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27 日晚，目送着长征五
号遥三火箭顺利飞天，积压在长
征五号研制队伍心中的压力终于
得到了疏解。历经磨难，“胖五”
涅槃，这群长五的缔造者们，终于
可以把一个完好的长五交到世人
面前。

是什么力量支撑这个“白巨
人”从失败的谷底崛起，赢得一场
漂亮的翻身仗？

从 1986 年 提 出 方 案 到 2006
年长征五号立项，再到 2016 年的
首飞，前后经历 30 年；从 2017 年
第 二 次 飞 行 失 利 ，数 次 推 迟 发
射，再到 2019 年遥三成功，两年
间，一波三折。

中国航天史上这最让人牵肠
挂肚的一个传奇，出自长征五号
每位奋斗者之手。

长五团队长五团队，，是什么支撑你凤凰涅槃是什么支撑你凤凰涅槃？？
□ 本报记者 代振莹

1986年，在国家“863”计划支持下，我国开

展了新一代运载火箭论证工作。作为长征五号

火箭诞生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余梦伦院士从未

想过，从立项到首飞，这一段路竟然要走30年。

30年，对于很多人而言，是一段职业生涯

的结束。但是对此刻的长五而言，它的职业

生涯可能才刚刚开始。

2004年，在长五预先研究及工程研制立

项阶段，曲以广自愿加入长五团队。当时有

前辈对他说，小曲，长五不好干啊，你要做好

思想准备。曲以广充满豪气地说，八年干不

成，我们就干十年。不是所有干航天的人都

有这样干“大家伙”的机会。

如今，“小曲”已经成为“老曲”，作为火箭

副总指挥的他没想到，15年过去了，他还在等

待长征五号的“首飞”。

时间走到了 2016年，这一年的中国航天因

为有“长五首飞成功”而得到更大的社会热度。

就当所有研制人员欢欣鼓舞迎接第二次试验飞

行的成功时，哪曾想到，“失败”来得这样突然

——2017年7月2日，长五遥二发射失利。

很快，问题最终锁定在一台名叫“YF-77”
的火箭发动机上。紧接着就是归零，解决问

题，随着大家对长五火箭的认知不断深入，发

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研究。等到终于送遥三

顺利飞天，时间已过去两年多。

回望来路，大家最大的感慨是，知道长五

难，但是没有想到这么难。

首飞成功有多少荣光，遥二失利就有多

少意外、多少震惊、多少重创。

“未知的领域仍然很多”，在型号反复攻

关阶段，有着 30多年发动机领域工作经验的

副总师王维彬感叹，“长五难，是因为我们对

技术还没有完全吃透，有风险就有可能失

败。搞航天没有侥幸。通过终点只有一条

路，那就是迎难而上，永不放弃。”

