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易舒　徐蕊

师父，是那个愿意带着稚嫩的
我们，走上工作岗位的人 ；师父，
是那个有点像长辈，唠叨又严厉的
人；师父，是那个当我们取得成绩，
比我们还骄傲的人 ；师父，是那个
给我们插上翅膀，托起我们梦想的
人。

我的师父刘时勇是航空工业
成飞一名飞机铆接钳工。刚来公司
的时候，我怎么看都觉得这是一个
普通的小老头，人很精瘦，话也
不多，只腼腆地笑。后来我才知
道，我的师父曾获得“中华技能大
奖”“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第十三
届航空航天月桂奖“大国工匠奖”
等诸多荣誉，并拥有以他名字命名
的劳模工作室。能拜他为师，是很
多年轻人的梦想。

成为他的徒弟后，我想，有了
师父的悉心教导，有一天我也能成
为技术“大拿”。

然而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师父
对其他人很偏爱，对我却不上心。
自从向他拜师学艺，他一直让我干
着用铆枪打木头、画二维图这两个
基础工作，光是拿铆枪的姿势就让
我练习了一周。一想到同批进入公
司的其他同事都已经开始实际操作

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要知道，
我在学校里可是年年奖学金，三维
建模更是数一数二，都什么年代
了，还要画二维图纸，师父真是跟
不上时代了。

每当我向他表示想学习高级
技术时，师父总是板着脸对我说 ：

“还没学会爬，就想学跑了？”更
让我苦恼的是，晚上师父给师兄们
开技师讲堂时也不通知我，依然让

我打木头、画二维图纸。
有一次练习过后，我没有把

工具摆放好，师父很生气地批评了
我。想起这段苦日子，我向师父提
出抗议 ：“师父，您偏心，天天让

我打木头、画二维图纸、摆工具，
我要干到什么时候？”师父抬起
头，盯着我，一脸严肃地说 ：“你
跟我来！”

“去量量铆接的孔径。”来到飞
机铆装车间，师父边说边递给我一
把游标卡尺。“0.1 毫米。”反复测
量几次后，我向师父报告了测量结
果。

“孔径精度应控制在多少毫米
以内？”师父问。

“0.02 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
五分之一。”背完教材上的“标准
答案”，我惊出一身冷汗，这小小
误差肉眼根本无法感知。

“0.1 毫米与 0.02 毫米，是生
与死的天壤之别。这上天的事，容
不得半点马虎。做我们这行，基本
功必须做扎实。”师父耐心地对我
说 ：“画二维图，则是让我们熟悉
飞机各个零部件，让我们在加工时
更有思路，生产的产品更适用于数
字化装配。”

“为什么要求你把工具摆放整
齐？”师父说 ：“如果在装配过程
中工具不小心落在飞机中，那后果
将不堪设想。”

此时，我终于明白了师父的用
心良苦。让我苦练基本功，是师父
对我的“偏爱”，他希望我把基本
功打牢，才能在未来航空事业之路
上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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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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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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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心”师父“偏心”师父

报国强国的传承报国强国的传承
	| 张启德

我是航空工业吉航的职工，虽然退休
多年，但每每想起我热爱并为之奋斗了几
十年的航修事业，想起那火红的年代、火
热的航修历程，一批批战鹰从我手中飞向
蓝天保卫祖国的领空，就感到无比的激动
和自豪。

立志做航修人，是我父亲从小在我心
里播下的种子。我父亲叫张廷荣，曾在云
南制造木制飞机，二战爆发后，国内生产
不下去了，他们跟随工厂先后迁至缅甸、
印度，直至香港启德机场。1949 年 11 月，
在周恩来总理关注下，经地下党的协助，
父辈们在香港“两航起义”。起义人员随
后乘坐 12 架运输机回到大陆天津眭南道
休 整 学 习。1951 年 4 月 20 日， 我 在 天
津出生，为纪念香港启德机场“两航起义”
成功，父亲给我起名为张启德。我的出生
地、我的名字，与祖国航空事业息息相关，
航空情深深融入我的骨髓和血液里，让我
与新中国航空工业一起成长，互相见证。

