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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號召學羅陽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指出，羅陽不
幸因公殉職，我謹致以沉痛的哀悼，並向
他的家人表示深切的慰問。羅陽秉持航空
報國的志向，為中國航空事業發展作出了
突出貢獻，他的英年早逝是黨和國家的一
個重大損失。要很好地總結和宣傳羅陽的
先進事跡，廣大黨員、幹部要學習羅陽的
優秀品質和可貴精神。習近平還要求有關
方面妥善照顧羅陽的家人。

要求妥善照顧羅陽家人
遵照習近平的指示精神，中央組織部

要求深入總結和宣傳羅陽的先進事跡，號
召廣大黨員、幹部學習羅陽的優秀品質和
可貴精神。中央宣傳部要求主要媒體立即
對羅陽先進事跡採訪宣傳，號召廣大黨員
、幹部向羅陽學習，為推動黨和國家事業
提供榜樣的力量。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
決定授予羅陽 「航空報國英模」稱號，並
在全集團深入開展向羅陽學習活動。

遼寧省、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負責
人第一時間向羅陽家屬傳達了習近平的指
示，轉達了習近平的慰問。中國航空工業
集團公司及所屬瀋陽飛機工業（集團）有
限公司廣大幹部職工紛紛以各種方式表達
對羅陽的崇敬和哀悼之情，並表示一定會
以羅陽為榜樣，繼續為中國航空事業發展
貢獻力量。

羅陽是殲-15 艦載機研製現場總指揮
、中航工業瀋陽飛機工業（集團）有限公
司董事長、總經理。他投身祖國航空事業
30年來，秉持航空報國的志向，堅持敬業
誠信、創新超越的理念，兢兢業業，攻堅
克難，長年超負荷工作，帶領工程技術人
員完成了多個重點型號研製，直至生命的
最後一刻，為中國航空事業發展作出了突
出貢獻。

羅陽航空報國30年
據中新社報道，1982年8月，從北京航

空航天大學飛機設計專業畢業的羅陽，來
到瀋陽飛機設計研究所任設計員。或許他
自己都不會想到，在瀋飛一幹就是30年。

作為航空主機廠，瀋飛（集團）公司

是中國重要的殲擊機研製生產基地，被譽
為中國殲擊機的搖籃。就是在這裡，羅陽
從一名普通的設計員，逐步成長為公司的
「掌門人」。

航空主機廠所承接的重點工程項目能
否順利完成，不僅關係到企業長遠發展，
更關乎民族航空工業的振興和國防建設能
力的提升。在擔任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期
間，羅陽打破常規，不斷完善項目管理機
構，調動員工激情，最終實現了新一代中
國產戰機的批量交付，使中國軍機研製生
產實現了新跨越。

「作為企業領航人，羅總在生活中雖
然平易近人，但他對待工作卻十分嚴謹、
不得有半點疏忽。」羅陽的秘書任仲愷如
是說。

探索民機轉包生產
在瀋飛擔當 「領航者」的羅陽一方面

完成軍機任務，促進國防能力建設提升；
另一方面，採取多項舉措促進民機發展。

據瀋飛集團介紹，羅陽曾帶領企業探
索轉包生產新模式，與龐巴迪公司合作研
製生產C系列飛機，成功組建了 「瀋陽瀋
飛國際商用飛機有限公司」實現了民機由
轉包生產向風險合作的轉型升級。

羅陽從企業未來發展出發，謀局通航
產業發展。在任公司董事長伊始，就與美
國賽斯納公司合作生產 LSA162 輕型運動
飛機，使公司民機生產從零部件轉包進入
了整機合作領域。目前，公司累計交付
LSA162飛機近300架，並建設完成了拉動
式生產線，達到了 「日產1架」的能力。

此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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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工業集團董事長林左鳴說： 「今
年8月遼寧艦入列時，海外媒體預計中國
艦載機成功應用至少需要1年半，沒想到
我們僅用兩個多月，就成功實現了最為關
鍵的起降試驗，這一成績背後，是像羅陽
這樣千千萬萬航空人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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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總歸來！

