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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的大凉山腹地，今夜无眠。
有三位老人， 目光专注而深情朝向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朝向静若处子整装待发的“嫦娥
三号”。他们是中国绕月探测工程“嫦娥一号”
总指挥栾恩杰、中国绕月探测工程“嫦娥一号”
总设计师孙家栋和中国绕月探测工程“嫦娥一
号”应用科学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人称嫦娥
“铁三角”。

6年前，2007年11月5日， 他们的目光跟今天
一样“齐刷刷”。只不过，当时他们眼中的那颗星是
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绕起来了，绕起
来了！”“嫦娥一号”第一次成功近月制动时，欧阳
自远眼含热泪高喊。“铁三角” 紧紧相拥的镜头定
格在人们心田。

今天，他们又一次不约而同地为“嫦娥姑娘”
送行。

中国探月起步于“绕”，当航天人沿着“绕、
落、回”三期一步步脚踏实地前进的时候，当中
国深空探测的足迹越来越远的时候， 我们一起
聆听三位探月精神的“守望者”的寄语。

航天、探月等尖端科技
对民生有哪些好处？

“对未来民生的好处，不是现阶段能够诠释”
栾恩杰：科学进步与人民的生活一定相关，只是

一个时间问题。比如我们现在搞北斗导航工程，中国
的GPS，就是需求牵引技术进步，技术直接与民生挂
钩。可能过若干年，月球通信系统将给人类的生活带
来便捷。这类对未来民生的好处，不是现阶段能够诠
释。好奇心促使人类认识月球认识深空，正是人类特
有的好奇心推动科学进步社会发展。

最大的技术难点是什么？
“成功没成功，看‘嫦娥’能不能‘落下去’，‘玉

兔’能不能在月面‘走起来’”
孙家栋： 真正的难度是要准确落到地球以外的

天体。 月球没有空气， 需要用变推力发动机逐步减
速。降落的过程中，探测器会在一定角度上悬停，观
察要落的月表。如果月表情况不好可以再修正，找个
平整的地，这就是悬停避障。在悬停的过程中需要探
测器看得清楚，判断得非常快。选择好地点后，再落

下去。
“嫦娥三号”成功没成功，就是看“嫦娥”能不能

“落下去”，“玉兔”能不能在月面“走起来”进行巡视
勘察。“嫦娥3号”新研的东西比较多，自然攻关困难，
把新东西集中起来更困难。

为什么现在不少国家
加快了探月的步伐？

“月球有丰富的能源，可以把月球上的太阳能转
变成电能以后输送到地球”

欧阳自远：首先月球有丰富的能源。比如太阳能
和氦3。一个月昼相当于地球上的半个月，可以铺设
各种太阳能电磁板， 把月球上的太阳能转变成电能
以后输送到地球。 月球上氦3的资源量有100多万
吨。月球的矿产资源极其丰富，比如铀矿、钍矿、稀
土、钛矿等。

此外，月球上温差极大、没有大气。这样的特殊
环境有利于新材料、甚至生物制品的研发。现在探测
月球上的水，这也是很时髦的一件事。

月球是地球的近邻， 探月是人类探索深空的第
一步。 （据新华社西昌12月1日电）

“铁三角”寄语答疑

子夜时分，大地在沉睡。
大凉山峡谷中的西昌卫星发射场， 长征三号

乙运载火箭静静依偎在发射塔架的环抱中。2日1
时26分，塔架上，刚刚给火箭加注完低温燃料的工
作人员，正进行最后的撤离。

数十米高的火箭顶部整流罩内， 端坐着一位
现代“嫦娥”：中国第三颗探月卫星———嫦娥三号
月球探测器。重近3.8吨的探测器，由着陆器和“玉
兔”号月球车组成。

再过4分钟，“嫦娥”就将怀抱“玉兔”，从这个
素有“月亮城”之称的地方启程远行。

38万公里外的月宫深处， 似乎有着无穷的引
力，在召唤着她。

“1分钟准备！”1时29分，静寂山谷中传来“零
号指挥员”鄢利清响亮的声音。这名“80”后科技人
员，已是第二次担任嫦娥发射任务“零号指挥员”。

塔架徐徐打开。 乳白色的火箭箭体上，“中国
航天”4个鲜红的大字在灯光下分外醒目。 火箭顶
部整流罩上，中国探月工程的标志清晰可见。

这是中国的第三次探月飞行。 从嫦娥一号的
“绕”月到嫦娥三号的“落”月，中国探月工程“三步
走”战略正在有序推进，中国人登上月球的梦想正
在逐步变为现实。

“我们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中国探月工程
领导小组高级顾问欧阳自远院士这样评价中国的
探月之路。

