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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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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朵小红花第29朵小红花
	| 张乐

“九点了，宝宝该睡觉了。”妈妈督
促着宝宝。

“等一等，今天的花花还没有贴。”
小宝宝穿着拖鞋，踢踢踏踏地把一朵小
红花贴在小黑板上，“已经有 18 朵了，
爸爸说贴到 35 朵的时候，晚上就可以陪
我睡觉，给我讲故事了！”宝宝数着小
红花，心满意足地说。

冬夜的月，清光皎洁，透过纱帘柔
和地洒在宝宝的床前，也泻下冰一样的
银辉照在深夜试飞站的两架执行试飞验
证飞机上。“第 18 天了……”科研生产
部的张永亮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在随身
携带的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二十余项
成品要在三天内返厂升级并装机，协同
相关部门配合设计进行地面试验，协调
有关部门进行试飞风险评估……精细的
计划和一个个待解决的问题写在本子上，
摆在项目前，也沉甸甸地搁在张永亮心
头。

该关键技术项目试飞验证任务为国
内首创，技术难度高、试飞安全风险大、
时间紧，任务重，且又与年度批产交付
交织在一起，困难重重。除此之外，因
科研生产的安排，两个半月的项目周期
被压缩到了 35 天。因此，刚接到这个任
务的时候，所有人的第一反应便是不可
能——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
是看到胸前熠熠生辉的党徽，他们无路
可退，唯有前行，张永亮和他的团队要
做的就是挑战不可能。

大事必作于细，难事必作于易，“慢
慢”计划才能“快快”执行。一项复杂
庞大的任务要成功，必须有精细化的项
目管理。大节点、小细节、应急预案……
张永亮首先勾勒出项目实施的流程图。厂
内沟通、厂内实施、成品厂协调……工
作琐碎，张永亮就化身为庞杂项目中的
一根针，将栉比鳞次的工作安排得井井
有条。突发故障、临时变更……张永亮
以持筹握算的项目管理，化作防线，抵
御风险，击退前行路途中层出不穷的拦

路虎。
一个又一个夜晚，张永亮和他的团

队已经记不得历经了多少个轮回，又亲
手推翻了多少种苦心孤诣的设计方案，
但他们从未动摇。

“我们又成功排除了一条错误的路
子”，张永亮总是这样安慰自己和团队。
他们时时用“党员精神”要求自己，用“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守、“不破楼兰终不
还”的拼劲，成功克服了一项又一项难题，
守住了一个又一个节点，最终换来令人
振奋的突破。

“今天是第 29 朵小红花了，妈妈，
35 减去 29 等于多少啊？”宝宝正奶声奶

气地问妈妈，就在这时，门开了。“爸爸 !
爸爸 ! 你怎么回来啦！”宝宝高兴地扑向
爸爸的怀抱。

“因为我们成功了，今晚爸爸陪宝宝
洗澡，陪宝宝睡觉。”

“那要讲 2 个故事才可以！”
“没问题！”
第 29 天，伴随战机优美、稳健地落地，

某关键技术项目试飞验证任务圆满完成。
“爸爸，今晚的故事讲什么？”
“今晚，我们讲的故事叫，但行前

路，无问西东……”伴着窗外细碎的月光，
轻拍着身边的宝宝，张永亮轻轻地呢喃
着。

汉江往事汉江往事
	| 黄汉春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父辈对我有莫
大影响。

父亲曾和我们说过，抗战爆发后的
1938 年，还不满 20 岁的他决定去学机
械。父亲的想法是旧中国是农业国家，
工业落后，工业于社会前途是大有益处
的。1941 年下半年起，父亲供职于抗
日战争的重要空军基地——湖南芷江机
场，作为二修厂的一名机械士，与日夜
抢修维护在对日作战中负伤累累的中国
战机，父亲说当时工作很忙，但他干得
很起劲。1945 年，父亲亲眼见证了日
本军机挂着长长的白布飞抵芷江机场受
降点投降的过程。长沙解放后，父亲来
到武汉汉口的王家墩机场报到，加入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南军区航空处学习
队第二期，后进入汉口航校。而我，就
在祖国航空业萌芽的 1951 年，出生在
了汉口的春天，父母因此为我取名汉春，
我在家中排行老三。

