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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好耳機、再巡視一遍每個細節，景海
鵬轉身面向鏡頭敬禮，揮手告別，最後一個
撤出工作生活了10天的天宮。28日6時37
分，景海鵬關上天宮一號的艙門。至此，完
成了首次手控交會對接和各項空間試驗的神
舟九號三名航天員啟程回家。中國載人航天
工程新聞發言人於當天宣布，神舟九號飛船
將於29日10時許返回地面。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十八日電】

神九揮別天宮神九揮別天宮
三傑今早返航三傑今早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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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5 日本報第一
批記者進入主着陸場
草原後，雨幾乎一直
沒停過，除了惡劣的

氣象條件外，少電、手機和網絡信號時有時無等不斷
困擾着記者。

草原上牧民家用電主要靠小型風力發電和太陽能
發電，但是連續的陰雨天使得利用太陽能發電已經變
得不可能，風力發電一天蓄積下來的電，僅夠牧民日
常生產生活。記者隨身攜帶的筆記本電腦、手機、相
機電量都已不多，為了省電，記者摸索出幾種發稿方
式，如果處理短一些的稿子，就編輯幾條短信發給同
事，讓其整理；相對較長稿件，就用紙筆寫下，爬到
草原上地勢較高的地方打電話念給同事，讓其幫助整
理；由於草原信號弱，移動網卡也派不上用場，發送
圖片就得讓牧民驅車三四十公里到邊防派出所才能發
送。

記得 2008 年採訪神七着陸時，和記者在一起的
《廣州日報》記者隨身攜帶的海事衛星，也由於牧民
家缺電，只得成為擺設。用電難成了記者最大的困擾。

根據以往經驗，臨近着陸前的2天，是搜查最為
嚴格的時候。搜查隊的目標主要是針對記者，搜查隊
伍由邊防派出所、地方公安和聯防隊三個部門組成，
他們各部門之間沒有隸屬關係，也就是說任何一個部
門都有權排查，且這三個部門也不是同時行動。為了
避免出現採訪神七時距着陸前幾小時被查出的經歷，
這次記者更加小心謹慎。

27日上午，牧民急急忙忙跑來告訴記者，前面幾
個蘇木（行政區劃單位）已經開始排查行動了。為了
避免坐以待斃，牧民給記者出了個好主意，就是讓記
者扮成羊倌去草原深處放羊，這樣被搜到的幾率會降
低很多。於是，27日上午記者扮成 「羊倌」和真正的
羊倌趕着牧民家的一千多隻羊出發了。

兵分兩路潛伏牧民家
雨一直下着，雖然穿着雨衣，但記者的衣履還是

被淋濕了。這招果然管用，傍晚回到牧民家，他說白
天有好幾撥人來搜查，見沒外地人留宿就走了。28日
上午，記者依舊去 「放羊」，居然還遇到母羊產小羊
，欣喜萬分。明天飛船着陸，28日一整天記者既激動
又緊張，激動是馬上就要目睹神九真容了，緊張是還
要躲過這排查最嚴格的一天。

本報另一路記者喬輝也於 27 日晚上 11 點多冒着
大雨奔赴主着陸場。當地嚮導原本計劃28日清晨出發
，但雨一直下，喬輝擔心通往主着陸點的漫水橋可能
被沖垮，極力說服嚮導提前出發。由於路上雨勢過大
能見度低，半路車輛時不時陷入泥淖，原本3個多小
時的路程，整整走了10個小時，終於在今早躲過層層
排查，安全抵達牧民家裡。

28日上午，草原天空終於拂去了陰雲，一縷縷陽
光撒到草原上，雨後初晴是草原最美的時刻。據中央
氣象台預報，主着陸場29日為多雲間晴天氣，無雷電
活動，能見度較好。

【本報四子王旗二十八日電】

在天宮一號的最後一晚，3 名航天員工作至晚上 9
點。隨後盡情享受失重的樂趣，珍惜在這太空之家最後
的快樂時光。自從6月18日進駐天宮一號以來，3人在
組合體內工作生活了 10 天。晚上值班時，景海鵬仔細
擦拭了天宮一號內的每一個角落。

