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殲15總指揮羅陽猝逝
殉職中國航母事業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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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陽，1961年6月29日生，遼寧瀋陽人。1986年8月加入中
國共產黨。研究員。

●1982年8月畢業於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飛機設計專業，分配到瀋陽
飛機設計研究所工作，任設計員。

●1992年9月，任瀋陽飛機設計研究所九室黨支部副書記兼副主任。
●1994年2月，任瀋陽飛機設計研究所組織部副部長。
●1995年1月，任瀋陽飛機設計研究所組織部部長。
●1995年6月，任瀋陽飛機設計研究所黨委副書記。
●1997年6月，任瀋陽飛機設計研究所黨委書記兼副所長。
●1999年12月，任瀋陽飛機設計研究所黨委書記兼第一副所長。
●2002年7月，任瀋陽飛機工業（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副董
事長。

●2007年11月，任瀋陽飛機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黨委副書記。

●2008年12月，任中航航空裝備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分黨組成
員。

●2012年1月，任中航航空裝備有限責任公司特級專務。

【本報訊】央視11月26日《新聞直播間》節目播出 「羅陽24
日與妻子通話 稱任務完成深感欣慰」，以下為文字實錄：

主持人：我們的另外一路記者也是剛剛趕到羅陽所在工作單位
瀋飛集團，下面我們請吳傑來介紹一下他了解到的最新情況，吳傑
請講。

吳傑：我現在位置是在瀋陽飛機工業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的
辦公室，我們現在看到整個瀋飛集團正在為羅陽的後事忙碌着。根
據我現在得到的消息，下午公司的一些領導就要到羅陽的家中去祭
拜他。

根據我們現在了解到的情況，當時羅陽的夫人和姐姐趕到大連
然後將羅陽的遺體接回，現在羅陽的所有家人沉浸在悲痛當中。羅
陽有一位79歲的母親至今還沒有得知羅陽去世的消息。

根據工作人員跟我們的介紹，羅陽是18號登上遼寧艦參加這
次艦載機的起降訓練任務，直到24號，他才跟夫人通了一次電話
。通話過程中，他向家人表示說他感到非常欣慰，自己整個的任務
都已經完成了。沒想到這一次通話就成了家人最後一次通話。

昨天晚上瀋陽飛機工業有限公司的員工自發組織一些悼念羅陽
同志的活動。當時有很多工作人員到大連至瀋陽的高速路口迎接載
有羅陽遺體的車輛。根據我們現在了解到的情況，29 號瀋飛公司
會舉行羅陽同志的遺體告別儀式。預計參加人數將近達到上千人，
根據他們介紹，由於會場裝不下這麼多人，在靈車行進路邊還會安
排一些悼念的人群。

根據我們這邊了解到的情況，大家對羅陽離世都感到非常突然
，因為從死前的一些體檢報告來看，羅陽身體是基本上沒有什麼問
題。而在今年恰恰是由於各種任務非常的重，然後羅陽沒有參加身
體體檢，所以可能有一些身體方面的問題沒有及時發現，在這一次
的任務中造成猝死，大家感到非常的突然。

【本報訊】據人民網消息：中航工業瀋陽飛機工業（集團）有限公
司董事長、總經理羅陽去世後，社會各界非常悲痛，和他一起參加
殲-15起降訓練的瀋陽飛機設計研究所（601所）黨委書記褚曉文，對
記者回憶了羅陽生前在航母的日日夜夜。

真正的大國離不開強大的海軍，強大的海軍離不開先進的航母；先
進的航母離不開一流的艦載機。

隨着中國第一艘航母 「遼寧艦」的交付訓練，我國採用什麼型號的
艦載機，是進口還是國產？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

神秘的面紗逐漸揭開。中國完全自主研發、自主設計、自主生產的
殲-15型戰鬥機浮出水面，它由被稱作中國殲擊機搖籃的中航工業瀋陽
飛機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生產，著名的殲-6、殲-8等當時的中國王
牌戰機都來自這裡。

在浩瀚淼茫的海域裡，能否在航母狹長的跑道上降落，關係到試飛
員的安全，也關係到殲-15 將來的命運，以及最終能否形成戰鬥力，
殲-15迎來了誕生後的首次大考。

「壓力之大，責任之重，難以想像。」和羅陽一樣在 「遼寧艦」上
參加殲-15起降訓練的褚曉文說。

「從上航母前一周到最後犧牲在艦上，羅陽同志行程緊張，非常勞
累。」褚曉文對人民網記者回憶， 「他率沈飛參加完珠海航展，就飛到
北京集團公司參加會議。最後搭乘直升機飛赴大連 『遼寧艦』，馬不停
蹄。上了航母，把東西放好，一分鐘都沒有休息就上了塔台。」

