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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顺利运行两年的天宫一号高光谱成

像仪是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空间
科学与应用总体部）团队心中的骄傲。作为目前
我国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综合指标最高的
成像光谱仪，这台仅重 80公斤的仪器担起了地
球环境监测的重任。

目前，这台仪器已成功获取大量高光谱图
像数据，大量数据已广泛应用于国土资源、矿
产、油气、海洋、大气、农业、林业、灾害监测、城
市环境、水文生态等领域。
“这项技术对我们的国计民生非常重要。”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副总设计师、中科
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空间科学与应用
总体部）研究员张善从介绍说，利用天宫一号高
光谱成像仪可开展地质调查、矿产油气资源勘
察、水文生态监测、环境污染监测等工作。

其实，天宫一号高光谱成像仪仅仅是无数
个令人振奋的案例之一。数年来，应用系统研制
的多台遥感成像设备实现了在轨试验的实时控
制与技术状态调整，直接使我国现有空间遥感
图像的分辨率提高一倍以上。难怪一位用户给
出了这样的评价：“这是我国空间遥感技术划时
代的成功，它对我国未来空间遥感应用的发展
将产生巨大影响。”

钢铁之师怎样炼成

人们很难用简短的语言概括这 20 年来的
酸甜苦辣，但如果只能挑一件事，那可能就是团
队合作。在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空
间科学与应用总体部），不管遇到哪个成员，他
们都会反复强调：荣誉是团队的。
在社会高度多元化的今天，这样的凝聚力

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对科学家来说，追求真理、
自由探索几乎是一种本能；可载人航天工程机
会难得，每个航天器上的空间、资源都十分有
限，需要统筹规划，科学管理。
中科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

统原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逸东曾坦言：“中科院是
学术气氛十分浓厚的单位，习惯于搞研究性的工
作。这一点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是件好事，但对完成
如此艰巨复杂的空间任务来讲，要把研究型的工
作传统转变到严格的航天工程要求，对中科院这
支队伍来讲是个比较大的挑战。”
在这样的现实下，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

技术中心（空间科学与应用总体部）的角色就显
得尤为关键。这一专为探索科学研究与工程技
术的综合管理模式、加强原始科学创新、加强关
键技术创新与集成而组建的研究实体在实施载
人航天应用系统工程中，创建了一个跨系统、跨

领域的综合总体设计模式，沉淀出一批成熟的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学管理、技术管理和工
程计划管理的创新成果，为我国空间科学与应
用技术研究与发展积累了成功经验。

数年来，从项目的遴选和论证、方案制定、
系统集成，再到在轨飞行试验全过程的设计、研
制和组织实施工作，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
术中心（空间科学与应用总体部）一直担当着应
用系统的“指挥棒”。
“应用系统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要把空间科

学研究和航天工程两种不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既要保证取得预期的科学成果，又要满足工程研
制要求。”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系统工
程部副主任吕从民在天宫一号发射时曾说，“我们
的工作，就是要采取创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项目，保证空间科学实验的成功。”

20年来，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空间科学与应用总体部）逐步摸索出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的、以应用带动科研、以科研促进发
展，集基础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于一个计划中
的发展道路。它也将各个领域的科学家紧紧团
结在一起，铸成一支打不垮、难不倒的钢铁之
师、智慧之师。
因为他们深深知道，他们来自中国科技的

国家队，追求创新、为国为民是他们的天职。

姻本报通讯员张巧玲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号，中国载人航

天所创造的成绩一直为世人惊叹，而一个
又一个成绩都是由无数航天人在航天精神
的感召下创造出来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轫认为，“神舟文
化”、“载人航天精神”贯穿着整个载人航天
工程。

在神舟十号发射前夕，《中国科学报》随
央视节目组在钱学森生前的办公室采访了这
位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近距离的接触，
让人感觉到，这位在航天界名声显赫的专家，
是一位经历丰富、平易近人的老者。

