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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9 日上午 8 时，以“筑梦航
空，奋进新时代”为主题的航空工业
直属工会第四届“风采·航空	健康悦
跑”“青云杯”半程马拉松赛开跑。除
航空工业在京单位外，还有来自“航
空悦跑健走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57 家单位的 303 位选手参赛。初夏时
节，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风景
如诗如画，选手们奔跑在绿树繁花的
芬芳里，尽情挥洒激情和汗水。

跑步带来的三个收获

“人的一生至少要跑一次马拉松。”
许多跑步爱好者在这句话的鼓舞下毅
然决然踏上马拉松赛道。作为一项风
靡全球的体育运动，马拉松赛事受到
了越来越多跑者的青睐。跑过一场马
拉松，总是惦记下一场，他们陷入马
拉松的魅力无法自拔。

马拉松的魅力为什么这么大？“因
为这项运动总给人带来挑战和收获。”
航空工业沈飞总会计师戚侠说。

“青云杯”半程马拉松比赛前一
天，戚侠下午 5 时下班，赶上 6 时的
火车，专程从沈阳赶到北京参赛。几
年前，他开始跑步的目标只是为了减
肥。他当时体重 90 公斤，看着身上的
赘肉，无比怀念曾经潇洒、健美的自己。
一旦下定决心减肥，他很快付诸行动，
跑了起来。“刚开始每天跑 5 公里的时
候还是挺难的。我就先跑 1 公里，然
后慢走和拉伸，逐步适应跑步的感觉。
之后接着跑，2 公里后，继续做拉伸和
慢走，就这样循序渐进地跑完 5 公里。”
一周之后，戚侠可以一口气跑 2~3 公
里了。每天早上跑一个 5 公里，坚持
1 个月，身体有了明显的变化，体重降
下来了，精力充沛了。这是跑步带给
戚侠的第一个收获。

戚侠加入了“航空悦跑健走荟”，
他每个月跑 80~90 公里，身体开始感
觉不到任何负担，很快就能取得 20 分
钟跑 5 公里的成绩了。这在以前可是
不敢想的事。即便在沈阳零下 25 摄氏

度的冬天，戚侠也没有停下脚步。“跑
步这项运动，有付出就有回报。不去
尝试，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厉害。”
这是跑步带来的第二个收获。

通过“航空悦跑健走荟”，戚侠了
解到马拉松的一些信息。去年 12 月，
他报名参加了航空工业直属工会第三
届“曙光杯”半程马拉松赛事，很快
有了第三个收获。赛前戚侠的状态非
常好，他自信满满地跟着第一梯队配
速员，试图创造最好个人成绩。不料，
在 15 公里处，他头一次感觉自己“跑
崩了”，“撞墙”的感觉瞬间袭来。这
是属于马拉松选手的酸爽感 ：全身无
力、呼吸困难、头晕眼花、步子发沉，
就像头狠狠撞过墙。“原来急于求成是
不行的！”	戚侠意识到，事物发展有
其固有的过程和规律，必须尊重科学，
点滴积累，持之以恒。跑马拉松是这样，
搞财务工作、企业发展、型号研发也
是如此。

因为减肥，开始跑步，因为跑步，
爱上了马拉松。戚侠现在的体重恢复
到 70 多公斤。在跑步和身体发生蜕变
的过程中，他收获了自信，意志力也
前所未有地增强。“下定决心，制定计
划，严格完成，克服恐惧，激励自己，
总有成绩，总有惊喜。”	戚侠说。

马拉松精神与航空报国精神相契合

“明明这么痛苦，这么难过，为什
么就是不能放弃跑步？因为全身的细
胞都在蠢蠢欲动，想要感受强风迎面
吹拂的滋味。”《强风吹拂》这部动画
片曾一定程度描绘出参赛选手内心的
真实感受。本次参赛年龄最大选手对
此深有体会。

曾任航空工业集团总助的谭卫东，
今年67岁。别看他年纪大，但成绩不俗。
自 2017 年参加马拉松赛事以来，谭卫
东 4 年间参加了北京马拉松、广州马
拉松、成都马拉松、无锡马拉松、青
岛马拉松等 30 场赛事，并取得过 3 小
时 23 分钟完赛的个人最好成绩，该成
绩在全国同组别选手中也属上乘。

爱好者们一开始都是抱着强健身
体的目的开始“跑马”。很快，他们感
受到极限运动带来的痛苦和欢乐。身
体上好的变化，引起心态上好的变化，
从而使人们对美好生活产生了孜孜不
倦的追求。“马拉松带给人的体验是丰
富而多维的。每一次‘跑马’都是一
次生命旅程，自在、喜悦的感受妙不
可言。”谭卫东说。

马拉松的征途漫漫，奔跑不息，
奋斗不止。用锲而不舍的脚步丈量马

拉松的悠长赛道，就是在发扬挑战自
我、超越极限、坚韧不拔、永不放弃
的运动精神。这恰恰正是航空人在航
空报国、航空强国征程中，不断开拓
进取、闯关夺隘的一种写照。谭卫东说：
“马拉松精神与我们航空人对事业的追
求是契合的。任何情况，我们都要坚
持到底！”

