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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还是月球

哪里是人类飞往星辰的下一站
一个是遍地陨坑、已留下人类脚印、可遥望故乡的月球，一个是黄沙漫天、寂寞空旷、人迹未至的火星。
距离人类首次登月已经过去近50年，下一步人类应重返阔别多年的月球，还是出征更为陌生的火星？
在北京召开的2017全球航天探索大会上，火星与月球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各国航天机构官员、科学家、工程师围绕火星探

测、月球探测、载人深空探测等话题展开讨论。
“载人太空探索中，你最想去的目的地是哪？”这是大会对代表进行的现场调查中的一个问题，结果显示，火星比月球更受青睐。

由于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
相似的行星，因此被认为是人类太
空移民的第一选择。

曾经鼓舞无数人投身于太空探
索，第二个登上月球、已87岁高龄
的奥尔德林在本次大会上做了一场
主旨报告，介绍如何利用引力，设计
出地球与火星之间的循环轨道。按
照他的设想，人类能在2039年前登
陆火星，并在火星上建立永久居住
点。

美国太空基金会策略与国际事
务部高级副经理史蒂夫·艾森哈特
说，奥尔德林花了近30年时间来研
究这种到达火星的方式。虽然不代
表美国政府或美国宇航局，但他和
奥尔德林一样认为火星确实是一个
很好的目的地。

中国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
说，人类要勇敢探索，挑战未来。月
球见证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
探索太空的壮举，人类下一步要征
服火星，征服其他星球，这是航天人
的使命。尽管还没有载人探测火星
计划，但中国已启动了火星无人探
测工程，2020年将发射火星探测
器，2021年到达火星。

也有很多与会代表认为，人类
登陆火星的梦想还太为遥远，通往
数亿公里外的火星之路曲折又漫
长，不如先定一个小目标：重返月
球，把月球作为去火星的试验场。

欧洲空间局局长简·沃纳说：
“人类当然应该去火星，但我认为
10年之内这是无法实现的。”

他说，现在的情况与阿波罗登
月计划的时代已大为不同。如果人
类要去火星，不能什么都从地球上
带过去，得利用火星资源建造一些
设施，应在火星上建立可持续的、不
同用途的设施。要实现这一切，月
球是距离最近的试验场，人类可以
在月球上研发去火星以及去更遥远
深空所需的技术。

热衷登月的欧洲空间局提出了
建设“月球村”的计划，并在全球邀
请合作伙伴加盟，包括中国。

沃纳说，从科学角度看，月球非
常吸引人。那里是地球早期历史的
自然档案馆，月球背面由于屏蔽了
地球的干扰因而是望向宇宙深空的
很好平台。从技术角度看，月球是
新方法、新技术的试验场，例如发展
可以利用当地资源的3D打印技术。

他说，“月球村”可作为人类探
索月球的基地，也可作为探索火星
的中转站，同时不排除包括采矿、旅
游在内的商业计划。在未来探索火
星的旅途中，“月球村”也可被当作
一个重要的阶梯。

中国国家航天局秘书长田玉龙
透露，中国正与欧空局探讨合作建
设“月球村”的计划。“月球村”的建
设可以通过3D打印的方式完成，即
先用货运飞船将建设工具运送到月
球表面，然后利用自带材料和月面
材料在一周内完成一个月球屋的建
设。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副
主任伊藤康之说，日本人传统上有
对月亮的崇尚。“我们这代人极大地
受到阿波罗计划影响，对此有非常
清晰的记忆。”他表示，日本虽然也
在讨论火星，但目前更倾向于分步
走计划，因此月球探测可能会是日
本下一步的目标。

德国航天中心委员会主席帕斯
卡尔·亨弗雷德说，把人送上火星非
常困难，如何才能筹集到那么多的
经费？“我们应该一步步来，月球是
我们通往火星之路上重要的一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
理吴燕生在本次大会上透露，中国
已开展载人登月概念研究。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
主任杨利伟也在会上说，中国正在
进行载人登月的预研和前期准备
工作，虽然还没有立项，但时间应
该不会太长。而他最近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预计，中国航天员会在
2030年前后登月。