发射塔几公里外的指挥控制大厅灯火通明，
巨大的电子屏上各类数据、 图表实时显示着塔架
等各技术岗位工作状态。操作台前，调度口令此起
彼伏。 工作人员为嫦娥三号出发进行最后的“梳
妆”。

为了让嫦娥三号顺利升空， 他们在这里度过

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为了探月梦， 他们的
生活中没有星期几，
只有几月几日———因
为这和任务节点密切
相关。

时间一秒一秒地
滑过， 嫦娥三号静待
出征的号令。来自海内外数十家媒体的记者把“长
枪短炮”都对准了一个方向：发射塔架。

参观台上，西昌指挥控制中心，北京航天飞行
控制中心……所有的目光都聚向这里， 期待着那
激动人心的一刻。

“10、9……3、2、1，点火！”鄢利清有力地发出
号令。与此同时，发射控制台操作手白春波重重地
按下红色点火按钮。

捆绑了4枚助推器的火箭喷出一股橘红色烈
焰。 巨大的火焰将塔架下导流槽内数百吨水瞬时
化为蒸汽。总重达数百吨的运载火箭拔地而起，拖
着长长的尾焰直刺天幕。

在火箭腾空的同时， 嫦娥工程各大系统上万
名参试人员、数千台套设备一齐启动。

“火箭飞行正常”“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从西昌到北京、西安，从厦门、喀什测控站到
大洋上的远望号测量船， 测控数据的接力实时传
来。

一二级分离、抛整流罩、二三级分离、三级发
动机关机……西昌指控大厅内， 显示屏正以动画
的形式实时显示飞行的每一个关节点。

“我们采用了三维环境下的全程数据实时仿
真，依据主要参数、运用三维动画，将火箭的飞行
状态更真实、更直观地展现出来。”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指控站站长李永斌说。
1时48分许，

器箭分离。火箭将
探测器成功送入
近地点高度 200
公里、远地点约38
万公里的地月转
移轨道。

太空长途跋
涉之后，嫦娥三号将
在月球实施中国首
次地外天体软着陆，
随后开展一系列科
学试验。

2时18分许， 嫦娥
三号探测器太阳能帆板展
开。指控大厅内掌声四起。
随即，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主任张振中宣布： 嫦娥三
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静谧的夜空，群星闪烁，仿佛在为
浩淼太空中翩翩起舞的嫦娥三号照亮
通往月宫之路……

（据新华社西昌12月2日电）

承载着中国首次地外天体软着陆和
巡视探测任务的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 ，
12月2日1时30分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顺
利升空， 中国航天由此开启了一段崭新
征程。

5天之后，经过38万公里太空旅程的嫦
娥三号将抵达环月轨道。如果一切顺利，着
陆器和“玉兔”号月球车将在12月中旬登陆
月球， 中国可望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
独立自主实施月球软着陆的国家。

作为中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
走战略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嫦娥落
月” 不仅寄托着千百年来人们关于月宫
的种种美丽想像， 更充满着技术上的风
险。正因为如此，当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橘红色的尾焰从人们视线里慢慢消失

时，一个民族
的 思 绪 也 被
带 进 了 茫 茫

太空———
漫漫奔月路， 人们期盼着嫦娥三号

能够平安着陆月球。
航天是充满风险的事业， 月球探索

更是如此。迄今为止 ，人类共进行了129
次月球探测活动，成功率仅51%。对于嫦
娥三号来说，实现成功发射仅仅是“万里
长征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征途中，各个
系统均有大量新技术和新研产品的嫦娥
三号，还要经受月面软着陆、两器分离 、
月地间遥操作、 月面生存等众多充满挑
战的考验。

探月工程副总指挥李本正说， 针对
可能出现的问题，科技人员准备了200多
套预案。对方案严谨设计、对计划科学论
证、 对质量锱铢必较、 对管理精细追求
……正是中国航天人的这种极端认真和
高度负责，让人们对嫦娥三号充满信心。

