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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生于上海，现定居成都。曾获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纪念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60周年“航空报国突出贡
献奖”。

1948年考进中国航空公司上海龙华养护基地，为机
械员，同年随基地迁至香港。1949年11月9日，在香港
参加了轰动中外的“两航”起义，1950年1月回到内地参
与新中国民航事业和航空工业发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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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航”起义亲历者 周礼忠：

界民航百年，航空
运输业已改变人
们的生活方式和
全球经济格局。

从1950年 8月 1日，
天津经汉口到广州和天津
经汉口到重庆两条航线正
式开通算起，新中国民航也
已发展近七十年。

60家航空公司，3639
架在册飞机，定期航班航线
4945条，全行业旅客运输
量6.1亿人次，运输总周转
量连续 14年位居世界第
二。

这是周礼忠从未想过
的中国民航今日图景。

70年前，这位年仅24
岁的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机械员，怀抱着航空报
国的满腔热血，在香港参加
了“两航”起义。

那是1949年的11月
9日，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航空公
司）和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央航空
公司）的56名起义者，驾着
12 架飞机由香港飞往北
京、天津，投入新中国的怀
抱。随后，“两航”2000多
名员工联合签名，通电起
义。

翻岭穿云，跨海越洋，
新中国民航加速发展的大
幕由此拉开。“这般辉煌成
就是我们当初万万没有想
到的。中国啊，中国，可爱
的中国。”当年赤诚热血的
年轻人，惟愿“回去建设新
中国”，而历史在进程中早
已埋下草蛇灰线，还以他们
由衷的喟叹。

70年了，起义时的壮
志豪情，并未随着时光流逝
而日渐模糊，恰恰相反，它
们在光阴的打磨下愈加铭
心刻骨。

世
林建华：
“黄田坝的第一口水井
是父亲设计的”

我父亲林伟尧，是广东中山人，母亲是顺德
人。父母早年都随家人从广东来到上海，爷爷
和外公当时在上海著名的四大公司任职，都是
高级职员并有股份，两人私交很好。

两家都家境殷实，外公家的房子是公司分
配的，属于欧式建筑，房子顶上还有小阁楼，二
楼有马桶、浴缸，一楼外还有天井，可养花草树
木。

父亲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当时著名的上海
圣约翰大学就读。毕业后去了香港，考入中国
航空公司任职员。姑妈姑父也是中航职员，都
参与了‘两航’起义。

1949年父亲回来后，主动放弃在上海舒适
的生活环境，支援三线建设，先后在天津、太原、
南昌、武汉等地工作过，后来到成都。我母亲为
了父亲，放弃了上海工作的机会，1956年1月8
日从上海坐游轮，经重庆到成都与父亲团聚。

父亲是负责土木工程设计的。当时成都黄
田坝杂草丛生没什么建筑物，一切都要从头再
来。父亲常在现场指挥，解决技术难题。黄田
坝第一口水井、泵房、水塔等是我父亲设计的，
他为了解决生活用水问题，常常吃住在现场。

当时一般人的工资也就 30 元到 50 元，父
亲工资当时近200元，后来几次厂里调工资他

都拒绝了，还两次主动申请降工资。

侯蓓：
“父母拒绝去国外发展
选择回来报效祖国”

我父母过世16年了。我父亲侯问清，1946
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1947年进入中
国航空公司，1949年1月随公司到香港。母亲
沈剑玉，与父亲同是上海人，也毕业于圣约翰大
学。

当时母亲的家人均在国外并已有一定的根
基，热切地希望父亲和母亲去国外发展。然而
父母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获取优厚生活条件，
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义无反顾地回来报效祖国
航空事业。

父亲在太原期间工作业绩突出，1954年荣
获建厂劳模光荣称号。1956年开始，成都新建
132 厂，我的父母和许多两航人员被陆续调到
了这里。

“两航二代”回忆他们的父亲母亲

“两航”起义已整整
70年了。

进入耄耋和鲐背之
年的老人们，回忆起当
年，仍是激动不已，眼泛
泪光。

12 架 飞 机 成 功 北
飞，数千吨器材、设施秘
密抢运回内地，那是“两
航”爱国员工们共同创造
的辉煌，共同揭开了中国
民航史上意义非凡的一
页。

在成都，成飞集团工
作的“两航”人最多时有
一百多人。

我们想尽可能多地
去采访这些亲历者们，然
而不少人已被时光带走，
在世者也因年事已高，身
体状况不允许受访，遂请
了几位“两航二代”描绘
他们父辈的青春年代。

周志亮：
“父亲和叔叔都参加了起义”

