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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蘇聯解體至今，美國以絕對的優勢
穩居太空超級大國位置。美國航天技術的
發展始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一九五
七年蘇聯首次成功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
給美國造成了極大震動，時任美國總統艾
森豪威爾立即授權國防部統管航天計劃，
一九五八年十月，美國國會通過 「航空航
天法」，成立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
，並與同年啟動 「水星」計劃，六二年首
次用 「水星」飛船進行載人飛行。

美探火星步履艱
為實現趕超蘇聯的政治目的，美國在

一九六一年宣布 「阿波羅」載人登月計劃
，六九年七月美國 「阿波羅十一號」飛船
，將兩名宇航員送上月球，岩士唐成為人
類登上月球第一人。 「阿波羅」計劃至七
二年結束，美國共耗資二百四十億美元，
先後進行六次登月飛行，將十二名宇航員
送上月球並安全返回地面。

美國隨後把太空探索的重點放在航天
飛機（太空穿梭機）、載人空間站和火星
探測上，在太空探索領域繼續保持領先。
美國研發的太空穿梭機，使航天運器由一
次性使用變為可多次重複使用。自八一年
「哥倫比亞號」首次成功升空以來，三十

年內數百名太空人由穿梭機送上太空，但
八六年 「挑戰者號」和○三年 「哥倫比亞
號」穿梭機爆炸，曾對美國的航天事業造
成打擊。由於發射成本昂貴和安全性能不
理想，穿梭機於二○一一年退役。

二○○四年，美國前總統布什政府公
布 「太空遠景規劃」，提出研製下一代航
天器、重返月球以及載人登陸火星的 「星
座計劃」。但由於金融風暴引致的預算不
足，總統奧巴馬上台後，取消了布什的重
返月球計劃。今年二月，美國國會又削減
預算，原本與歐洲合作進行的火星探測計
劃也被迫取消。面臨資金不足、項目運轉
不暢、人才斷層等問題，肩負美國探索太

空使命的NASA步履維艱。
雖然在載人登月上輸給美國，但蘇聯

在空間站建設上仍佔有優勢。從一九七一
年至八二年，蘇聯共發射了七座 「禮炮號
」空間站，八六年發射的 「和平號」空間
站，是首個人類可長期駐留的空間站。蘇
聯解體後，俄羅斯繼承了在空間站建設上
的豐富經驗和雄厚技術積累，成為後來加
入美國領導的國際空間站項目的資本。俄
羅斯也藉參與國際空間站建設的機會，維
持太空競爭力。

俄太空探索乏力
但由於人才流失和經濟壓力，俄羅斯

在太空探索方面顯得力不從心。二○○一
年， 「和平號」空間站因部件老化和缺少
經費，墜毀到南太平洋海域。為扭轉逐漸
被動的形勢，俄聯邦於○七年公布二○四
○年前載人航天發展規劃，包括二○一五
年前建成可多次重複使用的新型載人飛船
，並在二○二五年前用於載人登陸月球，
最晚將於二○三二年前在月球建立長期考
察站，二○三五年後進行載人火星考察。
但去年俄羅斯發射「福布斯─土壤」探測器
失敗，令自身的太空戰略計劃蒙上陰影。

歐洲欲急起直追
歐洲在一九七五年成立歐洲航天局，

整合歐洲內部的太空合作。○二年，歐盟

通過了太空戰略的旗艦項目 「伽利略」計
劃，建立自己的衛星導航系統，去年首兩
枚相關衛星已順利升空，未來數年將有三
十顆衛星升空，令歐洲導航衛星的有效範
圍覆蓋全球，打破美國 GPS 全球定位系統
的壟斷，並與中俄衛星定位系統一較高下
。歐盟預計，伽利略計劃在未來二十年會
為歐盟的工商業帶來多達九千六百億港元
的經濟效益。

日本的航天事業始於一九七○年，三
十多年來，日本逐年加大在運載火箭、應
用衛星、深空探測等航天領域的投入。近
年來，日本希望透過參與國際空間站計劃
，培養航天員，推動載人航天技術發展。

