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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天和核心舱发射只是新的开始，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

第一步。天和核心舱要在轨进行关键技术的多项验证，验

证过后还要在轨评估才能进行组装建造。

杨宏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天和核
心舱责任总设计师

2003 年 10 月 15 日，我国航天员杨利伟驾乘神舟五号飞船成功往返天地间。他

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航天员，飞天之年，他 38岁。

在他的英雄事迹背后，有一段鲜为人知的 26秒。2003年 10月 15日 9时，神舟五

号飞船升空，熊熊火焰直刺苍穹。在地面人员眼中，发射十分顺利，但杨利伟却感受

到了死神的迫近。

火箭在上升到三四十公里高度时，突然与飞船产生了强烈共振，舱内的一切，连

同他自己都开始急剧振动，更可怕的是，这个震动叠加了 8 个 G 的负荷，他感到眼前

一片漆黑，五脏六腑似乎都要被震碎了。这是杨利伟在地面上成百上千次训练中从

未经历的，他一度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杨利伟咬紧牙关。共振似乎是太空在考验这位来自中

国的首个造访者。所幸，不适感很快减轻了。

飞天之路艰险，许多不可预知因素是地面无法完全模拟的，低频共振就是其中之

一。飞船舱内 10赫兹以下的低频振动会与人的内脏产生剧烈共振，直接威胁航天员

的生命安全。科研人员虽然料想到并做了相应处理，杨利伟经历的却是他们始料未

及的。

共振持续了 26 秒。如此短暂，又如此漫长。它来势汹汹，却没有阻挡中国航天

员征服太空的脚步。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主任邓一兵曾这样评价：26 秒，是中国载

人航天首飞征途上千难万阻的一个缩影，展现了中国航天员英勇无畏、舍身为国的赤

胆忠心。

身为载人航天工程的先锋，航天员除了要认真训练、完成任务，他们甚至要随时

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

2008 年 9 月 25 日，中国航天员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搭乘神舟七号飞船，踏上

飞天之旅。他们花费近两天时间完成了在轨准备工作，9月 27日，翟志刚打开了飞船

舱门，在太空迈出了中国人的第一步，成为世界上第 354个出舱行走的航天员。

突然，轨道舱里响起急促的警报：“轨道舱火灾！轨道舱火灾！”翟志刚事后回忆，

当时感觉自己的头发一下子竖了起来。

值守在返回舱里的景海鹏一面检查系统，一面跟刘伯明判断排障，同时向地面发

出了报告。刘伯明一时也搞不清状况，但他做了决定。按计划，翟志刚出舱后要先把

固定在舱外的一件空间科学实验样品取回舱内，但刘伯明调整了步骤，直接将国旗递

了出去。通过电视信号，全世界观众见证了这面由科技人员绣织而成的五星红旗在

太空飘扬。

经确认，这只是一次有惊无险的误报。

返回后，三位航天员道出了当时的想法：“如果回不来，就把舞动国旗的画面，作

为我们的永别。”

杨利伟：升空经历“黑暗”26秒

我一度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2013年6月11日

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 3 名航天

员搭乘神舟十号飞船升空，与天宫一

号进行了一次自动交会对接和一次手

控交会对接 2016年10月17日

在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托举

下，航天员景海鹏、陈冬乘坐神舟十

一号飞船顺利升空
2020年5月5日

长征五号 B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

首飞成功，正式拉开我国载人航天工

程“第三步”任务的序幕 2021年4月29日

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成功，

中国空间站的建设进入了建造组

装的阶段，中国正式迈入“空间站

时代”

此刻，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箭组合体正静静矗立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按计划，它即将再次出征，执行

载人飞行任务，把 3名航天员送到中国空间站

天和核心舱。

4 月 29 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成功，

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作为我

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建造阶段的首颗航天

器，天和核心舱的升空意味着中国人在太空

有了一个“家”。

从 1992 年 9 月 21 日立项至今，11 艘神舟

飞船、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天宫二号空间实

验室、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空间站天和核心

舱、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中国载人航天事

业自力更生、攻坚克难，逐一攻克载人航天各

项关键技术，终于迈入空间站时代。

“神五”升空，中国人
圆千年飞天梦

载人航天工程，是我国航天史上系统

组成最庞大、技术最复杂的跨世纪国家重

点工程。

1992 年 9 月 21 日，中央审议批准开展我

国载人航天工程（代号 921工程）研制，并明确

了我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

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

人飞船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二步，突

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

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

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

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

应用问题。

1999年 11月 20日，神舟一号飞船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由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发射入轨；11月 21日，神舟一号飞船

