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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雪龙”号12月22日电 在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和北京师范大
学提供的冰情图指引下，目前“雪龙”号
正在南纬65度左右，紧贴着浮冰区外围
边界一直向东航行，开始中国极地科考
史上首次环南极大陆航行的征程。

自从19日驶离中山站附近的陆缘
冰地带，“雪龙” 号就一直与普里兹湾厚
重的浮冰斗争。 连日来，“雪龙” 只能以
三、四节的航速艰难前行，船体压着大块
浮冰，不时发出沉闷而喑哑的破冰声。

第30次南极科考队领队刘顺林
说，在中国极地科考史上，考察船环绕
南极大陆航行尚属首次， 这主要是在
罗斯海维多利亚地建站的准备工作
和长城站物资运输工作的需要。

“十二五”期间，中国除了在南极伊
丽莎白公主地新建泰山站，还将在罗斯
海维多利亚地再新建一个常年科考站。
第29次南极科考队已进行了选址工作，
今年将继续进行建站前的各项准备。

根据计划，“雪龙” 号将于元旦前
后抵达罗斯海维多利亚地， 在附近海
域停泊作业8天后， 前往阿根廷乌斯

怀亚补给3天， 再穿越德雷克海峡，前
往长城站。春节期间，在长城站停泊作
业一周后，继续向东航行，环绕南极大
陆一圈后返回中山站。

“雪龙”号船长王建忠说，“雪龙”

号首次环南极大陆航行在中国航海史
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航行中，船上的
气象、水文、海水、大气、冰情等观测系
统， 将首次采集环南极海域的宝贵资
料，填补我国极地考察的空白。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记者
从国防科工局获悉，22日凌晨， 在地

面科研人员的控制下， 嫦娥三号着陆
器与巡视器，即“玉兔号”月球车，进行

了第五次互拍， 首次传回着陆器携带
五星红旗的清晰全景照片， 两器互拍
任务圆满结束。随后，月球车“告别”着
陆器，开始月面测试工作，并前往更远
的区域继续月面巡视勘察。

航天科研人员根据导航相机拍摄
的周围地形信息， 对月球车进行了路
径规划。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发送
遥控指令， 使月球车由D点行驶至最
后一个互拍点E点， 全景相机对着陆
器进行整体成像， 同时着陆器地形地
貌相机对月球车成像。 经过数据下传
和地面数据处理， 标有五星红旗的着
陆器和月球车的照片成功传回地面。
至此， 两器互拍工作圆满结束。

按照工程计划，嫦娥三号着陆器和
月球车共进行A、B、C、D、E五次互拍。自
12月15日第一次互拍开始，月球车以60
度为间隔绕着陆器行驶，分别在着陆器
的正后方、侧方、正前方等五个位置进
行了互拍，传回了大量图像数据。

两器互拍结束 五星红旗辉映月球

这是嫦娥三号着陆器及器载五星红旗图片。 该图是由月球车上全景相机
拍摄的。 新华社发

“雪龙”破冰向东 极地科考首环南极

图为“雪龙”号在普里兹湾厚重浮冰区内航行（12月19日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莫斯科12月22日电 记者从我驻
叶卡捷琳堡总领事馆了解到，3名疑似中亚裔
袭击者当地时间21日早晨闯入一间华商租住
的公寓， 对屋内3名中国公民进行殴打和捆绑。
1人因伤势过重当场身亡，1人受伤被送往医院
救治，没有生命危险。另1人未受伤。袭击者抢走
现金、笔记本电脑、手机、首饰等财物。

莫桑比克空难后续：

初步调查系机长蓄意所为
据新华社马普托12月22日电 莫桑比克民航协会21日公布

初步调查结果， 称上月底莫桑比克航空公司空难系机长蓄意造
成。民航协会主席若昂·阿布雷乌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黑匣
子记录显示， 飞机加速下降直至坠毁的整个过程由人为设定的
巡航路径引导，调查委员会认为事故是由驾驶员主观意图造成。

莫桑比克航空公司一架飞往安哥拉的客机11月29日在纳
米比亚北部丛林坠毁。 机上27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无一生还，
其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

我公民在俄遭劫
致1死1伤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记
者22日从公安部获悉，中国赴南苏丹
维和警队近日成功转移出3名在南苏
丹武装冲突中受困的中国工人，并于
21日将其安置到南苏丹首都朱巴。

南苏丹近期爆发武装冲突，已
致数百人伤亡、数万人流离失所。18
日， 南苏丹北部重镇博尔武装冲突

升级， 近万当地居民逃亡避难。当
晚， 中国赴南苏丹维和警队接到报
告， 来自山东亨利达钢构有限公司
的中国工人刘世文、 李景勇被困在
交战区，情况危急。

公安部、 外交部及驻南使馆迅
速指挥前方维和警队进行救助，联
络当地车辆将两名工人送到联合国

驻地， 并协调联合国安全官员让两
名工人进入营地避险。此外，两名中
国维和警察在难民营巡逻过程中，
又发现一名来博尔临时出差的中国
路桥工程师张勇。 中国维和警察再
次协调安全官员将他安排到联合国
营地，为其提供食宿和安全保障。

19日，博尔地区完全被反政府武
装控制，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经过多
次交涉， 中国维和警队最终成功将三
名中国工人送上返回南苏丹首都朱巴
的联合国班机。21日，三名中国同胞顺
利抵达朱巴。

3名中国工人受困南苏丹
我维和警队成功救助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