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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誕出艙英雌
王亞平太空再授課
神舟十三號明凌晨發射 征天三傑挑戰飛行半年

翟 志 剛（指令長）

中國人民解放軍航天員大隊特級航天員，專業技術少將
軍銜

出生日期：1966年10月

籍貫：黑龍江龍江

航天經歷：

1998年1月，入選中國首批航天員

2003年9月，入選神舟五號飛行任務備份航天員

2005年6月，入選神舟六號飛行任務備份乘組

2008年9月，執行神舟七號飛行任務並擔任指令長

2013年1月，入選神舟十號飛行任務備份航天員

2019年12月，入選神舟十三號飛行任務乘組並擔任指令長

王 亞 平
中國人民解放軍航天員大隊一級航天員，

大校軍銜

出生日期：1980年1月

籍貫：山東煙台

航天經歷：

2010年5月，入選中國第二批航天員

2012年3月，入選神舟九號飛行任務備份

航天員

2013年6月，執行神舟十號飛行任務

2019年12月，入選神舟十三號飛行任務

乘組

葉 光 富
中國人民解放軍航天員大
隊二級航天員，大校軍銜

出生日期：1980年9月

籍貫：四川成都

航天經歷：

2010年5月，入選中國第二

批航天員

2019年12月，入選神舟十

三號飛行任務乘組

三

傑

簡

歷

美國宇航員克里斯蒂娜．
科赫（Christina Koch），
在2020 年2月刷新了一項
最新世界紀錄，成為首位
執行太空任務最長時間的
女性宇航員。她在太空生
活了接近一年，共計328
天。科赫的創紀錄太空任
務包括：執行第一次全女
性太空行走，並參與了
210 多項科學調查。其
間，在 2019 年 10 月 18
日，科赫和她的夥伴傑西
卡．梅爾（Jessica Meir）
相繼走出國際太空站，執
行首次全女性太空行走任
務，為人類太空探索活動
增加一項新紀錄。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凝哲

【中國太空站四艙組合體】

太空站安全問題Q&A
Q：中國太空站運行時出現意外怎麼辦？

A：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一直堅持「航天員安全第一」的原則開展
工作。首先在太空站本身開展了安全性、可靠性維修性設計，通過
功能冗餘和產品冗餘等手段，從設計上保障了一度故障工作、二度故障
安全，在產品出廠前經過了嚴格測試和試驗驗證，可保證太空站長期安全可
靠運行。

Q：太空碎片等對太空站安全問題，要如何解決？

A：針對太空碎片和太空目標等外部因素，科研工作者開展了專門設計，對微小型碎片在結構上進行防護加
固，對較大碎片或太空目標可實施機動規避。針對各種可能出現的故障情況，已制訂了約4,800餘條預
案，並進行驗證和演練。

A：考慮到航天器在軌碰撞問題日益突出，中國及時公布了太空站的軌道參數。航天員是人類派往外層太空
的使節，中國希望各國有關部門和機構能及時關注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官方網站發布的有關信息，在航天
器執行軌道機動時注意規避，共同維護太空秩序，保障航天員的生命安全。

Q：如果遇到極端情況，要如何應對？

A：對於極端情況，中國載人航天已做好應急救生準備。若太空站發生影響航天員安全的重大故障，航天員
可搭乘停靠的載人飛船及時撤離太空站、返回地面。若停靠的載人飛船發生不能安全返回的故障，將組
織實施應急救援飛船的快速發射，與太空站對接，確保航天員可及時乘坐應急救援飛船返回地面。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葉光富是一位葉光富是一位「「8080後後」」航天員航天員，，
他即將在他即將在1616日凌晨迎來首次飛行任日凌晨迎來首次飛行任
務務。。在出征前的見面會上在出征前的見面會上，，香港文香港文
匯報記者有幸向他提問匯報記者有幸向他提問，，作為最年作為最年
輕的航天員輕的航天員，，首次任務就將長達半首次任務就將長達半

