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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奋斗的青春，换来火箭发射最快纪录
全国五四奖章获得者刘萧磊的“快舟”人生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黄艳、李思远)太空，
也许是最有诗意的远方。

当快舟一号甲火箭带着三个卫星奔向
“诗意的远方”时，在直刺苍穹的轰鸣声里，
“80 后”刘萧磊握了握自己的拳头。

这是无数个日夜奋斗的胜利，这是时间
给勤奋者、给踏实人最好的回报。

2002 年，刘萧磊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
业进入航天科工集团第四研究院(下称“四
院”)工作。这里良好的成长环境和工作氛围，
让他心无旁骛地钻研航天研发设计。

“学校的知识偏理论，工程中的实际经验
更重要。”他一有时间就研习单位前辈们留下
的技术“宝典”，遇到不懂的问题主动向有经验
的同事请教。刘萧磊回忆说：“那时候就一门心
思在工作中学习，想用两年时间快速让自己
成熟起来。”

“拼命三郎”的精神很快就有了回报：
2006 年，25 岁的刘萧磊被破格评聘为工程
师；2007 年，被破格聘为高级主管设计师；
2009 年，被任命为弹道射表设计副主任设计
师，结缘“快舟”任务；2012 年，任“快舟”总体
副总设计师。

早在 2003 年，四院首次在国内提出“快
速响应空间系统”概念，这一想法在当时并不
被看好。为了消除外界质疑，在总设计师梁纪
秋的带领下，刘萧磊与研发团队用大量的仿
真分析数据证明了快舟火箭总体方案的优越
性。从办公室到调试间，再到总装测试厂房，
这些“快舟”停留过的地方，都留下了快舟团
队奋斗的足迹。

2 0 0 多次场外试验、5 0 0 多天加班、
1000 多次现场攻关、3000 多份技术文件、
4000 多个参数调整，见证了刘萧磊和团队
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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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项，多项技术属于国际领先、国内首创。
十年磨一剑，2013 年 9月 25 日，快舟火

箭成功发射，创造了我国航天发射和应用最
快纪录，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具备了空间快
速响应发射能力。

紧接着，2016 年 4月 24 日，在首个中国
航天日，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与长光

卫星公司签订了我国首单商业发射合同。
签单的喜悦同时伴随着时间和技术的双重
压力，留给快舟一号甲团队的时间少之又
少，为确保首个商业发射服务合同按时履
约，刘萧磊带领团队进入了没有节假日、不
分黑白昼夜的工作节奏。

2017 年 1 月 9 日 12 时 11 分，在我

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快舟一号甲固体运
载火箭实现“一箭三星”发射，创造了 8 个
半月完成研制、发射任务的国内卫星发射
最快纪录，开辟了我国微小卫星商业航天
发射的新领域。同时，快舟一号甲在技术和
模式上开创了很多先例：首次单独依靠天
基测控完成首区外测；在研制过程中积极
引入民营企业高效、灵活的经验和技术。这
些创新有效降低了运载火箭研制成本，简
化了发射流程，极大地满足了商业航天快
速、低成本发射需求。

“选择了航天，就意味着责任和使
命。”这是刘萧磊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也是蕴含辛酸和泪水的一句话。2008
年，快舟项目研发进入紧要关头，半岁的
女儿却被查出凝血功能不强，甚至被下
达病危通知。这时，他的妻子主动提出辞
掉工作照顾孩子，让刘萧磊安心地投入
到他所挚爱的航天事业中去。

2017 年，刘萧磊获得“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对于这份荣誉，他说：“我只是沾了
航天事业的光，我身边有很多的优秀航天
人，他们战斗在国防科研一线，他们一直无
声奉献，才是真正的时代英雄。”

如今 37 岁的刘萧磊已经成为我国商
业航天领域年轻的中坚力量的代表。去年
年底，他接受了新的任务：担任航天行云科
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带领一支新的
团队攻坚“行云工程”。

16 年的时间，刘萧磊从青年走到中
年，从学生走到副总设计师，他的背后站
着整个快舟团队，站着我国航天战线上
无数的研究者、劳动者。他们把青春掷向
太空，火箭升空只是刹那的绚烂，而这背
后是他们值得被铭记的朝朝夕夕的默默
付出。

