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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

南京鼓樓醫院120周年慶

綜合中新社、新華社北京十五日消息：國家
國防科技工業局15 日發布消息稱，13 日下午，
嫦娥二號與圖塔蒂斯小行星的深空 「約會」，首
次實現中國對小行星的飛越探測。嫦二星載監視
相機對圖塔蒂斯進行了光學成像，在國際上首次
實現對該小行星近距離探測。

相會100秒成像500幅
嫦娥二號測控系統副總設計師、北京航天飛

行控制中心總工程師周建亮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根據軌道設計，嫦二700萬公里深空飛越探測小
行星再拓展試驗飛行過程分為 「L2 點繞飛軌道
脫離飛行段」、 「轉移飛行段」、 「交會飛行段
」和 「遠距離飛行段」四個階段。在 「交會飛行
段」與圖塔蒂斯交會時，嫦二對圖塔蒂斯進行光
學成像，有效成像時間僅100秒左右，相機每秒
成像約5幅。

短短兩年間，從距地球 38 萬公里外的月球
，到 150 萬公里遠的日地拉格朗日 L2 點，再到
700萬公里外的小行星，嫦娥二號衛星不斷創造
並刷新 「中國高度」，圓滿實現對月球、日地拉
格朗日 L2 點、小行星等多任務多目標的探測，
創造國際航天的多個 「第一」：首次獲得7米分
辨率的全月球立體影像圖；首次實現從月球軌道
出發飛赴日地拉格朗日 L2 點進行科學探測；首
次實現對圖塔蒂斯小行星近距離探測。

為測量嫦三提供目標
專家表示，嫦二此次再拓展試驗的成功實施

，使中國成為繼美國、歐空局和日本之後第四個
探測小行星的國家；突破並驗證了衛星對小天體
探測的軌道設計與飛行控制技術，實現中國航天
飛行從 40 萬公里到 700 萬公里的跨越；為嫦娥
三號任務新建成的喀什35米、佳木斯66米大型
深空站和上海65米天文測量技術VLBI（甚長基

線干涉測量）站提供最佳合作目標，進行空間測
試和標校試驗，驗證了天地測控設備的正確性和
協調性；中國第一次綜合利用光學天文望遠鏡實
現對圖塔蒂斯小行星的飛行軌道精確測定，進一
步驗證並完善了國際天文聯合會對小行星的軌道
觀測數據；開闢了中國航天活動一次發射開展月
球、L2 點、小行星等多目標、多任務探測的先
河。這些都為中國未來開展月球以遠的深空探測
積累了寶貴的工程經驗。

從原本 6 個月設計壽命到如今運行 26 個月
，嫦娥二號已超期服役近兩年。科學的規劃、零
窗口發射、精準的測控、創新的軌道設計，最大
限度節省了燃料，確保 「嫦娥」遠征之旅能量充
裕。至此，嫦二再拓展試驗圓滿成功。

嫦三正樣研製進展順利
據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介紹說，承擔 「落」

月任務的 「嫦娥三號」正樣研製進展順利，各項
工作抓緊推進，將於明年下半年擇機發射。嫦三
任務技術更新，風險更高，難度更大，責任更重
，將實現中國航天器首次在地外天體軟着陸，為
中國深空探測的發展進一步奠定技術基礎。

嫦娥深空攝戰神
超期服役再建奇功
【本報訊】12月13日16時30分

09秒，中國月球及深空探測再獲新突
破─嫦娥二號衛星在距離地球約700
萬公里遠的深空，以每秒10.73公里的
相對速度，與以西方凱爾特人神話中
「戰神」 圖塔蒂斯命名的國際編號
4179號小行星 「擦肩而過」 ，首次實
現中國對小行星的飛越探測，並進行了
光學成像。

【本報記者賀鵬飛南京十五日電】江蘇南京鼓樓
醫院今日舉行建院120周年暨南擴工程新大樓啟用慶
典，美國前總統卡特為醫院創始人馬林銅像揭幕。

在慶典儀式上，鼓樓醫院院長丁義濤教授致詞指
出，在南京大屠殺期間，鼓樓醫院是南京唯一開診的
醫院，醫院的中外醫護人員不顧個人安危，救治了大
量傷兵和百姓。醫院在朝鮮戰爭、唐山和汶川大地震
、抗擊非典等各種重大突發事件中，衝鋒在前，不辱
使命。在援外、援疆、援藏等工作中，醫院醫護人員
無私奉獻，為人民的健康做出了突出貢獻。

