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何一个国家，想建立强大的航空工业，都离不开一支优秀的试飞员队伍。一款新型战机，从设计论证到列装部队，通常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
年的漫长时间。试飞员的使命，就是驾驶这些尚未定型的战机在各种极限条件下进行飞行性能测试。有人说：战机不仅是设计出来，也是试飞员
“飞”出来的。

试飞员，一个极具风险挑战的职业。飞越雪域高原，掠过巍巍群山，他们的航迹尽显凌云壮志；挑战极限飞行速度、最高飞行升限，他们的工
作如同在刀尖上起舞。在中国空军，就有这样一批舍身为国的试飞员，他们飞着别人从未飞过的战机，面对的是不可预知的险情，空中停车、油箱
起火、带弹着陆……他们用青春热血乃至自己的生命，在蓝天之上划出了一道道壮美航迹。从本期起，我们开设《试飞英雄》栏目，带您走近中国
空军试飞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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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雷强：“飞机是怎么飞起来
的？”雷强回答：“从物理学上说，飞机
是借助升力飞起来的。从精神层面说，
飞机是靠试飞员的勇气和智慧飞起来
的。”

何谓勇气？何谓智慧？雷强用 30
余年的飞行岁月作答——

出国受训，他签下生死状，打破飞
行手册上的极限纪录；

蓝天试剑，他曾 9 次经历空中停
车，直到发动机故障完全排除；

昔日战友长空殒命，他壮志依旧，
继续飞行挑战极限。
“千金不求，万死不辞！”这是雷强

用生命体验飞行的姿态。飞行是他毕生
的事业。

雷强，歼-10首席试飞员，一个把
战鹰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人。

“我不是天才，但我

看飞机是透明的”

他是许多军迷眼里的“明星”。
他是试飞员心中的“雷头”。
祖籍陕西绥德的雷强，在空军试飞

领域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雷强的父亲也是一名飞行员。儿时

的耳濡目染，在他的心里早早种下了一
个梦想：“做一个像父亲一样优秀的飞
行员。”

良好的家教、优秀的基因，雷强成
为飞行员似乎顺理成章。然而，第一次
招飞报名的前夜，兴奋的雷强彻夜难
眠，在翌日的视力检测中被淘汰。

带着满心的懊恼，雷强来到一个偏
僻的农村下乡插队。一年的田间劳作，
让他的身体和意志都得到了磨炼。第二
年，雷强抓住了“幸运之手”，走进了
空军飞行员的行列。

来到航校不久，雷强的飞行天分逐
渐显露出来。从初教机到高教机，他都
是第一个放单飞的人。航校毕业后，他
主动要求分配到一线作战部队。作为年
轻飞行员，雷强飞遍了所有高难课目，在
当时空军部队像他这样的飞行员不超过
10个人。有的战友对他说：“你都飞到这
个地步了，以后还能飞出什么‘花’来。”

没想到，能把飞机飞出“花”的机
会真的来了。1983 年，一位部队领导
慧眼识英才，在挑选试飞员时，用笔在
雷强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他父亲是
搞飞行的，我知道这小子飞得不错，最
适合干试飞。”

当时，雷强对试飞员没有什么概
念，只是在报纸上看过“科研试飞英
雄”王昂、滑俊的事迹。从小就崇拜英
雄的雷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新挑战，一
脚迈进中国航空界最尖端、最具风险的
领域，成为一名试飞员。

那时候雷强年轻好胜、脾气倔强。
到了试飞部队，他才真正感觉到试飞员
不是那么好当的，当“试飞英雄”更难
上加难。

看了雷强飞行，老试飞员和专家们
居然说他“不会飞”。专家要求他保持姿
态不变，连续直飞 5分钟，结果试了好
几次，飞行记录数据显示过载太大，没
有达到平飞要求。一位老试飞员语重心
长地对雷强说：“你只知道要这么飞，可
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飞。”

那个深秋的傍晚，雷强内心深受刺
激。望着远方，他陷入沉思：“一名优
秀的飞行员并不等同于一名合格的试飞
员，试验飞行与战斗飞行，完全不是同
一种评价标准。”