褚曉文說： 「我見他臉色過於疲勞，勸他說 『休息一會兒再幹』。
『前面耽誤的活兒太多了，得趕回來。』他告訴我。」

也許正是前期的疲勞疲憊，透支了羅陽本來強健的體魄。
「我們可以告慰羅陽在天之靈的是，艦載機殲-15已成為中國國產

戰機新的驕傲！」褚曉文眼含淚花。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十六日電】中
央電視台新聞聯播 26 日晚在頭條位置播
發了殲-15項目總負責人、瀋陽飛機工業
集團公司董事長羅陽突發心臟病去世的消
息，中航工業授予羅陽 「航空報國英模」
稱號。內地《航空知識》雜誌副主編王亞
男對大公報表示，羅陽代表了中國航空工
業一代人 「航空報國」的奉獻精神。

1982年8月，羅陽從北京航空航天大
學飛機設計專業畢業後，分配到瀋陽飛機
設計研究所工作，任設計員。有人說，當
時羅陽進入瀋飛某種意義上可謂 「生不逢
時」。王亞男也這樣認為，80 年代瀋飛
正處於發展上的一個停頓期，和當時許多
軍工企業一樣都面臨諸多困難。在削減軍
費、軍品訂單減少的背景下，瀋飛新一代
機型還沒有落戶，原有的殲-7、殲-8 兩
種機型都已顯陳舊，不能符合中國空軍的
需求。另一方面，國家鼓勵用發展民品彌
補軍品訂單不足的困難，瀋飛一邊為國外
裝備加工生產零部件，一邊還要開發大客
車生產線。

在艱難時期，羅陽很多同學都離開了
航空產業，而他依然堅持。有報道說，羅
陽當時為了堅守在科研一線，曾兩次放棄
晉升機會。進入 90 年代，羅陽開始從技
術崗位走上管理崗位，瀋飛也因為蘇-27
生產線的落戶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時期。有

着 「中國殲擊機搖籃」之稱的瀋飛，將
殲-8 的後續型號改進得很成功，將其打
造成綜合火力打擊平台，這一舊機型獲得
了最大的收益。此後，又有了國產化的
殲-11 及其改進型，艦載機殲-15，第五
代殲擊機殲-31等一系列產品的出現。中
航工業人士也因此評價羅陽： 「組織實現
了多項國家重點工程快速研製成功的傑出
成果」。

王亞男說，能夠感到近兩天中航工業
上下對羅陽的去世非常痛惜，51 歲正是
年富力強的時候，中國航空工業也失去了
一位傑出的經營者、管理者。他又指，從
中也可以看到在中大國防科研項目上，軍
工企業行政、技術人員所面對的巨大工作
壓力和精神壓力。 「特別是在中國面臨着
海權敏感的時期，以實現艦載機運作為航
母開始形成戰鬥力為標誌，全國人民都希
望航母盡快生成戰鬥力，瀋飛從上到下也
傾注了極大精力。」

王亞男強調，殲-15的研製成功是瀋
飛近年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之一，這也是瀋
飛整個團隊的成功。中國研發艦載機的方
向已經確定，經歷了 「挫折、勝利、再挫
折、再勝利」的瀋飛研發團隊，擁有了一
批久經考驗的領導者和技術人員，中航工
業所確立的 「航空報國」的精神，也必然
會薪火相傳。

據中新社二十六日消息：26 日中航工業瀋陽飛機
工業（集團）有限公司集團院內的大屏幕上，滾動播放
的 「沉痛悼念羅陽同志」、 「獻身航空英名常駐，藍天
悲歌德業永存」兩段字幕提醒人們，中國殲-15飛機研
製現場總指揮，瀋飛集團董事長、總經理羅陽已經永遠
告別了他熱愛的航空事業。

25 日上午，中國首艘航母 「遼寧艦」完成艦載機
起降訓練後靠岸，羅陽在航母上突感不適，離艦後送往
醫院，在去往醫院的途中因心臟病突發，於當日 12 時
48分許停止了呼吸。

1961 年生於遼寧瀋陽的羅陽，畢業於北京航空航
天大學飛機設計專業，2002年7月任中航工業瀋陽飛機
工業（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兼副董事長，後任董事
長、總經理，是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 「航空報國金獎
」獲得者。

25 日下午，靈車載着羅陽的遺體回到瀋陽，得知
羅陽逝世的消息後，瀋飛公司員工在廠區內自發形成近
5000 人的哀悼隊伍，26 日，在瀋飛賓館設置的靈堂內
，陸續有社會各界民眾前來弔唁。

