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0月16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毕军 美编：张昕 检校：王振文 陈旭辉A09

■■■■■ ■■■■■ ■■■■■

飞天英雄征寰宇飞天英雄征寰宇
———记神舟十三号航天员—记神舟十三号航天员

聚焦神舟十三号

13年前，他迈出
了中国人在浩渺太空
中的第一步。那清逸
飘然的一步，至今仍
清晰烙在每一个炎黄
子孙的心坎里。13
年后，航天英雄再出
征，他说，一切仍从零
开始。

8年前，她在400
公里的太空为全国
6000多万名学生进行
太空授课。8年后，
“太空教师”再出征，她
说，愿意再次带着孩子
们的眼睛去触碰梦想，
去开启新的探索。

5年前，他成为首
位在公众视野亮相的
中国第二批男航天
员。在那黑暗、陌生的
意大利撒丁岛洞穴里，
凭着优秀的综合能力
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征
服了绵延数十公里的
地下世界，赢得了国际
同行赞誉。5年后，
“入得了地”的他首次
出征，他说，心里虽有
些许忐忑，但对任务充
满信心和期待。

2021年 10月 14
日下午，他们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问天阁正
式亮相。10月16日0
时23分，他们将身着
乳白色航天服出征，向
着太空、向着天宫。

他们，就是神舟
十三号航天员翟志
刚、王亚平、叶光富。

岁月，看上去并没有在特级航天员翟
志刚身上留下痕迹。笑容依旧，诙谐依旧。

2008年9月27日，他迈出了中国人在
茫茫太空中的第一步，成为首位太空行走
的中国人。13年后，他再次以指令长的身
份率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征战太空。

“飞行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使命。”55
岁的翟志刚说，“对于我来说，从来没有停
歇的脚步，只有奋进的号角。”

1966年10月，翟志刚出生在黑龙江省
龙江县一个小乡村，家里兄弟姊妹多，父亲
长年卧病在床，是目不识丁的母亲卖炒瓜
子换钱供他完成学业。

之后多年间，无论是参加空军招飞还
是航天员初选，无论是空中训练遇到险情
还是连续两次错过飞天的机遇……正是少
年时代饱尝的艰辛，让翟志刚从不言苦累，
更不言放弃。

2008年初，翟志刚如愿入选神舟七号
航天员乘组，并于9月25日21时10分开始
了飞天之旅。两天后，他穿上“飞天”舱外
航天服准备漫步太空时，舱门却怎么也打
不开。用力拉了3次，舱门却丝毫没有反
应。用辅助工具撬了2次，每次舱门刚打开
一点缝隙，残留的气压就会把舱门紧紧压
住。最后，他拼尽全身力气，用力打开了连
接浩瀚太空的舱门。

在黑色天幕和蓝色地球的映衬下，翟
志刚挥动鲜艳的国旗向祖国报告：“神舟七
号已出舱，身体感觉良好，向全国人民、向
世界人民问候。”

2008年，他随团访问香港。一名小学
生问他：“去太空的时候，怕不怕死？”当时
他这样回答：“怕死。但打开舱门的那一
刻，我没有考虑过生死，也忘记了自己面对
的是生死考验。那一刻，心里只有任务。”

神七任务结束后，翟志刚被授予“航天
英雄”荣誉称号，成了一名公众人物。但他
深知，是千千万万航天人铺就了飞天之路，

“身体会失重，但心灵永不失重”。为此，他
归零成绩、归零经历、归零心态，一切从头
开始继续准备飞天的工作。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多年来，他仍日
复一日地训练，一次次接受挑选。如今年

过半百，翟志刚的航天生理功能
始终保持在优良等级。

记者问：“用得着这么拼
吗？”

他答：“党和人民给予我
们崇高荣誉，祖国托举我

们飞上太空，我们唯一
的使命就是为国出征，
只要一声令下随时
准备再上太空。”

樱桃成熟的季节，山东烟台女
孩王亚平走出生活了17年的小山
村，从此飞向天空，飞向太空。

高三那年，空军部队来学校招
女飞行员。王亚平一路过关斩将，
顺利收到了空军长春飞行学院的
录取通知书。4年的学校生活，连
周末外出的机会也很少，每天饱受
风吹日晒，人也变得又黑又瘦。

