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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贾远琨

走进上海市静安区的一处老弄堂，时常可以听到悠扬的
小提琴曲，一首《我爱你中国》仿佛刻画了岁月的痕迹而更显
厚重……曲子出自一位 89 岁的老人，他叫程不时，曾是清华
大学弦乐队的小提琴手。与他相伴一生的，除了这把小提琴，
就是飞机。

2019 年 5 月 5 日是国产大型客机 C919首飞成功两周
年的日子。记者采访了 C919 项目专家组成员程不时老人，听
他讲述“萌生于民族危难之时的航空梦”，回顾中国民机产业
发展的艰难历程，感受科技创新为民族工业注入的蓬勃力量。

作为青年学子，那些血与火的苦难让他立志为国家设计
飞机固守国防；作为一名设计师，他坚定不移地开拓创新、推
动科技进步。从参加开国大典制作飞机纸灯笼，到将国产客机
“运 10”送上蓝天，再到亲历中国民机产业快速发展，程不时
为飞机怦然心动、欣喜若狂，也为之无奈感伤、攻坚克难……
无论经历怎样的挫折与反复，他始终坚定不移，要让中国大型
客机飞向世界的梦想变成现实。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不断地探索和总结中，我国
民机产业走上快速发展通道。近 20 年来，国产新支线客机
ARJ21 完成研制、适航取证并载客飞行；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首飞成功，进入试验阶段；中俄联合宽体客机 CR929 进入初
步设计……“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智慧凝结的力量！”程不时
感叹道。

程不时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和推动者
之一，他代表的是千千万万的飞机设计师、工程师、试飞
员……他们的航空报国精神鼓舞着更多的年轻人继续这项伟
大的事业。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祖国的蓝天，这份赤子之心令
人感动更令人振奋，他们对祖国航空事业的这份执着何尝不
会给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以启迪，以鼓舞。

血与火的苦难让他立志航空报国

“我想到学龄前就开始向往天空，想到在

国难当头期间亲历的那些血与火的苦难，我

从悲怆积愤的历史中树立起来的豪情壮志，

我坚定不移，我一定要设计飞机，来巩固国

防，捍卫国土”

“在我幼年的心目中，飞机是可爱的天使。”程不时说。
1934 年，4 岁的程不时家住湖北汉阳机场附近，常常有飞机
低低地越过他的头顶。

“三引擎旅客机的机声隆隆，在蓝天白云映衬下，飞机的
部件结构清晰可见。我仰头长时间目送飞机远去，无限向
往。”程不时说，“这样的一个大家伙能够飞上天，还可以把人
带到天上去，我觉得真的太好奇了！”他希望自己也能接近这
种能飞的机器，哪怕只是摸一摸也是福气。

父亲是留德回国的工程师，程不时的家随着父亲的工作
不断搬迁，山东、河南、广西、湖南……这个时期，程不时眼中
的飞机，从天使变成了魔鬼。不管搬到哪里，他们都常遭受飞
机的轰炸和扫射。“我的小学和中学阶段，几乎都处在日军不
断进逼下的逃难中，这其中的苦难简直难以尽述。”程不时说。
童年时代晴朗明媚的天空，被横行的敌机“撕裂”，笼罩着毁灭
与蹂躏的阴霾。

程不时一家搬到湘西的桃源时，河的对面是一家炮厂，不
知日军如何知道了炮厂的位置，派飞机来轰炸。“我们隐藏在
田间小沟里，上面盖上少许树枝，成为一个透着光点的甬道。
透过树叶的缝隙可以看到日军飞机一次又一次地飞掠过田
野，低得可以看清飞行员的飞行帽。只见飞机盘旋着，一种耀

武扬威的姿态，然后传来一阵阵炸弹爆炸声。这些漆着‘红膏
药’的飞机，在我的心目中有多么狰狞可恨！”

尽管逃难的生活颠沛流离，但程不时没有放弃学业。受到
父亲的影响，程不时自幼就对机械感兴趣，喜欢用数学和图形
的方法推理解决问题，最终他也如愿走进自己向往的学堂，并
学习了航空工程专业。

1947 年是程不时在高中的最后一年，从介绍大学的资料
中，他知道了清华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建立航空工程系的大学，
他便报考清华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并被录取了。

“我现在只要闭上眼睛，仿佛就能看到 17 岁时独自到北
平，初进清华园，来到有‘清华学堂’几个大字的一院大楼里入
学选课的情景。”程不时说。

当时，北平尚未解放，航空系主任介绍本系情况时说，现
在国家航空事业的发展势头很微弱，学航空的学生毕业后很
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建议志愿学习航空工程的新生最好转
到其他学科去，但程不时始终没有动摇。

