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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以罗阳同志为榜样，扎根航
空装备研制一线，在急难险重任务中
携手拼搏奉献，这种团结奋斗的精神
非常可贵。”“希望你们继续弘扬航空
报国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在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上奋勇攀登，
在促进航空工业高质量发展上积极作
为。”2022 年 11 月 12 日，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给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罗阳
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回信，勉励他
们学习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建
设航空强国积极贡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航空工业
“罗阳青年突击队”、在沈飞、航空工
业全线和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大家
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深感使命光荣、
重任在肩。航空工业青年突击队队员们
激动地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让 12 名
写信的队员深受鼓舞，更让 20 万航空
青年乃至 40 万航空人倍感振奋。大家
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饱
含深情、字字暖心、催人奋进，凝结
着深刻启示，蕴含着无穷力量，坚定
了航空人的报国追求，激扬了青年人
的热血青春，增进了航空人的奋进底
气，激发了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建设航空强国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再谱华章的斗志豪情。

这是什么样的一支青年突击队，
让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回信并给予肯定、
寄予厚望？

走进航空工业，这支青年突击队
可谓大名鼎鼎，伴随着新时代十年航
空工业的历史性跨越，这支名字统一
叫“罗阳”的青年突击队也走过了十
年不凡的成长奋斗历程。

举旗出征

2012 年 11 月 25 日，歼 15 飞机
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同志因公殉职。
11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
示，要求总结宣传罗阳同志先进事迹，
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罗阳同志的
优秀品质和可贵精神。为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学习罗阳烈士先进事迹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航空工业党组第
一时间作出部署，动员全体员工传承
罗阳遗志，砥砺航空报国精神，当先锋，
立新功。

党有号召，团有行动。2012 年底，
航空工业集团团委积极落实集团党组
的部署要求，在各级团组织中广泛开
展“学罗阳、做先锋、见行动”主题活动，
并向广大青年发出了“五学罗阳、六
做先锋”的倡议。在认真讨论和广泛
调研的基础上，经航空工业党组同意，
2013 年 5 月，航空工业团委以罗阳烈
士的名字命名全行业青年突击队，自
此启动了“罗阳青年突击队”围绕科
研生产经营中心任务的建功立业活动。

“罗阳青年突击队”以 35 周岁以
下团员青年为主体，旨在通过紧密围
绕航空工业集团科研生产、经营管理
工作中的“急、难、险、重、新”任
务，开展攻关工作，引导青年在实际
工作中传承罗阳精神，发挥团员青年
在完成科研生产经营管理任务中的突
击、攻坚作用，保证既定目标任务的
完成。同时，依托活动开展，培养团
员青年顾全大局、敢于吃苦、勇于创新、
乐于奉献的先锋精神。

2013 年 5 月 3 日，按照集团公司
党组部署，集团公司“罗阳青年突击
队”正式命名并授旗成立。同年 6 月
8 日，在集团公司团委指导下，航空工
业沈飞第一批“罗阳青年突击队”成立。
走过第 10 个年头，沈飞罗阳青年突击
队共组建 1969 次 / 支，累计参与青年
达 4 万余人次，解决各类生产技术质
量问题千余项。他们常年扎根航空装
备研制一线，工作在各个分厂、车间、
班组、型号一线，攻坚突击，在科研
生产经营决战决胜中立下战功，涌现
出王刚、方文墨等一大批优秀突击队
员和劳模工匠。

2013 年，随着航空工业和沈飞等
各主机厂所第一批“罗阳青年突击队”
的成立，越来越多的“罗阳青年突击队”
队员活跃在航空工业科研生产一线，
越来越多的“罗阳青年突击队”队旗
悬挂在型号攻坚现场。

这一年，为全面完成年度科研生
产任务，成飞团委迅速成立 60 余支“罗
阳青年突击队”，投身型号任务主战场。
每月每季，突击攻坚，突击队员们奋
斗在不同的岗位，担负各自的使命，