▲刘萧磊（左二）带领快舟一号甲团队开展仿真试验（2016 年 11 月摄）。 新华社发

拼了 13 载，打破国外技术封锁产品垄断
特种光纤专家王昌的科研成果广泛用于油井、矿道、尾矿库等领域

新华社济南电(记者萧海川)快，是王昌
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他走路快，团队里二十
来岁的小伙子想跟上他都要花些力气；他说
话快，面对记者的提问，略一思索便娓娓道
来。有人说，在他面前好像有什么目标，再紧
走两步就触手可及；在他身后又好像有什么
东西，稍稍放松就要撵了上来。

快，也是王昌工作的内容之一。作为国内
特种光纤技术专家，他每天打交道的就是细
如发丝的光纤与驰流不息的光线。在他手中，
光纤不只是信息传输的通道，更成为探知周
围环境要素的传感器。他所研制的特种光纤
器件，打破了国际同行的技术封锁与产品垄
断，被广泛用于油井、矿道、尾矿库等领域。

走到今天这一步，王昌用了 13 年。
2005 年，博士毕业的王昌离开湖北武

汉，来到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工作。临行
前，他曾有机会留在生活了 9 年的母校，成为
一名高校教师。但思前想后，王昌决定还是到
外面去闯一闯。

“我想学以致用，尝试做些改变。”王昌攻
读的材料学智能材料方向，如今正在诸多前
沿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的导师又专攻光
纤传感技术，为王昌日后的创业指明了道路。

材料学、智能材料、光纤传感，这些词汇
往往令人以为这是一个研究人员身着白大
褂、围着实验室精密仪器转的领域。王昌却
说，这只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小部分。很多时
候，他要像一线产业工人一样到生产现场，无
论多深、多远、多高。

“我们的最高目标，是怎么把实验室成果
变成真正可用的产品。”王昌记得有次去莱芜
一家铁矿调试设备，前后待了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他都穿戴得像一位矿工，花一两个小时
从地面下到数百米深的掌子面，一天在井下
十几个小时。随身带的饼子与矿泉水凑合一
下，就是一顿饭。

这一个月的时间，有一句话、一个时刻令
他印象深刻。这句话是，“没想到你也能这么
吃苦”；那个时刻是，自己研制的设备顺利投

用，并得到用户高度认可。“搞科研，不是阳
春白雪。当成果得到赞许，再多的苦也都化
成了甜。”王昌说。

13 年后，王昌已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泰山学者青年计划专家。但他依然很忙。周
一，他在青岛分部与同事讨论工作安排；周
三，他回济南参与具体项目成果验收；周
四，他到东营，与油田企业商议项目对接；
周末，他又在济南，与合作伙伴研究申报国
家重点研发项目事宜。

窄线宽光纤激光器，是王昌最引以为
自豪的成果。作为光纤传感的核心部件，它
让光纤蜕变为敏锐的“神经”，也被欧美国
家长期垄断。“比如油井钻探，井径只有碗
口大，井深超过 2 千米。需要一定技术手段
才能知道地层构造。”王昌说，以往的传感
器易受井下高温高压干扰无法正常工作。
国外服务商只提供探查服务，单次费用超
过数十万元，更拒售核心检测技术。

“根据光的折射率的不同，我们能判断
出哪里是水层、哪里是油层，同时整合了温
度、压力、流量探测。性能可以与国外产品
媲美，价格能低至对方的 30% 至 50%。”这
一技术成果为王昌团队赢得了 2015 年山
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今年，他正与两家融
资企业洽谈，准备成立一家科技孵化型企
业，加快成果的产业化转移。

站在人生的 41 岁，王昌说现在已经很
难自称“年轻人”，却是做科研攻关最好的
年纪。“前 5 年，年轻的我沉下心打好基础，
取得一些成果。5 年到 10 年，开始组建团
队，共同奋斗。”面对其他科研机构的高薪
聘请，王昌一概婉拒。

“我自己也经历着从将才到帅才的角
色转变。跳槽离开、重组团队，我等不起这
个时间。”王昌说，从国家到省市，科技领
域的改革如火如荼，大家都在为科技成果
转化而努力，“未来 10 年，将是我的黄金
10 年”。

操作数控机床最大精度能达到一根头发直径的三十分之一

“女刀客”赵晶：新时代的工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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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科学”号
电(记者张建松)雄伟的
红色吊臂矗立在船舯，
高大的红色吊架安装
在船尾，大大小小红色
仪器错落有致摆放在
甲板。第一次登上“科
学”号 ，第一眼就被船
上的“红色风景线”吸
引。深入采访后，方知
船上还有一支专业的
技术支撑团队，精心守
护着这些红色的仪器
设备。