【本報訊】11月25日，殲-15艦載機研
製現場總指揮羅陽在大連執行任務時突發疾病
逝世。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26日作出重要指示，號召廣大黨員幹部學習
羅陽優秀品質和可貴精神。

他的英年早逝是黨和國家的一個重大損失

悼羅總

追 憶 羅 陽

【本報實習記者張園苑瀋陽二十七日
電】27 日，瀋陽寒風陣陣，街上少有行
人。而在中航工業祭堂上，卻人來人往，
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心願─沉重悼念
「航空報國英模」羅陽。

26日-28日在瀋陽分設三處祭堂，分
別為瀋飛賓館、中航工業瀋陽所文體中心
及羅陽家中。據了解，今日有來自社會各
界的 4000 餘人到中航工業瀋飛祭堂弔唁
羅陽。

在瀋飛賓館的靈堂內擺滿了前來弔唁
人們敬獻的花圈和花籃，靈堂正面牆上懸
掛着黑色的輓聯，上面寫着 「沉痛悼念羅
陽同志」八個白色大字，輓聯下方正中位
置是羅陽的遺像，靈堂四周擺放着黃、白
菊花和常青綠色植物。人們陸陸續續的走
進靈堂表達對羅陽的哀思和敬重，很多員
工哭紅了眼睛，一些來賓眼裡含着淚水，
也有一些人泣不成聲。

靈堂前有一位瀋飛員工哽咽着宣讀了
他為羅陽寫的詩篇《悼羅總》。

弔唁堂外，一位曾在瀋飛工作 40 年
的退休老職工由於情緒激動用顫抖的聲音
對記者說： 「我是在報紙上看到羅陽在工
作崗位上去世的消息，心裡不好受，難過
，特別難過，今天來給他送行！」哽咽之
後，這位老人懇切地說： 「羅陽是黨和國
家的好兒子，在工作崗位上去世了，他永
遠活在我們的心中，我們工人懷念他。」

記者在採訪瀋飛新機試機部的多位領
導時，他們多次掩面而泣，對他們口中的
「羅陽大哥」的突然離世感到萬分悲痛。

工友：他是可敬的英雄
另據新華社報道，瀋飛民機公司年輕

職工岳長升和十幾名工友趕來祭奠。岳長
升說： 「瀋飛職工有近兩萬人，在大院裡
，我們每次看到羅總時，他都是和藹可親
並與我們微笑致意，在我們心中他是可敬
的英雄。」

遼寧省人民法院、瀋陽市衛生局、皇
姑區政府、浦發銀行……短短半天時間，在
登記弔唁單位的來人登記簿上，已經記載
了近百家單位，其中還有瀋飛的國際合作
夥伴──來自加拿大的龐巴迪公司代表。

龐巴迪公司工作人員羅斯稱，他個人
與羅陽並沒有交情，但了解到羅陽對整個
中國軍用航空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羅陽去
世無論是對瀋飛還是中國都是巨大的損失
。 「我很敬重羅先生，他在中國航空業很
有影響力，很難想像瀋飛失去羅陽會有怎
樣的影響」。

千古最難別英雄，天見暮色，前來悼
念的人們仍絡繹不絕。人們默默叨念着：
瀋飛英魂，百世流芳……

羅陽治喪委員會稱，29 日上午 10 時
，羅陽追悼會將在瀋陽市回龍崗革命公墓
回龍廳舉行。

數千人寒風中悼念英模

「在艦上8天朝夕相處，我一閉上眼睛，感覺這
位兄弟還在我身旁。」中航工業瀋陽黎明航空發動機
（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孟軍26日紅着眼說。