新大樓啟用診症現代化
他表示，在建院120周年之際，鼓樓醫院南擴工

程新大樓也投入使用，寬敞的就診環境、人性化服務
、方便快捷的現代化就醫流程、科學精細化的醫院管
理，改變了傳統的醫療服務模式，滿足了群眾看病就
醫需求，讓老百姓享受到了醫療衛生改革的成果。

「作為一名基督教徒，一名註冊護士的兒子以及
美國前總統，我非常榮幸參加此次南京鼓樓醫院120
周年慶祝活動，共同見證這所偉大的醫院120周年生
日。」卡特在講話中表示，回顧這100多年來，鼓樓
醫院對中國人民的醫療救助，令他看到了基督教義
的精神，也看到了中美兩國以及中美加三國之間的
友誼。

他說，在南京大屠殺期間，鼓樓醫院不僅是從醫

療角度的救死扶傷，也是服務於人類的奉獻精神的體
現，對中美兩國友誼的發展也貢獻了不可磨滅的力
量。

卡特特別提到 1979 年鄧小平訪美期間與他的會
晤，以及此次他訪華期間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
會晤。他說，之前曾與習近平見過3次， 「每次見面
，我們都互相提醒，雖然我們兩國有着巨大的差異，
但我們的領導人，無論是老的領導人還是現在的領導
人，還是未來的領導人都會牢記和堅持：合作、友誼
、互相理解、互惠互利大於我們的差異。」

卡特表示，正常的合作夥伴關係，能夠幫助中美
兩國很好地應對面臨的差異，他希望中美兩國的友誼
擁有更美好的明天，並願意不斷奉獻自己的力量。

在慶典上，南京大學向卡特頒授名譽博士學位證
書。

卡特參觀大屠殺紀念館
據悉，卡特一行14至15日在南京訪問。恰逢南

京大屠殺 75 周年紀念，卡特抵達南京後，在南京市
委常委、副市長鄭澤光，江蘇省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
徐龍等人陪同下，參觀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
胞紀念館，他細緻觀看了館藏資料，聽取紀念館館長
朱成山的介紹，並不時提問了解細節。

結束參觀時，卡特為紀念館題詞： 「這裡是世界
各國憎惡戰爭與渴望和平的最佳詮釋。」

■湛江跨海盾構隧道貫通
【本報訊】廣東湛江水務部門介紹說，長 2.75 公里、

深 60 米的中國最深跨海盾構隧道─鑒江供水樞紐工程跨
海盾構隧道建成貫通。5天後，長80多米，重300餘噸的盾
構將 「全身而出」，進入接收井。明年 3 月 26 日，該跨海
隧道工程正式通水。

湛江鑒江供水樞紐工程是湛江鋼鐵項目、中科廣東煉化
一體化項目以及為東海島提供工業、生活用水的跨流域調水
工程，也是湛江市最大的水利工程和廣東省最大的投資水利
項目，總投資超過35億元人民幣。 （中新社）

■武漢首條地鐵月底開通
【本報訊】內地首條穿越長江的地鐵在經過試運行後，

將於 28 日在武漢試運營。該條地鐵為武漢市 2 號線一期工
程，由漢口常青花園金銀譚開往武昌光谷廣場，全程27.73
公里，共設有21個站。它跨越長江兩岸，貫穿武漢城市中
心區，是武漢市軌道線網規劃中最重要的黃金交通走廊。

武漢軌道交通線網規劃由9條幹線和3條城市快線組成
，線路總長540公里，設站309座。建成後，將有66%的人
口和崗位於地鐵站點600米步行範圍內，居民出行可實現60
分鐘穿城，30 分鐘到達中心城。軌道線網承擔客運比重將
佔公共交通的50%以上，可有效緩解武漢的交通壓力。

（本報記者夏曉玲）

■深警開放日嘗試新方式
【本報訊】深圳警方今日舉辦 「警察開放日」活動，與

往屆不同的是，此次不再集中展示警用設備，而是分散到
172個開放點方便市民就近探營，並廣泛徵求意見和接受監
督評議。深圳警方表示，此次安排在形式上和內容上均發生
重大改變，是貫徹中共十八大精神以及中央提出的八項規定
，在思路上的一次全新嘗試。

深圳警方介紹，此次開放日，面向市民開放點覆蓋面更
廣，深圳全市共設172個開放點，基層各派出所、交警大隊
，消防大隊以及戒毒所、出入境開放點和警校主會場全部開
放，此外各開放點 「一所一主題，一隊一主題」，除傳統的
「開放警區、展示警用裝備、體驗感受警察工作」活動項目

外，還同時向市民報告工作，接受民眾監督評議。
（本報記者黃仰鵬）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十五日
消息：對於嫦娥二號再拓展試驗為什
麼要選擇圖塔蒂斯小行星作為目標？

