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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向读者征集有

关贵州城市、家庭、个人

的老照片。

同时，为了铭记三线

建设，晚报“黔城旧事”

栏目征集 “我与三线建

设” 的相关老照片和回忆

录。

三线建设，指的是自

1964 年起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在中国中西部地

区的 13 个省、 自治区进

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

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

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

建设。

贵州是当年国家三

线建设的重点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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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时期———

黔岭山地里 飞机上蓝天

1964 年 8 月，

中国迎来一场名

为“三线建设” 的

大迁徙， 大批工

人、干部、知识分

子和民工跋山涉

水，从北京、上海、

沈阳等大城市，来

到祖国西北、西南

的深山峡谷和大

漠荒野中，一头扎

进沉默的奋战岁

月里。

从全国各省

抽调的大批优秀

航空人才和数万

名工人、知识分子

来到贵州， 在安

顺、平坝等地区的

崇山峻岭之中建

起 了 011 基

地———中国“三线

建设” 的航空基地

之一。

在 011 基地

的双阳飞机制造

厂里，三线人们经

历了一系列磨练，

在黔岭荒山之中，

一架架饱含心血

的飞机飞上了蓝

天。

讲述人：徐筑卿，原双阳飞机

制造厂试飞站机务中队长（现改

称大队长）

一、被招入 011基地

1965 年，徐筑卿 20 岁，在贵

阳七中读完高中刚毕业。 当时，

徐筑卿家在都司路， 毕业后的

工作去向由贵阳都司路办事处

负责。

当年 10 月份左右，贵阳市文

化局向都司路办事处借了十几个

学生，让他们给《向王杰同志学

习》这本书包书皮，再按照规定数

量发往遵义、习水、龙里、贵定等

地。

在这期间，011基地来贵阳招

工，都司路办事处推荐了徐筑卿，

负责招工的人了解过相关资料，

一个周后就发来了录取通知书。

拿到通知书当天， 徐筑卿去

了农学院集训， 紧接着就被送去

沈阳培训。

被送去沈阳的这批人大概有

六七百个， 其中有高中生、 初中

生、小学生、转业军人等，是 011

基地从贵州的各个地方招来的，

被统一送去沈阳松林机械厂代

培。

在松林机械厂，因为徐筑卿属

于高中毕业生，被调去了试飞站，

搞地勤工作。

徐筑卿被分去机械专业，跟

着师傅学习飞机内部的着陆系

统、操作系统、冷却系统、刹车

系统等知识， 按照专业的工艺

规程来了解整个飞机的机械系

统。

1967年底，徐筑卿等人从沈阳

回到贵州， 进入安顺的双阳飞机

制造厂工作。

二、与机械相伴的岁月

回到双阳厂后，徐筑卿在双阳

厂试飞站机械专业组工作。

当时，双阳厂还在搞基建。 职

工们在山坡上盖“干打垒” ，房顶

是用石板盖的，风一吹，石板上风

化的石渣就掉到床上。

厂区内的飞机跑道、机库还

没建好，地坪是石子铺的。 跑道

上方的山太高， 工厂把山头炸

掉一截， 很多石头炸崩到附近

的农田里， 全厂职工花了一个

星期的时间， 才把石头全部捡

干净。

刚开始， 徐筑卿等人的工作

是帮部队修理飞机， 之后开始仿

制生产歼 6 原型飞机、 改进设计

歼 6甲飞机。

飞机的部分零件由 011 基地

生产，基地系统内有生产发动机、

起落架、机翼、螺钉螺帽等不同零

件的工厂， 另一部分零件从外省

工厂订购。

双阳厂的总装车间， 负责组

装飞机， 然后通知试飞站去接收

飞机。 试飞站的各个专业组根据

工业规程， 一项一项地对飞机进

行检查并签字， 负责检验专业的

检验员进行复查， 确认无误后一

一再签字盖章。

在飞机试飞过程中，徐筑卿等

人负责的不同专业组要排查各种

故障并找出原因。

工作时，每个人有一个工具

箱， 按照工具清点制度来严格

管理，如果少一件工具，必须马

上找，找不到，飞机就绝对不能

飞。

徐筑卿在双阳厂工作期间，

从未出现过事故， 他说，“我干

工作，我不会我绝对不装，我不

会我绝对要问清楚， 我要动手

就一定要会， 不会就一定会出

问题” 。

三、出国服务一年半

1988 年 9 月，双阳厂生产的

歼教 7 型机租借给巴基斯坦在

国外使用飞行，租借条件是“租

借时长 10 个月或飞行时长 100

小时” ，达到任一条件便结束租

借。

当时， 歼教 7 型机已经出口

到伊拉克、巴基斯坦、孟加拉、津

巴布韦等国家，011基地会派人去

进行移交和服务。

为保证这架飞机的正常使

用， 双阳厂派了 8 人专家组出国

进行服务， 徐筑卿是组内的支部

书记，同时也负责机械工作。

专家组先出发到新疆和田，

等工厂的飞行员把飞机开去和

田， 与巴基斯坦的飞行员进行交

接， 再由巴基斯坦的飞行员驾驶

飞机回国。

之后， 专家组坐另一架运输

机到巴基斯坦， 他们将在那里工

作十个月。

不久之后，巴基斯坦又购买了

4架歼教 7型机，因此徐筑卿等人

由专家组转为服务组， 负责 5 架

飞机的维护， 服务时长由十个月

延长至一年半。

在巴基斯坦， 服务组语言不

通，基本都靠翻译来进行沟通。

有一次，专家组需要汽油，翻

译恰好不在， 徐筑卿等人只模糊

记得“油” 的单词叫作“嘎斯”

（gasoline），但断断续续地说不出

一句完整的话， 直到翻译来了才

拿到汽油。

当时的伙食条件也不错，但

因为当地人只吃牛羊肉， 徐筑卿

等人想要换点肉吃， 只能每逢周

末去钓团鱼，一次钓一二十条，最

重的一条有 40来斤。

1989年，服务组回国。

2000 年初，徐筑卿申请内退，

2005年正式退休。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岳欢

1965 年，讲述人在沈阳飞机

制造厂。冬天，他穿着工作服在沈

阳的北陵公园留影。

1968年 7月，讲述人离开沈飞厂，班组欢送他时大家合影。

当年，国外飞行员来双阳厂内试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