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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寒宫”又“热”了

“嫦娥”未动“鹊桥”先行

——
—看全球新一轮探月潮
近两年，航天大国竞相宣布探月新计划，
“广寒宫”
不再清冷寂寞，再次成为人类航天探索的
“热目标”。

——
—看中国如何为月球背面建探月通信“服务区”
5 月 21 日清晨，在嫦娥三号“奔月”4 年多之后，中国又做出一个探

为月球背面建地月通信“服务区”
在与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完成星箭分
离后，
“
鹊桥”进入预定地月转移轨道，相继展
开卫星太阳翼和中继通信天线，飞向月球。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鹊桥”号中继
星项目经理张立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后续，“鹊桥”还需进行12次轨道控制
任务，经过中途修正、近月制动和月球借力，
进入月球至地月L2点的转移轨道， 通过3次
捕获控制和修正后，最终进入环绕地月L2点
的使命轨道。地月L2点是卫星相对于地球和
月球基本保持静止的一个空间点。位于地月
连线的延长线上，到月球的平均距离约为6.5
万公里，距地球40多万公里。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
院士吴伟仁说，由于月球绕地球公转的周
期与月球自转的周期相同，所以月球总有
一面背对着地球， 这一面称之为月球背
面。着陆在月球背面的探测器会受到月球
自身遮挡，无法直接与地球进行测控通信
和数据传输，因此必须先发射“鹊桥”，让
它去充当架设在嫦娥四号与地球间的“通
信中继站”， 专门解决着陆月球背面的探
测器对地通信“不在服务区”的问题。
“鹊桥”的名字来源于中国民间牛郎
织女的传说，而这颗中继星是中国航天人
用自己的辛勤、智慧和汗水设计建造的地
月信息联通的“天桥”。

完成使命还需“过关斩将”
“鹊桥”虽然只有400多公斤重，但它是
中国第一次应用于深空探测重大任务的小
卫星。专家们坦言，这次任务周期长、难度
大、风险高，卫星的飞行轨道也与众不同。
吴伟仁说，1772年， 法国数学家拉格
朗日推算出，一个小物体在两大物体的引
力作用下，小物体相对于它们基本保持静
止的空间点有五个，即拉格朗日点又称为
平动点，分别为L1、L2、L3、L4、L5。其中，
L1、L2点在两个天体的连线上。
“鹊桥”正是要围绕地月L2点的使命
轨道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嫦娥四
号探测器系统项目执行总监、副总设计师
张熇告诉记者，在去往地月L2点使命轨道
的途中，“鹊桥” 需要多次进行中途修正，
要完成全部使命还需“过五关斩六将”。

索月球的大动作——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
鹊桥号中继星发射升空。
这是世界首颗运行于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简称：地月 L2 点）的通
信 卫 星 ， 它 的 成 功 与 否 对 2018 年 年 底 中 国 探 月 工 程 嫦 娥 四 号 任
务——
—世界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任务至关重要。

开展月球轨道编队飞行、 空间超长波天文
干涉测量等技术试验。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嫦娥四号探测
器总设计师孙泽洲说，10多年前， 中国人
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射嫦娥一号的，
如今我们的探月任务也为更多国家创造了
科学探索的平台。今年，嫦娥四号也将搭载
来自德国和瑞典的科研载荷登陆月球背
面。中国在月球探测的国际合作中，变得更
加自信、主动，合作水平又上了新台阶。
（新华社西昌 5 月 21 日电）

多国飞身探“广寒”
从中国、印度等航天探索“新星”，到传统航天强
国美国和俄罗斯， 多个国家及地区近年来纷纷将月
球作为重要的深空探测目标之一。
中国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计划年底实现人类首
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并利用中继星实现地球
与月球背面的通信。印度
“月船2号”探月任务计划让着
陆器在月球南极附近软着陆并释放一辆六轮月球车。
美航天局今年初宣布，将在2023年左右将宇航
员送入月球轨道，并在本世纪20年代初建立一个月
球轨道平台作为“深空门户”。今年3月，俄罗斯航天
集团宣布，计划两年内发射“月球25号”探测器，重启
俄罗斯中止了40余年的月球探测计划。

