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浙江农林大学 16 级本科生许巧盼凭着一份专业的创业

实践报告毕业了。她没有写毕业论文，一手创建的公司成为她大学

四年来学习成效的证明，通过了学校答辩委员会的评审。

许巧盼学的是茶学专业，她的公司，也跟一个云南村落的茶叶

有关。

让贫困村不再“看天做茶”

之前，学校组织“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团队，对接云南临沧的脱贫

需求。许巧盼加入了，还成了团队负责人。她自己也是贫困生，在校

期间，得到过国家和学校层面的多种帮扶。“所以，我也想尽点微薄的

力量，看看能不能帮帮别人。”

2019 年 3 月，在老师的带领下，许巧盼和队员们前往云南省临沧

市临翔区博尚镇小那么村调研。凌晨 3 点从学校出发，在路上折腾了

十几个小时，许巧盼才终于走进这座南邻澜沧江的贫困村落。

“刚到那里时，我们都很吃惊。”村民住的还是土瓦房，锅、水壶和

水缸七零八落地堆放在地上，墙壁都被灶火熏得黑黑的。“农村的贫

困，真的是贫困。”许巧盼感慨。

调研后才知道，2017 年，小那么村人均年收入仅为 1500 元。

其实，当地拥有得天独厚的茶叶种植环境。其地处澜沧江畔、北

回归线附近，属于黄金产茶带。小那么村茶树资源丰富，普洱茶为其

特色茶种。这里茶叶生产的方式可谓“原始”——人工除草，生物防

虫，倒是天然无公害。

能不能为当地打造茶品牌，帮村民谋得一条新出路？团队成员从

小那么村订了一些茶叶，准备好好琢磨一下，做市场推广。

带回实验室给茶叶做指标检测后，许巧盼发现，这批茶叶的含水

量并没有达到标准值 7%。

“这也是因为村里生产条件落后，没有现代化的茶叶加工设施，基

本‘看天做茶’。茶叶干燥仅仅使用日光干燥，不能达到茶叶储存的

最低含水量标准。”于是，团队成员把小那么村出来的茶叶，一批批带

到实验室重新加工再烘干，让其含水量能达标。

那是他们第一次“摆摊”

达标，只是第一步。

要让村民通过茶叶增加收入，就得帮当地打造品牌。

说干就干。自认为爱折腾、爱尝试的许巧盼，申请了学校和国

家的创新创业项目，注册成立了杭州那么茶业有限公司，开了微信

公众号，把微店作为主要经营阵地。团队先从包装入手：针对年轻

客群，设计了比较活泼亮眼的包装；针对中老年客户，则让包装显得

高端沉稳。

有了品牌，还得提升品牌知名度。毕竟，茶叶那么多，“小那么

茶”要闯荡江湖，也得好风凭借力。

一开始，大家还只是在小圈子里“小打小闹”，靠着老师和同学做

推广。后来，许巧盼和团队抓住机会，参加了第三届国际茶业博览

会，搞起了“地推”。

“那是我们第一次‘摆摊’！”许巧盼记得，团队都是年轻小伙子小

姑娘，脸皮薄，有些扭捏，不知道怎么揽客。看旁边的大叔大姐们吆

喝，他们就跟着学，放开了，豁出去了，招呼着让人来尝小那么村的茶

叶。尝完茶叶，团队就让这些潜在消费者关注自己的微信公号，如果

想买，可在微店直接下单。

一年时间，许巧盼团队帮村民们卖出了 10 万元左右的茶叶。数

字并不算大，但足够给团队和村民激励。

在许巧盼眼里，公司的目标并非赚钱。在维持自身运营前提下，

他们把部分盈利捐助给小那么村，帮扶村里贫困孩子的教育。

如今，小那么村已经实现了全村脱贫。

小那么村茶叶合作社主任李良瑶曾在微信朋友圈感恩社会各个

层面对他们的帮助：“我们名为小那么，力量虽然那么小，可是，我们

的希望是那么的大。”

毕业前夕，许巧盼根据自己的创业实践经历，写成了《茶产业精准

扶贫创业实践报告——杭州那么茶业有限公司》。在浙江农林大学，

高质量的创新创业实践报告可以替代本科毕业论文，许巧盼也成为

学校第四位用创业报告替代毕业论文的学生。

现在，许巧盼在上海从事茶叶品牌的运营工作，那么茶业公司也

交给了学弟学妹做主力来打理。“我在现在的岗位上积累更多经验

后，还会继续指导和参与经营小那么茶品牌。”许巧盼说，对小那么村

的帮助，是他们要一直传承下去的责任。

贫困生帮扶贫困村

她在小那么村做成了“小那么茶”

