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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记者 李宣良
赵薇） 搭载着3位航天员的神舟九号飞船18
日下午与在轨运行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
顺利 “牵手”， 首次载人自动交会对接顺利
完成。

16日傍晚发射的神舟九号飞船于当日
18时47分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后， 经过北京

航天飞行控制中心4次轨道控制， 于18日中
午抵达距天宫一号后下方52公里处， 与天
宫一号建立稳定的空空通信链路， 开始自
主导航。

在经历了寻的、 接近和平移靠拢三个
阶段， 分别在5公里、 400米、 140米、 30米
四个停泊点进行停泊之后， 神舟九号飞船

以0.2米/秒的相对速度沿直线缓缓接近天
宫一号目标飞行器。

14时07分许， 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对
接环刚一接触， 飞船尾部4台发动机随即点
火 ， 将飞船轻轻推进天宫怀抱 。 不到8分
钟， 对接机构先后完成捕获、 缓冲、 拉近
和锁紧4个过程。 神舟九号和天宫一号实现

刚性连接， 组合体以7.8公里/秒的速度绕地
球飞行。

自动交会对接过程中， 飞船上景海鹏、
刘旺、 刘洋表情轻松、 状态良好， 不时向
地面报告飞船状态 。 在组合体飞行期间 ，
他们将通过对接通道从飞船进入天宫一号
实验舱， 开展科学实验、 技术试验等活动。

首次载人自动交会对接顺利完成

一个梦想， 一个萦绕在中华民族心
头的千年梦想， 随着3位中国航天员由
神舟九号飞船进入天宫一号终于成真。

如同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形象一样如
梦如幻———2012年 6月 18日 14时 07分 ，
两个航天器在距地球343公里的太空紧
紧相拥 ， 3个小时后 ， 景海鹏 、 刘旺 、
刘洋像鸟儿一样 ， 依次 “飞 ” 进了 “天
宫” ……

圆梦 “天宫”， 使中国成为世界上
第三个具备向在轨航天器运送人员和
物资能力的国家 ， 标志着中华民族在
叩开空间站时代大门之后 ， 又向前迈
出重要一步。

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中华民族古老
的期盼， 在这短短9年一一成为现实？

———把梦想写在太空， 靠的是改革
开放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

正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
建平所说， 是改革开放托起了中国载人
航天的一次次跨越。

综合国力的稳步增长， 推进了科技
实力的不断跃升， 把中国载人航天的一
幅幅蓝图变成了现实， 而中国航天的每
一次梦圆， 又为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注
入了新的活力 。 按照国际通用的评估 ，
航天领域每投入1元， 会产生7至12元的

回报 。 我国 1100多种新材料中的 80% ，
是在空间技术的牵引下完成的。

———把梦想写在太空， 靠的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
有优势。

今天， 就在中国航天员入住 “天宫”
的这一刻， 从渤海之滨到西部边陲， 从
漂泊在三大洋上的远望号测量船到布设
在各国的地面测控站， 直至遨游在太空
的 “天链一号” 中继卫星， 有多少台雷
达和跟踪测量装备同时启动？ 又有多少
数据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北京航天飞控中
心， 汇集到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作为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 载
人航天包括八大系统， 直接参与研制工
作的研究所、 基地、 研究院一级的单位
就有110多个， 配合参与工程的单位多达
3000多个 。 数十万科研工作者的心血 ，
凝结在长征运载火箭20多万个零部件上，
凝结在了神舟飞船、 天宫一号一个个元
器件上……

———把梦想写在太空， 靠的是中华
民族勇攀高峰、 敢于超越的进取精神和
创新勇气。

面对太空， 激发起有着千年飞天梦
想的中华民族无限的创造力。 从垂直总
装、 垂直测试、 垂直转运和远距离测试
发射的 “三垂一远” 发射模式， 到国际
先进的基于IP技术的 “永远在线的航天

测控网 ”； 从火箭控制系统采用更加精
准的迭代制导手段， 到具有中国自主知
识产权的空间交会对接机构……一系列
“中国制造” 和 “中国创造”， 无不是中
国自主创新的结晶。

梦想有多远， 就能飞多远； 创造力
有多强， 赶超的步伐就有多快。

飞向九天、漫步太空、入住“天宫”……
正是靠着勇攀高峰的创新勇气， 中国航天
接连取得历史性突破， 把只有极少数大国
才有能力实现的目标，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也正是靠着敢于超越的进取意识， 中国航
天不仅走出了一条低成本、 高效益的发展
之路，而且锻造出了群星璀璨的人才方阵。

天高纵飞， 海阔任游。 就在神九航
天员飞向 “天宫” 的前一天， 中国自主
研制的 “蛟龙号” 载人潜水器成功下潜
6671米， 又一次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新
纪录。

圆梦 “天宫”。 中华民族的步伐从未
像今天这样自信而豪迈———因为， 载人
航天中迸发出的精神光芒， 正在化作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这就
是 ， 勇于登攀 、 敢于超越 ， 科学求实 、
严肃认真， 同舟共济、 团结协作， 淡泊
名利、 默默奉献。

把梦想写在太空， 中华民族还将飞
得更高、 更远……

（据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把梦想写在太空
———中国首次载人交会对接成功的启示

新华社记者 贾永 李宣良

继16日成功赴太空“约会”，神舟九号18日与
天宫一号顺利“拥吻”，成功实现了中国首次载人
交会对接。 此举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实力的最新
展示，受到世界各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赞誉。

“雄心勃勃”“了不起的一步”“里程碑意义”
“多个第一”“航天大国”……成为国际媒体和专家
评论中国此次航天任务的关键词。

国际媒体和专家纷纷将之形容为中国探索太
空计划的“最新举措”，认为这是中国太空实力的
“最新展示”， 将使中国朝着在2020年建成太空站
的目标又迈进一步，推动中国进入空间科学时代。