年年，，對此有何憧憬和期待對此有何憧憬和期待？「？「我感到非常榮幸和驕我感到非常榮幸和驕
傲傲」，」，葉光富自信地回答葉光富自信地回答，，他對執行此次任務充滿他對執行此次任務充滿
信心信心，，他的信心來自於一代代航天人的接續奮鬥他的信心來自於一代代航天人的接續奮鬥，，
來自於飛行乘組的團結協作來自於飛行乘組的團結協作，，也來自於也來自於1111年的努力年的努力
拚搏拚搏。。對於這次飛行對於這次飛行，，葉光富非常期待以全新的角葉光富非常期待以全新的角
度感受浩瀚太空度感受浩瀚太空，，欣賞美麗地球欣賞美麗地球，，也希望能飽覽祖也希望能飽覽祖
國的大好河山國的大好河山。。

曾赴歐洲受洞穴訓練曾赴歐洲受洞穴訓練
在中國的航天員中在中國的航天員中，，葉光富的經歷有點特殊葉光富的經歷有點特殊。。在嚴在嚴

格保密的航天員名單中格保密的航天員名單中，，他是唯一一名還未執行過太他是唯一一名還未執行過太
空飛行任務空飛行任務，，就已在公眾前曝光的航天員就已在公眾前曝光的航天員。。20162016年年，，
他曾作為中國航天員代表他曾作為中國航天員代表，，與來自美國與來自美國、、俄羅斯俄羅斯、、西西
班牙班牙、、日本的日本的55名航天員共同參加了歐洲航天局組織進名航天員共同參加了歐洲航天局組織進
行的為期行的為期1515天的洞穴訓練天的洞穴訓練。。
該訓練的目的是讓人類在未來踏上其他星球時該訓練的目的是讓人類在未來踏上其他星球時，，

具備適應陌生環境的能力具備適應陌生環境的能力。。葉光富在極端環境中表葉光富在極端環境中表
現出了很好的意志耐受力現出了很好的意志耐受力，，以及危機處理能力以及危機處理能力、、團團
隊協作能力隊協作能力。。他作為關鍵項目勘探組負責人他作為關鍵項目勘探組負責人，，在小在小
組成員的共同協助下完成了勘測任務組成員的共同協助下完成了勘測任務。。在探險過程在探險過程
中中，，葉光富曾敏銳地觀察到有個別岩石往下滾落葉光富曾敏銳地觀察到有個別岩石往下滾落，，
迅速招呼其他航天員撤回迅速招呼其他航天員撤回。。隨後的大片岩體滑坡證隨後的大片岩體滑坡證
明了他的判斷明了他的判斷。。整個洞穴訓練整個洞穴訓練，，葉光富獲得了團隊葉光富獲得了團隊
的信任的信任，，並憑着並憑着1010年戰鬥機飛行經驗年戰鬥機飛行經驗，，擅長導航和擅長導航和
領航的能力領航的能力，，最後帶領團隊安全順利走出迷宮一樣最後帶領團隊安全順利走出迷宮一樣

的洞穴的洞穴，，重見光明重見光明。。事後事後，，
由他負責生成的三維地圖由他負責生成的三維地圖
上上，，他把一個未知的區域取他把一個未知的區域取
名為光明通道名為光明通道。。

獲國際航天員高評價獲國際航天員高評價
同行人員的評價較為客觀反映了葉光富的特點同行人員的評價較為客觀反映了葉光富的特點，，有有
國際航天員說國際航天員說，「，「讓葉執行這項任務讓葉執行這項任務，，我非常放我非常放
心心。」。」隨行攝影師則說他隨行攝影師則說他「「似乎永遠也不知疲倦似乎永遠也不知疲倦」，」，
任務負責人評價葉光富任務負責人評價葉光富「「為人很友好為人很友好，，而且聰明而且聰明，，總總
是樂於學習新的東西是樂於學習新的東西」。」。同為中國第二批航天員的王同為中國第二批航天員的王
亞平評價葉光富時說亞平評價葉光富時說，，作為同期的戰友作為同期的戰友，，他是工作認他是工作認
真嚴謹的人真嚴謹的人，，做事深思熟慮做事深思熟慮，，是完全可是完全可
以信賴的夥伴以信賴的夥伴。。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劉凝哲酒泉報道酒泉報道