突击完成型号任务关键节点攻关、重
点任务突击、技术重点突破以及各项
繁重任务，确保了重点型号任务按计
划完成，助力歼 20、歼 10 等国之重
器翱翔蓝天。

这一年，昌飞团委迅速成立的铆
装、总装、试飞交付等 24 支“罗阳青
年突击队”，以“青春建功昌飞梦、决
战决胜立新功”为主题，2400 多名团
员青年立足岗位、刻苦钻研，吃苦在前、
冲锋在前，投身科研生产“急、难、险、
重、新”任务主战场，为各项任务按
时间节点安全、保质、高效完成作贡献。

这一年，
西飞团委成立 85 支“罗
阳青年突击队”，2300 余名青
年积极参与。西飞“罗阳青年突击队”
以“决战四季度，青年勇争先”为主题，
顽强拼搏，奋力攻坚，誓保节点。突
击队员们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抓紧
每分每秒，顺利实现了“双过半”“月
节点”等任务目标，以实际行动为完
成全年科研生产经营任务做出了积极
努力。

这一年，哈飞团委成立了 43 支“罗
阳青年突击队”，1300 余名青年积极
参与。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参与
项目涵盖科研、生产、服务保障等各
个领域，以“集青年智慧破瓶颈、创
高效哈飞提产能”为主题，用“东北虎”
的威风与豪情决战决胜四季度，打造
高效哈飞，全力保障科研型号任务按
节点完成。

这一年，陕
飞团委组织陕
飞“罗阳青年
突击队”，围
绕型号飞机
试飞、技术
鉴定、工艺
审 查 等 重 点
项目，以“激情
拼搏攻难关、奋力赶超促发展”
为主题，开展了青年突击、短线攻关、
立功竞赛等活动。青年突击队员放弃
假期，主动加班加点，在 34 个攻关项
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年，导弹院团委成立了 97 支
“罗阳青年突击队”，1600 余名青年积
极参与。青年突击队高举“百日攻坚、
青年争先”旗帜，在科研试制现场、生
产交付阵地、排故攻关前线拼搏奉献、
青春建功，掀起奋战决胜的工作热潮，
保障型号任务的顺利完成。

据悉，10 年来，航空工业各级团
组织在集团公司团委的统一部署下，广
泛开展“决战决胜，罗阳青年突击队
在行动”主题活动，组织数十万青年
积极投身科研生产任务突击攻坚活动，
“比观念转变、比行动扎实、比效益创
造、比活动影响、比成长成才、争创
团青工作品牌”，活动有声有色，作用
日益凸显，影响不断扩大。

规范建设

航空工业党组始终高度重视罗阳
精神在广大团员青年中的传承，始终
高度重视“罗阳青年突击队”在基层
的落地成效。通过不断完善工作机制，
有效推动“罗阳青年突击队”在基层
落地落实，不断强化目标引领、加强
管理、健全机制，经过近十年持续深化，
已经形成规范、常态、长效，由党组
织统一领导、团委牵头、相关部门参
与的“罗阳青年突击队”工作机制。

2013 年，“罗阳青年突击队”创
建之初，航空工业就要求突击队对标
罗阳先进模范标准，提出了“五学罗阳、
六做先锋”和“五比六赛”的具体要求。
即以“罗阳青年突击队”为载体，在
团员青年中全面开展“五学罗阳”即
学习罗阳坚定理想信念、忠诚职业操

守、激情追求卓越、甘于淡泊名利、始
终求真务实的可贵品质 ；推进“六做
先锋”即立足岗位争做航空报国的先
锋、践行责任的先锋、刻苦学习的先
锋、追求卓越的先锋、艰苦奋斗的先锋、
锤炼品行的先锋 ；强化“五比”即比
观念转变、比行动扎实、比效益创造、
比活动影响、比成长成才；抓实“六赛”
即赛进度、赛质量、赛创新、赛管理、
赛效益、赛育人，使“罗阳青年突击队”
创建之初就有标准、有内容、有考评、
有目标。集团团委在广泛调研的基础
上，总结“罗阳青年突击队”活动的
做法和经验，研究制定了《航空工业“罗
阳青年突击队”活动管理办法》，进一
步明确了罗阳青年突击队活动的宗旨、
目的、誓词、队旗等内容，规范了罗
阳青年突击队的组织机构、基本形式、
成立条件、管理规范、奖惩要求。