当被问及是否打算登月，杨利
伟表示自己一直在参加训练，根据
工作需要，能随时参加任务，“如果

有机会，我想登月，没问题。”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工程

师、探月三期工程副总设计师孙
为钢在披露嫦娥五号飞行方案时
说，之所以采用了一种相对复杂
的技术方案，是因为“再把运载能
力和探测器扩大些，并增加生命
保障系统，提高产品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我们就具备了载人登月
的能力”。

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
工程中心主任刘继忠说，月球是人
类离开地球迈向深空的跳板。当

前，传统航天大国和新兴航天国家
都有月球探测活动的规划。欧空
局提出的建设“月球村”等概念，也
是中国长远的目标。

他说，对于后续的月球探测，
中国正在概念设计和规划研究，把
重点放在月球南极。对于月球南
极的水以及南极永久阴影区的探
测酝酿着更重大的科学发现。中
国推动月球南极探测的国际合作，
可合作建设月球科研站，包括建设
能源长期供给、自主运行的月球基
础设施以及开展长期科学实验。

缺少更强大的运载工具是人类
还无法在红色星球上漫步，无法走向
更遥远深空的一个主要原因。

美国科技梦想家马斯克一直憧
憬着将人类送往火星，为此创立的
SpaceX太空探索公司正在为实现这
一宏伟蓝图研制重型猎鹰火箭。作
为这一计划的铺垫，SpaceX投入巨
资研发火箭回收技术，以期能大大降
低移民火星的费用。

中国在研制新型运载工具方面
也在奋起直追，已经成功研制并发射
了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长征六
号和长征七号，还将研制运载能力更
高的重型火箭。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科技委主任鲁宇在全
球航天探索大会上透露，中国正在开展
重型运载火箭关键技术攻关，主要用于
未来的深空探测，特别是建立月球基
地、载人登月等方面的需求。正在研制
的重型运载火箭暂时代称长征九号，其
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将达140吨，地月转
移轨道运载能力将达50吨，目标是在
2028年到2030年前后首飞。

他说，中国也在开展重复使用运
载火箭技术研究，包括伞降回收和垂
直起降技术，目前完成了部分试验验
证，一些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中国明
确了发展升力体式重复使用运载器

“三步走”的发展思路，即从火箭动力
部分重复使用，到火箭动力完全重复
使用，最后是发展组合动力飞行器。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运
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王国庆认
为，航天运输系统正在由“解决如何
进入空间”问题转向“解决如何低成
本进入空间”问题，低成本进入空间
成为各航天大国的重点发展方向。
然而，航天发射要求高可靠性、安全
性，可重复使用运输系统在这方面会
面临较大技术挑战。

来自不同国度的航天界代表表达
了一致的看法：远征其他星球，任何国
家都难以凭借一国之力独立完成，无
论去火星还是月球，都需要国际合作。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
副主任、国际宇航联副主任、中国探
月工程副总设计师于登云说，国际合
作成为太空探索的主流。太空探索
任何一个工程都要投入高额费用，工
程难度高，风险巨大，大家都希望发
挥全人类的智慧，开展国际合作。如
果能集中全球智慧，就可以快速实现
太空探索目标，化解技术风险，分摊
经费，对各个国家都是有利的。

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
程中心主任刘继忠在大会上提出了
月球合作探索的倡议：“遵循国际法
律，和平利用空间，开展月球探测，共
谋人类福祉，我们倡议以月球探测和
科研为先导，为未来国际月球村和国
际科研站奠定基础，按照开放合作、
共担风险、成果共享的原则，打造开
放型合作平台，各国共同参与。”

他说，欢迎国际航天机构与中国
合作，共同推动探月发展。同时各国
航天局也应该加强政府间的协同和
统筹协调，实现月球探测任务最终成
果最大化，推动各国的空间技术、空
间科学、空间应用的协调发展。

对于中国提出的探月合作，欧空
局局长简·沃纳说：“这正是我所期待
的，中国的计划可以很完美地契合欧
空局提出的月球村计划。我们已经和
中国国家航天局的官员有过讨论。”

