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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线 

 寻找感动

老韩其实并不老，1972年

生人，黝黑而略带皲裂的皮肤却

总是给人一种与他这个年龄不相

称的感觉。一根根头发倔强地直

立着，就像平山县大山里的油松

一样，茂密且不畏风雨。也许是

天气热的缘故，老韩并没有穿制

服，短袖衫上露出的半截胳膊粗

壮有力，迸出的血管错落其上，

仿佛村口大槐树上的纹理，顺着

树根深深地扎进土里。

“韩师傅你好，我是中央团

工委西柏坡调研团的成员——赵

伟。” 我简单地介绍着自己。

老韩并没有说话，只是远远

地伸过来一双大手，紧紧地把我

的手握住，手掌并不温暖，甚至

有点干涩，以至于脱手时，老茧

的摩擦还让我的手隐隐发麻。

“明天早上7:00，就跟我跑

9个村送报纸和信件吧。”老韩

看着我的眼睛，非常认真地说。

非常简短的开场，没有寒

暄，没有客套。也许这就是山里

人惯有的交流方式，朴实里透着

可爱，我仿佛也像呼吸了新鲜空

气一样，有种久违了的感觉。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老韩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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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韩用他的坚毅和执着在山区从
事投递工作一干就是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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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负责下槐镇、观音堂乡的信

件邮递工作，因为各个村庄都

在山区，他需要起早贪黑往返

120公里投递信件和报纸。37

个行政村，58个投递点，年复

一年，风雨无阻。而这次由于

带上我们几个“拖油瓶”，老

韩不得不给自己“减负”，并

且在37个村里精挑细选了几个

山路好走的投递点。

第二天一早，民用机动三

轮车的轰鸣声就打破了山里惯

有的宁静，老韩为了让我们在路

上不用太辛苦，特意选择了有

大后斗的民用三轮车。颠簸而

狭窄的山路混杂着三轮车发动

机怒吼出的黑烟，在我们的身

后涤荡出一条条模糊的车辙。

还没来得及欣赏沿途的风

景，我们就来到了第一个投递

点。我尾随老韩进入村舍，他

径直地步入村支书的家，依然

是没有寒暄、没有客套，放下

信件和报纸就走。我甚至还没

有自我介绍，就这样和村支书

道别了。

我问老韩：“每天都是这

样来去匆匆么？”老韩像是忽

然意识到了什么，憨憨地说：

“因为每天走的山路多，为了

赶时间，习惯了这样，忘记了

今天你们是来体验生活的，下

个点我慢点。”听到这些，反

而轮到我有些愧疚了，急忙告

诉老韩就像往常一样就好。

老韩发动了三轮车，我们

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又上路了。

这次途经的道路起伏更大了，

一路上我尝试和老韩交流问

题，但无奈因为巨大的发动机

噪音而放弃了。因为山路更加

崎岖和颠簸，几次巨大的起伏

仿佛要把我们抛到空中，我和

另外两位团员的手也紧紧地攥

住了三轮车后斗的扶栏。

老韩这次果然信守承诺，

下个投递点不仅放慢

了速度，还把我们让

到了村支书的家里，

喝茶歇脚。虽然我仍

怀有歉疚，不该这样

“干扰”老韩的工

作，但是考虑到这可

能是唯一可以和老韩

交流的机会，便也像

讨了便宜似的在支书

家里坐了下来。

“韩师傅，您做邮递员多

长时间了？”我一直对这个很

好奇，好像小鸟对树木的年轮

好奇一样。

“19年了。”老韩认真地

回答。

“19年里，您的投递工

作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或者困

难？”

“没啥危险，山里人在山

里习惯了，就是冬天下雪的时

候，路比较滑，需要小心点。

自从2007年有了这个三轮，我

送信的工作轻松多了。”老韩

仿佛找到了话头，语气也舒缓

起来，说起三轮车，脸上抑制

不住的高兴，笑容的褶皱好像

山里的梯田一样，层层分明。

“ 您 家 里 还 有 什 么 人

吗？”

