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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柳海林鄭州二十
九日電】大公報今日致電劉洋的
父親劉士林，訪問他此刻心情時
，他告訴記者： 「我終於可以平
靜了。」電話裡，劉士林語速平
緩，幾乎傳達不出一絲激動。

神舟九號返回艙成功着陸，
在舉國齊歡的時刻，劉洋父母懸
着的一顆心終於落地了。十三天
來，他們的心一直緊繃着，和神
九一起，盤旋在太空，食不甘味
，夜難安寢。

劉士林說，雖然知道中國的
航天技術相當發達，可以保障航
天員安全無虞，但自女兒升空後
，自己和劉洋母親心裡一直難以
平靜。每天 「睡得不踏實」，有
一種度日如年的難耐之感，不斷
地看電視、看報紙來了解神九和
劉洋的消息。

親友赴京盼早日相見
媒體此前報道，劉洋母親等

女兒平安歸來，將為她做她最愛
吃的羊肉燴麵。劉士林告訴記者
，要等劉洋回鄭州後，她母親才
能實現心願。

劉士林已於 28 日從鄭州乘
火車抵達北京，同行的還有劉洋
的母親、舅舅、三姑爺和三嬸。

他不能確定什麼時間能見到
女兒，一切都要聽從有關安排。
對於劉士林和妻子來說，雖然心
情已恢復平靜，但難免在與女兒
相見時，不語淚先流。

留在家鄉的劉洋叔叔說，這
兩日仍有不少媒體聯繫他，但隨
着神九順利返回，家裡已平靜不
少。劉洋的五爺爺劉天才說：
「不擔心了。」

校友看直播歡呼雀躍
今日，劉洋母校鄭州十一中

的校友和老師聚在大廳裡，通過
電視觀看了神九返回艙着陸的直
播。大廳裡，懸拉着長長的橫幅
： 「神舟勝利返航，熱烈歡迎劉
洋同學快樂回家！」當看到劉洋
出艙的一幕，大家都歡呼雀躍，
慶祝劉洋成功返回地球。

而在劉洋曾就讀的管城回族
區實驗小學，師生們也一起觀看直播。劉洋的小
學老師白鳳芝和趙曉春也在現場，在搜救人員尋
找返回艙的過程中，兩位鬢髮蒼白的老人手不由
自主地握到了一起。白鳳芝說： 「劉洋一着陸，
我的心才放下。她在太空裡的消息，我天天都在
看，她表現得很棒！」白鳳芝眼角的淚痕未消，
又露出笑容。

聞悉返回艙成功着陸，劉洋的河南鄉親也在
微博上表達了祝福之情。

【本報記者楊奇霖、王賽蓉、馬睿運城二十九日電
】今日，在太空遨遊 13 天後，景海鵬、劉旺、劉洋三
位航天員成功返回地面。在景海鵬的家鄉山西運城市，
近萬名鄉親冒雨圍坐在一起，等待他們心目中的 「城
市英雄」着陸。當景海鵬出艙時，運城市沸騰了。運
城航天公園鞭炮齊鳴、鼓聲震天，在此冒雨守候了近
五個小時的鄉親激動不已，手揮國旗，高呼 「海鵬加
油」。

9 時 40 分，當直播屏幕出現神舟九號的「身影」時
，大家都屏住呼吸，盯着大屏幕，生怕錯過飛船着陸
前每一個細節。他們中有學生、農民、市民，他們都
撐着傘，帶着笑容談論着。 「我們這裡好久沒出過名
人了。」

10時03分，返回艙在內蒙古草原順利着陸，當確
定一切平安時，現場氣氛達到高潮。

11時09分，景海鵬帶着微笑安全出艙。看着英雄
老鄉向屏幕招手，千里之外的鄉親們歡呼後，長舒一口
氣。

航天英雄同學遙祝賀
記者在航天公園還看到景海鵬的高中同學楊建宏，

他自豪地說： 「同學二次飛天，第一個進入天宮一號，
感到非常高興。景海鵬在運城有二十多個同學，今天到
場慶祝的就有十幾個，我們都為有景海鵬這樣的同學感
到驕傲。我們同學都感嘆：英雄就在身邊。」說話間，
他拿出手機給記者看因工作原因趕不來的同學發給景海

