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餐饮：空间站的食品会适当调整膳食的营养素，包括食品中的蛋白质、脂肪以

及各种微量元素。随着食物种类不断增多，口味也得到相应改善，如今的航天

员可以在太空中吃到诸如八宝饭、鱼香肉丝、宫保鸡丁等的美食。

空间站生存TIPS

睡眠：在空间站内，每隔 45 分钟就可看到一次日出或日落。此外，睡眠呼出

的二氧化碳会漂浮在鼻子周围，为了不被“憋死”，航天员通常需要睡在换气

扇附近。

健身：长期处于失重环境会造成人体肌肉萎缩、骨丢失等健康问题。因此，锻

炼成了航天员必备的“求生技能”。空间站内往往配有专门的锻炼工具，如跑

步机等，还有专门模拟重力的设备，可以让航天员用它来举重锻炼。

卫生：由于失重，在太空中洗头得用不需要冲洗的洗发水；牙膏也是特制的、可

食用的，这是因为吞下去就不会飘走了；航天员的裤腿容易往上飘，所以航天

员们通常会穿短裤，或者干脆穿一种有带子连在脚上的裤子。

◎实习记者 于紫月

星 际
C O S M O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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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中国空间站。”

4 月 29 日，搭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长征五

号 B 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中国空间站在轨组

装建造全面展开。

中国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空中家园”。在这

个“家”里，生活与工作完全变了个样。假如你是首

次入住，如何伪装成一名“老鸟”，才能在空间站中

生活得如鱼得水，这份“菜鸟”伪装守则，敬请收下。

民以食为天。人们对“吃”这件事是出了名的

执着，无论在地上，还是天上。

你觉得航天员在空间站里都吃啥？汉堡？面

包？蛋炒饭？梅菜扣肉？鱼香肉丝？其实，从国际

空间站全面建成，到现如今我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升空，多年来空间站上的食物清单一直在更迭。

最早的版本，食物极大可能是糊糊状的。对，

就是那种没有热油烹炒的浓香，也没有香料混搭

的美味，只有经过特殊处理、确保不会掉渣的糊状

“黑暗料理”。“口感难以形容，味同嚼蜡。”中国科

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刘勇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在地面上，进食时掉落一些残渣碎屑无可厚

非，但在失重的空间站中，这些不起眼的碎屑可能

会钻进精密仪器零件里，甚至会飘进你的鼻孔、眼

睛里，后果严重到让你“怀疑人生”。

除了糊糊外，还有类似小块压缩饼干的“一口

吃”食品，以及需加水软化才能下咽的复水食品。

可是不论哪一种，味道都不是重点，温饱和健康才

是重点。航天员长期处于失重环境中，容易发生

骨丢失、肌肉萎缩、红细胞数量减少等情况，因此，

食品要针对失重环境可能导致的人体代谢和生理

功能的改变，适当调整膳食的营养素，包括食品中

的蛋白质、脂肪以及各种微量元素等。

后来，航天员们努力“奔小康”，食物种类不断

增多，口味也得到相应改善。

如今，航天员在空间站可以享受聚餐级别的

“盛宴”。

我国空间站在设计之初，就在航天员的一日

三餐上下了大功夫。时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

员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宿双宁曾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介绍，中国航天员在太空中不仅可以吃到诸

如八宝饭、鱼香肉丝、宫保鸡丁等中式食品，饭后

还可以喝一杯用中药和滋补品配制的饮料。日前

刚刚发射的天和核心舱就贴心地设置了就餐区，

并配置了微波炉、冰箱、饮水机、折叠桌等家具。

总之，空间站食物越来越“接地气”。要想在航

天员面前不露怯，身为“菜鸟”的你千万记得收起对

“太空食品”的刻板印象，在看到食物的那一刹要淡

定，务必藏好眼神里的那丝惊讶，假装熟练地挑选你

的最爱，或许就能在其中找到一份美味的宫保鸡丁。

见到鱼香肉丝别太意外

◎李 鉴第一次去空间站第一次去空间站
怎样才能装得像只怎样才能装得像只““老鸟老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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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6 月，暑气渐盛，夜长更短，不过观星时也不再有受冻之