作为我国新一代
海洋综合科考船，“科
学”号功能齐全，仅大
的调查设备就多达 50
多套。例如，水体探测
系统有万米温盐深剖
面测量仪、走航式多普
勒流速剖面仪、变水层
拖曳系统等。海底探测
系统有多波束测深系
统、浅地层剖面仪、多
道数字地震系统等。深
海极端环境探测系统
有 水 下 缆 控 潜 器
(ROV)、重力活塞取样
器、岩芯取样钻机

2012 年 9 月“科
学”号交付使用之初，中
科院海洋研究所参照国
际先进的科考船管理模
式，专门成立了工程技
术部，配备船载实验室。
经过五年发展，现已形
成一支 20 多人的专业
技术支撑团队，平均年
龄仅 30 多岁。

10 日，来自中科
院海洋所、声学所，山
东大学，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
所等单位的 80 名考察
队员和船员，乘坐“科
学”号，从青岛母港起
航，奔赴西太平洋，实
施麦哲伦海山科学考
察航次。

35 岁的姜金光是
本航次船载实验室主
任。这位曾经在海军
潜艇上工作过的小伙子， 2012 年转业后来到
“科学”号。他说自己当初的第一个感觉“是
从地下室搬到宽敞明亮的豪宅”，第二个感觉
是面对众多从未接触过的仪器设备“头皮发麻
心里打鼓”。在科考船上组建专业的技术支撑
队伍，当时国内尚无先例。在海洋所工程技术
部指导下，船上的技术支撑团队不断进行业务
磨合和更精细化专业分工，目前分为操控支撑
组、仪器设备组和水下缆控潜器组。

绞车和吊架是海洋考察中常用设备。“科学”
号有 5 台固定绞车，其中 4 台是万米级绞车。此
外还有集装箱式地震绞车、3000 米水文绞车、组
装式地质绞车。船尾安装的 A 型吊架十分先进，
但操作起来也极为复杂。

32 岁的丛石磊是操控支撑组负责人，2012
年从青岛科技大学毕业后来到“科学”号。“刚走出
校门就挑上了重担，‘压力山大’。每次设置软件开
动绞车，将几千万元科考设备放入几千米深海，心
里既自豪又担心。每次出海都提心吊胆，生怕设备
出现故障。”丛石磊说，“如今经过不断摸索，我对
仪器设备的脾气性格已了如指掌，终于可以放下
思想包袱，坦然出海了。”

最艰苦的时候，丛石磊一年有 300 多天都在
海上。自从“科学”号从青岛起航，丛石磊就带领
梁威、王世刚、蔡卫宁等操控支撑组技术人员，每
天维护保养船上设备，确保抵达目标海域后以最
好的状态投入作业。

近年来，“科学”号上的“发现”号 ROV
组不断立功，在南海发现裸露可燃冰、在冲绳海
槽发现活跃热液喷口、在卡罗琳海山发现“珊瑚
林”和“海绵场”等。截至目前，已下潜作业
170 次。每次海上作业， ROV 组的吴岳、高志
远、王传波、陈宇等技术人员，在各个岗位各司
其职，配合得十分默契。 32 岁的吴岳是 ROV
组负责人。 5 年来，他陪伴“发现”号 ROV 的
时间，比陪伴自己的儿子还要多得多。

“科学”号此次出航前，技术人员还对“发
现”号 ROV 进行了主浮体修复、控制系统调
试、吊点更换等全面维护保养工作。这是“发
现”号 ROV首次在中科院海洋所西海岸园区母
基地依靠自身技术队伍完成维护保养工作。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调查设
备与国外相比整体上还有很大差距，‘科学’号上搭
载的仪器设备，大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中科院
海洋所工程技术部主任刁新源说，“保障维护这些
仪器设备在海上正常工作，仅是我们工作的第一
步，接下来我们要研发自己的海洋调查设备，进一
步提升海洋技术水平。”2017 年，海洋所工程技术
部已申请了 7 项专利。

“耕海探洋、唯真求实、博学创新、厚德致
远”，镌刻在海洋所西海岸园区综合测试楼外墙
的这句标语，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科
学”号的精神，也是中国海洋人的精神。

▲ 3 月 13 日，“科学”号技术支撑人员对“发
现”号 ROV 进行下水前测试。

新华社记者张建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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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刘懿德)镗孔
刀、螺纹刀、切槽刀……她能够熟练使用的
刀具多达十几种；0 . 1 毫米、0 . 01 毫米、
0 . 002 毫米……她操作的数控机床，最大加
工精度能达到一根头发丝直径的三十分之
一；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技术能手、中国兵
器集团关键技能带头人……她用自己奋斗
的青春赢得了无数光环，却依然低调谦虚。
她是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第四分
公司(以下简称“一机集团四分公司”)数控车
工赵晶。

