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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
日电（记者胡喆）10月1
日，在举国欢度国庆、中
秋双节之际，国家航天局
发布我国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
飞行图像，图上的五星红
旗光彩夺目，呈现出鲜艳
的中国红。

这是“天问一号”探
测器首次深空“自拍”，茫
茫宇宙中银色的着陆巡
视器和金色的环绕器熠
熠生辉，“天问一号”以此
向祖国报告平安，表达生
日祝福。

国家航天局公布的信
息显示，探测器上的五星
红旗，尺寸约为39厘米×
26厘米，略小于一张A3
纸，重量144克，图案采用
特殊材料经特殊套印工艺
喷涂。

据悉，飞行图像由探
测器携带的分离测量传
感器拍摄。传感器安装
于探测器外侧壁，在地面
控制下与探测器本体分
离，利用自身两侧安装的
两个广角镜头，每秒拍摄
一张图像，通过 WiFi 通
信方式将图像传送给探
测器，再由探测器转发回
地面。

“天问一号”探测器于
7月23日成功发射，由长
征五号运载火箭直接送入
地火转移轨道，飞行期间
已成功完成地月合影获
取、两次轨道中途修正、载
荷自检等工作。截至10
月 1日 0时，探测器已飞
行约1.88亿公里，距地球
约2410万公里，飞行状态
良好。

一个重量仅680克的相机与探测器完成解锁，以约0.2米每秒的速度逐渐远离探测
器；在逐渐远离探测器过程中，由近及远拍摄下带有国旗的“天问一号”探测器本体……
10月1日，在举国欢度国庆、中秋双节之际，国家航天局发布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
问一号”探测器飞行图像，五星红旗在太空闪耀。这张自拍照是如何完成的？记者采访
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的研制团队。

欢度“双节”

人间至味是团圆！
武汉是我国高铁枢纽城市之一。今年的中秋

节和国庆节恰好是同一天，与武汉结下深厚情谊
的各地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常年在外打拼的“武
汉伢”，纷纷坐着高铁回到这个刚刚经历过新冠肺
炎疫情的城市，与亲人团聚。

这几天，在开往武汉的高铁上，在武汉三大火
车站的站台上，一幕幕动人的场景照亮这个特别
的团圆节日。

医疗队员再赴武汉
这里已是第二故乡

“终于又见面了，这次可以摘下口罩，大家
一起好好聚聚，吃一顿团圆饭了。”10 月 1 日
11时许，从上海始发、经沪汉蓉快速客运通道
开来的G1773次高铁列车车门一打开，江苏支
援湖北医疗队队员贾凌激动地与前来接站的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
长梁文等4名医护人员抱在一起，眼泪不自觉
地流了下来。

梁文把手中的鲜花送到贾凌手上，一张夹在
花中的小卡片上写着：“贾凌主任，欢迎回武汉
家！”落款：武汉家人。

“是的，经过了这场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殊死搏
斗，我早已把这些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当成了亲
人，把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当作了我的第二故
乡。”贾凌激动地说。

1日的武汉火车站站台，这样的场景不断上
演。一队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从北京、从河
南、从广州、从上海、从江苏、从四川经京广高
铁、沪汉蓉快速客运通道汇聚武汉；站台上，曾
经的战友、病友打着大红横幅、手捧鲜花迎候，
问候、相拥、落泪……

“当时餐馆多数没开门，想一起庆功都没条
件，这次希望补上，大家吃顿团圆饭。”东南大学附
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潘纯1日带着爱
人和孩子来到武汉，与武汉金银潭医院的战友们
相聚。

G1772次列车缓缓驶入站台。同样的行程，
却是不同的心情。大年初二南京去往武汉的高铁
上，潘纯独自坐在餐车。“那时肩上背负着沉甸甸
的责任，包括对未知的担忧，心理压力挺大。这次
就想去看看复苏后的武汉，和一起奋战过的兄弟
们好好聚一聚。”潘纯说。

经历了一场疫情
更懂得团圆的意义

9月30日下午，在广州工作的武汉姑娘郑扬
银登上回家的高铁，这是她时隔近10个月后第
一次回家。这个中秋，对她而言有着特殊的意
义。“我家里过去并没有非常重视过中秋，但今
年不一样，家里人都期待团圆，补上过年的感
觉。”郑扬银说。

两年前，郑扬银大学毕业后只身南下广州，每
逢春节、国庆等假期，她总会坐高铁回武汉和家人
团聚。今年因为疫情阻隔，她第一次独自在外过
了一个忐忑不安的春节。“我回到家要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拥抱一下我的家人。平时不太习惯表达
感情，但这次回去真的很想抱一抱他们。”郑扬银
说，“家里人都很健康，我觉得特别幸运。”

坐着飞驰的高铁前来的，既有奔波在外的游
子，也有牵挂于心的亲人。1日傍晚，武汉动车段
随车机械师邹政的父母抵达武汉火车站，他们要
来看看已分别249天的儿子。在这段分别的时间
里，邹政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保障着抗疫物资
和人员运输的安全顺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麻醉科医
生宣伟，几天前就开始收拾去武汉的行李，他说：