虞了。6月不仅将上演一场堪称未来 9年之绝唱的日偏食，还是我

们学习中国传统“三垣”星官的好时机。

水星在 5 月中旬经历最佳观测期后，迅速向太阳靠近，到 6

月 11 日与日同升，整月观测条件都不佳。火星从去年 6 月直到

今年 5 月，一直是星空中“最靓的仔”之一。从 6 月开始，它将慢

慢淡出星空舞台，落山时间提前到了 21 点多，日落后可以在西

北方低空中寻找它。金星则将在 6 月以后成为夜空主角，完成

和火星的“交班”。它在 6 月 4 日和太阳同升同落，此后由昏星变

为晨星，并逐渐拉开与太阳的距离，直到年底观测条件都不错。

6 月下旬的黎明，我们可以在东北方天空中找到它。木星和土星

的升起时间，在 6 月也都提前到了前半夜，观测条件进一步好

转。木星本月在宝瓶座，土星本月在摩羯座，它们将成为下半年

星空的重要看点。

10日日偏食，错过要等9年

在月全食上演之后的半个月，2021 年 6 月 10 日，地球上又将

迎来一次日环食，加拿大、格陵兰岛西部、俄罗斯东北部可见。我

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则可以欣赏到带食而落的日偏食。越往北，例

如黑龙江西部、内蒙古、新疆北部，太阳被月亮遮挡的程度（食分）

越大，偏食越壮观；越往西，日落的时间越晚，更有可能看到偏食的

全过程，不过食分较小。

如果我们守在同一个地方，大概需要三四百年才能见到一次

日全食，而看到日偏食的机会要大得多。以北京为例，2000 年—

2050年期间会发生 17次日偏食，平均大约三年一次。但是日偏食

的频次并不均匀，2018年—2021年连续出现了 5次，而下一次则需

要等到 9年以后了。

放眼全国，接下来的 9年里日食观测条件都不佳，仅有极西和

极南部的少数地区能见到几次食分很小的日偏食。直到 2030年 6

月 1 日才能再碰到一次可以让人“尽兴”的日食，届时内蒙古东北

部、黑龙江北部将迎来一次日环食，全国其他地区（除南沙等岛屿

外）可见日偏食。所以 2021 年 6 月 10 日的日偏食，尽管观测条件

也不是十分理想，我们还是且看且珍惜吧！

三垣中旬同时见，观象正当时

作为炎黄子孙，哪怕完全不懂天文学，也多半知道牛郎织女、

三垣二十八宿等。中华民族独特的星空体系，是一套极富想象力

而且信息量极大的有机系统，283 个星官蕴含的逻辑和智慧十分

耐人寻味。每年 6 月中旬夜色渐起之时，我们可以在星空中同时

看到举足轻重的“三垣”。这是了解我国星空文化的大好时机，而

且今年 6月 14日之前的月相条件都很好，观测机会不错。

“三垣”指的是北天三个较大的天区：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

垣。紫微垣又称紫微宫或紫垣、紫宫，大体相当于北半球中纬地区

所见的永不下落天区，包括 37 个星官，含现代星座中的小熊、大

熊、天龙、猎犬、牧夫、武仙、仙王、仙后、英仙、鹿豹等的部分天区。

它相当于天上的紫禁城，是天帝、太子和后宫等皇室成员生活的地

方。星斗运转的枢纽——北天极就位于紫微垣里。

太微垣位于北斗七星以南，翼宿、轸宿以北，包括现代星座中

的狮子座、后发座、室女座、猎犬座的部分天区，共有 20 个星官。

人间的皇帝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的居所往往都在皇宫，偶尔也会

分开。天上的星官中，则明确做了区分。太微就是朝廷之意，天帝

与大臣们处理政务的场所就在太微垣。

天市垣在紫微垣以南，房、心、尾、箕、斗五宿之北，包括蛇

夫座、巨蛇座、天鹰座、武仙座、北冕座等天区。这里是天上的

“综合贸易市场”，包括 19 个星官。天市垣里缺少醒目的亮星，

