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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航展上，以“新涂装、
新编队、新姿态”惊艳亮相的歼-20四机
编队，在天幕上留下一道道炫酷的银白
色涡流。歼-20从上届航展双机编队 1
分多钟的“惊鸿一瞥”，到这届航展以四
机编队进行了约 8分钟的飞行展示，让
国人欢欣鼓舞。

隐身战机对一个国家空军有多重
要？网上公布的一则新闻可以证明：数
年前，美国空军曾组织 F-15、F-16、F-
18G，以及欧洲台风等战机与 F-22进行
空战对抗，F-22取得了绝对优势。

当时，有中国军人不无艳羡地说：
“真正的‘王者’，属于隐身战机。”更有
军事专家指出：“在世界空战史上，战机
之间的代差往往致命。”

作为歼-20的首飞试飞员，李刚是
第一位将我国隐身战机飞上蓝天的
人。这一飞，开启了中国空军的“20”时
代，也宣告了“隐身时代”的到来。

试飞员，是与技术人员一起，把蓝
图和数据变成战机的人。一款新机从
试飞到服役，要通过上千个试验项目，
上万个状态点都要试飞员进行试飞。
对试飞员来说，试飞即是战斗，未见硝
烟，战斗已经打响。
“国之重器，以命铸之。”这是李刚

的信条，更是他 20多年试飞生涯的真实
写照。

“ 歼-20包 含 太 多

‘第一’，试飞员不断超越

才能创造更大价值”

2011年1月11日，我国新一代隐身战
机经过18分钟的空中飞行后平安落地。

身为歼-20首飞试飞员的李刚，驾驶
飞机滑过观礼台并举起右手敬礼，在场
的空军官兵、航空工业集团的科研人员，

鼓掌欢呼、热情拥抱，那抹靓丽的黄色深
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头。一旁的歼-20
总设计师杨伟，早已热泪盈眶。

这是足以载入中国航空史册的一
天。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奋力追赶，我国
终于有了比肩世界先进水平的战机。
事后，一位见证者回忆，那一刻刚好是 1
点 11 分。这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昭
示，在歼-20身上，包含太多“第一”。
“当飞机座舱盖关闭时，耳机里传来

指挥员熟悉的指令。环顾四周，机务人员
分布两侧，前方是彩旗招展的观礼台。这
一刻终于来了。”在李刚看来，这是他10
多年试飞生涯中最浓重的一笔，无数个日
夜的准备和攻关，梦想终于成真。完成首
飞后，李刚立刻冷静下来，“作为试飞员，
不断超越才能创造更大价值”。

从成为试飞员起，李刚就养成了一
个习惯，每个飞行日结束后，总要静静
地坐在办公室里，把一天的任务回想一
遍，然后再认真写下当天的飞行日志。
长短不一的心得体会，经过多年的积
累，竟然达到 7万多字，李刚从中陆续
提炼出了 10 余篇研讨文章，解决了多
项试飞技术难题，有的还获得了试飞技
术交流奖项。

对于试飞，李刚有着自己的理解，他
常常对年轻战友说，试飞员不仅是飞行员，
更是飞行的工程师，不仅需要高超的飞行
技能，还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善于思考
的习惯，从基础原理上去理解、思考每一个
试飞科目和动作，真正做到融会贯通。

这种学习和思考，使李刚在歼-20首
飞的准备中受益良多。培训归来，李刚就
带领首飞小组一头扎到试飞准备现场。
整整6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天天和科研人
员“泡”在一起，在模拟平台上一遍又一遍
地试验飞机的操纵系统。

经过无数次的讨论、模拟、试验和
调整，李刚和同事们发现并解决了飞机
操纵系统设计上的缺陷，还提出了不少
改进意见。

李刚的专业素养和工作态度，赢得
了杨伟的信任。按照国际惯例，新机的
试飞员手册都是由设计人员和试飞工
程师编制的。杨伟决心改变惯例，由试

飞员和科研人员一起编制试飞员手
册。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李刚几乎天天
泡在飞机里，熟悉歼-20的每一个零件、
每一个仪表和每一个设备的性能。每
一个试飞科目和动作，他都反复琢磨，
形成肌肉记忆，从理论到思维，从技术
到身体，为歼-20飞行做好充分准备。

