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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春雨的父亲是我国第一代航天人。他的工作对家
人是保密的，对小春雨来说，父亲走的那扇门神圣而神
秘。1989 年，父亲病逝，年仅 17 岁的郝春雨一夜间长大。
她接了父亲的班，成为航天人。

凭借悟性和勤学苦练，郝春雨很快成了电装高手。
31岁成为全国技术能手，38岁获得中华技能大奖。1999
年，神舟二号飞船采用了一项在国内尚属空白的技术，
连设计人员都无法给出准确的电缆走向图。那段时间，
她连走路睡觉都在想如何理清成千上万个接头的关系。
一天晚上，她居然在梦里找到了办法。凌晨5点，她就狂
奔到车间操作，居然真的有效。经过几个月摸索，她绘
制出完整的电缆走向图，帮助神舟二号成功减重。

担当 父辈精神引领
同事都说：“有困难找大师。”但其实，郝春雨也曾打过退堂鼓。老师傅的

一句话激励了她：“你爸在厂里可是认真负责的人，大家都很尊重他。”她回想
起父亲总是加班，患病期间也如此。她不明白“这么做图什么”。直到她第一
次参观发射时，听着耳畔轰鸣声，看着倾注心血的火箭化为光点飞入太空，她
的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她说，那一刻，自己明白了。

踏着父亲的足迹踏着父亲的足迹，，她慢慢显露担当她慢慢显露担当。。20042004年一天晚上年一天晚上，，一颗即将发射一颗即将发射
的卫星在整星电测时的卫星在整星电测时，，暴露出一处隐患暴露出一处隐患。。但焊接难度极大但焊接难度极大，，舱板只能打开舱板只能打开
一个小缝一个小缝，，操作空间极为狭小操作空间极为狭小。。谁能当此重任谁能当此重任？？许多人推荐了郝春雨许多人推荐了郝春雨。。

99小时奔波小时奔波，，郝春雨出现在了测试现场郝春雨出现在了测试现场。。一个点一个点、、两个点……慢慢地两个点……慢慢地，，
她手中的电烙铁如同有了生命她手中的电烙铁如同有了生命，，在电缆和插头间轻盈飞舞……绕月探测工在电缆和插头间轻盈飞舞……绕月探测工
程程、、嫦娥一号卫星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叶培建不禁竖起大拇指嫦娥一号卫星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叶培建不禁竖起大拇指，，称赞称赞
道道：“：“看郝春雨干活看郝春雨干活，，真是一种美的享受真是一种美的享受！”！”

坚守坚守 航天代代传承航天代代传承
加班是家常便饭加班是家常便饭，，陪孩子的时间就少之又少陪孩子的时间就少之又少。。有一年儿子生日有一年儿子生日，，说好说好

给他过生日的郝春雨刚刚到家就接到电话要返回单位给他过生日的郝春雨刚刚到家就接到电话要返回单位。。儿子嚎啕大哭儿子嚎啕大哭，，她她
在哭声中忍着泪下了楼在哭声中忍着泪下了楼。。忙碌了一夜回到家中忙碌了一夜回到家中，，看见儿子为她留的一块蛋看见儿子为她留的一块蛋
糕糕，，她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她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郝春雨说郝春雨说：“：“任何工作都有得有失任何工作都有得有失，，奉献给航天奉献给航天，，我不后悔我不后悔。”。”她说她说，，
有一次儿子参加跆拳道培训有一次儿子参加跆拳道培训，，老师问到家长是做什么的老师问到家长是做什么的，，他骄傲地说他骄傲地说：“：“妈妈
妈是把杨利伟送上太空的人妈是把杨利伟送上太空的人！”！”那份骄傲那份骄傲，，是流淌在血脉中的航天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航天情。。

20122012年年，“，“郝春雨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郝春雨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成立。。几年来几年来，，该工作室已该工作室已
经培养出经培养出 55名高级技师名高级技师、、3030名技师名技师，，占部门总数占部门总数 5050%%，，在同行业中遥遥领在同行业中遥遥领
先先。。航天航天““精精””与与““神神””将得以代代传承将得以代代传承。。

