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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完美的诠释——

中国航展明星机型保障的五种“滋味”中国航展明星机型保障的五种“滋味”
编者按：

11 月 8~13 日，2022 年第十四届中国航展在珠海圆
满举办。飞机轰鸣、劲舞蓝天，国之重器“精彩亮相”，
先进装备“首发首秀”，论坛会议“闪亮登场”，处处展
示中国力量，彰显中国价值，传递中国精神。

蓝天之下，明星机型身后，有一抹鲜艳的红色，哪
里有需要，哪里就会有他们的身影。航空工业多支党员
突击队、党员先锋队发挥引领作用，迎难而上、斗志昂
扬，让党旗在中国航展保障一线高高飘扬，为“蓝天盛
会”保驾护航。品他们奋战的故事，正有滋有味。

备航展　战台风　忽热忽冷

| 王嘉锐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上，航空工业
成飞共有 7 架真机参与静态展示，是
历届航展上真机参展数量最多的一次。
为确保飞机顺利展出，成飞党委成立
了中国航展机组保障党员先锋队，他
们迎难而上，风雨无阻，力保“翼龙”“云
影”等系列飞机以完美姿态亮相航展。
其中滋味可谓“酸甜苦辣，样样俱全”，
尤其是布展初期吃尽台风的苦头，刘
东、王嘉锐、郑天智等党员对此深有
感触。

“10 月 26 日，飞机大部件通过陆
运的方式陆续抵达珠海，保障人员就
开始忙碌起来了。”据刘东透露，台风

“尼格”登陆广东，自 11 月 1 日以来，
珠海就没见过晴天，一直到 11 月 7 日
都是阴天伴雨。“一旦下雨，就不能在
室外作业了，对我们的飞机组装以及
布展等工作影响很大。”第一次参与中
国航展的王嘉锐直言道。

备航展，战台风，一番苦味，别
上心头。时间紧、任务重，7 架飞机均
在室外露天展出，台风来临之前，先
锋队员头顶烈日进行奋战，每天汗流
浃背洗“热水澡”，衣服湿了又干、干
了又湿。台风登陆后，突击队遭遇阴
雨天，他们又冒雨在空旷的机场开展
工作。即便身穿雨衣，一会儿工夫衣
服就湿透了，他们每天浑身战栗洗“冷

水澡”。
过程艰难，这支党员队伍目标一

致——让每一架飞机都能充分体现出
航空武器装备的中国力量。大家群策
群力、协同互助，凝聚起攻坚克难的
精气神。中午，同事们送来午饭，带
来换洗衣物。党员们换好衣服又继续
工作。

天气忽热忽冷，好几位同志病倒
了。然而，轻伤不下火线，没有一个
人退缩，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完成布
展工作。郑天智多次参加航展，他坦言，
台风为保障工作带来很多麻烦，但办
法总比困难多。他们轮流值守，保障
飞机。现场灯光不够亮，他们打开车
灯照明；突然下雨，他们及时为飞机“穿
上”雨衣 ；夜幕降临，他们抓紧时间，
为飞机妥善过夜做好保障……

从 10 月 26 日到 11 月 7 日，从早
上 6 时到晚上 12 时，几乎没有一刻放
松。大家都说，这是一支战斗力满格
的队伍。党员们说 ：“那当然。我们是
一面旗帜，困难面前，必须挺身而出！”

铁打的司机，流动的车队，组装
任务完成了。航展开展这一天，人声
鼎沸，观众与飞机争相合影，看到这
一幕，机组保障党员先锋队感到，吃
过的苦、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誓言无声，这支党员队伍用汗水
汇聚起机组保障的“护城河”，全力以
赴，当好航展幕后的“飞机卫士”。

保障旅途　一波三折
| 张庆

“参加中国航展要坐大巴车，连
夜奔赴？参加航展要被隔离 3 次？
参加航展竟然连展馆也没进去？真
惨！”

听航空工业陕飞航展保障党员
突击队讲述保障背后的故事，不由
得让人发出这样的感叹。

队长符亮亮说 ：“一个日常的早
上道别，没想到 30 多天没见到老婆
孩子。”承担航展物资保障的权帅恪
说 ：“隔离 3 次，这次保障真是一波
三折。”保障组秦浩智说 ：“要是能
让我在路上伸直胳膊腿儿，就很幸
福了。”三个人，三句话，尽显保障
路上的辛酸。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保障
队伍一时间陷入紧张。“准备预案，
积极开展风控管理工作，主动迎接
变化。”接到命令后，符亮亮第一时
间通知队员，匆匆收拾行李，赶赴
工作岗位。他们吃住在办公室，资料、
物资、人员组织等工作，一切准备就
绪。按照“严格遵循人员范围最小化，
确保航展保障工作保质、保量完成”
工作准则，他们紧急缩减保障人员，
反复梳理任务和行程安排。