返回舱成功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

这是载人航天工程的首次飞行试验，考

核了运载火箭的性能和可靠性，验证了飞船

的关键技术和系统设计的正确性，以及包括

发射场、测控通信、着陆场等地面设施设备在

内的整个工程大系统间的协调性。

2003年 10月 15日，中国航天员杨利伟搭

乘神舟五号飞船由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发射

入轨；在轨飞行 21 小时，于 10 月 16 日安全返

回，胜利实现了“成功发射、精确测控、正常运

行、安全返回”的任务目标。千年飞天梦圆，

我国成为世界上第 3 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

术的国家。

中国飞天第一人杨利伟至今记得，他代

表祖国出征的那一天。

飞船预计在早上 9点整发射，进舱时间是

6点 15分。当时钟指向早上 6点时，离进舱还

有 15分钟，十几分钟的时间，对杨利伟来说却

无比漫长。

当时，他已经身在高度超过 50 米的发射

平台上，平台相当狭窄，没有其他工作可做，

现场除他之外还有 3 个人：一位教员、一位工

程师和一位医生。几个人默默无语，只听见

塔架发出的机械声。火箭已经加注完毕，有

足足 430 吨的燃料，相当于一个巨型炸弹，而

这 4个人就是站在炸弹顶端的人。

远处，几台摄像机对着他们，气氛有些凝

滞，大家都很紧张。这时，其中一位工作人员

为了缓和气氛，提议说给杨利伟讲个笑话，可

是谁都讲不出来。

过了一会儿，负责关舱门的工程师开口

了，他问杨利伟：“知不知道当年给苏联航天

员加加林关舱门的工程师现在在干什么？”

杨利伟答：“还真不知道。”

工程师说：“他现在成了俄罗斯航天博物

馆的馆长。”

6时 15分，杨利伟接到了进舱命令。

进舱之后，他用了十几分钟完成接收飞

船程序，并把确认单交给工程师。

关舱门前，工程师对杨利伟说：“利伟，明

天见。”

杨利伟微笑着答：“馆长，咱们明天见。”

几句简短的问答背后是无声的默契和信

任。杨利伟成功返航后，在欢迎仪式上又见

到了这位工程师，他们笑着拥抱，共同庆祝中

国首次载人飞行的圆满成功。杨利伟对工程

师说：“咱们又见面了，馆长。”

