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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一：载人火箭发射安全、
适应性指数再提升

“神舟十五号任务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
最后一棒，也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一
棒。”神舟十五号飞行乘组指令长费俊龙说，乘组
在地面进行了大量针对性训练，以完成好这承前
启后的半年飞行任务。

按计划，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的主要任务
包括：验证空间站支持乘组轮换能力，实现航天员
乘组首次在轨轮换；开展空间站舱内外设备及空
间应用任务相关设施设备安装与调试，进行空间
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进行空间站日常维护维修；
验证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常态化运行模式。

其中，此次任务将全面启用三舱科学实验机
柜，航天员将完成 15个科学实验机柜解锁、安装

与测试，开展涵盖空间科学研究与应用、航天医
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 40余项空间科学实验和技
术试验。之前的科学实验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丰
硕成果，许多实验还在接续开展中。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还将实施 3到 4次出
舱活动，完成梦天实验舱扩展泵组和载荷暴露平
台设备安装等工作。神舟十五号任务舱外作业任
务复杂、操作难度大，且作业位置涉及三舱，对航
天员自主应急返回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外，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将与地面协同
完成 6次货物出舱任务，开展常态化的平台测试、
维护和站务管理，以及在轨健康防护锻炼、在轨训
练与演练等工作。

“在轨驻留期间，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还将迎
来天舟六号货运飞船、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对
接，计划于2023年5月返回东风着陆场。”季启明说。

在近地轨道建造“太空之家”的同时，中国载
人航天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月球。

“我们已经完成了载人月球探测关键技术攻
关和方案深化论证，突破了新一代载人飞船、新一
代载人运载火箭、月面着陆器、登月服等关键技
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载人登月任务实施方
案，已经具备开展载人月球探测工程实施的条
件。我相信，中国人九天揽月的梦想将在不远的
将来成为现实。”季启明说。

新华社酒泉11月29日电

新华社酒泉 11 月 29 日电（记者李国
利、张汨汨）11月 29日 23时 08分，搭载神舟
十五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遥十五运载
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 10
分钟后，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
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
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飞
船入轨后，将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
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十五号航
天员乘组将与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进行
在轨轮换。在空间站工作生活期间，航天
员乘组将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
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组合体管理、空
间科学与技术实（试）验等各项任务。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
的第 27次飞行任务，也是进入空间站阶段
后的第 4次载人飞行任务。此次发射成功
标志着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规
划的 12次发射任务全部圆满完成。

自 2021年 4月底天和核心舱发射以来，
工程全线充分发扬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大
力弘扬“四个特别”的载人航天精神，始终
坚持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仅用
不到 20个月时间，先后在文昌、酒泉两个发
射场成功组织 3次空间站舱段、4次载人飞
船和 4次货运飞船发射，同一发射场两次任
务最短间隔仅 12天。三十而立的载人航天
工程用连战连捷、任务全胜的优异战绩，在
探索浩瀚宇宙的新征程上跑出了中国航天
的“加速度”。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已进入对接轨道，
工作状态良好，满足与神舟十五号载人飞
船交会对接和航天员进驻条件。

中国 关注
中国空间站建造期最后一棒！

神舟十五号三大看点
11月 29日夜，长征二号 F遥十五运

载火箭将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精准送
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今年的第 6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建
造阶段最后一次飞行任务。

在这次任务中，神舟十四号、神舟
十五号乘组航天员将首次进行在轨轮

换，神舟十五号乘组航天员将在轨
工作生活 6个月。

空间站进入长期有人阶段
将迎来哪些新变化？未来半年
神舟十五号飞行乘组肩负哪些
使命？

此次出征的长征二号 F运载火箭，是
我国目前唯一一型载人火箭，执行了从神
舟一号至今的所有载人飞船和目标飞行器
发射任务，成功率100%，素有“神箭”美誉。

始终将高可靠、高安全、高适应性作
为首要目标，长二 F火箭从研制之初的设
计指标就远高于国际标准。“此次发射，研
制人员继续紧盯薄弱环节，火箭的可靠性
进一步提升。”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二 F
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常武权说。

“本次是新批次长二 F火箭和全新的
地面设备首次应用于载人发射任务，较上
一发遥十四火箭，遥十五火箭进行了全面
升级优化。”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二F火箭
副总设计师刘烽介绍，新批次火箭的控制
系统应用了起飞时间偏差修正技术，火箭

点火时间出现偏差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
自动修正轨道完成入轨和交会对接任务。

同时，随着长二 F火箭遥测精度的进
一步提高和发射流程操作的自动化，火箭
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抗风险能力也进一步
提升。

