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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勢、左右野馬分鬃、左右倒捲肱……
一套簡化版二十四式太極拳，可能是與太空
失重環境特性最相符的運動，劉洋打得有模
有樣。26日晚間，是此次神舟九號飛行任務
中劉洋第二次值夜班。她以飄逸的中國功夫
，點綴了這個夜晚。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十七日電】

蛟龍潛至7062米 再破紀錄
【本報訊】北京時間 27 日， 「蛟龍號」進

行 7000 米級第 5 次下潛，達 7062 米，深度再破
紀錄。

據中新社報道，當日 5 時 29 分， 「蛟龍號
」開始7000米級海試的第5次下潛，經過3個多
小時的下潛，於 11 時 47 分潛至 7062.68 米。12
時36 分， 「蛟龍號」實現拋載順利上浮。16 時
10分許， 「蛟龍號」結束海試，浮出水面。

3天前， 「蛟龍號」剛剛在馬里亞納海溝成
功突破7000米深度達到了7020米，創造了世界
同類潛水器的最大下潛深度。

按國際慣例， 「蛟龍號」每次下潛試驗都要
在深海布防標有該潛次號的標誌物。此次下潛的
目標之一，就要搜尋上一潛次在海底布防的標誌
物。這對潛水器的精確定位能力的要求非常高，
被稱作 「海底撈針」。

對於 「蛟龍號」創造的新紀錄，中國載人海
試領導小組副組長金建材評價稱： 「深度只是一
個標誌，並不是此次下潛的全部意義。值得關注
的是在這個深度，我們能夠做什麼。」

據金建材介紹，此次海試下潛，主要是檢驗
「蛟龍號」作為科考的工具的功能和指標。通過

進入不同深度的試驗，進行有針對性的改進。並
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進行下一個階段的試驗。

據了解，此次海試後，海試小組要對 「蛟龍
號」此次的表現進行全面的評估。

「經過這一次海試，我們可以有把握的說，
以後深度在 7000 米以內的作業，可以成功完成
。」金建材說。

將開展試驗性應用
另據新華社報道，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主

任劉保華表示， 「蛟龍號」完成 7000 米海試之
後，設計研發單位可能會根據海試過程中出現的
一些問題進行改進、完善和提高。未來一兩年之
內，中國大洋協會將牽頭組織開展 「蛟龍號」試
驗性應用，進一步技術完善，更加成熟後再交由
國家深海基地業務化運行。 「蛟龍號」業務化運
行主要應用於兩個大的領域：深海科學考察與海
洋工程服務。

劉保華說， 「蛟龍號」在深潛過程中的主要
挑戰之一是承受巨大壓力。深度每增加 10 米就
增加一個大氣壓，到 3000 米的時候就意味着每
平方米要承受 3000 噸的壓力。3000 米海試時在
潛器外放了一個普通的一次性紙杯，上岸後發現
這個紙杯只有原來的五分之一大小。7000 米級
海試每平方米要承受 7000 噸壓力，對潛器的密
封性和抗壓性的考驗可想而知。

在完成飛行器照料與管理、與地面通話結束後，劉
洋當晚固定好雙腳，整理下頭髮，稍做活動，凝神靜氣
打起太空太極。與地面最大的不同是，失重環境下打太
極與地面最大的不同在於腿上動作受到很大限制，為了
避免自己整個身體變得 「飄逸」，不得不將雙腳放進限
位器內，因此太極拳中的步法沒法展示在太空中。

太極拳講究身、形、意，強調陰陽平衡。劉洋柔和
自然的動作，在太空失重環境下更凸顯行雲流水、有天
人合一的感覺。據悉，這套拳法不是劉洋的獨創，而是
航天員的體質訓練教員專為這次任務設計的，這套動作
對身體平衡、姿態控制和心理調節非常有益，同時還可
以鍛煉身體各部位的肌肉。

在天宮展示中國功夫，也是劉洋和教員的一個約定
。央視公布了一個月前在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拍攝到的
劉洋練習太極拳的鏡頭。畫面左側是劉洋，畫面右側是
她的體質訓練教員仝飛舟。仝飛舟畢業於北京體育大學
體育教育專業，曾經拿過北京市的乒乓球比賽冠軍。

仝飛舟接受採訪時表示，打太極拳主要是讓航天員
調整呼吸、放鬆身心、舒展筋骨，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
因，太極拳是中國傳統的一個運動項目。仝飛舟不僅是
劉洋的體質訓練教員，還擔當陪護崗的任務，航天員出
征那天，就是她護送劉洋進入返回艙。

