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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嫦娥三号、玉兔号到嫦娥四号、玉兔二号，再到
嫦娥五号，一个个中国探测器成功到访月球所勾勒描
绘的，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逐梦足迹。

探月逐梦的背后，当然少不了一群牧星耕宇的追
梦人。

“那一刻，我仿佛和‘嫦娥’化身为了一体，在太空
中转啊转、转啊转……”当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
欧阳自远院士回忆起嫦娥一号被月球引力捕获时的
场景，他形容自己快乐得“就像忘掉了身边的一切”。

半个世纪前，苏联月球 16 号将 101 克月壤样本
带回地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现月球无人自动
取样并送回地球的探测器。整整50年后，在地球的东
方，一群追月逐梦的华夏儿女，上演了一出“月宫取
宝、月轨对接、太空投递”的壮举。

所谓壮举，皆因奋斗。自嫦娥五号轨道器立项起，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八院探月工程负责人张
玉花就带领团队“白手起家”，展开了攻坚研制之旅。

嫦娥五号轨道器是张玉花探月之路上经历时间
最长、研制最为艰苦的一个航天器。如今，历经七年研
制、三年贮存，终于一朝成功梦圆。

小名“秋月”的张玉花，仿佛注定与月亮有缘。她
在载人航天领域干了18年，一纸调令来到探月，从嫦
娥三号、嫦娥四号再到嫦娥五号，一路走来、从无到
有，她带领团队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地走向月球。

“人类对于宇宙空间的探索才刚刚起步。从探月
出发，我们还将走得更远。”张玉花说。

展望未来，我国探月工程四期将构建月球科研站
基本型，这一基本型由运行在月球轨道和月面的多个
探测器组成。嫦娥七号将对月球南极地形地貌、物质
成分、空间环境等进行综合探测。嫦娥八号除继续开
展科学探测试验外，还将进行关键技术的验证。

“步入快速发展的又一个黄金十年，我们将向航
天强国的宏伟目标迈进。探索浩瀚宇宙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历史使命，让我们的思想跨过恒星的距离，遥望
未来的美丽家园，牧星耕宇。”吴伟仁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探月第三步 中国航天一大步
“5、4、3、2、1，点火！”
2020 年 11 月 24 日 4 时 30 分，中国文昌航天发

射场。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尾焰喷薄而出，闪烁着
多彩的光芒映透整个夜空。山坡上、海岸边，人们欢
呼、庆祝，目送长征五号全力托举嫦娥五号向着月球
飞驰而去。

23天后的12月17日凌晨，内蒙古四子王旗。在闯
过月面着陆、自动采样、月面起飞、月轨交会对接、再入
返回等多个难关后，历经重重考验的嫦娥五号返回器携
带月球样品，成功返回地面。

嫦娥五号探测器重达8.2吨，由轨道器、返回器、
着陆器、上升器四部分组成，任务实施由工程总体和
探测器、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与回收、地面应用等
五大系统共同完成，是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
走规划中“回”的主任务，是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和决心
的集中体现。

人们将永远铭记，2020年底这次意义非凡的太
空之旅：

——“惊天一落”扣人心弦。12月1日23时11分，嫦
娥五号稳稳降落在月球正面西经51.8度、北纬43.1度
附近的预选着陆区，月球风暴洋成为中国探月新地标。

——“月球挖土”全民关注。12
月2日22时，经过约19小时的月面
紧张工作，嫦娥五号按预定形式将
样品封装保存在上升器携带的贮存
装置中。

——“月面起飞”载入史册。12月3日23时10分，
嫦娥五号上升器月面点火，约6分钟后顺利将携带月
球样品的上升器送入到预定环月轨道，成功实现我国
首次地外天体起飞。

——“旗开月表”振奋人心。经过科研团队的数据
接收和处理，12月4日下午，国家航天局公布了嫦娥
五号在月球表面国旗展示的照片。

——“太空拥吻”惊险浪漫。12月6日5时42分，
嫦娥五号上升器成功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交会对
接，并将月球样品容器安全转移至返回器中。这是我
国航天器首次实现月球轨道交会对接。

探月工程总指挥、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表示，
嫦娥五号任务实现了我国首次月面采样与封装、月面
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携带样品再入返回等多项
重大突破，其成功实施标志着我国探月工程“绕、落、
回”三步走规划如期完成，中国航天向前迈出一大步。

