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 王征（右二）与技术人员在生产厂房。（资料图片） 图② 王征在发射场。（资料图片）
图③ 王征（右）在国企敬业好员工颁奖现场。 封晓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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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前的 11 月 3 日，神舟八号与天宫
一号目标飞行器在举世瞩目中实现太空
牵手。14天后，伴随着神舟八号飞船返回
舱安全降落至预定地点，我国首次空间交
会对接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一刻，作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γ高度表的主任设计
师，王征心潮澎湃。为了这一刻的到来，
他和项目团队已经努力了十余年⋯⋯

决定成败的γ高度表

2000 年,王征进入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三院 35 所工作。那一年，35 所γ高度
控制装置原理样机研制完成，并争取到总
装的立项批复。为了这个批复，35 所争
取、等待了 7年之久。

王征说自己很幸运，因为上班第一
天就被安排到γ高度控制装置研制队
伍。然而在入队之初，王征对这里的工
作一窍不通，研制找不到突破口，满腔热
情无处释放。他的师傅张志谱研究员对
他说：“我们这支队伍不缺挫折、不缺磨
难，更不缺信念，我一定要把咱们国产γ
高度控制装置送上天！”王征说：“师傅那
种对待工作的执着感染着我，驱使我不
断向前。”

γ高度表工作系统是神舟飞船飞行
任务的最后环节，该设备的成功与否，直
接关系到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关系神舟飞
船飞行任务的成败。

在飞行任务的回收着陆段，在距离地
面 8000 米的高空，γ高度控制装置会随
着主伞的打开，开始加电工作，实时测量
与地面的距离。距地 9 米，γ高度控制装
置将发出预指令信号，提示航天员即将着
陆。但真正的考验，是在距离地面 1 米左
右高度的转瞬之间。

返回舱靠反推发动机发射火焰，撞
击地面形成反推力减缓返回舱降落速
度，最终实现安全软着陆。如果反推发
动机点火太晚，则反推力不能减缓返回
舱的速度，返回舱有可能重击地面随后
弹起，从而给宇航员带来伤害；如果点
火太早，则返回舱距离地面太远，从而
导致反推力不够，同样不能有效减缓返
回舱降落速度。在一米之间，γ高度控
制装置将根据降落速度合理匹配点火高
度，精准发出点火指令，可谓载人飞船
的“倒车雷达”，承载起保护航天员生命
安全的神圣职责。

为提高可靠性与测量精度，高度控
制的发射器采用γ放射源，γ射线有极
强的穿透能力，返回舱不用开发射和接
收窗口，提高了返回舱的机械强度和密
封性能，这是无线电和激光高度表无法

相比的。

中国航天不能受制于人

长期以来，我国γ高度表在技术上一
直受制于国外，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七号，
一直引进使用国外产品，成为飞船上唯一
没有实现国产化的单机设备。

“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中国航天不
能受制于人！”国家荣誉驱使着王征向前。

从头学、从头干！王征暗自下了这样
的决心。他经常跑到清华大学、中科院高
能所等单位求教，把自己埋在一摞摞文献
资料里，夜以继日地学习、研究。

由于γ放射源可能对人体造成损伤，
很多人谈γ色变。在外场试验中，为了对
比验证产品的技术参数，常常需要多次用
长不过一米的专用取源工具将γ放射源
放进发射器。虽然已经采取了防护措施，
王征的身体也难免受到一定程度的放射
性损伤：轻度脱发、身体虚弱，转氨酶指数
高出正常值 4 倍。医生要求他住院治疗，
他却收起病假条继续投入到攻关任务
中。经过不懈努力，王征带领项目组成员
一举攻克了光子测距机理、测距精度、可
靠性设计等关键技术。

由于γ高度表的特殊性，大量外场
试验不是在寒冬进行，就是在酷暑，环
境十分恶劣。多少个冰雪严寒，王征和
他的团队虽然穿着厚厚的军大衣和毛皮
靴，但膝盖以下仍然被冻得没有了知
觉 ； 在 盛 夏 ， 荒 无 人 烟 的 试 验 场 内 ，
40 多摄氏度的高温，几乎把人晒到融

