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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青年节

新华社上海 5 月 3 日电(记者张建松)中国
航天最令人羡慕的是什么？是一大批朝气蓬勃
的年轻人。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上海航天技术
研究院，有一个“青春永驻”平均年龄始终在 35
岁左右的近百人团队，26 年来高高托举起“金
牌火箭”长征二号丁，发发成功，从未失利。

在我国长征火箭的大家族中，长征二号丁
是两级常规液体推进剂运载火箭，1992 年首
飞。截至目前，长二丁已成功发射 39 次，共将
64 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包括“悟空号”“墨子
号”“张衡一号”“高景一号”“实践十号”等卫星，
发射成功率 100%，是一款国内外公认的高可
靠、高效能“金牌火箭”。

26 年来，长征二号丁火箭还成为上海航天
培养年轻人的摇篮。长二丁研制之初，以首任总
设计师孙敬良院士为代表的团队，探索提出“六
严”航天文化，即：严格执行上级的各项规定，严
格按研制程序办事，严格技术要求，严格地面试
验，严格落实行政、技术两条指挥线的岗位责任
制，严格全过程质量控制。经过艰苦细致的工

作，长二丁连续三次成功发射，开启了中国航天
的“龙抬头”。

一代又一代年轻的航天人，在“六严”文化
熏陶中茁壮成长。从一名普通设计员到如今长
二丁总设计师，42 岁的洪刚将自己的青春岁月
与火箭牢牢捆绑在一起，逐梦航天。他说：“传承
和创新是我们两大制胜法宝。航天精神和文化
需要代代相传，同时要把创新融入我们的血液
和灵魂。很多技术和管理的创新都是从长二丁
开始的，我们经常第一个吃螃蟹。”

在长征火箭大家族中，长二丁火箭曾率先
“瘦身”，采用动力调谐陀螺小平台代替以往的
气浮大平台；曾率先设计标准搭载口，满足了各
种用户搭载需求；火箭搭配远征三号上面级，可
以多次启动，率先实现不同轨道星座部署。在今
年的一次发射中，长二丁还实现半长轴入轨偏
差仅 50 米、入轨轨道倾角零偏差，创造了中国
航天入轨精度的新纪录。

矗立在发射塔架上的火箭，点火后直冲云
霄的场景令人震撼。锃亮伟岸的火箭，是由几十

个舱段、上百台单机、上百根导管、上百束电
缆、上千个螺丝和上万个标准件，经过几千个
连接点的定力安装、几百个电连接器的插接，
精心细致地组装而成的。

长二丁团队中的总装人员共 20 人，绝大
多数是 85 后、90 后的年轻人，平均年龄不到
32 岁。总装负责人马璎说：“总装火箭既需要
个人精湛的技术，又需要团队的紧密合作。在
有限的空间里，操作人员要像猴子一样灵敏，
像机器人一样精准；检验人员要像啄木鸟一
样细致，像老鹰一样敏锐。”

“以老带新、经验传承；以身作则、言传身
教”是长二丁总装团队优良传统。曾经参加过
长二丁首飞任务的顾伟跃是团队中“元老”，
始终奋战在第一线，60 岁生日都是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度过的。27 岁的徐超秉承了师傅
精湛手艺，如今年纪虽然不大，自己也带上了
徒弟。

奉献的青春最美丽，拼搏的青春最值得
回忆。长二丁总设计师洪刚至今记得，当年刚

刚踏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首次承接整星对
外发射服务。首轮竞标成功后，发现存在“星
箭同频共振”的风险。外方很不放心，单方面
废标。长二丁团队却永不言弃，通过一系列大
胆高效的技术改进，消除了风险。并以专业、
敬业、实干、高效的态度，再一次竞标胜出。

“2012 年，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并创造了
当时入轨精度新纪录。外方在发射现场观看
的时候，比我们还激动。”洪刚说，“这次任务
一炮打响，开启了长二丁国际商业发射的大
门。迄今为止，长二丁已经为十几个国家提供
了商业发射服务。2017 年，还以‘一箭七星’方
式，将 5 个国家的卫星安全准确地送到了预
定轨道。”

运载火箭承载着人类自由飞翔的梦想，
也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航天梦。目前，
近 1 . 9 万人的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35 岁以
下的年轻人达 1 . 1 万人。这些朝气蓬勃的年
轻人，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希望和未来，也是上
海航天最值得骄傲的财富。

“青春永驻”团队 26 年高高托起“金牌火箭”
上海航天：长二丁团队平均年龄 30 出头，发射 39 次发发成功

新华社贵阳 5 月 3 日电
(记者骆飞)还有约两个月，程
嘉宁在贵州乌蒙山区的支教
“接力棒”就要递交给学弟学
妹们了。在去年阳光灿烂的 5
月，她和另外 15 名同学被选
作华中农业大学第十三届研究
生支教团成员，延续着学校自
2005 年以来、连续 13 年在贵
州毕节山区不间断的“支教接
力”，用“支教青春”守护着
山村未来。

