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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明灯

	| 王源博

“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
人，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
每当看到悬挂在厂区大门口、生产厂房里
的大幅标语，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离开
我们 10 年的歼 15 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
挥罗阳。

2012 年 11 月 25 日，是每一名航空
人都永远缅怀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中国
的第一批舰载机歼 15 在辽宁舰航母上圆
满完成起降训练靠岸，作为现场总指挥的
罗阳因突发疾病以身殉职。

“罗阳同志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习总书记这样称赞罗阳。

国之重器，以命铸之 ；英雄已逝，
精神永存！如同一盏明灯，罗阳精神永远
激励着我们每一位航空人肩负航空报国、
航空强国使命，在建设世界一流航空企业
的征程上不忘初心，勇毅前行。

七年前，我刚入职陕飞，在学习了
罗阳的先进事迹后，我暗暗立志要做一名
像罗阳那样的航空人，把自己的青春和
热血奉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在罗阳精神
的激励下，我刻苦钻研专业知识，努力提
升技术水平，如今已成长为一名设计技术
专家。近年来，随着公司承担的飞机研制
任务日趋繁重，我感到肩上的担子更加沉
重。我带领气动专业设计团队全身心扑在
设计研发工作中，克服困难，拼搏奉献，
加班加点，赶抢进度。针对多架机交叉作
业、设计周期紧张等实际情况，在合理调
配骨干力量的同时，我提前筹划、分解落
实，以型号需求为牵引，以解决技术问题
为抓手，先后完成了多种型号气动布局设
计、气动特性仿真、风洞试验验证等气动
专业相关设计任务，及时解决了生产现场
与外场出现的相关问题。在某重点项目
设计论证中，为确保项目立项工作顺利、
高效推进，设计研究院成立论证突击队。
我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了专项突击队中，及
时组织团队开展了高升力及总体气动布
局优化技术攻关工作。在某演示验证项目
中，首次担任气动设计主任设计师的我，
组织团队开展了气动方案设计、多轮仿
真计算以及风洞试验研制，提出多目标、
多约束协同优化设计方法，成功解决了危
及飞行安全的复杂技术难题，为演示验证
试飞提供了重要技术依据，充分发挥了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

团队是科研生产攻坚的基石，我们是
罗阳精神的忠诚践行者。在攻坚过程中，
每当遇到拦路虎，我就会用罗阳精神来鼓
舞自己和团队成员，勉励自己和团队成
员要时刻学习罗阳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巨的科研生产任务，
胸怀“国之大者”，做好做细每一项工作，
为航空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用实际行动
践行罗阳精神。

作为新时代的航空人，我们将在党
的坚强领导下，发扬罗阳精神，以“航空
报国、航空强国”为己任，为实现伟大的
航空梦、强军梦、强国梦作出更多的贡献。 

罗阳精神伴我成长

	| 金鑫

今年已是罗阳离开的第十个年头，
一切仿佛还在昨日，所谓“时光似箭，
日月如梭”，亦不过如此。

10 年 前，2012 年 末 是 我 人 生 中
的一个重要节点，那年面临毕业的我
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论文、答辩、
招聘的压力扑面而来。

11 月 23 日，由罗阳担任研制现场
总指挥的歼 15 舰载机成功着舰。正当
大家欢欣鼓舞时，噩耗传来，罗阳倒
在了坚守多年的工作岗位上。作为北
航的杰出校友，校内很多学生自发组
织悼念活动，我知道了他的事迹。罗
阳的一生就是航空报国的一生，30 多
年他将全部的精力和智慧都奉献在祖

国的航空事业上，直至生命最
后一刻，用行动践行了航空报
国使命，为航空工业的后来者
们树立了榜样。

歼 15 首飞的成功和罗阳
的事迹，点燃了胸中的热血与
豪情，促使我最终做出了选择，
投身祖国的航空事业。2013年，
循着他的足迹，我选择了航空
工业一飞院。

在一飞院强度所各位老师的帮助
下，我逐渐融入了工作环境，掌握了工
程研制流程。入职恰逢型号立项，这
是被首长评价为研制难度最大、载荷
最复杂、交联关系最密集的项目。在
复杂的起降环境下，现有设计手段和
规范无法覆盖全部应用场景，飞机载
荷设计面临“无标可依”的困境。面
对型号研制的技术瓶颈，青年们不畏
艰险、迎难而上，誓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团队以飞机典型使用工况为切入点，
从刚体动力学模型仿真，到弹性动力
学模型分析 ；从起降实测统计数据确
定载荷工况，再到全机落震试验验证，
精确预计了该型机在起降环境载荷分
布，解决了该重点型号载荷输入问题。

