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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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航空人的亲历和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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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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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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航空情
	| 米灵华 

                          
穿越过鸟语花香、绿草如茵的厂区大

道，走入宽敞明亮现代化的厂房，退休 20
年后，看到航空工业太航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与喜悦涌上心头，
为自己曾在这里工作感到自信与荣耀，为
与航空工业同龄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作
为太航人，我是幸运的，这里有我的青春、
有我的付出、有我的牵挂，有我可供一生
追忆的足迹。

耳濡目染，坚定航空报国信念

我叫米灵华，1951 年出生，20 岁以徒
工的身份进入太航工作，后经人介绍与爱
人迈入婚姻殿堂。我的公公叫陈剑影，是
1951 年参与建厂的“两航”起义人员。和
爱人热恋时，每到他家总会听到公公讲他
们那一代建厂元老满腔热情，为创建航空
工业从四面八方奔涌至太原的情景，听他
们讲“两航”人员为了心中的蓝天梦想放
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只身来到黄土高原，
立志扎根这片热土，为航空工业的发展默
默奉献的故事。

他总说我们赶上了好时候，要珍惜如
今的幸福生活，加倍努力工作，为太航的
发展尽心尽力。成家后，公公的“政治教
育课”更是成为日常，一有时间就讲他们
如何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以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气概，在旧兵营马棚艰难创造
百日建厂的奇迹 ；讲他们如何在老厂长的
带领下，不断挑战自我，实现一个又一个
从无到有的突破。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
我却丝毫没有厌烦，反而对太航的情感不
断加深，立志像公公那样做一个对太航发
展有用的人。

岗位成才，绽放青春最美舞姿

刚进厂时，我被分配到一车间热处理
小组。组长叫陈淑芬，是一名共产党员，
她处处模范带头，是巾帼不让须眉的“铁

娘子”。组员张明华是“两航”起义的 “老
革命”，但他却没什么架子，对我们年轻人
特别和蔼可亲，对初来乍到的我关心最多
业务技能帮助最大的要数我的第一任师傅
刘伟，她对我毫无保留、悉心教导，使我
很快熟悉工作环境，逐渐掌握各项技能，
很快成长为能够独立操作的熟练技工。我
非常感谢小组的师傅们，她们永远是我学
习的榜样。

1981 年，我被车间领导任命为热处理
组组长。大家开玩笑地说 ：“热处理组永远
被女强人领导，男同志不服气，也得服气！”
虽说是一句玩笑话，却让我体会到了自己
的责任和压力。的确，我们厂的产品从大
到几十斤重的铁块，小至几毫米的小零件，
无论是重活、细活，还是脏活、累活，哪
一样都少不了我们“女强人”。你说，谁还
敢小瞧我们！

有一年，由于我们的设备仪器老旧、
产品经常出问题。作为组长的我心急如焚。
不仅要完成自己的工时，还得提醒组员认真
观察仪表的运行情况，及时应变处理各种
问题，各种工作应接不暇。解决生产问题
的同时，我也经常带领班组参与各种攻关
活动。那年，为了提高产品合格率，我们
班组在刘连生高工的指导下，成立了 TQC
小组，对硬铝和黄铜垫片常出现的加工不
理想问题进行攻关。当时，由于设备陈旧，
仪表控制不稳，温度控制不好致使夹具变
形，表皮脱落，达不到零件的工艺要求，
产品经常不合格。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班
组集思广益，对硬铝和黄铜垫片两种装夹

具反复校平、反复试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成功

解决了产品加工不理想的难题，
提高了产品合格率，获得了工厂
TQC 成果一等奖。热处理小组被
车间评选为先进小组。我也因业
务能力突出，顺利通过考核，被
厂里聘为热处理技师，在那个年
代能评上技师的女同志可是凤毛

麟角。

责任担当，恪尽职守初心不忘

太航灯会在太原市闻名遐迩，有着 30
年的辉煌历史。每年正月十五，太航的能
工巧匠大展才能，总要制作精美的大型花
灯，为市民送去节日的文化大餐。

1990 年开始担任分会主席后，制作花
灯便成了我岁末年初工作的头等大事。提
出花灯策划方案，组织技术工人设计、加工、
布展，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我和爱人都
是工会的骨干，是做灯的主力，经常为了
赶制花灯加班到深夜，在单位我们各忙各
的，回到家一有时间就分享制作花灯的收
获。几年来，我们车间设计的花灯造型不
断升级，样式越来越新颖，从纸糊的简易
灯到造型各异的立体灯，从静止的挂灯头
到声光电的大型机械灯，每年工厂组织的
花灯评比，我们车间制作的花灯总能摘夺
大奖。花灯记录了我的青春、智慧和时代
的变迁。