“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当头棒喝！”程不时说，“我想到学龄
前就开始向往天空，想到在国难当头期间亲历的那些血与火
的苦难，我从悲怆积愤的历史中树立起来的豪情壮志，我坚定
不移，我一定要设计飞机，来巩固国防，捍卫国土！”

“你能想到吗，新中国的第一架‘飞机’是

一个纸灯笼！”

“飞机灯由一辆推车载着在天安门前的

灯海中大放异彩。”有人对游行队伍高喊：“希

望你们以后设计出真的飞机来！”程不时走在

队伍中，听到这话不禁喉咙哽咽，热泪盈眶

大学二年级时，有一天，程不时和同学们正在清华大学航
空馆的教室上课，突然不远处枪声大作。原来这时人民解放军
已经到了北平郊区，清华园得到解放。“后来才知道，我们的老
师就是地下共产党员，他已知道北平即将解放的消息！”程不
时说。

新中国成立了！清华师生欢欣鼓舞，留在学校的师生参加
了开国大典。大典后有盛大的提灯游行，各机关团体学校都制
作了大灯笼。“我们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师生就讨论，我们
要做一盏什么样的灯笼呢？我们是学航空的，就造一架从未有
过的飞机灯！这代表我们的专业，更是我们的热切志愿！”程不
时说。

开国大典之夜，长长的游行队伍点亮了各种灯笼，浩浩荡荡
通过天安门前，流向北京广大的市区，形成一条长长的“火龙”。

“这架飞机灯不是按一般灯笼的结构制作，在某种程度上

体现了飞机的实际结构。”程不时说，“飞机灯由一辆推车载着
在天安门前的灯海中大放异彩。通过检阅台时，受到热烈鼓掌
喝彩。我想，这不仅是对这盏灯的创意和工艺的赞扬，也是对
我们莘莘学子雄心壮志的肯定。”有人对游行队伍高喊：“希望
你们以后设计出真的飞机来！”程不时走在队伍中，听到这话
不禁喉咙哽咽，热泪盈眶。

“今天大概很少人知道，新中国第一架自己设计的飞机是
一架纸飞机，出现在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这丝毫不带任何嘲
弄，而是一个象征，代表着一种汹涌的建设热情。”程不时说。

“我毕业的那一年，新中国要大力发展航空工业。”程不时回
忆说，“当时很多人说造飞机很费钱的，修一条跑道需要一卡车
的黄金，而当时我们国家一穷二白，但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情况
下，我们也下定决心，咬紧牙关也要把飞机造起来。”

1951 年，程不时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设计新中国第一
批航空工厂，程不时全班 30 多个同学中三分之二被分配到这
项工作中。

“我们同学休息的时候就跑到屋顶上看星星，大家聊着什
么时候开始设计飞机啊？大家都很向往。我想我们是国家最早
一批航空技术人员，如果造飞机，我们一定有机会。”程不时说。

“我的历程仅仅是时代的一朵小小浪花”

“‘运 10’铸就了中国国产大飞机的奋斗精

神，那就是不怕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

于攻关、敢啃硬骨头。”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

被镌刻在石碑上，更深深地刻在中国航空人

的心里

1956 年六七月份，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在全
国科学规划会议之后，中国决定要建立自己的飞机设计力量。

大型飞机的研制任务于 1970 年 8 月由国家下达文件启
动，这项工程被称为“708”工程，以后这一飞机型号被命名为
“运 10”。

“运 10”研制地点定在上海，因为可以得到上海较发达的
科研与工业力量的支持。从历史上追溯，只是在上世纪 30 年
代初，上海的江南造船厂曾制造过双翼水上飞机。新中国成立
之后，上海不是航空工业的重点地区，只有飞机修理工业。为
了完成“运 10”的研制，全国各地的航空技术人员被调集到上
海组建队伍。这时的程不时 41 岁，担任“运 10”的副总设计师，
他从工作 20 年的军机领域转到民机，一干又是 30 年。

1980 年 9 月 26 日，是“运 10”首飞试验的日子，是程不
时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上海大场机场聚集了上万人，大家
都在为“运 10”是否真能飞起来感到紧张。

程不时回忆道，临跑道的一侧摆上了几排座椅，一群白发

佝偻的老工人和一位老工程师坐在那里。这位老工程师刚刚手
术，拒绝了继续修养的安排，要求尽快返回试制第一线，他把从
手术刀下夺回的有限生命献给这架飞机。终于熬到了首飞这一
天，他执意要来现场观看“运 10”的首次飞行。

“运 10”以昂扬的姿态直冲云霄，将外界的嘲讽、质疑甩进
太平洋。试飞机长王金大这样对程不时说：“‘运 10’的首飞体验，
就像大个子打篮球。篮球运动员个子高大，但动作十分机动灵
活。‘运 10’在空中就像篮球场上的运动员那样，一架这么大的飞
机，飞行起来却是生龙活虎。”