仝飛舟說，神九執行任務的航天員都非常喜歡打太
極拳，他們說在太空如果有可能的話，他們會利用業餘
時間打一套，來調節身心。

此次神舟九號飛天，有長達 13 天的在軌時間和遠
大於飛船返回艙、軌道艙的活動空間，在天宮這座航天
員之家裡，航天員完成了不少前人不具備條件實現的第
一次：第一次天地視頻通話、第一次天地郵件短信傳輸
、第一次吹口琴、第一次看大片、第一次騎車鍛煉……
雖然只有短短3分鐘時間，但這套 「太空太極」為這次
飛行，留下了一段最神奇、最具中國特色的太空影響。

短信架起天地橋樑
25日下午16時43分，劉洋代表神舟九號航天員飛

行乘組，利用地面與天宮一號電子郵件傳輸系統，發回
了第一條面向公眾的太空短信，通過天宮一號科普微博
，向祖國致敬，向全國人民問好： 「此時此刻，我們在
距離地球340千米的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裡向祖國致敬
！向廣大朋友們問好！希望這條從太空傳回的信息，能
夠架起一座溝通天地的橋樑，以此展現載人航天魅力，
傳承載人航天精神，激勵更多有志之士投身國家建設和
載人航天事業之中！──神舟九號任務乘組」

中新社中新社

【本報記者李珍瑩呼和浩特二十七日
電】記者 27 日從內蒙古自治區氣象局獲
悉，預計 29 日神舟九號返回時，主着陸
場天氣為多雲間晴，氣象條件良好。

四子王旗主着陸場位於內蒙古中部的
大青山北簏、烏蘭察布草原的西北部，地
形東南高西北低，海拔高度在 1000 米至
2100 米之間，屬於溫帶大陸性季風氣
候。

內蒙古自治區氣象局楊志捷在接受本
報記者採訪時說，截至 27 日上午，國家
氣象中心、國家空間天氣監測預警中心聯
合發布了 「天宮一號與神舟九號載人交會
對接氣象服務專題」，預計 6 月 27 日至
29 日的空間天氣狀況為：太陽活動水平
低，地磁活動平靜，電離層天氣平靜，對
測控、星地通信不會產生干擾。預計神舟

九號主着陸場27日至28日有小到中雨，
並可能伴有雷電，29日多雲間晴。

新華社引述解放軍總參氣象水文空間
天氣總站資料報道，從近 30 年的氣象資
料來看，6月份主着陸場的總體氣象條件
較好。

氣象水文空間天氣總站目標室主任、
高級工程師楊弘介紹說，飛船在返回過程
中，回收場區不能有雷電、沙塵暴天氣。
從歷年的氣象資料來看，6月份主着陸場
的降雨量總體不大，只有30至70毫米；
能見度好，基本保持在 20 公里以上；溫
度比較適合，平均氣溫18至22攝氏度。

楊弘說，6月份主着陸場不利氣象因
素主要是雲比較多，可能出現比較集中的
降水，歷史上6月份也曾經出現過雷暴天
氣。

【本報訊】27日14時42分，在北京航天飛行控
制中心的精確控制下，天宮一號與神舟九號組合體
在太空中偏航180度，從交會對接的正飛狀態進入倒
飛姿態，建立撤離姿態，為航天員首次手控撤離做
好準備。

據新華社報道，與神舟八號任務不同，這次組
合體轉倒飛，目的是滿足航天員在陽照區進行手控
撤離的需要，為飛船順利返回做好準備。

據了解，28日，航天員將進行首次手控撤離。
根據計劃，神九飛船將於29日返回地面。位於

內蒙古四子王旗的飛船主着陸場已全面啟動。參與
飛船回收和航天員搜救的各系統人員、裝備已經陸
續到達主着陸場，展開針對性訓練和多次回收搜救
綜合演練。27日，陸場系統進行了最後一次演練。

陸航七架直升機參加回收
神舟九號飛船主着陸場副指揮長崔小軍27日表

示，陸航部隊已經完成回收前的各項準備工作，7架
直升機已進入位於內蒙古的某軍用機場，機長均為
陸航特級飛行員。

7架直升機的組成為：指揮機1架、通信機1架
、搜救機1架、醫監醫保機1架、醫療救護機3架，
主要擔負搜索發現返回艙，後送有效載荷，搜索主
傘、大底、減速傘等散落物的任務。