我的幼时记忆是从 1954 年开始的。
当时我 3 岁多，武汉发大水，汉口航校

迁往南昌航校，我于是随着父母坐火车
前往南昌。记忆中洪水很大，火车开得
很慢，一点一点往前走，我就随着哥哥

姐姐在车厢里摇摇晃晃的走动，孩子的
世界不懂得慌张，只觉得好玩。

南昌航校（现南昌航空大学）是我
童年最幸福的一段记忆。当时航校应该
叫作南昌航空工业学校（其他城市设有
分校），父亲在航校的实习工厂担任教
员和车间主任，母亲是航校家属委员主
任，我的小学生涯里的大部分时光就是
在航校的子弟小学度过的。记忆中的南
昌航校条件非常好，院子里有整齐的柏
油马路，宽阔的大操场和郁郁葱葱的万
年青，小学校舍以及我家的住房条件也
都很好。大院里还有苏联专家，航校的
学员经常扛着滑翔飞机在大操场上试验
演习，儿时的我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兴
高采烈地在操场上围观滑翔机演习。我
们全家人的生活非常安逸祥和。

随着航空业的发展，在支援大三线
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父亲作为襄樊航校
筹备组成员之一，于 1960 年调至襄樊，
在樊西的一片荒郊野地里开始筹建襄樊
航校。我则于 1961 年随母亲从南昌经
汉口来到襄樊。当时我才 10 岁，还记
得父亲到汽车站接我们，几位航校学员
拖着板车，拉着我们的行李，摸黑走在
鹅卵石的路上，一行人跌跌撞撞走了很
久才走到家。初建的襄樊航校条件自然
无法和南昌航校相比，仅有两栋二层楼
的学生宿舍，我家 8 口就住在 16 平方
米的宿舍里。那几年航校一直处于基建
过程中，非常艰苦。有一年遭遇龙卷风，
又下冰雹，我们就躲在房子里不敢出门，
生怕被龙卷风卷走，而院子里的大人们
却都跑到河边去抢救水泥。龙卷风后，
很多基建被摧毁，大树被连根拔起，到
处一片狼藉，更要命的是粮食供应不足，
大家都吃不饱饭。那几年，母亲、哥哥、
姐姐与航校的学员一样忙于基建，我就
和弟弟妹妹去电厂捡煤渣贴补家用。我
们自己种地，到农民的田里捡麦穗，溜
红薯，自力更生，度过那艰难岁月。襄
樊航校也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在
全国各地包括南昌航校、北京航校、南
京 513 厂等单位的共同支援建设下，扎
根立足了。

1968 年 12 月，我到南漳县丰坪大
队五大队一小队下乡。1976 年结婚——
丈夫毕业于上海航校，分配至汉江厂工
作。直到 1979 年我才调动工作回到了
汉江机械厂，数年后终于回到了父母身
边，和父母一起投身航空建设。我在技
术科主管工艺室担任材料定额员，业余
时间参加夜大和函授大学的学习。

技术科主管工艺室是一个先进的集
体，同事们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管理经验，
我们科室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科室。我
有幸加入这个集体，牢记父亲的嘱托，
坦然面对新的工作挑战，刻苦学习钻研，
兢兢业业工作，在新的岗位上快速成长。
我经常和优秀的老同志一起下车间、下
班组，了解一线情况，熟悉工艺流程，
从中发现问题，及时整理修改数据，力
求既保证生产效率，又节约材料成本。
我在材料定额和包装设计方面的工作表
现获得了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先
后获得我厂材料定额管理、JJ5/JJ6 包
装设计改进、密闭头盔包装桶设计改造
四等奖，铁路快运瓦楞纸箱缓冲抗压包
装设计等奖项。

从 1979 年进汉江厂到 2005 年底
退休，我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奉献了 26
年的青春年华，女儿女婿则紧随我和丈

夫的脚步，从参加工作起就在汉江，勤
勤恳恳继续着新时代的祖国航空建设。

航空工业航宇成立后，女儿工作地
点从汉江迁至宏伟，我也开始了人生新
阶段，过上含饴弄孙的退休生活。

航宇公司离退休办很关心退休职
工，为我们老年人创造了非常好的退休
环境，我们的退休生活丰富多彩。我从
小就活泼好动，热爱体育，退休后我打
太极， 又拿起乒乓球拍，挥拍健身，辅
导小外孙学球，乐在其中，还曾荣获市
老年乒乓球比赛第三名的好成绩。我报
名了航宇老年大学的学习，并担任老年
大学柔力球班的老师，舒活筋骨之余， 
带队参加市里的文艺表演，颇受欢迎，
还获得了去韩国交流的机会，可算是意
外之喜。