寻找起来有些困难。我们可以先找到夏夜星空中著名的织女

星（天琴座α）和大火星（天蝎座α），它们之间的这片天区，就

是天市垣，巨蛇座的头和尾分别构成了天市东、西垣墙的大部

分。每年 8 月入夜之后，天市垣上升到正南正北方向，是最适

宜观测它的时机。

6月中旬入夜之后，向西南方望去，可以看到太微垣高悬于半

空，它将在三四个小时后落山。东偏南方向 20—60 度地平高度

处，是正在升高的天市垣。正北方向则“倒悬”着紫微垣，左枢、右

枢和南门位于上方高空，北门低悬于地平线之上，北斗七星倒挂在

垣墙左边。我们可以对照星图加以辨识。

银心渐升高，银河观测季开启

在北半球的日落后观测，整个春季，银河都又低又暗，不容易

看到。到了 5、6月之交的入夜时分，后发座位于头顶附近，银河已

经低至与地平圈几乎重合，天河整个“回家”了。不过天黑之后不

久，银河中最明亮的银心部分（天蝎座、人马座天区）将在东边升

起。全年的银河观测季自此拉开序幕。

6 月往后，当夜幕降临大地时，银心的位置逐日升高，观测条

件越来越好。随着夜色渐深，织女、牛郎、天津四组成的夏季大三

角热闹登场，最灿烂的银心部分也在东南方向缓步而出，越来越

高，越来越亮。

今年 6 月的整个上半月，前半夜几乎都没有月光干扰，无论

是想验证一下“天河回家”的神奇，还是体验夜观“星河欲转”之

闲趣，都是很好的时机。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银河远不如我们在

照片中见到的那么明亮，需要到远离光污染的郊外，才能真正领

略它的壮美。

（作者系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

观赏壮美银河，六月正当时

天象早知道

5 月 26 日晚上，超级月亮恰逢月全食，一轮红

色的圆月点亮夏夜星空。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

那边才见，光影东头？”在古人眼中，月亮从来都是

最具诗情画意的天体。把酒对月，它带给了人们

无数的疑问。月亮从何而来？为什么会高挂夜

空？如果没有了月亮，地球将面临哪些变化？

潮汐减弱，磁场消亡

如果没有月亮，对地球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潮

汐现象的减弱。月亮是产生海洋潮汐的主要“推

手”。没有了月亮，每日汹涌的潮起潮落将不复出

现，取而代之的，将是海浪的轻柔波动，洋流将改

变方向，进而造成气候的巨大变化。海平面也会

受到影响，失去了月亮引力的牵引，海水会几乎均

匀地分布到整个地表，两极的海平面将大幅上升。

月亮与潮汐对地球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们

还是地球磁场的“守护者”。地球有一个固态的内

核，在它外面环绕着一圈液态的外核，内外核中的

主要物质都是铁。外核的温度从接近地幔处的

4000 多摄氏度增加至接近内核处的 6000 多摄氏

度，几乎和太阳表面一样炽热。熔融的铁在这里

成为了等离子态，它们在外核中做对流运动，就像

“发电机”一样，形成了强大的感应磁场。

正是这个磁场保护着我们免受来自太阳高能

带电粒子的伤害，而且还阻止了太阳风对地球大

气的剥蚀。最新研究表明，月亮的引潮力正是驱

动外核产生对流运动的主要因素，它在外核中产

生的能量每秒以万亿焦耳计，让“地球发电机”保

持活力，从而维持了地球的磁场。

如果没有月亮，地球磁场会大大减弱甚至消

失，太阳风将“吹散”地球大气，高能辐射也将直扑

地表，生命将面临灭顶之灾。

地轴摇摆，气候疯狂