化⋯⋯然而，王征总是以苦为乐、不屈
不挠地面对这一切。

为了确保产品生产高质量，王征带领
项目组成员进行逐个工序的跟踪、检查和
记录，掌握第一手资料。2010 年，国内唯
一一家给神舟产品配套生产重要配件的
厂家要搬迁，生产线即将停产。得知这一
消息，王征心急如焚，不停给厂家打电话，
厂家觉得被频繁“骚扰”，后来便不接他的
电话了。王征并没有知难而退，他果断地
买了当天的车票赶到那家配套厂家，不厌
其烦地拜访厂长，向厂长说明情况，请求
不要停产。最终，王征执着的精神感动了
厂长，厂长同意生产线暂时不搬，直到生
产完该配件。

立志航天报国

立志航天报国，是王征的坚定信念
与不懈追求，他早已把这个信念转化为
实际行动。在γ高度表研制最紧张的日
子里，他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统
筹全组所有的科研进度，常常加班到深
夜。在他的时间表里，已经没有了“8 小
时工作制”和节假日的概念。在一次产
品的试验过程中，外协件出现故障，飞
船 总 体 要 求 必 须 在 9 天 内 完 成 归 零 工
作。他不分白天黑夜，吃住在实验室，
一边进行故障模式分析，一边组织外协
单位开展工作。通过反复试验，按时间
节点完成了归零工作，按期交付飞船
总体。

2011 年，γ高度控制装置终于成为

神舟八号的正样产品参加任务。在任务
初期，王征和团队遇到了技术状态变
化，神八γ高度控制装置的设计共更改
了 57 套图纸，这些图纸在更改后相继审
了 8 遍，工艺文件校核 4 遍，全力保障任
务完成。

神舟八号返回的那一刻，王征并没有
观看现场直播，因为他又接到了为探月工
程研制γ关机敏感器的任务，正在进行技
术攻关。有人问王征是不是不敢看？王
征笑着回答说：“我们在工作中追求尽善
尽美，不马虎、也不犯怵，因此，对产品有
十足的信心。”

2012 年下半年，神舟飞船任务和探
月工程任务重叠，对王征和他的团队提出
了更加严峻的要求。那段时间，王征连续
几个月高密度、高强度地工作，在单位扎
了营，咖啡、红牛都当水喝了，实在熬不住
就行军床上一躺、军大衣一盖，补一会觉
后，回到电脑前继续工作。王征开玩笑地
称这种工作状态是“对月、举杯、喝红牛”，

“爱拼才会赢，只有‘拼’了，我才能问心
无愧！”

让“中国制造”遨游太空
——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院35所γ高度表主任设计师王征

本报记者 刘 瑾

国家电网福建省电力
有限公司管理培训中心离
休干部高君芷，20 多年如
一日资助失学儿童，尽己
所能支援灾区，累计捐款
20 余万元，资助学生 300
余人，被评为“第五届全国
道德模范”。

情暖失学儿童

高君芷今年已 95 岁
高龄，她的捐资助学路，可
以追溯到 1991 年。当时，
高君芷将个人书画作品所
得的 100 元奖金寄给希望
工程，而她当时每月的养
老金不过 200多元。

从那时起，她就以微
薄之力，尽其所能，托起贫
困儿童的上学梦。

广西巴马县所略乡尚
勤村的卢凤金是高君芷资
助的一位女童。卢凤金因
家中贫穷一度辍学，高君
芷得知后，立刻与尚勤村
村 委 会 联 系 ，资 助 小 凤
金。1997年10月，卢凤金
因父亲生病住院再次面临
失学，高君芷得知后立即
寄去 300 元救急。高君芷的关爱，成为照耀小凤金
勇敢前行的一缕阳光。“长大后，我一定要像您一样
尽自己所能帮助别人。”她在给高君芷的信中写道。

