“稀缺心态”“管窥”“带宽”“专注
红利”等概念也给大家带来了新的思
考维度和方向。

的确，紧跟时代脉搏的新动能、
新思维、也是行知读书会期待引领探求
的方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

会主义专业的樊乐是直升机所综合管
理部战略研究主管，对于国际关系颇
有研究，他先后结合科技自立自强等
主题作了多次读书分享，并对如何走
好创新发展道路与设计员们展开探讨，
以此为牵引撰写多篇创新发展、行业
观察等深度稿件在《中国航空报》刊发，
成为行知读书会颇受欢迎的“专家型”
分享者 ；总体气动部设计员刘衍涛多
年致力于新概念直升机设计探索，也
多次在读书会分享创新理念和实践经
验，碰撞激发灵感，他和团队设计的
磁悬浮无人机，聚焦未来旋翼驱动技
术和气动布局领域开展探索，受到多
家主流媒体的关注。

“读书会重在分享观点，互相启迪，
引发思考，而不是直接告诉大家一个
确定的结论。”行知读书会创始人刘
远征认为，读书会中每个人的关注点
都不同，不一定要研究很深很透，能
把一个观点说透就好，自由交流就能
把思考进一步引向深入。在两年多近
二十期读书分享中，不论是分享者还
是参与者，都在潜移默化经历着思维
的磨砺、迭代和升级，尝试多领域“跨
界”学习交流，并逐步融入研究所“深
化改革 创新发展”大讨论中，在智能
时代发展、国企深化改革等主题中深
入思考，用理性的视角，历史的视野
洞悉变革的世界，为研究所发展贡献

“思维”力量。
2020 年疫情期间，行知读书会还

举办了多期线上读书分享，每年年底
举办回顾展望主题年会，与天津知名
的“璞臻书店”合作，举办多期心理
学成长沙龙。未来，将在分享主题的
广度深度上还将进一步探索，期待成
为直升机所年轻人思想交流的高质平
台。每一次读书分享，都是一次再次
启程的精神旅程，是思想火光的碰撞，
是视野的无限延伸，更是人与人之间
情感的交融，最终也将回归自我与行
业之基深度探求，在纷繁的世界里坚
定执着。

25岁的我
与20年的航空梦
| 丁帅

许多年之后，在绘制舵机图纸时，我总会想起，
第一次见到飞机划过的那片万里晴空。

五岁那年的夏日正午，我和小伙伴在谷场上折飞
机玩，在朝着天空奋力掷出我的“杰作”后，头顶极
远处传来震耳轰鸣。仰头望去，一条银白色的“长鲸”
优雅地游弋在蓝色天海中，在金色日轮下熠熠闪光。
我从未见过那样优美的生物，后来才知道她是天空的
机械精灵——波音 747，儿时的我总憧憬着有一日能和
她相遇。

走出村子到城里读初中，读书角的军事杂志让我
第一次认识到原来天空那么精彩。高贵的“白天鹅”、
凌厉的“战隼”、霸道的“猛禽”、潇洒的“幻影”，俊
秀的“飞豹”……他们在云层中的飒爽英姿诠释了钢
铁与空气融合的速度美学。

我痴迷于他们流畅优美的外形，我向往那一片天
空可以留下我的足迹，我想做一个飞机设计工程师。

这样简单的希冀一直深藏于心。我会为了哪架飞
机更强和旁人争得面红耳赤，也会为了自家飞机实力
不济黯然神伤。直到 2011 年 1 月 11 日，威龙出海，
啸吟长空，我的心也随他荡到了天边，模糊间看到了
儿时所遇的银色“长鲸”。

高考放榜后，我如愿进入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
学院。在近七年的求学生涯期间，除了相关理论知识
的学习，我有幸接触到了民机和军机部件的设计工作，
也算是半个业内人士了，并深刻感受到我们的飞机已
经从“实力不济”渐渐转变为“望其项背”。虽然在飞控、
航电、发动机、复合材料领域和世界先进水平还是有
着明显差距，但后来在霍尼韦尔的短时间学习，上飞
院三个月的实习经历以及在俄罗斯等国的国际会议交
流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差距应该落地在何处，并
非遥不可及。

硕士毕业我有幸获得优秀毕业生的荣誉，于我而
言，更大的荣誉是加入航空工业，成为航空工业大家
庭的一份子。

去年有机会在某部队跟飞做技术保障，看着它在
我面前振翅腾飞，咆哮响彻云霄，轰鸣声震撼胸膛，
泪水顿时盈满眼眶。目送着它傲然消失在天际，我仿
佛又看到了儿时的那片万里晴空。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
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
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
了的一个婴儿。”

伟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句子如激情在心
中鼓荡，我知道，我的航空梦正一步步照进现实，亿
万个和我一样的梦共同汇聚，中国梦正一步步实现。

追梦歼20
| 陈李飞

2011 年 1 月 11 日 中 午 12 时 50 分，
四川黄田坝上空巨大的轰鸣声宣告了一位王
者——歼 20 的诞生。中国第一款隐身战机，
宛如一道闪电，呼啸着一飞冲天，直插云霄。
虽然飞行时间略短，但这足以在中国航空工
业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从那天起，
中国正式迈入四代机俱乐部，歼击机的发展
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那时我正上大四，在网上刷到这条劲爆
的消息时，我激动地用拳头砸着桌子，拍案
欢呼。我辗转几个军迷圈，不停地刷新着各
方评论，感受着所有人胸中的澎湃。印象最
深的一条评论是 ：“自今日始，我们再也不
用讨论用‘空中美男子’来挑落 F22 了。”
是的，在没有四代机之前，我们总以为即使
存在代差也能杀出一条血路。

