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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侯熔钢

2012 年 7 月，我从北航毕业进
入航空工业直升机所工作。11 月，得
知了歼 15 舰上首飞的消息，歼 15 从
辽宁舰一跃而起的镜头让全国人民振
奋，我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航母时
代”。但是在此之后，便得知了罗阳
因公殉职的噩耗，震惊之余，不免感
慨。作为罗阳的校友，也正是从那一
刻开始，我了解了罗阳以及他身上无
私无悔，甘于奉献的航空报国精神。

工作后，我协助师傅辛勃负责
AC352 民用直升机的结构和起落架系
统的适航工作。那时，师傅和我隐约

感受到审查组的高标准和我们自身水
平的差距——怎么批试验大纲那么难
啊？怎么验证思路那么难写？也逐渐
懂得一个合格的适航工程师需要明确
型号的适航需求，将适航要求贯彻到
型号设计和符合性验证过程中，并对
执行过程进行把关。

一年的锻炼，我加紧适航理论学
习，研究适航程序，研读适航规章和
咨询通告，在经历了诸多验证试验现
场目击审查和两份 CP 审查批准的“摔
打”之后，基本具备了适航工程师的
能力，从职场“小白”一路摸索逐渐
成长为部门专业骨干。

2020 年伊始，直升机所整个
AC352 团队变得异常忙碌起来。紧
迫的取证节点，成为了所有人心中一
块沉甸甸的大石头。除去外界因素困
扰，如何顺利完成取证试飞？以及如
何向局方表明符合性并完成文件审查
任务，成为了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为了完成型号取证任务，2021
年所团委以适航工程部和民机科研部
为牵头部门成立了“AC352 适航取证
罗阳青年突击队”，由我来担任突击
队队长。有着“罗阳”字号的突击队，
让所有队员都深感责任重大。一来是
型号任务非常艰巨，取证面临诸多困
难；二来是罗阳的拼搏精神让人钦佩，

我们能否做到像他一样，也是一个挑
战。

AC352 直升机于 2019 年 12 月
正式开始取证试飞，标志着该机的取
证工作到了决战决胜阶段。但试飞周
期仅有 2 年，且仅有一架验证机，所
以周期相当紧张。同时外场试飞还面
临着疫情的影响，这给大家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压力，对于试飞的小伙伴们
更是如此。虽然时间紧迫，但是该飞
的科目一个也不能少，高温、高寒、
次高原、风险科目等都是前所未有的
挑战。突击队员许宁鑫和吴鑫作为试
飞工作负责人，在试飞周期紧张的情
况下，跟随直升机辗转哈尔滨、建三
江、石家庄、六盘水、荆门等地，合
理安排试飞科目。队员周灵玲和董圣
华作为性能特性专业现场负责人，需
要在一天的试飞任务完成后，再处理
数据到凌晨两三点，转天凌晨五点又
要进场进行第二天的试飞，工作强度
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但是他们顶
住了压力，圆满完成了计划任务。

青年突击队外场试飞共有队员 26
名，涵盖了各个专业，在他们的共同
努力下，协助项目团队完成了全部的
648 小时的申请人试飞、44 小时的审
定试飞和 55.5 小时的功能可靠性试飞
任务。

除了试飞战线，还有适航符合性
审查战线。我除对自己负责系统的文
件进行适航符合性核查之外，还需提
升全部符合性文件的通过率。一方面，
梳理全部文件清单，制定合理的文件
审查计划，进行状态管理；另一方面，
进行问题分类管控，将有问题的文件
分为四大类进行控制，分别铆定时间
节点，协同各专业科室将存在的问题
各个击破。2021 年，文件批准总量从
25% 跃升到年底的 92%，工作进展突
飞猛进。终于，在 2022 年完成全部
文件批准后，来到了最终 TCB 会议
的关键阶段。

“罗阳青年突击队”经过一年的
不懈努力，支撑项目团队完成了全部
935 份符合性文件的批准和 305 条适
航条款的关闭，集团领导在年度工作
会上都不由得发出了感叹 ：“AC352
适航审查取得这个成绩，了不起啊！”

2022 年 7 月 26 日，在经历了大
起大落，攀登了无数的高山与险峰之
后，AC352 顺利取得了型号合格证，
罗阳青年突击队在罗阳同志精神的感
召下圆满完成了任务，队员们相拥而
泣，取证冲刺的这一段峥嵘岁月，也
是所有人职业生涯中的辉煌一笔。

在平凡中书写非凡在平凡中书写非凡
 | 谢天越 刘欣

一转眼，罗阳已经离开我们 10
年了，2012 年我还是一名懵懂的高
二学生。在感动中国 2012 年度人物
中，我知道了一名航空工作者是如
何兢兢业业对待自己的工作，如何
主动承担起国家和人民的殷切期盼，
如何身体力行地将自己的一生奉献
给航空事业。现在回想起来，那时
候的心情既充满对罗阳的钦佩，也
蕴含了一丝对航空的期待与憧憬。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加入了航
空工业自控所，从一名外行人转而
成为了一名航空工作者。那时我就
在想，我是不是也有机会像罗阳一
样去成就一番航空事业。但在真正
踏上工作岗位之后，激情被日复一
日的工作打磨，内心有时会感到了
一丝迷茫和困惑，自己在这里“拧
螺丝”，这真的是罗阳用生命践行的

