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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 揣 梦 想 飞 向 海 天
——记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参谋长刘锐
本报记者 姜天骄
人物小传
刘锐，1997 年招飞入伍。同批学员中他第一个放单飞，第一个成为
机长，
理论成绩、
体能成绩都是第一。刘锐现任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

情浓事忙“天地”对望
对于普通人来说，
春节是回家、
团聚的代名词。但对
广大铁路职工而言，
春运意味着忙碌和责任，
其中包括不
少“夫妻档”。南昌南车辆段轮轴车工邝振勍和天车（又
称桥式起重机）司机刘小娟就是其中一对，
他们从小一起
长大，
结婚后也同在一个单位的轮轴车间工作。
春运期间，
这对
“夫妻档”
共同为春运忙碌，
每天妻子
在“天上”来来回回 200 多次，丈夫在“地上”忙着加工轮
毂孔。小两口约好，
等圆满完成春运任务，
就带着孩子回
山东老家与亲人团聚。
鲍赣生 卢香莲摄影报道

参谋长，其所在团是轰－6K 飞机全空军首家接装单位，他本人则是首批
“种子队员”
中最年轻的一个。

在我国空军武器装备序列
中，有一种杀手锏装备，这就是
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远程轰
炸机，被誉为
“战神”的轰-6K。
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特
级飞行员刘锐，就是首批改装该型
战机的飞行员，别看他一脸谦和优
雅的书生气，一上战机就立刻变成凶
猛的雄鹰：超低空突防他敢飞极限高
度，极端气象也不影响他的训练计
划，他和战友们首次在南海和西太平
洋留下了我国新一代中远程轰炸机
的航迹，开启了人民空军远海训练的
先河，彰显了中国空军捍卫国家利益
和主权安全的决心意志。

让“战神”发威
在空军机场旁长大的刘锐，从小
就有一个蓝天梦。1997 年，刘锐以超
过一本线的成绩招飞入伍。航校毕
业时，他婉拒了校方的挽留，坚定地
选择了一线作战部队。
当时部队装备的还是老旧轰炸
机，航程短、载弹量小、作战模式单
一，很多战友觉得不过瘾，转业去

了待遇相对较好的民航。对于
这些诱惑，刘锐“想都没想过”，
他沉浸在自己的蓝天梦中，一
杆一舵地练，
一关一关地闯。
随着空军加快成体系发展
高新武器装备，刘锐所在团被
确定为全军首家装备新型战略
轰炸机的部队。
“战神”落户，全团
官兵为之振奋。
“装备新型战略轰炸
机，要求我们的训练从临空轰炸转为
远程精确打击，部队的使命要从战役战
术型转为战略进攻型。”刘锐深知转型的
背后充满着挑战，
也饱含着党、国家和军
队的重托。他给自己定下一个小目标：
必须在 3 个月内完成改装训练。
为尽快掌握新机性能，刘锐和战友
们连续 1 个月铆在改装一线，每天飞机
座舱、学习室、宿舍“三点一线”，熟记
1600 多个性能数据，默画 100 多张座舱
图；为了让新机尽快定型，他既当改装
员，
又当
“试飞员”
。
刘锐深知，新机要真正形成战斗力，
必须培养出一批成熟的新型轰炸机飞行
员。白天，他除了试飞，
还要给新飞行员
讲课；
深夜，
他还要编写教材，制定大纲。
2013 年，部队参加体系对抗演习。
任务准备中，刘锐提出将右座一名老飞
行员换成刚刚完成改装不久的一名年轻
飞行员。团里有领导提出异议：
“这次演
习是新机第一次参加大项演习，你让一
个新飞行员参加，万一搞砸了怎么办？”
刘锐坚持说：
“打仗是整个团的任务，只
让一两个人练，打仗怎么办？”新机装备
以来，刘锐先后带出了一批既有高度协
同意识，又有独立作战能力的“突防能
手”，个个都是响当当的飞行技术骨干。

向实战亮剑
“他平时看上去挺随和的，
可一旦升

空，那就判若两人了。”团政委刘胜这样
评价刘锐。在他看来，这个在地面上谦
逊文雅的书生型军官，却是天空里的最
凶猛的鹰。
2015 年仲春，某海域云层重叠，一
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即将展开。刘锐和战
友们奉命对地导、雷达严密防护下的某
海上陌生目标实施突击。
当天，在飞机到达下降点时，
刘锐将
高 度 降 至 预 定 高 度，按 照 常规方法对
“敌”雷达试探，可无论怎么尝试，耳边的
报警声音依旧不断，飞机仍然被追踪。
如果再保持这样的状态，就有可能马上
被锁定
“击落”
。
“战争”容不得丝毫的犹豫，危机时
刻，刘锐血性爆发，他作出大胆决定：继
续下降高度。在下降到几乎与海平面紧
贴的高度时，
刘锐迅速改平，
成功规避掉
警戒和跟踪制导雷达的搜索，驾机超低
空向预定海域扑去，成功对预定目标实
施精确轰炸。
当时的右座飞行员、飞行三大队大
队长张元武告诉记者，新型轰炸机的翼
展 30 多米，对于如此庞大的机型来说，
每降低 1 米，风险成倍增加，但刘锐就是
喜欢挑战极限。
2015 年，刘锐带队执行战巡南海任
务后返场，就在他们即将加入起落航线
时，
天空突然下起瓢泼大雨，
能见度急速
降低。这种情况下，
按照规定，他们可以
选择备降机场，但刘锐认为，
这正是验证
新机最低起降条件的好时机。在与机组
商议并报指挥员同意后，他开始了新机
首次最低起降条件着陆试验。
“屏幕显示我们距离跑道只有 1 公
里多，但仍然看不见！”飞行员张斌回忆
说 ，像 这 种 状 况 是 以 前从 来没有 遇到
过的。
“注意观察，
监控好航行诸元。”迟迟
看不见跑道，
让机组压力倍增，但刘锐十
分镇定，他一边稳定操纵飞机，一边提醒
机组。
“发现跑道
发现跑道！
！”当距离跑道 500 米时
米时，
，
一丝亮光进入刘锐的视野，
一丝亮光进入刘锐的视野
，他迅速调整

