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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登斯廷说，“阿耳忒弥斯”计
划中的宇航员一开始要在月球南极停
留7天，随着“门户”扩展和月表设施
的增加，月表探索时间有望延长至数
周或数月，这就意味着要在月球上建
立基地。

美航天局明确表示，在月球南极
建立基地的一个目的是为在本世纪
30年代奔向火星做准备。尽管目前
对火星任务还没有特别清晰的规划，
但布里登斯廷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提出
了一系列初步思路。

他说，国际空间
站、未来的商业
空间站和“门
户”都可

用于测试火星任务所需的自动化飞船
系统的长期可靠性。“阿耳忒弥斯”计
划将开发太阳能电力推进技术，相关
技术可用于能够重复利用的火星着陆
器和载人返回舱。

布里登斯廷表示，月球将成为
火星的试验田，要完成长达
数年的火星之旅，先要
有能力在月球上
生活数月。

学会利用太空中的资源提供补给并制
造产品是实现深空探索的前提，美航
天局将在月

球上测试类似技术。他说，可在月球
上验证的技术还包括能源生产和储

存、应对尘暴、医学支持等。
（新华社华盛顿8月10日电

记者周舟）

建月球基地意在奔向火星

为何不直接采用“阿波罗11号”设计？“阿耳忒弥斯”计划有啥特殊？

美国新登月计划有何不一样

美国航天局局长布里登斯廷
7月向美国参议院介绍了新登月
计划的进展，提到与当年“阿波罗
11号”降落在月球正面的静海南
部不同，“阿耳忒弥斯”计划中的
落月点选在月球南极。

选择在月球南极登陆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近来研究显示月球
两极可能存储了约4.5亿吨的水
冰，如果在相关地区建立基地，饮
水问题较易解决。这些水还可能
被用于制造液氧和液氢，从而为
更远的深空探索提供火箭燃料。

不过登陆月球南极计划的挑
战也更大。“阿波罗11号”的落月
点处于月球赤道附近的平坦地
区，返回舱只需少许推进剂即可
返回月球轨道，与轨道上的飞船
对接后一起回到地球。而“阿耳
忒弥斯”计划中的相关过程要复
杂得多，要先在月球轨道上建立
一个称作“门户”的中转站，宇航
员抵达中转站后，再乘坐“摆渡
车”往返包括月球南极在内的各
处地点。

这套复杂的系统有其好处。
新计划中的火箭只需将飞船送到

“门户”就行，因此不需要阿波罗
系列任务中“土星5号”火箭这样
的“大家伙”，可节省燃料，还可运
送更多载荷。宇航员可在“门户”
与月表之间多次往返，有助于建
立月球基地。

新计划中的落月点
选在月球南极

要实现这一套能多次往返月球的
登月设想，“阿耳忒弥斯”计划包括三
个部分：建造“门户”、建造前往“门户”
的火箭和飞船、建造往返“门户”与月
表的“摆渡车”。

第一，建造“门户”。美航天局已
选择马克萨尔科技公司作为“门户”的
第一个商业合作伙伴，该公司将建造
一个50千瓦的高功率太阳能驱动器，
作为“门户”的动力与推进系统。美航

天局计划2022年底用商业火箭将“门
户”的动力与推进系统送入轨道，还计
划选择一家商业公司建造“门户”载人
舱，尚未公布结果。

据介绍，未来“门户”将拥有多个
可接驳飞船的对接口，这也意味着它
为以后希望使用中转站的探月飞船设
立了技术标准。

第二，建造前往“门户”的火箭
和飞船。其中，由美航天局自己负

责建造的“猎户座”飞船进展顺利，
目前正处于组装测试阶段，其内部
空间将是阿波罗系列任务中所用飞
船的2.5倍，可运送更多宇航员前往

“门户”。
但与波音公司合作开发的新一代

重型火箭“太空发射系统”几经拖延，
预计将在2021年才能实现首飞。“太
空发射系统”首飞时的近地轨道运载
能力为70吨级，未来可达到130吨

级，接近“土星5号”的水平。
第三，建造往返“门户”与月表的

“摆渡车”。美航天局再次选择了商业
公司完成这项任务，目前共有11家公
司合力开发这种载人登月系统。这套
可重复利用的载人登月系统包括3个
部分，用“运输设备”将宇航员从“门
户”送入低月球轨道；用“下降设备”将
他们送至月表；并用“上升设备”将他
们送回月球“门户”。

“阿耳忒弥斯”计划分三部分

中日重启战略对话释放哪些积极信号？
8月10日，中国外交部副

部长乐玉成和日本外务事务次
官秋叶刚男在日本长野县共同
主持新一轮中日战略对话。双
方再次确认，将积极落实中日
领导人大阪会晤达成的重要共
识，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
的中日关系。