我國勢超俄趕美
自從二○○三年神舟五號搭載中國首

位太空人楊利偉成功返回地球，中國的航
天發展成為世界的焦點，中國雖然起步晚
，但充分展現後發優勢，保持超俄趕美的
勢頭。中國目前正在全方位開拓太空，同
時推進多項航天項目，除了今年順利升空
的神舟九號載人飛船，更有探月的嫦娥計
劃、構建宇航員長期居留的空間站計劃、
探測火星計劃，以及針對地球的各項衛星
應用，尤其三十多顆衛星同時進行導航定
位的北斗衛星系統、落實氣象考察的風雲
系列衛星等等，都是中國航天事業的重大
突破。

二○○五年神舟六號順利升空，使中國
載人航天技術由一人邁向多人。當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神六兩位 「航天英雄」費俊龍和
聶海勝在結束隔離和療養後，首先訪問香港
，展開為期三日的交流之旅。兩位 「航天英
雄」所到之處都引發港人歡欣雀躍。

面對港人熱情難掩激動
費俊龍、聶海勝以及三十多位幕後航天

精英，在鮮花和歡呼聲中來到香港後，隨即
出席在香港大球場舉行的歡迎大匯演。當費
俊龍和聶海勝站在高爾夫球車上出場時，整
個大球場都沸騰起來，兩人繞場一周，三萬
多名香港市民能近距離一睹 「航天英雄」的
風采，數萬支五星紅旗和紫荊區旗揮遍全場
，歡呼聲此起彼伏，無數照相機閃個不停，
重現○三年中國首位航天員楊利偉訪港時的

震撼場面。
面對港人洶湧澎湃的熱情，兩位 「航天

英雄」報以燦爛的笑容和揮手，費俊龍難掩
激動地說： 「來自全國人民、包括香港市民
的親切關懷，是我們完成任務的強大動力！
」他與聶海勝對場上的香港小朋友說： 「香
港的明天是屬於你們的，希望你們繼續努力
奮鬥，香港明天一定更好。」

在行程中，費俊龍和聶海勝出席多場與
港人面對面的交流會，包括與中大學生見面
，在體育館與來自一百二十家中學學生交流
，向他們分享太空經歷、航天員訓練和國家
載人航天事業發展情況。會後不少學生都表
示，神六的成功來之不易，是凝聚了數十年
、幾代人的努力才能獲得。此次航天訪問團
「現身說法」，讓他們更為國家的航天事業

成就感到自豪，身為中國人感到十分驕傲。

前蘇聯航天員尤里．加加林是人類進
入太空的第一人。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
，加加林乘坐 「東方一號」宇宙飛船進入
太空，在遠地點為三百零一公里的軌道上
繞地球一周，歷時一小時四十八分鐘，完
成了世界上首次載人宇宙飛行，實現了人
類進入太空的願望。

俄國出生 英年早逝
加加林為俄羅斯人，一九三四年三月

九日出生於前蘇聯一個集體農莊莊員家庭
，他的父母，乃至祖父母都是農民。四九
年，加加林十五歲，為盡早幫補家計，他
停止中學學業，進入工廠工作。五十年代，
加加林加入薩拉托夫航空俱樂部，業餘時
間學習飛行。五五年以優異成績從工業技
術學校畢業，然後進入奧倫堡航空軍事學
校學習飛行，他五七年參加蘇聯軍隊，並成
為北海艦隊航空軍團一名戰鬥機飛行員。

五十年代末，蘇聯與美國展開太空競
賽，並在全國展開航天員的選拔工作，加
加林從三千四百多名三十五歲以下的空軍

飛行員中脫穎而出，成為二十名入選者中
的一員，一九六○年三月開始接受培訓。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莫斯科時間上午九
時零七分，加加林乘坐 「東方一號」宇宙
飛船從拜科努爾航天發射場起飛，在遠地
點為三百零一公里的軌道上，繞地球一周
，歷時一小時四十八分，於上午十時五十
五分安全返回。完成史無前例的宇宙飛行
後，加加林榮獲列寧勳章並被授予 「蘇聯
英雄」和 「蘇聯太空人」稱號。