退休后，组织让我担任党小组组长。
我们党小组虽然人数不多，但居住比较分
散，我往返于南北院，登门与党员们交流、
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尽职尽责完成党交给
的任务。

我走过的路是平凡的，所从事的工作
亦是平凡的。但我感到欣慰、骄傲、充实，
能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能在日新月异的太航生活，我感到很骄傲、
很幸福。 （孙艳辉  整理）

追
梦
人

	| 李箴

我与航空工业同岁，倍感自豪。忆起往
事，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我出生在陕西汉中市，父亲是中学老师，
母亲是大学老师。1968 年，17 岁的我告别
了昔日的初中母校，从城市来到农村插队劳
动。

两年多的锻炼中 , 我学会了插秧、种麦、
干各种农活。

1971 年，由于我在知青点劳动表现优异，  
被分配到汉中地区农机公司，任内燃机计划
员。面对新的工作，我开始刻苦认真地学习
有关机械电气等知识，很快在全地区业务竞
赛中获得第二名。1981 年调至航空工业千山
任机电计划员兼采购员。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最能锻炼人的
日子。那时候的工厂正处于转型创业、军品
民品一起抓的阶段，除了要保质保量完成军
品配套任务，还要配合大量研制民品的配套
任务。我分管 2000 多种机电产品的配套供
应，品种繁杂、数量极少，这是当时民品配
套的特点，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军品的配套质量很重要，上天的东西谁
也不敢马虎，可供货渠道有限，况且生产配
套任务一来就是急件且批量又很小，走正规
订货渠道根本行不通。记得有一次急需几个
微型轴承，当时只有上海的微型轴承厂生产
的轴承材质符合要求。打电话求援根本不可
能解决，我只有背水一战亲自上门求援。奈
何四岁的儿子正在长水痘，高烧不退。一边
是工作，一边是生病的孩子，我一咬牙就去
了上海。任务急没有火车票，只有先进站再
说，火车一停我就被几个同事从车窗外硬给
塞进车厢里。那时汉中每天只有一趟开往上
海的火车，就连厕所里都站满了人，外出要
提前三天才能买到票。没有饭吃，没有水喝，
困了就站着打个盹。到站后顾不得饥渴和浑
身酸痛、顾不得找招待所，直奔目的地。好
不容易找到主管轴承的人，可对方一看数量
这么少，一口拒绝了。我想着自己可是丢下
生病的孩子来上海，厂里的生产等着急用，
于是随后的两天就坐在他的办公室，不打扰
他的正常工作。看着我一脸的焦急和憔悴，
师傅不忍地对我说 ：“明天给你解决几套，
从其他厂扣下一些先给你们，赶紧回去吧，
工作孩子都要紧呢。”几经周折，总算采购
到了货物。那时的军品任务年年都保质保量
得以完成，确实与我们每一位员工的努力与
付出分不开。

民品的配套供货管理更是繁杂，机种样
品多，配套规模庞大，配件品种多但每个配
件数量少，很多材料都无法走正规渠道去订
货，解决的办法只有去各个兄弟厂求援。那
时候通信手段有限，且大部分兄弟厂都在山
沟里，早晨坐车出去通常下午才能回来，家
里孩子根本照顾不上，那心里整天想的就是
工作、产品配套。一天跑下来能完成任务，
心里自是高兴无比。但常常是跑一天下来没
有结果，那内心的焦急与沮丧可想而知。第
二天，第三天接着跑，不管刮风下雨，不管
寒冷酷热，只要能完成工作，不影响配套的
产品生产进度，心里就很满足了。

我们都是航空追梦人，回头再追忆那段
峥嵘岁月，看到今天咱们航空工业取得的一
系列成就，感到由衷地欣慰与自豪。

编者按 ：
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

的路。航空工业沈飞自 1951 年创建
以来，70 年所走过的路，是艰苦创
业之路，是“中国歼击机摇篮”从
仿制到改型到自行研制一步步发展
壮大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几代沈
飞人团结拼搏，戮力攻坚，谱写了
许多“不会忘记”的历史篇章。《沈
飞印记——不会忘记的历史》以沈
飞历史小故事为主线，讲述了在党
的正确领导下，一代代沈飞人“忠诚、
团结、拼搏、求实、创新”，践行

“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初心使命，
彰显航空人的优良传统和企业品格。

1951 年 6 月 29 日，航空工业
沈飞建立，当时的名称是国营 112 厂，
其前身是空军工程部东北修理总厂
第五厂（又名“鲁班部队第五中队”）。

1948 年 11 月初，沈阳市军事
管制委员会接收“东塔机场”。第一
批工作人员进驻后，将该机场改名
为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机务处
第三厂（后称空军三厂）。经过十
多天的招工和整顿，初步修整了厂
房，把能够生产的机床都开动起来。
1949 年夏，又将黑龙江省东安的两
个厂（ 修理厂和机械厂）全部搬到
哈尔滨马家沟，合并为东北人民解
放军航校机务处第一厂。在沈阳铁
西区又新建了第四厂（后称空军四
厂），是机械加工、铸造工厂。