近日，南方某国防重点工程正进入关键节

点，倾盆大雨却连下数日，山体遭遇洪涝灾害，初

支结构出现崩裂和塌方，情况危急。如不尽快止

住，工程面临报废危险。

灾难面前，头发已有些花白的潘越峰脚踩泥

泞，反复踏勘，很快和其他领导专家达成共识——

综合采用注浆、管棚、拱架多种方式，实施“弱爆短

进、快喷强护、早封勤测”等技术快速控制了泥石

流扩散范围，确保了工程如期进行。

作为导弹专家，火箭军研究院某工程设计研

究所高级工程师潘越峰是阵地勘察的“先行者”，

长期致力于导弹阵地勘察设计。可以说，如果没

有他的靠前勘查，导弹的威慑力和战斗力就难以

完全发挥。

说起自己的专业——工程勘探设计技术，潘

越峰滔滔不绝。然而，谈及前不久刚获得的“全

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这一工程勘察界的至

高荣誉，他却连称“运气好”。

首次将某装配技术应用
于导弹地下坑道工程

1984 年，潘越峰从南京工业大学工民建专

业毕业。当时，正值建筑行业的黄金期，身边同

学大多选择出国深造、经商创业，而他却把眼光

瞄向了国防事业，毅然从军。

火热的军营和他想象中有些不同。入伍第

一年，他被分配到施工部队代职锻炼。别人在训

练场上挥洒青春，他却和施工官兵在工地上挥汗

如雨。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任务一线的艰苦条

件、恶劣环境以及技术的落后。

潘越峰切身感受到作为阵地设计师的责任

和压力，他暗下决心，要从图纸上的每一条线抓

起，为阵地建设绘好图、把好关。也正是在那里，

他与部队技术人员共同完成了某营区规划设计

方案和相关施工技术方案的制定。

回去以后，潘越峰一头扎进了理论书籍和成

堆的图纸中。28 岁那年，他担任某重点方向国

防工程项目负责人和主设计师，首次将某装配技

术应用于导弹地下坑道工程，实现系列化标准设

计、模块化装配施工，建设周期缩短 20%。该项

目获军队优秀勘察设计奖，他也因此荣立三等

功、被评为国防建设先进个人。

1986 年底，潘越峰作为技术骨干被派到深

圳某设计院工作交流。凭借精湛的技术，他被安

排参加多个方案投标工作，担任高层公共建筑和

住宅的结构主设计，并参与深圳市高层建筑设计

图集汇编。

不久，地方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橄榄枝”随之

而来，“年薪十万，住房和户口都不是问题！”面对

优厚待遇，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只想干国防

工程。”他说。

数十年来，凭借这个信念，潘越峰和团队攻

下一座又一座高地。

破解军队深地下工程世
界难题

某重大工程项目进入攻坚期，随着工程深入

推进，施工瓶颈也日益凸显——高应力、高地温、

岩爆、大变形……众多公认难题在同一工程中先

后出现，这可让官兵傻了眼。

潘越峰主动请缨，多次深入现场，走遍阵地

的每一个角落，确立了“理论分析与数值仿真为

先导，模型试验和工程验证为基础，实时监测与

动态设计为手段”的总体技术路线。他带领项目

团队一边观测地质岩层、钻探取芯试验，掌握第

一手数据，一边联合优势团队把脉工程症状、分

析破损机理，探求防治办法。

经过多次量化分析，“病因”终于浮出水面。

他们认为：问题主要来自特殊地貌和复杂地质结

构，深地下工程布局打破山体原有介质平衡，必

须综合施策。

最终，潘越峰牵头论证提出了 10 余份技术

方案和专题报告，并会同权威单位开展了试验研

究和计算分析，拟制了交叉口、大跨度、高边墙等

多个处置方案。与此同时，“地质超前预报、岩爆

监测预警、洞室变形量测”等方法也在军营迎来

了“首秀”，这些方法能给围岩测“血压”做“体

检”，官兵直呼神了。

由于及时采取有效加固支护措施，潘越峰最

终确保了在岩爆频繁区域施工掘进的安全，破解

了军队深地下工程世界难题。

潘越峰爱学习，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

间阅读。一次作战运用和战争案例学习，地质环

境对战争的影响让他印象深刻。人无法逆转环

境，却可以适应环境，潘越峰通过对部分战场设

施的设计，实现了有效规避作战准备中的突发地

质灾害，提升作战效能，打通了战场交通的“脉

络”，为加快形成新质战斗力奠定了基础。

30 多年来，潘越峰始终保持“白+黑”“5+2”

