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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也是推进航空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至
关重要的一年。郭家信今年 70 岁了，
与航空工业同岁。

郭家信 20 岁的时候，从部队转
业，来到了航空工业计量所，从此，
他的人生与航空事业融为一体。那时
候的他，并未接触过生产，一切从零
开始。那时候年轻的他，可能从未想
过，这一开始，便是一生，是与中国
航空事业共同成长的一生。

“学习这些新技能，难吗？”
“师傅都会从简单的开始教，慢

慢就会了。”

年轻的郭家信第一次感受到中
国航空事业的传承精神便是从此时开
始。他被分配到计量所的工厂，老
师傅耐心地将设计图纸从简单到复杂
准备好，循序渐进地在实践中进行教
学。郭家信也在师傅的指导下，慢慢
完成了从简单到逐渐复杂工作内容的
学习。积累了年岁，同时也积累无数
宝贵的经验。

很多年之后，郭家信也成了别人
的师傅。这一次，由他向年少的员工
讲解每一步工序，像他的老师傅一样，
也是同样的由简至繁，直到小徒弟也
能独当一面。这一份传承，连接着三
代航空人的付出。这一份传承，在中
国航空工业发展过程中，塑造了无数
优秀的航空人才，它将永远焕发生机。

“零件任务万一没有完成怎么
办？”

“那肯定要完成，不能耽误整体
进度。”

在郭家信的眼里，没有任务完不
成。接到的任务，若工作时间做不完，
就在休息时间加把劲。而填补时间的

空缺不是他需要解决的唯一事情，同
时，他还需要保证工序的质量，达到
应该完成的标准。他深知他所负责的
步骤，在整条生产线中意味着什么。
如果他没有完成，后面流程将全线延
迟 ；如果他没有达标，那零件将回到
最初的一步，从头再来。手中的零件，
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所以他认真对
待。他知道，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值得
他挥洒汗水。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
因为无数人和他一样，为航空事业做
着同样平凡又伟大的事情。只要每个
人都高标准地拼好自己的那一块图，
那这整幅拼图将完美无瑕。

“有航空事业的战友吗？”
“我们小组特别团结。”

提到“战友”，郭家信会开心地
笑起来，简单又纯粹。在年轻的时候，
他会组织小组的成员一同在清晨去爬
西山，锻炼身体。一行人早上五时多
出发，翻过一座山，七时多回来，休
整一下，正好到了上班的时间点。他
喜欢看山上的风景，喜欢看煦日朗照，
观察草木生长。大概，“朝气蓬勃”
就是形容那时候的他们吧。他很清楚，
航空事业要干，身体一定要好，这才
有革命的本钱。也正是这锻炼身体的
活动，给团队增加了不少凝聚力，让
大家又充满热情地投入到新一天的工
作。航空人，凝心聚力，在点点滴滴中。

“这么多年航空工业发展有什么
变化吗？”

“发展快啊，骄傲！祖国更强大
了！”

郭家信每每回忆航空工业的发
展，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我们的
航空事业更强大了，国家更强大了。
他也在航空事业的发展中，从工厂的
一个小徒弟，成长为统筹分配车间工
作的核心技术工艺组成员。他与航空
工业事业一同成长。从最初从事单一
工作的铣工、掌握“自己就是车间”
的能力到独立完成车间全部工序，可
以说，航空工业见证了郭家信事业的
发展，也可以说，他陪伴了航空工业
走过这段宝贵的路途。

航空工业走过了 70 年，有无数
像郭家信一样的航空人，怀揣着对祖
国航空事业的责任感，脚踏实地做着
自己的工作，平凡又伟大。他们的快
乐是最简单的，看到祖国更好，看到
祖国航空事业更好，会由衷喜悦。这
份笑容，弥足珍贵。他们永远是祖
国航空长河闪耀的星光。他们在辛苦
耕耘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答
案——为航空事业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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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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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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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符合条件的航空人参与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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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那颗红色五角星心中的那颗红色五角星

	| 司良

2020 年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下午，
一辆装有一颗较大红色五角星的车辆
在易学胜的目送下，缓慢驶出航空工
业成飞大门。周围的职工都好奇地向
车上张望，几个声音传来 ：“这颗五角
星是从哪儿来的？”“这是要运到哪儿
去？”“看起来好旧啊”……

而这颗红色五角星，确实“大有
来头”。

初见红色五角星

1980 年春天的一个早晨，18 岁
的易学胜迎着和煦的阳光，踏着轻快
的步伐，随着上班涌动的人群一起走
进了他父亲口中的这个“很厉害的地
方”。进入厂大门，他正了正衣襟和胸
前的军绿色帆布包，沿着种着梧桐树
的林荫大道大步向前走去。

