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俊是“半路出家”

试飞员身体不胜任
会让备份机组上

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试飞员吴鑫回顾
了他的学生时代。

吴鑫告诉记者，自己是高中毕业后，直接通过招
飞去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回忆学生生涯，吴鑫表
示，相较于浪漫的青春，更多的是普通而单调的学习
生活。但吴鑫也认为，自己在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习
的4年中，使他受益最大的恰恰是这种单调的准军事
化管理生活。“飞院的准军事化管理，培养锻炼了我
坚强果断的性格，让我在后面的工作生活中遇事不
乱。”他说。

“很感谢母校给了我实现飞行梦想的机会，让
自己有幸参与和见证中国民航的崛起。”对母校，除
了感激，吴鑫也一直为她感到骄傲。“中国民航飞行

学院为中国民航的快速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一直
是声名远播的‘蓝天大学’，为中国民航立下了汗马
功劳。”

吴鑫也分享了首飞的一些体验。对于首飞前一
直流传的“首飞一开始准备了两个机组，直到首飞前
夕才会确定究竟用哪一个”的说法，吴鑫表示，中国
商飞的机组首飞时，试飞员如果因为身体原因不能
胜任，会让备份机组来完成任务。早在2016年首飞机
组选拔时，中国商飞和中航工业双方组成的工作组
已经就机组组成原则等事项达成了一致，后续工作
也是双方一起进行。

首飞过程中，有没有比较惊险的时刻？吴鑫介绍
道，“整个飞行过程，类似在工程模拟机和铁鸟等模
拟设备里训练，效率很高，没有意外，整个过程很紧
凑。”同时，飞过不同机型的吴鑫这样描述此次飞行
体验：“飞机的操控响应与设计匹配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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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飞的风险
在上天后很多因素难预见

谈及当年在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习的经历，
蔡俊记忆犹新。“我1997年入学，在完成基本的学
习之后，1998年8月就被选送到美国去进行飞行训
练，1999年8月回国，9月毕业。随后，我就到东航工
作，直到2011年加入中国商飞。”对于当年在中国
民航飞行学院的学习生活，蔡俊表示，“其实生活
还是比较单调，基本上都是学习和训练，因为学院
实行准军事化管理，也没有什么娱乐。但这种扎实
的学习，对很多学员来说，都受益颇深。”蔡俊表
示，自己很怀念母校，忙完这段时间的工作后，会
根据工作安排，择机回去看看。

回忆C919首飞当天的飞行感受，蔡俊表示，
因为首飞之前进行了很多试验，飞行安全性能得
到保证。那天飞行的时候很顺利，没有出现任何故
障，飞行感觉也相当好。“第一次我们主要是做保
守的正常飞行，首先要保证安全，所以不会做很复
杂的、高风险的动作。首飞其实风险也挺高的，因
此在飞行中，我们不会再去加更大的风险。”

蔡俊向记者解释道：“首飞的危险，主要在飞机
上天后，有很多不可预见的因素。这种飞机是总体
集成的，每个零部件经过无数次检测，在地面上没
有问题；但是放在一起，整个系统会有一个磨合的
过程，可能有一些不可预见的因素，这才是比较大
的问题。”蔡俊进一步解释道。

对于C919接下来的试飞安排，蔡俊介绍
道，“后面架次的试飞，会由整个试飞组根据不
同的试验验证科目进行，不会只由我和吴鑫
飞。比如101架次，主要由我和吴鑫试验性能
和操作稳定性，后面的项目就会由其他
同事来完成。102架次的发动机和燃
油系统还是由我们试飞，但其余
的项目会根据相应的试验
特征，交给不同的试飞
员来完成。”

53岁加入中国商飞
迎接人生的挑战

作为中国商飞总飞行师的钱进，不仅担任了C919大型客
机首飞机组观察员，而且之前每次滑行试验，他都上机指导。

接到电话，钱进高兴地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我1980
年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毕业以后，就直接留校当了教员。
经过教员飞行训练，1981年开始带学员，在5年的时间里前
后带了3批学员。这3批学员现在也多数在民航工作，很多
还在一些重要的领导岗位上。”

钱进告诉记者，1985年他进入国航，一待就是28年，一
直做到国航培训部总经理，负责整个国航飞行员的训练。

“2013年，有关领导找到了我，让我考虑去中国商飞，他们
给我讲，中国的大飞机事业刚刚起步，想找一个飞过多种
机型并且有管理能力的干部。”

“当时我也有点儿犹豫，因为我也不是很年轻了，却还
要去做一项全新的、充满挑战和风险的工作；同时，年纪大
了，要离开家、离开现在熟悉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也比较难
接受。”钱进说，“但是后来我经过深思熟虑，感觉到这毕竟
是国家的事，是所有中国民航人的骄傲，所以在53岁的时
候，选择接受了这个人生挑战。”

钱进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试飞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
事。“多数人觉得，飞行员和试飞员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这
两者差别非常大。举个简单的例子，一般打靶是往靶心打，但
试飞却是往边缘打。试飞不但要在正常的标准范围内飞，还要
在边缘范围飞，甚至打破边缘范围进行尝试。”所以，有人形容
试飞员是“在刀尖上行走的人”或者“走钢丝的人”。

对C919的试飞来说，首飞只进行了基本飞行，接下来
的工作还有很多。“首飞的时候没有收起落架，没有收机
翼。下次可能要把起落架收起来，要把限制条件打开。”

“我们的试飞工作从无到有，基本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以
前常说的一句话：我们是边学习、边消化、边建设。”钱进说。