11月末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最低气
温低于零下 20摄氏度。这是我国飞船首
次在夜间严寒条件下载人发射。为给火
箭“保温”，发射场系统为火箭提供了空调
送风支持，保证火箭处于适宜的温度，火
箭系统也采取了粘贴保温层等措施。

后续，中国空间站将转入为期 10年以
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未来几年，长二 F
火箭还将每年执行 2发发射任务，在我国
空间站运营过程中担纲重任。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是空
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装完成后
迎接的首艘载人飞船。神舟十五
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我国将首
次形成具有 6个型号舱段的空间
站组合体结构、实现 6 名航天员

“太空会师”及在轨驻留。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

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
任助理季启明介绍，交会对接后，
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
梦天实验舱将与神舟十五号载人
飞船、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天舟
五号货运飞船形成“三舱三船”组
合体，达到目前空间站的最大构
型，总重近 100吨。

“新乘组先上去，老乘组再下
来——这种模式能够保证空间站
始终处于有人值守的状态，对于
空间站的延续性运行和开展长期
科学实验都有重要意义。”航天科
技集团五院载人飞船系统总体主
任设计师高旭说，经过此次在轨
飞行验证，后续这种轮换模式将
成为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常
态化模式。

两个乘组 6人同时在轨，工作
生活如何调配？据介绍，两乘组
共同驻留组合体约 5天，乘组轮换
期间，原则上两个乘组按照各自
任务和计划开展在轨工作，神舟
十四号乘组重点开展返回前准备
工作，神舟十五号乘组重点进行

状态设置和在轨环境适应，在轮
换期结束前完成工作交接。

生活方面，在轨配置的两套
厨房设备可同时进行用餐准备，
两个乘组可一起进餐和分享食
品。两个舱段配置的两个卫生区
和 6个睡眠区均可独立使用。

同时，此次任务将首次实现
两艘载人飞船同时停靠空间站，
神舟十五号停靠空间站节点舱前
向对接口，神舟十四号停靠空间
站节点舱径向对接口，两艘飞船
将同时与空间站进行信息传递、
通风换热、并网供电等。

载人飞船在安全护送航天员
天地往返的同时，余量的载荷还
能为空间站运送一些“礼包”。利
用待发段安装载荷的优势，神舟
十五号载人飞船携带了 2台对安
装时效性要求高的实验载荷设
备，即舱内辐射生物恒温箱和植
物实验单元包。飞船还带上了一
些蔬菜水果等保质期短的食品物
资，尽可能改善航天员在轨生活。

“空间站长期有人值守，意味
着我们地面团队的飞船研制任务
也是接续不断的。”高旭透露，目
前，神舟十六号飞船作为神舟十
五号的应急救援飞船，已经在发
射场完成了总装测试工作，进入
应急救援待命状态。神舟十七号
和神舟十八号的总装测试工作也
正在进行中。

英雄披甲征太空
——记神舟十五号航天员

生于湖南常德的张陆，天生一副好嗓
子，从小喜欢唱歌。

记者问：“为什么要放弃唱歌，选择当一
名飞行员？”

他说：“如果我选择当歌手，我永远不可
能有机会驾驶飞机在祖国的蓝天上飞翔，但
是如果我选择当一名飞行员，我会在蓝天上
骄傲地歌唱。”

就这样，张陆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
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
一次夜间飞行训练，张陆驾机刚起飞不

久，突然听到“哐当”一声，机身剧烈摇晃。
他来不及多想，下意识稳住驾驶杆，减小飞
机仰角，并按故障预案操作，最终平稳着陆。

事后检查发现，飞机进气道被鸟撞了一
个 20厘米左右的大坑。

2003 年 10 月 15 日，我国第一艘载人飞
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那天，发射的盛况让
他热血沸腾，他开始向往航天员这个职业。

2009年，我国开始选拔第二批航天员，
已是空军某团空战射击主任的张陆毫不犹

豫地报了名。
“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一年

后，他和战友们面对五星红旗庄严宣誓，从
此开始了逐梦九天的征程。

通往太空的道路，从来没有捷径。
刚开始，张陆最忌惮的是超重耐力训

练。他说：“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里，要承受
8个G的重力加速度，相当于 8倍自己体重的
重量无死角地挤压着全身，感觉五脏六腑和
喉管都被压扁，还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眼
泪也会控制不住地甩出来。”

起初，他的这项成绩是二级，相当于良
好。于是，张陆到处请教，反复揣摩，经过多
次训练后，成绩达到了一级标准。

张陆说，训练难度最大的是模拟出舱的
水下训练，也是他们训练时间最长、体力消
耗最大的一项训练。

神舟十五号任务中，他们不但要多次出
舱，而且舱外爬行的距离也会大大增加。他
说：“出舱爬行就像攀岩，前几米爬得很快，
但是越往后体力消耗越大，就越难操作。”

