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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

【本報記者王賽蓉運城十日電】景海鵬隨天宮一號與神舟九
號載人交會對接任務代表團開始了赴港四日訪問。記者再次來到
景海鵬的老家見到了他的母親和妹妹。與上次相比，景媽媽顯得
輕鬆、精神。她說：「只要他身體健康，我們就一切都放心了。」

在上次採訪中，景媽媽告訴記者，由於工作的特殊性，兒子
在二十七年間只回過五次家，而且每次都很匆忙，說不上幾句話
，電話聯繫也甚少。這次北京見面也只有四五分鐘的時間，還是
在三位航天員從停在航天公寓外的車裡被抬出來往公寓的路上，
全程只有眼神交流。

從北京回來後，景媽媽只接到過一次景海鵬的電話。當時，
他正準備去北戴河療養。七八分鐘的通話時間裡，他詢問母親眼
睛的情況，叮囑一定要按時覆檢。

記者告訴景海鵬家人，他正在香港訪問，問他們有什麼話想
通過媒介來告訴兒子。景媽媽猶豫了，她難為地說： 「不知道

，有太多話想說了。」景妹妹也停頓思考片刻後略帶哽咽地
說： 「保護好身體，希望他能接受國家的再一次挑選安排

，家裡有二哥和我，讓他放心，完成好自己的工作。
」坐在一旁的景媽媽也補充道： 「只要他身體健

康，我們就一切都放心了。」

【本報記者楊傑英平遙十日電】航天員劉旺的家人告訴大公報
記者，劉旺能和其他兩位航天員一同訪港是件值得全家慶賀的事情
。劉旺的妹妹劉昕說，希望哥哥能多分享點航天心得給香港同胞，
帶給港人更多的航天知識。

劉昕表示，從神九飛天的那一刻起，一家人就總要面對公眾回
答有關哥哥劉旺的話題。她笑着說，哥哥真的很棒，父母一直對哥
哥寄予很大希望。神九從太空返回後，她和哥哥通過幾次電話，在
電話中就是拉拉家常。對家人而言，哥哥只是完成了一項工作任務
，除了為他感到驕傲外，也沒有特別的感覺。他們家人都屬於比較
內向的人，平時哥哥也很少感情流露。

劉旺的父母劉紹平和劉翠蓮此前到北京，迎接兒子勝利歸來。
劉紹平告訴記者，他和老伴在北京一星期，主要就是為見見兒子，
因為之前老伴一直很擔心劉旺的安全。他本人不太擔心，相信國家
的科技水平，也堅信兒子會圓滿完成任務。他說，見到兒子的第一
感覺，就是兒子瘦了好多，不過精神狀態不錯。

劉昕表示，自從神九順利返回之後，她家的小院更變成了平遙
古城一個新的旅遊小景點。雖然父母已年邁，平日喜清靜，但總是
架不住熱情前來拜訪的遊客。幸好多數遊客一般也只是在小院裡看
看，問候父母幾句話，不會太多打擾。

【本報訊】完成中國首次載人交會對接任務的三位航天員昨日抵港展開
四天的訪港行程。據了解，本次隨神舟九號飛船進入太空的搭載物品中，有
六幅攝影作品來自香港攝影家簡慶福。

在本次隨神舟九號進入太空的搭載物中，書、畫、照片等文化產品是重
要的組成部分。作為唯一以個人身份入選的攝影家，簡慶福的六幅攝影作品
，包括《黃山雲》《一湖春水曉帆風》《江山如畫》《奔騰》等，以絹製打
印隨神九一起遨遊太空。簡慶福是中國當代傑出的攝影藝術家之一。他一九
二一年於香港出生，原籍廣東中山，幼年移居上海，受熱愛攝影的同學影響

