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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天问一号”探测器在中国文昌航天发

射场升空，正式开启了中国人自主探测

火星之旅，竖起了一座我国航天科技走

向更远深空的里程碑。

火星是离地球较近且环境最相似

的星球，一直是人类走出地月系统开展

深空探测的首选目标。早在2000多年

前的西周，华夏祖先就曾提出有关火星

的猜想。先秦时期，著名诗人屈原在

《楚辞》中写下“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的《天问》长诗。目前，人类已对火星实

施了40余次探测任务，其中成功或部

分成功了24次。

“天问一号”是我国火星探测的首

次任务，任务目标是通过一次发射，实

现火星环绕、着陆和巡视探测，获取火

星探测科学数据，实现我国在深空探

测领域的技术跨越；同时建立独立自

主的深空探测工程体系，推动我国深

空探测活动可持续发展。“天问一号”

将飞行约7个月，探测器距离地球最远

达到4亿公里，是技术密集度高、尖端

科技聚集的系统工程，创新性强、风险

难度大、实施周期长，面临的困难和考

验严峻复杂。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

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

梦。从“东方红一号”到“东方红五号”，

从嫦娥一号到嫦娥四号，从神舟一号到

神舟十一号……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

续奋斗，我国航天事业走出了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使我国昂首屹立

于世界航天大国之列。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

持下，中国航天事业不断攀登高峰、刷

新高度：神舟腾空、天舟穿梭、嫦娥奔

月、北斗组网，浩瀚宇宙见证越来越多

的中国奇迹，推动我国从航天大国奋力

迈向航天强国。

中华民族奋斗的基点是自力更生，

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是自主

创新。航天科技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

重要领域，航天科技成就是国家科技水

平和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当前，国家

对战略科技支撑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

期都更加迫切。“天问一号”的成功发射

再次告诉我们，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

牛鼻子，谁走好了自主创新这步先手

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只要

我们矢志不渝自主创新，在核心技术上

不断实现突破，就一定能建成创新型国

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

太空之路，无比广阔；航天征程，

无限壮美。新时代的航天人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

航天精神，在航天报国和科技强国的

伟大实践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

发有为、屡建新功，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了重大贡献。全军官兵

要像航天人那样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追逐梦想、不懈探索，奋勇拼搏、接续

奋斗，切实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

时代使命任务，努力为实现中国梦强

军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航天走向更远深空的里程碑
■本报评论员

本报文昌 7月 23日电 杨

璐、记者安普忠报道：今天 12 时
41分，我国在海南岛东北海岸中
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五号
遥四运载火箭将我国首次火星
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
射升空，火箭飞行 2000 多秒后，
成功将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迈
出了我国自主开展行星探测的
第一步。
“天问一号”探测器将在地火

转移轨道飞行约 7个月后，到达
火星附近，通过“刹车”完成火星
捕获，进入环火轨道，并择机开展
着陆、巡视等任务，进行火星科学
探测。

据了解，此次火星探测任务
的工程目标是实现火星环绕探测
和巡视探测，获取火星探测科学
数据，实现我国在深空探测领域
的技术跨越；同时建立独立自主
的深空探测工程体系，推动我国
深空探测活动可持续发展。

此次火星探测任务的科学目
标，主要是实现对火星形貌与地
质构造特征、火星表面土壤特征
与水冰分布、火星表面物质组成、
火星大气电离层及表面气候与环
境特征、火星物理场与内部结构
等研究。

此次火星探测任务于 2016
年 1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立
项，由国家航天局组织实施，具体
由工程总体和探测器、运载火箭、
发射场、测控、地面应用等五大系
统组成。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
程中心为工程总体单位，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
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
运载火箭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空间技术
研究院和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抓总研制探测器系统。中国卫
星发射测控系统部负责组织实
施发射、测控。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抓总研制地面应用系统，
负责科学数据接收、处理、存储
管理等工作。

我国火星探测作为开放性的
科学探索平台，包括港澳地区高
校在内的全国多地研究机构积极
参与了研制过程，我国也与欧空
局、法国、奥地利、阿根廷等组织
和国家开展了多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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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宋星光、记者安普忠报道：
7月 23日 12时 41分，长征五号遥四运载
火箭搭载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在中国
文昌航天发射场顺利发射升空。飞行
2000多秒后，根据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的实时数据和监视判断，“天问一号”
已进入预定轨道。这标志着“天问一号”
火星之旅正式开启，该中心将全力以赴

护送“天问一号”抵达火星。
“天问一号”发射入轨后，将经历漫

长的地火转移阶段，才能到达火星的引
力影响球。在这一过程中，该中心要对
探测器进行不间断测控，牵引其按照预
定轨道运行，在多个关键时间节点进行
轨道控制，保证“天问一号”能够在正确
的时间顺利被火星捕获。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护送“天问一号”飞往火星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超、记者安普
忠报道：我国于 23日成功开启火星探测
旅程，3艘远望号测量船布阵太平洋不
同海域圆满完成火箭和环绕器海上测控
任务。

长征火箭起飞约 6分钟后，远望 6号

船及时发现并捕获目标，完成火箭一级
工作段末段及二级一次工作段的火箭测
量和环绕器测控任务。随后，远望 5号、
7号船依次完成测控任务。

任务中，3艘测量船发现目标及时，
圆满完成火箭、探测器海上测控任务。

远望号船队—

三船布阵大洋接力护送
本报讯 王然、记者安普忠报道：7

月 23 日，“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成功
后，天基测控系统团队采用“天链一号
02 星”与“天链二号 01 星”接力跟踪方
式，对火箭提供数据中继传输服务，保
障“天问一号”顺利“问天”。