“顺着大路走到第三个十字路口，
右拐，再过一个十字路口就到了，你

就看哪座厂房上面悬挂了一颗红色五
角星，就是那里……就看红色五角星，
全厂就只有那一处有，不会错。”凭着
父亲告知他路线和位置的记忆，易学
胜一路朝着 50 车间走去。拐过最后一
个十字路口，易学胜远远就看到了父
亲口中描述的那颗红色五角星。它颜
色鲜艳，仿佛刚从朝霞上采撷下一片
红色。走近细看，易学胜顿时被它庄严、
神圣的光芒所吸引，心中也升腾起一
团火焰。

迈入 50 车间大门，易学胜就正式
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航空人。
父亲那句“你得以十二万分的热情和
认真来对待这一行，因为这一行关乎
祖国的安全，那可是天大的事”一直
回响在易学胜耳畔。

4 个月后，还在逐步适应岗位角
色的易学胜接到一个重要任务——在
10 小时内完成一批歼 7 备件的紧急包
装发运，主要领导要到现场“督战”，
易学胜负责资料的整理打包。这一消

息，让易学胜紧张了起来。各类型号
必须一一校对、确保准确，坚决不能
出错。还对备件不太熟悉的易学胜赶
紧开始背诵型号编码。背了 40多分钟
后，他跑出厂房大门蹲在地上想缓口
气，抬头又看到那颗红色五角星。“只
要耐心，就一定能完成好。”易学胜好
像听到了什么声音，让他充满了信心。
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如期完成
了包装发运。走出厂房大门，易学胜
抬头朝那颗红色五角星笑了笑。

又见红色五角星

2002 年，成飞组织机构优化调整，
将负责外贸机部件、飞机备件包装发
运的 50 车间和物流业务合并。2003
年火车发运全部改为汽车发运，易学
胜也调整到了物流岗位工作。刚搬离
50 车间的那段时间，易学胜上下班仍
然会骑着自行车绕路去看上一眼那颗
红色五角星，他觉得就像是看望一位
老友，有它的鼓励和打气，心里也会
踏实许多。

然而随着多个机型的齐头并进，
任务量越来越大，工作节奏越来越紧
张，易学胜也就渐渐不绕路走了。忙
碌的间隙，那颗红色五角星偶尔在脑
海一闪而过，就又接着埋头忙碌了。

后来 50 车间变成了民机厂房，越
来越多的民机项目汇聚到这里，忙碌
的人群相互交织，不同的零件“迎来
送往”。一次，因为一项产品的交接，

易学胜被安排到 50 车间接收资料。得
到任务，易学胜转身蹬上自行车，朝
着 50 车间奔去。厂房内仍然是一派井
然有序的繁忙景象。自己当时的工位
上，是一位青年小伙子正在埋头用游
标卡尺检查着零件。午后的一束阳光
投射进来，恍惚间，易学胜仿佛看到
了自己刚参加工作时的模样。

走出厂房大门，易学胜转身看向
那颗红色五角星。红色的油漆因为长
久的日晒雨淋已经风化剥落了许多，
显得有些斑驳。但易学胜觉得，它仍
然散发着一种威严而神圣的光芒，映
衬着这片赤诚热血的土地。

再见红色五角星

再见红色五角星，是 2020 年最
后一个工作日。听说 50 车间按规划
要在这天拆除，易学胜仿佛被一条无
形的绳索牵引着快速赶往了现场。“哒
哒哒，轰隆隆……”破碎机、推土机
搅起了尘土飞扬。易学胜抬头往那个
熟悉的位置看，已没了那颗红色五角
星的身影，他戴上安全帽就冲进了施
工现场。因为土渣的堆砌，易学胜走
得高一脚、矮一脚，目光却十分焦急。
终于在靠墙的一个拐角，易学胜看到
了被拆卸下来的红色五角星，犹如一
名倔强的哨兵，在站最后一班岗。

施工现场外，易学胜扶着那颗红
色五角星站在那里，内心十分感慨。
50 多年间，50 车间和这颗红色五角

星见证了祖国航空事业的蓬勃发展、
见证了成飞和一代代航空人的成长和
发展。看着眼前的红色五角星，易学
胜满含深情说道 ：“原先你就那么远远
地挂在大门上头，今天才能跟你近距
离接触。你瞧你身上这一道道痕迹，
那都是岁月的痕迹、发展的印记啊。
现在你‘退休’了，50 车间拆了后也
要修整成一条宽敞的马路，配合大型

