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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透露，5 月
16日，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三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
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
合测试等工作。

图为 5月 16日，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与
长征七号遥三运载火箭组合体正在转运至
发射区。 新华社发（郭文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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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航天局消息，科研团队根据“祝融

号”火星车发回遥测信号确认，5 月 15 日，“天

问一号”着陆巡视器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

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着陆火星取得圆满成功。

火星上首次留下了中国足迹，国内微博

客户端“祝融”一词迅速冲上热搜头条，与此

同时，国外媒体和国际社会也对此反响强烈。

《自然》杂志更新其 14 日发表的文章称：

“‘祝融号’火星车的着陆是迄今为止对中国

深空探测能力的最大考验。”报道援引意大利

博洛尼亚摄电天文学研究所的行星科学家罗

伯托·奥罗塞的观点——这项任务“对中国来

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因为他们一次就完成

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花了几十年

才完成的任务。”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网站评价说：“今

天，中国的航天计划取得了重大飞跃，成功地

将‘祝融号’降落在火星上，这标志着中国首

次登陆另一个星球。”《国家地理》表示，在火

星表面成功着陆是一项非凡的挑战。在此之

前，只有 NASA 在火星表面安全着陆并操作

航天器。通过在火星上的着陆和漫游，中国

跃居在许多“航天同行”之前。

《纽约时报》报道称，这一成功确立了中

国成为太空新时代主要竞争者的地位，“美国

现在在火星上有了伙伴”。

独立分析师南拉塔·戈斯瓦米告诉《纽约

时报》：“中国（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向世界表

明，还有一个国家拥有先进的星际空间能力。”

“鉴于这项任务的艰辛性，成功着陆的确是一

项了不起的成就。”英国广播公司（BBC）也表示，

“中国最近在太空方面表现出了强大的能力。”

北京时间 15日上午 9点，NASA官方推特

转发其科学任务局副局长托马斯·祖布钦的

推文：“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祝融号’成功着

陆火星，祝贺中国国家航天局‘天问一号’团

队！我与全球科学界一道，期待这一任务为

人类理解这颗红色星球作出重要贡献。”

火星留足迹，全球共此时。期待“祝融

号”的下一步动作！

国际社会盛赞“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

5 月 15 日 7 时 18 分，一个会被历史铭记

的时刻，红色火星上首次有了中国印迹。

“天问一号”着陆巡视器成功着陆于火星

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我国首次火星

探测任务着陆火星取得圆满成功。

当天凌晨 1时许，“天问一号”探测器在停

泊轨道实施降轨，机动至火星进入轨道。4时

许，着陆巡视器与环绕器分离，历经约 3 小时

飞行后，进入火星大气，经过约 9分钟的减速、

悬停避障和缓冲，成功软着陆于预选着陆

区。两器分离约 30分钟后，环绕器进行升轨，

返回停泊轨道，为着陆巡视器提供中继通

信。后续，“祝融号”火星车将依次开展对着

陆点全局成像、自检、驶离着陆平台并开展巡

视探测。

“恐怖9分钟”的考验

自 2020年 7月 23日成功发射以来，“天问

一号”在地火转移阶段完成了 1次深空机动和

4 次中途修正，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成功实施

火星捕获，进入大椭圆环火轨道，成为我国第

一颗人造火星卫星。2 月 24 日，“天问一号”

探测器成功实施第三次近火制动，进入周期

为 2个火星日的火星停泊轨道后，对火星开展

全球遥感探测，并对预选着陆区进行详查，探

测分析地形地貌、沙尘天气等，为着陆火星做

准备。

着陆火星是此次火星之旅的最大挑战，

其难度被形容为相当于从巴黎打一个高尔夫

球，正好落到东京的洞里。因此，这个过程被

称为最为凶险、最为惊心动魄的“恐怖 9 分

钟”。目前，人类火星探测任务成功率仅有五

成左右，大部分都折戟在“进入/下降/着陆

（简称 EDL）”这一阶段。

“火星探测最大的难点就是 EDL，这个过

程需要融合气动外形、降落伞、发动机、多级

减速和着陆反冲等多项技术才能实施软着

陆。每个环节都必须确保精准无误，差一秒

都可能造成整个任务的失败。”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天问一号”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说。

