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只需要记住，我叫 C919。 ”
这只是模仿网络语开的一个玩

笑，你不可能忘掉我的。我是国产大客
机，也有人叫我“小玖”。

2015 年 11 月 2 日，农历乙未年九
月二十一。 我离开总装线， 呱呱落地
了。

这个日子有什么值得纪念？ 它标
志着我亲爱的祖国可以自主生产大型
客机， 还有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到一
个全新的高度。 这是历史性的突破！

跟你说说我名字的由来。 我的全
称是“COMAC919”。 “COMAC”是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
国商飞公司） 英文名称的简写，“C”
是 COMAC 的第一个字母，也是中国
的英文名称 CHINA 的第一个字母，
体现了大客机是国家意志、人民期望。
第一个“9”寓意天长地久，“19”代表
我的最大载客量是 190 座。

“C”也表明了我与空中客车（简
称空客）首字母 A、波音首字母 B 的
竞逐蓝天之心。

我是继“运 10”后我国自主设计
的第二款大型民用飞机， 对全球民用
航空飞机制造业而言， 并不是填补中
型、窄体客机研发的空白，而是分享细
分市场增长性最大机型的需求。

尽管和你们一样兴奋， 但我的内
心是冷静的。 A 和 B，都已经有数十年
的丰富经验，是我们的先行者和楷模。
A 和 B 值得我学习、借鉴、消化、吸收
的东西实在太多啦。 学习是最好的翅
膀，一定可以帮我放飞梦想。 今天，我
也开心地收到来自空客中国公司和波
音中国公司的祝福。

为实现这个大飞机的梦想， 我们
国家的航空人已经等待了近半个世
纪。一次次地尝试、探索，几番浮沉。从
自主研发“运 10”的下马，到一次次联
合设计的无果而终。失败和遗憾，最终
变成了他们勇气和力量的源泉。

作为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
短程商用干线飞机， 我的标准设计航
程为 4075 公里。 这是什么概念呢？ 当

我飞上天空， 一口气可以从长春飞到
拉萨， 增大航程后还可以从祖国最北
端的漠河到最南端的曾母暗沙。 你问
我能搭载多少人？ 哈哈，至少 158 人，
最多 190 人。

我的定位是“自主研制、国际合
作、国际标准”。 有人质疑我是“黄皮
白心”， 说只是自己设计了图纸和做
了个机壳， 机载关键系统包括发动
机、航电系统都是采购别国的，并得
出结论：明明是组装货却吹嘘成自主
研发。

从“壳”说起，机体包括机头、机
身、机翼和机尾几大部分，其中机翼部
件被称为“飞机的灵魂”，正是飞机的
机翼决定了飞机的起飞重量、 飞机的
运营效率和经济性。 如果以前波音空
客在生产商务客机的机翼方面的对手
是俄罗斯与日本， 那么现在咱们的祖
国奋起直追赶上来了。

念念不忘， 咱还说 ABC。 正如专
家们强调的，单独把一架飞机摆出来，
并不能全面说明深层次的问题， 甚至
不能说明我们与欧美之间的差距。 因
为在民机制造领域，比的是全产业链。
A 和 B 不仅有概念机型，还有单通道、
双通道宽体客机， 而且都经过几十年

锤炼。 要比，一定是国家科技设计和工
业化制造能力的综合比拼。

我身后的团队比我更重要。 当大
飞机项目成为 16 个重大专项之一时，
我已经不仅仅是一架飞机， 而是国家
长远战略利益的考量。

我不是一个“机”在战斗！ 从打入
美国、俄罗斯市场的“运 12”，到在亚
非多个国家商业运营的新舟 60， 还有
与我、ARJ21-700 作为国家项目 “一
干两支”的新舟 700，系列化生产不仅
是工业化大生产的标志， 也是推动我
国适航工作的主要力量。

对了，得说说我姐了。 没错，她就
是 ARJ21-700，叫“翔凤”，又叫“阿
婕”， 她 2008 年 11 月首次飞上蓝天。
她走的每一步，都是给我蹚路的。

我姐要上邮票啦———2015 年 11
月 28 日，中国邮政将发行《中国首架
喷气式支线客机交付运营》 纪念邮
票。 这将是中国首次发行国产喷气飞
机种类邮票，也是国产 ARJ21-700 新
支线飞机首次“飞”上邮票。

我下线了，在“线下”祝贺她。 我
也有一个梦想， 渴望早日也能在方寸
天地间与国内集邮迷喜相逢。 记得呵，
你我有约！

“你只需要记住，我叫 C919”

11月 2 日，C919 大型客机在中国商飞公司新建成的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
地厂房内正式下线。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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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 日， 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首
架机在上海总装下线。 这不仅标志着
C919 首架机的机体大部段对接和机载
系统安装工作正式完成，已经达到可进
行地面试验的状态， 更标志着 C919 大
型客机项目工程发展阶段研制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为下一步首飞奠定了坚实
基础。 就如初生的婴儿，C919 要振翅翱
翔还需走过蹒跚学步的历程，经受搏击
风雨的考验。

事实上，作为国际上大型民航客机
的霸主， 波音与空客公司早已提前布
局， 推出针对 C919 大型客机的新机
型，直接和 C919 大型客机“打擂台”。
据了解， 空客研发的新一代空客 320，

