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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大任 表现让人惊艳

2003 年 10 月 15 日，甘肃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迎来了中国航天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时
刻，搭载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的神舟五号
飞船随长征二号 F 火箭冲天而起。经过 21
小时23分钟的太空旅程，杨利伟返回陆地，
迈出舱门面那一刻，他留下了那句振奋人心
的感言：“这是祖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也是
我生命中最伟大的一天。”中国自此成为世
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
国家。

杨利伟出征仪式的画面定格在很多人
的记忆中，人们在仔细打量着身着航天服
整装待发的英雄的同时，可能也注意到他
左右两边各一位深蓝色制服、精神抖擞的
小伙子，他们全程陪伴并护送杨利伟登上
开往发射场区的车。他们就是后来为人们
所熟知的航天员聂海胜和翟志刚。2005年
10月12日，聂海胜与队友费俊龙搭乘神舟
六号飞船发射升空，在轨运行逾 115 小时
后成功返回。中国实现两人飞船发射和安
全运行，并进行了地球表面骨细胞、心脏
医学、数字照片及测试飞船等科学实验。
约 3 年之后，2008 年 9 月 25 日，翟志刚携
手队友刘伯明和景海鹏搭乘神舟七号升
空。两天后，翟志刚穿着中国研制的“飞
天”舱外航天服，圆满完成中国首次空间
出舱任务。2012 年 6 月和 2013 年 6 月，女
航天员刘洋和王亚平先后分别与队友景海
鹏、刘旺，聂海胜、张晓光组成三人乘
组，搭乘神舟九号和神舟十号，进行了长
达13天和15天的太空之旅，圆满完成了包
括与天宫一号进行空间交会对接在内的各
项试验。2016年10月，景海鹏、陈冬乘组

搭乘神舟十一号升空，之后与天宫二号实
现空间交会对接形成组合体，在轨运行 30
天，把中国持续载人航天飞行时长纪录刷
新至33天。

中国人首次进入太空至今已有 14 年，
共有11位航天员经历实战考验。超级稳定
的心理素质和严守规程的动作操作使得他
们的表现让人惊艳不已，也大大推进中国载
人航天事业的发展，而他们也赢得了崇高的
荣誉。今年“八一”前夕，航天员大队被记一
等功，景海鹏作为航天员优秀代表被授予

“八一勋章”和证书。

批次培养 形成精干梯队

荣誉不仅属于那些奉命出征太空、名字
为人们所熟知的航天员，那些多年来忠于职
守、默默奉献的“幕后”航天员们也应该被人
们所认识和歌颂。据报道，目前，我国已经
分两批选拔和培养了21名航天员。

第一批为14名，均为男性。其中包括
陈全、潘占春、邓清明、赵传东、吴杰、
李庆龙等 6 位，他们虽然还没有执行进入
太空的任务，但是各个都很出色。比如吴
杰和李庆龙，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两位航天
员，曾在俄罗斯加加林太空训练中心长期
训练。受训期间，吴杰获得了联盟飞船指
令长荣誉。而李庆龙主攻“太空行走”，并
以优异成绩获得“国际航天员”证书，他
也是杨利伟的训练老师。

第二批航天员共计 7 名，他们是刘
洋、王亚平、陈冬、蔡旭哲、叶光富、汤
鸿波、张陆。与第一批相比，他们的平均
年龄低约10岁，可以与之形成很好的梯次
搭配。事实正是如此，刘洋、王亚平、陈
冬已经与第一批队员合作执行太空任务。

其他 4 位也都是优秀空军飞行员出身，并
接受了系统全面的航天员培养训练。

天舟一号飞行任务的顺利实施标志
着中国稳步迈进“空间站时代”。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表示，空间
站建成后，载人飞行的频率会更高，乘组
飞行的时间会更长，需要更多的航天员
执行任务。为满足这一需要，中国将启
动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工作。今年 7 月底，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杨利伟
向媒体透露说，为了适应下一步空间站
的建造和运营，今年计划选拔第三批航
天员。杨利伟特别强调，选拔工作改变
之前全部从空军飞行员中选拔的做法，
会面向社会选拔一些具有工程背景的科
研人员或技术人员。他们加入进来后，将
执行空间站或航天器的维护、维修、组装
等任务。周建平强调，航天员选拔一方面
要扩大专业领域，另一方面也要突破地域
范围，让港澳台同胞有机会参与祖国的载
人航天事业，一起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
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合作训练 肩并肩共成长

航天是全民族的事业，充分发挥港澳
台同胞的聪明智慧，建成一流的航天员队
伍是推进航天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而从
探索太空、推进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角度而
言，这还不够，必须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大
力推进国际航天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这既
是中国航天发展一直奉行对外开放的基本
原则，又是几十年来推进自身航天事业发展
的基本经验。在航天员培训领域，中国一方
面坚持自主创新，摸索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
系统，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追求相
互促进，共同提高。