羅陽是18日上艦的，連續超強度工作，到25日
上午 「遼寧艦」即將靠岸時，已出現嚴重身體不適。

同事：「羅陽走時表情安詳」
瀋飛公司黨委書記謝根華回憶，殲-15着艦起降

成功後，中航工業集團準備 25 日下午舉行慶功會，
原定羅陽應當出席。但是回賓館的路上，羅陽因為身
體難受，請謝根華替他出席。一回到房間，羅陽便手

按胸口橫躺在床上。謝根華趕緊讓人聯繫，將羅陽送
往幾公里外的大連市友誼醫院。距離醫院大門還有
100米左右，羅陽就喘不過氣來，醫護人員當即在醫
院門口大廳做起急救，不料還是沒有救回來。

搶救一直持續了3個多小時。 「可能是因為艦載
機試驗成功，去世時他表情安詳！」孟軍說。

妻子：「這些天來你太累了」
羅陽生前身體很棒，年輕時愛好體育運動，很多

同事都說，他近期勞累過度。
從 10 月份開始，羅陽擔任研製現場總指揮的兩

個重大任務均成功完成，隨後就趕往珠海參加 11 月
中旬舉辦的航展。17 日下午從珠海飛回瀋陽，羅陽
沒來得及回家看一眼，就從機場直接前往基地，18
日一早搭乘直升機登上 「遼寧艦」，為殲-15的起降
試驗做準備。

曾在艦上一起保障殲-15試驗的中航工業瀋陽飛
機設計研究所黨委書記褚曉文說，在航母上羅陽堅持
與科研人員整理試驗數據，觀看每次起降過程，記錄
和分析飛機狀態。除此之外，第一次上艦的他多次前
往機庫查看，不時做筆記，為將來在艦上維護保養艦
載機留下建議。這期間他曾經感到過不舒服，但由於
試驗任務非常重要，他對自身要求嚴格，沒有中途下
艦，甚至都沒有去找醫護人員檢查。

孟軍介紹，只有親身經歷，你才能體驗在航母上
8天的巨大壓力。茫茫大海上的航母平台就像一片漂
在水中的樹葉，殲-15 掛索着艦難度極高，作為

殲-15的生產者，在一旁觀看、記錄可以說是提心吊
膽。殲-15起飛時巨大的轟鳴聲，震得人心臟難以承
受，而羅陽堅持記錄，他觀看地點離飛機最近距離不
超過20米。

在 「遼寧艦」的8天時間裡，妻子王希利只接到
過羅陽的一次電話。24日16時許，羅陽給家裡打通
了電話，興奮地告訴妻子，試驗成功了，所有任務都
完成了。沒想到第二天上午，王希利就接到了羅陽生
病的消息，要她急赴大連。那次電話成了他們夫妻間
最後的通話。

25 日夜晚，在遺體送入殯儀館前，王希利對着
羅陽說了最後一句話： 「羅陽，我知道，這些天來，
你太累了！」現場每一個人都不禁落淚。

「讓羅總回廠看看吧」
25 日 16 時多，在中航工業集團董事長林左鳴和

同事們護送下，羅陽的遺體返回他工作了 30 年的瀋
陽。

「按照原計劃，瀋飛的部分職工代表到高速公路
口接一下羅總，然後再送往殯儀館。」謝根華說，沒想到
公司不斷接到職工的電話，要求讓羅總回廠裡看看。

25 日晚上，瀋飛公司和瀋陽飛機設計研究所的
院內站滿了近萬名送行的職工，很多職工特意開車從
家裡趕來，寒風中人群打出「羅總一路好走」的橫幅。

林左鳴說： 「才見霓虹君已去，英雄謝幕海天間
」，航空人要化悲痛為力量，完成羅陽未竟事業，為
中國航空工業做出更大貢獻。 新華社

才見霓虹君已去 英雄謝幕海天間

▲羅陽生前在航母上觀看殲-15起降 央視截屏

2525日晚，瀋飛公司職工打出日晚，瀋飛公司職工打出 「「羅總一路羅總一路
好走好走」」 橫幅，送別英模橫幅，送別英模 張園苑攝張園苑攝

▲瀋飛一名退休老工人專程
趕來為羅陽送行 張園苑攝

▼27日，瀋陽各界群眾自
發悼念羅陽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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