机头，收油门、带杆……一连串动作后，
战机稳稳接地。

开训练先河
2015 年 3 月份，刘锐和战友们奉命
执行远海训练任务。巡航在茫茫海空，
面对海上气象复杂多变、地域环境陌生
等诸多情况，
刘锐带领机组沉着应对，
驾
机成功穿越巴士海峡、飞向远海，首次在
西太平洋留下了中国空军的航迹，开创
中国空军远海训练先河。
“兴奋远远超出了紧张，一想到祖
国、想到先辈、想到肩上的责任，就没什
么好紧张了。”回忆起那次飞行，刘锐至
今记忆犹新，
但话语中多了一份坦然。
刘锐所在的团是曾立下赫赫战功的
“大和岛”英雄部队，
是空军最早组建、最
早参战，并取得卓著战功的轰炸航空兵
部队。
抗美援朝战役中，面对列强 30 余架
先进喷气式战斗机的疯狂阻拦，该团官
兵毫不畏惧、奋勇作战，15 位英烈血洒
长空，在战火中铸就了“首战用我、不畏
强敌、奋勇作战、不辱使命”的
“大和岛精
神”
。
如今，前辈们的红色基因，
已经深深
融入刘锐的血脉和灵魂。在海上维权、
战巡南海、西太平洋远海训练到任务一
线，刘锐和战友们用长空里一次次生死
之搏、用天地间一道道壮美航迹向世人
证明：
“只要祖国一声召唤，我们就能一
飞冲天。”
一次，刘锐奉命带队执行战巡南海
任务。航行途中，
海上气象突变，一时阴
云密布，战鹰如一叶小舟在云海里上下
颠簸，雨滴打到机身发出的闷响和耳边
不断传来的结冰报警声，刺激着每一人
的神经。
怎么办？返航固然稳妥安全，但任
务半途而废；穿云绕飞，却又危险重重。
想起前辈的英雄事迹，军人的血性在升
腾，刘锐决定：
“穿云！”靠着目视和雷达
指示，他们朝云缝飞去，
其间不断改变坡
度避开一个个巨大的云柱，30 多分钟
后，
“战神”终于闯出鬼门关，
飞抵远海预
定空域。
前不久，刘锐再度领受西太平洋远
海训练任务。然而，
天公不作美，受前几
天阴雨天气影响，当天清晨机场上空浓
雾四起。面对恶劣的气象条件，作为空
中指挥员，刘锐率先驾机准时起飞，如同
一柄出鞘长剑。当天，他和战友飞出远
海千余公里，
刷新远海训练纪录，再次向
世界展示大国空军、战略空军的风采。
◁ 刘锐拍摄的轰－
刘锐拍摄的轰－66K 战机在
黄岩岛上空巡航（资料照片
资料照片）
）。

爱回收公司总裁郑甫江：

当 个 手 机“ 淘 金 客 ”
本报记者 崔国强

清晰的思路、爽朗的笑声，这是爱回
收总裁郑甫江留给记者的印象。
业精于勤，如今的爱回收在二手电子
产品回收市场崭露头角：月营收逾 2 亿
元，年手机处理量 500 余万部，在国内一
二线城市开设线下环保回收服务站 200
余家，与京东、腾讯、小米、三星、大疆等平
台和品牌达成了深度合作。
郑 甫 江 告 诉 记 者 ，他 从 2000 年 到
2014 年在华为工作 14 年，对手机行业深
有了解，但是自己始终想“折腾个事儿”，
所以毅然决定辞职来到爱回收。

