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刘岳◎

特别关注 ２０13年12月4日 星期三14

!"#$%&'()*+,-.&/0
!"#$%&'()*+,-./012345

!"#$%&'()*+,-./0123+456789:;&<=>?@ABCDEFG8HIJKLM

!"#$%&'()*+,-./0
!"#$!!"#$%&'('')""")
%&'()*!""*+*,"(
+,-.! !"#$%&'()*+,-./012
3456789!+:8;<=>;?@AB,C"&
'DEF@AGHIJBKA#

/01234!)--% L . M )% N

56!OPQRSTRUVWXYZ )$ [

7'34!.,)' L )) M .$ N

7'!8!(\*+,-]^012_`a-^bc

!"#$%&'()*+,-./0
123*
+,-.!!"d$e&'(\*+,-]^0
123456fg9!+:8h<=>h?@A
B,C"&'iEF@AGHIJBKA$
!"9$!!,'$%/'(''),,,$
%&'()*!,,*+*,).
/0:234!)--. L * M % N
!";<!jPQkSTlUVmno
7'34!.,)' L )) M .$ N
!"#$%&'()*+,-./0
453*
+,-.!!"dpe&'(\*+,-]q0
12_456rg9%+:gs<=>s?@A
B,C"&'iEF@AGHIJBKA$
!"#$!!,'$%/'(''),,,-
%&'()*!,,*+*,)'
/0:234!.,,) L % M .* N
!";<!jPQRSTtuvw=xy
7'34!.,)' L )) M .$ N
!"#$%&'()*+,-./0
673*
+,-.!!"dpe&'(z*+,-]q0
12_456f89!+:8s<=>s?@A
B,C"&'iEF@AGHIJBKA$
!"#$!!,'$%/'(''),,,.
%&'()*!,,*+*,,+
/0:234!.,,) L % M .* N
!";<!jPQRST{|mV}~y
7'34!.,)' L )) M .$ N

!"#$%&'()*+,-./0
893*
+,-.!!"dpe&'(\*+,-]^0
12_456fg9!+:gh<=>h?@A
B,C"&'iEF@AGHIJBKA$
!"#$!!,'$%/'(''),,,%
%&'()*!,,*+*,))
/0:234!)--+ L ). M .* N
!";<!jPQRST{|mV�ay
7'34!.,)' L )) M .$ N
!"#$%&'()*+,-./0
:;<3*
+,-.!!"dpe&'(\*+,-]^0
12_456fg9!+:gh<=>h?@A
B,C"&'iEF@AGHIJBKA$
!"#$!!,'$%/'(''),,))
%&'()*!,,*+*,)*
/0:234!.,,. L ' M $ N
!";<!jPQRST�4�V��o
7'34!.,)' L )) M .$ N
!"#$%&'()*+,-./0
=>3*
+,-.!!"dpe&'(\*+,-]^0
12_456fg9!+:gh<=>h?@A
B,C"&'iEF@AGHIJBKA$
!"#$!!,'$%/'(''),,,)
%&'()*!,,*+*,,*
/0:234!.,,) L % M .* N
!";<!jPQRST�4�V
7'34!.,)' L )) M .$ N

!"#$%&'()*+,-./0
?@A3*
+,-.!!"dpe&'(\*+,-]^0
12_456fg9!+:gh<=>h?@A
B,C"&'iEF@AGHIJBKA$
!"#$!!,'$%/'(''),,).
%&'()*!,,*+*,)+
/0:234!.,)) L ). M $ N
!";<!jPQRST���v
7'34!.,)' L )) M .$ N
!"#$%&'()*+,-./0
?B3*
+,-.!!"dpe&'(\*+,-]^0
12_456fg9!+:gh<=>h?@A
B,C"&'DEF@AGHIJBKA$
!"#$!!,'$%/'(''),,)'
%&'()*!,,*+*,)%
/0:234!.,,) L % M .* N
!";<!jPQRST��v
7'34!.,)' L )) M .$ N
!"#$%&'()*+,-./0
CD3*
+,-.!!"dpe&'(\*+,-]^0
12_456fg9!+:gh<=>h?@A
B,C"&'DEF@AGHIJBKA$
!"#$!!,'$%/'(''),,)*
%&'()*!,,*+*,)-
/0:234!.,,) L % M .* N
!";<!jPQRST���V��y
7'34!.,)' L )) M .$ N