分析人士认为，中日时隔
7年重启战略对话是两国政治
互信不断增强的表现，有利于
双方拓展合作。在当今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日需要
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
战，为动荡不定的世界注入更
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朝中社11日报道，金正恩10日
现场指导一种新型武器试射。报道
没有说明这次试射的具体地点。这
是半个多月来朝鲜第五次试射，先前
试射分别在7月25日、7月31日、8
月2日、8月6日。

权正根11日说，朝鲜近期试射
是“实现常规武器现代化的常规措

施”，就连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承认主
权国家拥有自卫权。韩美“公开进行
反朝战争演习，反倒诋毁朝鲜，简直
是贼喊捉贼”。

朝美领导人去年6月至今年6
月先后在新加坡、河内和板门店三次
会面，美方在新加坡会晤后宣布暂停
美韩联合军演。韩美同意终止“关键

决断”“秃鹫”和“乙支自由卫士”三大
军演，代之以小规模演习。

由于韩美联合军演等因素，朝美
工作磋商迄今没有重新启动。朝鲜7
月多次警告，韩美如果执意8月举行
联合军演，将影响朝美工作层面磋商。

韩美下半年联合军演启动次日、
即本月6日，朝鲜外务省谴责这类军

演违背新加坡朝美共同声明及朝韩
间系列宣言精神，说在军事敌对行为
持续不断的情况下，朝方对话的动力
将逐渐消失。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本月7
日说，期待今后数周内重启与朝鲜的
对话磋商。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搞军演 磋商难重启

朝鲜中央通讯社11日报道朝鲜
外务省负责美国事务的官员权正根
讲话，对韩美8月联合军演予以谴
责。

韩国与美国本月5日启动2019
年下半年联合军演，5日至8日以危
机管理参谋训练作为预演，11日进

入为期10天的正式演习。这轮演习
原本拟用代号“19-2同盟”，但韩美
后来放弃使用代号，被解读为意在掩
人耳目，避免进一步刺激朝方。

朝鲜长期谴责韩美联合军演是
“侵朝战争演习”。朝中社11日报
道，韩国如果认为只要弃用“同盟”代

号，“这类演习的侵略性质就改变，或
朝鲜会视而不见，那是大错特错”。

权正根说，韩美军演“在概念上
明明剑指朝鲜”，朝鲜希望韩国“彻底
停止这类军演或拿出有说服力的解
释”，否则北南接触无法实现。朝鲜
会密切关注韩国今后的做法。

另外，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9日说，他8日再次收到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的来信，金正恩在信中表
达了对韩美联合军演的不满。

特朗普称赞信件内容“美好”“非
常积极”，认为两人“将再次会晤”，只
是没有提及可能的会晤时间和地点。

换代号 性质未改变

中日关系不仅仅涉及双边，也是
关系到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
关系。当今世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抬头，不确定、不稳定性仍很突出，中
日两国需要加强协调合作，共同应对
挑战。

吕耀东说，从地区经济合作来

看，日韩贸易摩擦势必影响到中日韩
自贸区谈判，中日韩自贸区不仅仅涉
及三国的利益，更关乎整个东亚经济
的共同利益。此外，日韩摩擦可能也
会影响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
判。中日双方需要就这些问题进行
沟通协商。从区域安全角度来说，中

日双方有必要就朝鲜半岛等问题坦
诚交换意见。

两国领导人在大阪表示，中日
同为亚洲重要国家和世界主要经济
体，应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
易体制，积极引领区域一体化，推动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世界各

国共同发展。
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青山瑠妙认为，中日作为亚洲大国，能
就各种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亚洲
的稳定非常重要。

（新华社东京8月11日电 记者
郭丹）

加强协调应对挑战

战略对话是国家之间就重大、关
键性问题进行沟通的一种机制。分析
人士认为，重启战略对话体现了中日
政治互信正在不断增强。

中日战略对话始于 2005 年 5
月。截至2012年6月，中日战略对话
共进行了13轮，为克服两国间政治障
碍、确定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框

架和重要内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后
来由于日方的错误行径，战略对话被
中断。

近些年来，中日关系趋暖回升。
2017年11月11日，在中日邦交正常
化45周年之际，两国领导人在APEC
岘港会议期间举行会见；2018年，两
国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

周年并开展了高层往来等一系列活
动；2019年6月，两国领导人在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
并确立了十项共识，为中日关系发展
确定了方向。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
室主任吕耀东认为，政治互信是双方
友好关系不断推进的基础。2017年

