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期·
“老兵”正年轻
2021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三

11

西 昌 举“ 风 云 ”，文 昌 托“ 胖 五 ” 中国航天最年轻“01”指挥员这样炼成
本报记者李国利、黄国畅
椰风拂碧海，
神箭冲九霄。
2021 年，海南文昌航天“大戏”轮番上
演，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天舟二号和三号
货运飞船相继从这里飞向太空。
“点火”口令
一次次响彻发射场上空。
举国欢腾中，很少有人注意到，
发出口令
的，
已不再是当年那位冲上热搜的“中国航天
最年轻
‘ 01 ’
指挥员”胡旭东了。
几个月前，
这位“80 后”悄然从大海之滨
的海南文昌，重新回到群山之中的四川西昌，
职务也变成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计划
部部长。
西昌是胡旭东最初踏上航天之路的地
方，
也是他以新身份再度出发的新起点……

凉山深处，年少成名
时间的指针，
回拨至 2012 年初。
1 月 13 日 8 时 56 分，大凉山腹地的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伴随着一声“点
火”口令，
乳白色的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腾空
而起，
成功将“风云二号”07 星送入太空。
那一刻，
刚 30 岁出头的“01”
指挥员胡旭
东笑得格外开心。
那是他第一次作为
“01”
指挥
员执行发射任务，
他也因此成为当时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乃至中国航天最年轻的
“01”
指挥员。
1980 年，
胡旭东生在安徽省舒城县。
他回
忆说：
“小时候，
有一次从电视里面看到火箭发
射的现场直播，
那种震撼场面至今印象深刻。
”
从那时起，
一颗航天梦的种子埋进他内心。
1999 年，
胡旭东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南大
学动力工程系。毕业那年，
看到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来学校招生，
他儿时的梦想从心底浮现。
就这样，他毅然从大都市来到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成为“发射场三大系统”之一的动
力系统的一员，
从此走上了航天人的道路。
然而，第一次接触实际工作，
面对操作面
板上红红绿绿上百个按钮，师傅宋涛讲解了
三四次，
他还是不能完全正确操作。
唯勤方得本领强。晚上，他埋头图纸堆，
学规程，研原理，练操作；白天，
他跟在老同志
身后，不停问不停记，不到一年已经记了十几
万字的学习笔记。一位被他多次询问的技术
骨干说：
“说实话，
问多了我也有点烦，
但他那
种锲而不舍的劲头儿，
确实令人感动。
”
2006 年，中心进入高密度任务期，系统
指挥员的培养迫在眉睫。优异的成绩和突出
的能力，
让胡旭东成为不二人选。
2007 年，
嫦娥一号任务在西昌发射场执
行，
胡旭东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人”。他作为动
力系统前端负责人，
直到发射前 8 分钟，
才和
其他同事一起快速跑下塔架，
进入安全地带。
2010 年，有一次，在发射前 4 分钟，已

经是动力系统指挥员的胡旭东突然发现一处
故障，他果断地向下级下达命令，
并向上级申
请暂停。同事尹相原说：
“整个过程处理得滴
水不漏，
让人不得不佩服。
”
2012 年，胡旭东终于成为“ 01 ”指挥
员，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圆满执行了两次发射
任务。就在这一年，他又面临两难的抉择：是
留在西昌争取更好的发展，还是远赴海岛追
寻大火箭的梦想。新的发射场意味着新的机
遇，
同时也充满变数，
但胡旭东没有犹豫。