!"#$%&'()*+,-./0
EF3*
+,-.!!"dpe&'(\*+,-]^0
12_456fg9!+:gh<=>h?@A
B,C"&'DEF@AGHIJBKA$
!"#$!!,'$%/'(''),,,*
%&'()*!,,*+*,,-
/0:234!)--* L + M + N
!";<!jPQRST���V��y
7'34!.,)' L )) M .$ N
!"#$%&'()*+,-./0
GH3*
+,-.!!"dpe&'(\*+,-]^0
12_456fg9!+:gh<=>h?@A
B,C"&'DEF@AGHIJBKA$
!"#$!!,'$%/'(''),,)(
%&'()*!,,*+*,)$
/0:234!.,,) L % M .* N
!";<!jPQRST��v
7'34!.,)' L )) M .$ N
!"#$%&'()*+,-./0
8I3*
+,-.!!"dpe&'(\*+,-]^0
12_456fg9!+:gh<=>h?@A
B,C"&'DEF@AGHIJBKA$
!"#$!!,'$%/'(''),,,'
%&'()*!,,*+*,,%
/0:234!.,,) L % M .* N
!";<!jPQRST��v
7'34!.,)' L )) M .$ N

!"#$%&'()*+,-./0
JK3*
+,-.!!"dpe&'(\*+,-]^0
12_456fg9!+:gh<=>h?@A
B,C"&'DEF@AGHIJBKA$
!"#$!!,'$%/'(''),,,+
%&'()*!,,*+*,),
/0:234!.,,) L % M .* N
!";<!jPQRST��v
7'34!.,)' L )) M .$ N
!"#$%&'()*+,-./0
LM3*
+,-.!!"dpe&'(\*+,-]q0
12_456fg9!+:gh<=>h?@A
B,C"&'iEF@AGHIJBKA$
!"#$!!,'$%/'(''),,),
%&'()*!,,*+*,)(
/0:234!.,,. L ' M $ N
!";<!jPQRST��y
7'34!.,)' L )) M .$ N
!"#$%&'()*+,-./0
#N3*
+,-.!!"dpe&'(\*+,-]q0
12_456fg9!+:gh<=>h?@A
B,C"&'iEF@AGHIJBKA$
!"#$!!,'$%/'(''),,,(
%&'()*!,,*+*,,$
/0:234!.,,. L ' M $ N
!";<!jPQRSTRUV��
7'34!.,)' L )) M .$ N

12)*(3456789!"35:
!"#$%&'()*+,-./012345

6789:&;<=>?@ABCDEFG?AHIJKL$%&'()*+;-./01MN /0O89:P&,<=>?@QBCDERSTUVWX=YVZ[\]Z^IJ3>_K:P`abI
Jcde73fJN $18Ug&,<=>?@ABCDEhi?AjHN klb45N

当火箭拖着绚丽的尾焰， 带着“嫦娥三
号” 壮美飞天，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有一
群来自湖南的航天人， 心里满是自豪。

他们胸怀追逐航天梦想的坚定信念， 远
离故土， 扎根深山， 为“嫦娥三号” 奔月奋
战多时， 默默奉献着青春和汗水。

邵东人陈利宇， 特殊
燃料室工程师———

“给火箭‘验血’的人”

在发射场上， 与火箭燃料打交道的人常
常被称为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因为火箭燃料
不仅易燃易爆， 还具有剧毒性和强腐蚀性。

陈利宇就是这样一个“降魔英雄”， 这
个来自邵东县的小伙子， 是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发测站特殊燃料室的工程师。 在“嫦娥三
号” 任务中， 他负责对火箭燃料进行取样、
化验和数据处理工作。 他说： “燃料相当于
火箭的血液， 而我就是给火箭验血的人。”

