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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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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
章。”川航 8633 事件后，英雄机长刘长
健面对媒体，坚定地说出了这“三个敬
畏”。正是这“三个敬畏”让军旅出身的
他顶住了人体耐受极限压力，在驾驶舱
低温、失压的情况下，用坚强的意志和
清醒的头脑，用零失误的精准操作将飞
机成功备降，保证了机组成员和全体旅
客的生命安全。全体机组、乘务组在有
副驾驶半身被吸出机舱，乘务有一人受
伤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对职责、对生
命、对规章的高度尊重，顶住极大的压
力继续执行飞行服务任务，并且最终成
功完成。这样一个具有高度职业道德、
高度职业素养、高度职业操守的团队，
称之为英雄机组，当之无愧，作为行业
标杆，无可厚非。冯正霖局长在4月份
民航安全运行形势分析会上，要求各单
位围绕“三个敬畏”思想深入推进作风
建设。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正是这
样暴风骤雨时能力挺生命尊严的英雄
人物。然而，在歌颂英雄的同时，我们
更应该看到他们人性的一面，才能反观
自身，真正理解这“三个敬畏”，真正将

“三个敬畏”切实内化为我们的职业信
念，渗透到民航一线的工作日常中。一
句话，敬畏平凡。

生命、职责、规章，这三个概念把每
一个单独拿出来，都重如泰山。然而，
在这些重大概念背后，我看到更多的，
是英雄们作为一个平凡人的难得。在突
如其来的险情面前，在作为一名民航一
线战士的身份背后，他们也是普通的父
亲、母亲、丈夫、妻子、子女。他们的生命
同样背负了柴米油盐的责任，同样浸润
了深切的爱意，同样牵动着家人的牵
念。他们对生命的敬畏，来源于民航人
的使命感，也来源于人性深处的求生意
志，正如电影《中国机长》中，客舱一片混
乱时乘务长坚定地说了一句话：“请相信
我们，我们会一起回家。”回家，是的，在

生死面前，这是一个人最朴素、最深层
的愿望，也是最强有力的驱动力之一。
只不过，在普通人的身份之上，作为民
航人的他们，多了一个信念，将全体旅
客安全带回家。这就是为什么，我更愿
意称这次事迹为平凡人的英雄壮举。

认识到这些英雄的平凡人设定，
再来谈谈何为“平凡”。平凡，是生活中
的柴米油盐，是路边偶遇的一草一木，
是日升日落的固定规律，是白开水般貌
似平淡无味的稀松平常。然而，对于我
们民航人而言，平凡是什么？是每一次
细致全面的安全检查，是每一条确认无
误的管制指令，是每一分钟精准的运行
保障，也是每一架次准确无误的入位放
行指挥，等等。总之，平凡，在民航人的
定义里，就是我们每一天每一项习以为
常的工作细节。或许年复一年，日复一
日，这些平凡小事在入航已久的老员工
看来已经习以为常，因为熟练，甚至有
些不以为意。这里，我想强调两个电影
中的细节，是艺术加工，但也足够让人
警醒。片中的刘机长在年轻副驾驶做
好一切航前检查之后，淡淡地说了一句
话，当你以为没有错误的时候，错误就
会来找你。当险情处理完毕，刘机长对

副驾驶说，记住，客舱里的一切行动都
要干净准确，光好看，没用。我想，这两
句话，应该被全体民航人牢牢记住。习
以为常的平常，可能会有错误来找我
们，不以为意的细节，可能其实我们还
并不熟练。所以，英雄机组的英雄之处
就在于，他们敬畏了平凡，我们习惯了
的，容易忽略的平凡小事。同样，也正
是因为在日常工作中保持了这种敬畏，
才让他们在突发的险情面前有足够的
能力和熟练度干净利落地处理了特情，
保障了航班全体旅客的生命安全。敬
畏平凡，看似平常，其实不凡。

敬畏，不仅是一个说法，更应该是
一种作风，平凡，不仅是一种寻常，更应
该是一种重视。生命、职责、规章，都是
内化于平凡，才能真正地铭记于心，践
之于行，而不只是言之于表。我们敬重
的，是危难面前冷静坚定的英雄机组，我
们更应该敬畏的，是身为平凡人的他们
对于“平凡”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警醒。真
正理解了平凡，对平凡抱有敬畏之心，再
谈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

