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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工作8年
研制与发射12颗北斗卫星

虽然工作只有8年，却参加
了12颗北斗卫星的研制与发射，
当看到开通仪式短片里北斗卫
星笼罩地球的画面时，王丹感动
得要哭了，“因为这里面有我们
做的卫星，有我参与的卫星。”几
年的工作场景和付出的心血像
过电影一样，王丹感慨“终于等
到这一天”。

2012年4月，从哈尔滨工程
大学电子信息处理（水下）专业
硕士毕业后，王丹便来到上海，
进入中科院微小卫星工程中心，
参加北斗卫星总体设计工作。
事实上，王丹的专业并不是很对
口，她是学水下导航的，和无线
电导航有点差别。当时她并没
有想过会干航天，去投简历面试
也是为了陪同学，没想到却是

“无心插柳”。
王丹记得，面试她的林总就

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是关于水下
定位的试验结果，让她解释一下
给他听。“我讲了定位导航的基
本原理和试验结果分析情况，林
总就没有再问我问题。一开始
我想，应该没有被选中，否则怎
么会只问了一个问题。”王丹笑
言，没想到自己最后通过了面
试，“可能林总会看人，觉得我有

潜力，可以培养吧。所以直到现
在我还是很感激林总，没有他，
我不会来中科院微小卫星工程
中心，也不会从事北斗工作。”

王丹口中的林总，便是中科
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副院长、
北斗三号系统卫星总设计师林
宝军研究员。此番他赴京在人
民大会堂参加了开通仪式。林
总在北斗三号卫星团队中，是父
亲般的存在。

以近50%创新技术
带领年轻团队接受挑战

刚工作那会儿，想到从事卫
星设计工作，而且是北斗卫星的
设计，王丹觉得跟周围做编程、
金融的同学相比，自己的工作充
满了挑战，为即将到来的生活兴
奋不已。可是工作了一段时间
之后，她发现自己的生活简单而
枯燥，尤其是跟同学们丰富多彩
的业余生活相比，更让她感到了
迷茫。不过，一次偶然的机会，释
怀了王丹所有的疑惑和焦躁，让
她明白工作需要的不仅是想象的
美好，更需要责任和温度。

“那是一次正样设计评审，
专家对我们的卫星设计提出了
严厉的质疑。质疑的声音让我
沮丧，我觉得我的团队都已经很
辛苦了，为什么还会遭到那么多
人的不信任？”正当王丹泄气的

时候，林总对专家说的一席话，
让她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工作。

“林总说，北斗系统是迄今
为止，中国航天史上规模最大、
系统性最强、涉及面最广、技术
最复杂、建设周期最长的航天基
础工程。我们要做就做敢于超
过GPS的中国导航卫星，我们的
目标是建立国际一流的导航系
统。”王丹回忆道，“在北斗卫星
的研制中，我们是一支年轻的队
伍，这支年轻的队伍中80后占了
76%，再加上近50%的创新技术，
质疑之声在所难免。正是这样，
我们才需如履薄冰并且坦然地
接受挑战。用真实有效的在轨
试验数据，回复那些质疑的声
音。”

王丹感谢领导给予年轻人
更多的机会与信任。从2015年
至参加第一次发射任务，她出任
了卫星飞控组副组长，在北斗卫
星第30颗、第31颗发射任务中，
她更是担任了卫星的90岗。“当
卫星入轨、帆板展开的口令由我
喊出时，我更加明白工作的责任
与使命的意义。”

创新责无旁贷
实现多项国际国内首次突破

“这个时代从来不缺乏拼
搏，但是从事航天事业却给了我
们很多荣誉与自己内心的坚定，

所以作为青年北斗人，我们的拼
搏还带了很多爱国情怀。”王丹
说，他们团队平均年龄才30岁出
头，首次参与卫星研制的人员过
半，大多数是刚毕业的博士、硕
士，不仅没有航天重大型号的经
验，甚至连工程经验都没有。然
而就是凭借着“老中青传帮带”

“干中学、学中干”的培养模式，
贯彻着能力比资历更重要的“唯
才是用”标准，很多年轻人在平
凡的岗位中脱颖而出。林总就
曾说：“只要不笨，要勇于向青年
人压担子、给机会，放手尝试他
们一定能做好。”

新一代导航卫星上大量采
用了国际首次、国内首次的创新
技术和设计方案：首次实现单独
星敏定姿技术、首次采用框架面
板构型、首次验证上面级直接入
轨发射方式、首次验证星间链路
与自主导航体制……面对这么
多的创新，年轻人责无旁贷。他
们敢于拼博，甘于奉献，老一代
航天人的精神仍在传承，烈火岁
月同样锻造今天的青年一代。

“2035年北斗将实现更加泛
在、融合、智能的综合导航授时
体系，这对于每一个北斗人来说
就是下一阶段的规划和目标。”
王丹表示，“相关工作早已启动，
我们将继续为北斗事业添砖加
瓦！”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徐汇区立足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一流中心城区定位，
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
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全力建设
创新徐汇、幸福徐汇、文化徐汇、
美丽徐汇，持续提升城区能级和
核心竞争力，加快打造高质量发
展与高品质生活相融合的典范
城区。截至2019年底，徐汇区地