父亲是上世纪 50 年代从天津到太原
三营盘民航第一机械修理厂（番号 221 厂）
工作，经成都一段时间学习后，又转到北

京南苑 211 厂，后到东北工作的，是为
祖国航修事业奉献了一辈子的老航修人。
1958 年 8 月，7 岁的我随父亲响应国家
支援大东北的号召，放弃了北京比较优越
的城市生活，从北京国营 211 厂来到了吉
林市郊区国营 531 厂（现航空工业吉航）。
工厂处于创业初期，虽然生活条件艰苦，
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是积极高涨
的。盖厂房搞试修、边生产边生活，到处
是热火朝天的大干景象。

父亲是飞机结构修理车间的铆工。每
天晚上，兄妹 6 个听父亲讲车间生产和
国防建设的创业故事，讲工厂第一架乌米
格 -15 型飞机试修成功的感人事迹，我
们听着飞机夜航的轰鸣声进入梦乡；白天，
揣着玉米面窝窝头，步行一个半小时，穿
过几个村落到中学上学。艰苦的生活和神
圣的航空情节，培养了我坚忍不拔的意志
和献身航修的理想。

1975 年 9 月，经历了 5 年下乡知青、
2 年技工学校生活后，我站在了父亲工作
过的铆工岗位。我修过歼 5、歼 6、歼 7、
强 5、歼 8 各型系列飞机，当过工长，曾
连续 3 年被评为厂级劳动模范。1994 年，
我调到质量管理处外排组，一直到 2011

年退休。这期间，奔走于祖国大江南北，
为部队服务，排除过许多疑难故障，保证
了部队作训需要，带队完成了多次事故机
的抢修任务。

令我难忘的一次抢修是刚到外排组不
久，某部队发生一起歼 8 飞机冲出跑道事
故，飞机损坏相当严重，工厂要求我带队
急速抢修。面对破损程度比想象更为严重
的飞机，以及部队给出一个月修复时间的
严格限定，我当时想 ：“我代表航空工业的
形象，再苦再难也要完成任务，宁可累坏

身体，决不让脸上发烧。”当即给了部队承
诺。随即，开始制定了自制、采购、边修
边测量的周密修复方案，仅用 25 天，圆满
完成了空速管换新复位安装，这件事被部
队称之为“奇迹”，称我为“战地抢修人才”。

虽然我 70 岁了，如果航修事业需要我，
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奉献我的一切。

航空报国航空报国
圆梦沈飞圆梦沈飞

	| 张富成

我 出 生 于 1951
年 1 月 7 日。1967 年
招工进入航空工业沈
飞，2011 年退休，在
沈飞工作了 44 年。入
厂时当学徒，1981 年
任 73 厂 机 械 工 段 工
段 长，1993 年 6 月
任 73 厂调度室主任，
2000 年 被 聘 为 73 厂
厂长助理。一步一个
脚印，沈飞公司也见
证了我成长的历程。

1970 年， 沈 阳
市抽调技术工人搞石油大会战，我作为青年焊工，积
极报名参加选拔赛并顺利通过考核。当时我在厂内没
焊过压力容器，不懂就向老师傅请教，然后自己再反
复练习，很快掌握了这门技术，成为这次会战中最年
轻的技术工人。我们一路走一路焊，从开原将管线一
直铺到大庆。风餐露宿辛勤工作，从天寒地冻的冬天，
一直干到来年深秋，顺利完成了任务。由于表现出色，
我于 1972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屈指数来已有 49 年了。