展望中国航天征程， 月球探索必将
带来更多惊喜与收获。

作为人类深空探测的起点， 探月具
有许多现实而重大的价值： 提供战略性
资源，开展真空、微重力和低磁场试验 ，
观测太空， 监测地球环境变化……这其
中不少内容正是嫦娥三号的使命。

中国的月球探索活动，虽然起步晚，但
是起点高；虽然投入少，但是效益高。首次
发射的嫦娥一号， 实现了4项科学目标，获
得了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 嫦娥二号
获得了更清晰、更详细的影像和数据，创造
了世界航天领域的多项第一， 为嫦娥三号
实现月球软着陆奠定了基础。可以相信，装
备更先进、性能更优越的嫦娥三号，将为人
类认识月球作出更大的贡献。

畅想中国航天新征程 ，“航天梦 ”必
将为“中国梦”注入更强大动力。

“中国梦”蕴含“航天梦”，“航天梦”助
推“中国梦”。随着嫦娥登月成功，广袤的太
空将会出现更多、更活跃的中国身影：在近
地轨道组装大型空间站， 开展地面上无法
进行的科研实验；开展有人探月活动、组装
飞往火星等天体的飞行器， 把中华民族的
梦想写在更加高远的太空……

（据新华社西昌12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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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宣良 李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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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抱“玉兔” 逐梦广寒宫

嫦娥三号
发射现场即景

2日凌晨， “嫦娥” 与“玉兔” 相拥直奔
“广寒”， 她们将实现中国航天器首次地外天体软
着陆和月面巡视探测。 飞天奔月的中国梦， 我们
曾经离它如此之远， 我们从未离它如此之近。

青天有月来几时， 我今停杯一问之： 人攀明
月不可得， 月行却与人相随？ 千百年来， 中国人
把对月的想像和幽思寄托于不计其数的美妙诗
句， 寄托于“后羿射日” “嫦娥奔月” “吴刚伐
桂” 的神话传说。 而今， 随着中国探月工程的实
施， 嫦娥“绕月” 的梦想已经成真， 嫦娥“落

月” 的佳音指日可待。
十年探月路， 托举中国梦。 嫦娥一小步， 中

国一大步。 2004年探月工程正式立项以来， 嫦娥
一号、 嫦娥二号、 嫦娥三号带着全国人民和海外
华人的期许， 托举飞天奔月中国梦。

探月之旅， 开启中国深空探测。
2007年10月24日， 嫦娥一号直刺苍穹。 作

为我国首颗探月卫星， 嫦娥一号成功“绕月”，
是继人造地球卫星、 载人航天飞行之后我国航天
事业发展的又一座里程碑， 标志我国迈出了深空

探测的第一步。
探月之旅， 不断托举中国高度。
2010年10月1日， 嫦娥二号成功发射， 获

得世界首幅分辨率为7米的全月图； 为嫦娥三号
验证了部分关键技术； 在拓展试验中首次从月
球轨道出发飞赴日地拉格朗日L2点进行科学探
测； 对图塔蒂斯小行星近距离交会探测……目
前， 已成为我国首个人造太阳系小行星的嫦娥
二号与地球间距离突破6000万公里， 有望飞到
3亿公里的深空。

探月之旅， 书写航天崭新篇章。
2013年12月2日， 嫦娥三号披挂出征。 如果

嫦娥三姑娘稳稳“落下去” ———月面软着陆，
“玉兔” 号月车缓缓“走起来” ———月面巡视探
测， 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实现月面软着陆和
月面巡视探测的国家。 这也是中国航天器首次在
地外天体软着陆探测。

国际深空探测俱乐部， 中国是一个后来者、
追赶者。 约半个世纪以前， 苏联发射的探测器第
一次掠月而过； 1969年美国实现了载人登月。

实干兴邦、 自强者兴。
中国愿意国际合作， 但关键技术是买不来

的。 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靠我们自己。 中国航天
人不甘于瞅着别人的脚步兴叹， 而要自主创新有
所作为。 中国探月者发扬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
斗、 特别能攻关、 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 夜以
继日埋头苦干砥砺攻关。

“颗颗螺钉连着航天事业， 小小按钮维系民
族尊严。” 西昌发射中心“靶场” 发射塔架一侧
刻在大山上的20个大字和它背后精益求精的航天
质量文化， 护卫着嫦娥的每一次远征。

嫦娥好运， 中国梦圆。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十年探月路 托举中国梦

①： 火箭起飞
②： 助推器分离
③： 抛整流罩
④： 三级一次发动机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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