以来，中日文化交流、海洋对话、安全
对话等全方位展开，为此次战略对话
重启做了良好铺垫。

中日重启战略对话有助于推动双
边合作。吕耀东说，中日在经贸、能源、
环保、养老等领域都有非常大的合作空
间，希望两国在合作过程中能全方位增
强互信，促进双边关系不断向好发展。

重启对话意义重大

在人类登月50年后，美国航天局开始紧锣密鼓地研制新一代重型火箭和“猎户座”飞船，计划2024年前再次将宇航
员送上月球。为何不直接采用当年“阿波罗11号”的设计再赴月球？美国新登月计划“阿耳忒弥斯”究竟有何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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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喊话：韩美军演不停，北南无法对话

这是当年“阿波罗11号”的一幅板绘作品。新华社发

在一次“关键决断”韩美军演中，
韩军发射舰载导弹。 新华社发

这是8月10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拍
摄的安理会利比亚局势紧急会议现场。

联合国安理会10日召开利比亚局势紧急会
议，强烈谴责当天发生在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
的汽车炸弹袭击事件，同时强调联合国无意从利
比亚撤出。班加西当天发生一起汽车炸弹袭击
事件，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的3名工作人员
在袭击中丧生，另有包括3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在
内的多人受伤。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 摄

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
班加西爆炸袭击事件

8月11日，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当地民众
在医院排队认领遇难者遗体。

11日，坦桑尼亚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宣布
10日至12日为国家哀悼日，全国所有国旗降半
旗志哀。同时，坦桑尼亚总理马贾利瓦将前往莫
罗戈罗省出席遇难者的葬礼。10日上午，坦桑尼
亚东部莫罗戈罗省发生一起油罐车爆炸事故，造
成至少60人死亡，另有70余人受伤。 新华社发

坦桑尼亚发生油罐车爆炸事件
至少60人死70余人伤

印度多地持续暴雨
死亡人数升至132人

新华社新德里8月11日电（记者姜磊）据印
度媒体11日报道，近日印度西海岸多地持续暴雨
引发洪灾和山体滑坡，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
132人，另有多人失踪。

据印度《今日商业》网站报道，受灾最严重的
喀拉拉邦至少有57人死亡，古吉拉特邦至少有
22人死亡，马哈拉施特拉邦至少有27人死亡，卡
纳塔克邦至少有26人死亡。

喀拉拉邦 3个地区 11日发布暴雨红色预
警。因受天气影响，该邦瓦亚纳德地区的救援工
作受阻。

据了解，洪水和山体滑坡导致多地交通瘫痪。
喀拉拉邦目前已有25辆列车停运，港口城市科钦的
机场已关闭3天，预计11日将部分恢复运营。

印度每年6月至9月是季风雨季，雷电暴雨
天气频发，洪水及泥石流等灾害经常发生。

这是8月10日在也门亚丁拍摄的也门南方
过渡委员会的武装人员。

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的武装力量10日占领
临时首都亚丁的总统府。也门政府当天发表声
明，指责南方过渡委员会发动政变。新华社/法新

也门政府指责
南方过渡委员会发动政变

丹麦首都四天发生两起爆炸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处警察局外10日凌晨

发生爆炸，没有人员伤亡。这是哥本哈根4天内
发生的第二起爆炸。

事发凌晨3时18分，地点是哥本哈根诺雷布
罗区。法新社报道，警察局入口处的玻璃门受损，
碎片散落一地。附近居民听到爆炸声；消防部门
等应急机构出动人员或设备赶到现场。

警方封锁现场并着手调查，暂时没有确定爆
炸原因。哥本哈根警察局长约尔登·斯科乌说，这
不是一桩意外，而是一次蓄意行动，不确定肇事者
的动机。另外，他说，暂时没有证据显示事件关联
恐怖主义。

丹麦人口大约570万。这个北欧国家享有安
全美名，极少发生恶性袭击或暴力事件。

安晓萌（新华社专特稿）

据朝中社11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0日现场指导了一种新型武器试射，他在发射场察看时表示，新型武器是根
据朝鲜地形条件和主体战法开发的，性能优于现有武器系统。金正恩在观察哨指导新型武器试射，并亲自下达射击命令。

同一天，朝鲜外务省美国局局长权正根向韩方喊话，他表示，在韩美停止联合军演前，北南很难实现接触。据朝中社报道，
权正根说，韩国方面在朝鲜的常规武器开发试验问题上小题大做，举行具有“侵略性质”的韩美联合军演，这是“大错特错”的。

金正恩现场指导新型武器试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