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快速进步与中国综合国力
进一步上升相辅相成。 美联社说，成功对接“将中
国的国际威望提升到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相
匹配的高度”。 《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这次顺利对
接标志着中国将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掌握此技
术的国家。

对于中国这一太空探索的新里程碑， 英美媒
体给予高度评价。 英国广播公司认为， 这次载人
交会对接成功代表着中国航天史的多个 “首次突
破”， 即首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 首次实施手动
交会对接、 航天员首次进入天宫一号停留、 首次
有女航天员飞行、 首次实现十余日载人飞行等。
美国 《洛杉矶时报》 说， “神九” 与 “天宫” 交
会对接是重大突破， 标志中国进入了过去只包括
美国和俄罗斯的自主航天 “顶级俱乐部”。

首位登陆太空的女航天员刘洋此次成为外媒
关注的焦点人物， 被称为 “现代嫦娥”。 特别是
她在成功对接后的嫣然一笑， 向世人展示了非凡
的东方魅力， 打动了无数地球观众。

作为太空中的 “中国天宫”， 这一试验平台
将使中国航天事业更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到人类探
索宇宙的活动中去， 让世界从中受益。 美国行星
协会首席执行官比尔·奈伊说， 中国有望为全人
类太空探索解决更多难题， 在美俄束手无策的太
空难题上 “或许中国有一天可以有所作为”。

中国探索太空的努力， 有助于航天领域进一
步加强国际合作。 在国际空间站前景迷茫的背景
下， 奥斯曼说， 中国预计在2020年建立的空间站
届时 “或许是唯一的空间站”， 世界期待与中国
在太空展开合作。

备受全球瞩目的“中国天宫”承载了中国人太多
的梦想，浩瀚的宇宙更寄予了全人类无限希望。中国
航天跨越式发展，将为世界各国和平利用太空、造福
全人类做出应有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新华时评

“现代嫦娥”
展示“中国魅力”
新华社记者 丁宜

6月18日拍摄的北京航天飞控中心大屏幕显示的航天员景海鹏、 刘旺、 刘洋在天宫一号实验舱内的画面。

图表7： 自动对接成功 本版照片均为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从神舟九号对接上
天宫一号到航天员进入“天宫”，时间过去了近3个
小时。 通往“天宫”之门为什么这么难开启？

中国航天员中心选拔训练研究室主任吴斌
说，从神舟九号进入“天宫”的路上，航天员要先后
打开三道门：飞船返回舱与轨道舱之间的门、轨道
舱前舱门和天宫一号舱门。 后两道门通过对接通
道相连，在打开其中每一道门之前，航天员都要进
行舱门检漏、舱压平衡等操作以保证安全，这个操
作过程是需要较长时间的。

记者从北京飞控中心大屏幕实时画面上看
到，在打开最后一道门———天宫一号舱门前，景海
鹏首先从工具箱取出“钥匙”。 这并不是我们常见
的钥匙，而是一把三四十公分长的金属把手，相当
于把一枚“螺母”套在舱门开门机构的“螺帽”上。

虽然地面试验中航天员开门并不难， 此前科
研人员们还是有过担心： 天宫一号关闭了这么长
时间，会不会打不开？不过，画面显示，景海鹏并没
有太费劲，就打开了“天宫”之门。

神舟七号飞行的出舱环节中， 翟志刚与刘伯
明在打开舱门时颇费了些周折。 “那道门内外是不
同的空间环境与飞船舱内环境， 虽然开门前舱内
已经卸压，但仍然会存在一定的压力差，所以开门
比较费力。 ”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朱光辰解释说，
这一次，天宫一号舱门的两头都是密封舱，压力完
全平衡，因此操作相对顺利多了。

专家详解
通“天”之门为何难启

据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在神舟九号飞船继
续执行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任务之际， 国外媒体
继续关注、 热议中国载人航天取得的新突破， 表
达对中国航天界的赞叹和钦佩。

《休斯敦纪事报》科技版用半个版报道“神九”
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任务，并配以彩色照片。 《达
拉斯晨报》 网络版还播发视频， 采用中国直播的
“神九”升空画面，并以“中国成为关注焦点”为题，
介绍中国首位女航天员， 同时回顾美国和原苏联
首度飞天的女性。

美国西部的《洛杉矶时报》报道说，“神九”与
“天宫”交会对接是重大突破，标志中国进入了过
去只包括美国和俄罗斯的自主航天 “顶级俱乐
部”。 《圣弗朗西斯科纪事报》评论说，此次交会对
接“是建立永久空间站的关键步骤”。美国媒体“太
空网”当天发表评论说，中国将包括女航天员在内
的3人送入太空，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测试任务。

俄罗斯 《观点报》 在 《中国正迎头赶上》 一
文中说， 此次交会对接是为自主建立空间站而迈
出的关键一步， 中国正在迅速实施雄心勃勃的航
天计划。 德国 《时代在线》 网站以 《太空里的第
一名中国女航天员》 为题， 介绍近10年来中国航
天事业的发展成就， 并认为各国观察家对中国航
天的高速发展印象深刻。

法新社发表题为 “中国航天技术日趋成熟
太空探索雄心勃勃” 的新闻分析， 阐述中国如何
突破重重技术挑战 ， 努力追赶最先进的航天大
国， 展示其征服太空的决心。

外媒热议
中国航天日趋成熟

图表1： 100米CCD光学敏感器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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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 接触

图表4： 拉近

图表5： 缓冲

图表6： 锁紧

入住“天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