我父亲周明广，1911 年出生，1932 年参加了欧亚
航空公司的工作，也就是原央航的前身。

我1948年在上海出生后随父母到香港，父亲当时
是机械师领班，1949年11月9日父亲和叔叔周鸿广一
起参加了“两航”起义后回到内地。

父亲在广州抢修“武汉号”飞机时受伤，并荣获二
等劳模称号，后回上海休养。1957年父亲到了成都加
入筹建132厂的工作。我三个哥哥及姐姐，妹妹全在航
空工业企业工作。

我大哥周永亮从小热爱航空，1965年5月7日在成
都打破航空模型留空时间世界纪录，荣获国家体育荣
誉勋章。

钱向阳：
“父亲把自己的生日定为10月1日”

我父亲钱忠华出生于1926年，祖籍浙江宁波人，后
随家人到了上海。到上海后，父亲进入中航工作，也是
机械员。

起义以后父亲到了太原，然后到了吉林，又到了北
京南苑机场那边，后来响应号召，支援三线建设来到成
都。他说记不住自己的生日，就把自己的生日定为10
月1日。

周永：
“父亲曾是远征军炮兵营的翻译官”

我父亲周世政，母亲陆爱敏，都是上海人。
父亲是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大学生，那时抗
日战争尚未结束，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时，因
为语言交流需要征召一批会英语的年轻人入伍，我父
亲英文很好应召入伍，成了远征军炮兵营中的翻译官，
直到1945年远征军回国，才又回到上海交大继续完成
学业。

父亲毕业以后成为中航公司的一员，主要负责测
量工作，后跟随大部队到达香港，母亲也随即赶赴香
港，两人在香港结婚。经历“两航”起义后回到内地，而
后辗转广州、天津、太原等地，最终于1956年来到成都
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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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总周转量
2018年全行业完

成 运 输 总 周 转 量
1206.53亿吨公里，比
上年增长11.4%；

国内航线完成运
输总周转量771.51亿
吨公里，比上年增长
11.1%，其中港澳台航
线完成 17.51 亿吨公
里，比上年增长8.8%；

国际航线完成运
输总周转量435.02亿
吨公里，比上年增长
12.0%。

旅客运输量
2018年全行业完

成 61173.77 万人次，
比上年增长 10.9%；

国内航线完成旅
客运输量54806.50万
人 次 ，比 上 年 增 长
10.5%，其中港澳台航
线完成 1127.09 万人
次，比上年增长9.8%；

国际航线完成旅
客运输量 6367.27 万
人 次 ，比 上 年 增 长
14.8%。

记者：目前中国民航业在国际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
地位？

林智杰：目前从整体业务量来看，中国民航是排全
球第二。这是按旅客运输量或者叫总周转量来排名，而
且排名第二的成绩已经持续好多年了。现在的运输量
应该是美国的一半左右，这些年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近年随着出境游快速发展，中国航司在国际航空市
场的份额也在逐年提升，目前已超50%，超过国外航司
的市场份额。这也表明我们国家民航业竞争力越来越
强。

记者：中国民航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
林智杰：中国民航事业是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

的，大致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即1949年到1957年的初
创时期，1958年到1965年的调整时期，1966年到1976
年的曲折前进时期，1977 年到 2001 年新的发展时期，
2002年之后的高速发展时期。

快速发展应该是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其间经历
了几次改革。1980年3月“军民分家”，中国民用航空局
脱离军队建制，恢复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实行企业化管
理；既是政府行政部门，又以“中国民航（CAAC）”的名
义直接经营航空运输；1987年，“航空公司与机场分设”，

将原“中国民航（CAAC）”拆分成国航、东航、南航、西北
航、北方航、西南航6家骨干公司；2002年3月，原隶属
于民航局管理的航空公司以及服务保障企业正式与其
脱钩，成立了六大集团公司；机场“属地化”，除首都机
场、西藏区的机场外，其他民用机场均改由地方政府施
行属地化管理；2002年民航重组，6家骨干公司合并为
国航、东航、南航三大航。由此，大概形成了今天这样的
一个行业格局。

