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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记者
从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
闻中心获悉，9月14日下午至16日
凌晨，北京天安门地区及长安街沿
线举行了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第
二次全流程、全要素、部分力量演
练。约28万人参演、观礼或承担现

场各类保障工作。
据介绍，第二次演练包括庆祝

大会仪式、阅兵、群众游行、联欢活
动、转场及应急处置6项演练内容，
重点磨合内部衔接，全面检验了各
方组织指挥和保障体系运行工作。
第二次演练在首次演练基础上，增

加更多人员、要素和环节。其中，受
阅部队重点进行了阅兵式、分列式、
地面梯队编成演练。群众游行重在
演练集结疏散、整体行进、配合衔
接。联欢活动演练了各表演区块的
整体融合和衔接配合，现场呈现出
浑然一体的表演效果。

这次时长超过24小时的演练活
动组织有序、环环相扣，每条流程、每
个场景、每项任务精确到分、细化到
秒、责任到人，达到了预期目标。北
京市有关方面表示，第二次演练时间
跨度更长、涉及区域更大，特向广大
市民的理解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国 庆 70 周 年 庆 祝 活 动
第二次联合演练圆满结束

▲9月3日，郭丙友正在抽查驾驶舱设备运行情况。

9月9日清晨，一架空客A320飞
机停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跑道上。一
个小时后，它将起飞前往武汉。

机身旁，站着一个“红马甲”。只
见他时而攀梯检视发动机，时而钻到
机身下查看机翼，近一个小时里，他的
目光仔细扫过飞机的每一寸“肌肤”。

他就是重庆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飞
机维修工程部主任、高级工程师郭丙
友，他正在做一项重要的工作——航
前检查。

这样的工作，郭丙友已经干了四
十年。无论是运-5、运-7、安-24等
苏制飞机，还是A300、A320等欧制
飞机，以及波音737、757等美制飞机，
郭丙友都熟稔于心，四十年里没有出
现过一起安全差错。

“望闻问切”给飞机“看病”

1978年，18岁的郭丙友，怀着一
腔报国热情参军入伍，开始接触飞机
维修工作。

“那时候没有系统性的课程，靠
的是老师傅们传帮带。”郭丙友告诉
记者，当时的维修叫经验维修，没有
维修手册，全凭经验和技术给飞机

“看病”。
在老师傅眼中，郭丙友是个勤于

动手，悟性很高的学员。
有一次，老师傅教授飞机故障排

除，需要学员们动手拆卸和组装飞机
零部件。郭丙友的表现让师傅很好
奇：这个学员很快找到并排除了故障
却不急着离开，还要看看其他学员是
怎么做的，别人做得不对的地方，他也
悉心指出。

郭丙友告诉师傅，在上课之前他
会提前查阅相关资料，看师傅们写的

“排故报告”，琢磨他们排除故障的思
路。不过他觉得，只看不行，只是自己
做一遍也不行，如果别人有更高效的
方法，也要改进学习；别的学员做得不
对，他指出来，既帮助了同学，又让自
己熟悉了一遍操作。

跟着师傅学，郭丙友也会有自己
的一些想法，他觉得维修飞机跟中医
看诊有异曲同工之处。

“飞机和人一样，由许多系统组
成，这些系统就像人的心、肝、肾、肺等
器官一样，出了问题有症状表现出
来。”郭丙友说，检查过程就好比“望闻
问切”，用眼睛去检视飞机的零部件，
耳朵听听有没有异响，还要多问问飞

行员飞机有无异常状况。
通过“望闻问切”，郭丙友总能快

速地找到并排除故障。
有一次，在航后检查时，一架运-5

飞机发出了沉闷的异响，这引起郭丙
友的高度警觉。“肯定是飞机的发动机
出了问题。”郭丙友打开发动机舱一
看，果不其然，一颗没有拧紧的销子飞
了出来掉在发动机旁，还打坏了几片
发动机叶片。郭丙友立即对其进行了
维修。

1981年退伍后，郭丙友先后供职
于中国北方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
公司、重庆航空公司。从1978年到
2005年的27年间，郭丙友维修的主
要是各种机型的苏制飞机，没有发生
一起差错。

“飞机医生”的“中年危机”

2005年，45岁的郭丙友遇到了职
业生涯中的一次大挑战。

2000年以后，我国民航事业步入
快速发展阶段，行业内空客、波音等欧
美飞机越来越多，苏制飞机逐渐退出
历史舞台。对于已经修了20多年苏
制飞机的郭丙友来说，需要重新学习
飞机改装项目，考取飞机维修执照，才
有资格维修欧美飞机。

首先要过的是语言关。郭丙友那
一代维修人员没学过英语，但他要学
的维修手册却是全英文。

为攻克这一难题，郭丙友每天维
修手册不离身，化整为零地学、背。“维
修工作没有朝九晚五，从天亮忙到天

黑，但时间还是能挤出来。”郭丙友吃
饭的时候背，上厕所的时候背，睡觉前
也在背：Airworthness Directive
是指“适航指令”；“Service Bulle-
tin”是 指“ 服 务 通 告 ”；“Service
Letter”是指“服务信函”……

功夫不负有心人，郭丙友不仅把
维修手册背得滚瓜烂熟，英文水平也
突飞猛进。

同时，郭丙友辗转各地学习维修
理论与实操。在哈尔滨，郭丙友听外
籍工程师系统介绍欧美飞机的结构与
操纵、液压、起落架等系统；在深圳，郭
丙友参与了飞机试飞及其故障诊断和
排除训练，将理论运用于上机操作。
经过六个多月的勤学苦练，郭丙友成
功化解了自己的“中年危机”，顺利拿
到执照。