从那以后，我时常在网络中关注歼 20
的相关信息，它的每一次出镜都让我欣喜不
已。我开始渴望我会站在歼 20 面前，近距
离欣赏它的英姿。歼 20，从那时开始成为
我心中的梦，但追梦之旅总是曲折蜿蜒的。

2013 年秋季，研究生学习的第三个年
头，我开启了应聘之旅。我投出多份简历，
希望能够幸运入围航空工业，但最终未能如
愿。眼看同组的人都已确定去向，情急之下，
我签了南方一家单位，自叹这辈子怕是与梦
想无缘了。

不想一周后事情出现了转机。那天中午，

导师捎来消息，说是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正
在招聘对口专业的学生，问我愿不愿去应聘。
我一骨碌从床上跳下来，连连说了几声“我
去！我去！”随后我马上来到洛阳面试，并
签署了就业意向书。2014 年 3 月中旬，我
正式成为了航空工业一员。

刚进入光电所，我并没有意识到以后会
离歼 20 那么近。除了学习激光相关原理、
电路功能设计、软件控制算法等，我并没有
接触实际型号，也不知道产品属于哪款飞机
装备。直到 2014 年 9 月，我接到某型激光
电源的设计任务，听说是装备“老四”的。
我随口一问 ：“‘老四’是哪个飞机？”主任
说，是歼 20。

那一瞬间我感觉身体“砰”的一声，像
是被一个叫做梦想的东西击中。我完全没有
想到，在感到失去后，命运会给我安排这么
大的一个惊喜。我不仅能见到歼 20，更要
参与其中一项产品的设计。这对我而言，是
无上的荣耀！

我开始憧憬着与它邂逅，但是梦想总是
扭扭捏捏，明明已经看到它的影子了，却始
终无法追上它。我只能奋力追赶。

终于，有一天，我接到了歼 20 产品升
级的指令，需要派人去现场实施。得知这个
消息，我自告奋勇报名前往。高铁、飞机、
汽车，跨过群山叠嶂，飞跃茫茫云海，再穿
越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吐得一塌糊涂的我，
终于到了目的地。

第二天，基地刮着大风，零下 20 多摄

氏度的天气，我穿了五层衣服，但一出门还
是感受到冷。第一次经历这般折磨，但这没
有影响我喜悦的心情，今天，我终于要和歼
20 正式见面了。

“歼 20，你好！为了这次相遇，我等了
很长很长的时间，也历经了上千公里的路途。
我幻想过无数次我们会面的场景。可真正站
在你面前时，我的心情不是欣喜，而是一种
敬畏。我不敢与你‘握手’，怕手印影响光
学窗口性能，怕手指误碰到某种机关……我
的梦想，你不要介意，让我慢慢地绕着你，
上下打量着你，将你的一切都印在心里。不
必交流，你一定能感受到我心中的帜热。梦
想终于实现了，谢谢你，今天的所有种种都
值得铭记。”

随后的几年里，歼 20 更多次地出现在
公众视野里。珠海航展、朱日和点兵、国庆
70 周年阅兵，这些重要的场合，都有歼 20
的身影。他的每一次亮相，都会让我心生骄
傲，甚至有私心的炫耀。我指着歼 20 某个
位置向别人说，看，那里边有一个小部件是
我设计的。在得到别人夸赞时，这个过程中
付出的辛勤与汗水都烟消云散，只有喜不自
胜。

但是威龙震天，靠的不是哪一个人，而
是航空工业下属单位几十万人的齐心协力。
之于光电所，承担了歼 20 中多型产品的设
计。设计师团队长期驻扎外场，详细分析试
飞数据，对产品性能进行优化改进 ；管理人
员及时跟踪主机所需求，及时与客户沟通，

传达各方意见 ；交付人员为了赶生产进度，
实行“三班倒”，保质保量完成交付任务 ；
设计人员随时待命，及时解决产品故障……
团队中的每一名成员都不辞辛苦，任劳任怨。
之于部队，他们在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偏远荒凉的基地，什么也没有，除了孤独的
戈壁滩。他们抗风沙、战严寒，忍受着寂寞，
高效地完成各项工作。跟他们打交道，我见
识了什么是真正的坚忍不拔。在我心里，他
们是最可爱的人，他们是军中的“胡杨林”。
还有来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的航空人，为
了航空报国的志向，他们聚集在一起，艰苦
奋斗，砥砺前行。

新中国航空工业成立七十年来，正是无
数秉承“使命担当的忠诚精神、坚忍执着的
奉献精神、敢于突破的创新精神、接续奋斗
的逐梦精神”的航空人，战胜无数困难险阻，
披荆斩棘，风雨兼程，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
成功，创造了中国航空史上一个又一个里程
碑。

作为新时代的航空人，我们更应不忘航
空报国初心，牢记航空强国使命，继续为祖
国的航空事业贡献出最大的力量。

追梦新征程中，我想说，歼 20 是我的
梦，我追上了我的梦。歼 20 也是很多人的梦，
他们也追上了他们的梦。无数人的追梦旅程，
造就了歼 20 的腾飞。

航空工业直升机所行知读书会航空工业直升机所行知读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