虽然此前我国已有月表着陆经验，但是

此次“天问一号”火星软着陆任务更加艰难。

一方面，火星表面存在大气（火星大气的密度

是地球大气的 1%左右），因此火星比月球表

面有更复杂的环境；另一方面火星离地球距

离更加遥远，通信时延达到 20分钟左右，因此

整个着陆过程相距遥远的地表来不及做任何

处置，只能靠“天问一号”自主完成。

（下转第二版）

铭刻历史：红色火星首次有了中国印迹

南水北调，纵贯长江、淮河、黄河、海河，

绘成一幅波澜壮阔的立体画卷。

习近平总书记14日强调，要深入分析南水

北调工程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

发展和安全，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遵循确有需要、生态

安全、可以持续的重大水利工程论证原则，立足

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配置，科学推进工

程规划建设，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南水北调是迄今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调水工程。南水北调东线、中线一期主体工

程建成通水以来，已累计调水 400 多亿立方

米，直接受益人口达 1.2 亿人，在经济社会发

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一项世界性工程，南水北调的复杂

性、挑战性是世界工程建设史上不曾遇到

的。由于工程规模巨大，技术复杂，涉及面

广，在推进建设的过程中面临许多新的技术

难题，很多都无先例可循，需要新理论、新材

料、新技术、新工艺等“源头活水”。

向科技要生产力，向科技要质量，向科技要

效益。从开工建设以来，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

建设工人迎难而上，辛勤忙碌在施工一线，用一

次次创新实践将困难克服、将“瓶颈”突破，创下

了多项国内外纪录，如世界首次大管径输水隧

洞近距离穿越地铁下部，世界规模最大的U型

输水渡槽工程，国内最深的调水竖井，国内穿越

大江大河直径最大的输水隧洞……

建设者用智慧凝聚起了强大的科技力

量，用创新练就了攻坚克难的过硬本领，将宏

伟的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审时度势、科学布

局，准确把握东线、中线、西线三条线路的各

自特点，加强顶层设计，优化战略安排，统筹

指导和推进后续工程建设。未来要继续推进

实施调水工程，还会遇到很多技术难题，这就

需要更好、更多地发挥科技力量，让科技做中

流砥柱，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成为啃“硬

骨头”的先锋，为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顺利推进

提供永续动力。

科技创新为南水北调提供永续动力

开栏的话 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 5月底召开。过去五年，是科技工作者

砥砺奋进的五年；是科协事业改革创新的五年。本报从今日起开设“数说科协这 5 年”栏

目，透过数字回顾中国科协五年来在智库、学术、科普等方面的工作进展和成效。

挖掘500余位杰出科学家成长历程

5 月 15 日，河南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

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

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和专题调研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强

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和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准方

向、扛牢责任、埋头苦干，奋力谱写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会议认为，这次专题调研时机特殊，是

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党的百年华诞

即将到来的历史节点，是在“十四五”开局

起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开启的关键时刻，是在新时代推动中部

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出台实施、中部地

区加快崛起的重要关头，带给我们更强烈

的方向感、更充足的发展动力。

进一步加大节水和
环境保护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加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水

源涵养，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加强南水北调

工程沿线水资源保护，持续抓好输水沿线

区和受水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

“我们将在建立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

上下更大功夫，严格用水总量控制。”河南

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刘正才表示，河南将全

面落实节水评价制度，将节水作为约束性

指标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

绩考核内容。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谢长伟

说，河南将持续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创

新集成适合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应用的水

肥一体化技术模式，力争到 2025 年水肥一

体化技术模式应用面积超过 1000万亩。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南阳今后更好

地肩负起‘一渠清水永续北送’的政治责任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南阳市委书记

张文深说，南阳将从守护生命线的政治高

度，持续加强水源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水资

源集约节约利用工作，坚决守护好一渠清

水。

“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守

好水源地一库碧水，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

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是全省生态环境系

统肩负的重大政治任务。”河南省生态环境

厅厅长王仲田表示，河南将强化源头防控，

建立重点风险源防控清单，抓好水源地和

总干渠（河南段）两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

境问题排查整治。

5 月 13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南

阳市淅川县的水利设施、移民新村等，实地

了解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管理运行和库

区移民安置等情况。

“总书记强调，吃水不忘挖井人，要继

续加大对库区的支持帮扶。我们将按照总

书记的要求，坚持生态优先、产业为重，继

续做好库区移民安置后续帮扶工作。”河南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迎伟表示，

河南将深入实施汉江生态经济带战略，支

持水源区发展特色产业和现代农业，保障

移民群众持续致富。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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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兴业路 76号，中共一大会址；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红船起航地。