程嘉宁所支教的学校名叫
“华农大石希望小学”，位于
毕节市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管
理委员会所在的大水乡大石
村。虽然名为小学，这里实则
是个只有 70 多个学生的村级教学点，除了当地 3 名专
职老师外，程嘉宁和其他 4 名一起来支教的同学便成了
学校的教学主力。

“我主要负责 3 年级 11 个孩子的语文教学，还兼
顾着教四年级的英语、一年级的体育，平时还要去家
访，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虽然辛苦但很充实。”
程嘉宁对记者说。

作为支教大学生，程嘉宁和队友们除了把更多精力
放在教育教学上，还积极通过学校、朋友等联系爱心人
士和企业帮助改善支教学校的教育教学环境。

华农大石希望小学校长王成范说，这些年的支教帮
扶，显著提升了学校教学质量，并改善了学校教育教学
环境。

他高兴地说，多年支教撒下的“种子”结出了果
实。从这所小学毕业的王祥、高守应等 20 多个孩子后
来都走进了大学校园，更多的孩子读到高中，知识的力
量正改变着贵州山区孩子们的命运。

同时，学校的操场也硬化了，还修建了抽水厕所、
淋浴房，每年寒冬腊月还组织爱心企业给孩子们寄来棉
衣棉鞋等过冬物资以及图书、文具等学习用品。

在支教的一年中，程嘉宁和队友们积极对接爱心人
士，为孩子们筹集包括保暖内衣、可充电台灯等总价值
几万元的爱心物资。同时，筹集近 2 万元在小学附近搭
建了一个“希望蔬菜大棚”，今年 4月初已正式投入使
用。

“建蔬菜大棚，一方面是丰富学生们的实践活
动，另一方面也想结合大家所学专业，试种一些符合
当地需求的蔬菜等，以便后期推广，帮助村民培育产
业，吸引更多家长返乡，减少农村留守现象。”程嘉
宁说，学校留守孩子比较多，缺乏父母关爱会影响孩
子身心健康。

谈到关爱孩子，程嘉宁讲了一个细节：“我们要求
孩子们每天坚持写日记，如有几天孩子在学校表现得很
高兴，那么在日记里肯定能找到父母回家了的信息。”
她说，对这些留守的孩子来说，什么物质都比不上父母
的陪伴。

尽管是孩子们的支教老师，但 1995 年出生的程嘉
宁也还是父母、老师眼中的孩子，支教生活也在改变着
她。“我其实和孩子们一起在成长，我教他们知识，他
们教会我坚强，甚至更多。”谈到收获，她有些激动地
说，有的孩子才七八岁就要独自撑起一个家，既要洗衣
做饭，照顾弟弟妹妹，还要喂猪喂鸡、干农活，面对困
难依旧乐观地学习和生活，让人心疼又感动。

和程嘉宁一起来支教的王凯阳和另外 3 名同学在当
地一所名为“本禹希望小学”的村级完小支教。这一
年，除了汇聚爱心，王凯阳把更多精力用于培养孩子们
的学习习惯。

“很多孩子早上六七点就到学校了，但大多没有晨
读和预习的习惯。通过努力，孩子们一年来都习惯了早
晨课前半小时的晨读和预习，效果也逐渐好起来。”他
说。

贵州省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主任邓守成说，这些
年，通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全国多所高校的研
究生支教团有 1500 多人服务贵州山区教育，他们充满
青春活力，为贵州教育注入不竭动力。在他们的助力
下，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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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后博士筑梦蓝天

▲ 5 月 3 日，团员青年在福州红星老人公寓为老人弹唱歌曲。

当日，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福州客运段组织团员青年，利用工休时间来到福
州红星老人公寓，以志愿服务的方式迎接“五四”青年节的到来。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在敬老院过“青年节”

地震中萌发的志愿精神之火越烧越旺
走近四川青年志愿者，寻找那些靓丽的青春风景

新华社成都 5 月 3 日电(记者董小红、吴晓
颖、吴文诩)志愿精神恒久，化作点滴行动。十年
间，废墟上崛起新家园，从汶川地震中萌发的志
愿精神之火越烧越旺，成为靓丽的青春风景。

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走近青年志愿者，
倾听他们从启蒙到成熟的故事，寻找和思考志
愿服务的未来。