可惜加加林英年早逝，一九六八年三
月二十七日，他和飛行教練員謝廖金在一
次例行訓練飛行中，因一架雙座噴射機墜
毀而罹難，年僅三十四歲。加加林死後，
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宮牆壁龕裡，
他的故鄉格扎茨克被命名為 「加加林城」
。國際航空聯合會設立了加加林金獎章，
而月球背面的一座環形山亦以他名字命名
。二○一一年四月七日，聯合國通過決議
，宣布將每年的四月十二日定為載人空間
飛行國際日，以紀念加加林的首次進入太
空的航天壯舉。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
報道：神舟九號今年六月成
功升空，順利與天宮一號完
成首次載人交會對接任務及
多項實驗，為讓香港市民更
近距離了解這一中國載人航
天工程的重大突破，香港科
學館將於本周日至本月二十
六日，一連十五日舉辦 「中
國首次載人交會對接航天展
」。屆時市民可透過免費參
觀，進一步了解三位神九航
天員的太空任務，以及他們
十多天的太空生活。

展覽將展出十九組與神
九航天任務有關的珍貴展品
，包括神舟九號飛船返回艙
、神舟九號主降落傘、天宮
一號與神舟九號交會對接模
型、長征系列火箭模型、航
天食品、航天員的衛生用包
、救生物品包、從天宮一號
取回的國旗、太空郵局搭載
物品，以及百多張有關神舟
九號的照片。

周日舉行
免費入場

此外，展覽亦會播放紀
錄片段，介紹航天員在進入
天宮一號後，在失重狀態下
進行多項實驗及輕鬆有趣的
活動，包括肢體訓練、享受
食物等等。而中國首位女航
天員劉洋的相關物品，例如
她從太空帶回的艙內航天服
、曾進行測試的太空自行車
功量計元件，以及她在太空
親手編製的中國結等亦會於
展覽中展出。透過這些展品

，市民可加深對這次航天任務的認識。
市民可免費入場觀展，但如參觀人

數過多，香港科學館會視乎情況作出人
潮管制。為方便更多市民參觀，香港科
學館於展覽期間將特別提早開放，予市
民參觀是次展覽。展覽首天（八月十二
日）的開放時間為下午二時至晚上九時
，八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六日的開放時
間為每日上午九時至晚上九時。

另外，香港中文大學將於
周日（8 月 12 日）下午四時正
在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大講
堂舉行神舟九號航天講座。屆

時，神舟九號的三位航天
員景海鵬、劉旺和劉洋，
以及航天科學家將會講解
神舟九號航天技術及國家
航天科技發展，並與本港
八大高等院校學生交流。
有興趣參與活動的同學，
歡迎於網上報名：http://
www.cpr.cuhk.edu.hk/tc/
events_detail.php?1=1&id=
3016。講座將以普通話進

行。

●中國：起步晚但
後發優勢明顯
，目前同時推
進多個多項航
天項目，包括
載人航天、探
月計劃、空間
站計劃、探測
火星計劃，以
及多項衛星應
用，如導航定
位用的北斗衛
星系統，保持
超俄趕美的勢
頭。

●美國：航天技術
處於領先地位
，一九六九年
完成人類首次
登月後，將重
點放在穿梭機
、載人空間站
和火星探測器
發展之上，現
時正研製新一
代航天飛行器
，以及進行載
人登陸火星的
「星座計劃」。

●俄羅斯：前蘇
聯時期完成人
類航天多項創
舉，包括發射
人造衛星、送
航天員上太空
、建造空間站
等。七十年代
將重點放在建
造空間站，現
時借參與國際
空間站建設，
維持太空競爭
力。

中美俄
航天發展比較

航天太空技術代表一個國家的科技與經濟發展水平，更是綜合國力
的體現。冷戰結束後，各國的太空競爭局面，由美國與蘇聯間的雙雄爭
霸，變為以美國為首的「一超多強」。礙於經費問題，美國和俄羅斯近年
都放慢了探索太空的步伐，反而其他新晉勢力，如歐盟、日本都有宏大
的太空計劃，中國的太空探索計劃更是舉世矚目，憑藉近年在航天技術
的全面和快速發展，中國航天科技水平直逼美俄，勢頭不容忽視。

本報記者 朱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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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太空第一人
─尤里．加加林

神六英雄05年訪港

▶神六航天
員 費 俊 龍
（左）、聶海
勝（右）訪港
受到熱烈歡
迎

▼人類進入太空
的第一人尤里．
加加林

▼「中國首次載人交會對接航天展」
將於香港科學館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