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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23日电 著名的社会活动

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

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

命委员会第八届、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何

鲁丽同志的遗体，23 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火化。

何鲁丽同志因病于 2022 年 3 月 19 日 0 时 45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88 岁。

何鲁丽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何鲁丽同志逝世表示沉痛

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3 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

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

痛悼念何鲁丽同志”，横幅下方是何鲁丽同志的

遗像。何鲁丽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上午 9 时 40 分许，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等，

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何鲁丽同志的遗体前肃立

默哀，向何鲁丽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向何鲁丽

同志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

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何鲁丽同志在京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

前往送别。

新华社记者 李国利 黄一宸

3 月 23 日下午，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再度

开课，“太空教师”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演示

了太空“冰雪”实验、液桥演示实验、水油分离实

验、太空抛物实验等。

为什么要做这些科学实验？背后蕴含着哪

些科学奥妙？与人类探索浩瀚宇宙又有什么关

联？记者采访多位专家一一解读。

实验一：温热的“冰球”

【现象回顾】这 一 幕 仿 佛 发 生 在“ 魔 法 世

界”：透明的液球飘在半空中，王亚平用一根小

棍点在液球上，球体瞬间开始“结冰”，几秒钟就

变成通体雪白的“冰球”。王亚平说，这枚“冰球”

摸上去是温热的。

【专家解读】“太空‘冰雪’实验实际上是过

饱和乙酸钠溶液形核、结晶的过程，过程当中会

释放热量。”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

心研究员张璐介绍，过饱和溶液结晶通常需要

外界“扰动”，而这个实验的“玄机”就在于小棍

上沾有晶体粉末，为过饱和乙酸钠溶液提供了

凝结核，进而析出三水合乙酸钠晶体。

【延伸阅读】在地面上进行结晶实验时，晶

体的样子可能因容器形状不同有很大差异。而

在微重力环境中，晶体并不受容器的限制，可以

悬浮在半空“自由生长”，这与中国空间站里的

无容器材料实验柜相呼应。无容器材料实验柜

目前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实现材料在无容器

状态下从熔融到冷却凝固的过程，供科研人员

收集物性参数进行研究；二是用于特殊材料在

轨生长，缩短新材料从实验室走向流水线、走进

大众视野的时间。

实验二：“拉不断”的液桥

【现象回顾】叶光富将水分别挤在两块液桥

板上，水球状似倒扣着的碗。液桥板合拢，两个

水球“碗底”挨“碗底”；液桥板分开，一座中间

细、两头粗的“桥”将两块板相连；王亚平再将液

桥板拉远，液桥变得更细、更长，仍然没有断开。

【专家解读】张璐介绍，微重力环境与液体表

面张力是液桥得以成形的主要原因。日常生活中

的液桥不易被察觉，比如洗手时两个指尖偶然形

成几毫米液柱，再拉远一点就会受重力作用坍塌。

而在空间站里，航天员轻松演示出比地面大数百

倍的液桥，这在地面上是不可能看到的景象。

【延伸阅读】液体表面张力是“天宫课堂”中

的高频词，天宫一号太空授课、中国空间站首次

太空授课做过的水膜、水球实验都阐释了这一

原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康琦介绍，

空间站可以最大限度摆脱地面重力影响，为包

括液桥实验在内的流体力学研究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2016 年 9 月 15 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带