回首当年在位于四川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的学习
岁月，钱进表示，1977年自己入校的时候，学校还叫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十四航空学校，后来才改名为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那时我们的学校生活很单调，也比较严苛。实行准军
事化管理，每天要出早操、要训练。并且我们在学习的3年
期间是不能回家的，也就是说，你17岁进去，等到20岁毕业
以后，才有资格回家。”

钱进表示，那时的学校生活比较严苛，每个月只有6块
钱的津贴。“学校确实要求很严。但是现在反过来想，那
一段时间的生活对我们影响非常大。严苛的学习
生活，不但锻炼了大家过硬的飞行本领，而且
对大家生活习惯和思想性格的养成，起到
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飞行很注重纪
律性，必须按照规章制度进行。
当时严苛的学校生活，为我
们后来的飞行工作打下
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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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19首飞机组观察员、中
国商飞总飞行师、中国民
航飞行学院80届飞行学员

钱进 C919首飞机组机长、中
国民航飞行学院99届飞
行学员

蔡俊 C919首飞机组副驾驶、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97届
飞行学员

吴鑫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如果说C919的制造商——中国商飞是中国民机事业的“国家队”，那么位于四川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则
可谓我国民航专业人才培养的“国家队”。60余年来，中国民航飞行学院为中国航空输送了10余万名飞行员，目前飞行专业在校学生将近1
万人。C919首飞机组的蔡俊、吴鑫、钱进毕业于该校，他们当年的很多同学，目前都在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工作。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飞行十四大队大队长周国忠、飞行九大队副大队长隋洪浩、飞机修理厂党委书记姜功，分别为蔡俊、吴鑫、钱进的同
学。日前，他们分别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飞机修理厂党
委书记姜功回忆，他和钱进都是1977
年分别从各自的滑翔学校来中国民航
飞行学院的，第一年他们主要学通用
理论知识，不在一个队。但第二年分班
学专业知识的时候，他们分到一起了。

姜功对钱进的第一印象非常深
刻：“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分到一个区
队，他是副区队长。一个区队4个班，我
是3班副班长，于是我们就结识了。第
一眼看到他，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比较
精干，挺帅，现在的说法叫校草。后来
接触多了，发现他跟同学相处很融洽，
非常有亲和力，是很容易接触的一个
人。作为学生干部，他尽职尽责，跟大
家也相处得很好。那时候在校学生担
任的最高职务，就是副区队长，一般由
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相当于现在学

校里的班长。这可以从侧面说明当年
钱进在学校非常优秀。”

“我们整个区队在一起生活、学
习、训练，上课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生
活在一起。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徒步去
大邑拉练，走了两天，中途在新繁一个
学校用课桌拼起来睡了一晚上。一路
走，一路唱歌，相互鼓励。到了大邑，还
在地上铺着稻草，住了半个月，还要自
己去挖野菜。整个过程，钱进除了负责
组织大家行动，自己也要亲力亲为，没
有任何特殊待遇。平时在学校农场干
农活，他也是这样。”

“毕业后，钱进留在新津分院当
飞行教员，我则留在院部学生大队做
区队长。整个80届学员，只有钱进一
个当了飞行教员，就是因为他技术
好。”姜功说。

吴鑫有点“宅”是学霸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飞行九大队副大队长隋

洪浩对吴鑫的印象，还停留在20年前。
“他瘦瘦的，比较内敛，学习成绩特别好，没

有挂过科。”隋洪浩介绍，他和吴鑫都是1993年8
月29日入学的，专业为运输机飞行。他和吴鑫在
一个区队，吴鑫比较好学，各科成绩都比较均
衡，属于比较“宅”的那种，和同学交流不多，大
部分时间都忙于学习，是一个学霸。他回忆，吴
鑫偶尔也会和同学一起打篮球。“他只是偶尔玩
玩，球技还可以。”隋洪浩说。

1997年毕业后，两人都开始了自己的飞行
生涯。“2007年10年同学聚会的时候见过一面，
彼此还是很开心的。”隋洪浩后来得知，这位同
学到美国国家试飞员学校学习，加盟中国商飞，
成为了试飞员。

首飞当天，隋洪浩也看了直播。“看到首飞
成功的报道，我发现那不是我们的同学吗？好久
没有见面，他胖了不少。”

看到C919首飞成功，隋洪浩和其他同学都
觉得挺高兴。“在同学眼中，他成名人了。”

钱进曾是当年校草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王明平 摄影报道

C919试飞成功当天，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飞行十四大队大
队长周国忠在同学群看到消息，为此感到高兴。“当时有同学说
是他（蔡俊），我还不相信，快20年没见，都快认不出来了，是自
己对比照片才对上号的。”周国忠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他和蔡俊都是半路“大改驾”，走上了飞行员之路。

“一起相处的时间有4个月，当时我们那一期有170多
人。”周国忠介绍，当时他们在一个大队，不在一个班级，

“后来我到国外飞，他在国内飞，毕业以后还真没见过面。”
周国忠介绍，所谓“大改驾”，是指在普通高校中招收大学生，

改学飞行技术专业。蔡俊1995年考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航空运
输学院，但当时读的是航空经管专业。1997年，蔡俊凭借其优良
的身体素质、学业成绩和在校表现，被招入飞行员培养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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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俊与同学合影（后排左三为蔡俊）受访者供图钱进接受采访 图据央视新闻 坐在C919驾驶室中的吴鑫 图据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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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学霸、是校草、很优秀

C919首飞飞行员
全是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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