新闻背景

深空征程前哨站

嫦娥四号
中继星成功发射
将搭建地月“
鹊桥”

新华社发
最关键的一次是近月制动的变轨，张
立华将它形象地称为在距月面100公里高
度时给卫星“踩一脚刹车”。这次变轨的窗
口时间很短，且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没按计
划完成好“刹车”动作，“鹊桥”很可能从此
飞离预定轨道， 因为这颗小卫星携带的推
进剂不足以让它重新进入预定轨道。
此外，“鹊桥” 采用的伞状大通信天线
由于是首次使用， 其性能表现需要经受在
轨实际检验，而远距离通信也是一大难点。
张立华说， 地球上的通信卫星通常是在距
地面3万多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运行，“鹊
桥” 距离月面距离远了1倍多， 有7万多公
里， 这些对这颗中继星实现与嫦娥四号着
陆器和巡视器稳定可靠的通信提出挑战。

拉开探月国际合作新序幕
“
‘鹊桥’是颗小卫星，研制时间只有两
年半， 但作为嫦娥四号任务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的技术状态比较新，设计寿命达3年，

而且质量要求非常严格，整个卫星的地面加
电测试时间超过1300个小时。”张立华说。
“鹊桥”携带一大一小两个相机，小的
专门观察卫星天线的展开情况， 大的可以
给月球和地球拍合影。
张立华表示，在确保完成通信中继保障
使命的同时，
“
鹊桥” 也拉开了探月国际合作
的新序幕。
“
鹊桥” 携带了由荷兰研制的低频
射电探测仪，未来将开展在轨科学探测试验。
这个低频射电探测仪可以聆听低频的
宇宙之声， 这些宇宙之声携带着宇宙大爆
炸后几亿年时间里的蛛丝马迹， 那时正是
氢气云孕育第一代恒星的宇宙黑暗时代。
专家称， 这一科学探测将等嫦娥四号探测
器完成主要任务之后再继续展开研究。
此外，与“鹊桥”一同发射升空的还有
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研制的“龙江一号”“龙
江二号” 两颗月球轨道编队超长波天文观
测微卫星， 星上搭载了由沙特研制的月球
小型光学成像探测仪。 两颗微卫星未来将

据 新华 社 西 昌 5 月 21 日 电 21日5
时28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
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探月工
程嫦娥四号任务“鹊桥”号中继星发
射升空。这是世界首颗运行于地月拉
格朗日L2点（简称地月L2点）的通信
卫星，将为2018年底择机实施的嫦娥
四号月球背面软着陆探测任务提供
地月间的中继通信。
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飞行25分
钟后，星箭分离，将“鹊桥”直接送入
近地点高度200公里， 远地点高度40
万公里的预定地月转移轨道，卫星太
阳翼和中继通信天线相继展开正常。
后续，“鹊桥”将经中途修正、近月制
动和月球借力，进入月球至地月L2点
的转移轨道， 通过3次捕获控制和修
正后，最终进入环绕地月L2点的使命
轨道，地月L2点是卫星相对于地球和
月球基本保持静止的一个空间点。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四号
丙运载火箭是长征四号系列运载火
箭第一次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承担
发射任务。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
275次发射。此次还搭载发射了“龙江
一号”“龙江二号”两颗月球轨道编队
超长波天文观测微卫星。