这位工程师后来一直被杨利伟称为“馆长”。

接续奋斗，载人航天
一步一脚印

时间来到 2005 年 10 月 12 日，费俊龙、聂

海胜 2 名航天员搭乘神舟六号飞船由长征二

号 F 运载火箭发射入轨。10 月 16 日，神舟六

号飞船返回舱安全返回。那次任务实现了

“成功发射、正常飞行、安全返回、航天员健康

出舱”的任务目标，突破掌握了载人飞船“多

人多天”在轨飞行关键技术，积累了人在太空

较长时间驻留的宝贵经验，进一步提高了工

程全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三年后的 2008年 9月 25日，翟志刚、刘伯

明、景海鹏 3名航天员搭乘神舟七号飞船由长

征二号 F运载火箭发射入轨。9月 27日，航天

员翟志刚成功实施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

任务实现了“准确入轨、正常运行、出舱活动

圆满、安全健康返回”的任务目标。那次任务

中，中国突破和掌握了空间出舱活动技术，实

现了空间技术发展的又一个重大跨越。

那是景海鹏第一次执行载人航天飞行任

务。当时的他还不知道，他还会随神舟九号、

神舟十一号，第二次、第三次飞向太空。

三次执行载人航天任务，景海鹏一次比

一次状态好。他曾公开谈到三度飞天的感

受，第一次是“激动”，第二次是“幸福”，第三

次则是“享受”。

“神七”任务的重点是出舱。景海鹏早在

“神六”任务后就攒着一股劲儿，制定了“魔鬼

训练计划”，利用 3年时间认真学习理论，特别

在低压舱、舱外服理论与操作技能方面做了

重点准备。漫长而艰辛的努力过后，他终于

在 2008 年和战友翟志刚、刘伯明一起携手圆

梦太空。那个时候，距离他加入航天员队伍

已过去整整 10年。

十年卧薪尝胆，一朝一飞冲天，但景海鹏

丝毫不敢懈怠：“人膨胀起来太容易了。”任务

凯旋之后，他最先做的就是“归零”，成绩归

零、心态归零。执行“神九”任务，面临着我国

首次手动交会对接，这对所有航天员和教练

员都是全新挑战。

按照训练计划，共同科目训练期间一周

每个航天员最多安排两次对接训练，每次 1个

小时左右。景海鹏给自己定的计划是不管训

练多忙多累，每天晚上必须拿出 1个小时进行

加练，每个周末必须拿出 1个半天加练。就这

样，从 2009 年到 2012 年，在“神九”任务考核

之前，他已经练了 2000多次，是教材大纲规定

次数的两倍。

功夫不负苦心人。2012 年 6 月 16 日，景

海鹏带领刘洋、刘旺再上太空，实现了二度飞

天的梦想。

返回地面之后，面对身边“一切功德圆

满”的声音，景海鹏有自己的打算：宁可备而

不用，不可用而不备。他继续全身心投入备

战“神十一”任务中，并再次顺利入选乘组。

“神十一”任务是我国所有载人航天发射

中科学实验最多的，总共安排了 4次跑台装置

验证实验，它们都是在模拟失重环境下进

行。前两次实验时，景海鹏和陈冬在跑台上

没找到任何感觉，连走都走不成样子，天上地

下的参试人员都倍感压力。经过反复训练、

琢磨要点，终于，在“神十一”任务的太空跑台

上，全国人民共同见证了景海鹏和陈冬自如

跑步的样子。

“天和”出征，开启空
间站新时代

2011 年 9 月 29 日和 11 月 1 日，天宫一号

目标飞行器和神舟八号飞船分别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由改进型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成

功发射、准确入轨。11 月 3 日和 11 月 14 日，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和神舟八号飞船先后进

行了两次空间交会对接试验，均取得圆满成

功，标志着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取得重大

突破，为我国建造空间站、开展大规模空间应

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后，2012 年 6 月，神舟九号航天员刘旺

在另外 2 名航天员景海鹏、刘洋的密切配合

下，手动操控神舟九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

飞行器成功对接，中国载人航天全面突破和

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

随着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攻克，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也不再是神舟飞船的“独角戏”，

而开始了神舟、天宫的“双人舞”。

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舱内实验到

太空行走，从短期停留到中期驻留……先后

突破掌握了天地往返、太空出舱、交会对接等

关键技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一步一个脚印、

扎实向前迈进。

今年 4 月 29 日，中国空间站核心舱天和

号发射升空，并顺利入轨，中国空间站建设的

大幕就此拉开。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航天

工程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天和核心舱责任

总设计师杨宏表示：“天和核心舱发射只是新

的开始，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天和

核心舱要在轨进行关键技术的多项验证，验

证过后还要在轨评估才能进行组装建造。”

据统计，在载人航天工程中，直接参与其

中的研究所、单位多达上百家，配合单位多达

上千家，涉及数十万科研工作者。“实施载人

航天这样宏大的工程，没有党中央集中统揽，

没有全国大协作，是不可想象的。”载人航天

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曾表示。

如今，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升空，中国空间

站“搭起第一块积木”，天舟二号货运飞船紧

随其后，带去推进剂、平台设备、应用载荷、航

天员生活所需。即将发射的神舟十二号飞船

将送中国航天员飞入太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此前

曾透露，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计划送3名航天员

上太空，他们将在轨驻留3个月，开展舱外维修

维护、设备更换、科学应用载荷等一系列操作。

杨利伟当年在神舟五号内写下“为了人

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如

今，中国人正在筑造自己的“太空之家”。

载人航天：
逐梦空间站时代，“神十二”箭在弦上

66月月 99日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F遥十二运载遥十二运载
火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火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汪江波汪江波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