回忆起载人航天工程 20多年的发展
历程，戚发轫说自己这辈子经历过最过瘾
的事情，就是神舟一号发射成功。“当时其
实是我这辈子最紧张的时刻。神舟一号工
程打破了科学规律，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把
初样的产品打上去了，结果不但回到了中
国，而且精确度很高。”
但是，戚发轫发自肺腑地说：“不要看

我现在的光鲜，实际上我是失败次数最多
的人。但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时获得的知
识比成功时多得多。”

从 1968 年成为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
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负责人开始，
戚发轫先后担任了“东方红二号”卫星副总
设计师、总设计师，并在国内卫星通信工
程、“风云二号”卫星气象工程、“东方红二
号甲”卫星工程、“东方红三号”卫星工程中
担任重要职务。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正式启动后，戚发轫又担任神舟飞船总设
计师。他也由此成为中国航天事业最重要
的经历者之一。

然而，一辈子的航天经历给他留下最
深刻印象的，并非是一次次成功的辉煌，而
是每一次失败所带来的刻骨铭心的教训。

1962年，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第

一颗导弹———“东风二号”发射失败。“亲眼
看见它落到地下摔死，爆炸了！”谈及这一经
历，戚发轫至今仍心痛不已。

此后，在一次重要的发射任务中，降落伞
没有打开导致了另一起坠毁事故。戚发轫说：
“我们整整花了七个月的时间排查原因。”但
也正是这次问题的出现，杜绝了以后发射任
务中的类似事故。
后来，在又一次任务中，卫星的一个元器

件坏了，当时卫星的总师判断这不是批次性
问题，因此换了一个元器件后继续发射。最
终，还是出了问题。
“航天工程来不得半点马虎。”戚发轫说，

“尤其是，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决不能有一丝
闪失。”这么多的经历，也让戚发轫深刻认识
到，搞航天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来保障。
在担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期间，

戚发轫将建立一套完整的航天工程管理制度
和航天文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戚发轫回忆：“当时我说，我们是一个

老头子带着一帮年轻人干。”“怎么干？队伍
参差不齐。而且，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系统庞
大，参与单位众多，如何协调和管理？”
“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和航天文

化，很难将所有的参与单位统一协调，那
么，载人航天工程至今都可能弄不出来。”
戚发轫说。

时至今日，具有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
管理制度和文化已经形成。戚发轫举例说，
五院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神舟文化”，即
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文化、同舟共济的团
队文化、勇于攀登的创新文化、零故障零缺
陷的工程文化。

在多年的工程任务中，整个载人航天
工程也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精神文化。戚
发轫认为，载人航天工程之所以能步步为
营，与载人航天的制度和文化的建设紧密
相关。

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

航天精神
事业成功之魂

姻本报通讯员 张巧玲
随着“神八”、“神九”、“神十”、天宫一

号等任务的陆续实施，我国正逐步攻克空
间站建设的各种技术难题，建设空间站的
目标正在一步步地实现。
《中国科学报》采访有关专家后获悉，

建设空间实验室，旨在为空间站作技术准
备和经验积累，空间站将是我国载人航天
“三步走”的最终目标。

据悉，在解决天地往返工具、交会对接
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后，我国将建立空间站，
开展大规模的空间应用实验，以服务国民
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发挥载人航
天的社会经济效益。

1992年，我国决定实施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同时确定了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
的发展战略：

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开展初步配套
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进行空间应用实
验。第二步，在第一艘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后，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
接技术，发射一个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
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
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
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已开展的“神八”、“神九”、天宫一号任
务以及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的“神十”、天
宫二号任务，都是为未来的空间站建设奠
定技术基础。我国正坚定不移地按照自有
步骤去实施空间站的发展计划。

关于未来的空间站建设，专家介绍，我
国将在结合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及
目前工业、科技实力的前提下，瞄准国际空
间站技术发展的前沿。