装配厂房托运飞机用，那我总得给你
这个老伙计找一个好的归宿啊。”

现在这颗红色五角星，已经被妥
善保管了起来，计划在成飞航空主题
教育基地竣工后设计展示。这颗见证
了成飞发展变迁的红色五角星，将继
续见证一型型飞机的振翅高飞，继续
用它的光芒照耀一个个蓝天梦想。

四十载航空人  一生的航空情四十载航空人  一生的航空情
	| 边泽炎

今年我已经 70 岁了，适逢新中
国航空工业创建 70 年，有幸与新中
国航空工业同岁，深感自豪。衷心地
祝愿祖国航空事业再创辉煌，为祖国
的万里长空筑牢铜墙铁壁！

1971 年初，我结束了三年插队劳
动的岁月，招工进入陕西省研制飞机
电机和机轮刹车系统的航空企业，从
一名航空发电机装配试验工到企业文
化的专家。四十载春秋，无怨无悔，
我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奉献给了
深爱的航空事业。最难忘，师傅手把
手教我装配技术、一起进行电机装配
和机轮刹车试验的时光。产品制造的
每一个数据，都要经常反复核对，才

能在记录册上庄重地签上自己的名
字。师傅们说，飞机训练作战，关乎
飞行员的生命和国防安全，来不得半
点马虎。每次质量分析会，对装配试
验的每个细节都不放过，认真示范，
考核、讲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养成了精细严谨的工作习惯，每次
装配完一台发电机，仔细检查，一根
细小的金属件，一滴焊渣，都绝不能
混进产品里。从自检、互检、检验工
再检，直到“三检”通过，才进入试
验。一路经过不同转速、模拟极端气
候条件、及过载试验等环节，达到质
量合格后，送检组装。我所在的小班
组，年年优质、高产，提前超额完成
任务。

那时，我随小组的同事们，经常

出差，往返于空军各场站，先后为轰
6、强 5、歼 8 等机种更换飞机零部件，
和地勤人员切磋技艺，征求部队产品
使用意见，收获颇丰。在实践中，不
断提高了航空强国的责任心和工作技
能。

后来，我由装配试验工转到航空
机轮大型镁铸件锻造和锻造车间任党
支部书记、党校常务副校长。无论工
作怎么变，我热爱航空的初心始终未
变，默默地工作，为我们的战机制造
高质量的可靠产品。上世纪 90 年代，
我国航空工业各类型号的军用飞机和
航空器的研制应接不暇，单位经常组
织会议、攻关，几乎很少休节假日。
大家一个心思，就是争分夺秒，按节
点早日完成任务，让更先进的轰炸机、

预警机、歼击机尽早装备部队，让祖
国的蓝天不再寂寞。

新世纪初，公司抽调我从事企业
文化建设工作，期间，先后赴沈阳黎
明公司等兄弟单位进行学习调研，和
同事们一起，认真总结、分析公司实
际情况，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经过近
两年的不懈努力，公司文化建设通过
了达标验收。回想起和同事们一起为
祖国航空事业共同奋斗的岁月，我们
内心充满了喜悦和骄傲。

2011 年，我从深爱着的航空工
业退休了。但心里还始终关注着国家
航空事业的发展变化。祖国航空事业
70 年来的辉煌成就，令人鼓舞，使我
自豪。

字里行间筑就的航空梦字里行间筑就的航空梦
	| 钱丹丹

偏隅东方小区一角一棵大柳树旁
的职工书屋内，木制书架上整整齐齐
陈列着已泛黄的文献书籍和档案资料，
在几十年的流金岁月里，经历时间的
洗礼，被抚上历史的厚重感，留下了
东方厂发展的深深印记，也浸透着彭
长金、党秀玉夫妇在东方厂奋斗半生
的辛劳汗水。

彭长金、党秀玉都是出生于 1951
年的航空人。1975 年，彭长金从四川
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 011
基地第二设计所任情报员。同年，从
西安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党秀玉被分配
到 011 基地情报站任技术情报员。两
人在同一片土地上开始了与各种技术
资料、技术情报打交道的日子。在贵
州工作七年后，1982 年 4 月，他们
被调到陕西汉中国营东方仪器厂，彭
长金从事科技情报翻译、成果专利管
理等工作；党秀玉负责技术档案管理。
在条件艰苦的秦巴山区，他们携手共
筑起属于自己的航空梦。