2002 年的一天，高君芷看到福建省妇联、省
妇女儿童基金会正在实施“春蕾计划”的消息，
她算了算家中积蓄，留下日常的必要开支后，将
积攒的 1.5 万元全部捐献出来，结对帮助 25 名山
区女童。

一年后，为帮助更多贫困女孩上学，她又将用于
治病的 4 万多元拿出来。同事劝她先治病，病好以
后再捐，高君芷却说：“孩子们等不了，我能帮一点是
一点。”

这 4 万多元是当年福建省“春蕾计划”收到的最
大数额个人捐款，相关部门用这笔爱心款在福建省
大田县太华中心小学办了一个“春蕾班”，帮助 50 名
贫困女童重返校园。

2005 年 9 月 9 日，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 7 个
小时后，85 岁高龄的高君芷来到太华中心小学，看
望这些“春蕾班”的孩子。

教室里很安静，只有高君芷轻轻的讲话声和孩
子们感动的抽泣声。一名女童代表全班同学给高君
芷送上了百只千纸鹤，“祝福高奶奶平平安安⋯⋯”
说着说着，她已泣不成声。

“要有爱国心、责任心、同情心，你们要自强、自
立、自尊、自爱，要懂得帮助有困难的人⋯⋯”她语重
心长地叮嘱孩子们，而这正是她一生的追求和坚守。

“春蕾班”的孩子在高君芷的关心呵护下健康成
长着，2012 年 8 月，当年那个给高君芷送上千纸鹤
的“春蕾”女孩李晓红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和一筐土
鸡蛋，到高君芷家中报喜。

心系困难群众

慷慨解囊助困的高君芷并不富裕。离休至今，
她一直住在一套年代久远的二手房里，屋内装修十
分简陋，纳凉的蒲扇用透明胶布粘了又粘。她很少
给自己添置衣服，最好的一套带薄绒的衣服是她的

“专用礼服”，只在出席重要活动时才拿出来穿。
在资助失学儿童的同时，她也一直为灾区群众

奉献着爱心。1998 年 8 月，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
灾，她取出 1000 元汇到中华慈善总会。后来，她
又为灾区群众捐款 9000元、捐献衣服 35件。

2000 年 12 月下旬，我国西部严重缺水。高君
芷将省吃俭用存下的 1 万元汇至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认捐 10口水窖，解决 10个家庭的喝水问题。

2005 年 1 月，印度洋海啸给当地居民造成巨
大损失，高君芷看到有关报道后捐款 2万元。

汶川特大地震和玉树地震发生后，高君芷都先
后在第一时间捐出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 1万元。

在高君芷的感召和带动下，国网福建电力管理
培训中心成立了高君芷助学基金和青年志愿队。老
人闻讯非常高兴，写下了“真善美”三个字，并以
基金会名誉理事长的身份捐款 1.5 万元。2012 年至
今，基金会累计募集善款超过 10 万元，先后资助
了 32名失学儿童和 7名贫困大学生。

第五届全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高君芷倾囊助困数十载

：

爱心映得晚霞红

本报记者

石

伟

通讯员

林丽萍

高君芷获得福建省首届八闽慈善奖。（资料图片）

在辽阔的新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
在天山南北行走，穿戈壁、攀高山、越沙
漠、趟冰河、跨雪原⋯⋯用自己的双脚，
一步一步“描绘”新疆公路交通的蓝图。
他们就是新疆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的
员工，毛爱民是这一群体的杰出代表。

毛爱民是新疆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
院副总工程师、技术审查部主任，2012
年 9月至 2013年 9月，他作为自治区“西
部之光”访问学者，在交通运输部公路科
学研究院研修学习。如今，43 岁的他已
成为研究院技术带头人。