“少年勤学，青年担纲，你是国家的栋
梁。导弹、卫星，嫦娥，北斗。满天星斗璀
璨，写下你的传奇。年过古稀未伏枥，
犹向苍穹寄深情。”这是2017年感动中
国颁奖典礼上，评委对中国探月工程
总设计师孙家栋的颁奖词，寥寥数语
道出了其传奇的航天人生。

孙家栋 1929年出生于辽宁。年
少时，他便显露出坚韧的品格。他曾
因左撇子被学校劝退，但他仅用一年就
学会了熟练使用右手。

19岁时，孙家栋考入哈工大预科班。两
年后，他应招入伍，进入空军。之后，他获得去苏
联学习飞机制造的机会。求学时光漫长却丰富多彩，7年后，带着最高苏维埃
颁发的“斯大林金质奖章”，他登上了归国的列车。彼时，中国航天可谓一穷
二白。最早的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才刚成立。幸运的
是，他被分配到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跟从钱学森院长等一起开启了中国
航天新篇章。1967年国家决定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他被钱学森亲自点将，
负责并重组卫星研究队伍。这一年，他仅37岁。

1970年 4月 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上天；1975年 11月 26日，第一
颗返回式遥感卫星飞向太空；1984年 4月 16日，拥有了第一颗通信卫星……
这些历史性成就都与孙家栋紧紧联系在一起。2009年4月15日，我国自主研
制的第100个航天飞行器——北斗导航定位卫星发射成功。这是孙家栋担纲
的第34颗卫星，大家都尊称他为“总总师”。

说到老伴，他瞬间增添了几分浪漫色彩。时钟倒回1959年的一天，战友
的妻子将一张女孩的照片塞给他。刹那间，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让他的心
扑通直跳。从通信到见面，一见如故。仅仅126天后，他和魏素萍举行了简朴
而温馨的婚礼。1999年9月18日，古稀之年的孙家栋获得了“两弹一星”功勋
奖章。他迫不及待地给老伴带上了，他说：“军功章有你的一半。”

2004年，已经75岁的孙家栋被任命为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今年4月8
日，孙家栋迎来了88岁寿诞。但是他又给自己找个两份“工作”：亚太卫星宽
带通信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高级顾问。

孙家栋非常关注航天技术对生活的影响。他说，共享单车就是受益于地
理信息系统的发展，解决井盖丢失问题要用到北斗信息系统。“高精尖的航天
科技究竟能做到些什么，这不仅需要向孩子科普，更应该向不同领域的专家、
领导科普，只有他们真正理解了航天科技，才有可能推动更多创新。”

回忆起几十年的航天路，孙家栋说：“搞了一辈子航天，航天就像我的爱
好一样，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了。”

“相对导航建立！”4 月 22 日 9
时许，伴随着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飞控大厅总调度贺勇冷静响亮的
口令，天舟一号和天宫二号捕捉到
对方。这是他人生梦想的一次华丽
绽放，今年他34岁。

18 年前，当神舟一号飞船发射
升空时，贺勇还是一名高一学生。
从那刻起，他的心中便埋下了航天
火种。大学毕业后，他如愿成为北
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员。

此次天舟一号发射，他担任任务
总调度，不但要吃透任务方案，还要
沟通协调各系统、各参试单位，组织
开展联调演练……每天一睁眼，日程
表上就排满了计划，一直干到深夜都
停不下来。

负责天舟一号研制的同样是一
群充满理想和奉献精神的年轻人。
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舟一号
货运飞船总体研制团队中，最小的
32岁、最大的35岁，很多人二十八
九岁便开始和天舟结缘。

研制工作 6 年来，从蓝图到首
飞，他们伴随天舟成长。让载人航
天器总体研究室副主任张健印象深
刻的是天舟一号出厂前，9个同事在
一间会议室里把自己“与世隔绝”，
从早上 8 点一直干到后半夜，这样
一干就是一个多月。

在机械总体设计方面，团队核心
成员只有 3 个年轻人。6 年来，在老
专家的指导下，机械总体团队开创了
很多“革命性”的先河。例如三维数

字化研制，实现了无纸化协调工作，
直接打开电脑对照模型讨论。

天舟一号大到装载方案、布局配
平，小到货包设计、细到接口设计，所
有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设计。满载重
量达13.5吨的天舟一号，载货比达到
优秀的0.48，吊挂偏心水平度保持在
3毫米，这些骄人数据都是团队智慧
的结晶。