首飞成功，“运 10”飞越祖国的高原、湖泊、海洋、沙漠，并七
上青藏高原，中国的这一大壮举，令世界为之侧目。

1984 年 10 月 1 日，在新中国成立 35周年的国庆游行中，
“运 10”飞机的巨大模型代表我国航空工业的成就通过天安门
广场。

然而，“运 10”项目因种种原因搁置了。“我们的民族从农耕
时代走来，遭遇这样的挫折，或许是注定难以翻越的一座大山，
我感到无奈，但是我始终相信我们有能力研制民机，遇到再大
的困难都坚定不移。”程不时说。

经过了数十年的探索，中国民用飞机研制终于迎来新的曙
光。

自 2004 年起，ARJ21 新支线飞机走完了喷气客机设计、试
制、试验、试飞、批产、交付、运营的全过程，目前已经交付航空
公司实现载客运营，安全载客逾 23 万人次；

从“大型客机”研制到“商用飞机”研制的转变，不只体现在
字面上，而是从产品结构、技术路径以及市场探索全方位的提
升。C919 国产大型客机就是瞄准商业成功的目标“起飞”的。
2017 年 5 月 5 日 C919首飞成功，目前已有三架飞机投入试飞；
中俄联合宽体客机 CR929已进入初步设计阶段，备受世界

瞩目。
“航空工业不是靠初级劳动的堆积，而是要靠科技实力，航

空工业就是科技创新的一大标志性产业，是科技人员智慧的结
晶。”程不时说，“几代人的努力和心血共同推动了航空工业取得
重大突破。”

时至今日，人们依然不会忘记“运 10”带来的荣耀与教训。
在 C919 的总装基地摆放着一架“运 10”飞机，飞机前的石碑上
镌刻着四个字“永不放弃”。曾经参与过“运 10”项目的原上海飞
机设计研究所副所长杨作利感慨道：“‘运 10’铸就了中国国产大
飞机的奋斗精神，那就是不怕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于
攻关、敢啃硬骨头。”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被镌刻在石碑上，更
深深地刻在中国航空人的心里。

凝聚民族智慧，攻克科技尖端，走向世界前列

“曾经，我们被嘲笑是没有翅膀的雄鹰，这

个翅膀就是指民用飞机，现在我们可以挺起腰

杆了，我们已经自主设计研发了大型客机，将来

还会有更大的成就”

在一辈子从事飞机设计工作的程不时眼中，飞机就是一个
国家民族工业的“脊椎骨”。“曾经，我们被嘲笑是没有翅膀的雄
鹰，这个翅膀就是指民用飞机，现在我们可以挺起腰杆了，我们
已经自主设计研发了大型客机，将来还会有更大的成就。”程不
时说。

在谈到未来的计划时，程不时告诉记者：“我年纪已经很大
了，能够为民机事业做的工作有限，但我相信航空报国的精神
能够传承，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能够走向世界的前列。不论遭遇
国外封锁，还是在科技创新竞技场上比拼，我们都要持之以恒
地挺起‘脊椎骨’，不然就要永远做‘爬行动物’。如今，我们国力越
来越雄厚，培育出一批批科技人才，我们有底气可以用科学技
术来实现赶超。”

程不时尽管早已离开工作岗位，但他始终关心着民机产业
发展的最新动向。他认为：“科技创新就好比一座金字塔，我们今
天要抓住金字塔最要害的地方去突破，与各国力量携手攻克难
题，就比如 C919 就是全球智慧的成果，但我们掌握了最主要的
东西，就是飞机设计的知识产权。”

全球合作与自主创新是否矛盾？在程不时眼中，全球合作
和自主创新犹如鸟的双翼，缺一不可。自主设计意味着掌握了
飞机型号的主导权。比如，C919 从总体设计、气动布局、系统集
成到总装制造都由中国商飞自主完成，客机主要部分，如机身、
机翼、尾翼、发动机、起落架的布局、座位、航程、电源、航电系统
等由中国商飞自己设计，来自全球的供应商需照单完成。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我们有技术基础和人才储备，可以说，
中国有能力造出任何东西，但中国大飞机的使命已经不再是仅
仅满足“飞天夙愿”，大飞机要走的是产业化、国际化的道路，它
身上肩负的是带动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使命。

程不时说，年轻一代是幸运的，因为飞机事业可以成为他
们一辈子的事业。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在航空事业
中，他们一定更坚定、更自信。

从“纸飞机”到 C919：起飞，定是天高云阔时
访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和推动者之一，89 岁专家程不时