是坚守，更是信仰——
30年VS两年，从未想过，如此之难

六院 11所 90后年轻设计师周宁设计了

一款专门针对长征五号火箭的分析软件。分

辨率更高的“照妖镜”刚一用上，“魔鬼”就露

出了马脚。

2019 年 4 月 4 日，正值清明节假期前一

天，长征五号 YF-77发动机进行 100秒地面

试车。仅第一次试车过后，细心的设计人员

便发现了与遥二火箭十分相似的数据异常。

当天晚上 10时 30分，长五火箭“两总”接

到了这个发现异常的汇报。处在风暴的中

心，长五团队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节点出

现异常，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发动机不拆下来不踏实，这个“梗”不解

决难以让所有人安心。中国航天的铁律是不

能让产品带着隐患上天。长征五号火箭牵一

发而动全身，失利以来连续两次推迟发射计

划，让这枚火箭面临空前的压力。

经过慎重全面的考虑，长五“两总”达成

一致：必须吃透技术。他们抓住发动机某个

部件更换的机会，争取到时间，把发动机拆解

下来直面问题。

在此之前，长五团队已经在黑暗中摸索

了许久。那束希望之光，若隐若现。有那么

一瞬间，大家仿佛找到了出口。但很快，这束

光亮又熄灭了，又让他们再次陷入迷茫之中。

2017 年 7 月 2 日，遥二发射失利后的第

一时间，研制团队便展开了故障排查、归零

工作。

2018年 11月底，长五完成归零评审进入

发射准备程序，发动机氧涡轮泵却突然再次

断裂；

2019年 4月，本以为找对了病因祛除了

病根，发射再次提上日程，发动机裂缝却让大

家感觉当头一棒……

一次次问题暴露，一次次庖丁解牛，研制

团队从材料、结构、技术多方面入手改进，不

断与来自全国各个专业领域的专家碰撞，大

家越来越接近真相，原来长征五号大型运载

火箭发动机工作起来的状态竟如此复杂，所

涉及领域之宽广、专业之细分早已超越了个

人能够掌握的知识内容。

认识到真正的原因，接下来就是如何解

决问题。一院党委书记李明华今年已经 57岁
了，他扛起了“第一总指挥”的责任。30多年

的型号管理经验，让李明华更清楚，此刻，他

的职责更多的是“决策”和“扛事”。数学专业

出身的他，擅长用公式的方法，推演每一个产

品的管理流程。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找到了

合适的解决方案，长征五号遥三火箭研制之

路上的最后一个“碉堡”终于被攻克。

“技术认知永无止境，对未知的探索也永

无止境。”王维彬总结，“在科学探索的道路

上，有些弯路是必须要走的，不经历风雨怎么

能成熟起来？”

是技术战，更是心理战——
想要成功，就不能怀揣侥幸

2019年 10月 18日，长征五号遥三火箭出

厂评审会在它的出生地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举

行。与此同时，在 160公里外的天津港，装船

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龙乐豪、余梦伦、刘竹生、包为民、姜杰……

很少有型号评审会能够一次性集齐如此多的

院士参加；他们用丰富的型号管理经验为长

五护航。

国防科工局、装备发展部、探月与航天工

程中心、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长五有

关的总体和分系统单位也派出相关专家。大

家的目标很一致：看看还有没有没想到的。

有人说，这不是你的长五，这是我们的长

五。15年的研制历程，为了一个目标而奋斗。

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早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今年 5月 23日，航天科技集团党组决定，

瞄准 12月 31日的最后节点，长五今年必须要

打一发箭。这是中国航天的态度！

此刻已经没有退路了。回忆起干长五遥

三的这两年，曲以广笑言，自己最大的变化就

是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布置的任务就是

要完成，不管过程如何，我们只要最后结果。”

考验长五遥三的不仅仅是总体、发动机

这些备受关注的系统。一环扣一环的流程，

更考验型号管理者的智慧。

改进过程中需要的高温新型紧固件，513
所两三天就生产出来，原来则需要 20天甚至

一个月；周末半夜，211厂厂房三四个车间人

员随时待命，前后流水线车间无缝衔接；平时

每年生产两三台用于试验的发动机，2018年
生产了六七台，工作量是原来的两三倍。

高效率的背后，是这支队伍的超常付出。

除了长五火箭研制团队，全国的优质资

源也被调动起来，全力确保成功。来自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同为长征五

号问诊把脉，最多的时候，一次研讨会聚齐了

36名院士为长五出谋划策。

老专家们严谨治学的态度和深厚的专业

知识影响着研制团队，50吨级氢氧发动机主

任设计师何昆深受感动，“他们不计个人利

益，一心想着为长五分析解决问题。让我们

开阔眼界，也让我们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

战斗，提高了士气，也提高了团队的凝聚力。”

是工作，更是事业——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019 年 11 月，长征五号遥三进入靶场

后，四中队队长徐寅喜欢在工作中穿着长征

五号首飞的队服，“大家都对长五有感情，也

想图个好兆头”。果不其然，天遂人愿。

四中队负责芯一级和整流罩的装配工

作，遥二发射时李萌也在现场，那也是他第

一次经历失利。他至今还记得当时总师李

东在会上说的话，“队伍是好队伍，没有问

题，这次责任我们承担，大家平常心对待接

下来的工作。”

即使面对失败，工作还得继续，李萌他们

还要负责装船撤场，带队的车间副主任黄小

春和崔蕴都嘱咐他们说，“别着急，别分心，慢

慢干，安全第一。”