波音制造的新一代波音 737， 与 C919
飞机的市场定位几乎重合，使得国产大
飞机在研制过程中便遭遇到了空前的
市场压力， 面临着同类机型的激烈竞
争。

根据国际惯例，客机投入市场必须
取得适航认证，也就是飞机的市场准入
证。 如果没有进入欧美市场的适航认
证， 国产大飞机将无法在国外运营，目
前 C919 大型客机要获得欧美的适航认
证还面临很多难题，这意味着国产大飞
机暂时难以用于全球最繁忙的国际航
线，获取利润的能力将大打折扣。

对此， 国内航空界的有识之士建
议，由于民用航空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

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我国作为大飞
机制造的后来者，完全可以参照国际惯
例，采取一系列扶持政策，帮助大飞机
打开国内外市场。 其实，各国政府都会
扶持本国的民用航空产业，欧美等民机
发达国家也曾通过出口信贷、 融资租
赁、市场准入、减免税费、购机补贴、基
建支持等多种途径，对购买和使用本国
飞机的航空公司给予优惠和补贴，支持
本国民机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

比如， 空客公司首个机型 A300 飞
机刚进入市场时， 也遭遇市场难题，当
时的法国政府及时出手，大胆采取让航
空公司近乎免费试用的销售方式成功
化解了危机，促进了空客公司的快速发

展， 取得了与波音公司平分秋色的成
就。

“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需要在
一个战略性行业里有自己的产业，有战
略和雄心，这太能让人理解了。 至于世
界的蓝天，世界的航空，这个市场太大
了， 容纳两个以上制造商绝对不是问
题。 ”空客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陈菊
明说。

“我们相信，中国商飞将成为市场
强有力的竞争者。 我们也相信，竞争是
促进行业整体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愿
意和中国商飞及其他业界同行一道，继
续致力于航空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
陈菊明说。

C919能否改变
波音空客争霸局面

11月 2 日， 我国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 在中国商飞公司新建成的
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正式下线。 这
意味着我国在航空制造领域迈出重要
步伐、取得重要成果，正式跻身世界上
少数几个具有大型客机研制能力国家
的先进行列。

大型客机的研发和生产制造，是
一个国家航空水平的重要标志， 也是
一个国家制造业实力的重要标志。 几
十年来， 我们因种种原因错失研制自
己的大飞机的机遇，一直处在“造不如
买，买不如租”的时代。 “10 亿双袜子
换一架飞机”的说法，反映的正是我国
在航空制造等高技术方面技不如人的
尴尬，让多少中华儿女难以释怀。

让自己制造的大飞机飞上祖国的
蓝天，成为无数中国人的梦想。 从 2008
年开始研制以来，C919 共规划 102 项
关键技术攻关，全国 20 多万人参与其
中。 从飞机设计研发到适航取证，从项
目制改革、供应商管理，到人才培养、
文化建设， 从坚持 “主制造商 - 供应
商”发展模式，到“举全国之力、聚全
球之智”……诸多零的开始，终于锻造
了 C919 今天的下线，多少人为之奋斗
的“飞天梦”正在逐步实现。

从追梦到筑梦， 需要的不仅是迎
难而上、攻坚克难，还需要创新精神，
责任担当。 几十年来，几代研发者为之
不懈奋斗，有为国产飞机坚守 30 年的
“大国工匠”， 有为 C919 放弃国外高
薪要职的专家， 有将飞机视为终生事
业的莘莘学子。C919 的正式下线，正是
对这群追梦人的最好回报。

中国经济要实现中高速增长、迈
上中高端水平， 实现更高质量和效益
的发展， 绝不能没有自己的高端制造
业。C919 的正式下线，产业带动和标志
性作用绝不可小视，如同响当当的“高
铁实力”和“高铁自信”，大飞机也能
在加快科技发展、 占领高技术制高点
方面带给我们更多自信。

我国 C919 客机 11 月 2 日正式总
装下线， 空中客车等全球航空工业界
巨头表示祝贺， 认为这是世界航空发
展史上又一重要时刻， 而竞争将推动
全球航空工业不断进步。

空中客车中国公司声明说， 值此
中国首架 C919 飞机成功下线之际，空
客公司向中国商飞全体人员表示衷心
的祝贺。 历史将铭记这世界航空发展
史上的重要日子。 这一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重大成就的取得， 表现出中国商
飞团队的刻苦努力和专注以及对航空
的热爱。 空客公司相信，中国商飞将成
为市场强有力的竞争者， 而竞争是促
进行业整体发展的重要力量。 空客公
司愿意和中国商飞及其他业界同行一
道， 继续致力于航空业长期可持续发
展。

作为 C919 项目供应商和合作伙
伴， 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亚太区总

裁高博安表示：“C919 飞机的问世凝
结着我们与中国商飞的共同努力。 期
待并热切期盼 C919 在明年成功首
飞。 ”

霍尼韦尔与中国商飞合作已久，
双方在 ARJ-21 和 C919 等一系列重
要项目中精诚协作。 自 2010 年起，霍
尼韦尔先后获选为 C919 提供四项关
键系统，包括飞行控制系统、机轮和刹
车系统、辅助动力装置及导航系统。

全球航空工业巨头祝贺 C919 下线

大飞机下线
放飞制造强国梦

11月 2 日，科研人员在天津大学模拟座舱
空气环境实验平台对机舱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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