型号的成功也让我掌握了看家本

领，成为技术骨干。在型号攻坚的过
程中，“信念坚定、矢志不渝、攻坚克
难、恪尽职守”的罗阳精神始终是鼓
舞我不懈前进的精神力量，航空报国
的理想信念在青年们的身上熠熠闪光。
最终，在零经验、零基础、零参考的
情况下，我们成功在一片荆棘之中开
辟了新的研究道路，填补了国内外技
术空白，显著提升了我国飞机起降动
载荷设计和试验水平。领域内专家一
致认为经过团队多年攻坚，形成的动
载荷设计体系创新性强，技术难度大，
取得了多项技术创新和关键技术的突
破，填补了国内外技术空白，达到了
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2020 年后，我转战无人运输机方
向。面对无人运输机这个方兴未艾的广
阔市场，民机所作为院内大型无人运输
机产业化的排头兵，面对着极为激烈
的市场竞争。为了及早抢占市场高地，
所内组织成立了罗阳青年突击队来攻
关 TP 系列无人机研制工作。面对时间
紧、任务重的情况，大家充分发挥了
青年人顾全大局、敢于吃苦、勇于创新、
乐于奉献的精神。与团队协力完成了
总体、结构、强度、系统、标材等专
业多轮次的设计迭代工作，成功推动

项目通过了技术方案评审。同时，积
极对接民航局审定方需求，落实每一
次的交流意见，为大型无人运输机项
目争取到了局方支持。2022 年 6 月 18
日，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TP500
一飞冲天，26 分钟之后飞机缓缓降落
在跑道上，完美完成首飞秀。

罗阳青年突击队成立不到两年的
时间，我们取得一型机首飞，两型机
通过总体技术方案评审的成绩，也创
造了一飞院有史以来最快的研发纪录。
TP 系列无人机型号的成功不仅开拓了
院内无人运输机的前景，更锻炼出了一
批传承罗阳精神，对党忠诚、航空报国、
勇攀高峰、忘我奉献的青年骨干队伍，
为以后的型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回望这十年，理想支撑着一个个
懵懂的青年，在航空报国道路上熠熠
闪耀。都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
诗和远方，我想航空人的诗和远方就
植根在中国航空未来的发展之中。我
们满怀期待，因为这个时代必会因吾
辈的努力而不断改变，我们将循着先
辈们的足迹，继承和发扬罗阳航空报
国的理想信念，全力以赴地推动航空
装备不断向前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铸就坚实的“空中长城”。

在型号一线
绽放绚丽的青春之花
	| 李蓉

2012 年， 随 着 帅 气 的“ 航 母
Style”手势在国内火速传播，20 岁
的大学生周涵在电视上看到了我国
自主研发的第一款舰载机歼 15 成功
在辽宁舰航母上完成起降，了解了
时任歼 15 研制现场总指挥的罗阳
在执行任务时因公殉职的感人事迹，
知道了祖国繁荣强大的背后，是一
群无名英雄默默地为祖国的国防事
业奉献一切。2014 年，从南京理工
大学毕业后，周涵选择加入航空工
业昌飞，“这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
责任使然。”面对自己的选择，他说。

在攻坚克难中，历练青春底色

2022 年 4 月 22 日，“AC313A
首飞罗阳青年联合突击队”成立，
突击队由航空工业昌飞、直升机所、
民航江西审定中心三方共同组织成
立。5 月 16 日，突击队授旗仪式在
昌飞吕蒙机场 AC313A 铁鸟试验台
举行。作为副队长的周涵和突击队
员们在团旗下庄严宣誓，牢记航空
报国的初心使命，以奋进为笔，以
创新为墨，以“青”心作答，以磅
礴的青春力量在直升机科研生产一
线绽放出绚丽的青春之花。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
家强。“AC313A 首飞罗阳青年联合
突击队”共有队员 40 名，其中 35
周岁以下的团员青年占比 95%，汇
集了敢打敢拼的“80 后”和勇往直
前的“90 后”，是一支涵盖科研、技
术、生产、管理和工作岗位有机结
合的队伍。

突击队以重点任务为牵引，加
强主机厂所协同、工业方和局方融
合，发挥团员青年在完成科研生产
经营管理和型号取证任务中的突击、
攻坚作用。团队成立之初，坚持把思
想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持续向队员宣贯“五有一知”新时
代航空青年品格特质，引导团员青
年在实际工作中传承罗阳精神。