着液桥热毛细对流实验项目升空。

实验三：“分不开”的水和油

【现象回顾】王亚平用力摇晃一个装有水和

油的瓶子，让水油充分混合，瓶中一片黄色。时

间一分一秒过去，瓶中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油滴

仍然均匀分布在水中。叶光富前来助力，抓着系

在瓶上的细绳甩动瓶子。数圈后，水油明显分

离，油在上层，水在下层。

【专家解读】“我们都知道地面上油比水轻，

平时喝汤的时候看到油花都习以为常。”中国科

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梁文杰说，然而在空间

站中，情况却大不一样，水和油之所以“难舍难

分”、长时间保持混合态，是由于在微重力环境

下密度分层消失了，也就是浮力消失了。

“水油在天上成功分离的原因是，瓶子高速

旋转时类似离心机，可以理解为离心作用使得

浮力重新出现了。”张璐说。

【延伸阅读】科研人员可以借助微重力环境

特性开展研究，例如利用密度分层消失，在微重力

环境下向熔融合金中注入气体，可以得到航空航

天、能源和环保领域的重要材料——泡沫金属。

与之相关的是，高微重力科学实验柜能够

提供高微重力环境，其内部微重力水平是空间

站舱内百倍到千倍，更接近真实宇宙空间；外部

设计气浮、磁浮两级悬浮，减轻了空间站姿态和

轨道控制机动产生的加速度、各类仪器运转产

生的力矩和震动、航天员活动带来的质心变化

和冲击、太阳风和稀薄大气的扰动等干扰因素

影响，能够支持更为精密的科学实验。

实验四：翻跟头的“冰墩墩”

【现象回顾】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压

轴登场，迎来太空之旅的“高光时刻”。王亚平水

平向前抛出“冰墩墩”摆件，一向憨态可掬的“墩

墩”姿态格外轻盈，接连几个“空翻”画出了一条

漂亮的直线，稳稳站在了叶光富手中。

【专家解读】太空抛物实验展示了牛顿第一

定律所描述的现象。在空间站中，“冰墩墩”摆件

被抛出后几乎不受外力影响，保持近似匀速直

线运动。“天宫课堂”地面主课堂授课老师、北京

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物理教师张健介绍，地

球人眼中物体运动的理想状态，如今得以在太

空中一探究竟。

【延伸阅读】我们为什么要开展在轨科学实

验？张璐介绍，目前正在进行的实验项目，一是要

揭示微重力环境下的特殊现象，属于从科学角度

认识世界；二是通过在轨实验助力地面科学研

究，改进工艺水平；三是舱外有高真空环境、辐

照、亚磁场等，这些特殊环境因素对生物体、材

料、元器件等影响也是我们要研究的内容；四是

进一步探索未知领域，包括暗物质探测、行星起

源探索等。问天、梦天实验舱发射升空后，还会有

一大批前沿科学实验陆续在中国空间站开展。

（新华社北京3月 23日电）

3月 23日，“天宫课堂”第二课开讲，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中国

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这是地面主课堂中国科技馆内的学生在听讲。 新华社 发

何鲁丽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何鲁丽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
式对何鲁丽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太空实验背后有何奥秘
——专家解读“天宫课堂”第二课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23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构建更高水

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健康水

平为根本目的，确定工作原则为：覆盖全民，公

益导向；科学布局，统筹城乡；创新驱动，绿色发

展；政府引导，多方参与。

《意见》主要目标明确。到 2025 年，更高水平

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达到 2.6 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

数比例达到 38.5%，政府提供的全民健身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标准更加健全、品质明显

提升，社会力量提供的普惠性公共服务实现付

费可享有、价格可承受、质量有保障、安全有监

管，群众健身热情进一步提高。到 2035 年，与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全面建立，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

到 45%以上，体育健身和运动休闲成为普遍生活

方式，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居于世界前列。

《意见》就完善支持社会力量发展全民健身

的体制机制、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城乡区域

均衡发展、打造绿色便捷的全民健身新载体、构

建多层次多样化的赛事活动体系等方面作出了

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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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构建更高水平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新华社记者

