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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夢登天空間站首辦畫展

天宮跨年創歷史 下一站在軌輪換

航天員勉青年打造自己夢想飛船
京港澳天宮對話 暢談青春夢想科學奮鬥

澳門同學向葉光富提問：如果在飛行過程當中遇到
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突發情況的時候，你們會如何面
對和解決？你們又為此做了哪些準備呢？
葉光富：我們雖然身處遙遠的太空，離祖國很遠，
但是任何時候都絕不是一個人在戰鬥。我們乘組三
人是個非常團結的一個戰鬥集體，遇到困難都會風
雨同舟、共同擔當。更讓我們安心的是，在遙遠的
地面有成千上萬的航天人時刻牽掛着和守衛着我們
的安全，全天候提供智力支持和技術保障。

澳門同學向王亞平提問：你是第一位太空授課的女
教師，對比八年前，你覺得這次印象最深、感受最
大的是什麼？
王亞平：能夠再次給孩子們講課是我一直以來的夢
想。經過八年的執着追夢，終於有機會重上講台，
心裏感覺很幸福。飛天夢永不失重，科學夢張力無
限，我希望天宮課堂這樣一個點燃夢想的平台能夠
引導更多的青少年抬起頭仰望星空，心裏種下一顆
顆熱愛科學、追尋夢想、探索未知的種子。

香港同學向王亞平提問：你們在新的一年有什麼新
期待？對全國青少年有什麼樣的寄語和祝福呢？
王亞平：2022年注定將成為中國航天史上值得濃
墨重彩書寫的一年。截至去年年底，執行過出艙任
務的中國航天員已經覆蓋了60後、70後和80後，
我真心希望更多年輕人能加入到我們的隊伍中，接
過歷史的接力棒。只要敢於有夢，勇於追夢，用智
慧和汗水打造自己的夢想飛船，就一定能夠迎來自
己夢想的發射時刻，飛向屬於你的浩瀚星空。

香港同學向翟志剛提問：在第一次出艙活動時，三
位航天員不約而同地說了「感覺良好」四個字，那
麼在太空環境中怎樣保持感覺良好的狀態？
翟志剛：我們大隊的全體航天員都說過「感覺良
好」。這次我們乘組三人重溫經典，借用毛主席的一
句詩詞「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可以
形容「感覺良好」背後的心情。這是一種經過重大考
驗、突破重重困難、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相信大家
在克服困難、收穫成功之後也會「感覺良好」。

北京同學向葉光富提問：航天員的選拔萬裏挑一，
成為航天員後還要經歷多輪選拔。在漫長的等待和
準備過程中如何做到永不放棄？
葉光富：航天員最大的夢想就是飛天，在我們的職
業生涯當中也只有飛行和準備飛行兩種狀態，我們
每個人在通往飛天的道路上都經歷了嚴格的選拔和
艱苦的訓練，很多人一等就是幾年、十幾年，甚至
可能是一輩子，最難能可貴的是大家始終堅持不放
棄，守住了初心，耐住了寂寞，也經住了考驗。

北京同學向翟志剛提問：航天員日常訓練強度很
大，執行任務時也可能會遇到非常棘手的難題，載
人航天精神是如何幫你們克服困難的？
翟志剛：在我們航天員大隊的門楣上有這樣八個大
字：祖國利益高於一切。有國才有家，無論航天員
飛多高、飛多遠，強大的祖國永遠是航天員最堅強
的後盾，愛國主義永遠是激勵飛天的動力源泉。我
相信，大家只要把國家的利益擺在心中的最高位
置，就一定能一往無前，克服困難。

●在「元旦京港澳天宮對話」上，北京、香港及澳門約500名學子與神舟十三號乘組三名航
天員實時互動交流。圖為香港分會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元旦京港澳天宮對話活動設置三個會
場，北京主會場設在中央廣播電視總

台演播廳，香港分會場設在香港大學陸佑
堂，澳門分會場設在澳門大學，分別與天宮
空間站進行實時連線互動。對話開始前，中
國載人航天工程回答了京港澳青年學生的提
問，分享了科研工作者不畏艱難的感人故
事。

翟志剛：克服困難感覺良好
15時15分，元旦京港澳天宮對話正式開
始，熟悉中國航天的人永遠無法忘記翟志剛
在神舟七號任務中突破重重險情，實現中國
首次太空出艙時那句「我已出艙，感覺良
好」。在神舟十三號任務中，三名航天員也
都非常喜歡用「感覺良好」這句話。翟志剛
1日回答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博士研究生提
問時，借用毛主席詩詞「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軍過後盡開顏」，形容在太空任務「感覺
良好」背後的心情。「這是一種經過重大考
驗，突破重重困難，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
相信大家在克服困難、收穫成功之後也會感
覺良好」。
翟志剛說，最需要感謝的是工程全線的
科研人員，是他們辛勤的付出和全天候的保
障才使得航天員在整個飛行過程中始終保持
感覺良好。後續任務中，還可能遇到各種問
題和困難，但翟志剛堅信，「我們一定能在
完成任務落地以後，讓全國人民看到我們歸
來之時依舊感覺良好」。