从参加开国大典制作飞机纸灯

笼，到将国产客机“运 10”送上蓝天，

再到亲历中国民机产业快速发展，程

不时为飞机怦然心动、欣喜若狂，也为

之无奈感伤、攻坚克难……无论经历

怎样的挫折与反复，他始终坚定不移，

要让中国大型客机飞向世界的梦想变

成现实

新华社记者骆飞

从南极到北极，即便是乘坐飞机或船都不是易事。而白
斌，一位普通的中国跑者，却用双脚从南极跑到北极。

5 月 8 日，在历时 433 天、奔跑 2 . 4 万公里后，白斌从南
极中国长城科考站抵达位于北极圈内的加拿大图克托亚图
克。记者联系到白斌时，他正在加拿大温哥华休息。回忆起这
一年多的奔跑历程，他话语间显得激动而感慨。

“这是一次极其艰辛而又难得的人生旅程，虽吃了不少
苦，但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是苦中有乐。”谈起挑战，今年
49 岁的白斌坚毅的话语更充满享受。

白斌出生在贵州省思南县一个小山村，自幼酷爱跑步的
他时常奔跑在乌江边崎岖的上学路上，加上长期习武锻炼，让
他在奔跑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耐受力。

因热爱而坚持，在坚持中又不断挑战。来自普通农民家庭
的白斌就这样一次次在极限奔跑中重塑着自己成长的轨迹，
不断朝着向往的生活前进：最初整日与计算机相伴的“IT 男”
变成了常年风餐露宿却乐此不疲的极限跑者。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白斌此次能挑战成功，离不开多年
来的一次次磨炼：从云贵高原跑步到西藏；从伊斯坦布尔沿着

丝绸之路到西安，他历时 150 天“跑步回中国”……
这些年来，白斌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尤其早年在西藏

集训时，一次攀登雪山遭遇意外，他险些被冻死。然而，困难并
未阻挡他前行的脚步，反而让他越挫越勇，不断突破自己，用
奔跑的姿态向人类的极限一次次发起挑战。

“比起之前的极限奔跑，这次‘跑地球’除了完成奔跑任务，
自己还要与团队共同应对各种无法预测的困难，对身心挑战
巨大。”白斌说，这是一次“没准备好”就开始的极限挑战。

的确，挑战从最初就遭到质疑，而后又遭遇资金链断裂、
后勤保障不足等。“在路上很多困难根本无法预测，更谈不上
准备。其实想好去干就行了，什么都计划好，反而什么都干不
成。”白斌说，只要自己不放弃，没什么能够击垮自己。

2018 年 3 月 2 日，由白斌国际体育和人众人发起，好朋
友李镇宇负责策划、执行后期保障，白斌负责跑步任务，一项
以两人姓氏命名的“李白跑地球”极限奔跑挑战正式启动。

白斌用“九死一生”来形容这趟行程：他途经智利、阿根
廷、秘鲁、巴拿马、墨西哥等 14 个国家的 219 个城镇。其中，极
地严寒、赤道炙烤、热带雨林毒蛇猛兽、南美国家动荡……没
一项不威胁生命。尽管如此，白斌和团队凭借超强意志和机智
勇敢闯过了一道道“关口”，并保持每日 55 公里的奔跑，最多
一天跑了 133 公里。

白斌说，“跑地球”不能中断，但在巴拿马通过达连地堑

时，面对这一世界上最未知也最危险的区域之一，他不得不选
择皮划艇从海上跨越“天堑”。

“地堑里雨林密布，既有毒蛇猛兽出没，也有非法武装藏匿，
想要徒步穿越根本不可能，只能走‘海路’。”白斌说，海上漂泊了
9 天，也是最困难的时刻，一望无际的加勒比海上，荒无人烟，食
物不足，几乎一天只能吃一顿，多是香蕉、面饼等。

这期间，白斌还因被晒伤导致腿部细菌感染，幸而被及时
送到医院救治才逐渐康复。那时医生提醒他不能跑步，但为了
完成任务，他硬是走了 40 多公里。

白斌说，自己能挑战成功离不开团队，更有一路上沿途国
家百姓和华裔的支持。聊到这些，这个自称“死过多次”的男人也
感慨：“我是踩着他们的肩膀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是这一路上
最美的风景。”

“一路上，虽然语言不通，文化也有差异，但人类挑战极限、
追求梦想的精神跨越了种族和国界，带着这种信念上路，让很
多不可能成为可能。”白斌说。

追梦人永远没有终点。“这次从南极到北极的跨越并不是终
点，我还有更多极限目标想实现，比如快攀珠峰、环地球奔跑
等。”白斌说，自己马上 50 岁了，时间不等人，有梦想要立马行
动，让有限的人生实现无限可能。 新华社贵阳 5 月 12 日电

从南极跑到北极，中国跑者白斌用双脚丈量地球

▲正在美国一号公路上奔跑中的白斌。（新华社发）

▲程不时在“运 10”机舱内。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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