最后，再次向川航8633机组致敬，
感谢你们，用行动告诉我们，真正应该
敬畏的是什么。旅客服务保障部张翮

敬畏平凡凡
——谈“三个敬畏””

敬畏，就是要用“怕”字来约束自
己，谨言慎行，自尊、自醒、自警。领导
时常提醒：流程完善、程序合法是开展
工作的前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
没有制度、有纪律的企业等于一个没有
绩效、没有生产力的企业。制度不但是
企业的制度，更是悬在团队里每个人头
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我们敬畏制度，才
会有“制度是火炉，围着可以一起烤火，
碰触就会烫手”的触动。只有心存对规
章、流程的敬畏，才能严格地按照制度
去做；让敬畏制度成为一种行为习惯，
面对诱惑时才能保持定力，谨慎而不盲
从。日常工作中，我们坚守季度盘库清
点制度，确保库存物资账实相符；我们
遵守财务制度，让经手的每一笔钱明细
清晰，有迹可循；我们修订完善资产入
账、调拨、维修、报废处置等各项工作流
程，让我们的每一项工作都有章可循。

坚持合规不是一日之功，而违规却
可能是一念之差。古人云：畏则不敢肆

而德已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
畏是如履薄冰，杜绝懈怠。用敬畏之
心，对待工作就是不断的审视自我，认
清岗位需求，通过不断学习，提高自身
素质，让自己具备担当责任的能力，拥
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创新能力。

管钱管物的领导干部发生违法乱
纪的原因很多，放松自我要求，自我意
识膨胀是一切腐败堕落的根源。如果
做工作能够从集体的根本利益出发，而
不是考虑为自己捞私利，再难处理的问
题都会变得非常简单。在心中，真正把
权力当成责任，自然就会有担当。从
政，就会永远保持人民公仆本色；用权，
就会时刻想到如何维护集体的根本利
益；对己，就会不断学习提升思想道德
境界。

不存私心，自会公私泾渭分，自觉
做到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在廉腐问题
上，自会崇尚廉洁、拒绝腐败，自觉做到
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在俭奢问题上，就

会把节俭当美德、把奢侈当耻辱；在价
值追求上，就会把甘于奉献放在首位，
在工作中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
不考虑安逸享受。

“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
有了责任担当意识，必然会事事尽心尽
力，自觉按制度办事，不去践踏廉洁纪
律，时时刻刻自觉严以修身、严以用权、
严以律己，踏踏实实谋事，实实在在做
人。

坚持以豁达之心做人，以坦荡之
心做事，这是对别人的尊重，更是对自
己的保护。因为心中不存邪念，才能让
自己能够坦然面对各种人和事，光明磊
落地工作和生活。

生命由种种经验，而千锤百炼。
一次次经历让自己不断成长，遵章守
纪，努力做一个阳光的人，经历各种生
活淬炼，尊重生命，热爱生命，最终安然
享受生命带来的幸福和快乐。

综合保障部 李慧

敬畏制度敬畏职责尊享生命

4月14日，民航局召开4月民航安
全运行形势分析会，分析3月民航安全
运行形势，并对下一步民航安全生产工
作作出部署。民航局局长冯正霖表示，
民航人都是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逆
行者，要大力弘扬和践行当代民航精
神，以“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职责”
为内核，切实增强敬畏意识，深入推进
作风建设，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全力确
保民航安全运行平稳可控，为取得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最终胜利贡献力量。

作为民航的一份子，我深感“三个
敬畏”道出了民航人的心声。在我从事
民航工作这几年中深深地感受到了身
上肩负的责任，飞机的起飞落地离不开
机务人员的指挥和检查，我们就是飞行
安全的幕后守护者。“敬”是严肃、认真
的意思，还指做事严肃、免犯错误；“畏”
指“慎、谨慎、认真、不懈怠”。敬畏是人
对待事物的一种态度，敬畏是自律的开
端，也是行为的界限。