我今年 70 岁了，祖国的航空事业
也 70 岁了。我是航空大院里生长的子
弟，从出生到读书、工作、结婚生子、
退休，几乎没有离开过航空这个大家庭，
我的全部都在这里，可以说是一位名副
其实的“航空之子”。我们是千万个航
空之家的一分子 ：三代 10 人——父母、
我夫妻二人、弟弟弟媳、妹妹妹夫、女
儿女婿——都是航空人，另有一位外甥
因从小耳濡目染蓝天的壮阔，大学毕业
后投身于浩瀚的航天事业中。一晃我的
女儿女婿也已在航宇公司工作 20 多年
了，女婿被评为 2020 年度公司劳动模
范，正带领全车间 500 多名员工奋战
在机加生产线上，我们老夫妻则全力做
好子女孙辈的后勤保障，保证他们有
充沛的精力学习工作。建国 70 周年大
典，当看到各款机型飞过天安门广场上
空时，我们和百岁老父亲一起无比欢欣
鼓舞——这里面也有我们祖孙三代的心
血。

航空是我们这个小家一道独特的向
心力，我们感谢航空工业，为一家三代
人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更为有机会亲
历并投身于祖国航空事业 70 年里每一
个阶段的发展、实现航空精神的代际传
承、感到无比的光荣自豪。祝福航空人，
祝福中国航空工业。

我在贵飞航空报国我在贵飞航空报国
	| 聂正宏

今 年 是 中 国 航 空 工 业 创 建
70 周年，1951 年，航空工业在
抗美援朝烽火中诞生。我作为航
空工业的同龄人，今年正好 70
岁， 在 航 空 工 业 工 作 了 43 年。
1967 年 11 月，我跟随父母从沈
阳来到贵州，一个月后参加了工
作。当时三线比较艰苦，路都是
土路，喝的是山泉水。没有电就
没水，只能自己拿水桶到山里的
泉水孔去挑，来回要走 20 多分
钟。当时吃的是苞米面等粗粮，
住的是钢筋棚和干打垒，环境和
现在比是天壤之别。

参加工作之后，我在贵飞机
加分厂任钳工，正好赶上三线第
一架飞机试飞。那时经常加班加
点赶飞机零件。记得有一次，我
们工作了一天一夜，困了就用
凉水洗下脸，继续干活。还有一
次，干飞机零件钻孔搬夹具时不
慎将手撞伤，我在车间保健站缝
了 3 针， 当 时 想 的 就 是 ：为 了
完成任务轻伤不下火线。包扎完
之后又继续干活，保证了机加厂
生产飞机零件按时交部装进行装
配，没影响总装试飞厂的生产，
按节点完成了飞机的试飞。1972
年，车间推荐我到南京航空学院
学习，在学校学了三年零七个月，
学的是机械加工。在三年半的学
习当中，通过努力我掌握了一些
技能，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

回厂之后，在机动处工作，

印象最深刻的是上世纪 80 年代
末，当时军品任务陡然下降，工
厂提出要干汽车。干汽车就必须
有冲压设备，当时从国外进了一
些二手设备，在没有图纸，没有
技术的情况下，组织了十几个人
成立了设备安装小组，60 多个
集装箱的零件进行去油封、检修
再组装，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把
二手设备安装完毕。记得当时在
吊装四柱大压力机时下大雨，我
们就冒着大雨进行安装，浑身都
湿透了，大家谁也没有怨言，终
于完成设备安装。

虽然没直接参与军品生产，
但是作为机动系统，我们满足了
工厂四大动力运行和设备的正常
运转，经常围绕生产一线做好服
务工作。在干歼教７P 时，机动
处就提出“飞机在哪，机动处就
在哪值班”，大家轮流值班，在
总装、在试飞站查看设备是否运
行正常，满足生产现场设备需要。
2003 年正值“山鹰”飞机试制
首飞，当时我主管工厂宣传工作，
为了配合大干，经常深入车间，
进行采访报道，在“山鹰”庆功
大会上，宣传部门受到集体奖励。

从歼 6 Ⅲ、歼教 7、歼教 7P
到“山鹰”、无人机，几代飞机
的更新升级，我都亲身经历和见
证。我们兄弟四人都在贵飞公司
就职，一家人为三线建设做出了
努力和贡献。我们祝航空工业、
贵飞公司发展越来越好，为祖国
的国防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让技能技术人才人生出彩
	| 卢娜娜 

阵阵掌声不断从二楼报告厅
传来，伴随着激扬有力的颁奖音
乐，身披大红绶带的获奖选手依
次走上领奖台，接过象征荣誉的
奖杯和鲜花。这是航空工业新航
职业技能竞赛表彰会的现场，42
名选手从 960 名参赛选手中脱颖
而出，在 5 项赛事，7 个专业中
斩获佳绩。这不仅是一场表彰，
更是一种仪式，一种肯定付出、
鼓励优秀的仪式。