王亞平：飛天夢永不失重
八年前，王亞平首次在天宮實驗室進行
太空授課。此次任務中，王亞平老師再度歸
來，開啟「天宮課堂」。她回答澳門學生的
提問時指出，「作為太空老師，能夠再次給
孩子們講課是我一直以來的夢想。經過八年
的執着追夢，我終於有機會重上講台，心裏
感覺很幸福」，王亞平說，飛天夢永不失
重，科學夢張力無限，希望「天宮課堂」能
夠引導更多的青少年抬起頭仰望星空，心裏
種下一顆顆熱愛科學、追尋夢想、探索未知
的種子。這一顆顆夢的種子有一天一定會生
根發芽，綻放出更多更加絢爛的花朵。

葉光富：成就事業需要堅持
首次執行飛天任務的葉光富，用自己的
經歷鼓勵青年學子們。他回答北京學生的提
問時指，「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比喻一件事
很難，常說比登天還難。作為一名航天員，
我的切身感受是登天這件事它確實很難，從
學生成為飛行員，到入選航天員，再到執行
飛行任務這三級跳中的每一跳都不可能輕鬆
實現，每個人也不可能一步登天。」葉光富
說，要成就一番事業，實現自己的夢想，都
需要日復一日的堅持，要付出比他人更多的
汗水。他鼓勵年輕人，要靜得下心、沉得下
氣，要練就好本領，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
朝着自己夢想方向前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天地連線」喜迎元旦。2022年的第一

天，正在天宮空間站執行任務的「神舟十三號」航天員翟志剛、王亞平、葉光富，

與來自北京、香港和澳門的約500名青年學生，進行了一場別開生面又富有意義的

「元旦京港澳天宮對話」活動，圍繞「青春」「夢想」「科學」「奮鬥」等關鍵

詞，共話「太空夢」，一起向未來。三位航天員寄語同學們面對挑戰時要守住初

心，用智慧和汗水打造自己的夢想飛船，他日必可飛翔在屬於自己的浩瀚星空。

●北京主會場，學生觀看空間站的小朋友畫作。 ●澳門分會場逾百人參與天宮對話活動。

北京 澳門

香港

「第一幅畫是精準扶貧
首創地湖南十八洞村的龍

興宇小朋友畫的《火星人到地球》。這一
幅是來自貴州的李華軍小朋友畫的《太空
旅行》。下一幅是趙雲溪小朋友的《太空
三號》……」這是「神十三」航天員、
「太空教師」王亞平在元旦「天宮對話」
中介紹中國空間站首次舉辦的「太空畫
展」，展出的20餘幅作品都是中西部青少
年為首次在太空跨年的航天員們精心準備
的新年禮物。

「神秘禮物」搭上飛船
據報道，2021年9月至10月，由中國載

人航天工程辦公室聯合中國航天基金會等
機構組織開展「青春與星空對話」中西部
青少年與載人航天面對面活動，來自中西
部地區11個省和自治區的師生代表，受邀

前往文昌航天發射場和酒泉衛星發射中
心，與中國航天員和載人航天戰線科技工
作者開展了一場跨越山海的「青春與星空
對話」。孩子們希望自己的畫能送到中國
空間站、在新年之際送給正在執行飛行任
務的航天員叔叔阿姨們。為了圓孩子們這
個夢，經多方共同努力，這份「神秘禮
物」如願搭上了飛往天宮空間站的天舟飛
船。

孩子們的畫作雖然稚嫩，但展示了無窮
的想像力，特別是一幅來自湖南省十八洞
村的《火星人到地球》作品。小畫家還在
說明中寫道，「快看，火星人來到了湖南
十八洞村參觀！這裏曾經是貧困地區，現
在經過精準扶貧，人們已經過上富裕的小
康生活。」孩子將太空的夢想與現實的幸
福連接在一起，令人感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在空間站展出的中西部省份學童獻給航天員的畫
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天舟二號曾遇重大險情排除萬難成功發射
香港文匯報訊 2021年5月，天舟二號飛船
發射曾因技術原因推遲。在當時短短幾個字
的新聞稿背後，是航天專家們需要承擔的巨
大壓力。中國載人航天工程長征七號運載火
箭系統總設計師程堂明1日在與京港澳學子對
話時講述了當時驚心動魄的故事。
「長征七號火箭發射天舟二號貨運飛船推
遲了九天，現在我回想起來依然驚心動魄，
我們不經意間經歷了中國航天史上空前的低

溫推進劑加注停放最長時間以及最大規模的
推進劑洩回事件」，程堂明說。天舟二號原
定在5月20日凌晨發射，在流程進行到距離
發射窗口還有三個多小時，科研人員在給發
動機輸送液氧的管路上發現一處壓力異常，
這會給飛行帶來隱患。
「根據我們的經驗，直覺應該是哪個地方
出現了洩露，但是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低
溫下查找漏點也非常困難，風險也很大」，