一所偏远的山村小学，11年来吸引省内外10多万人次专家、学
—
者、教师前来学习、观摩、交流——

课改的威力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欧阳骥

“杨云娟老师的这堂课上得好，师生之
间、同学之间、组组之间，交流、探讨热烈，
每个学生都在开动脑筋想问题，40分钟一
堂课，效率高、效果好。 ”5月17日，来自邵阳
县松坡学校的老师， 听了马坪学校杨云娟
老师的一堂课后予以赞扬。
马坪学校是永州市冷水滩区一所乡村
学校，以前这里生源差、师资差、教学质量
差。 2007年起，该校实施课改，推行“阳光生
态”教育，一举改变了学校的落后面貌，成
为湖南省课改样板学校和湖南省中小学教
师培训基地， 获得第三届湖南省基础教育
教学成果特等奖、 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
学成果二等奖。 11年来，学校先后吸引10多

万人次的专家、 学者、 教师来这里观摩学
习，为全国培训100多名课改校长，成为永
州教育走出湖南、走向全国的一张靓丽“名
片”。
2007年前的马坪学校破败不堪，全校9
个班还不到300名学生，每学期还不断有学
生流失。
从2007年开始，学校推行以“自主、合
作、探究、阳光”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积
极发挥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作用， 实行分
组学习、讨论。 每组6人，每组选个组长，每
人都有职务。 课堂上，教师以提问、游戏、竞
赛等学生喜爱的方式， 让学生以小组为单
位互动学习。 初步尝试的课堂改革，很快得
到教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和认可。 在此基础
上，该校不断改进和完善，渐渐形成了特有

“童趣馆”
儿童节正式开放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谢红） 历经9个月施工改造的湖南省科技馆童

趣馆——
—积木科学王国，今天举行了试运行开
馆仪式。 省科技馆馆长周尚文告诉记者，原儿
童乐园全新改造成童趣馆后，展览面积达1430
平方米，展品展项有61件（套），6月1日将正式
开放，公众可登录省科技馆官网或微信公众号
预约购票。
走进童趣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由积木拼
接成的方形“气球”挂在空中。 展厅分两层，设
有5个主题内容。 其中，“穿越神秘林”“创建我
世界” 两个内容主题主要面向5岁以下儿童，
“奇幻花园”“美妙乐坊”“ 欢动广场”3个主题
内容面向5至10岁儿童。据介绍，童趣馆不同于
普通游乐场，展品展项在体现科学原理的同时
兼顾互动性、体验感和娱乐性，其中“积木”是
童趣馆的个性化特征元素，希望通过积木培养
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引领他们探索世界的
奥秘。
记者发现，很多展品展项设计巧妙。“地面
平衡测试”展项中，通常由一个孩子用手操作
的滚珠游戏玩法出新，变成由两个孩子脚踏滚
盘合作滚珠，在协作中体会力的精细。 波浪模
拟展项中，则是由两个孩子抓住箱体两侧的把
手上下摇动，“制造” 出箱内波浪翻滚的场景，
摇动的幅度越大频率越快，波浪就越大。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5月21日上午，长沙梅溪书院，观众在观看《存在·国际女性艺术展》作品。此次展览
共展出了16位国内外优秀女艺术家的30余件作品，包括装置、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
展览从即日起持续到7月23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长沙学院签约15项产学研合作项目
对接活动”在长沙学院举行。来自科技管理
部门、企业和高校的300多位代表聚集一堂，
共商合作发展大计。15个产学研合作项目进
行了现场签约，签约金额2037万元。据悉，这
是长沙科技活动周的主体活动之一。
长沙学院是省市共建共管、以长沙市
为主管理的一所本科院校，也是国家“十
三五”产教融合发展工程应用型本科规划
高校建设单位，在智能制造、环境与新材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 ００１ 号

料、电子与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土建工
程、 文化创意等学科领域有较强的优势。
长沙学院与长沙的优势产业结合紧密，为
长沙产业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输出了一
大批技术。据悉，本次对接活动共收集了
技术成果59项， 推出了长沙学院学术专
家186人、科技创新平台16个。
对接活动中， 长沙学院选取了该校
《橡塑制品VOC异味消除剂的研究与开
发》《植物营养剂》《新型高效空气净化设
备开发》等6个科技成果进行了路演。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 ）8４３２６０２６ 、8４３２６０２４

