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24日讯“今夜，我们
带着飞天的梦想，仰望星空，筑梦航
天！”今晚，随着磅礴有力的旁白，唯
美炫酷的舞美演绎，《逐梦航天———
2019“中国航天日”文艺晚会》在湖
南卫视拉开帷幕。

值得一提的是， 亮相晚会现场
的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
士为航天晚会带来了“惊喜”。他说，
按照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嫦娥五号
将从月球上带回土壤。 这些珍贵无
比的月壤，一部分会保存在北京，另
一部分则会保存在湖南。“毛主席曾
说过‘可上九天揽月’，现在我们实
现了‘九天揽月’，所以把月壤放到
湖南也是对毛主席的一种告慰。”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郑晨红 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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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成就展在长沙开展 61件珍贵科普展品亮相

湖南人在家门口过了一把航天瘾

太空离我们有多远？“只有100公里”
国内外专家共话航天教育：航天的“未来”创造未来的航天

嫦娥五号带回的部分
月球土壤将保存在湖南

对航空航天感兴趣的市民， 有了一个长见识的好去
处。4月23日至29日，“航天放飞中国梦”———纪念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中国航天成就展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包
括神州十一号返回舱实物、神舟降落伞实物、“飞天”舱外
航天服实物等在内的61件珍贵科普展品亮相展会，市民可
持身份证免费观展，在家门口过一把航天瘾，零距离接触
到那些原本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火箭、卫
星等模型。 ■记者 易禹琳 潘显璇

本报4月24日讯 今天，在
2019年“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
开幕式上，中国国家航天局发布
了《中国航天助力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声明》。

《声明》表示，中国航天将持
续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秉承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与世界
各国空间机构和国际组织共同
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
共同推动航天技术助力人类社
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合力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各国人民
的美好梦想而不懈努力。

■记者 刘笑雪 冒蕞

中国国家航天局发布声明
共推航天技术助力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自豪，为中国航天成就

走进展馆大门，迎面就是航
天成就展区，大屏幕上播放着中
国航天载入历史的光荣瞬间，展
厅正中是东方红一号卫星1∶1模
型，它就是我国第一颗发射成功
的人造卫星，旁边的《人民日报》
用喜庆的红色字体记载了1970
年4月24日的辉煌。 东方红一号
卫星两旁是如排兵布阵的1 ∶10
的长征火箭家族。 人们仰望惊
叹，拍照留念。

看航天成就展，这些“上天”
的高科技可不是大多数人能看
懂的。 湖南大学150名大学生志
愿者早就分布在展馆各处，随时
充当你的讲解员。他们会告诉你
躺着的“快舟”运载火箭与“长征”
的区别，快舟十一号还没发射，但
它不仅能用发射车直接发射（黄
色的发射车模型就在不远处），其
运载能力达到了1000Kg。 在卫
星展区，高分六号可是中国首颗
精准的农业观测卫星，在高空监
测着田野、森林和草原。东方红五
号是通讯卫星，而风云四号是一
颗气象卫星，能预警气象灾害，服
务于“一带一路”国家。

看到了吗？ 那是天舟一号
（中国首个货运飞航） 和天宫二
号（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
间实验室）在对接，3次对接一次
比一次用时少。紧挨着的是空间
冷原子钟， 时间计量精准，3000
万年只有一秒误差。这可是国际
上唯一成功在轨运行的空间冷
原子设备，也是目前在空间最高
精度的原子钟。 快看， 那就是
嫦娥四号，由“鹊桥”号中继星、
“玉兔二号” 巡视器和着陆器组
成，2019年1月3日顺利在月球
背面软着陆。这可是人类历史上
首次实现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软
着陆和巡视勘察。

我们仰望星空，只能看到月
球正面， 想象那里有嫦娥和玉
兔，没想到现在我们真的把“嫦

娥和玉兔”送上了月球背面。

互动，体验航天科技

在航天科普展区，你不仅能
看到航天器模型、 科普展板，还
可以买到太空冰淇淋、 太空笔、
海报、 拼装模型等航天纪念品，
但最让人激动的是，你能体验一
把航天高科技。

在长征二号F系列火箭1∶10
的发射塔面前， 你轻轻一点，就
可完成火箭拼装， 燃料加注，两
分钟内“发射”一枚火箭。戴上
VR， 你能清楚地看到台风如何
缓慢变化；登上“梦回神舟”返回
舱，你能体验航天员在太空看到
的景象和回归地球的各种身体
感受。你也能在太空舱内拍一张
照，假装进入过太空。在屏幕上
一点，你能看到众多的人造卫星
环绕地球，有序绕转。看到了那
件航天员舱外穿的宇航服，那可
重达120公斤。