我在工段长的岗位上工作了 12 年，年年超额完
成任务，平均每年完成公司下达的设备大、中修项目
100 余项，处理急件 50 余项，为军品车间改造生产线
30 余项。印象最深的是 8 厂硝石槽制造，作为军机重
要部件的热处理专用设备，槽体宽大，而且硝石融化
后渗透性极强，对焊接质量要求特别高，由于生产急需，
周期很紧张。我接到任务后，在工艺员的配合下，挑
选有经验、技术好的人员，采取先进的单面焊、双面
渗透的方法，加班加点工作，提前完成了任务。通过
X 光和煤油渗透检测，一次验收合格。像这样的事儿
还有很多，比如 22 厂、33 厂干燥箱制造安装等，都
是按厂里要求，提前完成任务。

1993 年 6 月我调到厂调度室当主任，负责全公
司设备改造和维修，尤其是重点型号上马。设备安装、
维护工作很重，要力保生产一线科研顺利进行，必须
保证 24 小时随叫随到。在厂领导的支持下，依靠一支
技术过硬的骨干队伍，做到重点型号的重点设备专人
负责，树立急生产一线所急，想生产一线所想，千方
百计做好保障工作。2000 年国庆节放假期间，37 厂设
备发生故障，负责维修的人员都回家过节了，一时找
不到人，我就让爱人到现场排除故障（她是我厂电子
设备维修工），她那时还在发烧，是从医院里偷偷跑出
来的。

1999 年我作为厂长助理，带领 30 余人赴首都国
际机场，进行机头工作梯制造、安装工作。使用单位
要求严格，时常不定期到现场抽检，焊接用火、用电
都有限制，我们严格执行规章制度，经常加班加点，
克服了工期紧、难度大、场地限制等不利因素，仅仅
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 276 万元产值的民品任务。
由于质量好，结构美观大方，先后荣获沈阳市科技成
果二等奖和沈飞公司科技成果二等奖。

我家五口人，有四人是沈飞职工，老伴是 1970 年
入厂，儿子儿媳都是技校毕业，1998 年入厂。我们四
人都是共产党员，儿子如今已是高级技师。儿媳在试
飞站工作，有时在家吃饭，单位一来电话，就又回厂
里工作了。我家人都已经习惯了这种随叫随到的节奏，
因为我们都遇到过。

我们的命运和航空工业、沈飞紧密相连。沈飞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色基因，航空报国、航空强国
的理想在我们家继续传承和延续着。   （刘琳　整理）

择一事，终一生择一事，终一生
	| 刘威

岁月悠长，选择用一生的长
度，去坚持一件事实属不易。今
年已经七十岁的马德舍，五十年
如一日，勤勤恳恳工作，用汗水
浇灌梦想，书写了一段不平凡的
人生。

1969 年的那个秋天，马德舍
从部队转业，分配到中航西飞做
维修钳工。公司劳模、陕西省劳模、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是
马德舍曾获得过的荣誉。在他的
身上深刻体现了作为劳模的榜样
力量，更彰显了一名共产党员的
责任与担当。

1981 年，公司生产任务特别
繁重，当时任维修钳工的马德舍，
看到三名钣金铣工难以完成生产
任务，年轻热血的他就主动要求
到一线去干又脏又累的钣金铣。
马德舍说 ：“当时我心里想的都是
怎么更快更好地完成生产任务，
活总要有人做，我不怕脏不怕累，
我愿意干。”

与如今现代化的制造设备不
同，当时的钣金铣床是上世纪 50
年代初的设备，没有自动走刀结
构，全靠人力推着零件加工，而
且经常出毛病，加工出来的产品
质量很不稳定。马德舍承担钣金
铣任务后，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

坚持早来晚走，主动加班加点，
发挥顽强拼搏的精神，一个人完
成了原来三个人都难以完成的生
产任务。在他的带动下，车间形
成了一股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
良好氛围，扭转了钣金铣零件长
期不能按时交付的被动局面。

除了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马德舍还积极帮助其他职工，主
动为下一道工序扫除障碍，为他
人创造开工条件，时刻把车间的
点点滴滴看在眼里、放在心上。“任
务最终能否按时完成，要看整个
车间的配合，只有大家都调动起
来了，整个车间才能真正运转起