与月亮相约 我们是认真的

从50年前中国成功发射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
红一号，到50年后嫦娥五号首次实现我国地外天体
采样返回……穹顶之上，中国人用一道道壮丽的航迹
标注着创新的坐标。

就在嫦娥五号踏上归途之际，细心的网友通过对比
发现，原来10多年前，世界上的主要航天国家都纷纷出
台了自己的探月规划：有的想发射探测器到月球、有的
想载人登月、有的想去月球建科研站……时至今日，能
够实现自己当年定下的探月目标的，并不在多数。

在一份份宏大绚丽的规划面前，中国航天人并没有
那么多豪言壮语，而是选择用“绕、落、回”三步走的方
案，稳扎稳打地实现自己的探月目标。

经过16年努力，中国探月工程取得了“六战六捷”
的优异成绩，不超预算、不降指标、不拖时间，如期完成
三步走规划，圆满完成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任
务，在月球探测领域向全世界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与月亮相约，我们无疑是认真的！”探月工程总
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仁说，中国探月的每一
个大胆设想、每一次成功实施，都是为了兑现对人民
的庄严承诺，都是一棒接着一棒干、一步一个脚印走
出来的逐梦之旅。

“整个嫦娥五号的研制可谓‘十年磨一剑’，其间
遭遇过挫折、更经历过失败，我们始终秉持‘追逐梦
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一次
次苦尽甘来、一次次闯关夺隘，终于将嫦娥‘五姑娘’
顺利嫁了出去。”中国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说。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众智之所为，则无不
成。”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
中心主任刘继忠说，嫦娥五号任务的成功，无疑是发
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
体现了我们“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魄力和“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韧劲。

牧星耕宇追梦人 终于成功梦圆

九天云外揽月回！
——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纪实

嫦娥五号回来了！带着月壤回来了！恰似一部追了23天的宇宙大片，人们
期待着、盼望着，昼夜不息。

12月17日凌晨，嫦娥五号返回器，如同茫茫草原上的一颗流星划破天际，
惊起一团烟云，以百米冲刺的姿态迫不及待回到地球。九天揽月，这一刻，中国
航天又创造新的历史。

这是21世纪人类首次月球采样返回任务，标志着中国航天向前迈出一大
步。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嫦娥五号首次实现了
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将为深化人类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
认知作出贡献。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汪文斌17日说，嫦娥五号标志着中
国航天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中方愿与世
界各国一道，共同为人类和平探索利用
外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
大贡献。

汪文斌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
关提问时说，17日凌晨，嫦娥五号结束23
天的太空之旅、顺利返回地球，探月工程
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致电祝贺。“我们大家都深受鼓舞，倍感
振奋。”

汪文斌说，作为中国复杂度最高、技
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嫦娥五号标
志着中国航天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将为深
化人类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
科学认知作出贡献。

他说，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得到
了包括欧洲航天局、阿根廷、纳米比亚、
巴基斯坦在内的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支持和协助，中方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人类探索太空的步伐永无止境。但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汪文斌说，

中方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
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共同为人类和平探索利
用外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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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五号任务圆满成功对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具有
怎样的意义？嫦娥五号带回的月球样品将怎样储存、研
究？17日下午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权威专家第一时
间作出解读。

五项“中国首次”
实现“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完美收官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吴艳华说，
嫦娥五号任务创造了五项“中国首次”，一是在地外天
体的采样与封装；二是地外天体上的点火起飞、精准入
轨；三是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四是携带
月球样品以近第二宇宙速度再入返回；五是建立我国
月球样品的存储、分析和研究系统。

“此次任务的成功实施，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里
程碑式的新跨越。”吴艳华说，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地月
往返的能力，实现了“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完美收官，
为我国未来月球与行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44年来再获月球样品
将在湖南韶山进行异地灾备

伴随着嫦娥五号任务圆满成功，人类44年以来再
次获得月球样品，此次月球样品的研究备受关注。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探月工程三期副总
设计师李春来介绍，嫦娥五号的采样点选择了风暴洋东北
角的玄武岩区域，这是全新的采样区域，全新的样品研究，
对月球表面的风化作用、火山作用和区域地质背景、区域
地质演化方面应该能作出很多科研贡献。吴艳华说，后续，
将依据月球样品及数据管理办法，广泛征集合作方案，鼓励
国内外更多科学家参与科学研究，力争获得更多科学成果。

