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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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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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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生牛犊的奇幻之旅初生牛犊的奇幻之旅
| 严寒

初秋的早晨，天微微凉，太阳
从东方缓缓升起，陈宇海开始了他
一天的工作。入职航空工业成飞热
表厂刚满 3 个月，有一个优秀的师
傅指导、有两个默契的搭档陪伴，
作为整机工段的一名年轻工艺，他
感到非常满足，也憧憬着自己未来
的职业之路。和往常一样，他正进
行着一天的准备工作，却被领导叫
去了办公室。

“小陈，你愿不愿意去北京调研
激光冲击强化工艺？”陈宇海刚刚
坐定，领导便开门见山地问道。“如
果能弥补公司在该领域的空白，成
飞将成为第二家将该技术成功运用
在飞机制造上的公司。但我们需要
摸着石头过河，而且必须在明年年
内完成投产。”

陈宇海一时有些犹豫——这样
的任务足以激发他的斗志，但同时，
未知的路途也伴随不少担忧，一时
之间脑海里打退堂鼓的小人儿和吹
着冲锋号的小人儿打起了架。领导
看出他的犹豫，但也信任他的能力 ：

“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
嘛。”一席幽默的话，让年轻人绷紧
的神经放松下来。终于，这只“初
生的小牛犊”整理好心情、坚定了
信念，决定背上行囊、踏上征程。

2019 年 11 月，陈宇海作为主
要负责人，和他的激光冲击强化工
艺技术攻关团队一起到达了北京。
他们每天不但要扎进科研论文的茫
茫海洋，还要抓紧跟产学习、与工
人师傅沟通交流，他们像海绵一样
广泛地吸收新知识，再快速地把新
知和实践结合起来，逐渐掌握了激
光冲击强化技术的要点。随着对这
项技术的了解越来越深入，陈宇海

感知到一个预兆 ：若将此套技术直
接带回单位，必将出现“水土不服”
的情况。于是，他在北京就开始制
定将激光冲击强化技术“成飞化”
的改造方案。

调研很快迎来尾声，和来时不
同，一个月的反复自我淬炼，让踏
上回程路的陈宇海信心满满，他带
回去的不仅仅是分享给同事的“稻
香村”糕点，还有一份令公司满意
的答卷——激光冲击强化工艺建设
方案。

一切按照预定设想顺畅地推进
着，但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席卷全
国的疫情会突然爆发。危机初露苗
头，拨动了陈宇海敏锐的神经，他
又警觉地捕捉到一个预兆 ：激光冲
击强化生产线的建设必将延期，总
建设时间必定会被压缩。“一楼会议
室，紧急讨论会！”他马上给团队
成员发送信息。会议上，大家一致
决定借助调研时期收集到的资料，
提前开始进行工艺准备，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

不同辅助系统之间同步协调难、
人机适应性差怎么办？他们提出多
辅助系统集成方案，简化操作方法、
减少人工干预 ；定位重复性低怎么
办？他们决定采用“关键特性与型
面定位”的设计方法，以零件的精
密尺寸为基准来制造工装，减少装
配和尺寸公差造成的偏移 ；程序可
靠性差怎么办？他们自建以工装为
基准的高能束轴运动编程体系，实
现程序指令清晰、数量少的目标。
由于工艺准备非常充分，整个团队
的工作步调并没有被疫情绊住脚步，
依然自信有序。

不出所料，生产线的建设开工
时间延期到了 7 月，但年底全面投
产的节点却没有改变。总建设时间

直接缩短一半，陈宇海还是感受到
了沉重的压力。回看走过一半的无
人区，这个倔强的“牛犊”委实有
点不服气。当他把延期的通知告诉
团队成员，同样没有一个人表现出
泄气，看见大家伙儿那卯足了劲想
要再冲一把的架势，陈宇海感到一
股坚实的力量正在周身支撑着自己。
之后的他们放弃高温假、国庆节，
早出晚归、全身心地投入到后续的
建设工作，追赶节点，甚至赶超节
点：8月完成激光冲击强化工艺评审、
9 月完成首件鉴定、12 月完成 90%
图号的首次生产。团队一路高歌猛

进，势如破竹，正式宣布激光冲击
强化生产正式进入常规化管理、实
现全面投产的那天，陈宇海觉得自
己像跑完了一场马拉松的人，大汗
淋漓又酣畅痛快。

经历这趟特殊的奇幻之旅，初
生的牛犊终于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
新星。现在的他又转战到化铣工段
的工艺技术工作，化铣保护胶的改
进和运用迫在眉睫，这次他依然选
择无畏前行……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  汤晓欢

