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北京航天城，空旷的模拟器楼，聚光灯下的邓
清明一脸平静———20年来，他从未在聚光灯下出
现过。

“我是航天员邓清明，是目前航天员大队唯一
没有执行过飞天任务、 仍在训练的首批现役航天
员。20年来， 我3次入选任务梯队，3次与飞天失之
交臂。为了飞天做准备，我感到过枯燥，也烦过、累
过，但没有放弃过。无论‘主份’还是‘备份’，都是航
天员的本分。”邓清明声音不大，语气却十分坚定。

通过严格训练的21名航天员， 全部有能力执
行太空任务。但受任务密度和条件制约，不可能每
个人都有机会飞天， 只能按照综评成绩排名确定
人选。往往，第一名和最后一名成绩相差很小，小
到一两分， 甚至仅仅零点几分。 神七航天员选拔
时，刘旺就差0.005分。

大多数航天员都当过“备份”，有的甚至不止
一次。神五时翟志刚是“备份”，神六时他又一次与
飞天擦肩而过，但他两次都站在战友身后，微笑着
为他们出征壮行；神七任务选拔时，陈全仅以微小
差距落选，他说：“我会努力当好‘备份’，让战友在
天上飞得更高更踏实。”

神十一任务发射前一天， 决定最终的飞
天人选是景海鹏和陈
冬， 邓清明仍是“备

份”。这是离梦想最近的一次，又一次止步于发射
塔前。

神舟十一号成功返回后， 载人航天工程领导
对邓清明说：“你们和神十一乘组共同完成了这次
任务，任务的成功就是你们的成功，航天员在天上
的表现就是你们的表现。”听到“共同”二字，邓清
明激动地落泪。

2014年3月13日，一个普通的日子，却因5名
航天员的停航停训，被写入中国航天史册。

吴杰、李庆龙、陈全、赵传东、潘占春是我国首
批航天员，十几年来，他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准
备出征”这一件事，一次次接受祖国挑选，一次次
与飞天失之交臂。因为超过黄金飞行期，他们再也
没有机会为祖国出征太空， 但他们仍像当年毫不
犹豫参加选拔一样，坚决服从组织安排，退出现役
航天员队伍。

� � � � 2017年10月18日， 党的十九大在北京隆重开
幕。 “建设航天强国” 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国
航天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空间站时代大幕开启。 北京航天城里， 航天员
们开始了空间站任务学习和训练的第一年。

空间站时代，出舱装配、维修科学设备将是日
常工作，而出舱是超大负荷的活动。 一直在锻炼上
肢力量和手指力量的王亚平，刚开始并没有具体概
念。5天舱外服的试验做下来，完全颠覆了她的想象
：在120多公斤的舱外服中才工作了三四个小时，手
就抖得拿不住笔。而将来真正的太空出舱活动，一次
就相当于地面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的训练量。

50岁出头的刘伯明看起来比10年前参加神七
任务时还要精干。 为了空间站任务， 他主动加量训
练， 强化自己的体能。 刚做完身体检查的他， 肺活
量达到6000毫升， 比年轻时还好。

“庆幸赶上伟大的时代， 有幸参与伟大的事
业。” 祖国越来越强大， 刘伯明有切身感受。 20年
前，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刚刚启动。 20年后， 已有外
国航天员选择来中国参加海上救生训练。 “外国航
天员还想学汉语， 想加入到中国的航天员队伍中，
跟我们一起交流合作。”

“心愿只有一个， 就是再次飞向太空。” 费俊
龙说。

新时代，人人有梦。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 � � �载人航天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曾有27
人在执行任务和训练时不幸罹难。

2003年，是世界航天史上的多事之年。此时，中
国航天员正在备战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担心世界航
天接连失利的阴霾会造成影响， 一场座谈会召来了
航天员们进行交流。没想到，座谈会开成了请战会。航
天员的想法惊人的一致：“飞天就是使命，太空就是战
场，困难再大、危险再大，都动摇不了我们征战太空的
决心！”

2003年10月15日9时，长征二号F火箭护送着神
舟五号飞船直刺苍穹。上升到三四十公里高度时，火
箭和飞船突然开始急剧振动，与人体产生共振，杨利
伟眼前一片漆黑，感觉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难以
承受。共振持续了26秒后，终于慢慢减轻。杨利伟如
释千钧重负，如获一次重生。

后来有人评价：26秒，见证了中国航天员英勇无
畏、舍身为国的赤胆忠心。

2008年9月27日16时41分，身着“飞天”舱外
航天服的翟志刚， 挥动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向地面
报告：“神舟七号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神舟
七号向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问好！请祖国放心，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返回地球后，有人问，为什么要先展示国旗？翟志
刚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要完成任务，让五
星红旗高扬在太空。”刘伯明说：“即使我们回不去，也
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飘扬。”