要想在浩瀚的太空顺利完成任务，就需
要在地面反复地进行强化训练。

水下训练服相当于一个“人”形飞船，是
个刚性结构，张陆的肩比较宽，每次把自己
的两只胳膊塞进服装或者出服装，都要费尽
九牛二虎之力。另外，在水里一待就是五六
个小时，整个人的四肢被固定在水下服里，
身上痒了痛了都只能咬牙坚持。

事实上，进入航天员大队的 12年间，张
陆很少度过一个完整的周末，连妻子一直
想让他陪着去天安门看升旗的愿望也没能
实现。

2022 年 11 月 28 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问天阁大厅里，媒体将镜头齐齐对准首次亮
相的张陆。这是他成为航天员后，第一次出
现在公众视野当中。

谈起将要执行的神舟十五号任务，张陆
信心满怀：“虽然我是首次飞天，但已经做好
了各种准备。太空，我来了！”

新华社酒泉11月28日电

2022年 11月 28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
执行神舟十五号飞行任务的 3 名航天员首次公开亮相——时隔 17 年再度飞天的费俊

龙、执着坚守 24年终圆飞天梦想的邓清明、12年如一日艰辛训练换来首次太空之旅的张陆。
大漠胡杨寒冬日，英雄披甲征太空。
作为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最后一棒，他们将带着祖国和人民的期望重托奔向“天宫”，

踏上为期 6个月的飞天之旅。
作为即将入驻中国空间站的新家人，他们将和已经在太空出差半年的战友——神舟十四

号航天员“胜利会师”，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里留下一张载入中国航天史册的“全家福”。
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十次载人飞行，他们还将在太空见证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

正式建成的圆梦时刻。

2005年 10月，费俊龙与战友飞赴苍穹，开始了我
国真正意义上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实验活动。

第一次吃热饭热菜、第一次用太空睡袋睡觉、第
一次脱掉舱内航天服进入轨道舱……他们在太空创
造了许多个第一。

“龙腾九天”似在昨，一十七年如电抹。
17年后，费俊龙再一次作为指令长为国出征。他

说：“我的职业是航天员，飞天就是我的职责使命。”
1998年 1月，费俊龙从 1500多名优秀空军飞行员

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的一员。
进入航天员大队那一天起，他和战友们就开始了

难度极大、标准极高的训练。同时，训练本身又是选
拔的过程。费俊龙说，每个人都时刻准备着——上
天，一定圆满完成任务；不能上，就从头再来。

神舟五号任务中，杨利伟一飞冲天，落选的费俊
龙训练更加刻苦。

为熟悉飞行和操作程序，他经常钻进飞船模拟器
中，一待就是大半天，还把近 40万字的飞行操作手册
全背了下来，复杂的飞行程序、操作要领以及各种应
急处置方案，全部做到了不查手册就能处置。

一次教员问：“导致某异常情况返回的故障模式
有几种？”费俊龙不但说出了标准答案，还有理有据地
进行了补充说明。

最终，费俊龙顺利入选神舟六号任务乘组，于

2005年 10月 12日实现飞天梦想。
天外归来后，他走上了管理岗位，担任航天员大

队大队长等职，但“飞天的使命职责”从未随时间的流
逝而有半点动摇——17年来，他的各种训练从不停歇。

就这样，费俊龙顺利入选神舟十五号任务乘组。
任务训练时，他要求乘组一定要考虑到天地差

异，一丝不苟将动作做到位。比如安装零件时，他从
包里拿出一个小配件，就合上包，将包固定，再拿一个，
再合上。他说，在太空，如果不合上包，配件就会飘出
来，如果钻到舱内设备里，有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

水下训练是非常耗体力的一项训练，而水下验证
试验比水下训练时间更长更累。

有一次做水下验证试验时，要进行舱间电缆堵帽
安装工效验证，数十个堵帽依次分组安装。安装完第
一组时，已经检验出工效不合格的地方，但他不想这
么简单地下结论，坚持要将各个作业点的全部堵帽安
装完。那天，他穿着厚重的水下训练服，戴着厚厚的
手套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把 8组堵帽安装完毕。出
水后，他顾不上休息，第一时间向科研人员分享自己
的体验。

“能够再赴太空，内心仍然很激动。”费俊龙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无比期待“游”入宽敞舒适的太空
家园，无比期待和神舟十四号乘组在太空相会，也无
比期待走出舱外，漫步太空。

2022年 11月 28日，身着蓝色航天服的
邓清明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面带微
笑，信心满满地回答记者提问。