勤学苦练掌握真本领

走进位于包头市的一机集团四分公司小
件加工车间，一台台机床前，工人们熟练地操
作着机器，打磨出各式各样的零件。这些零件
最终将组装成主战坦克，成为国之重器。

2003 年，刚满 20 岁的赵晶来到这里工
作。从做学徒开始，她凭着顽强的钻研作风、
不懈的奋斗精神，在岗位上创造了一个个成
绩，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赵晶的专业是数控机床，但当时车间只有
普通机床。“我就从最基础的磨刀学起。”她说，
只有先把刀具加工好，才能车出各式零件。

“磨完刀必须水洗。冬天车间温度只有六
七摄氏度，手一沾水就冰凉，但她还是坚持练
习。”与赵晶同年进厂的杨成杰说，“她身上就
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如果说磨刀是体力活，看图就是不折不
扣的脑力活。零件图纸都很复杂，“记得有一
张图纸看了一个多星期才弄明白。”赵晶坚
信，只要肯下功夫，就一定会有收获。功夫不
负有心人，现在赵晶的读图能力数一数二，一
般的图纸几个小时内就能全部读完。

如今，赵晶被多所职业技校聘为客座讲

师。每次给即将工作的学生讲课，她强调最多
的就是“只有勤学苦练才能掌握真本领。掌握
了真本领，才无愧当代产业工人的称号。”

精益求精练就真工匠

在同事眼中，赵晶对精益求精有着固执
的追求，这是她从一位位老师傅身上感受到
的强烈的责任心。“再小的一个零件，最终也
会成为战车的一部分。每加工一个零件，都是
在为国防事业作贡献。”

有了这份责任心，赵晶总是在追求“更
好”。“有时产品允许有 20% 的废品率，我就
想着能不能做到 100% 合格。”

2006年至 2008年，赵晶连续多次参加自

治区级、国家级数控大赛并名列前茅，成为
数控车床界少有的著名“女刀客”。

随着声名鹊起，赵晶接的难活儿越来
越多。一次车间接到任务，要加工一批铜
套，最大加工精度 0 . 013 毫米，而当时车
床的加工精度仅为 0 . 03 毫米。

要求高、难度大，没人愿意接单，难题
最终落到赵晶身上。接到任务绝不推脱，为
确保精度，她反复揣摩，一次次试制，一遍
遍研究产品参数、琢磨加工方法，最终成功
消除了加工中的不稳定因素，使产品合格
率达到 100%。

赵晶的工友陈文军说：“真正的工匠就
是要有精益求精的追求，敢于担当的勇气，
赵晶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不懈创新方为真大师

2013 年，自治区级“赵晶技能大师工
作室”申报成立；2017 年，国家级“赵晶数
控大师工作室”成功获评。

获得“大师”称号的赵晶并没有躺在功
劳簿上“吃老本”。“人到什么时候都得奋斗。
技术工种更是这样，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以赵晶名字命名的大师工作室成立之
后，她就一直带领团队成员承担起攻坚克
难、革新技术的重任。

赵晶最满意的技术创新项目是“螺纹
钢套提质增效”。日常作业中，螺纹钢套的
加工量很大，但一直沿用的工艺加工精度
差、废品率高，且每个零件的加工时间长达
65 分钟。

为了攻克这个难题，赵晶尝试用数控
机床进行加工，并专门编写加工程序。“我
利用下班时间，在家把程序一段段写在纸
上，第二天上机操作，然后修改完善。”一个
模块接着一个模块，赵晶编写的程序最后
达到三四万字节的容量。那段时间，赵晶家
里满是写满程序代码的草纸。

赵晶的心思没有白费。经她改进后的
螺纹钢套生产工艺一次即可加工成型，用
时仅为 5 分钟，废品率也比以往降低了
30%。

仅 2017 年以来，赵晶带领大师工作室
团队成员就完成了近 30 项技术革新，革新
后的生产工艺效率最高提升 20 倍。

“新时代的工人必须脚踏实地，不断追
求技术创新和突破，这样才会有更大发
展。”赵晶说，“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大师’称
号对我而言是一个更高的起点，绝非是最
后的终点。”

▲赵晶在为数控机床更换精加工所用的刀片（3 月 5 日摄）。 新华社记者彭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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