有人曾问两度飞天的聂海胜和三次圆梦的景海
鹏：“你们已经实现飞天夙愿，未来还打算冒这么大的
风险吗？”

“航天飞行是我们的事业，更是我们的生命，为了
飞天梦想，只要祖国需要，我们随时准备再上太空！”
聂海胜答道。

作为一名党的十九大代表， 景海鹏面对中外记
者提供了这样一个“答案”：“我十分渴望再上一次太
空、再当一次先锋、再打一次胜仗，让浩瀚太空再次见
证一名航天战士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无限忠诚！”

� � � � 有时候， 梦想会在一瞬间悄然
而生。

2003年，当杨利伟飞向太空时，
两名年轻的飞行员在不同地方，同
时通过电视目睹了火箭升空的那一
瞬。25岁的陈冬心想：“什么时候我
也能像杨利伟一样飞向太空， 为祖
国飞得更高？”23岁的王亚平看着火
箭灿烂的尾焰， 脑子里闪过一个念
头：“中国已经有了男航天员，什么时
候会有女航天员呢？”

每一位航天员深知， 飞天梦，不
仅仅是自己的梦。

载人航天工程是一项宏大的系
统工程，每次载人飞行，有超过10万
名的技术人员用齿轮咬合般的团结
协作， 托举起英雄飞天。“两弹一星”
元勋孙家栋形容：“离开了集体的力
量，个人将一事无成。”

刘洋说起一个令她感动的小故
事。 发射塔架上有个供紧急撤离的
逃逸滑道，52米高，航天员会在执行
任务之前进行训练， 而技术人员会
提前试验。 一位年轻的女航天教员
对刘洋说，她试跳时，看到下面黑乎
乎的，两腿在发抖，但想到是给航天
员们当“沙袋”，又觉得挺开心。

“到了太空，地球的引力变得微乎
其微，祖国的引力却越来越重。”航天

员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每次飞临祖
国上空，心跳都会加速，会不由自主地
凝望祖国的疆域， 情不自禁地隔着舷
窗想去触摸，每一次都会热泪盈眶。

费俊龙这样对国外同行说：“你
可以分享我的快乐，却无法分享我的
自豪。因为在我身后，有强大的祖国，
站立着13亿多人民！”

有一个场景让杨利伟至今难忘。
2004年，他在美国纽约访问时，应邀
出席华人华侨的一次活动。一位年近
八旬的老华侨拉着他的手， 语调颤
抖， 脸上满是泪痕：“你们
飞多高， 中国人的头就能
昂多高！”

刘洋珍藏着一张照
片。2012年10月，她参加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60周
年校庆， 一位退休女教授
挤过人群与她合了影。次
年5月，当她再次来到这里
与学校附中师生座谈时，
一名小男孩递给她一个信
封说：“这是我奶奶给你
的， 我长大了也要当航天
员。”刘洋打开一看，竟是
去年跟那位退休女教授的
合影，背面写着：向为航天
事业做出贡献的人致敬！

� � � � 1998年1月5日， 从1500多名优秀空军飞行员
中百里挑一、精心选拔的14人，汇聚北京航天城，
成为中国首批航天员。 他们面对五星红旗庄严宣
誓：“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生！”

这一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诞生。航
天员大队公寓的门柱上，镌刻着“珍惜崇高荣誉、迈
向更深太空”的队训，见证着飞行员向航天员的转
变、从天空向太空的跨越。天空与太空，一字之差，
被苏联航天员列奥诺夫形象地称为“上天的阶梯”。

王亚平在参加航天员选拔时问杨利伟， 成为
航天员最难的是什么？ 杨利伟回答了两个字：“学
习。”等她加入航天员大队，才真正体会到“学习”
二字的分量。

于是，航天员们重回课堂，白天上课、训练，夜
里复习、预习，航天员公寓成了“不夜城”。

航天环境适应性训练是第二道坎， 包含了众
多艰苦万分的训练。仅以其中的“超重耐力”训练
为例，在飞船返回地球时，人要承受自身重量数倍
的压力，很容易造成人的呼吸极度困难或停止，导
致意志丧失、黑视甚至直接危及生命。

刘洋曾说：“太空虽然向女性张开了多情的怀
抱，却从不有所偏爱。”她刚开始进行离心机超重

训练时，短短几十秒，6个G的负荷就已让她如跑了
万米一般双腿发软，精疲力尽。

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里， 常人只能承受3到4
个G的重力加速度， 航天员却要承受40秒的8倍重
力加速度。训练中，他们的五官被挤压变形，眼泪
不自觉地往外飞，胸部极度压抑，呼吸非常困难，
手臂抬不起来。一位航天员的母亲看后，一边流泪
一边不住地摆手说：“不看了，不看了！”