干航空最是强调责任心，强调
一丝不苟和团队组织协调。突击队
以“互联共建、协同攻坚、共同成长”
为原则，落实理念融合、人才融合、
服务融合、标准融合、工作融合为
主的“五个融合”重要举措，为了
实现 AC313A 首飞卓越目标，在三
发总体布局设计、倾斜尾桨布局设
计、模块化制造技术、机载软件设
备适航审查等关键技术攻关中攻坚
克难。型号团队倒排首飞任务节点，
与局方共同制定型号首飞前适航一
体化工作计划，共同树立“工作任
务不过夜”的作风，精准把握关键节
点，提前谋划，联合攻关，共同完
成试验目击 30 余项，验证文件审查
200 多份，制造符合性检查 500 多项。
2022 年 5 月 17 日，PT01 架机提前
44 天完成首飞 ；9 月 7 日，PT02 架
机提前 23 天完成首飞，为后期的型
号研制适航取证赢得了宝贵时间。

在协同攻坚中，丰盈青春人生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行
动是青年最有效的磨砺，有责任有
担当，青春才会闪光。“‘做国家队、
行国家事、担国家责、做国家人’，
航空人要时刻坚守‘航空报国’初心，
笃行‘航空强国’使命，除了对科
研攻关的探索和发现，更要围绕重
点型号做好集智创新。”对于团队的
职责，周涵如是说。

AC313A 直升机作为航空应急
救援体系建设的关键性装备，在设
计之初便创新地以满足全疆域、复
杂环境下使用为要求，以航空森林

消防、搜索救援、抢险救灾等核心
任务能力为目标，全面提高直升机
的使用经济性和运营效率。

工作中，突击队形成青年骨干
共同培养平台，汇聚发展合力。联
合开展 CCAR-29 部《运输类旋翼
航空器适航规定》咨询通告研究，
研究适航条款内涵，推动解决型号
适航审定中重大技术问题。通过民
用直升机项目适航审定协同管理办
法，建立高效协作的沟通协调机制，
有效推进型号研制取证工作。

从挑灯夜战的试验室，到吕蒙
机场的试飞场，这些年轻人在型号
的研制过程中，一次次地突破自我。
从 2022 年 3 月启动铁鸟机地面联合
试验后，突击队基本都是处于满负
荷连轴转的状态，尤其是当 PT01 架
机也开始进入地面试验时，团队更
是开启了一套人马两头奋战的模式。
为了保障试验进度，白天出现的故
障晚上必须要排除，否则就会影响
第二天的试验，熬夜通宵成为那段
时 间 队 员 的 常 态。 从 2022 年 3 月
份到 5 月份，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
队员们基本上都是日夜驻扎在试验
现场，其中骨干人员平均月加班都
在 180 小时以上，那段时间大家经
常开玩笑说 ：“干这个型号不亏，从
事一个月的工作能收获两个月的工
作经验。”

在共同成长中，闪耀青春之光

以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的罗阳
精神为引领，突击队在技术、管理
方面得到了多方位的锻炼。一轮又
一轮的方案迭代，研发、生产、测
试、总装、试飞……在一个又一个
的环节中，不断碰撞出创新的火花。
在这片培育年轻队伍的丰沃土壤里，
突击队里的年轻人持续高效地奋战
在前线，在型号攻坚中收获成功的
喜悦。

作为在国内首个开展“铁鸟”
地面联合试验的大型民用直升机，
AC313A 直升机成功填补了我国民
用直升机在该项技术领域的空白 ；
自主研制了国内首个变频交流起动
发电系统，攻克了起动发电机输出
力矩精准控制、转矩闭环控制扭振
抑制、电机软介入与软脱开控制等
关键技术，显著降低附件齿轮箱磨
损与冲击，提高电机轴、发动机附
件使用寿命，是当前国内航空发动
机电起动领域最先进的技术 ；整机
采用了模块化设计技术，通过对机
体结构合理分段、应用整体机加框
和大面积复合材料蒙皮等手段，减
少零件数量、简化装配关系、优化
了制造工艺性 ；开展了传动系统数
字化调整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运用
激光对中仪的传动系统同轴度数字
化检测调整手段代替传统笨重的调
整工装，在保证精度的同时极大缩
短了工作周期……

青春的力量、青春的涌动、青
春的创造，始终是推动“AC313A
首飞罗阳青年联合突击队”勇毅前
行的磅礴力量。青春向党，不负韶华，
全体突击队员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永不停滞的奋进姿态，把多
姿多彩的梦想和智慧融入到航空报
国，航空强国的伟大征程中。

“春风”润物献航修
	| 蒋敦亮

肖春风是航空工业长飞歼 10 维
修 车 间 的 技 术 负 责 人、 歼 10 维 修
型号总师、公司一级技术专家。自
2014 年从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
他怀抱着航空热情和报国理想来到了
长飞，投身于航空维修事业。