志愿精神在地震中萌芽

“那次地震，激发了我内心做公益的欲望。”
刚从公益服务中赶来，错过午饭时间，撕开一包
饼干就吃起来，利落干练的杜灿灿笑着说。

十年间，杜灿灿已从北川中学的一名学生，
成长为成都公益组织“爱有戏”的负责人。

“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伤口长出的却是翅
膀。”地震后，她积极参与志愿服务。

像杜灿灿一样，地震激发了很多年轻人投
身志愿服务的热情，志愿服务精神在灾区撒下
蓬勃发展的种子。

“在激励别人时，我也会自我反思，逼迫自
己不能颓废，我们在共同成长。”四川大学经济
管理专业大三学生张星说。

张星是“五彩石”活动的一名志愿者。“五彩
石”孕育于汶川震后，通过在校大学生与灾区中
小学生结对进行“作文与书信交流”，帮助受灾学
生重建心灵家园。在四川大学，目前有近 2000
名像张星一样的在校生参与了这项志愿活动。

据共青团四川省委统计，“5·12”抗震救灾
中，受灾地区累计接受志愿者报名 118 万余人，
有组织地派遣志愿者 18 万余人，开展志愿服务
178 万余人次。

“从汶川地震起，中国志愿者瞬间爆发出巨
大能量，志愿服务领域也因此诞生了一个新名
词——— ‘应急志愿者’。”共青团四川省委社会联
络负责人说。

让每一份志愿力量专业化

汶川地震时，段志秀在北川中学读高中，

目睹好友离去，亲历了深入骨髓的截肢疼
痛。她带着心灵的创伤走进“五彩石”，逐
渐重拾对未来的信心。现在，她已是一名研
究生了。

“五彩石”活动发起人、四川大学教授肖
旭说，十年间，“五彩石”从未间断，目前参加
的高校志愿者已达 2 万余名，结对中小学范
围从四川扩大到云贵渝地区。

十年间，志愿服务范围在扩展，志愿者在
成长，越来越专业化、规范化。

“当时志愿服务是零散的，想得很简单，
现在我们思考很周全，想得很长远。”杜灿灿
说。

“灾区的援助不是短短的十几天，可能会
是漫长的几年，作为专业志愿者，我们需要将
援助进行到底！”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副秘
书长董明珠说。

四川汶川、青海玉树……自然灾害发生
时，董明珠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她看
来，志愿服务要持久，需要充分利用经验和知

识，以专业化凝聚每一份志愿力量。

志愿服务精神就在身边

“每次灾难，是伤痛也是考验，带来的是
进步与发展。”共青团四川省委社会联络负责
人说，从汶川地震 18 万余名志愿者涌入四川
灾区，到芦山地震后培育带不走的本土公益
社会组织，再到九寨沟震后的有序救援，十年
间，志愿者和社会组织迅速成长，专业化水平
日益提升，能更从容应对灾难，全方位参与社
会治理实践。

目前，成都“爱有戏”公益组织已在市内
1000 多个社区扎下根来，现有专职社会工作
者 212 名，从事社区互助、社区教育等公益活
动，让志愿服务精神感召更多身边的人。

“志愿服务不仅在偏远山区，我们每个
人身边也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从身边做
起，从社区开始，让志愿服务更加常态
化。”杜灿灿说。

▲苏文博在沈阳召开的无距科技农业无人机飞行控
制系统新品发布会上（2017 年 2 月 17 日摄）。

农用无人直升机飞行控制系统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
80% ，而沈阳无距科技有限公司如今更是国内工业级无
人机领域的佼佼者。然而，这家公司成立至今还不到 3
年，带领创业团队的是一位 80 后。

2015 年 12 月，在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硕博连
读，并留所工作了 4 年多的苏文博毅然辞职，创办了无距
科技。用他的话说，“无距”代表贴近客户需求，向前一步
的“无矩”则代表发散思维，在技术创新中不循规蹈矩，并
用“无惧”的心态坚定地克服困难。 新华社发

新华社石家庄 5 月 3 日
电(记者杨知润、闫起磊)河
钢集团邯钢公司的炼钢车
间，天车吊着巨型钢包从空
中划过，面前的炉台里炉火
通红，一名身着工装的年轻
人正在紧张地盯着火焰温
度，不时还用笔快速记录着
变化的数据，钢水就像有了
生命一样在他的“指挥”下
“百炼成钢”。

这名其貌不扬的年轻
“指挥家”曾夺得 2017 年第
11 届世界模拟炼钢挑战赛
总决赛企业组的冠军，也曾
当选 2017 年全国“向上向善
好青年”，今年他还成为全国
人大代表。

他叫周文涛，来自河北
省沧州市南皮县冯家口镇
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儿时
起父母便教育他要读书才
有出息，最终他不负众望以
优异成绩考入东北大学，成
为全村第一个考上重点大
学的人。

毕业后的周文涛来到
河钢邯钢三炼钢厂工作，刚
进厂房的他面对着巨大的
钢包、通红的炉火一时觉得
落差很大。不过他没有被眼
前的情景所吓倒，一有空余
时间就向师傅请教，短短三