“我老婆和一个儿子，

2009年他爷爷过世了，肺癌晚

期。”不知怎么的，老韩突然

又显得有些沉默，好像不愿说

下去了。

为了打破沉默的气氛，旁

边的支书搭话了，原来老韩的

父亲也是一位老邮递员，以前

的投递环境更加恶劣，老人家

天天徒步送信送了大半辈子，

积劳成疾加之村里缺医少药，

退休时患了肺癌。由于村子里

医疗条件差，老韩每天又都往

返于120公里的山路上，在老
坐在三轮车上 和老韩一起送信，体会到

他日常工作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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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时，没能见到父亲最

后一面。

我们静静地听着支书的讲

述，感同身受地沉寂在一股浓

重的悲伤气氛里。反而是老韩

率先打破了沉默，“你们先歇

歇，这个村我还有几个包裹要

送，你们坐会儿。”话音刚落，

脚步已经到了门口。我们目送这

个刚毅汉子的背影，虽然有话

要说，但却如鲠在喉，

因为模糊的不只是我

们的双眼。

老韩走后，支书

又给我们讲述了老韩

的几个故事。1996年

平山县特大洪灾，公

路断交，当时陈卜沟村

胡计堂女儿的大学录

取通知书到了，老韩早

晨7点冒雨步行出发，

将录取通知书送到时已是晚上

8点多了。1998年的一天，老韩

接到了柏岭村封丽君一封录取

通知书，到村后，发现这个村里

有两个封丽君，还都是高中毕

业生。为了顾及收信人的感受，

争取一次准确投递，他不厌其

烦地找到了村里的负责人，认

真查寻，核对信息，最终把通知

书送到真实的主人手里。19年

来，老韩这样的事数不胜数，他

却从来没有因为任何原因耽误

过一个邮件。

老韩回来后，我们继续成

为老韩的“负重”进行投递工

作。一口气跑了7个行政村，

回程的时候已经到了正午。清

晨山里的寒意早已不在，烈日

的直射已经让我们汗迹斑斑。

老韩还是那么黝黑，以致我们

无法分清他脸上是否有汗迹；

老韩还是那么寡言，以致我们

话别的时候，也只是挥了挥

手，虽然我们都知道这手挥得

沉重。

看着老韩的背影，我举

起了手中的相机，拍下了我需

要纪念的记忆，心中默默地念

着：“有些人不因伟大而平

凡，但有些人注定因为平凡而

伟大。”

感悟心得

2012年6月7日至12日，按照中央国家机关

团工委组织的“根在基层，走进一线”活动安

排，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一行8人，赴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公司第六研究院开展基层调研实践活

动。近一周的时间里，调研团与工人师傅同工同

勤，对产品研发、试验、生产、装配的整个生产

传承西发精神 托举航天梦想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调研团 

国务院法制办教科文卫司   武  瑞

老韩的背影，让我感受到平凡中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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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进行了认真学习实践；同时，还与院领

导、工人师傅进行集体座谈和个别专访，学习

了许多航天劳模背后的感人事迹，理解了几代

航天人研发、生产火箭发动机所付出的巨大艰

辛。感受最深刻的是航天六院领导和同志在工

作中所体现的航天精神和企业文化，这种精神

文化也是推动实现中国航天梦想、不断创造航

天壮举的源泉。经过调研实践的切身感受，我

认为六院人的航天精神和企业文化主要包括以

下方面：

（一）立志报效国家，创造伟大事业。航

天六院是我国唯一的集运载火箭主动力系统、

战略战术武器动力系统、轨姿控动力系统及空

间飞行器推进系统研究、设计、生产、试验为

一体的航天液体动力研究院。制造火箭发动

机需要上万个零部件，有许多都是靠技术工人

的双手打磨、加工出来的，具体的工作非常枯

燥、繁冗，近年来随着发射任务的增加，工人

的工作量都非常大，加班是经常性的，一位工

人师傅说，工作非常辛苦，有些年轻人也曾有

抱怨，但当观看火箭发射时那震撼的场景，想

到每一次火箭成功发射后产生的无限喜悦和内

心的成就感，他们就没有抱怨声了。正是六院

人的辛苦劳累、努力奋斗、为国奉献的高尚情

怀，创造了我国航天发动机事业的一次次辉煌

成就。40年来，航天六院研制了推力大到120

吨，重量小到0.4公斤的50余种液体火箭发动

机，参加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全部88次发射任

务。圆满完成了载人航天、高新工程、探月工

程、空间交会对接等为代表的各项任务，为国

防现代化建设和中国航天实现技术跨越与持续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动力基础。六院也因此被誉