在 23 日召开的“3·21”东航 MU5735 航空器

飞行事故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两场新闻发布会

上，公众关心的黑匣子、失事当天航路天气和机

组状况、现场搜救进展等问题，都有了最新回应。

进展一：发现一部黑匣子

23日 16时 30分左右，在事故现场主要撞击点

东南方向约 20米处的表层泥土中发现了失事客机

上两部飞行记录器（黑匣子）中的一部，现场调查人

员对记录器进行了初步检查，记录器外观破损严

重，存储单元外观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损坏，但相对

比较完整，初步判定为驾驶舱话音记录器。

“我们已将其连夜送往北京的专业机构进

行译码。”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朱涛说，

记录器所记录的数据下载和译码需要一定的时

间，如果内部存储单元出现损坏，则可能需要更

长的时间，完成译码后，将为分析判断事故原因

提供重要的证据。

“由于本次事故情形比较罕见，空管雷达显

示飞机是在巡航阶段突然下降高度，且下降率

很大。尽快找到机上黑匣子，送到专业实验室进

行译码，对梳理事故链条、还原和分析事故原因

非常重要。”民航事故调查中心主任毛延峰说。

黑匣子是什么？相关专家介绍，飞机一般装

有两部黑匣子，其中一部为飞行数据记录器，记

录着飞机的高度、速度、航向、俯仰角、滚转角、

垂直速度等重要参数，在发动机启动时开始记

录，发动机停车后终止记录。另一部为驾驶舱话

音记录器，可以记录四个通道声音，分别为机长

通道、副驾驶通道、备用通道、环境通道声音。

毛延峰介绍，失事飞机的两个记录器外表面

都是橘黄色，颜色非常醒目，便于搜寻发现，且具有

可以抵抗高过载冲击撞击（3400g，6.5 毫秒)、耐高

温（1100度持续 60分钟火烧）、耐海水浸泡（30天）

等特性，不易损毁，可以在事故发生后帮助分析飞

机状态、机组操作情况以及在驾驶舱面临的状况。

在事故现场，各方正在组织技术力量，使用

专业物探设备对事故现场地面以下区域实施探

测，同时以主要撞击点为中心，扩大搜索半径范

围，组织开展拉网式搜寻，全力寻找另一部黑匣

子，推进调查分析进度。

除了寻找黑匣子，调查人员通常还会搜集

其他与空难成因有关的信息。

“空难调查专业性极高，是一个非常复杂、

严谨的过程。”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航空安

全研究所所长舒平说，这意味着事故调查除了

依赖黑匣子，现场调查以及实验验证等方面的

调查也是十分重要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进展二：公布当时航路天气和
机组状况

“飞机失事时，航路上天气适航，无危险天

气。”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世英在 23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飞机自昆明起飞一直

到在航路上突然下降高度之前，机组与空管单

位均保持正常的通信联系。

东航 MU5735 航班是否出现过安全故障？是

否在起飞前进行过安全检修？飞行员情况如何？

“这架飞机是 2015年 6月 22日引进，飞机维修

一直严格按照维修技术方案实施，技术状况稳定

正常。起飞前，飞机符合维修放行标准和适航要求，

正常放行。”孙世英介绍了失事飞机的基本情况。

记者了解到，截至事故发生时，东航 MU5735

航班共飞行 8986架次，总计 18239小时。

“机上三名飞行机组人员的职务分别是机长、

副驾驶、飞行学员。”东航客户委员会总经理上官雪

民说，一般航班运行对于机组要求最低是两位，即

责任机长和第一副驾驶。责任机长负责整个航班

的运行安全，第一副驾驶配合机长完成航班任务，

第三位是二副学员，不是机组必要成员，作为观察

员，可以帮助其建立飞行经历，增加飞行经验。

孙世英介绍，三位飞行员的飞行执照和健

康证都在有效期内，健康状况良好、飞行经历完

备，符合局方要求。三人飞行总经历时间分别

为：6709 小时、31769 小时、556 小时。

事故发生后，东航已将该公司所有 737-800

执飞航班的飞机全部控制在地面，空中的航班

落地后不再执行航班。

“东航正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飞机的

停飞并不代表波音 737-800 必然存在安全隐患，

而是一种遇到突发重大事故后的应急反应，是

一种对旅客负责任的行为，一切还是要以调查

组的结论为准。我们将严格按照民航安全管理

规定，有序开展相关工作。”孙世英说。

进展三：现场发现遗体残骸
并完成家属对接

在新闻发布会上，广西消防救援总队总队

长郑西介绍，截至当日 19 时，消防救援人员共搜

寻区域面积 4.6 万平方米，发现有部分飞机残骸

和遗体残骸，已移交调查工作组。

上官雪民表示，目前工作组已全部完成旅

客家属对接，为每户旅客家属制定保障方案，并

已组建 300 名人员的援助队伍，确保每户旅客家

属有 3 名以上工作人员提供支援保障。在后续工

作中，工作组将详细听取家属诉求，按照“一户

一册一专班”工作要求，持续优化援助工作。

（据新华社广西梧州3月 23日电）

聚焦东航客机坠毁事故
调查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