月亮还有一个关键作用，就是让地球的自转

轴保持长期的稳定。我们知道地球的赤道面和它

的公转轨道面（黄道面）并不重合，存在大约 23.5

度的倾角，这使得地球上有了春夏秋冬四季之分。

由于地球在自转，赤道上的转速最大，这使得

它的形状不是一个正球，而是两极稍扁、赤道略鼓

的近似椭球形。月亮和太阳都在黄道面附近运

行，它们的引力所导致的引潮力，有把地球隆起的

赤道部分拽向黄道面，从而使倾角变小的趋势。

但由于地球在快速自转，它们的努力并没有“得

逞”，最终的结果就是“互相妥协”——倾角还是基

本稳定在 23.5 度不变，但是地球自转轴的指向却

在空间中缓慢地改变着方向。

如果没有月亮，地球的自转轴将会发生大幅摆

动，变化幅度甚至可以超过90度。倾角的变化将导

致地球气候的巨大改变：当自转轴垂直于公转轨道

面时，地球上每一个角落全年接收到的太阳热量基

本上是恒定的；而当自转轴变得平行于公转轨道面

时，一年中，人们会有半年时间暴晒在烈日之下，而

另外半年则将在黑暗和严寒之中战栗不已。每年

都只有酷暑和严寒两个极端难捱的季节。

其他影响，难以估量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月亮对我们的重

要性可能大大超乎想象，还有许多其他影响难以

准确估量。

如果没有月亮，地球上的生命可能难以形成，

或者要延迟几亿年。大约在 40 亿年前，月球离地

球比今天近得多，地球上的潮汐可能比今天大上

千倍。那时的地球，自转周期只有 6 小时左右，每

3 个小时就经历一次涨潮。潮水退却后形成的水

洼因太阳曝晒而蒸发，留下盐分、矿物质和有机化

合物。频繁的潮汐“浓缩”了这些化学物质，它们

在太阳辐射下发生化学反应，从而生成更复杂的

有机化合物，例如脂肪酸和蛋白质等，并最终导致

了生命的形成。

如果没有月亮，我们很可能要为缺少金、铂等

重金属而大伤脑筋。月亮产生于大约 45亿年前的

一次超级大碰撞——一个火星大小的天体“忒伊

亚”和地球的碰撞。地球损失了大部分原始地壳，

“忒伊亚”的外壳和部分地幔也被撞得粉碎，这些

飞溅而出的物质最终凝聚成了月亮。而“忒伊亚”

富含重金属的核心则留在了地球上。我们今天开

采的金属矿，绝大多数都来自它。而地球本身的

重金属基本都沉积在了核心，只有在火山喷发的

时候才可能“重见天日”。

如果没有月亮，地球可能会遭受更多的小行

星撞击，而且由于自转更快而成为飓风的天堂，令

我们的家园建设困难重重……

如果没有月亮，无数生物的生物钟将会彻底

改变。夜空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猫头鹰的觅食会

更为困难，昆虫会找不到配偶，与潮汐同步的鱼类

觅食和繁殖将出现紊乱……

感谢月亮，它助力了生命的形成，看护着生命

的成长。而且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还将成为人

类踏出地球的第一站，成为我们探索其他天体的

太空大本营！ （作者系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

刚赏完超级红月的美，来看看月球的其他“能耐”

身边的天文学

◎李 鉴

除了吃，人生还有一件大事——睡。在地球

上，踏踏实实地躺在床上一觉到天亮，拉开窗帘就

能看到朝阳，何等惬意！

然而因为失重，空间站里并没有床。确切地

说，是不需要床。

刘勇在其编著的《国际空间站》一书中这样写

道：“每个航天员都有一个很小的睡眠舱。睡眠舱

里没有床，只有一个睡袋，航天员把自己系在里面

睡觉。如果不系好，航天员会在睡眠舱中飘来飘

去，还可能会撞到东西。”