航空工业集团党组构建“5811”
青年工作体系，进一步明确“罗阳青
年突击队”是党组抓青年建功的重要
平台。航空工业集团团委紧扣集团公
司党组关于在青年工作中实施“逐梦
工程”的要求，秉持“在继承中创新，
在创新中发展”的原则，在原有《航
空工业“罗阳青年突击队”活动管理
办法》等相关制度基础上，将“罗阳
青年突击队”列入航空工业集团《共
青团平台建设工作规范》《共青团团务
工作手册》进行规范，明确总体要求、
组织领导、工作内容及考核管理。航
空工业各单位设领导机构，由单位党、
政、工、团有关负责人组成，办公室
设在团委，负责组织实施和日常工作。
航空工业各单位团委作为具体组织方，
在本单位党委领导下，与计划部门、业
务部门进行对接，确定突击队的攻坚

任务，进而组织、策划罗阳青年突击
队工作。管理上，实行目标管理、开
展过程督导、进行成效考核，实现“罗
阳青年突击队”全流程闭环管理。

建功立业

“罗阳青年突击队”是航空工业共
青团带领团员青年在融入单位科研生
产、经营管理中成长成才的重要方式。
各级团组织是“罗阳青年突击队”落
地落实的重要渠道和骨干力量。航空
工业集团现有 35 岁以下青年 20.2 万
人，占职工总数的半数以上。28 周岁
以下团员数量为 8.2 万人，占青年员
工总数的 41% ；保留团籍的党员人数
1 万余人 ；团干部人数 6857 人 ；所属
各级团组织 2225 个。经过近十年持续
深耕，航空工业集团全系统累计成立
15000余支罗阳青年突击队，覆盖科研、
生产、试验、试飞、服务保障、疫情
防控等各个岗位，共有 37 万余人次参
加，有力推动了各型航空武器装备的
科研生产进程。

突击队队员们奋勇拼搏的十年，
也是中国航空事业永攀科技高峰、取
得瞩目成就的十年 ：中国航空工业自
主研制的新一代航空武器装备交装越
来越多，飞得越来越远，表现越来越好。
歼 20 批量列装，运 20 远航海外，直
20 旋舞高原，歼 15 戍卫海天……一个
个国之重器惊艳亮相，展现着航空领
域的“中国力量”。