鵬的祝福短信。
「我也想當一個女飛行員，景海鵬是我的偶像。」

運城一中女孩小張在十幾天對神九的持續關注中，心中
孕育了一個航天夢。這個明年即將參加高考的女生，想
報考飛行員。她略帶羞澀但神情淡定地說， 「這讓我們
學習越來越有動力。」

據悉，景海鵬父母已於 27 日趕往北京航天城等待
兒子歸來，完成一家團圓的心願。

【本報記者楊奇霖、楊傑英平遙二十九日電】執行
手控對接任務的航天員劉旺的家鄉山西平遙今日熱鬧非
凡。上午9時，在平遙古城南門城牆下的廣場上，大公
報記者和劉旺的家人與兩千多位民眾一同觀看神九航天
員返回地面的電視直播。當看到劉旺平安出艙向鏡頭招
手時，劉旺的父親劉紹平激動得當場落淚，並對大家的
祝賀聲表示感謝。看完直播後，劉紹平即動身前往北京
與老伴匯合，共同慶祝兒子平安歸來。劉旺的母親於

26日坐火車前往北京。

劉父最想說 「你最棒」
劉紹平接受大公報採訪時心情依然激動。 「知道兒

子一定會成功的！」他最想對兒子說： 「你最棒！」
在廣場上，下個不停的雨絲毫未減民眾的熱情。在

劉紹平和家人進場時，大家不約而同鼓起掌來。當直播
的畫面出現劉旺時，觀眾們都報以掌聲。

在看到劉旺出艙的一刻，劉紹平激動不已。在他身
邊的平遙縣領導也起身握手向他表示祝賀。

晉中市和平遙縣領導分別授予劉旺家人 「功勳家庭
」和 「古城平遙劉旺驕子．中國飛天英雄」的稱號和牌
匾。

直播結束後，劉旺的妹妹劉昕代表全家發言時說，
他們全家和所有人一樣牽掛了整整十三天，今天終於放
下心來。她同父老鄉親一樣為哥哥感到驕傲。劉昕接受
大公報採訪時說，她最希望哥哥能回家探親。當問到會
跟哥哥說什麼時，她笑着答： 「歡迎回家！」

記者在街頭採訪時，提到劉旺，當地人說得最多的
字眼就是 「驕傲」和 「自豪」，用平遙方言來講就是劉
旺為家鄉 「長臉」了。

古城因航天英雄改變
為慶祝航天員平安歸來，平遙縣舉辦了多項活動，

包括展出 1：1 比例的神舟九號和天宮一號模型，在平
遙會館九號院開設航天之家主題會館，鑄造以天鐵為材
料的英雄寶劍。

平遙縣旅遊局局長劉建昌告訴大公報，平遙展出的
「天神」模型是由中國載人航天辦公室唯一授權製作的

模型，製作過程歷時一個月。該模型長 22 米，兩翼展
開19米，直徑3米，高4.4米，重達5噸。

在劉旺曾就讀的平遙中學舊址的平遙會館內設立
「航天之家」院落，以神舟系列和天宮一號及航天相關

的名字命名客房。據悉，該會館將對航天員及家屬實行
永久性免費開放。

平遙會館孫經理告訴記者，他們將採用展板形式和
一些小飾件來進行航天知識的普及，如航天相關的剪紙
，火箭形狀的垃圾桶等等。另外，會館已着手聯繫，將
會推出航天餐等服務，以多種形式進行科普知識的推廣
。這也是中國首個以航天為主題的會館。

同時，山西省民間藝術大師、文化遺產傑出傳承人
、平遙縣鑄造和修復古劍大師劉文濤將用 66 天時間，
鑄造一把 「英雄劍」，贈予劉旺。

航天員醫學隔離14天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十九日電】神九航天

員今日返回地面後，為盡量保證不受太多干擾，
歡迎儀式有所簡化。當航天員乘醫監醫保直升機
離開着陸現場後，在機上接受身體檢查並用午餐
。隨後在搜救分隊機場轉乘飛機，於15時30分
抵達北京西郊機場。

中央軍委委員、載人航天工程總指揮、總裝
備部部長常萬全到機場迎接。與前幾次載人飛行
任務不同，北京航天城沒有為航天員舉行盛大的
歡迎儀式，而是直接護送他們到航天員公寓。