“咱们是党员，有困难，克服困
难也要上！” 刘磊、朱磊、王恒３
名组长牵头组织，成员们反复核算，
最终，计划严丝合缝、时间精准卡
点、人员科学分配、物资提前到位。
他们没来得及与家人道一声“再见”，
拿上行李与工作资料，登上大巴车，
赶赴珠海。

一路上，车子成了大本营。为
了节省时间，他们少喝水，少吃东西，
少下车。饿了，啃一口面包，冷了，
盖一件衣服。30 多小时，经过陕西、
湖北、湖南、广东四省，途经 1800
多公里，他们终于按计划抵达珠海。

“迎接我们的没有蓝天白云、鲜
花美食，只有核酸检测和严格的三
天两检。”首次参加航展保障的权帅
恪感到既兴奋又无奈。第二次集中
隔离开始了。手机、电脑成了最亲
密的伙伴。负责信息汇总的朱瑾和
李倩认真管理着工作群 ：开视频会
议，反复确认邮箱，整理汇总信息，
安排每日吃住行，早晚温馨问候。

因为防疫政策，大部分保障队
员没能进入展馆，但保障工作没有丝
毫耽误。他们通过网络、手机、电话，
及时传递信息，最终高质量完成了
保障任务。

冯军作为航空工业志愿者，参
与航空工业馆的讲解工作，徐哲还
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他
们难掩兴奋与自豪。“这趟旅程过程
辛酸，充实的保障经历令人难忘。在
众多国际国内大展相继取消或延期
的当下，我们还能亲历中国航展现
场，实属幸事。看到如此多高水平
的航空科技和武器装备，亲身感受
航空武器装备的中国力量，我们心
潮澎湃，激动不已。未来，我们会
一如既往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我
们坚信，下一届中国航展更值得期
待，中国现代化高尖端航空装备更
值得期待！”

人在囧途之“粤囧”
| 裴根

哈尔滨，晚上 6 时，航空工业哈
飞试飞站党员技术员闫晗和外勤电气
工郭智宇走在下班路上，畅想几天之
后的“珠海之旅”：阳光、海岸、海
鸥、繁花、青草，中国航展，各式飞
机，还有哈飞本次展品之一——“吉
祥鸟”AC352……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闫晗和
郭智宇的遐想。原来受疫情影响，为
确保航展相关工作顺利开展，他们不
得不提前启程。一切来不及准备，第
二天一大早，他们穿着棉袄就登上了
飞机。

落地后，没走几步，他们就满头
大汗。到了驻地，他们马上买夏装，
光速完成“换季”。他们此次航展任
务是为 AC352 做专职讲解员。此外，
因为疫情，AC352 的复装团队名额缩
减，只来了 4 人，他们不得不兼职参
与直升机复装工作。

路途遥远，AC352 地转而来。人
少、活儿多、时间紧，接下来的几天，
闫晗、郭智宇与复装团队的状态可用

“枕戈待旦”来形容。
盼望着，盼望着，AC352 前脚到

了，后脚台风也到了。“暂时不能开工，
没办法，还得等。”一天、两天、三天，
台风走了，抓紧干活，可时间所剩无
几，复装偏逢连阴雨。顾不上那么多，
大家顶雨上、加油干。

航 展 现 场 是 飞 机 的“ 海 洋 ”，
AC352 的复装和其他参展商的工作同
时进行，所有人必须共享吊车，共享

空间。“双十一”快到了，党员们没
有盯紧“小黄车”，而是盯紧小吊车，
见缝插针使用，效率相当高。

AC352 银色涂装，外表酷炫，吸
引人们登机观看。团队成员总要耐心
解释 ：“感谢您的关注，暂时不能上，
直升机还没复装完，航展还没开始
呢。”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最 终， 按 照
节 点 AC352 复 装 完 成 了。 雨 还 在
下，为保证直升机以最好的状态与观
众见面，雨一停，大家匆忙上前清理
直升机。每擦一遍都挺辛苦，但想想
AC352 马上要登台亮相了，大家心里
还是乐开花。

11 月 8 日，航展拉开帷幕。闫晗
和郭智宇立即回归“本职”。凭借优
异的性能和俊朗的外形，AC352 大受
欢迎，尤其受“飞行员们”的欢迎。

珠海阳光炙热，在女同事的建议
下，闫晗和郭智宇每天出发前都会涂
一些防晒霜。可是几天下来，他们发
现一个奇怪的事，他们的脸变成动画
片《熊出没》的“熊大”和“熊二”，
口罩覆盖处与脸上其他部位色差明
显。“原来，防晒不是擦一次管一天，
而是一天得涂好几次。”他们互相看
着对方，忍俊不禁。