，開始攝影創作。簡慶福的作品獲獎無數。
簡慶福日前在位於中環士丹利街的辦公室接受新華社記

者訪問。簡老先生雖已是耄耋之年，但思路清晰，
他向記者展示了部分送上太空的作品。對

於作品能夠獲選成為隨神舟九號進入
太空的搭載物，簡慶福謙虛地表示，
可能是他攝影七十多年，足跡遍及祖
國大江南北，作品較為齊全的原因。

【本報記者楚長城鄭州十日電】從中原大地飛出的中國首位女
航天員劉洋與神舟九號另外兩名太空人景海鵬、劉旺抵港展開四日
訪問行程。正在河南南陽旅遊的劉洋父母劉石林、牛喜雲欣喜地告
訴大公報記者，神九航天員能促進內地與香港的交流，更能激發港
人愛國熱情。希望劉洋能與香港市民多多交流，分享自己在太空中
的各種經歷。

自從劉洋被確定為中國首位女航天員並 「飛天」以來，劉石林
、牛喜雲迅速躍入公眾視野，成了城中 「名人」。本報記者採訪時
，兩位老人正在和親友在河南南陽旅遊。他們是從報紙上得知三位
神九航天員訪港的消息。劉石林說，香港人特別愛國，航天員訪港
挺好。香港希望培養航天員，可以互動交流。

在北京航天城的一個演播廳內，看到神舟九號成功着陸，三名
航天員神采奕奕相繼出艙。劉石林告訴記者，懸了十三天的心終於
放下，他和現場眾人忍不住高興地鼓掌慶賀。

從北京航天城回來時，劉石林、牛喜雲帶回了天宮一號與神
舟九號首次交會對接模型真品，上面有劉洋、景海鵬和劉旺
的親筆簽名。閒下來時，他們親自體驗手動對接，一起
感受女兒在太空的那種新鮮與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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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迎接天宮一號與神舟九號載人交會對接任務代表團
，特區政府於昨晚在會展中心舉行歡迎晚宴，包括特區政
府官員、中央政府駐港機構代表、商界代表、學者、立法
會議員在內的約三百名嘉賓出席了晚宴。當三位航天員景
海鵬、劉旺和劉洋在梁振英的陪同下入場時，現場爆發熱
烈鼓掌。大會更於晚宴開始前，播放了神舟九號天宮一號
與載人交會對接任務由開始到成功整個過程中的精華片段
，讓嘉賓重溫激動人心的時刻。

梁振英以普通話致辭時，首先代表特區政府和本港市
民，熱烈歡迎代表團來港訪問。他介紹，國家在一九九二
年啟動了載人航天工程，短短二十年間，便取得了突破性
發展，今年六月，神舟九號首次與天宮一號手控交會對接
，航天員首次進入在軌飛行器工作和生活，更是中國航天
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他續指，這次征空之旅亦打破我國歷
史上最長的載人航天記錄，長達十三天，為中國的航天史
寫下了輝煌的篇章。

梁振英認為，上述成就，不但展示了中國航天技術的
卓越成就，奠定了國家的科技地位，也顯示了國家綜合國
力不斷提高。他續指，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有責任，
也有能力參與國家航天和其他科技事業的發展，故寄望香
港科技界，尤其年輕一代的科技人員，以航天員為榜樣，
刻苦奮鬥，為香港和祖國的進步作出不斷、不懈的努力。

牛紅光感謝市民熱情歡迎
牛紅光致辭時，謙虛地將是次訪港形容為是來參觀學

習，他感謝特區政府與市民的熱情歡迎，並向全港市民致
以誠摯問候和良好祝願。他指出，今年是香港回歸十五周
年，亦恰逢我國載人航天事業發展二十周年，是次對接任
務的成功，為我國載人空間站的建造積累了重要經驗，創
造了有利條件。

國家載人航天事業之所以取得輝煌成就，牛紅光總結
出四點原因，分別是中央的英明決策和正確領導，國家改
革開放三十多年積累的雄厚基礎，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
國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全體航天人的拚搏奉獻。他特別
指出，港人對國家航天事業的支持和期盼，更讓航天人體
會到血濃於水的情誼和港人愛國愛港的赤子情懷。