程堂明回憶說。因為這個異常，錯過了第一
個發射窗口，現場人員不眠不休，繼續開展
故障排查定位。經過不懈的努力，終於查出
真兇，必須洩出全部推進劑，進行故障部件
的更換。還好科研人員已就此準備預案，所
有問題處置完成後，火箭終於在5月29日發
射，取得圓滿成功。
程堂明說，只有直面問題，勇於迎接挑
戰，才能走出困境，邁向成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祝大家新年快樂！」2022年元旦，正在「太
空出差」的神舟十三號航天員翟志剛、王亞
平、葉光富從空間站發來祝福視頻。視頻中，
王亞平說，「太空探索屬於全人類、服務全人
類。在新的一年，我們將為實現空間站建成目
標而倍加努力、拚搏奮鬥」。這是中國人首次
在太空跨年，也是中國人首次在自己建造的空
間站裏歡度元旦。據計劃，中國將在2022年正
式建成空間站，具備長期連續載人駐留能力，
航天員乘組也將實現在軌輪換。屆時，中國人

在太空迎新年將是常態。
2022年1月1日，神舟十三號航天員乘組在

遙遠的太空迎來了新年的第一縷陽光。空間站
發回的視頻顯示，從早上開始，航天員們進行
了常規醫學檢查，並對核心艙表面和空氣中的
微生物進行採樣。這些工作足足耗費一上午，
直到12點半，三人才吃午餐。

翟志剛鍛煉姿態「優雅不過時」
新年聚餐，心情格外燦爛。視頻中的神舟十

三號航天員們滿臉笑容，吃得津津有味。短暫

的午休後，三名航天員開始進行體能訓練。王
亞平使用跑步機來進行有氧運動，葉光富充分
利用彈力帶鍛煉力量，翟志剛的鍛煉最有特點，
整個人都是在靜態力量中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
翟志剛的動作引發網友熱議，網友們讚翟志剛
「優雅永不過時」、「只想做一個安靜的美男
子」。「宇宙梗王」翟志剛，因為這個動作，有
了2022年的新梗。
三人組送上祝福視頻。翟志剛說，「今天是
2022年元旦，我們神舟十三號航天員乘組首次
在中國人自己建造的空間站上迎接新年的到
來。祝大家新年快樂！」王亞平說，「太空探
索屬於全人類、服務全人類。在新的一年，我
們將為實現空間站建成目標而倍加努力、拚搏
奮鬥」。「我們堅信，中國空間站的建成一定
會在中國航天發展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一定會為人類和平利用太空作出開拓性貢
獻」，葉光富說。

三艙合體最多駐留6名航天員
「鐵」打的空間站，流水的航天員，2022年
4月份，「感覺良好乘組」就要返回地球。到那
時，空間站關鍵技術驗證階段的任務將全部完

成。中國計劃在2022年正式建成空間站，具備
長期連續載人駐留能力，航天員乘組也將實現
在軌輪換。
在新階段，共規劃實施6次發射任務，包括
兩個實驗艙、兩艘貨運飛船和兩艘載人飛船都
要前來對接，會組成一個3艙N船的飛行組合
體。以後每一批航天員乘組的在軌駐留時間都
是6個月，這也是空間站運營期間飛行乘組的
常態化駐留周期。到時候，在軌駐留的航天員
人數最多將達到6人，神舟十四號乘組三名航
天員與神舟十五號乘組三名航天員，將同時在
軌進行輪換交接工作。之後，在對空間站狀態
進行全面評估後，就將轉入應用與發展階段。
期待中國空間站的未來精彩不斷！

●進行體能訓練時，翟志剛的動作引發網友熱
議，網友大讚「優雅永不過時」。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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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
道）今年中國將完成空間站的在軌組裝
建造，國家太空實驗室也將建成。據悉，
由中國科學院牽頭負責的空間應用系統，
將在空間站天和、問天、夢天三個艙段艙
內共安排13個科學實驗櫃，每個實驗櫃都
是高功能密度的太空實驗室，可支持一個
或多個方向的空間科學與應用研究。空間
站在軌運營10年以上時間，預計可滾動實
施近千項實驗項目。
在極端物理條件下，物質的運動規
律、物理化學過程、生命過程等都可能
發生變化，這意味着重大科學突破的可
能。中國空間站在艙內、外部署眾多重
大科學設施，同時利用微重力和輻射環
境、航天員較長在軌駐留等優勢，將開
啟中國空間科學研究與應用的新時代。
空間站艙外還安排了若干暴露實驗平
台，同時巡天空間望遠鏡與空間站共軌
飛行。這些設施可支持在軌實施空間生
命科學與生物技術、微重力流體物理和
燃燒、空間材料科學等9個領域30餘個
主題的科學研究。科學家未來將進入中
國空間站工作。目前，中國已選拔4位
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載荷專家，正在航
天員中心接受訓練，會在空間站進入運
營階段之後陸續開始工作。

●1月1日，中
國載人航天工程
辦公室發布視頻
《中國空間站迎
新年第一縷陽
光》，第一視角
帶大家看中國空
間站絕美日出。
隨着地球緩緩轉
動，日光逐漸顯
現。

天宮迎來2022第一縷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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