区生产总值达到2111亿元，提
前一年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

在昨日上午举行的市政府
新闻发布会上，徐汇区委书记鲍
炳章介绍了该区近年来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

核心功能显著增强
鲍炳章介绍说，徐汇立足国

内大循环、谋篇国际国内双循
环，突出产业集聚、高端发展的
特点。现代服务业连续10年保
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不断向
价值链高端提升。比如，信息服
务业发展迅猛，阿里、腾讯、网易
等龙头企业功能落户，疫情期间
抢抓在线新经济发展机遇，大力

培育云娱乐、远程办公等新业
态，营收逆势增长40%。营商环
境持续优化，总部经济、楼宇经
济、涉外经济更加繁荣，上半年
阿迪达斯亚太区总部等一批外
资总部签约落地，跨国公司地区
总部累计达89家，去年贸易进出
口总额达882亿元，均位居中心
城区第一，税收超亿元楼宇 44
幢，涉外经济税收占比超过40%，
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

创新驱动能力凸显
据介绍，徐汇深入发掘区内

121家国家级、市级科研机构和 13
所高等院校资源，每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107件，位居全市第一。今

年区域单位荣获上海市科学技术
奖共83项（人），占全市比重近3成。

徐汇做大辐射长三角的科
技服务业。主动对接科创板，提
供全链条上市服务，助推澜起科
技首批登陆，泰坦科技成功通过
上市审核。深化建设国家知识
产权运营服务体系重点城市，拓
展上海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服务
中心、上海商标审查协作中心等
功能，服务长三角。

做强两个“千亿级”产业集
群。承办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总产出占
全市1/3，连续两年保持30%高速
增长，成为上海唯一入选的全国
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中学生在研学中
还原红色金融故事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你知
道保险业的“十三太保”吗？红
色金融是怎么走向统一？小小
算盘里竟然藏着大智慧？这个
暑期，上财附中9名高中生兵分
三路，用特别的方式学四史，调
研区域内的红色人物和故事。

深入博物馆挖掘红色故事
前天下午1点多，上海财经

大学商学博物馆算具馆里，来自
上财附中的“小主播”耿菲来来
回回地走着台步，说着相同的台
词。为了这场拍摄，她连续三个
小 时 不 吃 不 喝 ，直 到 导 演 喊

“卡”。原来，这里在进行三组视
频的拍摄，分别是《小算盘，大智
慧》视频组、《红色金融走向统
一：第一套人民币的诞生》视频
组和《程恩树：红色保险业的第
一位党员》视频组。

陈静蕊是《程恩树：红色保
险业的第一位党员》视频组的导
演，起初她和成员们选中这个选
题是被程恩树的颜值击中，“实
在是太帅了”。随着调查的深
入，大家发现程恩树进入保险业
时年仅17岁，和他们年龄相仿，
属于那个年代的00后。

“关于程恩树的资料少得可
怜，只看到一张有些泛黄的职员
履历。我们百度了很多资料，最
后无功而返。”主讲人李好告诉
记者，最后他们不得不求助商学
博物馆的老师花苑，才获得了较
为详细的资料。

李好还介绍说，1938年，党
的保险业支部成立时，程恩树当
选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这位
年轻的支部书记，时刻把党的指
示、国家的安危放在第一位。
1939年，他按照党组织的指示，
和其他保险同仁一起，投身到大
后方的革命中办理战时兵险，并
利用保险职员身份，先后在重
庆、湖南、四川等地掩护党组织
的秘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因此，他和12位有杰出贡献的保
险同仁一起，被称作中国保险业
的“十三太保”。

在实践中完成跨学科学习
记者了解到，此次参与自拍

自导自演的学生们，均是第一次
试水用视频拍摄的方式参与
2020上财附中“暑”我“财”行研
学活动。

“这个研学活动很有意思，
也许今后回忆高中三年，同学们
会对这段记忆刻骨铭心。”另一
位带队老师周逸凌对学生们的
评价是，“很能吃苦，也有韧劲”。

“今年我们和财大的博物馆
联系，让学生们成为暑期社会实
践的主角，讲述中国故事。在这
个过程中，他们无疑中进行了一
次项目化的跨学科学习，不仅要
了解历史，学会拍摄，还要写通讯
稿等。”上财附中相关负责人说。

85后北斗三号卫星总体副主任设计师王丹：

“创新拼搏，年轻的我们责无旁贷”
北斗三号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
建成暨开通仪
式昨日上午在
北京举行。与此
同时，远在上海的
85后北斗三号卫星总
体副主任设计师王丹难掩心中激
动之情，正是她带领着平均年龄
30岁出头的年轻科研团队，挑起
了北斗三号卫星的大梁。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汇聚活力之区、着力创新驱动，看徐汇如何迈向卓越之区

地区生产总值提前一年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

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北斗三号系统卫星总设计师林宝军(右六)与王丹
(右四)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徐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