什么是质量？质量，即符合要求，
符合用户、图纸、标准等要求。任何
产品、服务或过程只要符合要求就是
有质量的产品、服务或过程。质量是
通过预防获得，而不是检验。要加强
以零缺陷理念为基础的质量管理，而
不是出现了问题，就先推脱责任，从
细微之处入手，细节也是一种量变到
质变的过程。

质量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强化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质量管
理，广泛开展质量改进、质量攻关、
质量比对、质量风险分析、质量成本
控制、质量管理小组等活动，有计划、
分层次、多方位地组织开展质量培训
活动，进一步提升全体员工的质量意
识与质量素质。

要发展就要把质量放在首位，更
要落实到企业的每一名员工心中，形
成牢固的意识 ；求品质，更要注重细
节，从小事做起，要像呵护生命一样
呵护产品质量。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 ：质量问题
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素质。质量对于整
个社会来说，综合体现了国民经济、
科学技术和国民文化修养的水平 ；对
于一个行业而言，则反映了战略管理
能力、技术水平和文化变革的整体建
设情况 ；对于企业来讲，体现了一个
企业的综合素质。航空产品研制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质量是航空人的
生命。人是质量工程的主体，要从思
想上、作风上严格重视质量的重要性。

“灵魂深处闹革命”，从思想上、认识
上深层次解决问题，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肩负起岗位赋予的责任。

质量的背后是技术，技术的背后
是能力，能力的背后是管理。当质量

与进度发生冲突时，无论任务多紧，
压力多大，坚持“质量第一”，不放
过任何细枝末节，不姑息任何疏忽懈
怠。一旦出现问题，立即反馈，采取
行动，确保问题不过夜。在研制阶段
并且进展顺利时，也要居安思危，关
注产品细节这一重要问题，设计复查，
排除隐患，提前避免问题的发生，确
保型号研制进程。

把质量工作的重点放在加强质量
管理体系的建设，不断改进提高质量，
夯实质量管理基础工作，不断满足用
户需求。同时加强质量创新，以质量
文化为依托，提高员工的质量诚信意
识，大力实施让用户完全满意的“创
精品”活动，精心打造精品，赢得顾
客的信赖。

要全面加强质量管理，用生命成
就一流质量。世界上变是永恒，不变
是相对。我们要以不变应万变，以万
变成就不变。对航空人来说，“质量
第一”这一条始终不能变。所谓“万变”
就是创新和变革，只有用这个“万变”，
才能成就“质量第一”这个“不变”。
要真正屹立世界航空的强者之林，必
须要高度重视质量，真正把质量放到
第一，做到第一。要进一步深刻理解

“质量是航空人的生命”，也就是我们
必须敢于用生命来做“赌注”，来赌
我们航空质量是一流的。做好产品质
量，做好各项工作质量，做好服务质
量，实际上也是在做好我们人格的质
量。以生命保质量，以质量树信心，
以质量铸辉煌是航空人的必然选择。

质量改进是永无止境的。面对激
烈的市场竞争，我们要一如既往地秉
承“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理念，
不断改进质量，满足用户需求，为国
防现代化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

一场跨越时空的“爱恋”一场跨越时空的“爱恋”
| 黄蕾

清 明 前 夕， 江 苏 常 州 市 烈 士
陵园张永和的墓前站着一位古稀老
人，他喃喃地说道 ：“敬爱的父亲，
您知道吗？今年是新中国航空工业
创建 70 周年，咱 AG600 完成灭火
任务系统今年首次科研试飞成功、
民用载人飞艇 AS700 也将在下半
年首飞，如今的航空工业真的屹立
于世界强国之林了！”

这位古稀老人名叫张江林，出
生于 1951 年 11 月，是航空工业长
沙院的退休党员，曾担任航空工业
长沙院的副总工程师，获得过“湖
南省直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

航空父子兵在航空工业集团并
不少见，张江林和他的父亲就是其
中的一对。这两父子用毕生的精力
相继与航空工业进行着一场跨越时
空的“爱恋”。

张 江 林 的“ 航 空 梦 ” 要 从 他
的父亲说起。张江林的父亲张永和
1946 年参加革命工作，是一名离休
老干部，在解放战争中随同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
到江西。在同国民党军队战斗过程
中，张永和吃够了没有飞机的苦，
很多战友在敌军的枪林炮雨中不幸
牺牲。所以后来 50 年代初期，张
永和得知中国要建立航空工业时，
他毅然脱下军装，来到三机部 320
厂，参加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

“在歌里，在梦里，生死相依苦恋
着你，纵然是凄风苦雨，我也不会
离你而去……”张永和用毕生的精
力与航空工业“恋”了一辈子，先
后担任过三机部 332 厂厂长，三机
部 370 厂副厂长等职务。