为“中国航天动力之乡”。

（二）发扬艰苦奋斗，实现民族自豪。

1965年，从四面八方抽调来的人们，汇集到陕

西秦岭南麓的一条山沟里，开始了研制中国液

体火箭发动机的历程。在生活和自然条件异常

艰苦，大山深处、远离城市的小山沟，六院老

一代航天人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

风，从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到

圆满完成我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任务，从我国

第一枚战略导弹到新一代“杀手锏”武器的成

功研制，为我国国防建设和中国航天技术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精神上的激励力量比物质的

力量更加重要，在艰辛的科研生产任务之外，

六院人还要面对严酷的生活和自然条件，六院

先后战胜三次特大洪水泥石流。1980年、1981

年、1990年遭受三次特大洪水泥石流灾害，

曾有外电惊呼：中国的一个火箭发动机基地

从地球上消失了！在危难时刻，六院人提出

“自己干、三不变（任务、经费、交付时间不

变）”，创造了重灾之下队伍不散、生产救灾

双胜利的奇迹，被誉为“艰苦奋斗的楷模、无

私奉献的榜样”。

  （三）坚持严慎细实，打造精品意识。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对航天发动机生产单位

更是如此。在质量管理上，六院人追求精益

求精，不允许微小差错。据35车间车工张显介

绍，该车间创新开展了质量心得书写制度，为

每一位普通工人配备心得笔记本，要求工人定

期将自己在加工质量控制上的心得和思路用文

字记录下来，车间定期组织学习、归纳和总

结。目前工厂正在将该制度向全厂推广。航天

发动机由一万多个零部件构成，在启动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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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多个零部件都在高温、高压、高速中运

转，任何一个环节的微小质量问题都会造成巨

大的隐患。

六院在载人工程型号开装前，生产单位都

要召开动员会，并对零组件、工装、文件、装

配环境等进行全面检查，每位装配工人也要进

行岗位状态确认。主要参试人员都是参加过神

舟系列飞船发射的“老兵”，经验丰富。针对

试验中出现的问题，六院深入查找问题，举一

反三，做好归零工作。发现问题后，六院人迅

速投入到归零工作，大家都有一个信念，一定

要确保后续首次交会对接任务的成功。院长经

常深入设计室、车间，和研制人员一起通宵加

班，分析问题，判读数据。近年来，六院7103

厂以信息化建设为龙头，以信息化建设带动生

产管理流程再造，提升管理水平。开展“整

理、整顿、清洁、规范、素养、安全”为主要

内容的6S管理活动，制定并严格落实质量追踪

和质量追溯制度，有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可

靠性。40多年来，工厂生产的发动机保持100%

的成功纪录，位居世界前列。

（四）树立以人为本，抓好队伍建设。

航天领域是一个高科技尖端人才高度密集的领

域。我们调研后感觉到，航天发动机厂之所

以能够在这样艰苦的环境和高强度的劳动下凝

聚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六院

领导层以人为本的人才管理、服务和保障的理

念。航天六院十分注重在企业中营造鼓励干部

职工干事业和干成事业的良好氛围和机制，精

心打造科技人才队伍、技能人才队伍、管理干

部队伍。多年来，发动机厂推举的全国劳动模

范、省部级劳动模范等各类先进表彰都出自于

一线的技术人员或技能人员。以7103厂为例，

工厂现有的3400多名职工中，高级技术职称179

人，特级技师12人，高级技师49人，省部级专

家4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4人，航天奖获得

者21人。工厂先后涌现出了全国劳动模范、省

部级劳动模范、陕西省“技术能手”、陕西省

“金刀工程状元”、“航天技术能手”、全国

青年岗位能手、全国技术能手等一大批技术精

湛、素质过硬的领军人物和跨世纪高新技术人

才。

工厂坚持福利薪酬向一线倾斜的政策，据

介绍，工厂高级技师的待遇和厂级领导相同。

一名接受采访的特级技师非常满足地表示自己

分到的福利房就有170平方米，对一名基层技能

工人而言，在其他行业是不敢想象的。我们采

访了退休后返聘当技术指导的全国劳动模范曹

化桥老人，今年已64岁，是60年代末建厂最早

的一批技能工人。老人脸上布满沧桑，背也有

些微驼，但说起话来依然精神抖擞。老人说：

“以前在山沟里很苦，搭个小棚子就住，领导

也是一样，大家都没有怨言。现在的年轻人想

法很活跃，我就跟他们讲，领导交办的活不管

多难都要好好干，要把这看作是领导对自己的

培养，是自己成长的机会，干好了厂里不会亏

待你们的。”