“航空悦跑健走荟”发起人之一、
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吴献东以选手
身份参赛。他欣喜地注意到，参加“风
采·航空	健康悦跑”赛事的选手越来
越多，今年引起了更多年轻人的关注
与参与。现在只要天气允许、时间允
许，哪怕 3~5 公里，他都会坚持跑一跑。
“航空事业、科技研发非常需要耐力。
马拉松对于提振精神、磨砺意志有着
不可忽视的作用。”吴献东说。“跑马”
的益处是实实在在的。健康体魄、愉
悦心情、自信态度，可支撑完成高强
度的工作，这一点对航空人来说，尤
为必要。

普通人可不可以跑马拉松？

循序渐进是参与马拉松赛事铁的
定律。对于普通跑步者来说，安全至上、

科学训练是参加马拉松挑战极限的基
本前提。

“你需要一份严谨的马拉松训练计
划和一份合理的营养补充计划，增加
天然食品、水果以及蔬菜的比重。先
从简单的运动开始，增加一些体能锻
炼，3 公里、5 公里、10 公里、半马、
25 公里、30 公里、35 公里，最后才
是马拉松。”	本次赛事首次在商网办公
平台进行全程直播，直播间请来航空
总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郑旭东为观
众分享健康运动知识。

职工体育文化是航空工业企业文
化的一个重要元素。此项赛事旨在弘
扬航空报国精神，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及航空工业科研生产繁忙时期，通过
职工健身运动的开展，提高职工身体
素质，提升凝聚力和战斗力。“本次赛
事的成功举办，是全面落实全民健身
国家战略、大力宣传推广航空工业职
工体育的又一重要举措，也是职工体
育文化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	航空工
业总经理助理、党建文宣部部长、工
会常务副主席周国强说。

这场诚意满满的赛事，赢来跑友
们的好评与点赞。承办单位航空工业

青云公司工会部门团结协作、通力配
合，确保了本届赛事的高质量举办。
除了高效有序的组织筹备工作外，贴
心周到、细致入微的服务保障也让众
多跑友感受到“风采·航空	健康悦跑”
半程马拉松的温度。报名阶段，组委
会提供详细报名攻略，帮助跑友们“无
障碍”直通赛场 ；比赛前期检录、物
品寄存，赛道沿途补给站，终点计时
及最后发奖等各个环节，处处体现青
云 53 名志愿者的热情 ；组委会还贴
心推出了赛事照片服务，跑友们只需
关注奇欢北京公众号，即可下载保存
自己在比赛中的“精彩瞬间”，并领取
证书 ；航空总医院提供的医疗救护车、
流动 AED 医疗救援点和医疗服务，对
比赛进行全程“监护”……

最终，航空工业规划、航空工业
制造院、航空工业综合所、航空工业
计量所、航空工业机载、中航国际荣
获“优秀组织奖”，航空工业青云、航
空总医院荣获“特别贡献奖”。据悉，
第五届“风采·航空	健康悦跑”半程
马拉松赛将由航空工业综合所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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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      过初夏
——航空工业直属工会第四届“风采·航空 健康悦跑”
“青云杯”半程马拉松赛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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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总医院提供医疗服务商网平台全程赛事直播

综合所将承办第五届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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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原印记
——航空工业光电所光电吊舱研制记忆

	| 孝南　谢成龙　李方亮

深秋时分，地处大兴安岭山脉东麓平原区
的东北某小城早已是银装素裹，积雪覆盖下的
大地上，甚至连撒下的阳光都是冰冷的。

此时，一辆面包车从市区出发，驶向北部
的荒原。在空旷的公路与冷冽的雪原衬托下，
面包车显得渺小而又坚强。车里面坐着的是航
空工业光电所某项目攻关小组。此时的他们倚
靠在座位上，抓紧利用短暂的行驶时间休息。

上世纪 90 年代，国外直升机就已经搭载了
性能优良的照射型光电转塔。光电转塔作为直
升机火力控制系统、导航系统的重要一环，对
提升现代战争中广泛应用的激光制导武器的命
中精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际竞争日趋
激烈的形势下，中国的直升机也迫切需要发展
出自己的高性能照射型光电转塔。光电所凭借
着专业优势，在全所资源的统筹支援下，从无
到有开始攻关国内第一代照射型机载光电转塔，
重任就此落在这支攻关小组的肩上。

虽然光电转塔的研制工作顺利铺开，但零
基础的起步不出意外地暴露出很多棘手的新技
术问题，攻关小组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可是，
这挡不住他们高涨的热情，甚至吃饭、休息时间，
每个人的思绪也离不开自己的工作。没有经验，
就逐步积累 ；没有设备，就想方设法去创造试
验条件 ；没有技术，就从零一点一滴去摸索！