李刚说，座舱布局对一架飞机非常
重要。歼-20的座舱设计，被李刚称为
是“最好的办公室”，其成功之要诀，在
于杨伟带领试飞团队的深度参与。
“杨伟给我们发了很多空白的座舱

图，给了好多电门开关的小图片，让我
们自己去体验，把相应的开关贴在自己
认为合理的位置上。”李刚说，如果大家
都贴在一个位置上，说明意见一致；不
一致，就开会讨论。

在李刚的印象中，这样的讨论至少
经历了五轮。“最后，所有的座舱布局都
是一个协调的结果。”

从试飞团队画出来的一张张图纸，到
木头座舱，再到金属座舱……设计师与试
飞员一遍遍对接，对细微之处的精益求
精，终于打造出中国最好的战斗机座舱。

“历时7年歼-20实

现从首飞到列装部队，我

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

“报告，高度���米，发动机停了。”
“改出，改出，高度���米，看速

度进行空中启动。”
“转速上升，起来了。”
……
这是李刚与塔台指挥员的一段对

话，看似平常，实际上每一秒钟都处在
生死边缘。李刚在试飞某型战机时，发
动机突然空中停车，他果断处置，使飞
机安全返航。
“当危险不期而遇时，谁都紧张，但试

飞员必须有更强的心理承受能力。面对
危险动作、异常情况，老试飞员要坦然、新
试飞员要淡定。”这样的“生死关头”，对于
像李刚这样的老试飞员来说，已经司空见

惯。走下机舱，李刚一脸平静。
但是，面对险情，李刚身边的许多

战友，再也没有回来。
“面对危险，我的战友首先想到的不

是个人的安危，而是保住飞机和试飞数
据，不到最后关头不会跳伞。我们不仅要
记住功成名就的功勋试飞员，更要铭记那
些血洒长空、用生命铸就中国战鹰腾飞航
程的铺路人。”回忆起牺牲的战友，李刚一
脸严肃地说，试飞不仅是在践行他毕生的
追求和信仰，更是在完成战友的遗志，实
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蓝天梦想。

在军校的课堂上，李刚曾了解到我
国试飞领域走过的艰辛历程：1956年，试
飞员吴克明驾驶歼-5飞上蓝天，中国有
了自己的喷气式战斗机。1960年，歼-6
试飞时，没有加油车，机务人员和科研人
员只能用脸盆、铁桶等给战机加油……

试飞前辈曾讲过，上世纪90年代初，
到国外学习时，外国试飞同行对中国试飞
员傲慢地说：“中国也有试飞员吗？你们
的飞机都是仿制的，要试飞员干什么？”

李刚庆幸自己赶上一个我国航空
工业发展的好时代，能够飞自主研制的
先进战机。“过去几年飞一个型号，现在
一年飞几个型号。”虽然有歼-20首飞
之功，但李刚依然认真对待每一项试飞
任务。“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是他的人生准则。
“一架飞机列装部队是很不容易的，

中间飞了好几千架次。”李刚说，从 2011
年首飞歼-20验证机，到 2014年首飞原
型机，再到今年年初正式列装作战部队，
歼-20历时 7年走完了从首飞到技术鉴
定再到列装部队的完整过程。

自 2011 年 以 来 ，李刚一直担负
歼-20 技术型号负责人，带领试飞团
队完成了歼-20测试工作。
“歼-20的很多新技术，我们国家都

是第一次采用。”李刚说，“短短这么几
年，完成这么大量的试飞任务，这么快
装备部队并形成作战能力，我感到无比
光荣和自豪。”

“飞，一直飞到不能

飞的那一天”

很多国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

名试飞员把一架新型战机第一次飞起
来，这个试飞员就可以光荣退休，国家
一辈子养着他。

歼-20飞起来了，李刚的试飞员之路
却没有止步。每次飞行任务，他总是理着
整齐的头发，戴着雪白的手套，一副干净
利落的模样，时刻保持精神焕发的状态，
举手投足间表现出对飞行的热爱。他常
说：“飞行员必须要有适度的兴奋感。有
这种状态，才会飞得更好。”

事实上，李刚也曾经历过不少人生抉
择。世纪之交，李刚所在部队进行人员调
整，摆在他面前有两种选择，或调到其他
部队，或退役进入地方航空公司工作。到
其他部队，意味着已过而立之年的李刚很
快崭露头角。到地方航空公司，意味着更
好的待遇，有更多的时间陪家人。
“祖国选择了我们，我们就不能再