记者：回顾民航业的发展，新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
林智杰：机遇方面，相对国外民航业来说，中国民航

业内需比较大，有全球最大的市场，这是一个优势。近
几年消费拉动经济的转型，也给民航带来了很多新的发
展动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近年出境游增长非常快，新
增大量国际航班。目前在国际航空市场上，中方航司的
市场份额已反超国外航司，占据优势地位。

挑战方面，首先是在交通出行的替代性上，中国高
铁网对民航的分流和冲击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冲击会
越来越强。其次是资源的紧张，特别是空域资源和机场
的保障资源。此外，机场资源也是一个问题，目前大多
城市只有一个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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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业务量

2018年，全国民航
运输机场完成旅客吞吐
量 12.65 亿人次，比上
年增长10.2%；

2018年，年旅客吞
吐量达到100万人次以
上的运输机场有95个；

北 京 首 都 机 场
2018 年完成旅客吞吐
量 1.01 亿人次，连续 9
年位居世界第二；上海
浦东机场完成货邮吞吐
量376.86万吨，连续11
年位居世界第三。

安全性

2018年，民航安全
运行平稳可控，运输航
空百万小时重大事故率
十年滚动值为0.013（世
界平均水平为0.153）。

航空公司
与航线

截 至 2018 年
底，我国共有运输航
空公司60家，比上年
底净增2家；

民航全行业运
输飞机期末在册架
数3639架，比上年底
增加343架；

定期航班航线
4945 条，国内航线
4096 条，国际航线
849条。

民航专家林智杰：

中国民航
运输规模多年全球第二
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

“两航”起义带回来的器材以及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构成了新中国民航事
业初创时期的发展主体，拉开了中国民航事业建设发展的大幕。

如今，中国正从民航大国向民航强国迈进。
中国民航业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目前发展情况如何？面临着哪些机遇

和挑战？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就此专访了民航专家林智杰。

周礼忠至今还清晰记得“两航起义”前后
的很多细节。

比如，1950年他们从香港回天津，途经深
圳罗湖时夹道欢迎的人群。再比如，从广州
坐火车到上海，铁道工程兵们用液压千斤顶、
钢丝绳等简单的工具抢修破坏严重的铁路。

那些场景满目疮痍却生机勃勃，让人落
泪又充满力量，那是一个国家在经历战火后
的蓄力与重生。

年轻人的心中涌起和祖国同甘苦共命运
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我们唯愿航空报国。”

他们早已决定了参与起义。
1949年11月9日清晨，12架飞机从香港

启德机场腾空而起，一架接着一架飞向云
端。在塔台控制室的航班表上，这些飞机的
目的地分别是台北、海南岛、重庆、柳州、昆明
等地，但事实上，它们的目的地就是北京和天
津。

“那天早上我起得特别早，在家里听见飞
机起飞声一架接着一架，知道那是起义的。
我一直在心里默念，希望起义能成功。”当日
中午12时过，时任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和央航
总 经 理 陈 卓 林 乘 坐 的 飞 机“ 空 中 行 宫 ”
CV-240型XT-610号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其
它 11 架飞机飞抵天津张贵庄机场，一切顺

利。消息传来，“两航”员工们激动不已，开始
签名响应起义。

其后，暂留香港的“两航”员工，开始了为
保护两航留港资产的护产运动。在近三年
的时间里，他们先后抢运回大量器材、飞机
汽油以及其他设备。这些物资，以及北飞的
飞机，构成了中国民航事业创建初期的主
体。而归来的这些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则
成为了新中国民航事业和航空工业建设的一
支骨干力量。

1950年，“两航”起义领航机——“空中行
宫”CV-240 型 XT-610 号被命名为“北京”
号。那年的 8 月1 日，“北京”号自广州起飞，
中午经停汉口，下午抵天津。另一架飞机亦
于上午自天津起飞，中午经停汉口，下午抵重
庆。新中国民航最早的国内航线由此正式开
通，史称“八一”开航。

