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亚
平

王
亚
平
（（
左左
）
、
）
、叶
光
富
在
进
行
太
空
授
课

叶
光
富
在
进
行
太
空
授
课
。。

走近冬奥

12月9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种展示活
动在北京邮电大学举办，现场展示了北京冬奥会
火种灯、火炬和火炬手制服。图为北京邮电大学
冬奥志愿者在活动上宣誓。 新华社发

北京冬奥会火种
走进北京邮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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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们观看王亚平（右）展示如何在太空中
饮用再生水。

（本栏照片均由新华社发）

⬆ 学生们在北京中国科技馆听课。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记者
李国利 温竞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透露，12月9日15时40分，“天
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讲，时隔8年之
后，中国航天员再次进行太空授课。

“太空教师”翟志刚、王亚平、叶
光富在中国空间站为广大青少年带
来了一场精彩的太空科普课，这是
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

在约60分钟的授课中，神舟十三

号飞行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
光富生动介绍展示了空间站工作生活
场景，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
验、人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神奇现
象，并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授

课期间，航天员通过视频通话形式与地
面课堂师生进行了实时互动交流。

此次太空授课活动进行了全程
现场直播，在中国科技馆设地面主
课堂，在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

澳门分设4个地面分课堂，共1420
名中小学生代表参加现场活动。

后续，“天宫课堂”将持续开展太
空授课活动，积极传播载人航天知识
和文化，持续开展航天科普教育。

25岁的白雪上一次参加我国太空授课时，还是一
名高二学生。神舟十号航天员在天宫一号展示了失重
环境下的物理现象。主讲人王亚平成为我国首位太空
教师，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成太空授课的国家。

8年一瞬。今天，来到中国科技馆地面主课堂聆听
我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的白雪，已是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宇航学院博士生，攻读航天工程专业。

15时40分，太空授课正式开讲，神舟十三号航天
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担任“太空教师”，他们像鱼
儿一般在宽敞的空间站里游动，引得现场青少年一片
雀跃。

“我第一次参加太空授课时也非常激动，那是一种
对航天的实感，仿佛真正触摸到了什么东西。”白雪说，
她的人生开始与航天关联——高考第一志愿填报航天
专业、大学毕业留在航天领域深造、如今专注航天科
研，还有一位陪伴她整个青春的偶像：航天员王亚平。

前不久，王亚平迈出了中国女性舱外太空行走第
一步。她身着我国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从天和
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

“她向前走的每一步都充满勇气，这份勇气也激励
着我向科学的无人区探索。”白雪说。

在约60分钟的授课中，3名航天员生动介绍了空间
站的工作生活情况，相互配合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
验、人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现象。

与8年前一样，王楠认真观看了整场授课直播。不

过，当“上课铃”再次响起，回到太空课堂的她，已经从
山东省高密市某中学高二18班的物理课代表，成长为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的设计师。

“水球实验经典再现，细胞学实验首次亮相，这次
太空授课不仅展示了基础物理现象，还增添了生物学
内容。”王楠骄傲地说，变化背后是祖国航天科技的发
展进步。

待神舟十三号乘组顺利返回，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将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建成后的中国空间站将成为
国家级太空实验室，全面开启我国空间科学研究与应
用的新时代。

“8年前，是亚平老师的太空授课让我意识到，原来
课本上的物理知识真能与航天产生关联。只要我坚持
学下去，就有机会接近那片星辰大海。”现在，王楠如愿
以偿。1996年出生的她是中国航天事业中的“萌新”，也
是未来。

即将进入建造阶段的中国空间站，会迎来首批来
自17个国家的国际合作实验项目，建成后欢迎各国航
天员入驻；已经完成全球组网的北斗系统，正在为90多
个国家提供服务，今天这场太空授课，面向全球进行了
全程现场直播。

走出中国科技馆，白雪希望下一个8年能留在航天
院校，专心科研、培养人才。王楠坚定如初，她的征途
是星辰大海。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记者刘艺 黄一宸）

8年前的太空课埋下“航天种子”,8年后再来听课时
她们也成为“航天人”

两次太空授课，课间八年

商务部：

中方坚决反对美拟立法
禁止进口中国涉疆产品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高峰12月9日表示，美方拟立法禁止进口中国涉
疆产品，这是以所谓“人权”之名，行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霸凌主义之实，对此中方坚决反对。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说，美方行为罔顾事实，完全违背世贸组织原
则，是对国际经贸秩序和自由贸易规则的严重破坏。

高峰指出，这样的行为必将严重损害两国企
业和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是对中国新疆地区各族
群众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的严重破坏，也会
加剧全球供应链紧张、影响全球经济复苏。

他表示，美方应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中方将
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教育部颁布
《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记者余俊杰）记者
9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近日颁布新修订的《普
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将于2022年1月1日
起正式施行。此次修订旨在解决制约普通话水平
测试健康发展的瓶颈问题，着力提高测试管理的
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管理规定明确，普通话一级甲等须经国家测
试机构认定，一级乙等及以下由省级测试机构认
定，并将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的颁发机构由
省级语言文字工作办事机构统一变更为国家测试
机构，增强了专业测试的统一性、权威性。

管理规定提出一系列便民新举措。删除两次
测试间隔时间的要求，扩大测试服务供给；取消属
地报名要求，明确应试人可根据实际需要，就近、
就便报名参加测试；针对残障人士的实际需求，强
化对特殊人群的语言测试服务；明确在境内学习、
工作或生活3个月及以上的港澳台人员和外籍人
员可自愿申请参加测试；增加电子证书相关规定，
明确电子证书和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确保运动员参赛是共识
加剧分歧有悖使命