此后，雷强调整心态，转变飞行理
念，苦练飞行技能。每次任务返场时，
他通过身体感受飞机姿态、速度变化，
以此来寻找“人机合一”的感觉；下了
飞机，他还要把飞机示波器的记录结果
打印出来，拿到操场跪在地上边看边分
析飞行动作。

时间一长，他的飞行技能突飞猛
进。战友们称雷强是“飞行天才”。雷
强回答：“我不是天才，但我看飞机是
透明的。”

一次，某型战机进行某项性能试
飞，连续十几次起落都没有达到要求。
该型飞机的列装计划迫在眉睫，工厂技
术专家找到雷强。雷强二话不说，准备
好后就来到机场，只飞了一个起落，就
飞出了全部数据。工厂技术专家们竖起
大拇指：“你小子，真行！”
“为了成为最好的飞行员，我到了

作战部队；为了飞最好的飞机，我到了
试飞部队。”雷强如此总结自己的飞行
人生。

“一定要保住飞机，哪

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国际航空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发明一架飞机算不了什么，制造一架
飞机也没什么了不起，而试验它才无比
艰难。”

在 30 多年的试飞经历中，雷强自
己都记不清遭遇过多少次特情险情。那

年，他驾驶某型飞机进行高空试飞，在
打开加力爬升过程中，飞机推力骤降，
油量表指针迅速下滑。雷强意识到可能
是飞机燃油输油系统发生了故障，这是
试飞员最不愿意遇到的情况之一。

雷强心里明白，这架飞机凝结着科研
人员的心血，一旦坠机，损失不可估量。
“一定要保住飞机，哪怕只有万分

之一的希望。”雷强此时心中只有这样
一个念头。到达机场上空后，飞机几乎
失去动力，雷强艰难地操纵飞机着陆。
飞机在连续颠簸后，摇摇晃晃地停了下
来。事后，机务人员发现，由于发动机
温度过高，整个后机身和垂尾都被烧得
变了形。

对试飞员来说，有的特情是意外，
有的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在执行某型飞机发动机选型试飞任
务中，两次试飞都出现发动机空中停车
故障，科研人员始终没有查明原因。

为了找到问题“症结”，雷强冒着巨
大的风险，开始第三次试飞。不出所料，
飞机刚刚达到1.5倍音速时，发动机又停
车了。雷强死死抓住驾驶杆、用力蹬舵，
用尽全身力气操纵飞机，终于把飞机控制
住了。在飞机安全落地后，战友们打开舱
门发现，雷强的头盔已被撞裂……

为了把这型发动机的故障找出来，
雷强前前后后起飞了 9次、经历了 9次
空中停车，最终查明故障原因并配合科
研人员成功排除，为飞机最终定型搬开
了“绊脚石”。

在 K-8 教练机上飞尾旋，雷强从
8000 米飞到 2000 米，把正过载飞到 10
个 G、负过载飞到 5 个 G，落地后飞
机的大梁都变了形。试飞“枭龙”战
机，着陆阶段放起落架时前轮突然飞
掉，轮子滚出几百米远，他保持滑跑
方向使飞机安然降落。说起这些重大
险情，雷强表情淡定：“试飞不仅考
验一名试飞员的智慧和勇敢，更考验
一名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有幸参与并见证中

国空军和航空工业腾飞，

“很幸福”

在世界航空史上，从二代机到三代

机是一个大跨越，它所带来的是设计理
念、作战方式的巨大变革，对试飞员来
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不仅要完成
各种试飞任务，还要全程参与飞机的研
制工作。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开始研制第
三代战机——歼-10。雷强作为试飞小
组成员，从设计阶段介入一直到首飞，
用了整整10年时间。

为了歼-10试飞，雷强曾赴国外一
家飞行试验研究院学习培训。当时，一
位国外专家傲慢地问：“中国有试飞员
吗？”雷强用行动给予了他答案——他
把高难度飞行动作“眼镜蛇机动”飞了
44 次，还攻克了小速度斤斗等一系列
高难度试飞课目……

结业典礼上，院长对雷强竖起大拇
指，说：“你能把飞机飞得跟玩具一
样，中国试飞员，一流的！”

