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执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
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景海鹏和
陈冬两名男航天员组成。10月16
日上午，两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问天阁接受了中外记
者的采访。

记者：请问景海鹏，你今年已
经50岁了，又是一名将军，是什么
力量支撑你第三次出征太空？

景海鹏： 航天员是我的职
业，太空飞行是我的事业，更是
我崇高的使命。虽然这项工作充
满了挑战和风险， 乃至危险，但
我喜欢、热爱、甚至享受我的工
作。 作为一名航天员，能够多次
执行太空飞行任务，是我们的梦
想和追求。 非常荣幸，我能够第
三次出征太空，在这里，我要真
诚感谢我的祖国和人民，感谢万
千航天科技工作者，感谢他们的
付出和托举。 我决心不忘初心、
矢志不渝，当好一名航天员。

记者：请问陈冬，你在2010
年成为第二批航天员， 等待六
年迎来自己第一次飞天， 和你
预期相比快还是慢， 意料之中
还是意料之外？ 与第三次飞天
的景海鹏一起执行任务， 是怎
样一种感觉？

陈冬：我感到，这次任务来的
不早也不晚、不快也不慢，时机刚
刚好。 景海鹏师兄，在工作中，是
我的老师， 在生活中， 是我的兄
长，他工作非常认真，要求非常严
格，经验非常丰富，这次能与景师
兄组成飞行乘组，我觉得很幸运，
心里很踏实、非常有底！

记者：请问陈冬，这是你第
一次执行航天飞行任务，为此做
了哪些准备？

陈冬： 自从我们加入航天员
队伍以来，就一直在做各项准备，
在思想、身体、心理、专业技能和
团队协作等方面接受全面训练，
为每次任务打牢基础。此外，针对
每次任务，还要进行专项训练，在
这次任务中， 我们重点提高了应
急情况处置能力、 医学急救互救
能力、空间实验能力。 我感到，只
有把地面训练当做太空实战，才
能在太空实战中自信从容， 就像
在进行地面训练一样。

记者：请问景海鹏，面对即
将开始的第三次飞行，你感觉这
么多年来有没有变化？ 如果有，
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景海鹏： 面对每一次任务，
我都会从零做起、 全力以赴、做
最好的自己。这是不变的。当然，
经历了18年航天员职业的磨练，
历经了两次飞天的考验，变化是
必须的，我更加成熟、更加自信、
更加坚毅果敢，心态更加平和阳
光，更加懂得珍惜，更加懂得感
激和感恩。能够再一次接受祖国
的检阅， 我想这不仅是我的变
化，也是我们航天员团队的最大
变化。

记者：请问景海鹏，按照计
划， 中国空间站将于2020年前
后建成，届时你已经54岁了，有
什么期待吗？

景海鹏：中国空间站是中国
人的太空家园，是每一名航天员
的梦想宿营地， 我当然充满期
待。 据我所知，世界上有的航天
员已经飞行7次， 有的航天员已
经累计飞行800多天，有的航天
员一次任务飞行400多天，我还
得向他们学习。 对空间站来说，
我还是一名新兵，我期待着为空
间站建设发展多作贡献，只要祖
国需要，我坚决听从召唤。 我也
非常期待用我对航天事业的热
情和多次飞行的经验，为航天员
队伍建设多作贡献。

记者：请问陈冬，据我了解，
这次任务的作息将采取 “6＋1”模
式，也就是说每工作6天，会有1天
休息时间，业余时间你怎么度过？

陈冬：这是我第一次执行航
天飞行任务，我会珍惜在太空中
的每一刻，一定会多看看窗外的
美景、 美丽的地球和我的祖国，
还会尝试做一些地面做不到的
事情，有空的话会看看家人和战
友的照片、看看电影、听听音乐、
写写日记，真是非常期待啊！ 不
过，这次任务安排的各类试验还
是挺多的，我们还要抽出一部分
时间，进行前期工作总结和下步
工作准备。总之，就是细致工作、
健康生活、享受失重。

（据新华社酒泉10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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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巡视组日前向天津市委
反馈巡视“回头看”情况，指出了巡视组
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其中
包括 “圈子文化不绝 ， 政治生态遭破
坏”。