服务，科技走进生活

在中外商业航天展区，展示
的是商业卫星制造、商业火箭发
射服务、商业地面发射基地及相
关设备。法国宇航局作为大会主
宾国进行了集中展示。

最让老百姓感到亲切的是
航天产业融合和应用成果展。在
太空培育过的菌种，南瓜、西红
柿、辣椒等各种太空蔬菜，它们
在微重力、宇宙射线、高真空共
同诱变下， 产生了遗传性变异。
这是一种育种新技术。航空食品
和保健品也琳琅满目。

在这个展区， 你还能看到航
天科技应用于考古、环保、测绘、导
航、医学、海绵城市建设等各方面。

在展馆里穿梭，记者邂逅了
湖南日报小记者团和长沙航天
学校的100余名学生， 从少年好
奇的眼睛里，我们看到了逐梦航
天的希望。

本报4月24日讯 “很多
人都认为太空离我们很遥远，
但其实太空离我们的距离比
想象的还要近。” 英国国家空
间学院院长Anu��Ojha以北京
故宫为例，为大家开启了一段
想象之旅———他以视频模拟
景象让视野不断垂直上升高
度， 可以看到北京以外的世
界，“原来太空离我们只有100
公里，比北京郊区还近。”

今天，2019中国航天大
会·国际青少年航天教育论坛
在湖南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
航天、教育、科研等领域专家
学者汇聚，围绕“逐梦航天-航
天的未来创造未来的航天”主
题，发表独特见解，探讨国内
外青少年航天教育实践案例，
共话青少年航天教育方向。

现场，由英国国家空间学

院院长Anu�Ojha和美国航天
基金会副总裁Bryan� J.De-
Bates分别带来主旨演讲。

Anu��Ojha认为，航天教育
和日常教育是紧密相关的，有
着激发学生特有的能力， 要将
航天教育与孩子日常学习课程
紧密连接， 最重要的则是让老
师将航天教育用在教学当中，
而老师的角色则是一个助推的
作用， 当学生的兴趣和热情被
激发时，他们的进步是迅猛的。

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
玉清表示，学校是航天领域创
新型人才培养阵地， 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航天人才培养
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实现小
学、初中、高中、大学、科研院
所的各级联动， 实现全方位、
深层次的融合显得尤为重要
和紧迫。 ■记者 刘镇东

链接

5、4、3……，4月24日，随着倒计时，由载人航天工
程发射场系统总指挥张建启、航天英雄杨利伟等一起，
共同开启未来太空学者大会的序幕， 标志着2019未来
太空学者大会正式启动。

据介绍， 未来太空学者大会是在中国航天基金会
的支持下， 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研修学院青少年国际
竞赛与交流中心联合美国航天基金会、 英国国家空间
学院共同发起和组织的， 面向全球青少年的航天教育
活动。

活动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所采用的航天产业模拟
的特殊形式， 大会学术委员会的专家们专门为青少年
打造了一部宏大而富有意义的未来人类开发太阳系的
编年史。 参加活动的学生团队则需要组成一个个的创
新公司，用参加招投标的方式去设计月球基地、微小卫
星乃至一座座的太空城市。 通过项目式学习和跨学科
学习的方式，让学生们的批判性思考、创新能力等得到
充分锻炼。 ■记者 刘镇东

2019未来太空学者大会启动

4月24日，2019中国航天大会·国际青少年航天教育论坛在湖南大学举行。图为专家与学生互动。 记者 刘镇东 摄

本报4月24日讯 “今年底，我
们将发射嫦娥五号，全面实现月面
采样返回。”4月24日下午，2019年
中国航天大会主论坛在长沙召开，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
院院士吴伟仁带来了这个好消息。
他以《中国探月工程成就与展望》
为题，向大会作主旨报告。

今年1月3日， 嫦娥四号首次实
现在月球背面软着陆， 玉兔二号率
先在月球背面刻上了中国的足迹。
目前，“小兔子”工作情况怎么样？吴
伟仁带来了最新消息。“着陆器和巡
视器在月球工作了4个月昼，状态良
好， 开展了大量的科学探测活动。”
吴伟仁说。

中国探月实现了五战五捷，年
底将准备嫦娥五号发射， 全面实现
月面采样返回。 ■记者 刘燕娟

“小兔子”工作状态良好
年底发射嫦娥五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