「首飛」葉光富答本報：期待飽覽祖國大好河山

神舟十三號徑向對接太空站示意圖神舟十三號徑向對接太空站示意圖 神舟十三號載人飛船將採用自主快速交會對接神舟十三號載人飛船將採用自主快速交會對接

的方式的方式，，首次徑向停靠太空站首次徑向停靠太空站，，即即「「徑向對徑向對

接接」，」，屆時中國太空站將實現核心艙屆時中國太空站將實現核心艙、、22艘貨艘貨

運飛船運飛船、、11艘載人飛船共艘載人飛船共44個飛行器組合運行個飛行器組合運行。。

【徑向對接】

目前中國太空站共有3個接
口，前段時間天舟三號發射之
前，天舟二號脫離太空站並
繞飛到太空站後端對接，把
前端接口留給天舟三號，因
此目前留下的對接口，只有
太空站底部的一個。神舟十
三號屆時需要運行到太空站
的下方進行對接。

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空間
站任務總師孫軍解釋說，對接
過程中飛船和核心艙在軌道高
度上就有一個偏差，由於軌道
高度的偏差，不同高度的速度
是不一樣的，所以就在「徑向
對接」的接近過程中，除了在
徑向方向有速度的位置的改變
以外，還要去控制它在速度方
向的角度。神舟十二號載人飛
船在返回地球之前，已進行了
一次「徑向對接」模擬試驗，
為10月16日神舟十三號的成
功對接進行最後一次演練。

神舟十三號任務五大目的神舟十三號任務五大目的
神舟十三號是太空站關鍵技術驗證階段第神舟十三號是太空站關鍵技術驗證階段第
六次飛行任務六次飛行任務，，也是該階段最後一次飛行也是該階段最後一次飛行
任務任務。。其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

開展機械臂輔助艙段轉位開展機械臂輔助艙段轉位、、手控遙操作等太空站組裝建造關手控遙操作等太空站組裝建造關
鍵技術試驗鍵技術試驗

進行進行22--33次出艙活動次出艙活動，，安裝大小機械臂雙臂組合轉接件及懸安裝大小機械臂雙臂組合轉接件及懸
掛裝置掛裝置，，為後續太空站建造任務作準備為後續太空站建造任務作準備

進一步驗證航天員在軌駐留進一步驗證航天員在軌駐留66個月的健康個月的健康、、生活和工作保障生活和工作保障
技術技術

進行航天醫學進行航天醫學、、微重力物理領域等科學技術試驗與應用微重力物理領域等科學技術試驗與應用，，開開
展多樣化科普教育活動展多樣化科普教育活動

全面考核工程各系統執行太空站任務的功能性能全面考核工程各系統執行太空站任務的功能性能，，以及系統以及系統
間的匹配性間的匹配性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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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在神舟十號任務中擔任「太空教師」的王亞
平，在學生中人氣極高。在14日的媒體見面會

現場，面對來自新疆和田皮山縣的小朋友的提問，
王亞平微笑着說，經過8年的不懈努力，亞平老師終
於再次追夢成功，即將帶着同學們的夢想和期待飛
向太空，這一次我們即將進駐的是我們中國自主建
造的太空站，同學們最好奇什麼，最想看到什麼，
都可以告訴我，我會帶着大家一起去探索，去發現，
幫你們共同實現願望。
王亞平說，能夠成為進駐太空站的首位女航天員，
親身參與太空站建造任務，由衷地為身處這個偉大的
時代、偉大的祖國而倍感驕傲和自豪。當被問及要在
太空站度過春節的問題，她和大家一樣都滿懷期待：
「神舟十三號航天員乘組會和大家一起守歲，在第一
時間把來自太空的祝福送給祖國、送給大家。」