牛紅光指出，目前，國家載人航天工程已進入全面研
建階段，載人航天事業進入到新的歷史起點，在後續工作
中，他希望看到更多特區科研機構及科學家參與空間站的
研製建設，並利用空間站的獨特資源，開展空間科學的研
究試驗，共同推動國家航天事業的發展。

梁振英及牛紅光並各自代表特區政府和代表團互贈禮
物，後又聯同三位航天員向與會嘉賓祝酒。

【本報訊】特區政府昨晚在會展中心為天宮一號與神舟九號載人交會對
接任務代表團舉行歡迎晚宴，為航天英雄們接風洗塵，行政長官梁振英與代
表團團長牛紅光互贈紀念品。原本大會只安排了制式化的互贈禮品環節，由
於雙方的禮品都別出心裁，梁振英和牛紅光都忍不住要親自上陣，介紹一番。

首先致送禮物的特首梁振英示意大會司儀將 「咪」遞給他時，司儀差點
沒反應過來，當 「咪」終於遞到手上時，梁振英笑言，自己與同事花了些心
思考慮應送什麼禮物給代表團，後來想到，載人航天工程是 「空間的跨越」
，代表團從內地來港也是 「空間的旅行」，他希望代表團亦體驗一下 「時間
的旅行」，不僅看看今日的香港，亦看看三十年前的香港，於是準備了收藏
有香港老照片的相冊，讓代表團成員了解本港歷史。

代表團回贈給特區政府的禮物，一開始便由一塊布蓋着擺在台上，當牛
紅光揭開這禮物的神秘面紗時，現場立刻湧起一片讚嘆和掌聲，出現在嘉賓
們眼前的，是神舟九號和天宮一號成功對接的模型，雖然只是模型，但已經
定格了那個激動人心的光榮時刻。牛紅光打趣道，三名航天員對這個組合體
十分熟悉，引得現場嘉賓紛紛會心一笑。他表示，將這個禮物贈送給特區政
府，希望香港同胞亦能分享國家航天事業取得突破的喜悅。

海鵬家人：只要健康就好 劉旺家人：家鄉大院成景點 劉洋父母：訪港有助交流

港青聯副主席喜會劉洋
由於記者在晚宴會場的採訪時間有限，無法由頭至尾地

清楚晚宴中的細節，不過據出席晚宴的香港青年聯會副主席
吳傑莊透露，記者離場後，大會特別安排了互動環節，嘉賓
可自由與航天員合影和簡短交流，他稱大家都爭相與三位航
天員合照，儼然成了追星的小粉絲。

吳傑莊則成功爭取到與我國有史以來第一位女航天員劉
洋合影，他以 「難得」來形容劉洋，稱了解到要做一名航天
員對體能的要求是很高，一個女仔受了這麼多苦，就是為了
國家的航天事業，無論是對撐起半邊天的女性還是所有中華
兒女，都是一種鼓舞。

吳傑莊指出，國家綜合國力逐步增強，航天事業的成就
則是其中一個方面。他希望航天技術及有關的科研，能為國
家創造更多價值。

天宮一號與神舟九號載人交會對接任務代
表團，昨日蒞港訪問，特區政府傍晚特於會展
中心舉行盛大晚宴，歡迎航天英雄。行政長官
梁振英致辭時讚揚代表團對國家航天事業作出
的卓越貢獻，希望香港青年和科技界以航天員
為榜樣，為祖國和香港的進步不斷奮鬥。代表
團團長牛紅光則表示，國家載人航天工程現已
進入全面研建階段，希望特區科研機構及科學
家更多地參與其中，共同推動國家航天事業的
發展。 本報記者 汪澄澄

互贈禮品別出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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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攝影家簡慶福與搭載神舟九號飛船
進入太空的一幅作品留影 新華社

▲梁振英（右）在晚宴上向代表團團長、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副總指揮牛紅光贈送介
紹香港歷史的紀念畫冊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吳傑莊與
劉洋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