萌芽
在学思践悟中锚定航修目标

2012 年 11 月 25 日，对于正在
读大学的肖春风来说，是个值得铭记
的日子——罗阳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回忆起罗阳，肖春风说 ：“我从来没
想过，一个人能这么伟大，也正是因
为这件事情，坚定了我的航空梦想。
罗阳前辈矢志不渝、航空报国的爱国
情怀 ；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拼搏精
神；恪尽职守、忘我奉献的崇高品德；
严于律己、淡泊名利的人生境界是我

学习的榜样。”从那开始，航空报国
的种子在肖春风心里萌芽。

逐梦
在严格要求中锤炼扎实本领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肖春
风毕业后来到了长飞工作。几年来，
他认真学习飞机相关技术知识，刻苦
钻研无线电原理，使自己掌握了扎实
的理论基础。“飞机维修光有理论肯
定是不够的，要加强实践才能积累经
验。”抱着实践出真知的想法，肖春
风主动要求到基层车间学习技能本
领。在车间里，他谦虚谨慎，主动向
老师傅请教，从拧好每一颗螺钉、打
好每一根保险做起，一点一滴不断积
累，不断加强自己的动手能力，掌握
了扎实的技能水平和多种机型无线电
专业的修理能力。

“不放过一个问题，不忽视一个
故障”是肖春风的座右铭。在公司某

架飞机通电检查过程中，肖春风发现
CNI 系统维护自检时，偶尔会出现
BPU 报故现象，但很快就消失了。经
过实际的机上通电检查，BPU 一切功
能正常。这种偶然的故障十分棘手，
因为不是稳定的故障现象，像游丝一
样，若有若无，所以很难判定故障所
在点。肖春风经过连续的密切观察和
分析，最终判定是由短波电台数字天
调干扰，引发的 BPU 报故，经过对
短波电台数字天调返修，彻底排除该
隐患。还有一次，在某架飞机雷达罩
装配过程中，发现雷达罩装机后无法
正常关闭。他立刻叫停，并对雷达罩
进行仔细检查，经过与图纸核对，发
现雷达罩上 5 处承剪销支座，外观上
看起来完全一样，而实际上却有十分
细微的差别。5 处承剪销支座有 4 种
不同型号，尺寸上最小有不到 0.2mm
的细微差别，经过一再确认，认定上
一道工序在安装雷达罩 5 处承剪销支

座中出现了装混。肖春风立刻协调相
关部门进行处理，避免了一起质量问
题的发生。

成才
在奋勇前行中诠释航空精神

型号成功我成才。作为长飞歼
10 项目的业务骨干，肖春风能够熟练
掌握通信导航识别、雷达、电抗、显
控、任务机等所有航空电子系统的分
解、装配与调试工作。在长飞首架海
军歼 10 飞机大修过程中，肖春风多
次排除航电专业疑难故障，从飞机进
厂大修到成功试飞转场，航电专业没
有请一个外援，全部依靠自己的能力
向前探索，无论是分解装配，还是调
试排故，都能够时刻在现场提供有力
的技术支持与保障。

2022 年公司为完成重点型号任
务，成立了“歼 10 飞机交付罗阳青
年突击队”，肖春风毫不犹豫报名参

加。他时常跟队员们说 ：“罗阳青年
突击队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荣誉，
我们要赓续航空精神血脉。对于工作，
要有自己的原则，不管是技术还是技
能，容不得半点马虎，不能让步的地
方，绝对要把好关。”

在生产上，肖春风能够准确把控
生产进度，合理调配。在技术上，肖
春风能够积极处理车间技术问题。星
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实干者，“歼
10 飞机交付罗阳青年突击队”生产
捷报频出 ：飞机分解较生产计划提前
5 天完成、飞机电缆修理较生产计划
提前 9 天完成，历经 30 天全力奋战，
飞机月底交付试飞站……在他的影响
下，“歼 10 飞机交付罗阳青年突击队”
队员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纷纷以最
饱满的状态，投入到公司改革发展中
去，用实际行动诠释对罗阳精神的理
解，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
肯奋斗的新时代航空青年。	

编者按：11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
记给航空工业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
队员们的回信，令航空人倍感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

10 年前，“飞鲨”成功着舰，罗阳
同志却在执行任务后因公殉职。习近
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广大党
员、干部要学习罗阳同志的优秀品质
和可贵精神。此后，无数航空人成为

“罗阳青年突击队”的一员，赓续接力，
让“罗阳精神”的旗帜在一线高高飘扬。

循着他的足循着他的足迹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