航空事业吗？觉得平凡的自己和非
凡仿佛渐行渐远。

后来，所里成立了“罗阳青年
突击队”，我还被选为了突击队的团
建指导员。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第
一反应就是 ：我可以吗？我真的能
追寻着罗阳的精神去完成突击任务
吗？

突击队授旗与表彰
大会，我看到了上一年突
击队成员取得了累累硕
果，看到了新成立的队伍
庄严肃穆的宣誓和力保节
点的承诺，看到了领导们
对罗阳精神的生动诠释和
对我们年轻人的深切寄
语，在空中随风飘扬着的
突击队队旗点燃了我因平
凡而沉寂的内心，让我再
次想去像罗阳一样奋斗，
哪怕是在平凡的工作中，

也要为航空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加入突击队，不仅是一份令人
自豪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为了保证突击任务的顺利完成，
为了保证突击队的成功建设，包括
我在内的团队每一个成员都付出了
自己的努力和心血，在这夜以继日

的奋斗中，在这披星戴月的拼搏中，
我也真正开始理解了罗阳同志是怎
样为航空事业奉献自我，燃烧自我。

系统部门在对突击队负责的某
部件进行软件调试时发现其中的一
块单板软件数据出错了，眼看交付
节点在即，若是无法尽快排查清楚
故障，后果严重性不言而喻。作为

突击队的一分子，我立
刻穿上防静电服，拿上
电路图纸，和项目主管
一起去了 1002 厂房。由
于故障的复杂性和特殊
性，我们从硬件查到软
件，从逻辑查到装配，
从人来人往的下午一直
忙活到了夜深人静的凌
晨，身体劳累，精神疲惫，
但是“一定要解决故障，
一定要保证突击任务完
成”的信念却没有一丝

一毫的变化。最终在尝试了多次之
后成功定位故障，并一鼓作气攻克
了困难，解决了问题，配合系统部
门如期完成了产品的交付。半夜从
厂房出来时，尽管身体很疲惫，但
是心里是实打实高兴。高兴自己保
住了节点，完成了突击队的任务，
也高兴自己像罗阳一样做到了坚持
不懈、迎难而上。

加入“罗阳青年突击队”后，
我也经历了诸如烧写程序、排查故
障、校对文件等各种各样平凡的工
作，也看到了哪怕是项目主管或是
领导们也有拿着螺丝刀在厂房组装
产品的时刻，这每一项琐碎繁杂、
普通寻常的工作对于整个产品质量
的提升乃至突击任务的完成，都是
必不可少的。对待工作，一定要干
一行、爱一行，全身心地投入到航
空事业中去，通过一点一滴的付出，
书写人生新的篇章。

 | 班瑞阳

时间回到 2012 年，我还是一名
大二的在校学生，我清楚地记得有一
天在学校餐厅电视上滚动播报着歼 15
飞机首次着舰的相关新闻。整个餐厅
一下子喧闹了起来，包括我在内的同
学们都热血沸腾，“航母 style”也成
为我们当时最热衷模仿的动作。然而，
11 月 25 日播报罗阳不幸牺牲的突发
新闻，让本来欢欣鼓舞的气氛瞬间凝
重起来。

那是我第一次目睹这位与航空事
业、歼 15 飞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
英雄面容 ：当新闻画面播放灵车最后
一次载着罗阳回到他所奋斗和牵挂的
地方，航空人以及沈阳市民冒着严寒
自发在道路两侧为罗阳鸣笛送行的时
候，泪水不由自主地浸湿了眼眶。

“如果你没有离开，依然会，带
吴钩，巡万里关山。”歼 15 着舰那一
刻的画面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这
也让我与航空事业相识相遇成为一种
必然。在之后的学习时光里，航空成
为了我的主要关注点，每当看到电视、
网络上看到有关航空的内容时，我都
会驻足观看，也了解到航空工业沈
阳所被誉为中国战斗机设计研究的基
地、航空英才的摇篮。2017 年，我选
择了航空，循着罗阳的足迹，来到了
沈阳所。招聘会上“航空报国”这四
个大字让我更加坚定这是我要为之奋
斗的方向。

入职后，正赶上所里转型的关键
时期，单位为青年人搭建了高水平发
展平台，让青年有机会在重点型号、
重点项目的研制中承担关键任务。同
样，我们也面临着更多挑战。项目的
飞管系统开发验证试验处于攻关时
期，作为试验团队中的核心青年骨干，
与其他队员一样，心中忐忑不安。在
开试后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各种各样
的难题接踵而至，涉及新技术、新人
员、新情况等多项因素，时间一分一
秒地在流逝，但试验进度始终推进缓
慢，这让我心急如焚。下班路上，我
还在为试验着急，一抬头看到了罗阳
的塑像就在不远处。站在雕像前，我
从他的眼神中读出了坚毅。