瀋飛集團發訃告緬懷羅陽，訃文稱： 「羅陽同志的
一生是航空報國的一生，他將自己 30 多年的全部精力
和智慧都奉獻給祖國的航空事業，用行動踐行了航空報
國的偉大宗旨，直至生命最後一刻。」

「羅陽同志以敬業誠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拚
搏奮鬥精神，組織了多項國家重點工程項目，取得了傑
出成果，為國防現代化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他以追求
卓越的治企理念，實現了管理創新的昇華，使瀋飛邁入
科學發展的新階段。羅陽同志英年早逝，用有限的生命
，詮釋了航空報國、強軍富民的真諦，為繼往開來的航
空人樹立了永恆的豐碑。」

為人平易 工作嚴謹
羅陽的秘書任仲凱 26 日下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回

憶說，羅總平易近人、不擺架子，在自己的心目中就像
老師一樣，但他對待工作卻十分嚴謹、認真，不允許員
工在工作中出現任何疏忽。

在羅陽擔任瀋飛公司 「領航者」期間，不僅帶領企
業與世界著名通用飛機製造商美國塞斯納公司合作，成
功實現了 L162 飛機首飛並啟動通航產業園區建設，還
帶領參研人員成功突破了零部件研製難關，確保ARJ21
飛機成功首飛，為中國國產大飛機部件製造儲備了技術
，為推動中國民用飛機的研製與發展貢獻了力量。

工作上成績斐然的羅陽卻很低調。任仲凱說，羅總
在擔任瀋飛集團領導期間很少接受媒體的採訪，他常對
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說， 「我們做這點工作，還要上電
視去宣傳自己嗎？」

為兒要孝 生活導師
任仲凱說，羅陽不僅是其工作上的領導，更是生活

上的導師， 「為兒要孝」是羅陽留給其的最大財富。
「無論工作有多忙，每隔一兩天，羅總都會擠出時

間去看看自己年近八旬的老母親。」任仲凱說， 「但早
出晚歸的工作經常讓羅陽和妻子說不上一句話，羅總半
夜回到家時妻子已經休息了，而常常天還沒亮就又開始
了新的工作。」

任仲凱向記者透露，羅陽平時喜歡下圍棋，也時常
運動，但從本月 9 日到 26 日，他一直為工作而奔波，
沒回過一次家。 「羅總走得很突然，離開我們時他甚至
來不及留下一句遺言。」將頭抬起的任仲凱哭紅了眼眶
， 「如今，中國首艘航母 『遼寧艦』完成艦載機起降，
羅總一定會高興的。」

據瀋飛集團介紹，羅陽的追悼會將於 29 日上午在
遼寧省瀋陽市舉行，這位平易近人的中國航空英雄將在
其家鄉走完最後一程。

24日與妻子通話
任務完成感欣慰

【本報訊】據央視報道，中航工業集團
公司旗下的瀋陽飛機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總經理、殲15研製現場總指揮羅陽
在隨中國國產艦載機起降成功歸來的航母
「遼寧艦」 上突發心臟病，經搶救無效，於
2012年11月25日殉職，享年51歲。

航空報國薪火相傳
羅陽在航母上的日日夜夜

網友哀悼

▲羅陽（前排左一）生前工作照

▲中航工業瀋陽飛機工業
（集團）有限公司，人們
向羅陽同志遺像鞠躬

新華社

▲

中國航空
母艦順利進
行殲-15飛
機起降飛行
訓練

新華社

快樂心境就好：哀悼一路走好，埋頭苦
幹的中國人。以生命詮釋了《共和國之
戀》中的那句歌詞，當世界向你微笑，
我就在你的淚光裡。

張學文：中航工業的英雄一路走好，他倒
在自己的崗位上，這麼多年來，中國的航
空工業從無到有，再到世界先進水平，是
無數中航人奉獻的結果。

觀察者網：羅陽同志離開這個世界之前
，放飛了中國人最重的夢想之一。

查軒書：中華民族的脊樑靠的是千千
萬萬個默默奉獻的人打造的，默哀。

帥的王：幾個億的飛機，上百億的航母能
否安全着艦，起飛關係着數萬人的心血，
命運關係着特殊時期的國家形象。航空人
多年來，默默工作、奉獻、犧牲，很多事
情由於保密的原因不能公開，祖國的藍天
會永遠留下你們的身影，祖國有了你們才
會有強大的國防和未來。

羅陽
1961-2012

羅陽生平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