当她打电话和家人诉苦时，父
亲的一句话惊醒了她：“你吃的所
有苦，不都是为了飞行吗？”打那以
后，王亚平就抛掉了一切不合时宜
的念头，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学习训
练中。

第一次上飞机飞行那天，按训
练要求，飞机俯冲低飞时，王亚平
看到了地面上那些仰头观望的村
民的脸，看到了农户家的鸡被惊得
飞来跳去，看到了大黄狗冲着天空
叫唤。

2003年，杨利伟乘神舟飞船首
飞太空。火箭升空的那一刻，电视
机前的王亚平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中国什么时候会有女航天员呢？

那年，23岁的王亚平有了自
己的飞天梦。

2010年，她如愿成为航天员
大队的一员。这时，她才发现这些
光鲜灿烂的时刻，是短暂的，更多
的是面对枯燥艰苦的训练和一次
次激烈严酷的挑选。

每次训练，随着过载的增强和
过载受力方向的变化，王亚平的脸
部肌肉会因为强大的牵引力而严
重变形，眼泪控制不住不断地向外
流。短短几十秒的训练时间，每次
都像几个小时一样令人难熬。但
她从不去按下手边那个红色的暂
停按键。

出舱活动水下训练中，她在
10米深的水下，克服水的阻力和
服装40千帕的压力，不断调整身
体姿态，完成攀爬、操作等各种动
作，一练就是五六个小时，饿了只
能忍着，痒了痛了也没法挠。男航
天员在水下坚持多久，王亚平同样
在水下坚持多久。

在太空，身着舱外航天服的
航天员行动和操作主要靠上肢，
对于将要执行出舱任务的王亚平
来说，如何增强上肢力量？一个
字，“练”。

2013年，王亚平入选神舟十
号航天员乘组，6月11日17时38
分搭乘神舟十号飞船首次飞向太
空。或许正是有了充分训练准备，
进入太空的第一个晚上，她一觉居
然睡了11个小时。

根据任务安排，她还在飞行中
为全国8万余所学校的6000多万
名学生进行太空授课。这是我国
载人航天飞行中首次开展教育应
用类任务，是一次面向全国、面向
全世界的科普直播活动。

6月20日，在远离地球400公
里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中，身着
蔚蓝色舱内工作服的王亚平向摄
像机镜头缓缓飘来，在大约40分
钟内顺利进行了质量测量演示、
单摆运动演示、陀螺演示、水球
演示、水膜演示等5个基础物
理实验，并通过天地连线与地
面课堂师生进行互动交流。

一个名叫王楠的高中生因
此坚定了选择航天的信念，现
在如愿成为一名航天工作者。
她说：“‘太空教师’王亚平一直
是我追梦路上的光。”

2021年的金秋，王亚平将
作为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再飞太
空，将成为进入中国空间站的
首位女航天员，也将是中国首
位实施舱外活动的女航天员。

“如果说第一次飞行更多
的是新鲜和好奇，那么第二次
飞行，我觉得更多的则是期待
和享受。”王亚平对记者说，她
期待再次飞上太空去享受失重
环境下那种神奇美妙的感觉，
期待着能够在我们自己的空间
站里迎新年、过除夕，期待着到
舱外去看看我们美丽的太空，
也期待着能够再一次带着孩子
们的眼睛去触碰梦想、开启新
的探索。

10月14日，神舟十三号航天
员乘组公开亮相。浓眉大眼、英
俊帅气的叶光富，让很多网友直
呼：哇，航天员的颜值这么高！

公众面前，41岁的叶光富显
得自信而从容。他对记者说：“加
入航天员队伍11年，我为梦想也
奋斗了11年。现在，我对任务充
满信心和期待。”