火箭点火后，“天链二号 01星”立刻
成功捕获目标，随即全程跟踪，历经“天
链一号 02星”接力跟踪切换点后，至探
测器组合体与箭体分离 70 秒后结束。
整个环节各系统协调配合，持续进行天
基测控约37分钟。

天基测控系统团队—

搭建“天路”顺利“问天”

本报讯 吕炳宏、记者安普忠报
道：7月 23 日，“天问一号”探测器进入
地火转移轨道后，由佳木斯深空站、喀
什深空站等组成的中国深空测控网，顺
利实施探测器地火转移段首个圈次测
控工作。目前，“天问一号”探测器工作
情况正常。

据了解，在实施长达近 7 个月的

地火转移段任务后，“天问一号”还
将陆续经历火星捕获段、火星停泊
段、离轨着陆段、科学探测段等 4 个
阶段，中国深空测控网将持续接收、
记录探测器遥测/数传数据，实施测
轨和上行遥控及干涉测量原始数据的
采集记录与传输，为“天问一号”提
供支持。

中国深空测控网—

为探火之旅提供全程测控

7月23日12时41分，我国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升空。 本报记者 王卫东摄

今天的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举世
瞩目。

蓝天下，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巍然矗
立。火箭顶部，象征“揽星九天”的中国
行星探测标识格外醒目。

静候升空的“天问一号”，即将揭开
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崭新一页。

我国火星探测计划筹谋已久。2010
年 8月，8位院士联名建议开展月球以远
深空探测的综合论证，国防科工局立即
组织专家开展了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论
证。2016年 1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立项。
“各号注意，15分钟准备！”12时 26

分，随着“01”指挥员王光义洪亮的口令，
发射塔下，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全部撤离。

此时，坐在指挥大厅里的国家航天
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刘彤杰凝
目眺望，注视着火箭顶部，那里搭乘着此
次任务的重要乘客——“天问一号”。

登陆火星是目前人类太空探索领域
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自 1962 年苏
联率先发射火星探测器以来，世界多国
先后进行 40余次火星探测，但仅有 24次
取得成功或部分成功。
“各号注意，1分钟准备！”
见证历史的时刻到了！座无虚席的

观礼台上，观众手持国旗，屏住呼吸，一双
双饱含深情的眼睛紧紧盯着即将腾飞的
火箭。“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一次性实现环
绕、着陆和巡视探测‘三步并一步’的目
标，彰显了我国迈向更远深空的决心和毅
力。”刘彤杰说。
“5、4、3、2、1，点火！”12时 41 分，随

着王光义一声令下，烈焰喷薄而出，撼天
动地的轰鸣响彻海天，长征五号火箭托
举着“天问一号”腾空而起。

飞行 2000多秒后，长征五号运载火
箭完成使命，将探测器准确送入地火转
移轨道，探测器与火箭成功分离。

带着中华民族千年期盼，“天问一
号”踏上 4亿公里、约 7个月的漫漫旅程，
向着火星进发，拉开了我国行星探测的
大幕。
“我宣布，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发

射取得圆满成功！”13时 24分，发射场区
指挥部指挥长张学宇宣读发射捷报，整
个指挥大厅立刻沸腾，大家欢欣鼓舞，含
泪鼓掌，拥抱相贺。
“‘天问一号’是我国开展深空探

测的重要一步。2030 年前后，我国将
实施火星采样返回等探测任务。”刘彤
杰说。

（本报文昌7月23日电）

火星，中国来了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发射侧记

■黄国畅 本报记者 安普忠 特约记者 王玉磊

本报讯 赵炫竹、特约记者相双喜
报道：“按照组织生活制度，支部委员会
可以根据连队工作需要召开，召开的次
数没有固定要求……”7月中旬，第 76集
团军“新任职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讲师
团”成员、某旅教导员闫强通过热线电
话，解答新上任的支部书记提出的问
题。这是该集团军为新任职基层党组织
书记进行培训的一个镜头。

前不久，该集团军调研发现，部分新
任职基层党组织书记缺乏系统专业的培

训，对基层组织工作如何开展、基层党员
如何管理等问题存在能力欠缺的现象。
为此，该集团军从各旅抽调优秀营连党
委支部书记组成讲师团，开展送课上门
活动。

他们将讲师团分成若干个小组，开
展巡回授课，确保教育帮带不落一人。
讲师团备课聚焦困扰基层带兵人的现实
问题，深入浅出进行讲授，让新书记们开
展工作有的放矢；同时还通过热线电话、
对点解答等方式，让教育效果持续发

酵。某旅新上任支部书记刘建强在讲师
团宣讲完后，主动联系讲师团获取“加强
党组织建设五个办法”课件，并将其中给
出的“科学运用组织的力量”等建议用到
连队工作当中去。

行家送课上门，效果立竿见影。前
不久，某旅刚上任的支部书记王晓峰在
连长休假情况下主动补位，带领全连钻
研训法战法。王晓峰说：“讲师团授课给
我指出了抓连队建设的具体办法，让我
开展工作事半功倍。”

第76集团军着力提升新任职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建能力

成立讲师团 一线送课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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