选择别的。有的人选择生活，有的人选
择利益，我选择去追寻生命的意义。”李
刚选择进入试飞部队，当一名新兵，从
头学起。在 20多年的时间里，他参与完
成了歼轰-7、歼-10、歼-11B等 20多个
型号飞机的科研试飞任务。

危险如影随形，体力脑力消耗巨
大。有人问他当试飞员亏不亏，李刚毫
不犹豫地说：“不亏，我深深感到作为空
军试飞员的自豪。因为我仍然能够飞
行，而且是飞我国最先进的战机。”

这些年，空军推进实战化训练，急
需培训一批尾旋教员，李刚接到任务
后，二话没说来到部队。为了尽快把尾
旋教员带出来，他往往是一天飞几十个
尾旋，到了晚上累得身体像散了架。到
了第二天，面对学员，他又是精神抖擞
的模样，别人劝他不要“这么拼”，李刚
却说：“部队的需要，就是我们试飞员的
责任，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飞，一直飞到不能飞的那一天！”

这是李刚及空军试飞员英雄群体共同
的心声。如今，50多岁的李刚仍然坚
守在试飞一线，如果任务需要，他还会
一直飞下去。

试飞的航迹依旧在延续，只为追梦
苍穹。李刚的一位战友曾经为他写过
一首诗，他格外喜欢，时时自勉：“大漠
戈壁凛凛风，阎良大道树树花。老将急
招归还日，举杯相约又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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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功勋飞行人员金质荣誉奖章”获得者、歼-20首飞试飞员李刚—