28日凌晨4時，3名航天員起床，並忙碌着重新設
置天宮一號的狀態，令它恢復到他們入駐前的狀態，把
每一個開關、每一件物品擺放都恢復原樣。6時許，三
人陸續離開天宮一號，返回神舟九號，做好組合體分離
前的各項準備工作。

航天員系統總指揮陳善廣表示，組合體飛行期間，
所有航天空間醫學實驗已按計劃順利展開，獲得了大量
有價值的數據和成果。經過後續深入分析處理後，這些
數據將有助於航天醫學發展和空間站階段航天員長期在
軌飛行的保障技術研究。

9時22分，劉旺手動控制飛船與天宮一號分離。組
合體成功分離後，航天員繼續手動控制飛船撤離至安全
距離。此前，天宮神九組合體偏航180度，從交會對接
的正飛狀態，進入倒飛姿態，建立撤離姿態，為在陽照
區進行首次手控撤離做好準備。

按照計劃，地面工作人員將於明天上午對飛船實施
返回控制。目前，內蒙古四子王旗着陸場系統已做好飛
船返回艙搜索回收各項準備。天宮一號與神舟九號組合
體分離後，地面工作人員將對天宮一號實施軌道控制，
使其由交會對接軌道進入自主運行軌道，轉入長期運行
管理狀態。

航天員將不會自主出艙
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副主任、航天員系統副總指揮

白延強 28 日表示，考慮到適應地面重力的需要，神九
航天員將不再採取自主的方式出艙，而是參照國際上人
類參與航天活動的通行辦法，由工作人員協助出艙。

白延強說，國際上一般認為，人體適應太空失重環
境的時間為15天左右。神九航天員在太空生活13天，
身體內體液的分配已適應了失重狀態。回到地球重力環
境以後，立位耐力有所下降，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完全
適應。在其他國家，曾經出現過航天員返回地球後一些
不適應地球重力環境的案例，嚴重的還出現過昏厥，因
此美俄等國均採取由工作人員協助出艙的方式。

神五、神六、神七返回後，航天員都採取自主出艙
的方式，即由航天員在沒有工作人員幫助的情況下，自
主從飛船返回艙出來並到達指定位置。 「這三次載人航
天試驗航天員在太空停留時間較短，完全可以自主出艙
。」白延強說，隨着更多的中國航天員進入太空，航天
員在空間站生活和工作的時間越來越長，協助出艙將成
為航天員返回地球後的基本出艙方式。

白延強稱，飛船着陸後，3名航天員出艙順序遵循
就近便利原則，根據飛船着陸姿態而定，不會刻意安排
女航天員第一個出艙。

落地首餐考慮吃羊肉
白延強說： 「航天員出艙後，可能會舉行一個簡短

的儀式，然後就把航天員抬到醫監醫保直升機上。」隨
後，搜救直升機將航天員轉運到機場，用專機送回北京
。他還透露，航天員的午飯考慮有羊肉、兩三個蔬菜，
還有鹹菜。

【本報訊】與神九成功分離的天宮一號正在
從交會對接軌道進入自主運行軌道，轉入長期運
行管理狀態，等待與下一艘飛船交會對接。

據新華社報道，作為中國目前最大的載人航
天器，天宮一號的設計壽命為兩年，其間計劃進
行 6 次交會對接。自 2011 年 9 月 29 日發射升空
以來，天宮一號已在軌飛行272天，與神八、神
九飛船共計進行了4次交會對接。

「從目前運行情況來看，天宮一號的實際壽
命很可能不止兩年。」飛船系統總指揮何宇說，
目前天宮一號供電能力良好，推進劑消耗不到四
分之一，備份設備都沒有啟用，隨着產品設計的
不斷優化、飛行方案的周密實施以及品質的嚴格
控制，飛行時間可能大大延長。

「一切還在設想當中。」何宇說， 「不過有
一點可以想像：如果天宮一號在軌運行狀況足夠
好，它有可能與將來發射的天宮二號共遊太空。」

【本報訊】神舟九號返回艙
「回家」已進入倒計時，位於內蒙

古中部草原上的神九任務主着陸場
區參試設備狀態良好，迎接神九返
回的各項工作準備就緒，具備執行
任務能力。

據中新社報道，神九任務主着
陸場 29 日氣象條件良好，多以晴
天為主，無大風，滿足飛船着陸氣
象條件。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着陸場系統
總指揮、西安衛星測控中心副主任
張海東表示，經過精心準備，主着
陸場區目前各類參試設備工作穩定
、狀態良好，任務方案預案齊全，
物資器材保障到位，各項工作準備
就緒，具備了執行神九返回任務的
能力。