（五）鼓励自主创新，争创世界一流。

航天六院提出，火箭发动机研制工作，必须要

走在中国航天发展的前列，不仅要做到“先行

一步”，更要做到“领先一路”。据了解，美

国、欧州等发达国家近年来多限制外国学生报

名学习其航空航天、火箭动力等专业，以防止

为他国获取其核心技术。作为我国液体火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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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微知著

面对枯燥、单调甚至危险的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保管员们乐观、释怀。她们无意

感动任何人，我们却不时地被感动！但我真心希望有一天，在基层，在一线，那些默默奉

献的人们，能让人感到更多的是多姿多彩，甚至羡慕，无论如何，不应仅仅是感动。（发

改委宁夏储备一七七调研团）

不是敕勒川的恢弘，涵化不出苏波盖男人豪迈大气的风骨；不是阴山的秀美青翠，滋

养不出苏波盖女子的飒爽纯真，在这里，你不会感觉到城市的喧嚣，更不会因为生活的艰

辛而双眉紧蹙，呼吸着北方干爽的清风，你会觉得紧促的步伐慢了下来，心沉静了下来，

而天地就一下子大了起来。（内蒙包头调研团)

在巴山工务车间，每一个场景都有故事。这里的路叫创业路，这里的桥叫幸福桥，这

里的菜园叫共青圃，这里的山石刻着巴山魂，这里还有用钢轨配料做的编钟，我们叫它钢

的琴。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也是一种气场的感染，让在这里的人和来这里的人感动于生

活的美好，投身于劳动的创造。（铁道部大巴山调研团）

动机研制中心的航天六院，坚持以自主创新为

科研生产的龙头，走出了一条“研制一代、预

研一代、探索一代”的技术创新路，使我国成

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火箭发动机核心技术、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之一。正因为有

核心技术作基础，我国的液体火箭发动机才创

造了百分之百的成功纪录，可靠性达到了世界

一流。航天六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谭永华自豪地

说：“我们的火箭发动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始终保持着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40多年来，航天六院建成了亚洲最大的液

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亚洲最大的泵性能试验

室、国内唯一的基础理论研究室、国内唯一的

全箭（弹）动力系统试验台、国内唯一的液体

推进剂研究中心、我国第一个低温技术研究中

心等国家级科研基础设施，拥有完整先进的设

计、生产、试验能力，开展了全方位的专业建

设，形成了雄厚的科研生产实力。经过几十年

的不懈努力，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始终走

在航天技术发展的前沿，掌握核心技术，拥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

自主创新之路，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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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党务干部与大庆老虎班班长掰腕子。

（大庆调研团第十小组）

十组的师傅与徒弟。（大庆调研团）

新学徒上手操作设备。（西安航天科技集

团六院调研团）

时光如流水，短短的五天实在匆匆。南湖的景，清雅秀怡；南湖的人，热情淳朴。

走进南湖，我们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勤劳；走进南湖，我们体会到了基层干部的苦干

与实干。不想说再见，我们真的爱上了这片土地；不需说再见，因为南湖已印在了我们心

间。我们要把南湖的经验提炼，未来处处会是南湖！（浙江嘉兴南湖调研团）

在陕西神木，治沙英雄张应龙告诉我们，过去的老观念是防沙治沙，新型的务林人

应学会治沙用沙，要学会在保证生态效益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沙产业，以沙养人、以沙治

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治沙方针。（林业局榆林调研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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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了18年安全监察我都没走，我就会坚持干一辈子！如果我

不管，那就对不起这份工作，对不起这份工资，更对不起矿工兄弟

们。我为他们的安全尽了心，今后他们会感谢我的。”——开滦范

各庄煤矿安监员姜庆军

1 8日下

午，在检验

检疫局同志

的指导下，

调研团成员

对塔县唯一的

出口食品企业帕米尔冰川矿泉水厂进行日常监

管，对水源地保护情况进行现场检查。（红其

拉甫调研团)

两菜一汤，营地最豪奢的饭局。饿了，我

们迫不急待开饭喽！（内蒙斯楞地区调研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