再者，太空中没有地球上的白天和黑夜。刘勇

介绍，在空间站内，每隔 45分钟就可看到一次日出

或日落，也就是说24小时内能看到15次日出。

当然，睡眠舱内大多没有窗户，你可以不用担

心这种不同于地球的快节奏明暗交替会给你的睡

眠带来巨大困扰。但另一方面，你也失去了在阳

光中醒来的乐趣，只能在人为制造的黑夜白日中

尽量延续地球上养成的生物钟节律。

因此，很多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睡眠质量并

不好，以至于经常需要使用安眠药。

除此之外，睡眠中的呼吸也是大问题。

“地球上，空气可以流动。但在失重的空间站

里，航天员睡着的时候呼出的二氧化碳会漂浮在

鼻子周围。为了不被‘憋死’，航天员通常需要睡

在换气扇附近，让人为制造的气流源源不断地带

来氧气。”刘勇说。

想象一下，耳边充斥着通风扇的“嗡嗡”声以

及空间站其他仪器设备发出的噪声，你还能睡好

吗？因此，上天之前记得带上“老鸟”的“必备神

器”——耳塞。

“老鸟”睡觉必备个耳塞

在地球上，你可以躺上整整一天，不出门不锻

炼，当一个快乐肥宅。

在空间站里，你就不能这么懒了。

长期处于失重环境会造成人体肌肉萎缩、骨

丢失等健康问题。因此，锻炼就成了航天员必备

的“求生技能”。刘勇介绍，通常航天员每天都要

花费 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锻炼，空间站内往往配有

专门的锻炼工具，如跑步机等。

如果你在空间站上看见一种可以模拟重力的

设备，可以淡定地“飘”过去，用它来举重。这也是

一种锻炼方式。如果碰到其他“菜鸟”讨论为什么

要模拟重力，你就可以摆出一副司空见惯的模样

说：“你试过在空间站举起一个人吗？那会像举起

一片羽毛一样轻松。如果不模拟重力，根本起不

到锻炼的效果。”

除了锻炼的“必修课”，个人卫生问题也可能让

你暴露“菜鸟”的身份，切记别掉到“坑”里。

“空间站中没有淋浴，因为失重的水会附在身

体表面，而非顺着人体流下来。”刘勇告诉记者，航

天员通常只能用毛巾擦拭身体，想要更精致一些，

就得用不需要冲洗的洗发水洗头。

刷牙时也有讲究。在地球上，牙膏泡沫可以

吐在水池里被冲走，但在空间站中如果这么做，牙

膏会飘得到处都是。因此，航天员的牙膏是特制

的、可食用的——吞下去就不会飘走了。或许你

难以想象，但事实就是如此。

空间站内还有一个现象经常出现，就是航天

员的裤腿容易往上飘，所以航天员们通常会穿

短 裤 ，或 者 干 脆 穿 一 种 有 带 子 连 在 脚 上 的 裤

子。因此，伪装成“老鸟”的“神器”清单里又添

了一项——踩脚裤。

除了吃、睡以及个人护理，空间站里还有很多

别具一格的非凡体验，比如窗外震撼的宇宙奇观，

蔚蓝炫美的地球家园，擦肩而过的其他卫星……

相信你这只“菜鸟”会逐渐习惯并爱上这里的生

活，成长为名副其实的“老鸟”。

没有重力也可以练习没有重力也可以练习““举重举重””

空间站工作生活指南①

编者按 4 月 29 日，天和核心舱被送入预定轨道，标志着
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
最大的航天器，空间站是一种在近地轨道长时间运行、可满
足航天员长期在轨生活、工作以及地面航天员寻访的载人航
天器。

身为“吃瓜群众”的一员，你肯定很想知道在空间站中工
作生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没有机会亲临空间站的你我，不
妨随着本报的空间站工作生活指南系列报道，来感受空间站
里别样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