工作状态。他长期承担军队重点工程勘察设计

和急、难、重应急项目，牵头及参加重点科研项目

30 余项，获国家、军队科技进步奖等奖项 25 项。

这么多年来，到底加了多少班、绘了多少张图纸，

恐怕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获评“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后，众人向其

讨教成功秘诀，他坦言：“军队科研人员要让自己

的专业方向符合党和军队需要。我只是踏实走

好每一步，做一个让组织放心的人。”

获得工程勘察界至高荣誉

潘越峰：破解世界难题的导弹阵地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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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文，1974年 10月生，飞行器

强度专家，现任中国航空工业飞行

器强度领域首席技术专家、中国飞

机强度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飞行

器强度领域基础技术研究、核心能

力攻关，在重大飞机型号研制中立

功 8 次，主持完成重点预研课题、核

心能力攻关和重大型号研制项目数

十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6项、国家级管理

创新成果奖 2项，获第五届冯如航空

科技精英奖、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

奖状等荣誉。

周一有约

载客 233人的俄航客机紧急迫降玉米地、萨

利机长遭遇迁徙的大雁群迫降哈德逊河面……

大多数人或许只关注这些新闻事件本身，而王彬

文他们却“纠结”于新闻背后的科学问题——着

陆冲击、应急坠撞、飞鸟撞击、全机落震等等。

“让飞机飞起来很难，安全落下来更不容

易。”王彬文举例说，起飞时跑道上的砂石，飞行

过程中突遇的鸟类、冰雹，还有降落时地面对起

落架的冲击……生活中很多看似不起眼的现象，

但在较高的相对速度下，却是结构冲击领域要解

决的问题。

王彬文带领团队创新性构建了航空结构冲击

动力专业体系，解决了该领域一个又一个关键技术

难题。作为中国航空工业飞行器强度领域首席技

术专家、中国飞机强度所所长，近年来，他主持完成

了重点预先研究、重大型号研制和核心能力建设项

目数十项，在大型客机 C919、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研制中任强度试验联合指挥部总指挥。前

不久，他还荣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我们要确保飞机以最小的重量代价应对服

役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破坏挑战，这涉及到安全

性、可靠性、经济性和舒适性等要求，强度是破坏

与维护博弈的最佳平衡。”他这样阐释飞机强度

科研工作。

结构冲击实验最典型的是鸟撞实验。2007

年以前，国内的实验条件有限，要想按照国际规

范要求进行一次系统性鸟撞实验只能去国外。

王彬文对这一现状深感无力，决定带领团队自主

研制一套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鸟撞实验系统。

“鸟撞实验要求严、难度大、风险高，40 个大

气压的高压、60 吨的冲击力、100—300 米/秒的

速度、2%的速度正偏差，光听这一串数字你就可

想而知其难度。”王彬文告诉记者，气炮系统、控

制系统和鸟弹制作是研制鸟撞实验系统三大关

键技术，个个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核心是要攻克鸟弹制作工艺，设计合理的

弹壳和弹托，使系统在一定状态下发射出弹道稳

定和速度精准的鸟弹。”王彬文告诉记者，万事开

头难，刚开始实验数据少，他们就夜以继日地置身

于高压系统旁，不断发射鸟弹进行测试，通过深入

分析实验数据甄别出关键参数，建立系统控制模

型。为此，团队进行了数千次的研究探索，每次要

将活鸡致死后，再制作成鸟弹，并在 40分钟之内

高速打出去，撞击到模拟飞机的结构体上，冲击后

现场骨肉碎屑满天飞。王彬文和同事们每天都要

做很多次这样的实验，由于活鸡需求量较大，为了

提高效率，他们就在实验室旁边搭起了养鸡场，养

了一群精挑细选符合要求的“鸟弹”鸡。

那些日子，面对一个个难关，王彬文一头扎

进实验室，一遍遍调整参数，一次次优化结构。

撞击声不时传来，血腥气经久不散，就在这样的

实验环境下，他们潜心钻研，最终研发出一套国

际领先的鸟撞实验系统。后来，王彬文还带领团

队构建了真实鸟体的本构模型，研制出本构精准

的仿真鸟弹，为抗鸟撞研究、设计和验证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

鸟撞实验系统只是王彬文的“代表作”之

一。多年来，他带领团队攻克了飞机结构坠撞和

全机落震等世界性难题；创建了飞机气候适应

性、高超声速飞行器多物理场耦合等国际前沿实

验能力，填补了国内空白；还给强度分析插上了

“智能翅膀”，首创全机强度物理与虚拟实验并行

融合新模式，构建了基于确认与校验的全生命周

期数字强度体系，为强度数字化、虚拟化、融合化

和智能化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些研究成果相继被应用于四代机、大型运

输机和大型客机等重大飞行器研制中，为这些飞

行器的研制发挥了重要的支撑性作用。

实验室旁搭养鸡场，

自主研制国际领先的鸟撞实验系统

王 磊 胡 娟 本报记者 张 强

王彬文王彬文：：
让飞机强度让飞机强度““恰到好处恰到好处””