当时的东方厂地处大山沟，交通
不便，自然环境恶劣，厂里人才资源
不足，彭长金夫妻俩一人身兼多职。
那时工厂产值只有三四百万，职工工
资很低。普通工人一个月仅有二三十
块钱，像彭长金夫妇这样从高校出来
的知识分子能够拿到四十左右。那时
候，没有人安排加班加点工作，他们
凭着对工作的满腔热爱，把工厂的事
当做自己的事干，即使没有加班费，
没有奖金，常常挑灯夜战，也没有丝
毫怨言。

1986年，工厂开始开发扭矩工具，
领导安排彭长金负责取证工作。为了
顺利通过检测，拿到许可证，彭长金
和技术人员一起加班进行分析试验，
专利检索，开发核心技术，优化技术

方案，出差进行资料审查。出差是个
苦差事。彭长金保持一个月到西安出
差四次的频率。最艰苦的是远赴北京
进行取证工作。每次几乎都是春节临
近，大家准备欢度新年的时候，彭长
金扛着几十斤的材料，走出交通闭塞
的屋脊沟，坐27小时硬板凳绿皮火车，
赶到北京进行资料审查。肩负工厂的
技术核心资料，让他整个旅程都提心
吊胆、无法睡一个安稳觉。

“难！”这是彭长金回忆取证工
作发自内心的感慨。最难的一次是为
厂里研制的 KJ-8A 自动驾驶仪进行
成果申报。东方厂当时作为一个规模
小、产值少的小厂，能研制自动驾驶
仪已然是一件很难取信于市场的大
事，只有拿出科研成果，才能令人信
服，为工厂带来效益和声誉。当他带
着几十斤申报材料在北京进行审核
时，技术员写的总结不合格，工作人
员要求厂里派人到现场修改材料。路
途遥遥，派人来显然不现实。这可难

住了彭长金，他只能自己想办法，打
电话跟厂里技术员沟通，一句一句记
下来，现场写材料、做翻译。最终顺
利通过审核。东方厂研制的 KJ-8A
自动驾驶仪获得航空工业科学技术进
步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这份厚重的荣誉里也饱含着彭长金的
辛苦付出。

“工厂交给的任务我不去做谁去
做，翻译工作专业性很强，别人的确
做不了。厚厚的资料，翻译就像大海
捞针，只了解一些皮毛，工作起来很
为难。只能一边写一边学，慢慢去摸
索。”回忆起当年工作的辛苦，彭长
金如数家珍，内心坚定而淡然。“你
做事，我放心。”这是几任厂领导对
他的信任。

彭长金和党秀玉，他们不仅是生
活上的亲密伴侣，还是工作中的最佳
搭档。党秀玉一个人管理公司档案资
料。将产品图纸及时送达车间，迎接
上级检查，完成技改资料等一系列事

情又多又杂 ；而彭长金的翻译工作往
往是急活，经常拿到资料两天之内就
要翻译完，两人加班到凌晨一两点是
常有的事。夫妻俩同属一个单位不同
科室，工作时常有交集。忙碌时便互
帮互助，分工协作。那时候，电脑还
是个稀罕物，为了搞好工作，夫妻俩
自己购置了一台电脑。晚上通宵加班，
一人整理资料，一人在电脑上打字。
这样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绝大部分时间，党秀玉既要忙碌
工作，还要独自承担家庭的重担。她
身体不好，每当丈夫长时间出差离家，
只能咬着牙坚持。工厂位于山沟里，
一人带孩子在家，深夜有时还能听见
山里可怕的狼叫声。那段日子虽然苦，
可是她从没有过抱怨。

“作为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在平
凡的岗位上做好每一件事，无愧于企
业，无愧于航空事业。”这是彭长金
夫妇深植于心的信念。

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业绩。彭
长金 10 余篇科技译文在有关专业刊
物上发表，有 40 余篇科技论文和新
闻报道，在全国 20 余家报刊杂志上
公开发表。曾经多次被集团公司评为
同行业先进工作者和优秀通讯员。党
秀玉也在科技档案资料管理、编辑等
工作中取得不俗成绩。他们携手一生，
为企业发展和祖国的航空事业作出了
积极贡献。

现如今，儿子稳稳接过了父母递
过来的接力棒，成为东方厂的一员，
接续父辈为之奋斗一生的航空事业，
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青春和热情。“把
工作做好，别给厂里丢脸。”这是彭
长金夫妇对儿子最朴素的教导。

翻开充满厚重感的泛黄书页，与
航空工业同龄的他们，为航空事业奋
斗一辈子的梦想，在字里行间闪闪发
光。

航空长河里的星光航空长河里的星光

1994 年，美国 I&-FR 公司到东方参观考察，洽谈转弯表业务，彭长金（中
间者）陪同。

郭家信（中间者）和同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