党的十八大以来，“小圈子”问题已
屡被提及。 习近平总书记曾严肃指出：
“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 决不
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
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
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小圈子” 禁而
不绝，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小圈子”问题古已有之，如唐朝的
牛李党争、北宋的新旧党争等等 。时至
今日，围绕公权力搭建起来的“小圈子”
或以地域为纽带， 或以高官为核心，本
质上都是以利益为 “黏合剂 ”的 “共荣
圈”。圈中人互通声气 、攀援汲引 ，有好
处“利益均沾”，出了问题互相包庇 ，匪
气 、霸气 、江湖气十足 ，形成了可怕的
“圈子文化”。

“圈子文化”与党的宗旨完全背离，
是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危害巨大、影
响恶劣。 整治拉帮结派， 清除 “圈子文
化”，是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求，维
护党的集中统一、 向党中央看齐的必然

要求；是树立正确用人导向，调动广大干
部积极性的现实需要；是铲除腐败根源，
将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推向深入的重要举
措；是营造良好干事创业环境，推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政治保证。

“小圈子 ”危害不小 ，可要破 “小圈
子”绝非易事。去年，《中国青年报》社会
调查中心开展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 ，
74.2％的受访者表示身边存在 “山头 ”
“圈子”现象。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各
级巡视组关于“小圈子”问题的判断。

治理 “圈子文化 ”，需要正本清源 、
强化教育引导， 增强党员干部自警、自
省、自律能力，使其自觉远离“小圈子”，

不搞“小圈子”。但从根本上讲 ，还须织
密制度“笼子”、科学配置权力 ，对领导
干部进行全过程、 常态化监督与管理。
比如，在选人用人环节，党组织要充分考
察、严格把关，防止发生任人唯亲、任人
唯利情况；在组织管理中，对那些把党组
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 整天琢磨拉关
系、找门路、抱大腿的人，对那些喜欢当
“家长”，搞家臣、门客等封建依附那一套
的人，要及时提醒、警告、批评。一旦发生
窝案、串案，要一查到底，彻底扫清那些
见不得光的“小圈子”“小山头”。

如此，枝枝蔓蔓的关系网和形形色色
的“小圈子”才会变得越来越没有市场。

� � �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成长
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
二靠组织培养”。 今年是省市县
乡四级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之
年， 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
岗位， 肩负起承前启后的历史
重任。 年轻干部在成长中应努
力做到“五戒五重”。

戒虚名，重实干。 常言道，
大丈夫争千秋万世的风景,不争
一时的风光。 但在现实中，有的
年轻干部过分看重名利， 走上
领导岗位后，好高骛远，急于大
干快上出政绩 ， 于是重形式 、
喜投机。 这是年轻干部的大忌。
事实上，一个人越能厚积薄发，
走得就越远。 年轻干部只有沉
心静气 ，思考实 、为人实 ，多做
打基础、 利长远、 惠民生的实
事 ，不为名所累 、不为利所惑 ，
才能善始善终、善做善成。

戒私利，重清廉。 在从严治
党新形势下， 党员干部更要学
会算大账，不要算小账，被眼前
利益、小恩小惠迷惑了双眼。 从
政治账来看，为了蝇头小利，大
好前程毁了，得不偿失；从家庭
账来看， 年轻干部都是家里的
顶梁柱，承载着很多美好希望，
一旦出事， 整个家庭都会跟着
受累。 年轻干部一定要洁净自

己的内心 、管住 “私欲 ”这个魔
鬼， 只有管住它， 才能长久平
安、健康。

戒庸俗，重情趣。 有的党员
干部操守不严、品行不端、道德
败坏，往往是从低级趣味、庸俗
生活开始的。 一个人有没有涵
养、有没有气质，关键看他的生
活方式。 年轻干部要培养健康
的生活情趣和爱好，持之有度，
行之有节：多一些学习，少一些
应酬； 多一些思考， 少一些娱
乐 ；多一些静气 ，少一些浮躁 ；
多一些光明磊落， 少一些阴暗
心理，做一个情趣高雅的人。

戒自负，重低调。 职务的提
升并不意味着能力水平的提
升，过去优秀不代表现在优秀，
现在优秀不代表将来优秀。 曾
有人问苏格拉底：“天有多高?”
他毫不含糊地说 ： “天有三尺
高。 ”又问：“人有多高？ ”他答
道：“人有五尺高。 ”那个人很疑
惑：“人有五尺， 天地之间怎么
只有三尺，岂不把天捅个窟窿?”
苏格拉底说：“所以， 人要想长
立于天地之间， 就要懂得低头
啊! ”这个故事蕴含着深刻的人
生哲理。 年轻干部一定要谦虚、
低调、 务实， 千万不能目中无
人，千万不能沾沾自喜，千万不
能骄横自满。