2006年， 大学毕业的陈利宇满怀献身
航天之志， 来到发射场上的特殊燃料室， 成
为一名火箭燃料化验师。

“燃料合格与否， 直接决定着火箭能否
正常飞行， 卫星能否精确入轨， 化验工作容
不得丝毫大意。” 陈利宇对待工作极其认真，
把关标准相当严格。

“嫦娥三号” 任务中， 陈利宇主动挑起
了低温推进剂液氧和液氮的化验把关重任。
液氧和液氮的温度接近零下200摄氏度， 曾
经有人做过实验， 将拇指般粗的铁棍浸入其
中， 轻轻一敲就会碎成好几节， 而人体皮肤
一旦接触到低温燃料造成“冷烫伤”， 皮肤
会直接坏死。 除了担心低温带来的威胁， 液
氧的易爆性也让化验人员如履薄冰。

“干活的时候， 满脑子都是测试数据，
根本没有心思担心自己的安危。” 陈利宇说，
和大多数航天人一样， 他的心里立了一根标
杆： 确保任务成功是头等大事。

奋战“嫦娥三号” 的两个多月里， 陈利
宇和同事们寸步不离实验室， 化验分析了近
千立方的液氧和液氮。

宁乡人宋文波， 首区
遥测系统指挥员———
“提供第一手遥测信息的人”

对火箭点火起飞前后的数据测量， 直接
影响01指挥员的现场决策。

作为首区遥测系统工作人员， 宋文波深

知这份工作的重要性。 这位来自宁乡县
的小伙子， 2008年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了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5年磨砺， 从一名普
通操作手成长为首区遥测系统指挥员。

“我们主要负责收集火箭起飞前
120秒到火箭起飞后100秒内的测量数
据， 传送至指挥控制大厅， 生成火箭飞
行曲线， 供01指挥员参考决策……火箭
起飞后， 我们是最早捕获目标、 提供第
一手遥测信息的人！” 谈及自己的岗
位， 宋文波满是自豪。

5年来， 宋文波已经参与执行了
30余次航天发射， 5次担任首区遥测
系统指挥员， 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同时也使他对岗位原理知识和测试
操作了如指掌。

为迎战“嫦娥三号” 发射任
务， 从今年9月以来， 宋文波和他
的遥测分队， 加班加点完成了遥
测系统的IP化改造、 新增遥测支
路改造等多项工作。 为满足
参与发射“嫦娥三号” 的上
岗要求， 他还参与修改、 编
写了10余份共计近10万字
的试验文书和操作规程。
他甚至把遥测系统所有设
备的图纸都翻了个遍， 不
断强化对设备
结构和原理的
理解、 掌握。

准 备 3 个
月， 只为遥测
220秒 。 宋 文
波坦言， 只要
是为了保证火
箭成功升空 ，
就算准备再长
的时间， 也值。

“嫦娥”奔月背后的湖南人
慈利人王一雄， 遥测工

作站主管——
“我是‘嫦娥’传信员”
“嫦娥三号”发射在即，各项准备

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在指挥控制大厅
左侧的测试间内， 王一雄紧盯着测试
机柜上的数据， 一遍一遍认真校对并
做好记录备份。

今年27岁的王一雄， 来自慈利
县，是一名土家族的帅小伙，作为关键岗位负
责人，他主管测量系统的遥测工作站，为嫦娥
奔月保驾护航。

“如果没有测量系统，火箭就会‘失踪’，
地面上的人就不知道它飞到了哪里。 而我就
是‘嫦娥’的传信员，负责把火箭飞行的测量
数据传递给大家，让大家知道‘嫦娥’飞到哪
里了。”王一雄说，遥测工作站的主要作用是
接收火箭测试和飞行过程中测量数据和信
号，将其传送给各个系统和岗位，给指挥员和

操作手提供参考， 指挥控制大厅里的大屏幕上显
示的所有数据都是从遥测工作站传送过去的。
2010年，大学毕业后，王一雄来到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发射测试站，一直从事遥外测试系统的相关工作。
参加工作仅3年，他已经执行了16次航天发射任务。

5台大型测试机柜、 多个塔基天线、 千百兆的数据
量……作为遥测工作站的主管， 王一雄肩上的担子着
实不轻。 面对繁重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 这个年轻人
却有着乐此不疲的阳光心态， 总能在繁琐复杂、 枯燥
乏味的数据堆里找到乐趣和享受。