國防科工局稱，中國探月工程總體依據交會時間、交會星地距離、
速度增量、探測效果等約束條件，從包含60多萬顆小行星的數據
庫中，選出國際編號4179的圖塔蒂斯作為再拓展試驗探測目標。

圖塔蒂斯是一顆近地小行星，1934 年被首次發現，但很快丟
失，直到1989年被法國天文學家再次發現，並以凱爾特神話中的
「戰神」圖塔蒂斯命名。該小行星體積約 1.70 公里×2.03 公里×

4.26公里，其軌道遠日點接近木星軌道，近日點處於地球軌道附近
。圖塔蒂斯基本每4年接近地球一次，對上一次接近地球是在2008
年11月9日，距離約751萬公里。

從60萬小行星選出圖塔蒂斯
新聞通識

嫦二續征深空
明年突破距地千萬公里大關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十五日消息：國家國防科技

工業局介紹說，在700萬公里深空成功近距離飛越並交會
探測圖塔蒂斯小行星後，嫦娥二號將繼續向更遠的深空飛
行，預計明年 1 月初與地球距離將突破 1000 萬公里，實
現中國航天深空探測新的跨越。

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表示，嫦娥二號將於明年1月
初飛往距離地球 1000 萬公里的深空，中國將首次實現並
掌握 1000 萬公里遠的軌道設計與控制技術，也將進一步
提升中國航天深空測控能力。

作為此次任務飛控的 「神經中樞」，為確保嫦二從日
地L2點出發在圖塔蒂斯距離地球最近時實現飛越交會，
北京飛控中心面對嫦二剩餘燃料極其有限、能量約束苛刻
、轉移軌道的設計與控制難度大等挑戰，針對小行星交會
軌道設計控制、對小行星進行成像控制的關鍵和難點，從
任務總體規劃、精密軌道確定、交會軌道選取與控制、飛
控應急預案等方面開展研究，破解了有限數據深空軌道確
定、小行星精確軌道測量與評估、交會軌道設計、高速運
動下窄視場相機成像控制策略制定等關鍵技術。

▲13日，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實時測控嫦娥二
號飛越探測小行星任務 新華網

【本報訊】據新華社三沙十五日消息
：海南省三沙市政府近日與中國石油天然
氣股份有限公司海南銷售分公司簽訂西沙
永興島成品油供應建設項目合作框架協議
，這個項目將成為保障三沙市常態化供應
的成品油基地。

根據協議，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
公司在符合安全及環保要求的前提下，為
永興島提供項目的合理布局規劃以及功能
完備的工藝設備，三沙市將為企業項目落
地提供政策及程序等方面的支持。

「油氣供應是海島發展的重要命脈，
隨着三沙市各項重點建設工程相繼開工，
島際交通日趨繁忙，目前零散的補給方式
難以滿足島上日益增長的成品油需求，常
態化補給與物資儲備，已成為未來三沙市
建設發展的重點領域。」三沙市政府負責
人說。

據悉，中國海洋大學將在海洋物聯網
研究、海洋產業園建設等五個前沿性科
研領域，與三沙市展開廣泛合作，建設
支撐海洋科學研究和教育實訓的產業園
區。

目前，三沙市永興島已被列為珊瑚礁
保護等國家重點科研項目的前沿科研陣地
。國家相關科研機構還將與三沙市政府合
作建立集氣象、水文、水汽通量於一體的
綜合性實時監測系統，建立更加多元化的
科研實驗平台，從而進一步完善南海海域
的海洋大氣監測體系。

另據中科院有關研究人員表示，三沙
市永興島存在古人類文明活動的可能性。
通過對永興島及其相連石島地區地質剖面
的考察，初步推斷島嶼應在5萬年前形成
，島礁周圍分布着一些洞穴，存在古脊椎
動物甚至人類活動的可能性。

永興島建成品油供應基地

▲15日，2012全國大學生創新設計大賽在哈爾濱工程大學舉行
，由全國36所高校1000多名大學生精心設計創作的參賽作品
達310件，充分展示了當代大學生熱愛生活參與生活、挑戰自
我追求夢想的才能。圖為學生在演示他們設計製作的家庭整理
小幫手 新華社

▲貴州正全力建設綜合交通網絡。圖為中鐵八局的建設
者們在貴陽火車站技改施工現場工作 新華社

▲美國前總統卡特受邀到訪南京鼓樓醫院為馬林
雕像揭幕 中新社

美前總統卡特為創始人銅像揭幕美前總統卡特為創始人銅像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