寒冷的冬夜里，只见远处一只火把在夜色
里闪动。这是小组成员想出来的一条模拟导弹
尾焰提供给红外检测设备检测的“妙计”。举火
把的同志在远处跑来跑去提供检测对象，温暖
而又滑稽的画面给大家紧张的情绪带来了一丝
放松。然而当在显示屏上能看到的只是布满整
个光幕的模糊亮点时，他们每个人在失落中又
陷入了思考。直到深夜，负责红外的同志依然

在努力不懈地查找问题。
次日清晨，红日初升，攻关小组早早就来

到了试验基地。面对依然模糊的屏幕，大家的
心情也凉到了冰点。“一二，起！一二，起！”
寂静冰冷的草原上响起了战士们高亢的口号，
也鼓舞了攻关小组的士气。经过调整，大家再

次热火朝天地投入到攻关中，
分工明确地开始排查导致问题
的原因。

草原上日升日落，见证着
这一群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火
把实验”效果得到明显改善。
但还来不及高兴，大家的心就又开始紧绷了，
因为接下来就要面临实弹靶试。

实弹靶试的机会来之不易。就在不久前的
模拟弹靶试中，光电转塔曾一度陷入瘫痪，但
攻关小组顶住压力，迎难而上，最终解决了所
有问题。这次实弹靶试，攻关小组早早就制定
了周密的试验计划，尽可能地排查所有情况。

问题的出现可能只是偶然的，但是攻关小组就
是要通过无数个“偶然”，把问题的发现、解决
变成必然。在一次振动测试时，通过偶然间“敲
击”光电转塔，同样的故障复现，攻关小组经
过缜密推敲，最终找到了问题根源，提前解决
了所有的隐患。而这次发现问题所用的独特的
“敲击法”也延续下来，成为各型光电转塔必做
的一个“试验项目”。

靶试按照既定日期进行。基地上，飞行员
驾驶着武装直升机起飞，载着重装上阵的光电
转塔进行实弹靶试。飞向靶试地前，直升机“调
皮”地在攻关小组的头顶盘旋一圈，仿佛在提
前祝贺靶试成功。很快，只见璀璨的导弹尾焰
划过天空，飞向目标，一声爆炸轰鸣，精准击
中目标，“成功了！”保障车内爆发出响彻天地
的欢呼声。

光电所该型光电
转塔最终顺利定型，
陆续装备部队。经过
一代代改良，各种型
号的光电转塔相继问
世，技术更加先进，
性能更加优良。

在这个孕育了国
内第一代照射型光电
转塔的地方，白茫茫
的雪原上永远地留下
了老一代光电所人的

脚印。这个地方也孕育了光电所的“吊舱精神”，
它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光电所人投身于航空强国
的伟大梦想中去。

当年的年轻人如今已经独当一面，而现在
的年轻人将会在“忠诚奉献、逐梦蓝天”的誓
言中接续奋斗、勇往直前。

一千米三件事
	| 白俊丽

航空工业一飞院倚天大楼距离职工餐
厅不过 1000 米的距离，也就是午饭后走回
办公室的这段功夫，院领导关注了三件小
事。

第一件：百米找不到垃圾箱

从西门到职工活动中心的这段路，院
领导发现百米找不到一个垃圾桶，致使职
工家属手里的纸团没地儿扔。院领导的这
第一个短信就发给了资产与采供管理部相
关负责人。下午一上班，资产部就立即现
场查看，要求蓝天实业立即调配增设垃圾
桶，下午３时，蓝天实业在道路两侧共增
设垃圾桶四个。

第二件：酒店门口的顽疾

润天酒店门口乱停乱放自行车的现象
屡禁不止，可谓顽疾，在绿意盎然的西门
大道上，横七竖八的自行车总有些煞风景。
院领导的第二条短信，发给了润天酒店负
责人。怎么办？自行车屡禁屡放的背后究
竟是什么原因？润天酒店认真分析，答案
来了。停放自行车的大多是到院里办事或
者外协人员，而且西门外的自行车停放位
相对较远。既然群众有需求，那就响应需求。
润天酒店立即组织开展了自行车停车区域
的布置工作，次日，一个崭新的自行车停
车区域就展现在酒店门口，一次可以停放
20~30 辆自行车。

有了停车区域，顽疾变成了新风景。

第三件：南广场的停车位斜了

倚天大楼南广场西侧一处停车位，因
为维修人员的疏忽，导致划在下水井盖上
的停车线错位。原本方方正正的停车位，

这下变了形。院领导的第三条短信，发给
了质量安全和工程管理部范引龙。接到任
务后，科研保障服务团队立即响应，组织
人员将井盖扶正。15:30，方方正正的停车
位又回来了。

每一个平常改变、普通小事，一旦以
信仰追求为精神底色，就有了非凡的意义。
类似的小事实事，环顾四周，俯身皆是。
一言一行，人人可为，让我们从最小处着手，
向最好处努力，从身边事改起，向职工关
注的难题发力，倾注真心真情实感，化职
工盼望为努力方向，汇	“小目标”为大变化、
大作为。

	改变改进里，是一飞院的幸福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