在接管东塔机场的同时，以刘风
为首的飞行大队接管了位于北陵机
场的国民党“257 供应中队”。国民
党逃跑时，一些破旧的美制 P–51“野
马”式飞机及日本军用机的残骸丢
得到处都是，仓库里也丢下不少航
空器材。在这种情况下，北陵机场
成为飞机修理厂，并组建“东北人
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机务处第五厂”，
熊焰任厂长，工厂的主要任务是修
理飞机。

1949 年， 新 中 国 成 立。 五 厂
归属于空军工程部东北修理总厂。
1951 年，在抗美援朝的空战中，年

轻的人民空军不断得以锻炼，航空
工业也不断发展壮大。1951 年 4 月，
空军司令部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工程部东北修理总厂及所属的几个
修理厂，移交给刚成立不久的航空
工业局领导。6 月 29 日，五厂改名
为国营第 112 厂。此时的 112 厂正
集中全部精力搞飞机修理，逐步由
修理走向制造。

1951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5 日，
根据中苏双方签订的苏联援助中国
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书规定，苏联
派来了以总工程师顾问格涅辛为首
的航空工业专家组。他们到厂后，
首先抓机构的建立，逐步建立健全
飞机制造厂的职能机构和生产车间。

1952 年以后，为了尽快发展我
国航空工业，上级决定将飞机修理
任务全部移交空军自己承担，所需
的各种零备件由航空工业局所属的
工厂提供。经过 1953 年、1954 年、
1955 年三年时间的扩建，112 厂基
本形成了一个初具万人规模的飞机
制造厂。

1955 年 9 月，熊焰等人从苏联
学习结束回国，火车路过文官屯时，
向北陵方向远远望去，112 厂厂区一
片灯火辉煌。当进入厂区看到 70 号
装配厂房落成并交付使用时，所有
人都心情激动，高兴得跳了起来。

112 厂人员扩编工作发展得也
很迅速。中央先后从全国各地抽调
大批的优秀干部和技术工人支援国
防建设。当时调来一批地、师级和
县团级干部。自 1951 年开始，从山
海关桥梁厂、上海等地陆续调来大
量技术工人。生产中，这些用钢铆
钉造大桥的工人，也学会了用小铆
枪铆小铝铆钉了。这时，苏联派来
的专家越来越多。为了早日制造出
我国自己的飞机来，技术人员虚心
地跟他们学习。

厂房、设备、人员都齐了，剩
下的关键是具体生产什么型号的飞
机了。根据 1953 年中苏政府协议规
定，由苏联帮助 112 厂仿制米格 -15
飞机。

1956 年 7 月 19 日，在仿制米
格 -15 飞机的基础上，我国自己制
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56 式
歼击机（歼 5 飞机）试制成功了。
1956 年 9 月 10 日，在厂试飞站前
广场上，举行了 56 式歼击机祝捷大
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
会副主席聂荣臻参加了大会。当天，
党中央和国务院还发来贺电，祝贺国
产 56 式歼击机试制成功。从 1955 
年 3 月复制图纸到庆功大会宣布生
产定型，前后共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56 式歼击机试制成功后，上级
和广大技术人员考虑到下一步要自
行设计，要从仿制外国飞机阶段向
自行设计、自行制造阶段迈进。经
过一年的准备，在航空工业局的大
力支持和领导下，112 厂成立了以
设计歼击机为主的设计室，并为 112
厂调来了徐舜寿、黄志千、陆孝彭、
顾诵芬、管德等专家，厂内选出了
叶正大、沙正平等一大批技术人员
参加。

设计室根据当时空军对喷气教
练机的需求，开始了歼教 1 飞机的
设计。经过一年奋战，歼教 1 飞机
的木质样机搞出来了，并通过木质
样机审查会，很快被批准进行试制
生产。一段时间的试制生产后，两
架崭新的歼教 1 飞机终于飞上了天，
还在北京南苑机场为中央首长做了
飞行表演。后来，空军又提出要设
计一种能够代替 R-18 的前三点式、
全金属结构的初级教练机，于是便
有了初教 1（后称红专 502、初教 6）。
通过歼教 1 和早期红专 502 两种机
型的设计和制造，我国从仿制向自
行设计、制造方面跨进了一步，开
始了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探索。

 （航空工业沈飞）

厂房前的背影厂房前的背影
	| 张里

蓝天，白云，还有战鹰，是这片
天空常有的景象。

轰隆隆的发动机声，并没有打扰
到厂房中的建设师傅，他们正在合力
组装厂房南面的“特大号”推拉门。
厂门的正前方，有一个 52 岁的背影，
杨茂林关注着厂房建设的每一个进度。
厂房东南角，一位年轻的设计员和施
工员正在沟通问题，意气风发的年轻
人引起了杨茂林的注意，他的思绪不
经意间飘回到了 29 年前……