拿到执照后的郭丙友，并没有就
此止步。飞机维修，真正的挑战在于
有些问题的答案超出维修手册，需要
维修人员去琢磨飞机的架构与性能，
自己找到解决的方案。

在一次日常检查中，郭丙友发现
一架波音757飞机机翼和机身连接的
龙骨梁受到了腐蚀，需要修理。维修
手册建议购买新件，可没有说明新件
的数量。郭丙友向波音公司寻求技术
支持，波音公司的技术人员建议购买
两个新件。

凭着对757机型的熟悉，郭丙友
觉得不需要这么多新件。为此，郭丙
友找到了飞机的图纸，反复测算后决
定只购买一个新件替换原来的龙骨
梁。“两个新件不仅增加了成本，还增
加了维修难度与风险。”

“那段时间，无论吃饭睡觉，我眼前
全是演算的草稿和飞机图纸。”郭丙友
说。在进行了反复推演和试验之后，郭
丙友和他的同事终于一次性维修成功。

连续11年在外地过春节

“从你成为飞机维修工程师的那

一天起，就享受不到正常的假期，还要
面对日夜颠倒的生活。”郭丙友经常告
诫年轻的同事，这一份工作意味着责
任与担当，也意味着牺牲与付出。

白天飞机忙碌地起飞降落，这时
候维修工作相当于医院的门诊，大概
了解下病情，处理一些小问题，保障飞
机能正常运行。晚上飞机停歇后，“医
生”才开始做大的检查。

到了晚上，停机坪就成了“诊所”，
郭丙友和他的同事们根据航后工作
单，对每一架飞机进行精细的绕机检
查，对驾驶舱里各主系统及备用系统
进行测试。

除了维修飞机，郭丙友还负责飞
机的放行。放行，又分跟班放行和异
地驻站放行。跟班放行指的是当天只
有一个航班落地对方机场。飞机抵达
对方机场后，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郭
丙友发出放行指令，飞机才具备起飞
的资格。异地驻站放行指的是，当天
有多个航班抵达对方机场，郭丙友必
须在机场住上一天，确保每一架飞机
都检查完毕后，才逐一放行。

每到春运，放行任务激增，航空公
司常常安排不过来人手。“公司里本来
有放行资质的年轻人就不多，他们孩
子小，家里忙，我多做点没什么。”郭丙
友说。多年来，凡有外地放行的任务，
郭丙友总是主动承担。从2007年开
始，郭丙友在外地度过了11个春节。

明年，郭丙友就60岁了，即将面
临退休。回顾40多年的职业生涯，郭
丙友有一个感悟：做好维修工作，光有
经验不够，光有技术也不够，还要有责
任心——“安全第一，只能一万绝不能
万一”，也不能忘了自己的初心——

“不让任何飞机‘带病’上天，保障每一
个航班的安全运行”。

郭丙友表示，退休后还会抽时间为
新员工授课，传授经验与技术之外，也
把初心讲给他们听，帮助年轻人成长，
确保每一架飞机安全地翱翔在蓝天。

“飞机医生”郭丙友：

维修飞机 40 年零差错
本报记者 崔曜

▶9月3日，郭丙友正在检查飞机发动机。 记者 罗斌 摄

据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在新中
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宣部新命名39
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
中，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上榜。命名工
作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突出反映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
国家各项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此次命名后，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总数达到473个。

中宣部要求，要进一步发挥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和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等重大活动中的作用，强
化宣传教育功能，讲好中国故事，讲好

中国共产党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故事，充分激发广大干部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
行，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凝聚起砥砺新征程、奋斗新时代的强大
力量。

中宣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上榜

如果透过历史的长河回望这70年，
人们会看到一个怎样的中国？

70年，中国从一穷二白走到繁荣发
展，一座座大山从荒凉苍茫变为绿意盎
然。

70年，亿万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汗水
在神州大地上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
锦绣画卷。

这幅画卷的名字叫——美丽中国。

●美丽中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不懈追求

●美丽中国，是协同推进发展和保
护的艰辛探索

●美丽中国，是中国对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的巨大贡献

（参与记者：周颖）
（据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美 丽 中 国
——70年中国面貌变迁述评之八

新华社记者 高敬

新 中 国 峥 嵘 岁 月

“ 中 国 面 貌 ” 系 列 述 评

扫一扫
就看到

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上榜名单

祝福祖国
大图：9月15日，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二支队，武警官兵挥动国旗，祝福祖

国。该支队开展“我与国旗同框”“歌唱我和我的祖国”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表达
对祖国的热爱，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通讯员 唐志勇 摄

小图：9月14日，沙坪坝区三峡广场，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国庆佳节即将来
临，沙坪坝区近日在三峡广场悬挂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营造了喜庆祥和的节日
气氛。

通讯员 赵杰昌 摄

1956年起，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
促完成，一些社会矛盾突出起来。中共
中央和毛泽东指出要警惕和防止干部
特殊化，酝酿开展全党整风。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
讲话，明确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
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
活的主题。毛泽东的讲话为全党整风
作了思想发动。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
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
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
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
容的整风运动。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
党员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
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
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但在整风过程中，有极少数资产

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
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
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这种
情况引起党的警惕。5月中旬毛泽东
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
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
全国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
猛烈地开展起来，直到1958年夏基本
结束。

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
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
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大批人错划为

“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好同志、好干
部和同党长期合作的朋友。许多同志
和朋友因而受了长期的委屈、压制和不
幸，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应
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
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
面拨乱反正，被错划的“右派分子”都得
到了改正。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从“和风细雨”到“急风暴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