加強健康評估動態調整
神舟十三號任務長達半年，大幅突破以往中國航天
員的在軌紀錄，給任務帶來挑戰。載人航天工程新聞
發言人、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副主任林西強表
示，已針對神舟十三號乘組將要實施的出艙活動、在
軌開展的實驗研究，以及遙操作交會對接試驗、機
械臂輔助貨運飛船轉位試驗等項目進行了重點訓
練。同時，面向半年的飛行任務，進一步強化物資
管理日制度、定期天地溝通交流制度等，還識別了
長期飛行關鍵操作項目可能的遺忘效應，適時安排
定期在軌訓練，確保航天員以最佳技能狀態應對各項
正常及應急任務。
面對超長任務期，載人航天工程還加強了在軌定期
評估和動態調整。神舟十三號任務中，將針對不同時
期、不同個體的身心特點，每月對航天員健康狀態
進行全面評估，根據評估結果，適時調整航天員失
重防護鍛煉項目、航天員營養配餐方案，以及心理
支持活動等，確保航天員以飽滿、良好的身心狀態完

成飛行任務。

下一步航天員在軌輪換
據介紹，神舟十三號任務是中國太空站關鍵技術驗
證階段的決勝之戰、收官之戰，此後中國將全面轉入
太空站建造階段，其間，神舟十五號乘組將與神舟十
四號乘組開展在軌輪換，並在2022年底前完成太空站
三艙組合體建造。
關於中國太空站後續建造規劃，林西強表示，共規
劃實施6次飛行任務，首先發射天舟四號貨運飛船，運
送補給物資，為隨後實施的神舟十四號載人飛行任務

做準備；神舟十四號乘組在軌駐留期間，將先後發射
問天實驗艙和夢天實驗艙，與天和核心艙對接，進行
艙段轉位，在2022年也就是明年年底前完成太空站三
艙組合體建造。
「隨後實施天舟五號貨運補給和神舟十五號載人

飛行任務，神舟十五號乘組將與神舟十四號乘組開
展在軌輪換。」林西強說，對太空站狀態進行全面
評估後，將轉入太空站應用與發展階段。後續，將
擇機發射巡天太空望遠鏡，與太空站共軌長期獨立
飛行，開展巡天觀測，短期停靠太空站進行補給和
維護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酒泉報

道）中國新一輪「太空出差」啟動，神舟

十三號載人飛船將瞄準10月16日00時23

分發射，飛行乘組由航天員翟志剛、王亞

平和葉光富組成，翟志剛擔任指令長。3

名航天員將首次在軌駐留6個月，中國女

航天員將首次進駐中國太空站，王亞平將

成為中國首位出艙的女航天員。她還將執

行太空出艙任務，成為中國首位進行太空

行走的女性。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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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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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友 熱 議 飛 行 乘 組 ：

Sophia：這組航天員顏
值頗高，兩位「80後」
都是俊男靚女，女航天
員王亞平學習好、身體
好、本領過硬、相貌堂
堂，集美貌與才華於一
身，真是太優秀了，為
中國首位出艙女航天員
點讚加油！

傾城：中國最美女性
是默默在背後為國
家、為人民作貢獻的
女英雄。王亞平2013
年就跟隨神舟十號飛
向太空，如今再次啟
航問鼎蒼穹，真是又
美又颯，中華兒女巾
幗不讓鬚眉！

瓊樓遇魚：一 句
「我已出艙，感覺良
好」猶在耳畔，卻已
經是13年前的舊事。
如今，翟志剛又要帶
着兩名年輕的「80
後」航天員再創新的
成就，加油！中國航
天員！加油！中國！

MoLy：猶記得2003
年全班同學坐在一起
看神舟五號發射，我
們驚歎祖國的強大。
如今，神舟十三號即
將啟航，浩瀚星空，
我們探索宇宙從未止
步。日月星辰，我們
砥礪前行。期待航天
英雄們早日凱旋！