大海之滨，惊魂三小时
2012 年 9 月，胡旭东从四川大凉山奔
赴海南文昌龙楼镇，来到了刚刚开始建设的
文昌航天发射场。
从那时起，年轻的他与同样“年轻”的长
征五号结缘。在大海之滨，
这被昵称为“胖五”
的我国新一代大型运载火箭，将给胡旭东的
航天人生带来又一个高光时刻。
然 而 ，初 创 时 期 的 那 段 日 子 真 的 很
苦——
— 宿舍没有建好，胡旭东和同事们就租
住在民房里。海南的夏天酷暑难耐，
室内没有
空调，
外面蚊虫很多，
又不能开窗。
2015 年，胡旭东被任命为长征五号运
载火箭发射任务的“01 ”指挥员。
“01 ”
指挥员，
是航天发射的大脑，
是火箭
发射任务技术上、指挥上的 NO.1 ，是火箭能
否“顺利发射、
成功发射、
圆满发射”
的关键。
为尽快掌握各系统准备情况，他跑遍了
发射场数十个建设改造项目，参与了几百台
套设备安装调试。在辽阔的发射场区，
经常能
看见一辆黑色小车穿梭于技术区和发射区之
间，司机说：
“来回五公里的路，
‘ 01 ’指挥员
每天得跑几十趟。
”
“指挥员必须了解每一个测试状态。
”
胡旭
东说。
为此，
他和同事们白天跟踪设备安装，
燃
料管道边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脚印；
晚上学习图纸，
每天身上的皮肤都因蚊虫叮咬
被挠得通红，直到把跟“胖五”有关的每个原
理、
每个系统、
每个岗位都完全弄懂吃透。
辛苦和付出得到了最有价值的回报。模
拟发射前夕，某设备出现问题，
胡旭东没有丝
毫慌乱，淡定娴熟地下达一条条处置指令，
20 多个小时后，成功排除这一重大险情，在
场的领导和专家都竖起了大拇指。
合练任务意义重大，
是检验测发能力的关
键一仗。
这期间，
他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没过
过一次周末，
小女儿出生时，
也没能赶回老家。
“能够参与我国最大推力火箭发射任务
是一辈子的荣耀，等女儿长大了，
她会为我骄
傲的！
”胡旭东说。
2016 年 11 月 3 日，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迎
来首飞的关键时刻。
那一天，
“ 01 ”
指挥员胡旭

东也经历了无比漫
长而惊心动魄的三
个小时。
数据统计显示，
全世界新型号火箭
首飞任务成功概率
仅为 51% 。长征五
号运载火箭首飞的
风险自不待言。
长征五号运载
火箭进场不久，一
场台风不期而至。
为确保状态随时可
控，胡旭东搬进了
厂房。在发射前几
天，完成白天的测
试后，他组织再识
别风险隐患、再分
析应急处置方法，
胡旭东在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
各系统的应急预案
他都如数家珍。
决定派出应急抢险队员返回活动发射平
11 月 3 日 10 时许，长征五号运载火
台，
现场手动排除故障。抢险队员调整好参
箭已经完成了液氧的加注工作。这时，
一个
数后，火箭终于“退烧”了。此时，距离取消
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测试发射大厅——
— 助
发射只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发射窗口不
推器的排气管路出现了泄漏。
得不继续延后。
此前一个多月，美国的 SpaceX 公司
距离最后发射时间仅剩 1 分钟，
现场再
“猎鹰 9 ”火箭，也是完成了液氧加注，在做
次出现突发情况，
控制系统指挥员突然打断
相关测试时发生了爆炸。
任务口令，
现场气氛一下子紧张到了极点。
听到泄漏的消息后，胡旭东很紧张，
担
没有任何迟疑，
胡旭东果断下达“中止
心是否存在相同的安全风险。经过现场检
发射”口令。这是中国航天有史以来第一次
查后，得出的结论是，火箭是安全的。由于
在程序进入到发射前负一分钟时又中止程
处理这件事情耽误了些时间，发射窗口不
序。好在经过十几秒的排查，
故障消失了。
得不向后调整了一个小时。
20 时 43 分 04 秒，胡旭东坚定地发
胡旭东没有想到，
这只能算是“小小的
出“点火”口令，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
长征
插曲”，
“危机”还在后面。
五号运载火箭腾空而起，
首飞成功。
时间来到了发射前负三小时。
由于火箭
“发烧”了，
无法满足起飞标准，
胡旭东不得
品尝失利，卧薪尝胆
不下达了口令：
“暂不进入负一小时程序！
”
这是一个艰难的口令。
2017 年 7 月 2 日，长征五号运载火
这个口令的下达，意味着临射倒计时
箭再度出征。然而这一次，
意外出现了——
—
暂停，
发射时间待定。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使
19 时 23 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
用的是液氢、液氧这种低温推进剂，
如果想
组织实施长征五号遥二火箭飞行任务，火
让火箭正常地点火起飞，就必须提前把火
箭飞行出现异常，
发射任务失利。
箭发动机的温度给降下来。但是，
在给火箭
同一个指挥大厅、相同的设备、相似的
“退烧”的过程中，
温度下不来。
场景、相似的动作，这次任务的“ 01 ”指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10 分钟、20 分
员胡旭东却是完全不同的心情。
钟、半小时……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胡旭东
坐在大厅里，胡旭东通过大屏幕眼睁
也紧张地攥紧了拳头。他知道，如果到了
睁看着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曲线异
19 时 30 分不能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发射
常，
不断地摇头叹息，
禁不住潸然泪下。
就只能终止，整个计划将面临调整，
数千人
他知道，
航天发射充满了高风险。但他
几个月的辛勤劳动就会付诸东流。
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真正直面失利场面。多
大厅内，所有人的心也都吊着，
紧紧盯
年来，每次受领任务，胡旭东都要求自己用
着大厅中央的胡旭东。
200% 的努力去争取 100% 的成功。
在得到任务指挥部的同意后，胡旭东
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失利后，胡旭