“很早就抢了去武汉的高铁票，这次一定要聚聚。”
虽然不是武汉人，但在武汉度过了5年的大学时
光，同学们大都留在当地从医，武汉早已是第二故
乡，“每年夏天回武汉中山公园附近吃一顿小龙
虾”是大家当年的约定。

因为疫情影响，今年的聚会推迟到了中秋。
作为上海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的宣伟，2
月19日到达武汉入驻雷神山医院。“去武汉的时
候，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知道老师和同学们都
在，这次聚会的几位同学，当时都在抗疫一线。”
宣伟说，“这次回到武汉，要和同学、老师、战友
们聚聚，希望之后的每一年，我们都能在夏天，
如约相聚。”

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
一定能够浴火重生

肖璐是广州一所高校的青年教师，往年她只
在寒暑假回家乡武汉，今年的疫情让她更加珍惜
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她想要抓住机会多些时间
陪在亲人身边。肖璐说，前不久从广州坐高铁回
了一趟武汉，看到高铁上一本杂志的封面写着“谢
谢你为武汉拼过命”，顿时心中充满了暖意。“这应
该是写给乘坐武广高铁的游客或回武汉的人们，
大家都为了疫情防控出了力；只要我们发扬伟大
抗疫精神，齐心协力、拼搏奋斗，武汉一定能够克
服困难、凤凰涅槃。”

“共饮一江水，同心战疫情”。首批江苏支援
湖北医疗队队员、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外科
护士长吴卫娟代表医院给此前援助过的武汉市江
夏区中医院带来了一条云锦，云锦上绣着的这行字
表达了患难与共的真情和对久别重逢的期盼。

“距离上次来武汉快9个月了，那时的武汉路
上基本没有车辆和行人，这次高铁一到武汉境内，
我就不停地朝窗外望，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
不息的车辆，感觉武汉真的恢复了，由衷感到高
兴。”吴卫娟说。 （新华社武汉10月1日电）

迟到的团圆味更浓
——四方“游子”坐着高铁回武汉过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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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一号”自拍照
是如何完成的？

如何在太空中拍摄

自我国首次自主火星探测任务
立项以来，如何做好火星探测器在
轨工作状态的可视化监测就成了研
制团队面对的重要任务之一。为了
获取“天问一号”在奔火过程中的全
貌状态，八院火星环绕器工程测量
分系统团队专门设计了一套由多个

“质量小、个头小、能耗小”的“小家
伙”组成的监测系统。

在地面自拍时，人们可以借助
自拍杆等辅助工具，在选好角度、光
影后进行拍摄，而“天问一号”的自
拍却没有这么简单。

专家告诉记者，由于本身个头
较大，如果采用自拍杆策略，“天问
一号”需要使用一个长达15米的自
拍杆才能实现全貌自拍，不仅资源
消耗大，而且容易产生安全隐患。

为此，八院火星环绕器工程测
量分系统团队提出“分离式监测方
案”，即在合适的光照条件下“抛”出
一个轻型相机对“天问一号”进行拍
照，并实时把图像传回“天问一号”
探测器上。

一次性双摄WiFi相机

为了成功实现分离式监测方案，
八院火星环绕器工程测量分系统团
队需要一个能“分得出去、拍得清楚、
传得回来、坚持得住”的“小家伙”：采
用轻小型低冲击解锁分离装置使相
机“分得出去”；采用彩色成像，配置
800×600、1600×1200两档分辨率
的相机让图像能“拍得清楚”；采用可
实现400米无线通信的超强WiFi通
信让数据能“传得回来”；采用可提供
长于1小时供电的一次性电池让相机
能够“坚持得住”，让地面能够一览

“天问一号”奔火的全貌状态。
考虑到相机在逐渐远离探测器

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翻转，研制团队
将相机设计为正反双摄像头，保证
相机在翻转过程也可以尽可能多地
拍摄到探测器图像。经过四年的攻
关研制，这个总重约950克的“小家
伙”历经重重考验顺利搭载“天问一
号”火星探测器进入太空，并将重约
680克的摄像头成功分离出去，收获
了清晰的图像，圆满完成“天问一
号”全貌可视化监测任务。

这面国旗不一般

作为八院火星环绕器工程测量分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天问一
号”火星探测器上的国旗是为了任务
专门设计与研制的。此次任务使用
的国旗尺寸约为39厘米×26厘米，
稍小于一张A3纸，重量仅为144克。

专家介绍，为了尽可能减轻重
量、保证平整，国旗图案用特殊颜料
经特殊套印工艺喷涂在一张铝板
上。为了确保历经太空恶劣环境考
验后仍然可以鲜艳完好，国旗在经
历了辐照、高低温交变、低温存储等
多重试验考核后，才最终安装在探
测器侧面。