11 月 13 日，中国航展圆满闭幕。
辛苦、紧张、放松、欢笑……航展上
的完美呈现和点滴故事在航空人心底
留下难忘的印记。他们不懈努力，将
最好的产品和形象展现出来。“航空
强国志，翼起向未来，珠海，我们还
会来！”

紧锣密鼓　明星飞机有点忙
| 覃俊娥

11 月 8 日，第十四届中国航展开
幕式当天，由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鲲
龙”AG600M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完美
展示了 12 吨投水功能，其轻盈的姿态、
巨大的水幕、美丽的涂装，成为航展上
最闪耀的明星。

风雨中出征

由于航空工业通飞华南独特的地理
位置，AG600M 要从华南停机坪进入
珠海机场跑道，再由机场专用牵引车牵
引至航展馆指定位置。开幕式前一天，
按照珠海机场安排，只能在 7 时之前借
用机场跑道。然而，雨下起来没完没了，
为开展工作增加了很多难度。试飞中心
几名党员主动请缨，冒雨完成了任务。

尺寸大、外形独特的 AG600M 由
没有相关牵引经验的机场司机主导完
成牵引，司机难免有些紧张。为确保
万无一失，虞磊上了牵引车，与司机
一起小心谨慎地操作。张朋飞和皮国
良则登上飞机，细心地观察监控，谨
慎地控制油门，试飞中心副主任鹿扬
带着郭佳、王琛和谭剑锋则提前进入
航展馆静展区，在雨幕中熟练指挥飞
机停到预定位置。尽管穿着雨衣，他
们还是被雨水“落汤鸡”。

烈日下坚守

两架 AG600M 分别以动展和静展
方式参展，还有一架飞机进行试验。这
意味着试飞中心原本紧凑的人手要兵分
三路，同时完成３架机的保障工作。

转场那天大雨滂沱，专业日之后又
是骄阳似火。虞磊、王琛和谭剑锋轮流
在静展区值班，头顶烈日，微笑服务，
不厌其烦地为每一位游客讲解，经常忙
得连饭都吃不上一口。“让更多人了解
我们的大飞机，再辛苦也值得。”皮国
良说。

深夜的归途

11 月 13 日，中国航展胜利闭幕，
党员保障团队齐聚 203 厂房，观看《新
闻联播》。之后又分头出发，一队进行
试验，一队赶往展馆牵引飞机。

刚刚观看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
队员的新闻后，郭佳、皮国良、谭剑锋、
黄钧雳感到心里热辣辣，浑身充满了力
量。他们顶着夜幕，带着梦想，顺利将
AG600M 拉回。

这支时刻跟随党的号召的先锋队
伍，用奋斗砥砺美好未来，铸就新的历
史伟业。

“苦日子”和“甜回忆”

| 王增勇

11 月 8 日，在第十四届中国航
展开幕日上，航空工业举办“中国力
量”——“中国无人机系列化发展”
主题发布会。会上，航空工业直升
机所技术总监方永红谈到 AR-500C
和 AR-500CJ 无人直升机时说 ：“可
以自豪地讲，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代表
着中国无人直升机当前发展的最高水
平！”

坐在会场后排的直升机所无人机
事业部设计员孙强难掩内心激动，红
了眼眶。

本次航展共有 6 型无人直升机展

出，它们充满力量感的外形极具冲击
力，展示了航空工业在无人直升机领
域的最新成果。它们成为航展明星，
前来观看的观众络绎不绝。

绝佳效果的背后，倾注着无人直
升机筹备党员突击队巨大的努力。直
到展品顺利展出，孙强和队员们一直
悬着的心才放下来，笑容重回脸上。

“这是我第二次备战航展，但这
次筹备任务更加艰巨。” 孙强说。如何
将中国无人直升机发展的最新成果更
好地呈现出来？如何将各机型的特点、
力量和精神更直观地传递给观众？任
务很重很急，但时间只有 1 个月。

参展机型的每个细节都需要精心

打磨。展品的大小、摆放的位置、型
号的介绍等，都要统筹好，展会期间
各项活动也要提前准备，仔细协调。
工作繁重琐碎，需要党员团队屏息静
气，仔细探索每个关节、每段脉络，
力求完美，又要保持紧迫感，全程冲刺，
与时间比脚力。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正是需
要党员站出来发挥作用的时候。” 孙强
说。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时间是最
紧迫的资源，白天不够用，孙强和党
员团队就向夜晚拓展。人手不够，团
队主动思考，梳理工作脉络，进一步
提升效率 ；协调沟通难度大，团队成
员集中精力，与供应商反复核对，聚