据新华社柏林12月8日电（记者刘旸）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8日在线上视频记者会上针对个
别国家不派外交人员参加北京冬奥会做出回应。
他表示，确保运动员参赛是共识，如果奥运会被用
来加剧当今世界的冲突分歧，则与国际奥委会的
使命相违背。

巴赫表示，国际奥委会始终关心运动员参赛
事宜，对各国家和地区支持运动员参赛表示欢
迎。“我们始终强调，要让运动员吃下‘定心丸’，这
是国际奥委会以及我们各成员协会的共识，也是
所有支持奥林匹克休战决议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共
识。我们关注的焦点在运动员和比赛上。”

巴赫说：“我们组织比赛是为了团结世界。如
果我们开始介入政治，这将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末
日。我们不要忘记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政
治势力介入最终导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终结。
如今世界上存在各种冲突分歧，奥运会如果被用
来加剧这样的分歧，是和我们的使命相违背的。”

巴赫说：“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是确保举办奥运
会、国际奥委会运转以及遵守《奥林匹克宪章》。北
京冬奥组委完全尊重这些，我们没有理由质疑。”

法国宣布不会
“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

新华社巴黎12月 9日电 （记者唐霁 肖亚
卓）法国国民教育、青年和体育部长让-米歇尔·
布朗凯9日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宣布，法国
不会追随美国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法
国“不会这么做”。

他说：“体育本身是一个世界，必须保护它免
受政治干预。否则，它可以朝着任何方向发展，并
最终将扼杀所有比赛。”

布朗凯说，届时负责体育事务的部长级代表
罗克萨娜·默勒奇内亚努将出席北京冬奥会，法国
总理府负责残疾人事务的国务秘书索菲·克吕泽
尔也将出席北京冬残奥会。

9日16时许，天地信号接通，一个悬浮在空中匀速
自转的小小陀螺出现在同学们眼前。“欢迎来到‘天宫
课堂’！”清脆清晰的声音响起，化身“太空教师”的神
舟十三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出现在画面
中，“天宫课堂”第一课在中国空间站正式开讲。

中国科技馆的地面主课堂被布置成了蓝色调，一
组组圆形排布的桌凳就像一颗颗蓝色的星球，置于其
间的天和核心舱1：1模型和神舟一号返回舱实物，更
是令学生们仿佛置身浩瀚宇宙之中。

“飘”在核心舱里的三位航天员相互配合，首先带
领大家参观了航天员的太空家园。空间站里布置着家
人的合影和可爱的毛绒公仔，让王亚平休息区的小小
角落显得尤为温馨。

王亚平仔细向同学们展示了“太空厨房”里的微波
炉、冰箱、饮水分配器和食物，还演示了航天员如何利
用太空跑步机、太空自行车等设备在轨锻炼。

有同学好奇，在太空中能像在地面一样行走、转身吗？
叶光富现场做了转身的动作，结果却是上半身向右转，下半
身向左转。“怎么才能实现转身呢？”叶光富伸出右手开始不
停画圈，成功转身！主课堂内爆发出同学们热烈的掌声。

“完全没想到，真是太神奇了！”天地间物理现象的
不同深深震撼了北京市第十三中学高一学生刘奕赫，

“老师说这是一个角动量守恒的问题，现在我们还没有
学到，但是我特别感兴趣，课后就想去了解一下为什么
他会出现这种情况！”

水膜和水球实验是赢得同学们惊叹声和掌声最多
的一个环节。王亚平用一个金属圈伸进水袋，拿出时
水竟在金属圈内形成了一层水膜，再往水膜上继续加
水，水膜越来越厚，最终变成一个大水球。

“失重状态下，水的表面张力大显神威，才能做出
地面无法做出的水球。向水球注入一个气泡，水球则
倒映出一正一反两个人像，这是气泡将水球分割成了
两部分，分别成像的结果。”一边做着实验，王亚平一边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实验原理。

接着，她将蓝色颜料注入水球，水球变成了漂亮的
深蓝色。她又将一片泡腾片放进水球，水球中开始产
生越来越多的小气泡，却因为没有浮力而停留在水球
中。蓝色的水球中，黄色的气泡若隐若现，正像是一颗
小小的地球。

“地球是我们人类在宇宙中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
永远生活在摇篮里。如今我们拥有了自己的空间站，
相信未来，中国人的脚步一定会踏入月球、火星和更远
深空。”王亚平说。

干货满满的授课中，三位“太空教师”演示了微重
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人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神奇
现象，并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航天员还与地
面课堂师生进行了实时互动交流。

太空中看到的风景有什么不同吗？在空间站中氧
气和水是如何循环的？在太空中睡觉会飘来飘去吗？
可以上网玩游戏、看电视吗？冲上太空、返回地球是不
是像过山车一样刺激？……来自中国科技馆地面主课
堂和广西、四川、香港、澳门四个地面分课堂的同学们
接二连三向航天员老师提问，并一一得到了解答。

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也是继2013年神
舟十号航天员首次太空授课后，我国航天员再次进行
太空授课。从神舟十号到神舟十三号，从天宫一号到
中国空间站，两次太空授课彰显着中国载人航天事业
的跨越式发展，也打开了孩子们认识太空的大门。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后续，“天宫课堂”
将持续开展太空授课活动，积极传播载人航天知识和
文化，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航天科普教育。

将近1个小时的太空课到了尾声，王亚平为同学
们送上了和8年前首次太空授课同样的祝福：“飞天梦
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同学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们相信，下一次再见，不用再等8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记者温竞华 李国利 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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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分课堂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