个月，干起活来已经有模有样了。
三炼钢厂担负着整个工厂三条生产线约

80% 的中高端品种供钢任务。如何冶炼出高端
精品钢、降本增效成为周文涛的“烦心事”。

周文涛积极参与工艺试制，在生产过程中
精心呵护每一炉钢水，提高钢水精炼命中率。
他还打破“经验炼钢”的传统模式，不断提高数
字化冶炼操作水平。

“很多原来想都不敢想的像汽车钢等高端
品种，我们都可以稳定生产了。”周文涛说。近年
来，他和团队先后成功开发和优化了 131 个钢
种，成功解决了无取向电工钢钢水流动性控制
等难题。

面对第 11 届世界模拟炼钢挑战赛的总决
赛，周文涛边生产边备赛，白天工作晚上学习，
决赛时他用了不到 10 分钟就成功地炼出了第
一炉合格钢水。最终周文涛摘得桂冠，代表中
国钢铁工人赢得了比赛。

其实，周文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不
久前，同样来自邯钢的青年工人唐笑宇，夺得
第 12 届世界模拟炼钢挑战赛总决赛企业组的
冠军。一个企业连续走出两个“世界冠军”，这在
钢铁行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扎根岗位一线的周文涛告诉记者：“作为一
名新时代钢铁行业青年，不仅要弘扬工匠精神，
还要把自己掌握的炼钢技能传授给更多的职
工，大家共同努力去实现我们钢铁强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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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5 月 3 日电(记者陈席元)
“干农业，没个三五年，皮毛都学不到！”听说
有一对硕士刚毕业的 90 后小夫妻要来“拜
师”，在地里“摸爬滚打”了 30 年的农技专家
顾耀忠直犯嘀咕：年纪轻轻，正经大学研究生
毕业，怎么会想来做农场？

50 多岁的顾耀忠是江苏常熟董浜镇出
名的农技专家，田里的果蔬瓜苗，到他手里一
掐、一望，品质、收成立马不一样。

而这对“不走寻常路”的小夫妻，男的叫
李中奇，女的叫宁云霞，2016 年从南京农业
大学硕士毕业，2017 年春，听说基地附近有
50 亩荒地要流转，李中奇果断拿了下来。

“我要有自己的生态农场，种出安全、优
质的农产品。”出生在农村的李中奇深知传统
农业滥施化肥的弊端，他的目标是发展更加
科学生态的农业，读研时就选择了“生防微生
物”方向。

2017 年 9月，李中奇和宁云霞收获了第
一茬玉米，打上“硕士黄金玉米”的品牌，不到

6 天就卖了 800 斤，收入 6000 多元，以前笑
话李中奇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是个“书呆子硕
士”的农户看了，开始上门来要种子、问方法。

李中奇很得意，在他看来，要改变农户的
传统种植理念，只能靠示范，“农民看到能赚
钱，才会跟着来种。我的农场梦，就是从一点
点开始，慢慢改变传统的种植理念和方式。”

种完玉米以后，农场又收获了第一茬番
茄，但放了两天，摸起来还是硬邦邦的。一个
收货商过来，边挑边叹气：“东西不错，但摸上
去像没熟，顾客不敢买呀。”

李中奇站在一旁不吱声，番茄种子是他
以 200元一包的价格买的，为什么“叫好不叫
座”呢？他拍了张照片发给顾耀忠。顾耀忠一
看就明白了：“常熟气候与种子的产地河南不
同，你应该挑早熟品种。”

“虫靠治，病靠防。”隔着屏幕，顾耀忠追
问病虫害的问题，宁云霞下地一看，的确有些
果子上能看出病害。

顾耀忠急了，“病害蔓延很快，果子上能

看出来，说明已经严重了。”他建议把地里剩
余的番茄全部拔掉，老叶、病叶全部清理出
去，掐断传播源，把土翻过来晾一晾。李中奇
舍不得，他为了第一茬果子倾注了太多心血，
顾耀忠则生怕小夫妻俩不听他的话。

“又是品种问题，又是病害，这就是我担
心他们坚持不下去的原因。”顾耀忠说，“理论
知识与田间经验不是一回事，农业周期长，每
年的气候环境都不一样，市场因素变化大，经
验积累很重要。”

好在顾耀忠最终还是接受了李中奇和宁
云霞，愿意收他们当“徒弟”。2017 年冬至夜，
顾耀忠把自己攒了 30 年的手册交给宁云霞，
起垄、盖膜、埋种、销售，里面记载了一整套田
间管理“秘籍”。

一头有师傅“领进门”，一头有政策“亮绿
灯”。今年，江苏省出台意见，鼓励高校毕业生
兴办家庭农场，培养现代青年农场主。未来，
宁云霞希望能有更多怀抱初心的年轻人加
入，助力乡村振兴。

“90 后”硕士小夫妻的农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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