飞国产新一代隐身战机的人
■本报记者 张天南 通讯员 杨春源 杨元超

如果不是这次演练中防暴车意外

“冒泡”，或许一张小小的检修单并不会

引起大家的注意。

前不久，武警台州支队举行一次

反恐维稳演练。演习中，一辆防暴车

行驶不久突发故障。战士随龙科紧急

赶赴故障现场，对照装备维修“病历

本”，他发现企业维修内容记录模糊不

详，结果折腾了半天也没找到症结所

在。这次抢修并不是个例，过去企业

技术员记录车辆“病情”不够具体，往

往只是笼统登记维修名目。一张模糊

不详的检修单，让部队维修人员短时

间内很难找准故障原因。这次抢修，

引起了部队和企业领导的重视。

通过这次事件，企业与部队联合召

开研讨会，他们从武器装备意见反馈、军

地维修人才交流及部队后装保障等方面

查找问题与不足，签订了装备保障责任

书，使企业保障管理机制走向正轨。

一张小小的检修单，折射着军民双

方主动融合的探索与努力。双方只有本

着对战斗力负责的态度，坦诚相待、互利

共赢，才能为强军事业作贡献。

一张检修单

点评军工圈里的人和事

■本期观察：陶宜成 韩阜业 谢啸天

军 工 圈

试飞英雄③

新学期第一堂课，北京市八一学校

迎来了一位“明星”老师。

他是航天英雄景海鹏，曾执行过3

次飞天任务。景海鹏用3个词分享他的

飞天感受——“激动”“幸福”“享受”。

面带笑容的景海鹏向孩子们讲述了

他第一次执行飞天任务的经历。当整流

罩打开的一刹那，景海鹏下意识地看向

右舷窗，所见美景冲击他的视觉，原来太

空如此美妙。

飞天之旅看似美妙，但航天员飞天背

后要承载巨大压力。在太空上，他们每分

每秒都要面临未知危险和生死考验。

景海鹏和两名战友在太空曾遇到

一次险情。航天员翟志刚出舱时，舱

门险些打不开，刚刚打开准备出舱

时，轨道舱又连续响起火灾报警。有

那么一瞬间，景海鹏以为自己回不来

了。虽然最后证明是系统误报，但他

知道，操作稍有不慎，都会留下致命

的隐患。

“飞天英雄需要迎难而上、不畏生死

的勇气。”这一刻，孩子们对“英雄”有了

更深的理解。

一堂课，点燃了小学生探索神秘宇宙

的梦想。景海鹏知道，只有让孩子们早早

埋下逐梦太空的种子，激活他们心中的想

象力，才能接过“探索太空”的接力棒。

一堂课

人生由无数个梦想串联而成，点亮

这些梦想，有时需要一封信。

最近，顾诵芬院士给航空工业集团

的年轻员工们写了一封信，勉励大家在

航空事业中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和以往的书信不同，这封信是实实

在在的“干货”。顾老为年轻员工们开

出了长长的书单，推荐书籍从专业理论

到人物传记，勉励年轻人从事航空事

业，既要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更要在

巨人的肩膀上更进一步。正如顾老所

说，“要搞出新飞机，不认真读书是不行

的”“现代飞机的研制技术非常复杂，知

识面很广，只有勤奋好学，博采众长，才

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环境，攀

登新的高峰”。

一封不足700字的信，院士希望点

燃年轻人的航空梦想，让他们心无旁骛、

脚踏实地埋首科研，坚定“航空强国”的

一颗初心。

一封信

“新型战机都是试飞员用命飞出

来的。”一位空军试飞员曾这样评价

自己的职业。试飞员对一架新型战机

列装有多重要？德国科学家奥托·李

林塔尔说：“发明一架飞机算不了什

么，制造一架飞机也没有什么了不

起，而试验它才艰难无比。” 歼-10

总设计师宋文骢院士说：“航空科学

的每一次突破，都以试飞员技术突破

为基础。”

飞行员，试飞员，一字之差，风

险程度却不一样。对试飞的风险，有

人这样形象比喻：如果说飞行员是在

高速公路上开一辆定型的好车，试飞

员就犹如在悬崖边上开一部新车；飞

行员不允许半个车轮悬空，试飞员却

要去试验有几个轮子悬空才可能坠落

悬崖。

恩格斯说：“任何一门学科，如果

能够用数字来描述，那么它才能说是

科学的。”试飞中到底会遇到多少风

险？数据最有说服力。统计显示，每

型战机列装前，都要完成1500-4000架

次的飞行试验。在“飞豹”战机定型

试飞中，平均18分钟遇到一次险情。

飞天之路，是一条“血路”。上世

纪 80年代末，法国研制的 4架“幻

影”战斗机，在试飞中全部坠毁；美

国仅在超音速飞机颤振和操稳试飞

中，就摔掉了56架飞机，牺牲了72名

优秀飞行员；60多年来，我军也有试

飞员在苍穹试剑中血洒长空。

李大钊曾说：“人生的目的，在发

展自己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

须牺牲的时候。”试飞员之所以在试飞

中临危不惧、遇险无畏，敢于跳“刀

尖上的舞蹈”，在“必须牺牲的时候”

敢牺牲，是因为他们知道“国之重

器，须以命铸之”，能否试飞成功，事

关国家巨额财产，事关科研人员心血

汗水，事关科技强军进程。

有位哲人说过，平庸的人只有一

条命，叫性命；优秀的人会有两条

命，即性命和生命；卓越的人会有三

条命，即性命、生命和使命。它们分

别代表着生存、生活和责任。翻阅李

中华、邹延龄、梁万俊等试飞英雄的

事迹不难发现，“使命”是一个关键

词。李中华说：“心里装着使命，试

飞就有了更大力量。”邹延龄讲：“不

把试飞当崇高使命，就会把试飞当负

担。”梁万俊道：“我的幸福感，来自

对心头使命的担当。”心无旁骛，精

于本职，不忘初心，锐意进取，一位

位英雄试飞员用行动诠释了崇高的使

命感。

历史上，履行任何一项伟大又神

圣的使命，都不能缺少崇高的献身精

神。一位位试飞员之所以能在试飞战

线上不断取得突破，最根本的是靠牢

记使命、为国奉献的高度政治觉悟。

正是这种使命，让他们始终把国家和

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义无反顾地走

上了充满风险的科研试飞岗位。

诗人这样说：“知识的确是天空中

伟大的太阳，它那万道光芒投下了生

命，投下了力量。”如果说以前的试飞

员最需要“蓝天拼刺刀”的勇气，那

么今天的试飞员还必须全程参与新型

战机设计研制，成为“会飞的工程

师”。在歼-10试飞过程中，李中华先

后提出了 10多项设计改进意见和建

议。连飞机的驾驶杆模型，都是李中

华和战友们用橡皮泥一点一点捏出

来，再移植到生产工艺中。

“欲与群枭比矫健，南天浩溟誓

纵横。”正如一首歌中唱道：“英雄不

过是为理想献身的凡人。谁的心中只

要装着祖国，谁就会在平凡中显得超

群……”

国之重器 以命铸之
■刘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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