戒圈子，重团结。 邓小平同
志曾经告诫我们：“小圈子那个
东西害死人呐， 很多人的失误
就从这里出来， 很多人的错误
就从这里犯起。 ”周永康、薄熙
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
荣等人搞的圈子一度大得很 ，
但是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树
倒猢狲散。 搞小圈子，最终害人
害己。 年轻干部千万不能热衷
于入圈子， 要把团结看得比生
命还重要， 要坚持恪守公道和
良心 ，才能站得稳 、行得正 、走
得远。

王石川

今年5月2日， 河北科技大学副教
授韩春雨课题组发现了基因编辑技
术———NgAgo，并在 《自然生物技术 》
杂志上发表了这一成果， 震动了中国
乃至国际生命科学界。10月10日晚，魏
文胜等国内13位知名学者实名公开了
他们“重复”韩春雨试验方法无法成功
的结果。

这一新闻的背景是， 此前韩春雨接
受采访时表示，他们（指重复实验失败的
科学家）要是愿意实名出来，我们就让重
复实验成功的人实名出来。如今，魏文胜
等人已经出招，韩春雨会接招吗？

事实上，这已无关个人恩怨，而是
关乎学术道德和良知， 关乎中国科学
家形象，关乎公共利益，当事人韩春雨
有责任回应舆论质疑。

据悉，韩春雨发表论文后，各种褒
奖纷至沓来。 比如当选为河北科协副
主席、被评为美丽河北最美教师、获得
100万元国家自然基金等。他所在大学
也跟着沾光， 获得了河北发改委2.24
亿元的财政拨款， 用于建设基因编辑
技术研究中心。这些基金、拨款都来自

公帑， 韩春雨和河北科大理应本着对
纳税人负责的态度，尽快站出来，诚实
发声。

韩春雨事件如同一面镜子， 映射
出了当前中国科研领域的一些乱象。
正如方舟子所言，一些机构、管理部门
以为韩春雨论文在著名学术期刊上发
表了，得到了著名科学家的肯定，就一
定是真实可靠的， 就迫不及待给韩春
雨种种荣誉；他们不懂得，成果是否真
实可靠还要看能否被别人重复出来，
越是重大的成果越要等别人的重复。
如果说现下的韩春雨骑虎难下， 相关
部门是不是也一脸尴尬？

当然，截至目前，谁也不能把韩春
雨当成造假者大加挞伐。他的清白，需
要 “证 ”出来 ，既需要自证 ，也需要他
证； 既需要科学论证， 也需要调查认
证。如果韩春雨的试验能被重复成功，
自然皆大欢喜； 如果他像韩国的黄禹
锡、日本的小保方晴子那般造假，理应
被依法依规处理，绝不可姑息迁就。

相信真相不日将大白于天下，无
论结果如何， 这一事件都应引起我们
足够的思考：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也
来不得半点浮躁。

� � � �当下，大量结束实习返校的学生陆
续遭遇“劳务报酬个人所得税”(以下简
称“劳务税”)。该税制规定的800元的起
征点， 远低于工薪个税3500元的起征
点。 实习生们纷纷抱怨：“本来已是廉
价劳动力 ，2000元左右的月薪还要交
20%的税。”

我国现行劳务税标准，系1980年所
拟定。36年来， 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已
增长几十倍， 劳务税起征点却始终未

变。 我国每年实习生数量超过千万人
次，还有大量脑力劳动者，显而易见，在
交税方面， 他们都受到了不公平对待。
这种鼓励主流就业、 不鼓励灵活就业
的税收制度， 已远远滞后于时代发展，
亟待改变。

政策、法律必须与时俱进，追求不
偏不倚，否则，无助于时代进步、社会和
谐，有可能侵犯社会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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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小圈子”还要继续整治
新声

年轻干部要“五戒五重”
永州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吴志雄

韩春雨的清白
需要“证”出来

新闻漫画

36年未改的劳务税制亟待改变

� � � � 神舟十一号飞船计划10月17日7时30分
发射，升空后将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交会对
接。 随后，两名航天员将进入天宫二号，开启中
国航天员迄今最长的太空驻留。