航天城簡化歡迎儀式
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主任陳善廣說，簡化歡

迎儀式是以人為本的體現，也將成為今後中長期
飛行的做法。三名航天員雖然目前身體狀況良好
，仍需要一段時間進行身體恢復。

神九航天員返回地面後，身體恢復分為醫學
隔離期、醫學療養期和恢復療養期三個階段。醫
學隔離期約為 14 天，航天員將在航天員公寓內
適應地球環境尤其是重力環境，提高心血管系統
和支持運動器官功能，提高立位耐力，消除飛行
後疲勞。除了醫學措施，航天員還會接受按摩、
中藥調理等。這期間，航天員與外界基本隔絕。

第二階段是醫學療養期，時間大約在 20 天
至 30 天。航天員將入住天氣好、空氣好的療養
院，在繼續恢復健康的同時逐漸增加活動量。之
後，進入三個月左右的恢復療養期，將航天員各
項生理參數恢復到飛行前的狀態。三個月後航天
員如果身體情況良好，就要開始正常的日常訓練。

11時20分許，景海鵬、劉旺、劉洋安全出艙，身
體健康、精神飽滿的出現在人們面前，令所有人都為之
歡欣鼓舞。隨後，中央軍委委員、任務總指揮長、總裝
備部部長常萬全在北京飛控中心宣布： 「天宮一號與神
舟九號載人交會對接任務取得圓滿成功！」

自主創新突破
溫家寶、賀國強、周永康以及郭伯雄、梁光烈、馬

凱等領導人走上台，由溫家寶宣讀賀電。中共中央、國
務院、中央軍委特向勝利完成這次任務的航天員，向所
有參加這次任務的科技工作者、幹部職工和解放軍指戰
員，表示熱烈祝賀和親切慰問。

賀電指出，天宮一號與神舟九號載人交會對接任務
的圓滿成功，實現了我國空間交會對接技術的又一重大
突破，標誌着我國載人航天工程第二步戰略目標取得了
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重要進展。

「這是建設創新型國家取得的新成就，是中國人民
在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征程上鑄就的新輝煌，是中華民族
為人類探索利用外層空間作出的又一卓越貢獻，對於增
強我國綜合國力、振奮民族精神，鼓舞和激勵全國人民
奮力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不斷開創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溫家
寶更加重語氣讀道， 「全體航天人建立的豐功偉績將彪
炳史冊，祖國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勉勵全體中國航天人
賀電繼而勉勵全體中國航天人， 「科技進步永無止

境，太空探索任重道遠」，繼續弘揚 「兩彈一星」精神
和載人航天精神，自強不息、團結拚搏，開拓創新、扎
實工作，努力推進我國航天事業跨越發展，以優異成績
迎接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
出新的更大貢獻。溫家寶等領導人隨後與飛控中心指揮
大廳工作人員握手道賀。

神舟九號飛船於6月16日18時37分從酒泉衛星發
射中心發射升空，先後與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在軌成功
進行了兩次交會對接，第一次為自動交會對接，第二次
由航天員手動控制完成。在軌飛行期間，航天員景海鵬
、劉旺、劉洋按計劃開展了一系列空間科學實驗和技術
試驗，取得了豐富成果。

飛天圓滿成功飛天圓滿成功
溫總宣讀賀電溫總宣讀賀電

遨遊太空303小時16分鐘後，神舟九號
返回艙今日在內蒙古四子王旗主着陸場安全
降落。溫家寶、賀國強、周永康等中央領導
人在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觀看了返回實況
。溫家寶宣讀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
委的賀電。賀電稱，此次任務的圓滿成功，
標誌着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第二步戰略目標取
得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重要進展。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十九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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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旺父喜極而泣
平遙人齊感自豪

▲29日，在劉旺故鄉平遙，人們冒雨觀看直播
新華社

▶神九29日平安着陸，劉旺父親興奮不已 中新社

▶北京飛控中
心人員29日慶
祝載人交會對
接任務成功

新華社

▲29日，溫家寶、賀國強、周永康等與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工作人員親切握手，祝賀神九任務獲得圓滿
成功 新華社

▲29日，劉洋出艙後揮手致意 新華社

▶29日，三名航天員出艙後，技術人員對返回艙進
行處置 新華社

▼山西運城民眾29日冒雨觀看神九着陸直播，為景
海鵬歡呼吶喊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