敬畏生命就是在日常的工作中我
们要自觉肩负起保护旅客生命的责任
自觉，强化担当，每一架航班都承载着
上百乘客的生命，为安全负责，为生命
负责。

敬畏规章就是要充分认识和深刻
理解规章条文背后的原理、逻辑，充分
了解其制定背景和意义、针对的可能风
险，并深刻理解和融会贯通，才能做到
更加自觉、规范、更加自信自如、更有把
握地应对突发情况。每一部法规都凝
聚着经验与教训，一丝不苟脚踏实地，
衡量行为丈量安全。

敬畏职责就是要对自己的机务职
责高度认同，在关键时刻紧紧抓住责
任，自觉按照岗位要求不断学习，自觉
抛弃不适应岗位职责的不良习惯。每
一个岗位都有神圣的职责，明确岗位责
任，提升专业能力。

疫情当下，对每一个民航人来说
今年都是最难的一年，从集全国之力支

援武汉到各地严防境外输入再到世界
各国货机来中国运输抗疫物资，民航始
终处在打赢疫情防控的总体战、阻击战
的前沿阵地。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正处
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关键阶段，
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的安全工作决不
能松劲儿、忙中出乱，要持续学习”三个
敬畏“精神，增强“三个敬畏”意识，为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烟台机务
的一份力量！ 机务保障部韩震

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职责

今年 4 月份，在民航安全运
行形势分析会上，民航局局长冯
正霖指出，全体民航人要牢固树
立“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职
责”的意识，把作风建设推向深
入。

“三个敬畏”是一个密不可分
的有机整体。敬畏生命是敬畏规
章和敬畏职责的前提，体现了民
航业的价值追求，是党的根本宗
旨，是民航业内在要求的高度统
一。长养慈心，勿伤物命，充此一
念，可为仁至。自古以来，心怀慈
悲之人定会珍惜生命，也恰是这
种人能够在社会中遵章守纪，在
工作中履职尽责。今年新冠肺炎
疫情的蔓延，让全世界看到了生
命的脆弱和可贵，我国面对疫情
所做出的有效对策也让世界人民
看到了科学防控、敬畏生命的必
要性和宝贵性。新冠病毒的传播
和症状有着不可预测性，同样的，
不安全事件也有着不可确定性。
危险虽未可知，但是只要我们敬
畏生命，提高自身警惕，便能够将
危险扼杀在摇篮。作为把控航空
运输安全最后一道关卡的安全检
查部，我们应该提高在岗专注度，
保持工作精力饱满度，对机组人
员以及每位乘机旅客的生命财产
安全负责，敬畏他人生命。

敬畏规章是敬畏生命和敬畏
职责的重要保证，体现了民航业
的运行规律，是安全理论与实践
经验的高度统一。民航规章是在
一次次实践中不断完善总结，在
一次次经验中不断积累提炼的血
泪教训，是每位民航人都必须记
在脑中印在心里的行为准则，值
得民航业全体职工发自内心的敬
畏。规章不仅明确说明了工作过
程中的正确操作，也为我们处理
各种突发事件提供了理论上的依
据和指导。规章是高于技能的更
高层面的规律遵循，是保证安全
运行的法宝，是管理操作的工具，
是作风纪律的底线，只能遵守不
能逾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
论何种职业，何种规模的企业，其

支撑框架便是规章制度。放在民
航行业更是如此，民航事业的各
个环节都关乎乘机旅客的生命财
产安全，只有每个工作人员都能自
觉敬畏规章，才能做到对旅客负
责，也才能真正的敬畏生命。我
们安全检查部得以正常运行，其
依赖便是民航安全检查规定，我
们是规定的执行者，在工作过程
中，我们必须做到按章办事，保障
好每一名旅客的人身和行李安全，
将规章制度烂熟于心，敬畏规章。

敬畏职责是敬畏生命和敬畏
规章的具体体现，体现了民航人
的职业操守，是岗位职责与专业
能力的高度统一。所有敬畏之心
最后都要体现在一言一行上，体
现在工作岗位中，体现在履职担
责上。民航业内环节多，岗位杂，
风险大，安全职责需要落实到每
一个细枝末节之中。回望过往，
航空事故不胜枚举，哀思如潮，究
其根源，大多为岗位失职所致，所
造成的恶劣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没有敬畏职责，就失去了敬畏生
命和敬畏规章的基础。只有真正
做到领导担责、管理尽责、操作守
则、运行负责，各岗位检查、复核
到位，安全链条才能真正系紧系
牢，生命和规章才会真正被敬
畏。作为直接保障旅客安全的安
全检查部，我们更要明确自己的
职责，在工作过程中一旦发现旅
客有违背安全检查规定的行为，
我们有义务加以制止，必要时可
以申请公安协助处理。