7架直升機均安裝了我國自主研發的北斗導航定

位系統，其動態信息將實時傳回北京飛控中心。
崔小軍說，與神舟七號飛船的回收相比，神舟

九號飛船的回收增加了一架通信直升機，加裝了機
載光學吊艙、機載測向定位系統、超短波寬帶通信
系統和機載中繼衛星通信系統等比較先進的通信設
備，空中搜救分隊可以接收飛船在返回地面階段發
回的信號，並實時傳輸穩定、高清晰度的圖像。

醫監醫保直升機充當 「保母機」角色，機艙內
設置三把傾斜150度的躺椅，供航天員換下航天服、
進行體檢和休息，工作人員還要在醫監醫保直升機
內對航天員的生理參數進行監視和記錄。考慮到女
航天員的私密性，醫監醫保直升機的機艙後部專門
隔出了一個艙室，由兩名女醫生幫助劉洋體檢。

牧民關注飛船回家
【本報記者王月、馮利東四子王旗二十七日

電】每次神舟飛船落草原，牧民們每次都特別關
注。張姓牧民激動地說： 「每次我都騎着摩托趕
到返回艙的落點去看，對於祖國的航空事業我們
牧民也很關注。」

25 日下午，記者一行從呼和浩特市出發趕
到了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從神一到神八，四子
王旗作為主着陸場，由一個偏僻旗縣變得舉世聞
名。走在四子王旗烏蘭花鎮的街道上，神舟路、
神舟賓館、神舟超市……神舟已成為當地向遊客
展示的名片。

張姓牧民說： 「我每天都看新聞，這幾天關
注的是神九的動態，我知道神九 29 日降落，我
一定去現場看看，希望神九順利降落。」

神九預計 29 日清晨在內蒙古中部預定區域
着陸，本報記者 25 日下午抵達着陸場區實地採
訪。未來幾天，記者將深入牧民家中體會他們的
神舟情結，走進被譽為 「神舟衛隊」的腦木更邊
防派出所，探尋安保背後不為人知的辛酸。

邊防官兵守衛神舟13載
四子王旗是神舟飛船的主着陸場，也是四子

王旗公安邊防大隊的邊境管理區。從神一到神八
，這個邊防大隊的官兵們連續守衛神舟 13 載，
圓滿完成了歷次神舟飛船回家的安全保衛任務，
被譽為 「神舟衛隊」。

四子王旗公安邊防大隊腦木更邊防派出所教
導員張雲傑告訴記者： 「神舟九號飛船着陸安保
期間，我們派出所 14 名邊防官兵擔負着飛船着
陸區外圍的安保任務。由於神舟飛船系列中有6
次都在我們轄區着陸，所以這裡也成為了神舟系
列飛船的中心着陸區。」

記者多方打聽獲悉，神九飛船降落的大致地
點位於腦木更蘇木附近的阿木古郎草原。記者在
牧民的指點下前往通向阿木古郎草原的神舟路探
查，這次降雨並未影響到神舟路，目前路況良好
，利於通行。

第1次 6月15日 6671米

第2次 6月19日 6965米

第3次 6月22日 6963米

第4次 6月24日 7020米

多雲間晴有利返回艙着陸

神九今手控撤離天宮

▲連日來，主着陸場陰雨連連。圖為牧民在雨中放牧 王月攝

▲邊防官兵在主着陸場重點地區巡邏

▼擔任搜索任務的直升機整裝待發▼擔任搜索任務的直升機整裝待發

▲二十六日晚，在天宮一號組合體內值班的航天員劉洋工作間隙在太空中打起了太極拳 中新社

劉洋天宮耍太極劉洋天宮耍太極

神九返地四階段
1

2

3

4

制動飛行階段。飛船在太空中運行最後一
圈時，地面測控部門向飛船發出返回指令
，飛船隨即調整姿態，發動機點火制動，
進入返回軌道。

自由滑行階段。飛船以無動力飛行狀態自
由下降。當高度降至距離地面140公里處
時，推進艙和返回艙分離，推進艙在穿越
大氣層時燒毀，返回艙繼續下降。

再入大氣層階段。飛船進入大氣層時，飛
船表面和大氣層摩擦產生巨大熱量，在飛
船表面形成高溫等離子氣體層，並對電磁
波造成屏蔽形成 「黑障」 ，使飛船在240
秒內與地面失去聯繫。直到距離地球約
40公里處，黑障消失，地面測控部門重
新捕獲飛船。

着陸階段。當返回艙距離地球約10公里
時，傘艙蓋打開，並連續完成拉開引導傘
、減速傘、主傘等動作。在距離地面1.2
米時，4台反推發動機點火（見下圖），
使飛船以每秒1至2米的速度着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