这是他第三次出现在问天阁。不同的
是，这次是他成为航天员后首次以主份的身
份在这里亮相。

为了这一刻，他整整等了 24 年 10 个
月。而当年并肩进入航天员大队的我国首
批 14名航天员中，8人圆梦太空，5人早已停
航离队。

56岁的邓清明说：“逐梦苍穹的路上，
我从没想过放弃。”

1998年 1月 5日，邓清明成为航天员大
队其中一员。几年刻苦训练后，他取得了执
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资格。

可当时，中国载人航天刚刚起步，飞天
的机会寥寥无几。在隔几年才会到来一次
的任务面前，所有航天员都要进行严格的训
练和选拔，按照综合评价排名确定主备份人
选。很多科目考核的第一名和最后一名成
绩相差不大，甚至只有零点几分。

而就是这细微的差距，一次次让邓清明与
飞天失之交臂。但每次任务结束后，他都要在
最短时间内给自己“归零”，重新迎接新的挑战。

“在飞天逐梦的道路上，不管如何艰难，
我从未想过放弃。”邓清明说，“无论主份还
是备份，都是航天员的本分。”

2013 年，神舟十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
后，邓清明作为“备份”马上收拾行李，准备
回京给天上的战友做支持工作。这时，任务
总指挥长走了过来，用拳头在他们 3名备份

航天员肩上轻轻捶了两下，又竖起大拇指。
邓清明说，这是一种信任，是一种肯定，

更是一种激励。
第二年，5名战友停航停训，离开了航

天员大队。从那时开始，邓清明便成了我国
首批航天员中唯一一名没有执行过飞天任
务、却仍然在参加学习训练和任务备战的现
役航天员。

备战神舟十一号任务时，邓清明和航天
员陈冬分在了一组，参加为期 33天的地面
组合模拟验证 1:1试验。

33天，两个人几乎与世隔绝。不到 10
平方米的密闭舱内，他们吃喝拉撒睡都在里
面，完全模拟神舟十一号在轨飞行任务的全
部内容，其中包括近乎残酷的 72小时睡眠
剥夺训练。

最终，邓清明和陈冬高质量完成了任
务，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为正式任务打下了良好基础。

遗憾的是，神舟十一号任务的最终人选
确定，邓清明再一次与飞天无缘。

得知结果的那一刻，邓清明心里五味杂
陈。在他看来，这可能是他离飞天梦想最近
的一次，也极有可能是他职业生涯中的最后
一次机会。

发射任务结束后，他回到家，打开房门，
映入眼帘的是满满一桌丰盛的饭菜。妻子
和女儿说：“欢迎英雄回家。”

看到这一幕，邓清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的情感，低头走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在

“哗哗”的水流声中，对着镜子哭得酣畅淋

漓。之后，他又洗把脸，装作若无其事地回
到饭桌前坐下。

这时，一直等在桌边的妻子对他说:“这
些年的付出是值得的，你值得我尊敬，也为孩
子做出了榜样！你永远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守得云开见月明。
近两年来，随着空间站任务的实施，我

国的载人飞行任务越来越频繁，仍在坚持训
练的邓清明成功入选神舟十五号乘组，期盼
了 24年的飞天圆梦机会到来了。

可世界上哪有平白无故的幸运呢？邓
清明说，只有经过磨砺，才能收获良机。

神舟十五号任务繁重，太空出舱的次数
超过以往，需要加大水下训练强度次数。每
一次，他都要穿着厚重的训练服，在水下一
操作就是好几个小时。每次出水后，他的贴
身衣服全都湿透了，手也抖得握不住筷子。

训练时，邓清明说的最多的就是“再来
一次”。

第一次在水下练习上脚限位器时，邓清
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脚塞进去一半，一不
小心没稳住，脚又滑脱了。折腾了 20分钟，
他才成功。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当天的训练结束后，他要求再单独进行

上机械臂练习，直到熟练为止。
“我一直坚信，宁可备而不用，决不用而

无备。”邓清明说，“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感谢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感谢几代航天人
的接续奋斗、攻坚克难，让我们在太空有了
自己的空间站，让我等到了圆梦的机会！”

看点二：6名航天员首次
“太空会师”同住“大三居”

看点三：航天员将完成设备安装调试、
科学实验等多项任务

神舟十五号
成功发射

费俊龙：“飞天就是我的职责使命”

邓清明：“宁可备而不用，决不用而无备”

张陆：“虽然我是首次飞天，但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

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

图为神舟十五号发射现场。（拼版照片）

费俊龙（图中）、张陆（图左）、邓清明（图右）3名航天员执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