来，才能不耽误生产任务的交付。” 
马德舍说。

闷头苦干从来都不是马德舍
的工作作风，他讲究工作方法，
创新意识很强。运 7 货机型上的
一个仪表盘，表面光度要求很高，
加工中不能有任何划痕划伤，而
钣金工序在这个环节上经常出问
题。马德舍知道后，在铣切下料前，
先在材料表面涂上一层胶膜进行
保护，避免了零件表面在下一道
工序中划伤。零件表面最忌压伤，
马德舍加工时采用中间不倒换夹
子一次铣切成功，余留部分用手
剪剪掉的方法，防止了零件表面

压伤。他在谈到这些工作方
法时说 ：“只要肯用心，
就一定能发现可以创新
改进的地方。世上无难
事，只怕有心人。”

什 么 是 劳 模？ 当 看
到有关马德舍的这些数

据的时候，答案便清晰了起来 ：
1986 年 完 成 工 时 10605 小 时，
1987 年 完 成 工 时 14972 小 时，
1988 年完成工时 14364 小时。平
均每年完成 3 年半的工作量，创
造了 5 年完成 17 年工作量的历史
纪录。

马德舍提到一个细节，那时
的他工作强度大特别容易出汗，
再加上机器运转时的温度非常高，
为了不影响工作，马德舍冬天不
敢穿棉袄，夏天不敢脱外套，坚
持了一年又一年。

为了完成生产任务，他曾三
次放弃公司工会奖励劳动模范外
出疗养和观光的机会，先后五年
被评为公司文明建设先进个人，
连续三年被评为公司劳动模范、
连续六年被评为公司优秀共产党
员，1987 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
范，1988 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

那个年代尽管物质条件艰苦，
但大家在工作中少有抱怨。马德
舍讲道 ：“我们那时候就是一心想
把工作做好，能参与到国家建设
感到十分骄傲自豪。”他回忆说，
那时的阎良，基础设施建设非常
薄弱，一到放假，常常连回家的
票都买不上。一次，他骑着自行
车带着妻子和孩子去西安，走到
半路自行车梁断了。“今天的生活

真是越来越好，国家越来越强大，
公司也越来越好，对职工的关怀
多了，职工的收入也提高了，现
在的生活真是想都不敢想。”

“年轻人更有文化，更有想法，
航空事业的未来在他们手里。”谈
到新一代航空人，马德舍说 ：“现
在的条件好了，但也要发扬吃苦
精神，踏踏实实才能干出成绩。”

虽已退休，但劳模的本色永
不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马
德舍用自身的经历，引领大家不
断前进，激励年轻人不断超越自
我。

惟拼搏者不凡，惟实干者出
彩，惟奋斗者美丽。“择一事，终
一生”的倾心专注，这正是不凡
人生的不二法宝。

和同事一起抢修飞机（右
为张启德）。

“两航起义”人员在香港合
影，下数第一排左起第三、第四
个分别是张启德的母亲和父亲。

本报讯　日前，中国航发燃机举办了“传
承红色基因 凝聚燃机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
建党 100 周年云奔跑活动，这也是公司“铸
我中国心 凝我燃机魂 展我燃机风采”首届企
业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中国航发燃机在沈
单位员工代表参加了现场活动，成都、株洲
子公司在当地同步组织此次活动。

活动首次通过 Welink 线上平台进行了
内部直播，实现同屏联动，让驻外项目团队

及未能到场的员工线上也能收看“云奔跑”
的实况。

跑步途中设置了扫码答题环节，题目涉
及党史知识、公司共同准则、IPD 知识等方
面，旨在让员工在健康运动中学党史、悟思想、
强体魄，激励广大航发燃机人以奋斗者的姿
态，奔跑在燃机产业发展征程中，以优异的
成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助力公司“十四五”
燃机产业发展。         																				（张兆赫）

中国航发燃机举办  
“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燃机力量”  云奔跑活动

沈阳、成都、株洲三地同屏联动，实时直播。

到达补给点，回答党史知
识等问题才能顺利通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