距离最后发射时间仅剩 1 分
钟，现场再次出现突发情况，控制
系统指挥员突然打断任务口令，
现场气氛一下子紧张到了极点
没有任何迟疑，胡旭东果断
下达“中止发射”口令。这是中国
航天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程序进入
到发射前负一分钟时又中止程
序。好在经过十几秒的排查分析，
故障消失了
20 时 43 分 04 秒，胡旭东
坚定地发出“点火”口令，长征五
号运载火箭腾空而起，首飞成功
东和整个团队没日没夜地开展任务复盘、查
找各种隐患、分析失利原因……他说：
“我不
可能因为某一次失败，
就放弃了航天的梦想，
失利没有让我气馁，
成功也并非一朝一夕。
”
1038 天后，2020 年 5 月 5 日 18 时 00
分，为我国载人空间站工程研制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首飞成功，正式拉开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步”任务的序幕。同
时，将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精确送入预定
轨道，
长征五号 B 首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长征五号 B 以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为基础
改进研制而成，
也是新型运载火箭，
主要承担
我国空间站舱段等重大航天发射任务。
“和长
征五号相比，
长征五号 B 的硬件、
软件都有变
化，用老方法测试新火箭，是要出问题的。”
特别是进入长征五号 B 任务准备期，设备恢
复和任务准备并行，
供气设备检测检修、加注
管路吹除置换、发射平台维护改造……几乎
每一项工作他都守在现场，
哪项落下了，
胡旭
东都感到“不放心，
觉都睡不好”
。
长征五号 B 任务正赶上新冠肺炎疫情来
势汹汹，
超 1/3 的人员不能投入到任务中。虽
然人员短缺，
但是测试发射质量标准从来没有
降低。
“航天发射有一条‘天规’：进度服从质
量，
进度服从安全。
宁肯一天多加班几个小时，
也绝不能因为人数少而影响质量。
”
胡旭东说。
成功来之不易。从长征五号遥二失利到
长征五号 B 首飞成功，胡旭东用 1038 天的
全力奔跑，
再次迎来航天人的高光时刻……
如今站在新起点，
回顾过往取得的成绩，
胡旭东说：
“荣誉绝不仅仅属于我个人，
而是属
于披荆斩棘、寒暑铸剑的文昌创业者，
属于历
经沧桑、走向辉煌的西昌追梦者，
更属于全体
英雄的中国航天人。
”

巡 海“ 逐 浪 高 ”，掌 舵 有“ 李 大 ” 东海深处，研究生海巡队员的海事之路
本报记者张肇祺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石浦海域，自古以来
渔业发达，又因为小岛环绕形成天然避风良
港，同时这里毗邻宁波舟山港核心港区和上
海港，航线纵横，东海的温柔富饶滋养着这里
的人民。
正午明媚的阳光中，宁波象山海事处渔
山海巡执法大队的海巡艇离开海事码头，碧
蓝的天幕下，白色的船艇划过近海浑黄的水
域，
驶向蔚蓝的东海深处。
“我们左手边是泥螺屿，前面是油菜花
峙，距离 20 海里是北渔山岛……”驾驶舱
内，副大队长李鹏对一路上途经的标志物如
数家珍，因为多年来无数个日夜的巡航，
他早
已把这片蓝色装进脑海。
在渔山海巡执法大队，17 名队员人均守
护 462 平方公里海域，这片水域的通航安
全、紧急救援、水上工程审批、违规船舶纠
查……大事小情都要亲力亲为，每天要面对
平均 2000 余艘渔船流量，一次执法甚至需
要往返 100 余海里，遇到台风、开渔等节点
则要 24 小时悬着心待命，上下三层的海巡
艇就是队员的“办公现场”。
李鹏介绍说，
队员们平均每周有两天是要
“驻船”的，
每到晚上，
“驻船”队员钻进仅有两
平方米大小的休息室，床铺仅一肩宽，
翻身都
要小心，
“但是窗户很大，
晚上也可以看海”
。
李鹏的家乡在山东淄博，在内陆城市长
大的他向往大海。高中时在杂志上看到大连
海事大学的介绍，他立志考到这里，
让自己的
学业和事业与大海紧紧相连。最终他取得轮
机工程学士学位和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学
位，
但他的海事之路并非一路坦途。
2008 年，李鹏入职宁波海事局，单位规
定新入职人员需要接受“上船”锻炼，他被安
排在一艘四万多吨的成品油商船上做了两年
的轮机员，每天在狭小闷热的轮机室检修维