目前，八院火星环绕器工程测
量分系统已经圆满完成了包括太阳
翼展开、定向天线展开、探测器自拍
等在内的多项任务。在接下来的地
火转移飞行中，八院火星环绕器工
程测量分系统还将持续开展任务，
定期对太阳翼、定向天线的运行情
况进行可视化监测，继续为“天问一
号”的探火之旅保驾护航。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日电）

据新华社天津10月1日电 10月
1日，国庆节，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
中秋节，双节上演“喜相逢”。天文专
家表示，出现这种特殊情形，主要是

“闰月”的结果。中秋再逢国庆长假，
下一次是2025年，而“双节”再现同
一天则要等到2031年。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
理事赵之珩解释说，中国的农历规定
大月30天，小月29天，一年12个月

共354或355天，比一个回归年的天
数少11天左右，3年累计下来，就超
过一个月。久之，就会出现时序和天
时错乱的怪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便采用在农历年里增加“闰月”的
办法，即在有的年份安排13个月，有
两个一样的月份。置闰的规则依据二
十四节气来定。

“中秋节一般出现在阳历9月7
日至10月7日之间。‘闰月’如果加
在八月之前，大多数会造成中秋逢国
庆长假的情况。农历庚子鼠年被安

排了一个‘闰四月’，导致了中秋逢国
庆长假现象的发生，巧合的是，中秋
与国庆还落在了同一天。”赵之珩说。

天文专家表示，中秋逢国庆长假
是正常历法现象。就21世纪里的这
100年而言，有21个年份的中秋落
在了国庆长假中。上一次出现在
2017年10月4日，下一次是在2025
年 10月 6日。而中秋和国庆同一
天，则要等到2031年。

2025年中秋将再逢国庆长假
“双节”同一天则要到2031年

与往年相比 这个长假有哪些特殊之处？
今年的国庆、中秋非同寻常，意味特殊——清晨看升旗迎国庆，晚上赏明月庆中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中秋、

国庆恰逢同日，举国同庆、万家团圆。与此同时，今年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以及“十三五”规
划收官之年。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来临的假日，有哪些不同之处值得期待？

10月1日清晨，首都北京，
天安门广场下着绵绵秋雨，18米
高的巨型“祝福祖国”花篮中繁
花锦簇、硕果累累。

来自五湖四海的9万多名
群众伫立广场，观看升国旗仪
式，共同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71
华诞。

“2020年是一个让人刻骨铭
心的年份，我一定要来天安门看
升国旗庆祝国庆。”来自江苏徐
州、有31年党龄的党员刘广胜说。

各地纷纷举办融家国情怀、
传统文化于一体的庆祝活动。

9月30日至10月8日，武汉
将展播主题为“致敬祖国”的长
江大型灯光秀。

凸显家国情怀

8天长假也是回家、出游高
峰，对疫情防控又是一次大考。
记者了解到，各地开门迎客的同
时丝毫没有放松疫情防控。

交通运输部要求，要严格运
输装备消毒，落实防疫措施和信
息登记制度。各地在车站、港
口、机场等场所要求查验健康
码，还有些城市在公交、地铁环
节要求查验健康码。

为有效防控疫情，“限量、预
约、错峰”成为各地旅游景区的
基本要求。

据了解，除部分开放式免票
景区外，全国280家5A级旅游
景区中，已有九成多景区建立分
时预约制度。

疫情防控不放松

为全面落实扩大内需战略，
释放消费潜力，各地纷纷打出

“组合拳”。
据了解，国庆期间，山东省、

市、县三级预计通过多个平台集
中发放2000万元惠民消费券，
携手11358家文化和旅游企业，
为消费者提供34万余件文化和旅
游产品。9月14日至11月8日，
成都将发放超2亿元的消费券。

民银智库宏观区域研究团
队负责人应习文认为，疫情中受
损较大的旅游、餐饮、酒店、电
影、航空等行业三季度以来复苏
进程加快，预计今年双节的消费
复苏将成为三、四季度经济回暖
的重要动力。

假日经济回暖

被疫情限制的出游需求与
超长假期的叠加，将刺激国内旅
游迎来复苏高潮。

8天假期，全国接待国内旅
游人数预计达5.5亿人次，高速
公路网车辆总流量将达4.08亿
辆次，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8亿
人次。

记者从航班管家了解到，预
计这个假期民航将发送旅客
1300万人次以上，国内计划执
飞的航班量已超过去年同期，同
比增长15.12%。

去哪儿网公共事务高级经
理徐振妍介绍，和往年国庆假
期不同，今年长假旅游以境内游
为主。

国内游将迎来复苏

中消协提醒消费者，自觉抵
制舌尖上的浪费，根据用餐人数
合理点餐，杜绝铺张浪费；发现
餐饮企业存在诱导消费者多点
餐或设置最低消费门槛等造成
餐饮浪费，要勇于批评纠正、投
诉举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提
前推出“中秋、国庆期间‘四风’
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鼓励
网友对党员干部在节日期间违
规吃喝等问题进行举报。各地
纪委也纷纷通过发送提醒短信、
曝光典型案例、开展集中谈话等
形式，在节前向党员干部打招
呼、提要求。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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