实习记者 于紫月

“儿时关中平原的冬季，放学回家的路上，与

小伙伴们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一路狂奔，一番打

斗后，气喘吁吁地躺在麦地里，看着蓝天白云、翱

翔而过的战机……”王彬文说，那时他就想看看

更高更远的天，懵懂少年的凌云之志由此而生。

1997 年，王彬文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

器设计专业毕业。23 岁的他放弃了北京、上海

的就业机会，毅然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老家

陕西，来到强度所工作。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家航空领域飞机型

号研制和预先研究任务非常少，航空科研机构很

难留住人。往往职工干一两年，便经不住时代潮

流的冲击，要么自己创业，要么转投外企。而他

却一头扎进结构振动、气动弹性等领域，一干就

懵懂少年树凌云之志，

航天人薪火相传造大国重器
王彬文在飞机强度领域摸爬滚打了 23 年，

当被问及其对行业的理解和感受时，他说：“强度

就是研究对象在设计状态下保持其目标品质的

能力。”这是他自己对“强度”的科学定义。

“强度是最符合东方哲学中庸之道、和谐统

一的专业，强而有度，张弛有道，从狭义的机械力

到广义的自然力，强度专业的发展始终充满着生

命力。”下午柔和的阳光从窗子中洒进来，照到他

的脸上，说这话时，他眼睛里有光，就像是在对专

业的热情表白。

“《礼记·中庸》中讲‘中立而不倚，强哉矫！’，

《道德经》中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

力，自胜者强’。这些都是强度的哲学阐述。”在王

彬文看来，科学是一门艺术，强度专业更具韵味，

从哲学意义上讲，度是万物之灵魂，对强度而言，

度是永恒之追求，过之一分显拙，欠之一分则险！

从艺术与灵魂、韵与恒的角度诠释强度，是专业的

最高境界，强之韵与度之恒是强度人永恒的追求。

强而有度，刚柔并济，这何尝不是他的人生写

照？他就像是一位攀登者，兢兢业业地为国产飞机

的研制攻下一个又一个“强度山头”。如今他正带领

着千锤百炼的高水平团队，向着下一个高峰进发。

过之则拙欠之则险，

他对“强度”有自己的定义

本报记者 张盖伦

李强李强摄摄

是 23年。

“我刚到强度所每月的工资是 220 元。”不

过，他入职没多久，就赶上了多项重大飞机型号

研制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彼时国内在飞机强度

领域多个专业却是刚刚起步。先进的武器装备，

全新的设计理念，新材料，新工艺，复杂的服役环

境，严酷的极限载荷，都是摆在他面前的“拦路

虎”。白天跟着师傅们学技术、做研究、看文献，

晚上按照前辈们的指点系统性学习理论、标准、

规范和手册。“根本没时间去想跳槽这些杂七杂

八的事儿。”他说。

“我始终认为大国必须要有重器。”王彬文

说。正是为了这一大情怀，几代航空人前赴后

继、薪火相传、开拓创新，使我国航空工业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

时隔多年，有一件事让他记忆犹新。

1997年的 9月，王彬文所在团队受命前往成

都参加我国某型战机首飞前的全机地面振动实

验，这是评估飞机能不能飞的“金标准”之一。然

而，运输途中，运送测试设备的车却翻了，设备损

坏了，到了成都，大家连口水都没顾上喝，一头钻

进设备室里排除故障。当时需要在地面模拟飞

机飞行时的状态，地面的油泵车全天 24 小时打

压，轰隆声震耳欲聋。在这种高噪声环境下，王

彬文他们在飞机全身贴上传感器，布置好数十台

激振器，进行模态参数分析。由于时间紧迫，大

家昼夜两班倒，每班干 12小时，时任强度所所长

王凤山与大家一起测数据，做分析，熬通宵，几天

下来，嗓子嘶哑得几乎说不出话。

“前辈们将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就必

须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不断开创强度事业发展的

新局面。”王彬文说。回首过去二十年，从歼10和

歼 15到歼 20，从运 20和 C919到 AG600……他和

众多航空强度领域工作者为一架又一架的新型飞

机成功研制而千锤百炼，托举着这些承载国家实

力和民族希望的雄鹰展翅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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