那时所团委正在筹备组建“罗阳
青年突击队”，任命我为突击队队长，
我下定决心要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
在一起，以罗阳为榜样，坚定信念、
航空报国，恪尽职守、忘我奉献，为
实现新时代航空强国梦想、建军百年
目标贡献青春力量。在突击队成立之
初，团队成员共同研讨采用系统工程
研发流程与方法将研发工具以及试验
任务有机结合的思路，在实际中贯彻
并使用相关方法，科学性地解决了一
些矛盾与难题 ；所里也为我们组建了
集成敏捷验证平台，具备快速迭代、
敏捷验证的能力，系统实现了测试过
程的自动化，极大提升了试验验证效
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这
些先进方法理论以及优质平台的牵引
下，试验进度与效率有了显著的改善。

我们这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 28
岁，面对全新系统和复杂技术，罗阳
精神始终在激励着我们，全体队员发
挥青年生力军作用，迎难而上，忠诚
奉献，加班加点，24 小时试验现场不
停休。作为队长的我，看在眼里，疼
在心里，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
试验现场没有空调，加之试验设备巨
大的散热量，滚滚热浪肉眼可见，身
上的衣服被汗水浸透。我身旁的一名
同事突然脸色惨白、呕吐不止，我与
其他同事连忙为他降温。在送他去医
院的时候，他还执意说自己没事，还
想着刚才的试验没做完。

我们详细规划试验任务、统筹试
验设备，采取 24 小时倒班工作制、
预试验、间歇排故、同期编写试验报
告、问题不过夜等一系列举措，最终
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按节点高质量高
效率完成了试验任务，取得了阶段性
的胜利。这背后，是团队成员的日夜
坚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罗阳精神的
践行者，也是罗阳精神的受益者。

如今，每次经过罗阳雕像前，我
都会向他行注目礼。罗阳精神指引着
新一代青年航空人，“罗阳青年突击
队”在未来将担任更加艰巨的任务，
但我们知道只要循着他的足迹，坚定
信心、砥砺前行，建设新时代航空强
国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 曹瑞琳　 郑晨鸣

2012 年秋天，我刚踏入高中大门，在
校报头版的一篇文章里，第一次看到了“罗
阳”的名字。那年 11 月 23 日，我国完全
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 15 成功起降
辽宁舰，圆了几代人的深蓝梦想。在试飞
成功消息来到的同时，还有总指挥罗阳不
幸病逝的消息 ：这位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
挥因突发心梗，以身殉职，年仅 51 岁。

或许是因为“航二代”从小血脉里种
下的航空基因，或许是因为罗阳所承载的
“航空报国”精神，与舰载机一起激发了我
的航空之情，三年后，我报考了“国防七子”
之一的南京理工大学，追求自己的航空梦
想。

2020 年，大学毕业，我从南京回到了
南昌，进入了航空工业洪都，成为一名航
空人。今年 4 月，我参与了一次外场任务。
出发之前，我们成立了“罗阳青年突击队”，
在这支 14 人的队伍中，35 岁以下的青年占
比 78%，大部分队员都是第一次执行外场
任务，大家既好奇又欣喜。

由于疫情原因，计划到达的地区临时
管控，让原本准备当天到达目的地的突击
队，硬生生地在火车上滞留了十多个小时
后，无奈折返中转点进行居家健康监测。
戴着厚厚的 N95 口罩，一遍又一遍的核酸
检测，谁也没埋怨。

队长是位经验丰富的主任师，我们这
群初次离巢的“小鸟”都受到他庇护，他
鼓励我们：“咱们是一支队伍，一定要团结，
要筑牢身体和精神防线，共同期待这场战
役的胜利！”为了更好
地凝聚队伍，突击队组
织了专业学习，由工程
经验丰富的高岗向青年
队员传授专业知识。与
此同时，在严格做好自
我防护的情况下，大家
还积极健身，以保持良
好的身体状态。

待疫情受控后，我
们再次坐上了前往目的
地的火车。到达工作地
点，我们立即开展试验
前准备，但科研工作从
来没有一帆风顺，在前期对接中，遥测数
据突然出现了异常。面对巨大的数据排查
工作，负责遥测专业的同事瞬间傻了眼。

试验节点迫在眉睫，队长要求所有队
员都加入到数据梳理的工作中。大家白天
做试验准备，晚上梳理数据到凌晨，整整
两天，终于成功解决问题。

除了在岗位上互相补位、共同进步，
生活中的我们相互扶持，互帮互助。离家 2
个月，正值端午，为抚慰大家的思乡之情，
队长在当地买来粽叶、糯米、蜜枣、腊肠
等材料，组织大家开展了一次端午主题活
动。活动也缓解了大家的思乡之情，最终
试验任务也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完成。

在与队员一同奋斗时，我仿佛又回到
了 2012 年“初识”罗阳时的热血倾注——
循着光照的方向，原来在很久以前，他的
精神已经印在我的心中，也印在了每个航
空人的身上，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青春志  守初心

坚毅目光鼓舞我前行

向着光照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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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