开放合作谋共赢
不少中外航天专家指出， 目前国际合作已成为
太空探索主流，如能集中全球智慧，可快速实现太空
探索目标，化解技术风险，分摊经费，让各方受益。
作为世界第三个实现月面软着陆的国家，中国探
月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中国道路，同时选
择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合作。 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
天工程中心主任刘继忠曾表示，中国是开放的，欢迎国
际航天机构与中国合作，共同推动探月发展。
据中国国家航天局介绍，中国自发出嫦娥四号国
际合作倡议以来，收到了很多国家提交的合作方案。嫦
娥四号上将搭载荷兰、德国、瑞典和沙特阿拉伯的科学
载荷。 中国在后续的月球探测规划任务中都将支持广
泛的国际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安全类毕业生供不应求
深圳企业组团来湘“
抢人”

安全工程学院供需双选会在该校举行， 共有
80多家企业，带来了近2000个就业岗位，毕业
生与岗位比例达到1:5。
记者在现场看到， 来招聘的既有中铁建
电气化局集团南方工程有限公司这样的大型
国企， 也有长沙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这样
的政府部门。 该校安全技术管理专业2018年
毕业生郭泓江仔细挑选了5家 投 递 了 简 历 ：
“这些单位不仅薪资待遇不错，还提供了通畅

的职业上升空间。我觉得这个行业很有前途。”
双选会上， 深圳龙岗区安全生产协会有
26家企业组团来校招聘，带来的就业岗位多，
某安全技术咨询公司甚至开出了5000元 到
10000元的月薪。 该协会秘书长蔡玉娟介绍，
深圳工业园区多，对专业的安全工程类人才需
求量很大，为了储备更多人才，协会还与学校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培养人才。
作为全国成立最早的以安全技术命名的
高职院校，该校今年被确定为湖南省现代学徒
制试点学校，将与企业深度合作培养人才。

自重110克 承重40公斤

“
竹质桥梁”结构设计竞赛夺冠
湖南日报 5 月 13 日 讯 （记者 左丹 通讯员
喻 玲 ）5月11日至13日，“湖南路桥杯” 第六届

湖南省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在长沙理工大学
云塘校区举行，来自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28
所高校的77支队伍参与本次角逐。最终，长沙
理工大学城南学院代表队设计的桥梁自重
110克，承重40公斤，获得竞赛冠军。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每年举办一次，
是教育部确定的全国九大大学生学科竞赛之
一。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也是纳入中国高校创
新人才培养暨学科竞赛评估的19个竞赛项目
之一，省赛是全国赛的分区赛，也称国赛初赛，
成绩优秀的队伍才有资格参加全国总决赛。
本次竞赛题目是：竹质双车道桥梁结构设
计与制作。赛题以桥梁结构为背景，主要目的

《存在·国际女性艺术展》开展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通讯员 朱珊 记者
胡宇芬） 5月18日，
“
长沙－长沙学院产学研

沉寂数十年后，各国缘何“扎堆”探月？美国乔
治·华盛顿大学空间政策研究所前主任约翰·洛格斯
登和俄罗斯齐奥尔科夫斯基航天研究院院士热列兹
尼亚科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人类对近
地轨道的探索已有几十年时间， 随着探月科技和相
关构想日益成熟，世界各国纷纷制定新的探月计划。
洛格斯登表示，美国当年的“阿波罗”计划主要
是技术能力展示，并未开展太多探索活动，人类没去
过月球两极和背面，月球可探索的空间还很大。
热列兹尼亚科夫说，“各种航天器和宇航员们在
近地空间轨道内已停留了很长时间， 是时候走向更
遥远的宇宙获取新知识，检验开发航天新技术，尝试
开辟适合人类生活的新空间了”，而月球可成为人类
飞向更遥远太空的前哨基地。
这两名专家均强调， 新一轮探月热与冷战时期
的“实力展示”不同，各方均理智地从科学研究、资源
开发等实用角度出发， 在竞争与合作中开展包含实
质内容的空间探索。