焦每一个细节，确保展品完美展出。
“那段时间过得很艰辛，但党员团

队心气足，一心向前走。回头看，‘苦
日子’都变成了‘甜回忆’。” 经过团
队夜以继日的不懈奋斗，多型无人直
升机顺利展出，为观众打造了极致的
参展体验，也向世界彰显了中国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时代呼唤
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
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
负人民。“我们责无旁贷。时代提出了
新要求，我们就要身体力行，做到更
好。”党员们说。

“党员+”团队　服务一线保交付
| 张丽洁

旗帜引领方向，奋斗照耀航程。
在航空工业庆安 2 厂，无论生产区还
是办公区，党旗党徽与科研生产交相
辉映。发挥党员团队在基层的引领力、
创新力和战斗力，党员干部学在前、干
在前、冲在前，这是航空人的优良传统，
更是攻坚克难的制胜法宝。

“思想破冰” 　投身变革主战场

在生产管理“党员 +”团队，有
这样一对“姐妹花”，她们被誉为“党
员 idol”，颜值能力“双在线”。她们
是周萌和段稳。在公司推进集成计划

变革项目中，她们以“将学习进行到
底”的决心与热情开启“思想破冰之
旅”，以“变革现在有我，庆安未来有你”
的坚定信念拥抱压力和挑战。

这对“姐妹花”扎根一线近十年，
作为“听得见炮火的人”，积极投身变
革主战场，推动公司变革项目与分厂
业务联动。她们学习知识、传递知识、
迁移知识，组织开展了十余次供应链
集成计划宣贯，针对计划排产逻辑、
齐套性管理、加工预测与策略、产能
负荷管控、计划过程异常管理等知识
方法开展培训，将大家的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变革主线上来。她们说，如果
只学习不实践，那就等于“白学”。在

学中干，在干中学，不仅自己要学会，
还要让大家都弄懂，这样才能把个人
的成长与企业的发展相连。

“握指成拳 + 快事快办”助交付

为把红旗插在“最高的山头”，拓
宽智能制造主航道的广度与深度，庆
安 2 厂生产准备“党员 +”团队统筹“三
站”（计调配送站、刀具预调站、夹具
预调站）建设。

一个党员一盏灯，一盏灯照亮一
大片。党员骨干王娟、戴道天、黄少
龙以“延长生产创效、降低准备辅助”
开新局、攻难题。在“直线距离不足千
米”的试验场，积极筹建智能配送项目，

埋头苦干近 4 个月。以活塞、壳体车
间为试点，通过 AGV 小车连通“立体
库”和“机床”之间的配送。王娟说：“从
选点、建站，到装车、停放，每一个点、
每一条线、每一段时长都影响着配送
的结果与效果。如何让 AGV 小车发挥
作用并收获‘五星好评’，不仅是我们
面临的挑战，也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通 车 后， 服 务 区 每 日 30 次 的 配
送，不仅满足了 64 台数控机床、398 
项零件的领用，更提升了大家对智能
制造的关注度与生产准备工作的满意
度。这支党员团队握指成拳，快事快办，
围绕中心工作敢作为、善作为，实现
了从“人来人往”到“车来车往”的

智造运行场景。

围绕生产　全面促提升

党员骨干常“在线”，服务生产“零
距离”。聚焦机加产出目标，综合管
理“党员 +”团队以服务保障中心生产
为已任，把点滴的服务小事汇聚起来，
最终成就了助力生产的“大事”。

6S 管理、保密管理、生产安全、
人员安全……每一项基础工作都是中
心生产的“压舱石”“安心石”。为保障
科研生产有序运行，党员王县玲、董红、
张丽洁、马宇轩每周都深入一线调研。
近 900 名职工、300 多台机床设备、3
个生产厂区，这一趟查下来，点上的事、

面上的事，眼里的事、心里的事，只
要是能帮、能干、能办的，她们都当
成自己的事。老党员董红说 ：“综合管
理，靠的是细致耐心，做的是服务保障，
树的是党员形象。”将“我为群众办实
事”融入日常，这支红色力量在平凡
岗位以润物无声的奉献精神点燃助力
生产的奋斗之光。

围绕年度科研生产目标，均衡季
度任务产出目标，靶向月度产品交付
目标，各项业务“党员 +”团队以全
业务协作为保障，以中心创效为目标，
以服务群众为宗旨，在科研生产一线
阵地持续冲锋，展现了党员的奋斗姿
态与拼搏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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