护轰鸣的机器，
经常带着一身油腻值班熬夜。
“当时在船上很尴尬，老船员会开玩笑，
说我考了研究生还来做船员。甚至我的同学
已经当了大学老师，他的学生做了我的同
事。”李鹏说，
“但我是踏踏实实、沉下心来做
的，没有以研究生自居，所有脏活累活该干的
我都干，拿这份工资就要做好，
百分百投入全
身心敬业。
”
这段历练也让李鹏有了意想不到的收
获。2010 年，李鹏正式走上海事岗位，来到
镇海海事处从事危险化学品船只管理的现场
执法。检查船只下水、油渣排放等事项时，偷
接管子、写假记录等“惯用伎俩”都逃不过他
的火眼金睛。
“因为我做过危化品船员，所以
上船检查时谁都蒙不了我。
”
正如大海一样，海巡的工作也包罗万象，
不只有与违规船只斗智斗勇的大风大浪，更
多的是繁杂琐碎又专业性极强的后台工作。
李鹏说自己性格“木木的”，
不善言辞，但
说起工作，却条分缕析、滔滔不绝。在镇海海
事处，李鹏每年要面对 2600 多艘化工船进
出，日夜不停地运输 110 多种化学品。这些
化学品各有特性，因此李鹏需要将对应的装
卸要求、防护要求、环保要求烂熟于心。
李鹏介绍，为了防止船舱散装化学品残
上下三层的海巡艇是李鹏和队员们的“办公现场”。
受访者供图
余对环境造成危害，每次卸货后要对舱体进
行热水清洗，水量比例参照国际公约中的复
杂公式决定。然而在现场监管中，
由于计算复 ‘李大’”，为队员们护航、为队伍掌舵成为他
中，海巡队员驾驶“海巡 0717 ”艇，迫近
杂，
许多执法人员仅用估算确定水量。他开发
工作的重心。
160 米长，7 米多高，载重达 2 万吨的内河
了一个小程序，让现场执法人员可以一键算
千头万绪的海巡工作时常让新入职队员
船。近 4 米的高度落差，一架单薄的梯子
出所需精确水量，避免了估算产生的水资源
觉得无处下手，李鹏了解后为新入职的队员
架在两船中间，海上波涛剧烈起伏，
一不小
浪费，
或冲洗不彻底的隐患。
们编写了一份有 17000 余字的“学习手册”。 心就可能从两船间的缝隙处坠入海中。李
谈起这项小成果，李鹏说：
“我喜欢踏实
“ 90 后”队员赵晓倩刚入职时就收到了这份
鹏冲在最前面爬上倾斜的梯子，只身一人
研究，能让自己的研究为工作所用是我最自
“学习大礼包”，
她说：
“刚收到的时候震惊了， 面对船上十几名船员，最终成功引导船只
豪的事！
”
满满 36 页，都是我们‘李大’在繁重的工作
返航。谈起执法过程中像这样的案件，
他只
在队里，人们在称呼大队长时，
会亲切地
之余编写的。
”
说：
“我不冲又怎么能让队员们冲！
”
略去后两个字。自打 2019 年调任象山海事
近年来，查处内河船违规出海成为一线
去年，大队巡航 590 次，时间 1704 小
处副大队长，李鹏就成了队员口中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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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的一次行动中，
海巡队员驾驶“海巡 0717 ”艇，
迫近 160 米长，7 米多高，载重
吨达 2 万吨的内河船。近 4 米
的高度落差，一架单薄的梯子
架在两船中间，海上波涛剧烈
起伏，一不小心就可能从两船
间的缝隙处坠入海中。李鹏冲
在最前面爬上倾斜的梯子，只
身一人面对船上十几名船员，
最终成功引导船只返航
谈起执法过程中像这样的
案件，他只说：
“ 我不冲又怎么
能让队员们冲！”

次，救助人员 113 人……这串数字见证了
一支快速成长的队伍，更铭刻了队员们无
数次日晒雨淋，
险中逆行的坚守。
初到这里的游客都会被壮阔的海景所
震撼，但十余年如一日与海为伴，
再美的风
景是否也会索然无味？
“还是很美的！”这是李鹏的答案，
“因
为通过我们的工作让这片海域事故发生量
不断降低，
海洋通行更有效率，
船舶安全更
有保障了！”说着，他露出八颗牙的爽朗笑
容，
在被晒得黝黑的脸庞上显得格外闪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