“相比太空竞赛，我认为合作总
是好的，全球合作更好。我希望太空
合作能超越地球上的危机。我们不
应重复劳动，而应联合起来，用同样
的钱做更多的事。”沃纳说。

记者 喻菲 全晓书 刘陆 白国龙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6月9日，参观者在参观展出的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模型。

正在举行的第二十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
博览会（科博会）上，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探月工程、火星探测器和C919大型
客机等为代表的“大国科技”吸引了参观者的目
光，成为科博会上的亮点。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科博会上看“大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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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法国波尔多6月9日电（记者张雪飞
李雯 于荣）在法国波尔多举行的第14届欧洲

腹腔镜与机器人大会上，中国微创腹腔镜手术专
家张旭9日演示了使用机器人的后腹腔入路肾部
分切除术，其团队骨干马鑫8日也在会上介绍了
如何利用机器人切除肾肿瘤、保住肾功能的经验。

当日接受手术的是一名46岁的法国肾癌男
性病人，多数医生对此的做法是将肾脏全部切
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张旭7
日才见到病人了解情况，9日就结合机器人的灵
巧性和视野良好的特点，从后腹腔入路为病人切
除了肿瘤，保住了病人的肾功能，从而减少病人的
痛苦，降低并发症风险，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凭借一整套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的、以“后腹
腔入路”为特色的泌尿外科腹腔镜技术体系，张旭
连续8次受邀在欧洲腹腔镜与机器人大会上演示
手术，他也是唯一被邀请演示手术的中国医生。

在欧美，泌尿外科的腹腔镜手术都是经腹腔
入路，因为腹腔的解剖标志明显，操作空间大，但
缺点是容易损伤腹腔内器官，并发症较多。而张
旭团队创建的手术体系是经后腹腔入路，能最大
程度减少对腹腔内脏器的干扰，直接进入腹膜后
腔手术，从而减少相关并发症，彻底改变了泌尿外
科传统手术模式。

欧洲腹腔镜与机器人大会创始人、意大利专
家维托·潘萨多罗表示，张旭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
代泌尿外科界首屈一指的专家和创新者，不仅在
腹腔镜手术领域建树颇丰，近年来转向实践欧美
外科专家所关注的机器人手术技术后，同样取得
了显著成果。

本届大会主席、世界上第一位使用腹腔镜技
术实施前列腺癌手术的法国专家里夏尔·加斯东
说，张旭是首位利用腹腔镜和机器人技术实施泌
尿外科手术的中国医生，他在短短数年内就达到
了欧美医生花费25年才实现的技术水平，迅速发
展为全球知名的顶级专家。

加斯东解释说，欧洲医生此前也曾注意到“后
腹腔入路”法的优势，但却没能将这一技术方法真
正开发成熟，最终还是张旭团队实现了技术突破，
并使这一手术方法在国际上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医
生所采用。

德国海德堡大学泌尿外科主任马库斯·霍亨
费尔纳告诉记者，过去5年间，该校4名青年医生
有幸先后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跟随张旭
学习这种最大程度降低创伤和肿瘤复发风险的先
进手术方法，并已经在近几个月正式将其引入实
际手术中。

欧洲腹腔镜与机器人大会始于2004年，致力
于泌尿外科腹腔镜和机器人领域的新技术和高难度
手术的探索和挑战，是国际微创泌尿外科学界的“精
英俱乐部”。大会每年邀请全球顶尖的微创泌尿外
科专家演示手术和做专题汇报，引领国际微创泌尿
外科的学术发展方向，代表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平。

中国微创腹腔镜手术专家
欧洲再展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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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0米：
“蛟龙”号进行第150次下潜

6月9日，“蛟龙”号进入水中，“蛙人”解缆。
当地时间6月9日7时03分（北京时间6时

03分），“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离开朝阳映照下的
蔚蓝海面，载着科学家向雅浦海沟深渊区潜去。
10时10分，从6480米海底传来主驾驶的声音：
“蛟龙”号已经抛载、开始作业。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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