十年砥砺奋进，十年非凡历程。“罗
阳青年突击队”参与其中，奋斗其中，
奉献其中。

竞赛任务上，“罗阳青年突击队”
从最初单一竞赛任务逐步发展为多任
务、多目标型组织。据航空工业集团

2022 年当年成立的罗阳青年突击队
统计情况，赛进度占比 49%、赛质量

25%、赛创新 21%、赛管
理 6%、赛育人 5%、赛

安 全 5%， 目 前 已
实 现 竞 赛
任务“六
赛”100%

全覆盖，且以多个目的
为竞赛任务的数量超 10%。比如某重
点项目，组建“罗阳青年突击队”，赛
创新、赛进度。这支队伍平均年龄 30
岁，知重负重、迎难而上，举罗阳旗帜，
践行航空报国初心，突破了一批关键
技术，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基本形式上，“罗阳青年突击队”
从最初相对单一的生产攻关类型逐步
发展为覆盖技术攻关、服务保障、降
本增效、管理创新、质量提升等多形
式任务组织。据航空工业集团 2022 年
当年成立的罗阳青年突击队统计情况，
生产攻关型占比 39%、技术攻关型占
比 36%、服务保障占比 10%、降本增
效占比 10%、管理创新占比 5%。比
如来自航空工业集团一线的青年骨干
成立“罗阳青年突击队”，高质量保障
了 36 架直升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米秒不差飞过天安门城
楼，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突击队性质上，“罗阳青年突击
队”从最初的单打独斗逐步发展为联
合作战，各单位针对技术难度大、涉
及环节多、外场时间长、覆盖人员广、
青年占比高、协调任务量大的项目成
立跨单位、跨项目“联合罗阳青年突
击队”。据航空工业集团 2022 年成立
的罗阳青年突击队统计情况，跨集团、
跨单位、跨部门成立的联合突击队占
比高达 71%。比如 AG600M 全状态新
构型灭火机首飞项目，联合成立了“罗
阳青年联合突击队”，平均年龄 30 岁，
加大协同，强力攻关，确保了 2022 年
5 月如期首飞。

“罗阳青年突击队”在拼搏奋斗中
见证，新时代十年，航空工业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航空强国的殷殷
嘱托，立足“两个大局”，胸怀“国之
大者”，以军工央企的历史使命感、以
时不我待的发展紧迫感，主动承接住
承接好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第一棒”。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
下，航空工业集团牢记航空报国初心，
笃行航空强国使命，通过勇毅前行的
改革和持续不断的创新，集团始终保
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稳
中致远，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走上了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支撑世界
一流军队、建设航空强国的新征程。
在 8 月初发布的 2022 年《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位
居第 144 位，相较 2012 年，十年提升
106 位，处在国际航空航天与防务板块
前列，彰显了中国力量，传播了中国
价值，凝聚了中国精神。

“罗阳青年突击队”在攻坚突击中
见证，新时代十年，航空工业支撑我国
航空装备发展实现新跨越，装备体系供
给能力稳步向前，进入与世界主要航
空强国同场竞技、同台打擂的新阶段。
轰 6N、歼 20、运 20、直 20、歼 16、
攻击 11、无侦 7、运油 20 等航空装备，
相继亮相并陆续装备部队持续形成新
质战斗力。我国国防力量体系化增强，
底气和实力不断攀升。航空工业自主
研制的航空装备陪伴着人民空军、海
军、陆军，忠诚使命，砺剑空天，在“警
巡东海、战巡南海、砺兵台海、前出
西太、绕岛巡航”以及其他军事行动
和非军事行动中飞得越来越远、越来
越好，以大国重器筑起捍卫国家主权、
国防安全和国家和民族发展利益的钢
铁长城。

“罗阳青年突击队”在创造奉献中
见证，新时代十年，航空工业坚定落实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国家战略，坚
持航空装备走上战场就是战斗力、走
向市场就是竞争力，坚持支撑一流军
队建设和服务国计民生两“翼”齐飞，

积极发挥大国央企的“顶梁柱”和“压
舱石”作用。航空工业民机研制生产
稳步进行，AG600、“新舟”600、“新
舟”700、“吉祥鸟”系列民用直升机
等重要民机型号研制取得重大进展 ；
先进民机制造体系和产业体系不断完
善，满足适航要求的设计、试验验证
能力体系初步建成，为 ARJ21 在国内
市场形成规模运营能力，为 C919 研
制、试验、试飞和取证提供了强大支撑；
直升机、无人机、任务系统等航空产
品积极服务应急救援领域，为推进国
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维护国家
安全和社会稳定贡献力量。

示范引领

媒体评论道 ：一个个攻坚奇迹背
后，是直面急难险重任务的无畏决心，
也是向着科技高峰奋勇攀登的拼搏精
神。遇到难题“绕着走”从不是罗阳
的风格，“必须想办法”是他生前常挂
在嘴边的口头禅。正是这种攻坚克难
精神，最终让中国人的航空母舰拥有
了收放自如的“翅膀”，让一个个突破
历史的新机型被研制出来，也推动着
中国航空科技不断创新突破。在罗阳
及“罗阳青年突击队”的故事里，也
许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高调的自我
标榜，可是，在那些扎根研制一线的
拼搏事迹中，在一次次实现新突破的
闪耀成就里，却不难看清矢志不渝的
奋进姿态，看到他们誓以航空报国的
豪情壮志。这正是“罗阳青年突击队”
的真实写照。