学成归国后不久，战友卢军在一次
尾旋飞行中意外牺牲。此时，该项工程
的首席试飞员中，能够完成尾旋飞行的
只剩下雷强一人。

老朋友私下里悄悄地劝他：“你也
别再飞这个了，太危险了。”雷强说：
“只要需要，我还会飞。”

1998年3月23日，终于迎来了歼-10
首飞的日子。

一般来说，新机研制时采用新品率
通常只有 30％，作为跨代飞机，歼-10
却有 60％以上的高新技术。新品率越
高，风险性越大。

那一天，一向稳重的歼-10总设计
师宋文骢，动情地对雷强说：“飞机准
备好了，就看你的了。”

一头银发的宋文骢在人群中格外
醒目。这些年，他看着宋总从一头黑
发到两鬓微霜再到满头银发。雷强一
边戴头盔一边说：“宋总，您放心！只
要飞机发动机还在，无论出现什么情
况，我也会把飞机给您飞回来。”

雷强紧了一下扣带，微笑着说：
“就是摔，我也要把飞机摔在跑道上！
我要让您知道，我们这些年的心血、努
力，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

宋文骢热泪盈眶，他疾步走上前
去，紧紧握住了雷强的手。

塔台距离歼-10 飞机只有 200 多
米。那天，雷强穿着特制的橘红色飞行
服走向飞机，感觉这 200多米的路是那

么漫长。每迈出一步，雷强感觉心中热
血沸腾。这是一条再熟悉不过的路，他
整整走了13年……

跨进座舱，雷强看到在送行的人
群中，一位老者眼含热泪挥手致意。
回忆当时的场景，雷强说：“这么多
年了，我还是头一回见到有人在我飞
行前流泪。”

当座舱盖关闭的那一刻，雷强一
下子变得异常镇定。在他看来，能首
飞这种“国宝级”新型战机，是他一
生的光荣，“就是缺胳膊断腿，也一
定把战机飞回来”。

20 分钟，一次堪称完美的首飞。
飞行很短暂，但对于雷强和科研人员
来说，却是那样的漫长；对于中国航
空事业来说，是那样的弥足珍贵。当
这架浸透了千千万万航空人心血和汗
水的战机平安落地那一刻，现场沸腾
了。

喜极而泣。想一想 10 年来大家
付出的艰辛，雷强流下了幸福的泪
水。这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
行，我国从此有了自主研制生产的第
三代战机，我国的航空工业和空军力
量建设从此走向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
段。

歼-10 首飞成功后，雷强将现场
录 像 带 回 家 给 年 近 八 旬 的 老 父 亲
看。那一晚，半个小时的片子，参
加过抗美援朝空战的老父亲看了一
遍又一遍……

在试飞界，雷强大名鼎鼎——首批
“空军级试飞专家”“空军功勋飞行员”
“歼-10首席试飞员”。

以他的飞行技术，如果到民航公司
工作，可以轻松拿到高薪。有人问他：
“干试飞，亏不亏？”

“不亏！”雷强干脆地回答，我很幸
福，因为我还活着，还在飞行。

对于试飞员来说，生命的幸福在哪
里？就在于能够迎来一个中国航空工业
“井喷式”发展的伟大时代。

“过去几年飞一个型号，现在一年
飞几个型号。”雷强说，有幸参与并见
证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腾飞，“这辈
子，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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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迟一天，不急？

“小宋，上周你们班组的周计
划怎么迟报了？”会议室里，团队负
责人赵师傅在周例会上质问班组
长小宋。
“就迟报了一天而已，有那么着

急吗？”小宋心里不服气，小声嘀咕着。
“必须按时报！企业明确规定，在

生产作业计划下达两日内，各班组上
报周计划，企业要根据各小组计划情
况再调整。因为你的迟报，生产计划
受到影响。”赵师傅严厉地说。
“下次一定注意。”小宋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点评

企业各项工作之间环环相扣，

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势必会影响

整体进度。班组长要有大局观念，在

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带领班组成员

按时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才能

确保企业全年任务顺利完成。

发现不足，着急！

“王师傅，刚才的班组会我觉得
效果不好，麻烦您给我提提建议。”班
组会一结束，新上任的班组长小李马
上找到经验丰富的王师傅请教。

看着小李急切的表情，王师傅
笑着说：“别看就几分钟的会，要有好
的效果，还真得下一番功夫。会前要
准备好昨天的工作总结和今天的工
作安排……”