不断成长的青年一代，接过老
一代航天人传来的接力棒。一项数
据显示，中国航天工作者比世界主
要航天大国同行平均年轻 15 岁左
右。美国宇航局前局长米切尔·格里
芬曾说：“中国航天最令人羡慕的，
在于它所拥有的一大批年轻科学家
和工程师。”

1978年，王健儒出生在陕西西部
一个农民家庭，贫苦造就了他勤奋、
自立的性格。1996 年，他考入西北工
业大学航海工程学院，学习机械电子
工程。4 年的刻苦让他毕业时顺利进
入航天四院工作，被分配到一个刚刚
成立的预先研究室，从事固体发动机
方面的设计和分析工作。不到 4 年的
时间，他就能独立负责预研课题，并

成功申请到了四院首例总装探索一
代项目。

2014年，他带领不到20人的团队

开始向“直径 3 米固体发动机”努力。

经验空白，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他

说，自己几乎翻阅了能查到的所有资

料，无数次与专家、研制队伍等探讨，

最终制定了有效的技术路线和验证

方法。从 2005 年的理论预研，到 2015

年长征十一号飞行成功，再到2016年

直径3米大型固体火箭助推发动机取

得地面热试车成功，王健儒从一个毛

头小伙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总设计师，

还不到 40 岁的他已在该领域打磨了

10多个年头，是固体运载动力技术当

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之一。

王健儒对自己的评价是：聪明说
不上，但还算勤快。单位各个部段的
生产，他都亲临现场。跟他工作的设
计师说，好多次，王总刚在所里开完
会，就第一时间直奔几十公里以外的
厂区现场跟踪产品状态，然后又赶回
来参加下一个会议或前往试验现场，

结束后再次赶赴生产试验厂区，来来
回回不知几次。正因常年的忙碌，让
他的面容比同龄人显得有些苍老。

三天两头出差，让他跟家人相处
的时间非常少。他已经许诺孩子好几
年的出游计划一再泡汤。王健儒的妻
子也是一名设计师，工作很忙，但面
对更忙的王健儒，妻子不得不承担起
家里大大小小的家务，照顾老人孩
子。虽然有些埋怨，但她依然全力支
持王健儒的工作。

很多人无法想象，“味道”是王健
儒工作的关键词。因为每次燃烧试验
做完，他都在第一时间爬进燃烧室，
看绝热层烧蚀情况，仔细测出烧完后
的剩余量，为后续研制积累数据。但
其实，他闻到的都是各种碳化物、氯
化物等化学物质的刺鼻气味。

“想一想，再想一想”是王健儒的
口头禅，这句朴素的话背后是常人难
以想象的艰辛。多年的付出让他成了
同事口中技术问题的“活字典”，因为
他总能在第一时间调动大脑“数据
库”，迅速跟问题进行“匹配”，“搜索”
出相关结果和数据。

中华问天录中华问天录 太空逐梦人太空逐梦人
致敬奋战在航天战线上的劳动者致敬奋战在航天战线上的劳动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彭训文彭训文

很多人会对这一幕印象深
刻：当 1999 年中国首艘无人
试验飞船神舟一号发射时，控
制大厅里坐满了白发苍苍的老
一代航天工作者。18年后的今
天，当中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
一号搭乘长征七号火箭升空
时，控制大厅里忙碌的年轻人
占了绝大多数。这就是中国航
天劳动者实现的跨越。

“五一”国际劳动节将至，
中国航天劳动者仍在辛勤工作
中。正是老中青三代航天人的
辛勤付出，才有了中国航天事
业今天的成就。

近日，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成
功完成首次推进剂在轨补加试验。
今年 57岁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科技委主任包为民，一直坚守在任
务控制大厅，看数据、判断情况，
紧抿的嘴唇显示着他的心情……

1982 年，大学毕业后的包为民
来到航天部第一研究院第十二研究
所工作。他至今仍记得进所第一天
老所长刘纪原的一句话——“生在
永定路，死在八宝山！”在这里，他
开始了 35 年为航天事业辛勤工作、

自愿奉献的无悔人生。
包为民把从事航天事业看作一

种荣誉，他说：“每次航天发射成功
后，每个中国人都会感到振奋。作
为航天人，体会就更深刻。希望我
们的工作为中国书写一个更加绚烂
多彩的未来。”