这次遥三火箭，箭体经历了 3次拆卸，4
次组装。李萌坦言，“每拆一次，都要怀疑自

己，我装的箭又出什么问题了？”回装时间一

次比一次紧张，压力一次比一次大，工匠师傅

们必须保证严丝合缝，万无一失。团队常常

两班倒连轴转。

这两年，29岁的李萌，因为手中的长五，

他曾经两次推迟婚期。当被派到文昌执行遥

三任务时，儿子才刚刚出生两个月，媳妇说：

“我虽然不理解，但是我支持你。”支撑着李萌

和队友们一次次认真完成工作的信念朴素而

又真诚，“全国人民都关注的长五遥三，不能

在我手里装出问题。”

其实，激励这些小年轻的不仅仅是因为

特殊的“长五情结”，更因为师父们的耳濡目

染。他记得徐主任常常 11点多回宿舍，6点
来钟又最早进厂房。长征五号的总装厂房在

天津，北京的一位老师傅不放心，曾经半夜 3
点赶到天津，就为了到厂房看一眼，待一会，

放心了，四五点又返回北京正常上班。

火箭总装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

六七岁，不少人正经历着结婚、生子的重要时

刻，却不约而同一心扑在长征五号上，甚至带

病坚持在岗，“少了我不是不行，但这活让别

人干我不放心。”

除了焦点中心的 YF-77 发动机相关人

员，其他更多产品的队员们也在为长征五号

遥三火箭的顺利飞行积极准备。

火箭副总师陈建新说，这两年液氧煤油

发动机团队一直在跟随 YF-77 共同举一反

三，查找问题。八院 805所产保经理朱胤介

绍，助推分系统团队开展了再设计、再分析、

再验证工作，不断改进产品性能，提高产品寿

命，以保证长期停放产品的可靠性。

是责任，更是情怀——
不能在我手里出问题

李明华经常说，“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

眼泪，而是含泪奔跑的人。”在长征五号归零

攻关的 900多个日日夜夜中，团队所有人就是

在“含泪奔跑”。

这支团队，既有龙乐豪、余梦伦这样的老

一辈航天大家，又有总指挥王珏、总师李东以

及曲以广、王维彬等中坚力量，还有很多默默

无闻的年轻人。

因为长五研制时间跨度长，从长五后面

又诞生了长六、长七，甚至是长八、重型等

等。这支队伍中的一些人转战到了其他型号

战线上。但无论走多远，在这支队伍停留驻

足过的人，都对长五怀有一份不一样的感情。

这支团队，既有直接参与研制改进的团

队，也有外围做好保障工作的其他产品的队

友，还有全国各地为长五作出贡献的各领域

的优势力量。

这支团队，既有冲锋在前的团队成员，还

包括后方支持和理解他们的家属。

这支团队，既包括留下的人，还包括离开

的人。

两年来，加班加点几乎是团队所有人的

常态。无数英俊秀气的年轻人熬少了黑头

发，熬出了白头发，熬出了皱纹，也有很多年

轻人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离开。

但即便是离职的同事，只要在长五团队

一天，就依然保持一丝不苟的作风，将航天人

的责任、严慎细实坚持到工作的最后一刻。

“我们一起享受过成功的喜悦，也经受过

失败的痛苦。”曲以广说，对待离开的同事，他

同样充满感恩。“我们非常理解他们的选择，

考虑付出、考虑家人是人之常情。每个并肩

战斗过的人都是战友。”

这两年，长征五号遥三火箭经历了 4次总

装，3次分解，3轮总测试验；227项技术状态

更改，6轮审查工作，1272项关键参数进行数

据包络分析，留底照片达上万张……

何昆和团队梳理过，50吨级氢氧发动机

自 2000年立项以来，这两年生产的产品数量

相当于前面 19年的 44%，试验时间相当于前

面 19年的 30%。

李明华说，长五火箭是典型的航天复杂

巨系统工程，多年来一直都是依靠团队的力

量顺利地渡过难关。特别是这两年来，大家

始终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自始至终，我

们没有因任何一个单点而影响全局。”

长征五号团队这两年也没少面对外界的

猜测和质疑，团队从未过多解释，依然保持着

冷静和乐观。长征五号副总师娄路亮说：“还

是鼓励理解我们的声音多。国家把这么重要

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的工作对得起自己，对

得起国家，就问心无愧。”

“如果再重新选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干长

五。”曲以广说，“虽然路难走，但我不后悔。”

是态度，更是真爱——
来过，就值得被铭记

本版摄影 记者 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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