小李一边聆听，一边认真做好
记录。王师傅拍拍小李的肩膀语重
心长地说：“班组长责任重大，不过
你也别着急，刚开始或多或少都会
有本领恐慌，只要多努力多用心，就
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班组长。”
“我一定会努力的。”小李点头

回应。

点评

作为班组带头人，班组长素质

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整个班组的工

作效率。这就要求班组长不仅要有

过硬的专业技术能力，还需要在工

作中不断提高业务指导、组织协调、

管理沟通等能力素质，才能带领班

组成员完成好各项任务。

炎炎夏日，荒漠戈壁深处，一枚导
弹从发射车上稳稳起竖。现场一片宁
静，火箭军某导弹旅一套发射班组等候
最后的指令。
“点火！”随着一声轰鸣,一枚导弹

拖着烈焰腾空而起。片刻，演习指挥中
心获悉，导弹准确命中预定目标。

官兵们鼓掌庆祝之时，几个身影悄悄
地离开，他们是火箭军北京局某军代室的
军代表。这批装备是由他们负责监造把
关，并全程跟踪外场试验。为了验收和保
障这型装备，他们一个多月来加班加点。
“军工产品、质量第一。”作为监造

官，他们肩负着对武器装备监造验收的
神圣使命。

决定一场战斗胜负的因素有很多，
但武器装备的质量无疑是影响战斗胜负
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火箭军部队来
说，导弹任何一个元器件的故障、一个功
能单元的偏差，都事关未来战场胜负。

这款导弹的电缆插头有个配件焊接
安装难度大，厂家认为平时训练不安装

并不影响正常使用。军代表周楠按照实
战要求，提出必须进行焊接安装。为
此，厂家专门召集技术人员成立攻关小
组，改进工艺技术，成功解决了这一焊

接安装难题。
在装备验收过程中，军代表黄

成飞发现一台导弹车上的计算机运
行异常。令人心里不安的是，在随

后的检查中故障并没有复现。厂家
技术人员认为是地面干扰造成，偶
然事件不会影响装备性能。黄成飞
则 认 为 原 因 没 有 查 清 就 会 埋 下 隐
患，绝不能把质量隐患带上战场。
经过多次试验和分析，他们发现计
算机某个部件存在质量瑕疵。在厂
家 技 术 人 员 和 军 代 表 的 共 同 努 力
下，这一质量问题得以解决。

在军代表心中，要时刻敲响“警
钟”，武器装备质量无小事，事关未来战
场胜负。只有坚持“质量第一”的工作
标准，才能监造出百分之百合格的产
品。他们常常告诫自己，一旦产品出现
质量问题，影响到了战场打赢，那就是
历史罪人。

左图：军代表正在验收某项产品。

陈昊明摄

心中时刻敲响“警钟”
■昭 荀 谭文伟 魏增巍

歼-10首席试飞员雷强—

“这辈子，很幸福”
■杨春源 田 博

只要努力用心，就

能当好班组长。

我一定会努力的！

因为你的迟报，生

产计划受到影响！

下次一定注意。

漫画：姜 晨

监造进行时

试飞英雄①
军工微故事

当好班组的“领头雁”
■■黄武星 罗 娟 龙振华

班组是企业生产的基础单元，
班组长是班组的“主心骨”，要想
激活班组的活力，班组长要发挥
好承上启下的作用。下面，请看
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 5719 厂的两
则故事—

为防止手机失泄密，第 79 集团
军某旅将信息技术运用到智能手机
使用管理。该旅与某企业合作，成
功研发出一款“安全卫士”防失泄密
手机软件，安装到每名官兵的手机
上。这款软件通过后台操作终端，
不仅能对敏感信息进行实时监测和
屏蔽，还能够过滤和阻止访问一些
非法网站，确保不良信息进不来、涉
军信息出不去。

上图：官兵利用安装“安全卫士”

软件的手机上网浏览当日新闻。

麻希雯摄

“安全卫士”防手机泄密
■屈 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