做这种训练时，航天员手边有一个红色按钮，
一旦挺不住了就可以立即按动红钮，请求暂停。但
20年来，没有一个人按过这个红钮。

太空飞行中，航天员每一步操作、每一个细节
都直接关系任务成败。 飞行手册是航天员在太空
执行任务的宝典，所有指令都汇集在9大本、上百
万字的厚厚手册里。在飞行程序训练中，他们做的
笔记摞起来比桌子还高， 数以万计的指令成为习
惯动作和肌肉记忆， 每个人闭上眼睛都能精准无
误地全流程操作。

最终，经过严格考核与评定，先后选拔的两批
21名航天员顺利通过考核， 全部具备了独立执行
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 创造了世界航天员训
练零淘汰率的纪录，在世界航天界绝无仅有。

“飞天就是使命，太空就是战场”5
跨越“上天的阶梯”，创造了训练零淘汰率纪录，在世界航天界绝无仅有3

“无论‘主份’还是‘备份’，都是航天员的本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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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太空，人类梦想的疆土，寥廓而深邃。
这是一种极为震撼的体验：从343公

里之外眺望地球，大地脉络分明，海岸线
清晰绵长，青藏高原的雪域云天仿佛触手
可及；

这是一段壮美无匹的征程： 一人、二
人、三人……寥寥数人的出征胜似千军万
马上战场，每一次都标注了中国人探索未
知的新高度；

这是一个千锤百炼的英雄群体：在中
华民族的奋进史册里，飞天勇士叩问苍穹
无疑是最精彩的篇页之一。今天，他们正
书写着新时代的新华章。

他们，就是英雄的中国航天员群体。

新华社记者 李国利 梅常伟
人民日报记者 余建斌 谷业凯

� � � �这是属于全体航天员的荣光。
2017年7月28日， 八一大楼。明

亮的双眸、庄重的神情、挺拔的身姿，
51岁的航天员景海鹏昂首阔步走上
前台，亮闪闪的“八一勋章”紧贴胸
口， 让三次进入太空的他心潮澎
湃———这既是向最优秀军人颁发的
最高荣誉， 也是伟大祖国给最勇敢
战士授予的最高功勋。

中国航天员的脚步， 伴随着国
家强起来的鼓点，正以“世界瞩目的
速度”走到一个个新的方位———

2013年6月26日8时07分， 聂海
胜、张晓光、王亚平圆满完成我国载
人航天首次应用性飞行。 王亚平站
在“最高讲台”，一堂40分钟的太空
科学课， 在千万青少年心底播下科
学与梦想的种子；

2016年11月18日13时59分，景
海鹏、 陈冬在太空完成33天中期驻
留， 为后续的中国空间站建造运营
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这短短3年里的两次飞行，飞行
时间超过历次总和的两倍， 科学实
验和技术试验超过以往的总数———

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杨利
伟驾乘神舟五号飞船， 用21小时23
分钟环绕地球飞行14圈、 近60万公

里，在人类“走出地球摇篮”的漫漫征
途刻下了属于中国人的数字。

时隔短短两年，费俊龙、聂海胜
执行危险性及难度系数均高出很多
的神六任务， 实现了载人航天飞行
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的重大
跨越；

2008年9月27日16时41分，翟志
刚在刘伯明、 景海鹏的密切配合下，
完成首次太空出舱行走，在343公里
的太空轨道实现了中国人与宇宙的
第一次直接握手，让茫茫太空多了一
抹五星红旗的鲜艳；

2012年6月18日17时04分，景海
鹏、刘旺、刘洋“飘”进天宫一号，太空
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之家”，
首次手控交会对接， 刘旺以不到7分
钟、误差18毫米的中国精度，赢得世
界喝彩……

从神舟五号到神舟十一号，13
年间，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
掌握载人天地往返技术、独立掌握空
间出舱技术、独立自主掌握交会对接
技术的国家。

“每一次对太空的叩问，都是下
一次探索的开始。” 走好新时代征战
太空的新征途，这份豪情壮志始终在
航天员们心中激荡。

“每一次对太空的叩问，都是下一次探索的开始”1

筑 九天写忠诚
———记英雄的中国航天员群体

� � � � 2001 年 6 月 ，
航天员在湖北进行
跳伞训练。

� � � � 1999年7月26日， 航天员潘占春、 李庆龙、 费俊龙、
刘旺（从左至右） 在俄罗斯进行失重飞机训练。

“你们飞多高，中国人的头就能昂多高”2
� � � � 追梦新时代，“心愿只有一
个，就是再次飞向太空”6

� � � � 左图：2008年9月28日，神舟七号返回地球，航天
员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从左至右）自主出舱后向
现场搜救人员挥手致意。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