天舟二號天舟二號

天舟三號天舟三號

神
舟
十
三
號

神
舟
十
三
號

天和核心艙天和核心艙

底部對接口

後端對接口

前端對接口

▶翟志剛（中）、
王亞平（右）、
葉光富3名航天
員將執行神舟十
三號載人飛行任
務，由翟志剛擔
任指令長。

新華社

●●1010月月77日日，，神舟神舟
十三號載人飛船與十三號載人飛船與
長征二號長征二號FF遙十三遙十三
運載火箭組合體已運載火箭組合體已
轉運至發射區等待轉運至發射區等待
發射發射。。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王亞平在水
下進行出艙訓
練。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在提問。

視頻截圖

HW春觀夜櫻：十一假
期 看 過 《 我 和 我 的 父
輩》，電影裏面出現了中
國首位女飛行員，當時感
觸頗深。如今，王亞平將
第二次飛向太空，成為首
位進入太空站的女航天
員，真是了不起的中國姑
娘，姐姐好颯！願任務順
利，平安返航。

太
空
生
活
328
天

美
國
女
宇
航
員
破
紀
錄

�����!�7�������
� � 0 � 	 � 	 � 	 ! .

港字第26134 今日出紙3疊9張半 港售10元

2021年10月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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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5 大致多雲 間有驟雨

氣溫25-28℃ 濕度75-95%

辛丑年九月初十 十八霜降

2008年的秋天，神舟七號任
務發射。我作為首家現場採訪
的香港平面媒體記者，來到酒
泉衛星發射中心。也是在問天
閣，見到了當年的神舟七號乘

組指令長翟志剛。當年的他，留着又黑又短的寸
頭，大戰在前毫不慌亂，不時冒出個帶着東北口
音的「梗」來。13年後，還是在問天閣，翟志剛
的鬢角染了霜，不變的是他招牌似的「梗」和無
處不在的微表情，讓人看到就忍不住嘴角上揚。

中國漫步太空第一人難忘遇險
「神七」任務是中國

首次太空出艙行走，翟
志剛和同伴劉伯明、景
海鵬曾經在任務中遇到

過天大的困難，準備太空出艙時，艙門卻無法打
開。翟志剛曾回憶說，他玩命在打開艙門，因為
艙門如果打不開，人出不去，神舟七號的任務就
完成不了。休息片刻後，劉伯明遞給翟志剛一根
撬棍。最終，在兩人的不懈努力下，才艱難撬開
了艙門。

驚險再次而至，軌道艙響起了火災報警。翟志
剛記得，當時神舟七號儀表顯示，軌道艙火災。
那一刻，劉伯明問翟志剛，是否繼續出艙？翟志
剛的回覆很堅決也很堅定：「出！」

劉伯明回憶，當展示紅旗時，他們已經做好
了犧牲的準備。那一刻，翟志剛和劉伯明已經
做好了與景海鵬值守的返回艙分離的打算。讓
戰友返回，自己直面危險。當時在艙內值守的
景海鵬也非常堅定：「豁出去了，即使有火也
豁出去。」幸運的是，最終經過排查，軌道艙

的火警為誤報。
這可能是至今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已披露過的

最驚險時刻。在昨天的見面會上，翟志剛也談
到了「神七」任務，他說，「我準備了10年，
現在距上一次執行任務時間又過去了13年，13
年不算短，與其說經歷了漫長的等待，不如說
經歷了漫長的準備。到底是什麼一直在激勵着
我呢？我想不外乎就是對飛行的熱愛，對職業
的熱愛，對祖國航天事業的熱愛。13年後，我
仍能執行飛行任務，就是因為我能靜下心來，
腳踏實地地做好眼前的事，做好眼前的工作，
做好眼前的訓練。」

再過幾十小時，翟志剛將再度打開神舟飛船的
艙門，開啟他的第二次太空征戰。在神舟十三號
長達半年的任務期中，他可能還會數度打開太空
站核心艙的艙門，站在機械臂上，直觀初具雛形
的雄偉的中國太空站，遙望美麗的地球。那一
刻，翟志剛已準備了13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堅守13年 翟志剛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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