虽然是首次执行飞天任务，
但这并不是叶光富的首次亮相。

2016年 7月7日，在意大利
撒丁岛，6名满身泥土的航天员
从探险6天6夜的洞穴中走出。
其中，叶光富那张帅气的东方面
孔格外引人注目。

由此，他成为中国首位公开
亮相的第二批男航天员。

古老的撒丁岛，经过数百万
年的海水和雨水冲洗，在地下世
界形成了层次丰富的洞穴系统。
那里光照极少，没有声音，连食物
的选择也十分有限。这种与太空
类似的极端环境，是评估和锻炼
航天员的理想场所。

叶光富作为中国航天员代
表，与来自美国、俄罗斯、西班牙、
日本的5名航天员共同参加了欧
洲空间局组织的为期15天的洞
穴训练。

凭借良好的综合素质，叶
光富在训练中脱颖而出，成为
担当洞穴勘测与定向导航任务
的重要角色。那些日子，他穿
着探洞服，头戴携有探照灯的
安全头盔，背负装有各种任务
所需设备的背包，或在悬崖峭
壁中攀爬，或在垂直的深洞中
升降，步步惊心。

有一次，团队发现一个有2
个足球场大的洞厅，尽头的石
墙高达100米。叶光富要完成
对这个洞厅的勘测，辅助勘测
定位的另一名航天员爬到一个
边缘位置。叶光富敏锐地观察
到有岩石往下滚落，顿觉不妙，
赶紧招呼那名航天员撤回。就
在刚回撤到安全区域后，岩石
开始滑落，并迅速发展成一大
片岩体滑坡。

最终，叶光富和整个团队
一起战胜了种种困难，并从庞
大的地下迷宫中安全回归。在
任务后期，他将所有勘测的数
据进行下载、整理、分析，生成
了一个3D洞穴地图，为以后训
练留下宝贵资料。

叶光富上高三时，空军招飞
的消息传到他所在的学校。从小
就梦想飞行的他报名参选，成功
进入空军长春飞行学院。

在担任飞行员期间，叶光富
有着过硬的心理素质和精湛的飞
行技能。一次，他驾驶战斗机返
回时遭遇浓雾，加上当时是逆光
方向着陆，几乎看不见跑道。紧
急情况下，他不慌不忙，沉着应
对，严格按照流程有条不紊地进
行操作，在与指挥员的密切配合
下，调转机头，逆向着陆，飞机划
出完美的曲线，不偏不倚地落在
跑道上。

2010年，叶光富加入航天员
队伍。虽说飞行员是最接近航天
员的职业，天空和太空仅一字之
差，但是要完成从飞行员到航天
员的转变，却是像登天梯一般步
步艰辛。

除了要完成基础理论学习、
航天环境耐力与适应性训练、救
生与生存训练等8大类上百门挑
战身心极限的科目训练，以及严
格而常态化的考试，更要面对心
理的煎熬和挑战。

叶光富一直用最好的状态时
刻准备着，苦练技能。“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进行训练，这个过程
对我们也是一种历练。我认为人
生的精彩就体现在漫长而艰辛的
奋斗过程中。”叶光富说。

心在太空，路在脚下。
对叶光富来说，最有挑战性

的要数出舱活动水下训练。他穿
上水下训练服后，人服加起来近
500斤重，需要在水下持续作业
五六个小时。每次训练后，他戴
的两层手套和内衣都被汗湿透。

针对航天员应急返回进行
的恶劣条件下的48小时野外生
存和应急救生训练，也让他印象
深刻——

巴丹吉林沙漠，叶光富和王亚
平、陈冬找到一处小灌木丛，利用
降落伞搭建掩体，当时叶光富用温
度计测了测，温度直接“爆表”。

首次入选航天员飞行乘组，
叶光富便面临 6个月的飞行周
期。“心里难免有一些忐忑，但回
顾前期的准备，心里也很踏实，因
为我们做好了准备。”他对记者
说，他期待能保持良好的身心状
态进行在轨生活和工作，闲暇之
余透过舷窗好好看看地球这颗蓝
色星球。

（据新华社酒泉10月 14日
电 记者李国利 黎云 占康）

王亚平
带着孩子们的眼睛去触碰梦想

叶光富
“上得了天”也“入得了地”翟志刚

唯一的使命就是为国出征

10月15日晚，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

广场举行。翟志刚（右）、王亚平（中）和叶光富即将开启为期6个月的飞行任务。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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