中国航空运输由此开始崛起。

毫无疑问，那是一段峥嵘岁月。
年轻的周礼忠和同事钱忠华，喜欢去香港利源东街

的生活书店看书，那是香港最繁华的皇后大道和德辅道
之间的一条小路。彼时，生活书店主要销售在香港重印
出版的解放区书刊，包括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以及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著作。

在那里，他们读《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
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文章。多个星期日的早晨，在香
港的半山，鸟瞰维多利亚海湾的景色时，他们兴致勃勃讨
论着祖国的未来和个人的抉择。

1949年6月，港英当局强制征用中航在启德机场新
建厂房，要求中航限期撤离机场。同年8月，又下令征用
中航在启德机场的其他房屋，查封中航的临时发动机修
理厂，致使中航被迫停航。与此同时，国民党逼迫中航将
养护基地搬到台湾。

在这期间，周礼忠结识了传播进步思想的先进人士，
参与了“反对迁台”、“组织工会”等群众活动。1949年9
月，港九民航工会正式成立，会员都是“两航”公司的职
工。在工会，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与方法，组织读书会，向
职工们宣传革命形势，展示新中国民航与航空工业的光
明前景。

70年后的今天，新中国的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已经连
续14年位居世界第二。然而在70年前，断没人能描绘
出、甚至想象到如此辉煌的图景。

截至 2018 年年底，中国民航拥有运输航空公司
60 家，运输飞机期末在册架数 3639 架，定期航班航线
4945 条。年旅客吞吐量达到 100 万人次以上的运输
机场有 95 个，北京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连续 9 年位居
世界第二，上海浦东机场货邮吞吐量连续 11 年位居世
界第三……

前景是何模样无法具象，但即便是“需要”“希望”“理
想”“信念”，这样的字眼，在当时已足够让人动容了，“我
们都觉得应该回去，建设新中国。”周礼忠说。

回到新中国的渴望，渐成燎原之势，不可抵挡。

初夏，成都黄田坝，天气微凉。
“谢谢你们来。”94岁的周礼忠颤颤巍巍地起身，向

记者们伸出手。他穿着竖条纹衬衫和深蓝色的马甲，看
上去颇为庄重，只是说话远不如笔头清晰，需要仔细分辨
才能听清楚说了什么。

2019 年，是上海人周礼忠在成都定居的 63 个年
头。他精通英文和日文，写一手好文章，参与了 132 厂

（现航空工业成飞集团公司）的选址建设，担任过第一任
厂长于辉的秘书，退休时是技术改造办公室科长。

客厅的茶几上，摆放着一摞早已整理好的关于“两
航”的书籍、照片资料和证书奖章。随手翻开一本相册，
泛黄的黑白照片上，身穿白衬衫的年轻人笑容灿烂，青春
逼人。

瞬间，70年前的记忆鲜活起来。
1948 年，23 岁的周礼忠考进中国航空公司上海

龙华养护基地，成为一名机械员，主要工作是修理汽
化器。

彼时，这家航空公司是国内民航巨头，直属民国政府
交通部管辖，拥有员工4800余人，包括正副驾驶105人，
运输飞机60架。运输总周转量在当时的国际民航运输
协会各成员航空公司中名列第8位。

到了1948年年尾，国民党统治区不断缩小，“两航”
的航线不断减停。中航公司决定把机航基地和业务重心
迁到香港，实力与中航并驾齐驱的另一航空公司——央
航公司，也由上海先迁广州再迁香港。

那年的 12 月，上海龙华养护基地各车间开始加
班突击，赶修出一批发动机附件后，全部设备油封装
箱。中旬，调往香港人员名单公布，周礼忠名列其
中。12 月 26 日，他们乘坐“大东南号”货轮抵达香港
九龙仓码头。

在这里，时代洪流和个人命运，走到了历史的交叉路
口。

特殊年月
“两航”从上海紧急迁往香港

时代抉择
“我们应该回去建设新中国”

起义北飞

数
说
中
国
民
航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我们愿与祖国同甘苦共命运”

▼国产大飞机C919。

94岁的周礼忠老
人细说过往。

周礼忠的两航起义人员证明书。

“北京号”飞机。

林伟尧（左一）在香港“两航”亲历者侯问清。 周世政陆爱敏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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