罗阳同志已经牺牲十年了。这十
年也是新时代的十年。航空工业集团
党组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带领全集团广大干部
职工、团员青年始终像罗阳同志一样，
忠诚于党和人民，不忘航空报国初心，
牢记航空强国使命，特别是活跃在全
集团科研生产经营一线“罗阳青年突
击队”的示范带动，促进全集团形成
了崇尚英雄、礼敬楷模、褒扬先进的
浓厚氛围，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青年。十年来，航空
工业集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
大精神、党的十九大精神、党的二十
大的精神，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青年、引领青
年，塑造兼备过硬政治素质和突出业
务能力的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

坚持用罗阳精神感召青年，奉献
新中国航空事业。十年来，航空工业
集团党组坚持每年清明节、航空工业
集团团委坚持每年罗阳烈士牺牲纪念
日，组织罗阳烈士祭奠活动、宣读誓言、
敬献花篮，表达全体航空人对罗阳烈
士的崇敬与哀思。坚持每年给新员工
上“入职第一课”，坚持把罗阳精神作
为青马工程培训、青年精神素养提升、
各类团青培训的“必修课”，集体学习
《国器——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航空
工业英模罗阳》《忠魂永驻海天间 ：记
“航空工业英模”罗阳》等书籍，学习
罗阳烈士先进事迹、感人情怀。坚持
每一支罗阳青年突击队成立时，都举
行集体宣誓环节，告慰烈士 ：“航空人
奋进脚步从未停止、航空青年奋勇接
力再前行！”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
年，是“航空报国英模”罗阳烈士牺
牲十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批示向
罗阳同志学习十周年。习近平总书记
的关怀厚爱、谆谆嘱托，始终是航空
事业拼搏进取、开拓创新的力量之源、
精神之源、胜利之源。航空工业全线
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回信精神和指示批示，以罗阳同志
为榜样，大力弘扬航空报国精神，坚
持不懈凝聚报国力量，坚定不移地团
结凝聚新时代航空青年，持之以恒抓
牢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踔厉奋发、勇
毅前行，吹响推进航空科技自立自强、
航空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冲锋号”，并
付诸行动，勠力攻坚，不辜厚望。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供稿）

光芒光芒

效占比 10%、管理创新占比 5%。比
如来自航空工业集团一线的青年骨干
成立“罗阳青年突击队”，高质量保障
了 36 架直升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青春

及环节多、外场时间长、覆盖人员广、
青年占比高、协调任务量大的项目成
立跨单位、跨项目“联合罗阳青年突
击队”。据航空工业集团 2022 年成立
的罗阳青年突击队统计情况，跨集团、
跨单位、跨部门成立的联合突击队占
比高达 71%。比如 AG600M 全状态新
构型灭火机首飞项目，联合成立了“罗
阳青年联合突击队”，平均年龄 30 岁，
加大协同，强力攻关，确保了 2022 年

让     

“你们以罗阳同志为榜样，扎根航
空装备研制一线，在急难险重任务中
携手拼搏奉献，这种团结奋斗的精神
非常可贵。”“希望你们继续弘扬航空

在促进航空工业高质量发展上积极作

     青春青春

击队员们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抓紧
每分每秒，顺利实现了“双过半”“月
节点”等任务目标，以实际行动为完节点”等任务目标，以实际行动为完
成全年科研生产经营任务做出了积极

这一年，哈飞团委成立了 43 支“罗
阳青年突击队”，1300 余名青年积极
参与。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参与
项目涵盖科研、生产、服务保障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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