� � � �都飞到太空去了，两名航天员可不
仅仅是到此一游的！

他们身上肩负着最重要的任务可
是做试验！ 做试验！ 做试验！ 重要的事
说三遍。

据黄伟芬介绍，航天员系统策划了
四大类十六项在轨试（实）验，包括脑机
交互技术在轨适用性研究、植物栽培关
键技术验证、 在轨味嗅觉变化规律研
究、失重心血管功能研究、在轨飞行对
航天员视功能影响研究等。

这些高大上的研究有啥用，我们找
几个专家来详细解释。

比如，脑机交互技术。 黄伟芬介绍，
在未来航天发展中， 人和机器人要协同
工作，一起去外太空探索。人不需要再操
作键盘、鼠标甚至控制手柄，而是采用脑
控技术、眼控技术等去操作。 在太空，航
天员处于失重、 密闭环境， 会对人的情

绪、生理都造成影响。因此这样的技术能
不能在太空使用，需要深入探索。

比如，在轨味嗅觉研究。黄伟芬说，
采用味觉试纸进行酸甜苦辣四种基本
味觉测试，玫瑰味嗅棒进行嗅觉敏感度
测试，获取航天员在轨味嗅觉敏感度数
据，观察在轨飞行条件下人体味嗅觉变
化特点，为后续飞行任务飞行食谱设计
提供参考。

比如， 植物栽培关键技术验证实
验。 黄伟芬说，通过开展微重力环境下
植物栽培基质水分和养分供应等研究，
可为下一步空间站种植可口、营养和安
全的新鲜蔬菜奠定技术基础。

再比如……
其实这么多的试验，都是为了后续

空间站长期驻留提供技术保障， 当然，
终极目标是为了在太空建设更美好的
人类家园。

航天员上天干大事了

� � � �航天员中心航天营养与食品研究室
副主任曹平说，这次33天的飞行任务中，
航天员的食品在种类上比之前的神舟九
号、神舟十号更加丰富，有100多种。

在神舟十一号自主飞行段，航天员
可能食欲不佳，所以会配备粥等清淡的
食物。

等正式入驻天宫二号后，航天员就
可以享受到如同在家里生活一样的一
日三餐的待遇了。他们的吃饭时间与地
面同步，包括主食、副食、即食、饮品、调
味品和功能食品等六大类产品， 酱牛
肉、鱼香肉丝等传统菜肴都有，五天之

内菜谱不会重样。
曹平说，航天食品的保存期限一般

在一年以上，但不含防腐剂，是安全可
靠的。 为了让航天员吃到热腾腾的饭
菜，天宫二号里面还配备了专用的食品
加热器。

黄伟芬说，这次任务，航天员作息
制度逐步向空间站设计过渡，采取6＋1
周工作制。 每周工作6天休息1天，给航
天员更大的自主安排和调整权。

利用个人休闲时间，航天员可以做自
己想做的事，比如看看电影、拍拍照、与家
人通话等。 （据新华社酒泉10月16日电）

带着梦想出征
———神十一航天员答记者问

天马行空33天
———神舟十一号航天员太空生活全揭秘

� � � �不少小伙伴一定好奇，航天员乘组
是怎么选拔出来的？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
系统副总设计师黄伟芬说，乘组的选拔
需要从思想、身体、心理、知识和技能四
个方面进行考评和综合评价。

针对这次任务以及未来空间站任
务，乘组分别从第一批和第二批航天员
中各选出1名。“首批航天员经验丰富，
第二批航天员年富力强。 新老搭配，干
活不累。 ”黄伟芬说。

于是，景海鹏和陈冬就从重重考评
中脱颖而出了。

接下来，两名航天员需要重点训练了。
“经过训练和磨合，我们两个人已

非常默契，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动
作，彼此间都能心领神会。 ”景海鹏说。

那么，景海鹏和陈冬是一个什么样
的分工？

任务中，50岁的老大哥景海鹏担
任指令长，负责载人飞船驾驶、交会对
接、飞行计划管理、飞行安全保障、科
学试验……这么高难度的任务？！ 别忘
了，景海鹏这次可是三度飞天，可谓是
经验丰富的“老手”了。

“新手”陈冬呢？ 听听他的自我介绍
吧：“我首先是工程师， 得做各种试验，
还得是修理工，设备坏了要去修，也得
是保洁员， 要保持舱内的清洁环境，同
时也是农民，要种蔬菜。 ”

“老手”与“新手”的无缝衔接

� � � �吴志雄 通讯员 摄

100多种美味佳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