从规模上，我国空间站不会与国际空
间站竞争，但会体现中国特色，建设一个高
效率的空间站。
例如，未来空间站尽管吨位不是很大，

但能开展最大的空间应用试验。不仅如此，
在未来的空间站上，中国科学家也可能与
国际科学家展开合作，使其成为一个开放
式的科学实验平台。
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曾表示，2020年前后建成的中
国空间站将由核心舱、节点舱、实验舱、载
人飞船与货运飞船等部分组成。
在描述未来空间站的规划时，有关专

家也表示，未来中国空间站将是三舱结构，
包括一个核心舱、两个试验舱。空间站将通
过载人飞船实现天地往返，通过货运飞船
实现货源补给。
空间站的建设工程将分步实施。
首先，空间实验室阶段主要负责解决

空间站研制的关键技术问题。具体包括：通
过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到神舟十号飞船的
交会对接，验证组合体飞行器一系列关键
技术等。
其次，在组合体中，围绕空间站对航

天员的生活和工作的支持能力做相应的
验证工作。其中，天宫一号任务验证了航
天员短期的驻留能力，包括航天员的驻留
能力和航天器对航天员乘组的支撑能力
等。
“这些技术将为今后空间站的建设提

供良好的基础。”专家表示。
据报道，我国空间站寿命为 10 年左

右。运行期间，利用货运飞船和载人飞船进
行货物的补给和人员的运输，使其成为长
期在轨、有人照料的科学实验平台。

“三步走”
一步一个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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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十·专访】

再出发 ———神舟十号发射现场侧记
姻本报记者甘晓

6月 11日，夏日的戈壁滩骄阳似火。傍晚，
东风航天城内一如平常，广场上大人们跳着集
体舞，小孩们欢快地嬉戏。
不远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再次成为世界

瞩目的焦点。
“5、4、3、2、1、点火！”时针指向 17点 37 分

59秒，零号指挥员的话音刚落，巨大的轰鸣声响
起，长征二号 F遥 10火箭在橘黄色的火焰推动
下缓缓升起。记者身处发射塔不远处，感到燃料
引起的气浪、火箭撕裂空气的声音和大地传来
的震撼同时袭来。
几十秒后，火箭钻进蓝天，只留下橘黄色的

火焰。这时，身后的大楼响起一片掌声。
神舟飞船的第十次出发、载人飞行的第五

次出发，显得平静而有序。
三个小时前，航天员公寓“问天阁”外的圆

梦园广场热闹非凡，我国载人航天首次应用性
飞行的出征，从这里开始。
短暂的等待后，问天阁南侧的一道小门缓

缓打开，三名身穿航天服的航天员走了出来，聂
海胜、张晓光、王亚平依次出现在人们面前。

49 岁的聂海胜第二次来到这里，他曾与
费俊龙一起成功完成神舟六号飞行任务。此次

任务中，他将担任指令长，并负责手控交会对
接操作。
同为我国首批航天员的张晓光历经 15 年

的不懈坚持，飞天梦想终于实现。15天的太空生
活，他将协助交会对接，并担任太空授课的摄影
师，把宇宙图像传回地面。
我国首位“80后”航天员王亚平一亮相，就

被网友评为“全宇宙最美”的航天员。她曾作为
飞行员参与过汶川地震救灾、北京奥运会人工
降雨等工作，此次任务将在天宫一号中对全国
的青少年进行太空授课。
这时，三个人并排站在一起，记者席上快门

声频繁地响起。“总指挥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
舟十号与天宫一号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
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聂海
胜！”“航天员张晓光！”“航天员王亚平！”
“出发！”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张又侠命令。
“是！”
聂海胜、张晓光和王亚平标准的军礼定格

在记者们的镜头里。
这个场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并不陌生。正

如问天阁张贴的系列巨幅照片所叙述的那样：
2003年杨利伟从这里出发，2005年费俊龙、聂海
胜从这里出发，2008年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
从这里出发，2012年景海鹏、刘旺、刘洋从这里