落实“三个敬畏”，我们要从
本职要求出发，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对民航工作的指示要求，
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放在第一位。向“英雄机组”学
习，端正工作态度，明确工作要
求，学习规章制度，做到行有规
依，话有章循，使“三个敬畏”真正
成为解决安全从业人员工作作
风、行政管理作风和领导作风问
题的强大武器，为早日实现民航
强国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安全检查部 王敏

我心中的“三个敬畏”

怀敬畏之心，才会有如履薄
冰的谨慎。怀敬畏之心，才会有
小心翼翼的意识。怀敬畏之心，
才会有重于泰山的职责。只有全
面强化生命意识、规章意识、职责
意识，牢牢树立“三个敬畏”理念，
才会更有助于审时度势、三思后
行。作为进近管制科的一名见习
管制员，在近九个月的见习工作
中，我深刻意识到，管制工作严肃
而认真，一个优秀的管制员不在
于管制的技巧有多么高超，而在
于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能按照
规章制度从容应对，化险为夷，为
旅客的生命安全提供可靠的保
障。在工作之余更要严于律己，
认真学习规章制度，对自己负责、
对别人负责、对生命负责。结合
此次“三个敬畏”宣讲活动，我更
加深刻地理解了“敬畏生命、敬畏
规章、敬畏职责”的真正内涵。

“敬畏生命体现了民航业的
价值追求，是党的根本宗旨和民
航业内在要求的高度统一。”刘
传健机长在万米高空突遇驾驶
舱风挡玻璃爆裂脱落、座舱失压
的极端罕见险情，生死关头，英
雄机组临危不乱，正确处置，确
保了机上全体成员的生命安全，
创造了世界民航的奇迹。这也
并不完全是奇迹，若没有刘传健
机长自身过硬的驾驶技术和多
年累积的驾驶经验，这场奇迹可
能就会变成灾难。生命是脆弱
的，生命又是崇高、神圣的。只
有对生命存有敬畏，我们才会明
白管制工作背后的责任，努力提
高自身管制技能，才能让机组放
心地接受我们的每一条指令，完
成每一次起落。

“敬畏规章体现了民航业的
运行规律，是安全理论与实践经
验的高度统一。”张居正有言，“天
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
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

效。”飞机成为当代最安全的出行
方式是在经历了无数惨烈的空难
之后，用血的经验和教训换来的，
而规章则是防止这些意外发生的
壁垒，是管制员不可逾越的工作
底线。在3U8633事件中，刘传健
机长之所以能化险为夷，无外乎
在平时的运行工作中，将规章了
然于胸、融会贯通，在紧急情况下
本能地做出正确的处置，绝处逢
生。所以在平时的工作，我们要
将规章作为工作底线，严格遵守
规章，只有对这些规章心存敬畏，
才能把管制工作做扎实，做细致，
做到“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
后识器”。

“敬畏职责体现了民航人的
职业操守，是岗位责任和专业能
力的高度统一。”风挡玻璃爆裂
后，面临失压、低温、氧气稀薄等
极端的飞行条件，正是对职责的
敬畏，刘传健机长才能顶住万般
压力，迎难而上，把机上乘客的安
危放在首位。管制工作并非一蹴
而就，需要的也不是三分钟热度，
要步步为营，“故不积跬步，无以
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要将管制工作的学习放在时时刻
刻，只有将管制工作渗透到终身
之计中，才能做到“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定不
移，“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也只
有坚持，才能做好本职工作。管
制无小事，处处是细节，只有将对
职责的敬畏渗透到管制工作的各
个层面，才能永葆初心，实现管制
员的人生价值。

成为一名合格的管制员谈何
容易，只有对自己负责，才能坚守
底线；只有对工作负责，才能尽职
尽责；只有对生命负责，才能不忘
初心。牢记自己作为一名管制员
的初心，时刻督促自己，心存敬
畏，砥砺前行。

航务保障部 王冠童

心存敬畏，砥砺前行

护卫保障部李恩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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