张江林从小在航空厂所长大，
耳濡目染并亲历了过去航空工业的
举步维艰。1954 年，中国第一架飞
机初教 5 在南昌 320 试飞成功。张
江林的父亲高兴地抱着儿子 ：“我们
的飞机造出来了！我们再也不怕美
国人了！”当时还只有 3 岁的张江
林，第一次对“飞机”有了懵懂的
印象，看着大人们兴高采烈的样子，
张江林心想 ：“我长大了一定也要
造飞机！”

1962 年 9 月， 人 民 空 军 在 南
昌 320 厂上空击落了国民党第一架
U-2 飞机，当时飞行员跳伞死亡，
部分飞机残骸落到了 320 厂飞机跑
道上。当时张江林在 320 厂学校读
高小，父亲带他去看飞机残骸，语
重心长地对他说道 ：“美帝和国民党
时时刻刻都在侵犯我们，儿子呀！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为祖国的航空
建设贡献力量，造出比美帝和国民
党更先进的飞机来，让他们再也不
敢欺负我们！”父亲的话就像烙印
一样深深地烙在了张江林的心间。

北京航空学院飞机制造专业毕
业后，张江林被聘为兼职教员。在
任教员期间，他始终为没有亲自参
与到航空建设第一线而遗憾。1978
年，三机部决定在湖南长沙成立“第
三机械工业部第三设计院”，听到
消息后的张江林毅然收拾行囊告别
北航，投入到“航三院”的建设之
中。张江林与“航三院”这一“恋”
就是 33 年。

古稀之年的张江林伫立在气势
恢宏的航空工业长沙院大门前，伴
随着身后川流不息的车流，他的记
忆回到了 43 年前刚建院的时候。

“刚来三院时，香樟路这一片
到处是坟山乱岗、闲田淤泥。我们
这些大学生放下纸张笔墨，在李德
崇老院长的带领下，一锄头一锄头
地开始建设航三院。”张江林从大门
口进到院区，他一会儿指着小鱼塘、
一会儿指着停车场回忆着当年建院

的场景。“院里那会儿是荒山野岭、
杂草重生，你看这些树都是我们当
年亲手种下的，当年的小树苗现在
都长成苍天大树了！”张江林抚摸
着树干回忆道。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当
时建院的时候缺水泥盖房子。那会
水泥很难买到，我和老刘大年三十
跑到湖南新化，整整排了 7 天的队，
初六那天才拖了两车水泥回来！这
两车水泥解决了三院的大困难，有
了它们才有了后来的办公楼。”说
到这，张江林自豪地笑了。

三院的第一批建设者都是来自
五湖四海的年轻大学生们，他们住
着民房、踩着淤泥、挽起裤腿，干
着搬运工、修理工、泥瓦匠的活儿，
一砖一瓦地建设着三院。他们就像
是一个个魔术师，办公楼、宿舍楼、
小花园在他们的手中拔地而起，为
航三院后来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三院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张
江林和同事们就投入到了设计工作
之中。三院的主要任务是全力保障
军品任务的固定资产投资建设。老
一辈设计师用圆规、直尺、三角板，
一笔一画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
描绘着美好的未来。“那时候设计条
件真是艰苦啊，我们要趴在桌上画
图，但夏天天热，图纸容易被汗水
浸湿起皱，我们就在手臂上缠一条

毛巾用来吸汗 ；每到冬天，我们就
人手一支烟，无论男女，每画一笔
就拿烟把墨水烘干。设计出现更改
时，要在硫酸纸上刮掉重新画，那
时候我们设计人员都练就了在硫酸
纸上刮三遍而不破的本事。”那流
畅的线条、那工整的字迹，每一笔
背后都凝聚着型号任务建厂投产的
希望，每一张图纸都铺就成航空工
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基石。

“我们也并不是一直都有活儿
干，曾经一度要靠我们自己出去开
拓市场。每年过了春节我们就出去
找项目，有两年的元宵节我和刘惊
虎就是在哈尔滨 120 厂和兰州 135
厂度过的。”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以张江林为代表的三院人走过千山
万水，千方百计在“军转民、内转外”
中一点一滴闯市场、揽项目，经受
了市场经济的风风雨雨，事业如雨
后春笋，遍地开花。在老一辈航空
人的引领下，长沙院的足迹慢慢遍
及民用航空、工业制造、工程建设、
电子信息、金融服务等国民经济各
大领域，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遣队。

“手工画图时，一个 3000 平方米的
项目，得画三个月 ；使用计算机和
设计软件后，一个 30 万平方米的
项目不到一个月就画完了。”一张
张蓝图化为一座座地标建筑，拔地
而起，见证了祖国欣欣向荣、阔步
向前的景象，也成为了航空工业搏
击民用市场的独特印记。