“农村娃娃又到农村了！”

1992 年 6 月，在西北工业大学的
男生宿舍楼门口，23 岁的杨茂林背上
了收拾好的行李，踏上了告别校园的
旅程。

“茂林，你被分到哪去了？”一个
同学在门口把杨茂林叫住。

“分到 132 厂了，好像在成都。”
“132 厂？造飞机的？你一个学建

筑工程的去干嘛？”
“不知道嘛，分到了就去呗。”
当杨茂林乘车抵达 132 厂时，看

了看荒凉的周围，心里不禁感慨道：“农
村娃娃又到农村了！”

1992 年 7 月，在办理完入厂手续
后，杨茂林正式成为 132 厂基建工程
处建筑设计所的一名建筑设计员。不
到一年时间，杨茂林就凭着其扎实的
知识储备和严谨的工作作风，成为了
设计所中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

1994 年 9 月，一名同学来拜访，
在聊过家常后向杨茂林问道 ：

“这两年干了啥大项目啊？”
“厂里都是些小工程。羡慕你们这

些做大工程的啊！”
“别羡慕了。走！一起去海南搞开

发去！”
“你别开玩笑了。”
“我没开玩笑！”同学从口袋里拿

出了一张名片，递了过来，继续说道 ：
“不瞒你说，这几年海南的房地产是真
的火。跟我们去海南吧，工资至少翻
十倍！”

“我考虑考虑吧！”杨茂林接过名

片，盯着它看了好几秒。

“这可是十号工程啊！”

1994 年 11 月，406 号 厂 房 的 基
建部分已完成竣工，设备正在陆续进
场安装。工作已经结束了，但杨茂林
好像对这个厂房偏爱有加，隔三差五
地就来到厂房门前。对于是否还留在
这里，杨茂林在心中打了一个问号。
看着驻守在 406 号厂房前的这个背影，
车间主任上前拍了拍杨茂林的肩膀，
说道 ：“小杨，怎么？对自己的佳作爱
不释手吗？”

“哈哈，主任好！您过奖了。我只
是好奇这些厂房修好后是用来干什么
的？”

“小杨你看，现在正在安装的是热
压罐，它是航空复合材料制件的主要
生产设备。”

“复合材料？很先进的技术啊！什
么产品要用这种材料啊？”

“哈哈，看来你有所不知。这可是
十号工程啊！”

“十号工程？”
“歼 10 啊！小杨，你修的这个厂

房为国家做了大贡献啊！”
杨茂林第一次知道自己从事的工

作，对国家而言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内心的瞬间变得踌躇坚定了起来，他
知道世上总有一些事情比挣钱更重要。

1999 年，杨茂林获评公司年度十
佳 青 年，2000 年、2001 年、2002 年
连续三年获评公司劳模，2003 年后成
为公司的荣誉劳模。

“我们必须去！”

2008 年 5 月，一间小小的办公室
里，39 岁的杨茂林和一群年轻人正在
会上热烈地讨论着。突然，只感觉房
屋剧烈摇晃，地震了！在紧急避难后，
杨茂林迅速召集了部门的主要骨干排
查厂房。

然而，还有人未从这从未经历过
的大地震中缓过神来。

杨茂林看出了很多人的担心和害
怕，他说道 ：

“我非常能理解大家的恐惧和害
怕。但我请大家想想，这些厂房倾注

了公司多少心血？它们承担了国家重
大科研生产任务，及时开展排查，确
保大家安全，我们是有责任的！而且
今年公司科研任务重，何时能复工，
关键就在于我们何时能完成厂房的安
全排查和检修工作。所以我们必须去，
并且要尽快开展排查！”

杨茂林的坚定是最好的带动。一
会儿便分好了组，杨茂林带着组员向
厂房深处走去，他们为公司实现快速
复工争取了宝贵时间。

“我还年轻呢！”

厂房前，杨茂林的右侧肩膀被拍
了一下，思绪一下回到了现在。

“杨部，好消息！” 一个小伙子气
喘吁吁地在旁边说道。

“啥好消息啊？别着急，慢慢说。”
杨茂林拍了拍小伙子的后背。

“入选了！您去年负责的管控中心
建设项目，入选了《2020 中国智能制
造十大科技进展》！”还没等杨茂林
开口，小伙子继续说道 ：“杨部啊，面
前这个东区厂房可是个大项目，您带
我们干完这个项目，就该好好休息一
下了吧！”

“哈哈，休息？我还年轻呢！”说
完，杨茂林向厂房走去，留下了熟悉
的背影。

112 厂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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