湖 南 日 报 5 月 21 日 讯 （记 者 余 蓉 通 讯 员
杨玲 蒋 琴 珊）5月18日，湖南安全职院2018届

的办学方式，总结出了一套以提问、探索、
交流为主的“阳光生态” 课堂教学模式。
“阳光生态”课堂得到省、市、区教育部门的
赞赏。
2012年， 全省义务教育课改样板校建
设现场会在马坪学校召开。 课改的成功，也
推动了学校的发展。 近几年，学校在当地政
府和社会支持下,先后投入2000多万元，建
起了新的教学楼、科研楼、三用礼堂、运动
场。 昔日破烂不堪的农村学校焕然一新,成
为一所美观漂亮的现代化新型学校。
近年来， 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小学越
办越萎缩，马坪学校却蒸蒸日上，不仅留住
了本地孩子， 还吸引了一些城里孩子“回
流”学习。 在校生数10年前不足300人，现在
超过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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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考察桥梁结构在小车移动荷载作用下的承
载能力和跨中极限承载能力，使学生通过竞赛
活动能运用专业知识做出合理桥梁结构设计。
区别于其他的学科竞赛，结构模型大赛，既具
学术性与又具观看性，比赛通过建模、结构设
计和施工三个环节，既考验理论基础，又考验
动手能力。
经过激烈角逐，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
吉首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南华大学、湖南科技
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南华大学、南华大学
船山学院等8支代表队获一等奖， 前四名的队
伍获参加国赛资格。 长沙理工大学自2009年
通过土木工程专业评估， 连续9年参加全国大
学生结构设计竞赛，2016年、2017年连续两次
夺得全国大赛总冠军，近5年总赛绩全国第一。

湖大研究生研制出多款服务型机器人
湖 南 日 报 5 月 21 日 讯 （ 通 讯 员 李 妍 蓉
曾 欢欢 记者 左丹）今天，湖南大学对外宣布，

该校一群研究生成功研制出可以根据客户需
求实现“私人定制”的多款服务型机器人。
湖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17级硕
士陈李培，担任服务型机器人的信息技术专员。
据他介绍，目前，他们所研制的机器人具有室内
建图、定位导航、动态避障、语音交互、图像识
别、对象跟随、多机器人调度等功能。与一般的
机器人相比，他们研制的机器人能通过智能感
知系统，完成语义理解，行为分析，从而给予用
户更高效、准确的服务。此外还能完成互联网+
大数据分析，对用户提供精准营销与服务。
“以银行服务机器人为例，它搭载了语音
识别、自然语言识别与人工语音等功能，不仅
能与客户直接对话。还可以通过对客户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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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领域、资金分布、资金流动性、是否是银
行客户、 客户当前办理过的业务等大数据分
析，识别客户的投资风险类型，对其进行合适
的理财产品的推荐。”陈李培说。
如果将传感器、执行部件、结构设计等硬件比
“
皮”
“
骨”，那么语音交互、图像识别、动
作机器人的
态避障等就好比是机器人的
“
思维”。陈李培说，在
这两者基础之上， 只要根据客户需求装配不同的
业务流程模块，就可以实现
“
私人定制”。如在机场
不想自己提行李？机器人有对象跟随功能，只要加
装一个小拖车，就可以跟着客人帮他搬运行李。在
博物馆，机器人有室内建图功能，只要加装展品的
语音讲解，就可以成为参观者的专属导游。
据了解，湖南大学这一研究生团队与企业
进行合作， 共同研发一款智慧金融服务机器
人。该款机器人已面世。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