一百年前，13 名平均年龄 28 岁的中共一

大代表，在上海寻常巷陌的石库门内酝酿“开

天辟地的大事变”；会议被迫中断而转移，在

嘉兴南湖一叶小船上继续发出铿锵有力的声

音：“中国共产党万岁！”

两个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中国革命原

点，见证红色历史的开篇。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

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

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

嘉兴南湖红船。

今天，我们透过三组镜头，追寻革命火

种；在时空交错中，感念初心历久弥坚。

“建党时的每件文物
都十分珍贵、每个情景都
耐人寻味”
【特写·石库门】
2017年 10月 31日，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走进石库门，在一个放有小册子的展柜

前，习近平久久凝视。这是1920年9月印刷出

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讲解员说道，它

由一位共产党人的老父亲放在衣冠冢中方才

保存下来。总书记听了连称很珍贵，说这些文

物是历史的见证，要保存好、利用好。

使命重于生命的担当，是一代又一代中

国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来到巨幅党旗前，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

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宣誓声，彰显红色

基因的旺盛生命力。

【画外音】
“总书记的每次驻足、细看、询问，都是对

初心的追寻和对历史的尊重。”回想当时场景，

参与讲解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副研究员杨宇仍

能感受到震撼人心的力量。“就如总书记说的

那样，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

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特写·南湖畔】
当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一行循着革命

先辈的足迹，从上海乘坐火车赴嘉兴，瞻仰南

湖红船。一百年前的夏天，正在上海召开的

中共一大因遭到上海法租界巡捕袭扰，紧急

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条小船上继续进行，

在船上完成了大会全部议程。

在南湖革命纪念馆，习近平驻足许久。

当年全程陪同的讲解员袁晶记得，总书记仔

细观看了馆内的每一幅图片、每一段文字，原

定半小时的参观时间延长到一小时。这里展

出的实物和图片，同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的展

览互为印证，详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

历史全貌。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海党的一大

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

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

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

（下转第二版）

从石库门到南湖畔 初心百年历久弥坚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上海浙江篇

新华社北京 5月 16 日电 中共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在全国脱

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英文单行

本，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上的讲话》，庄严宣告了脱贫攻坚战取得

全面胜利，充分肯定了脱贫攻坚取得的伟

大成绩，深刻总结了脱贫攻坚的光辉历程

和宝贵经验，深刻阐述了伟大脱贫攻坚精

神，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提出了明确要求。这篇重要讲话英

文单行本的出版发行，对于国内外读者深

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全

球减贫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中国力量，深刻理

解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

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等，具有重要

意义。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上 的 讲 话》英 文 单 行 本 出 版 发 行

◎实习记者 张佳欣

五年来，中国科协以多种形式弘扬“爱

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

科学家精神。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

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

见》，科学家精神被纳入党的革命精神谱

系。中国科协每年举办全国科学道德和学

风建设宣讲活动，引领青年学子接力精神

火炬。“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以科学大

师主题的话剧歌剧等形式深耕高校。2010

年启动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

程”，至今已深入挖掘了 500余位杰出科学

家的成长历程。相关成果以书籍、展览、新

媒体等形式在全社会传播，充分展示出科

学家群体的精神气质。 （刘莉）
（制图：杨凯 冷媚）

数说科协这5年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到西柏坡七届二中全

会旧址，从沂蒙老区到湘江战役纪念园……习近平总书记的“红色足迹”遍及大江南北。5月 16

日起，新华社开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专栏，以融合报道方式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

“红色足迹”，重温红色圣地革命历史，反映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改变当地面貌、改善民生福

祉的生动实践。

◎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 袁震宇
郭敬丹 唐 弢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