“我为参与了新中国航空工业
的建设而感到骄傲和自豪。现在接
力棒传到了年轻人的手中，希望你
们牢记‘落后就会挨打，强国必强
军！’只有航空装备领先了，我们
才会有和平的保障 , 才会有岁月静
好的幸福生活！”张江林对长沙院
年轻人发出殷殷嘱托。

采访完毕，张江林眼泛泪光，
轻轻地哼起了《共和国之恋》。“你
恋着我，我恋这你，是山是海我拥
抱着你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是
血是肉我凝聚着你 ；纵然是扑倒在
地，一颗心依然举着你……”张江
林父子对他们与航空工业这场跨越
时空的“爱恋”终不悔。

航空人的航空情航空人的航空情
| 刘连生

我 生 于 1951 年 初， 今 年 70 岁。
1968 年入伍，1971 年退伍到太行仪表
厂（现航空工业太航），在这里工作生
活了整整 50 年。到太行仪表厂工作，
缘于部队一名战友的话。他说他们那里
的仪表厂如何好，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正好复员后太行仪表厂招人，又是航空
企业，我就申请来到这里。

1973 年，公司推荐我到北航学习。
车间鼓励我充实自己，积极进步。我给
自己安排了高中数理化课程，天天坚持
学习到凌晨。在宿舍怕影响别人的休息，
就到厂里。晚上时间不够用，就抓紧工
余。最后，我顺利被北航金属材料及热
处理专业招收，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涯。
学习期间，我们和老师不仅仅是师生关
系，甚至更像是长辈和孩子的关系。当
时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工厂、农村和部
队，走到哪里，老师就把教学工作带到
哪里，与我们共同“摸爬滚打”。只要
我们愿意学习，白天晚上都会有老师陪
着我们复习答疑，有时熬到晚上十点多
才回家。毕业多年了，老师仍然记得我
们的名字，我们去北京也会去看望他们。
谢希文教授到山西时，我们曾经见过一
面，谈到李纪尧先生时，说到他一直从
事的是金属内耗方面的研究，我有些自
责自己没有早知道李先生的专长，否则
我会紧跟他学到更多的知 识，因为这正
是弹性元件最需要掌握的内容。

四年后毕业回到公司，安排我在七
车间试验组，一直从事工艺工作。期间
还在冶金科兼任过试验员。2011 年退休
至今仍经常受邀帮助车间解决一些生产
中的问题。可以说我为党工作了 50 年，
为航空事业奉献了 50 年。工作几十年
来，总结了几点工作感受 ：第一，遇到
问题多联想、多逆向思维。在工作中，
最糟糕的莫过于惯性思维模式，它是提
高工作效率和质量的最大障碍 ；第二，
建立标准。我编制和参与编制了许多行
业标准、养成了建立标准的习惯。比如，
薄的弹性元件对材料和工艺有独特的要
求，因此建立符合产品特点的企业材料
标准、工艺标准是很有必要的。仪表零
件热处理不同于其它机械零件，它有自
身的特殊性，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 ；第
三，不推诿。遇到问题首先自查，仔细

查找自己分管的工作有没有错误，或者
可能出现的纰漏。不要想当然认为是别
人工作失误造成的。此外，在分析故障
时没有多么神秘和复杂，比如断裂故障
的原因绝大多数用放大镜即可判定。技
术问题最终还是要追责到责任人处理 ；
第四，勤总结。随时把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和解决的方法记录下来。也许后来发
现是错误的，那就再改正过来。不断充
实完善、铢积寸累，经验丰富了，工艺
的可操作性就会越来越好，自己的思路
也会越来越清晰。处理问题要注意分类，
比如热处理最好按金属类型找出工艺的
差异。把实践中的问题理论化，做到逻
辑性地解决问题。这些都是书本资料上
没有的经验 ；第五，多交朋友多拜师。
一颗脑袋再聪明也不可能是全才，人的
能力是有限的。在工作中，不仅需要与
本单位同事之间合作，在外单位也应多
交朋友、多拜师。这样，遇到不同问题时，
很快与专业人员讨论，就能直接得到更
专业的指导 ；第六，活到老学到老。涉
及热处理工作范围的知识相当广泛，很
难全部熟练掌握仪表用各种材料、热处
理工艺、金相组织、故障分析的各种知
识。唯有边实践、边学习，并且长期坚
持下去，才会不断升华自己、充实自己。
这是我的一些工作体会，让我们互勉。

年轻一代的航空人，承载着航空工
业的希望，他们继续奋斗，硕果累累，
相信年轻人比我们老一辈更出色，我祝
愿航空工业的明天更美好！

张江林与父母在一起。

年轻时的张江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