“除了位于北京的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作为主要存
储地点以外，还将在湖南韶山毛主席的故乡进行异地
灾备，他提出的‘可上九天揽月’的夙愿实现了。”吴艳
华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里程碑式新跨越
专家解读

外交部 新华时评
北京时间17日凌晨，在白雪皑皑的内蒙

古四子王旗，嫦娥五号携月球样本岩石和土
壤返回地球。这是中国航天史上一次满载而
归的科学探索，也是人类太空探索中一段智
慧与勇气兼备的华彩乐章。

“嫦娥”一小步，代表中国航天一大步。
作为中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
系统工程，嫦娥五号接过嫦娥四号的探月“接
力棒”，闯过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
月面着陆、自动采样、月面起飞、月轨交会对
接、再入返回等多重难关，实现了我国航天
史上多个“首次”，收获了研究月球乃至太阳
系行星的宝贵科学样品。嫦娥五号任务成功
实施，标志着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
走规划如期完成。

自嫦娥四号完成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
着陆后不到两年时间，中国航天器重返月球
并圆满完成任务，是发挥体制优势攻坚克难
的又一重大成就，映射出中国航天脚踏实地
的精神和开拓创新的风采。美国媒体评论说，
中国太空探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并且有
能力实现更长远目标。

从人类航天史的视角审视，嫦娥五号圆
满完成任务，标志着中国已成为继美国、苏
联之后，第三个成功完成月球采样并带回地
球的国家。与之前美国阿波罗计划靠人力从
月球运回的样本，以及苏联依靠无人飞行器
分3次带回的月球样本相比，嫦娥五号带回
的月球物质来自更为“年轻”的地质区域。美
国地球科学家克莱夫·尼尔表示，嫦娥五号
带回的样本代表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月球历
史时代，必将有助于人类更好地了解月球的
演化。

探索月球以及更多地外天体是人类共
同的梦想，由人类探索天性所驱动，必将推
动人类的科技进步并造福人类。每个国家都
应该是人类太空探索这一壮美诗篇的谱写者以及人类和
平利用太空事业的贡献者。美国媒体评论说，中国探月工
程将可能推动更深入的太空探索。法国月球和火星地质
学专家杰茜卡·弗拉奥表示，嫦娥五号再次点燃全球探月
热情，而中国对航天领域国际合作始终持开放态度。

接力人类梦想，目标星辰大海，使命一往无前。嫦娥
五号迈出的只是中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的第一步。
嫦娥六号、七号、八号等任务将在未来相继实施。人们期
待着更多中国探测器开启星际征程，人类足迹抵达更加
深远的浩渺星空。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全球热议
中国一直在推进长期的太空探索计划，嫦娥五号任

务上个月成功开启，很快从月球表面完成采样并返回，整
个过程令人满意。

——美国《纽约时报》

中国成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第三个采集月球土壤的
国家，这也是人类时隔44年再次成功采集到月壤。中国正
朝着太空强国的目标积累技术和经验。

——日本共同社

研究人员对嫦娥五号带回的月球样品充满期待，相关
研究可为了解月球的火山活动和历史提供新线索。德国《法
兰克福汇报》当天也报道说，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样品将带
来关于月球的新认识。

——德国新闻社

嫦娥五号将月球“宝藏”带回了地球。此次嫦娥五号
在月球表面的着陆点具有很重要的科学意义，其收集并
带回地球的样品属于月球上最年轻的火山表面样品。嫦
娥五号采集的月球样品能够填补相关空白，为月球年代
学研究提供关键信息。

——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教授布拉德利·
乔利夫

嫦娥五号带回的样品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月球历史年
代，这无疑将有助于人类更好地了解月球的发展演变。

——美国圣母大学地球科学家克莱夫·尼尔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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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凌晨，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采用半弹道跳跃
方式再入返回，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

12月15日，四子王旗民兵骑兵连在嫦娥五号返回器着陆场区附近巡逻。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12月17日，工作人员将嫦娥五号返回器吊运至装
载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