大道畅行勇为先。作为交通建设的先
行者，毛爱民走过多少路、开辟了多少
路，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但刚参加工作不
久的经历，让他至今难忘。那是在测查哈
密至巴里坤公路时，在一个叫头道沟的地
方，他和同事完成当天的工作时太阳已落
山。夜色中，寒风凛冽，他们骑马前行，
到后半夜才辗转回到寄住的老乡家。现在
回想起来，毛爱民还有些后怕：山路崎
岖，稍有不慎就会跌落山谷。

在野外作业，早出晚归、战严寒斗酷
暑是常态。“我们的工作是与路打交道，
为公路建设开展前期测查，往往是在人迹
罕至、没有路的地方工作。”院党委书记
冯虎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做好这项
工作，首先要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一次夏天赴野外作业，酷热无比，工作
地点连一棵遮阴的树都没有，只能任由烈
日暴晒。午饭时，毛爱民和同事掏出早上带

的馒头、豆腐乳，每人躲在一根电线杆旁
吃。“实际上电线杆只有碗口般粗，也遮挡
不了多少阳光。”郭刚当时刚参加工作不
久，他回忆道：“我就想着这一天快点过去
吧，但看毛爱民却淡定得很，还有说有笑。”

由于工作需要，毛爱民与同事有时出
差长达两三个月，白天勘测，晚上整理资
料、做笔记，经常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我发现他们刚出差回来时，都不敢过马
路。”人力资源部的郭岩笑着告诉记者，

“他们好久没看到这么多的车和人，回到
城市有点眼晕”。

作为“西部之光”访问学者，毛爱民
在北京研修期间，不仅注重自身的学习，
还着眼长远，促进工作单位与研修单位在
技术、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通
过他的牵线搭桥，今年 7 月，新疆交通规
划勘察设计研究院和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
研究院签订了战略合作伙伴框架协议。

院党委书记冯虎说，毛爱民事业心、
责任心特别强，不仅掌握“技”，还谋划

“道”，能够从全院发展出发，从人才培养
出发，从队伍建设出发，思索问题、提出
建议。

在京研修期间，毛爱民系统地研读了
路基规范修编涉及的重点科技项目课题报
告，跟踪掌握了路基设计基本理论及国内
路基工程学科发展动态。回到工作岗位，
又深入研究了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公
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公路土工试验规
程》，并有针对性地补强自身短板。

技术审查部是全院技术把关部门，毛
爱民作为部门负责人，对每一次勘察设计
精益求精，力求经得起时间检验。“不能因
为设计的原因，造成高速公路修好了、沿途
百姓出行却不方便了的尴尬。”他认为，“公
路勘察设计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考
虑社会效益，要有利于长远发展”。

在审查一份勘察设计方案时，他发现
方案忽视了公路沿途两户牧民的出行需
求，就要求重新设计、改进方案。“这个
工作其实是个良心活，一定要做到问心无
愧，不留遗憾。”毛爱民对大家说。

在新疆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毛
爱民的严苛是出了名的。党委办公室主任
温艳春说，“他经手的材料，肯定都反复仔
细看过。技术人员特别怵他，但又希望在他
手下工作，因为跟着他干成长特别快”。

“毛总的工作态度对我们帮助非常
大，带动了全院技术水平的提升。”院副
总工程师徐惠芬说，“我们拟定的科研管
理办法，毛爱民至少又改了十遍，更加完
善、科学，易于操作”。

随着新疆发展的提速，特别是新疆正
在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交通枢纽中
心，毛爱民和他的同事们更加忙碌了。现
在，“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
证”成为全院职工的常态。

“公路勘测工作是一辈子的事业。参
加工作 22 年来，我走过的路应该不算短
了，但未来的路依然很长很长。”11 月 17
日，毛爱民对记者说，“每天都是新起
点，为新疆公路建设奉献汗水和力量，我
乐在其中，我还在路上”。

“公路勘察设计是个良心活”
——记新疆第九批“西部之光”访问学者毛爱民

本报记者 乔文汇

11月 17日，毛爱民（中）与同事在察看高速公路项目方案图。 本报记者 乔文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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