相比神八任務，神九任務主着
陸場區增加了航天員救援任務，搜
救模式也由神八任務 「空中搜索、
地面回收」變為 「空中搜救航天員
，地面處置返回艙」，面臨着搜救
責任大、時間要求快和搜救通信保
障任務加重以及航天員後送轉運銜
接緊等新難題。

為確保神九搜救回收任務萬無
一失，從4月初開始，主着陸場區

前置雷達站、地面測控站、氣象站人員陸續進場
展開工作，將設備調整到最佳狀態；5月中旬以
來，主着陸場區按照返回艙不同着陸區域和航天
員身體狀況，先後進行多次空地搜索回收模擬演
練，熟練掌握航天員救援和返回艙處置的各種技
能，並不斷優化完善搜救回收方案。

目前，神九任務主着陸場區已經進入臨戰狀
態，測控雷達劍指蒼穹，搜救人員在崗待命，搜
救直升機和地面搜救車輛可隨時出動。同時，主
着陸場區還將對各分系統技術狀態進行全面檢查
，確保飛船安全返回。

搜救人員在崗待命
此外，神九任務主着陸場區救生回收隊 30

名參試隊員已做好準備，其中6名隊員分為3組
，承擔3名航天員出艙、上醫監醫保直升機、上
後送中轉機場直升機和返回北京的專機等抬送任
務，要全程護送至北京航天城中國航天員科研訓
練中心。

救生回收隊地面搜救中隊長閻敬元承擔並負
責神九飛船返回艙吊裝轉運任務，也被戲稱為
「神舟第一吊」。他介紹說，航天員安全出艙後

，首先要將返回艙扶正，使艙口朝上，然後吊裝
車轉運至呼和浩特，再吊裝至專列上，並要伴隨
返回艙跟專列一起赴京，將返回艙送還其 「娘家
」──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十八日電】針對外媒對於
中國載人航天和載人深潛有很多軍事用途的猜測，中
國國防部發言人耿雁生28日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回答
本報記者提問時表示，中國一貫反對外空武器化，不
參加外空軍備競賽。

耿雁生重申，中國發展航天事業的目的是為了
和平利用外空，促進人類文明進步，造福全人類，
也是為了滿足國家經濟、科技、安全等方面的需求
。中方注意到有關國家在外空武器化方面的一些舉
動。中國一貫反對外空武器化，不參加外空軍備競
賽。

耿雁生還表示，中國的 「蛟龍號」載人潛水器是
為了服務深海科學研究和海洋環境保護而研製的，它

對於人類認識海洋、和平開發利用海洋，將發揮積極
作用。

中國載人航天和載人深潛兩項重要試驗任務正同
步進行，神舟九號飛船即將返回，蛟龍號則繼續在西
太平洋海域開展試驗。這兩項中國科技的最新成就，
引發全球媒體議論紛紛。有美國媒體作出天宮一號可
能成為 「太空指揮部」、天鏈數據中繼衛星提升解放
軍全球全時域作戰能力等等論斷。

日本媒體則認為蛟龍對中國核潛艇 「意義重大」
，可打入海上通信電纜攔截外交和商業機密、尋找消
失的核武器和導彈、繪製高精度海床地圖，甚至猜測
蛟龍可輸送中國水下特種作戰部隊，成為水下特種戰
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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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宮一號壽命或不止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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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後，天宮轉入自主運行軌道

28日 9時 22分
，神九與天宮
手動分離成功 29日 10時許，

神九返回地球

▲主着陸場站一處車載雷達靜待神九歸來
中新社

▲主着陸廠區各分系統完成最後一次演練，
嚴陣以待，確保飛船安全返回 中國軍網

▲神九航天員指令長景海鵬最後一個撤離天宮一號，回到神舟九號飛船軌道艙，關閉天宮一號實驗艙艙門。
圖為景海鵬離開天宮一號的電視截圖 中新社

神舟與天宮分離返地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