深入渠道找痛点
通信工程专业出身的郑甫江，在华为
终端中国区的岗位上经历了手机行业的

“惨烈竞争”，深感手机行业“没有常胜将
军”
。
起初，当他以朋友的身份了解到爱回
收创始团队时，发现爱回收的精准流量获
取很厉害。
“这个团队的线上业务已经做
得非常成熟，
而线下业务的渠道拓展等正
好是我熟悉的领域，
我就和一群同我一样
‘爱折腾’的团队开始积极开展手机回收
业务。”郑甫江这样描述着自己的心路
历程。
郑甫江认为，
未来国内三线以下城市
回收空间更大，但是采取线下渠道加盟存
在一定门槛，
要熟悉渠道并清楚零售门店
和商铺经营者，最重要的是找到零售门店
的痛点并提供更好的商业模式。
基于此，郑甫江推出了以众包模式为
切入点的“爱机汇”，上线两三个月，现在
手机月均回收量在 6 万部以上。
“ 对渠道
的理解和对合作店铺的痛点把握是成功
的钥匙，下一步我们将打造成本更低、效
率更优的回收模式。”郑甫江说。

理念更新天地宽
据测算，国内每年有 4 亿部左右手机

被淘汰，但回收率只有大约 2%，绝大部分
旧手机闲置在消费者手中而没有进入良
好的消化渠道，按一部价值 500 元来算，
整个市场达到了千亿元规模，回收对于环
保也很有意义。
因此，郑甫江提出，让回收二手电子
产品成为生活理念的一部分。
“国外手机
回收率已经达到了 40%到 50%，国内虽
然手机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加快，
但是大多
数人总担心手机里的信息安全、回收价太
低不值钱等。”郑甫江如是说。
为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隐私，行业采
取了双重隐私设置等措施。随着回收渠
道的扩张，也有一些声音表示担心回收端
在系统性扩张后，
旧手机的消化处理跟不
上。对此，郑甫江认为，整个行业的瓶颈
还在回收端，
因为收回手机的库存周转天
数在 2 天之内。

智斗黄牛是难点
记者本以为与爱回收竞争的企业不
外乎转转、闲鱼等业内对手。
“不是的，最
大的竞争对手是倒卖手机的黄牛。”郑甫
江说。

“目前对二手电子产品没有非常明确
的标准，新旧程度很主观，电池等不可见
零件的损耗程度难以评估，是不是翻新
机、进没进过水这些都需要专业考证。这
导致定价复杂、不容易给出让用户满意的
价格。此外，
流程复杂等也是阻碍用户交
易的因素。”郑甫江说。
他说，黄牛要么是通过不正规渠道获
得回收产品，要么故意压低产品价格，有
些系统检验后价值 2000 元的产品可能
被压到 200 元。虽然正规企业设置了黑
名单、在风控和支付措施上和黄牛“斗智
斗勇”，但还是不够。郑甫江建议消费者
对黄牛提高警惕，以免自身利益受损，也
呼吁国家对二手电子产品出台成熟的处
理标准，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用郑甫江的话说，现在做手机回收，
卖出去多少手机就能回收多少。
“线下门
店会越来越赚钱，
但更多的是启动增值服
务来丰富盈利模式。2017 年，期待国家
政策向积极倡导环保理念的创新、合规企
业倾斜，我会继续同爱回收的小伙伴优化
业态和模式，用商业实力助推环保事业，
让回收理念更加深入人心。”郑甫江坚定
地说。

丈夫邝振勍正在测量轮毂孔径。

妻子刘小娟在天车里做调运工作。

虽然相距不远，
但夫妻俩交流基本只靠眼神和手势。

“ 轮 椅 姐 ”朱 立 红
本报记者 李己平
日前，记者来到长春火车站，想采访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学雷锋十大最美人物、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朱立
红。不巧的是，被人称作
“轮椅姐”的她却不在
“朱立红爱
心服务室”。她的同事马丛告诉记者：
“朱姐刚才还在，现
在又到站里找重点旅客去了，她闲不住。”这就是朱立红
与众不同之处，一般服务人员满足特殊旅客要求后，就尽
量抓紧时间休息了，
而她却喜欢
“没事儿找事儿”
。
朱立红的工作看上去不难，把重点旅客从候车室引
导到列车上，
或者从车厢接到站外，帮助行走困难的乘客
坐“轮椅”。可如果这样简单地理解她的这项工作，她就
称不上
“轮椅姐”
。
难的是，特殊旅客一般有点小特殊，要让他们都满意
并不容易。63 岁的唐克宁大娘是朱立红的熟人，每一次
唐克宁从长春站上下车都没有任何人陪伴。每当被问起
家人，唐克宁便眼睛一瞪，答一句“可别问了”，以后也就
再没人敢问起。
去年春天，唐克宁乘坐 D74 次列车到北京，第一次
来到爱心服务室，
她的眼神是瞅谁都不顺眼，满脸怨气无
一丝笑意，还将随身携带的几百元钱撕碎扔了一地。朱
立红看到大娘这样的状态，上前安慰反被大娘一顿呵斥，
只好先将被大娘撕碎的钱一点点捡起并装到其兜里，又
亲自将大娘送上车交给列车长重点照顾。
“这样的老人个性强，往往是因为个人经历特殊。作
为一个外人，
我们最好不打听对方的隐私，要想着能怎么
帮上忙，在心理上安慰他们。我们难免受些委屈，不过也
不算什么。”朱立红说。
赞誉，源于平凡的行动，也源于平时的累积。几年
来，朱立红工作室帮助的旅客有 10 万人，朱立红本人也
获得了多种荣誉称号，践行着“宁可自己千般苦，不让旅
客一时难”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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