58 岁的航天科技集团四院职工
徐立平对此深有同感。30 多年来，他
一直从事极其危险的航天动力燃料
微整形工作，曾多次经历生死考验。

1989年，一台国家重点型号的发

动机出现内部缺陷。为彻查原因，厂
里决定成立突击队，把燃料全挖出
来。刚参加工作的徐立平和同事们
一起钻进发动机内，面对燃料爆炸的
危险和高浓度有毒气体，完成了任
务，确保如期交付。

多年来，徐立平和极易燃烧爆
炸的火箭固体燃料近距离接触，不仅
从未失误，而且练就了加工误差不超
过0.2毫米的绝技。他亲手修整的发
动机，为中国多型运载火箭提供了
动力，保证了飞行的精度和安全。

在中国航天科工三院 111 厂的
三尺车床前，王阳自嘲是踩在中年坎
上的人。此时，他正忙着把一块块粗
重的“铁疙瘩”变成工艺品似的航天
精密零件。

王阳作为神舟系列飞船项目组
主要成员，担负着核心部件科研生产
任务。他连续 21年加工工件合格率
都是 100%，获得国家专利 3 项，10 年
工作58512个小时，相当于干了20年
的活，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王阳说，做到“零失误”只有一个
秘诀，就是师傅教给他的“眼到、手
到、心到”。他敢啃“硬骨头”、能啃

“硬骨头”。31年的车工生涯里，每当
遇到棘手任务，每当国内尚无可参考
的技术资料和生产经验时，他就主动
站出来。

如今已成了师傅的王阳，主要做
一些传帮带工作，毫无保留地把技术
传给徒弟们。他说：“我不敢说自己
在技艺上超过师傅，但是看到自己的
徒弟中有超过我的，心里特别高兴。”

敢想敢干、雷厉风行，虽已 45岁
的宫顼看起来像小伙子一样精神。
他是航天五院深空探测领域副总师、
复材产品事业部副部长，曾获得国家
科学进步三等奖、国防科学进步二等

奖等奖项。
1997年，东方红三号太阳翼关键

设备研制开始了国产化进程。但彼
时中国航天正在遭遇“小寒冬”，饱受
技术封锁和人才流失之苦。宫顼勇
挑重担，参与到任务中。他每天奔波
于设计部门和生产车间，为的是摸透
结构，吃透难点。

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换来硕果，
最终他带领团队首度创造了适用于
中国太阳翼基板的工艺标准与规范，
特别在工装模具的设计、固化制度的
革新与产品平面度控制规范中取得
重大突破，实现了多项中国创造。

航天二代：生死不弃 无怨无悔

中生代：继往开来 薪火相传中生代：继往开来 薪火相传

新生代：朝气蓬勃 再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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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古稀未伏枥
犹向苍穹寄深情

——记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
吴 倩

固体运载技术“活字典”
——记航天科技四院固体运载火箭发动机总设计师王健儒

航天伉俪——天舟一号发射试
验队秘书田园和其丈夫、载人航天总
体部电气总体室主任刘宏泰。

右图：2016年11月18日，北京
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庆祝天宫二号
与神舟十一号任务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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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舟一号震动试验指挥工作

人员。

2012 年 6 月 29 日，神舟九号飞
船返回舱安全着陆，北京飞控中心
主任陈宏敏露出笑容。 张婧摄

吴 倩
120 吨整体式大推力发动机问

世，长征十一号全固体动力运载火箭
首飞，直径2米3分段、直径3米2分段
大型固体助推发动机研制成功……短
短5年，航天四院41所固体运载火箭
发动机“70后”总设计师王健儒和他
的团队一次次创下我国固体火箭发动
机直径、装药量、推力的研制纪录。

景海鹏景海鹏
刘洋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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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 梦中破解难题

郝春雨是中国空间技术
研究院下属北京卫星制造
厂电子装联中心的一名
电装工人。今年45岁
的她已经是头顶中华
技能大奖、全国技
术 能 手 、“ 巾 帼 建
功”先进个人、航
天技能大奖等众多光
环的技能大师。今年
年 初 ， 她 又 荣 膺 2016

“感动航天”人物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