中国航天员中心党委书记李新科表
示，只有加大国际交流，中国建设航天
强国的步伐才能更大。他非常赞赏中欧
在 航 天 员 培 训 合 作 领 域 取 得 的 丰 硕 成
果。他介绍说，时任欧洲航天员中心主
任 2013 年率团访华时，中、欧在载人航
天领域上达成了合作意向，其中包括派
中国航天员参加欧方进行的洞穴训练。
据此，中方派 2 名航天员赴科隆参加了为
期 5 天的人类行为绩效技能培训，之后又
派出一名航天员参与撒丁岛洞穴训练。
今年 8 月，中方在山东烟台海域组织实施
中欧航天员海上救生训练，2 名欧洲航天
员与中方同伴一起，完成了海上自主出
舱、海上生存、海上搜救船救援及海上
直升机悬吊营救等科目。

对此次合作训练的效果，中国航天员
中心副总设计师黄伟芬表示，训练进一步
验证了航天员海上救生训练方案、海上营
救方式、海上自主出舱方法与程序设计的
可行性和合理性，为空间站任务应急搜救
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次训练为载人航天领
域开展国际合作，探索出行之有效的组织
实施模式，为开展国际合作积累了宝贵经
验。参与训练的欧洲航天员马蒂亚斯·约瑟
夫表示，中国同行的训练质量很高，训练
方式很有特点，他从中收益良多，希望以
后还能有机会再来中国参加相关训练。

中国空间站建设和运行管理将成为国
际航天员训练和实战的新契机。杨利伟表
示，未来的中国空间站欢迎国际合作，不
仅在设计上将能与其他国家航天器对接，
而且在设备研制、空间应用、航天员培
养、联合飞行等方面拓展交流合作，努力
为包括各国航天员在内的航天人提供科研
和实验机会，满足空间探索及空间资源利
用等需要。

千载飞天梦 中华有英雄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之航天科技③

“空间科学奖章”，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今年6月新
创设的奖项，旨在表彰对空间科学探索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
家、公众人物或组织机构。该奖2017年首届评选即向勇敢征战太
空的英雄航天员群体表达了崇高敬意，评选出的4位获奖者均为航
天员，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杨利伟。

作为中国首个出征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无疑是中国载人航天
事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标志性人物，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出色
的表现，把中国航天事业提升到新的、更高的发展水平。在此基础
之上，十多年来，中国航天事业稳步推进，成功实施了一系列载人航
天任务，不仅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技术突破，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支
历经考验、极富实战经验的高素质航天员队伍，他们不仅是中国建
设航天强国的生力军，而且是人类太空事业发展的宝贵财富。

本报记者 张保淑

本报电 在近日举行的 2017品牌农业
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
表示，随着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中
国农业已进入品牌时代。品牌意味着声
望，意味着美誉度。品牌塑造和推广能够
提升农业产业和农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
民增收，是新时期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的重要抓手。

在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品牌建设方
面，屈冬玉认为，研讨会举办地四川蒲江县
应继续叫响“金艳猕猴桃故乡”这一品牌，
紧紧抓住被授予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契
机，加大品种研发和品牌保护力度，全面参

与国际市场竞争，让蒲江成为全球猕猴桃
产业高地。

近 年 来 ，蒲 江 依 托 良 好 的 生 态 环 境
和资源禀赋，在全国率先提出整县打造
有机农业县，获批建设国家级“特色水果
现代农业产业园”，建成首批国家级出口
茶叶、猕猴桃质量安全示范区，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示范区和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
范区。

（文 心）

新华社伦敦11月8日电（记者张家伟）
衰老是所有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但究竟是
什么在影响我们的衰老过程？

中国科研人员 8 日在英国《自然》杂志
上报告说，基于对秀丽隐杆线虫的基因研
究，他们发现了一条会影响衰老速度的信号
传导通路。新发现将有助加深对健康衰老过
程的认识，并找到延缓这一过程的方法。健
康衰老主要指没有涉及显著生理功能下降
的正常衰老过程。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蔡时青博
士领衔的团队在实验室中观察了雄性秀丽
隐杆线虫在衰老过程中的交配、进食和运动
能力的退化情况。他们发现，来自世界不同
地区的野生线虫在行为退化速度上存在显
著差异，并发现名为rgba－1和npr－28的两
个基因发生了变异，这些遗传变异可调节线
虫的衰老过程。报告第一作者、中科院神经
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尹江安表示，他们发现遗
传变异会影响一条将神经胶质与多巴胺能

神经元和 5－羟色胺能神经元连接起来的
神经肽信号传导通路，进而导致不同野生线
虫交配能力和进食行为的退化速度出现差
异。不过，该信号通路的遗传变异并不会影
响线虫的运动行为。这也提示对不同的行为
来说，退化的调控机制可能不同。

尹江安说：“调控个体间衰老速度差异
的基因已经历长期进化选择，对动物生长、
繁育和年轻时期的行为能力一般没有不良
影响，这些基因很有希望成为抗衰老药物的
靶点。因此，进一步研究影响个体衰老速度
差异的原因有助我们全面理解健康衰老机
制，并有望为延缓衰老带来新的方法。”

影响衰老的基因机制被发现

品牌农业是乡村振兴必然选择

▼11月9日是“消防宣传日”，杭州市“Do都城”少儿社会体验馆联合杭州市公安消防
局等部门开展“美好生活，法治相护”宣传月主题活动，为小朋友们设置消防逃生体验、消
防技能比拼、禁毒小课堂、自护自救等环节，将安全教育融入互动体验中。

图为小朋友在“禁毒小课堂”聆听机器人介绍如何辨识毒品。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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