溆浦人向洪玉，箭体动力室
常规组组长———

给火箭“穿棉衣”，保持推进剂温度恒定
深冬暗夜的大凉山寒气逼人，发射场区更是山风凛

冽。12月1日凌晨1点，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在塔架6层平
台上，一个身材敦实、嗓音清亮的年轻小伙子正在指挥
工作人员给火箭“穿棉衣”。在他的指挥下，火箭在2个小
时内穿上了一层厚达35米的“棉袄”，贮箱中的推进剂
温度很快保持恒定。

这时指挥员才脱下安全帽，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火箭
可以按时发射了。”听到这句话，大家立刻欢呼雀跃起来。

这位稳重自信、技术熟稔的指挥员来自溆浦县，叫向
洪玉， 现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测站箭体动力室常规组
组长，担任过5次重要型号卫星发射任务的常规加注系统
指挥员，在“嫦娥三号”任务中负责火箭的一二级发动机
测试工作，是发射一线指挥队伍中名副其实的“领头雁”。

2004年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 向洪玉就来到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发测站常规动力系统工作，很快从一名
操作手成长为常规动力系统指挥员。2012年4月， 谦虚
好学的向洪玉被任命为常规加注系统指挥员，指挥火箭
燃料加注、动力双系统协调的工作。

这位80后男儿，直接参加了3次“嫦娥”飞天任务。
常规动力系统操作手朱现利说：“向洪玉组长工作认真
严谨，经他下达的口令，我们执行起来都很放心。”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测站宣传科 于新辰 何玲
供稿 本报记者 周月桂 刘勇 编辑）

向洪玉 （照片均为通讯员摄）

陈利宇

王一雄

宋文波

(紧接1版①) 要讲好“普通
话”、“湖南话”和“百姓话”3
种话； 要注意巩固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遵
守中央和省委相关规定，擦

亮省委宣讲团的品牌。
为确保宣讲质量， 省委宣讲团从

省直部门、 高校抽调了19名理论功底
扎实、 具有较强宣讲经验的领导和专

家学者参与。他们是：省委副秘书长马
勇，省委宣传部巡视员李湘舟，省委宣
传部理论处处长邓清柯，省委党校（行
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雷国珍，省委
党校（行政学院）教育长吴传毅，省委
教育工委副书记夏智伦， 省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副书记王宏，省
统计局局长张世平， 省长株潭试验区
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怀德，省委

讲师团主任郑昌华， 省委讲师团巡视
员陈志强，省委讲师团副主任谭跃湘，
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建武， 省社会科
学院副院长周小毛， 省社科联党组书
记、副主席周发源，省城镇集体工业化
联社主任、党组书记李新连，省经济研
究信息中心副主任唐宇文， 湖南师范
大学副校级督导员朱翔， 湖南商学院
党委副书记夏继春。

(上接1版②)
� � � � 我省近年来在改革发展中取得了
骄人成绩。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总
量进入全国前十，实现了“弯道超车 ”。
然而，我省的发展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
新情况新问题， 包括认识上的模糊、办
法上的“短缺”、体制上的障碍等。

改革前行、解决问题的动力，来自于思
想的进一步解放，认识上的与时俱进。而十

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为我们提供了获取
巨大动力的历史性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
获取动力，通过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
并融会贯通到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去。

省委宣讲团深入全省各地举行报告
会，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宣讲全
会精神， 可以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准确
领会全会精神， 准确领会全会提出的新
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在宣讲活动中，我

们要多讲干部群众听得懂、能明白的话，
切实增强宣讲的针对性、有效性、吸引力
和感染力；要深入基层、走进群众，开展
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的宣讲。各级各
地应在深入领会全会精神， 准确把握基
调导向、回应干部群众关切、增强宣讲实
效上下功夫， 真正让全会精神在全省干
部群众中入脑入心， 将其转化为推进改
革发展的强大动力。

(上接1版③)
报告引起在场听众强烈共鸣。 大

家认为， 报告对实践工作具有很强的
指导意义， 今后要把全会精神贯彻落

实到工作中去， 以实际行动推动长沙
的发展建设。 长沙市“五老” 金牌讲
师团宣讲员范志明表示， 作为一名基
层党务工作者， 要深入社区、 学校大

力宣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凝
聚每个人的力量， 为早日建成全面小
康长沙、 两型引领长沙、 秀美幸福长
沙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