出发！
今天，聂海胜、张晓光和王亚平的再出发，

步伐更加从容，笑容更加平静，心态更加自信。
在这从容、平静与自信背后，则是我国航天

实力的日益强大。历经“神五”飞天、“神六”多人
多天飞行、“神七”出舱活动、“神八”自动交会对
接、“神九”手控交会对接之后，中国载人航天已
经有足够的信心完成这次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
应用性飞行。
彼时，神舟十号飞船与长征二号 F遥 10运

载火箭，正在静静地等待着它的三名乘客。
一个多月前，飞船和火箭先后到达酒泉卫

星中心发射场，并进行垂直转运，早已整装待
发。
科技人员中流传着一句话：“成功不等于成

熟，成熟不等于可靠。”神舟飞船和长征火箭再
出发，系统工作则重在严把质量关。经过神舟八
号和九号飞行任务的考核和验证，飞船和火箭
的功能都更加完善、完备，性能更加稳定，可靠
性安全性进一步提高，技术状态基本固化。

17点 50分，起飞约 600秒，飞船准确进入
预定轨道。东风指控中心大厅内，张又侠宣布：
神舟十号飞船发射圆满成功！
大漠深处的掌声和欢呼声里带着期待，完

美的太空生活将在未来 15天里展开。

从神舟八号开始，到本次神舟十号的现
场报道，我已经是第三次前往东风航天城了。

6月 8日，我跟随神舟十号飞行任务中央
媒体采访团到达这里。车窗外，宏伟的彩虹桥
依旧绚烂，一些火箭模型雕塑已经建好。变化
最大的，还是黑河边的胡杨树。记得第一次
来，神舟八号发射前夕，正值大漠深秋，胡杨
树叶在气温骤降下全变黄了。此次神舟十号
发射时，绿树、蓝天、碧水让航天城显示出别
样的魅力。

进入城区后，有一座被戏称为“天安门”
的航天城礼堂，礼堂前面的公路便被理所当
然地称为“长安街”。

大部分记者就住在礼堂对面的招待所
里。由于是上世纪 80年代的建筑，招待所显
得有些陈旧。房间大都是标准间，一些房间带
有洗手间，24小时有热水。在招待所楼梯前的
白板上，随时写着当天的安排。七点半起床、
吃早餐，九点开始新一天的采访活动，十二点
午饭，下午三点开始下一场采访。每天，我们
都按照固定的时间休息和工作，同行们都感
到一来航天城，生活就变得特别健康。

每次任务期间，招待所餐厅都被开辟为
自助餐厅，为参试人员、记者和后勤人员提供
饮食。饭菜不仅有番茄炒鸡蛋、回锅肉一类的
家常菜，也有很浓重的西北特色，炒炖牛羊
肉、拉面。这些菜的辣味对我的口味。如果对
自助餐不满足，航天城的宣传干事还介绍我
去吃烧烤，他告诉我“那是我们东风的特色”。

航天城的生活很慢，汽车限速 20公里便
是一个典型的“慢生活”标志。但对记者来说，
从到达航天城那一刻，忙碌的工作便开始了，
而且越接近发射窗口，大家越忙碌。电视、电
台的同行都忙着准备连线和直播的机器，纸
媒的同行则都在忙着写稿，努力赶在截稿日
期前发稿。就在发射前的等待时间里，许多文
字记者和我一样，都抱着笔记本在发射场匆
匆打字。

三次来到神舟飞船发射现场，我见证了中
国载人航天“三步走”中第二步第一阶段的全
过程，也对短暂的东风生活充满了美好回忆。

东风，期待下次再相见。

【神十·手记】

三顾航天城
一样好心情

航天员出征仪
式前军乐队排练

航天员出
征仪式前小学
生翘首以盼

航天城居
民赶集看发射

中国航天
员训练中心三
名工作人员目
送火箭升空

甘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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