近年来，新航全面落实新时
代航空工业人才发展战略，着力
完善“三个机制”，推动实现“三
个得以充分发挥”，探索完善新航
人才发展体系，加快推进新航人
才队伍建设，拓宽人才培养途径，
选拔各类优秀人才，大力培育技
术技能人才，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完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为适应现代制造技术智能化、
信息化的趋势，加强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针对高技能人才紧缺的
现状，新航制定中长期培训规划。
以职业技能为核心，建立健全职
业技能管理体系，发挥职业培训、
开发指导等作用，加大技师、高
级技师培养力度，建立并完善考
评体系，加速生产技能型、服务
技能型、知识技能型人才队伍的
建设，提升高技能人才队伍整体
水平。落实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职
务与三支骨干人才队伍考核选拔
机制，2015 年到 2020 年，技术
骨干、技能骨干、管理骨干人数
同比增长 34%、48%、60%。

新航充分发挥技术带头人对
技术引领、型号攻关、专业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作用。主
动为技术领军人才配备支撑团队、
技术助理等资源，在开展研究、
试验等方面给予必要保障。建立

青年技术骨干关键人才库并动态
管理，促进完善关怀机制、流失
风险跟踪管理对策，不断优化技
术管理和专业技术的双通道机制，
打造复合型人才。

搭建技术技能人才成长平台

新航直接抓专业技术带头人
队伍建设，重点培养造就以特级
和一级专家为主的领军人才队伍，
追踪国际航空先进技术。实施专
业技术人才计划，建设一支 35
岁左右、富于创造潜质和探索精
神的专业后备梯队，充实主专业
系统技术力量。采用灵活多样的
方式引进急缺人才，支撑新兴产
业和新领域的快速发展。多渠道
畅通技能人才的培养力度，结合
MBSE、 IPD、AOS、 精益生产，
充分打造员工“学、练、赛”一
体的成长平台，不断鼓励技术技
能人才学有所长、研有所专、攻
有所破。全方位开展技术生产副
厂长培训班、精益接班人金矿班、
赴日精益生产研修班、豫北光洋
挂职学习研修班、德国海力达智
能制造研修班、新航大讲堂专题
讲座等。

职 业 技 能 竞 赛 对 新 航 在 人
才培养、骨干储备和培育、打造
高精尖人才队伍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 用。2002 年 至 今， 新 航 完 成
20 余个工种，7874 人次技能鉴
定，高技能人才比例由 2015 年
的 7.6% 提高至 9.07%。新航依托
职业技能竞赛平台，不断创新竞
赛形式，让竞赛活动在新形势下
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创新一：
突破传统大赛的选项和组织模式，
结合广大青工转型需求、岗位实
际和素质特点，采用“加工中心
操作调整工 + 钳工复合工种、仿
真技术应用、汽车空调芯体装配
工、钢丝螺套绕套工四项赛事”。
创新二 ：打破惯例，将相同专业

工种放到统一竞技平台上展开大
赛，不仅增强了技术交流，有利
于加强技能 PK，促进技能培训的
力度，快速提升操作技能。创新
三 ：组织开展一专多能、一岗多
能的技能大赛，同时考核参赛选
手三个岗位上的基础理论和专业
技能的掌握程度。通过创新机制，
引导广大青工加强多岗位专业知
识的学习和技能锻炼，努力成为
多面手和复合型人才。

让技术技能人才人生出彩

从“工人”到“工匠”， 让更
多有志者人生出彩。近年来，新
航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培养造就更多的高技
能人才和工匠，通过技能培训、
岗位练兵、导师带徒、创新提升
等，畅通人才成才空间、畅通人
才发展通道。新航系统策划实施
职业技能竞赛滚动计划，连续 9
年的各类竞赛中，涌现出“全国
劳动模范”朱义兵、孟祥忠，“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史新芳、王红杰，
国内转向技术领域领军人物李仁
强、“全国知识型员工”彭强、“中
央企业先进职工”赵贵斌、“中央
企业技术能手”李季节、“航空工
业十大敬业标兵”张玉娟…… 

在崇尚技能、技以立业的氛
围下，新航以劳模、专业技能带
头人为核心，带动员工参与技术
瓶颈突破，“卡脖子”攻坚工程方
面贡献智慧和力量。据统计，目
前新航已形成 33 个各具特色的劳
模创新工作室，仅 2019 年完成
创新及攻坚成果 691 项，创造经
济效益 1700 余万元，申报专利
60 余项。

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
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
使用人才各尽其能，新航将全面
落实“人才强国”战略，将人才
培养做实、做精、做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