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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说收到金正恩来信

再见面“不太遥远”
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说，他收到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来信，可能与金
正恩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再次会晤。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告
诉在场官员及媒体记者：“我收到金正
恩一封了不起的信。”他一边说，一边
从桌面上拿起信件示意。

特朗普说，他与金正恩“6个月前
在新加坡会晤，如今可能再次会晤，他
想见面，我也想见面……我们将在不
太遥远的将来举行（会晤）”。

特朗普在内阁会上提及金正恩发
表的新年贺词，说看了美国媒体对金
正恩贺词的报道，“金委员长在贺词中
说乐意见面谈，想要无核化，许多好的
事情正在发生”。

朝鲜中央电视台1日播出金正恩
发表新年贺词的视频。金正恩说，实现
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是朝方不变的立
场，朝方因而宣布不再制造或试验核
武器，不使用或扩散核武器，采取了一
系列实际举措。如果美方能对朝方先
行主动的举措回以相对应的值得信赖
的举措，朝美关系将更好更快地前进。

金正恩说，他愿意随时与美国总
统再次会晤。但如果美方不遵守承诺，
误判朝鲜人民的耐心，依然对朝制裁
施压，那么，朝方可能不得不为自身主
权和最高利益、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
安全而“寻求新路”。 据新华社

38万公里很远，远到人类文
明从未在月球背面留下印记；38
万公里很近，就在昨天，中国在

“蟾宫后院”折桂！2019 年 1 月 3
日10时26分，中国嫦娥四号代表
人类首次软着陆月球背面，并通
过“鹊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第一
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

这一刻，世界看中国！
由于自转和公转的特点，月

球永远只有一面对着地球。此前，
国际上仅有极少数环月飞行器从
太空中看到过月球背面的样子，
而由于通信受限和技术原因，人
类此前从未真正踏上过这片秘
境。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落月成
功创造了人类太空探索史上的新
纪录。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
千百年来，从嫦娥奔月到万户飞
天，我们的祖先不断展现对宇宙
的浪漫想象和探索激情。探索浩
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正是亿万
中华儿女不懈追求的伟大梦想。

我国探月工程全面启动以
来，已经走过了 15 年的时光。15
年间，从嫦娥一号拍摄的全月球
影像图，到嫦娥二号首次实现我
国对小行星的飞跃探测，再到嫦
娥三号成功实现落月梦想……月
球探测工程，成为我国航天事业
发展的又一座里程碑，开启了中
国人走向深空探索宇宙奥秘的时
代，标志着我国进入具有深空探
测能力的国家行列。

作为整个探月工程“绕、落、
回”三步走战略中第二步的关键
组成，嫦娥四号的一小步，无疑是
整个人类太空探索史上的一大
步。月球背面比正面更为古老。嫦
娥四号探测器自主着陆在月球背
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内的冯·卡
门撞击坑内，其物质成分和地质
年代具有代表性，对研究月球和
太阳系的早期历史具有重要价
值，嫦娥四号任务为中外科学家
提供了更多太空探索的机会。

“踏上月球背面，已经是好几
代科学家共同的梦想了。”中国科
学院院士叶培建动情地表示，“落
月是整个任务最关键阶段，充满
了风险、未知和挑战。探月工程各
项任务的连续成功，开启了中国
人走向深空、探索宇宙奥秘、增进
人类福祉的新时代。”

宇宙到底有多大？这是人类
秉承探索发现的天性不断追寻的
问题。在发现未知地带的征程中，
中国航天人将不畏艰苦、不断创
新，奏响探索宇宙的新畅想。

落月后，通过“鹊桥”中继星的“牵线
搭桥”，嫦娥四号探测器进行了太阳翼和
定向天线展开等多项工作，建立了定向天
线高码速率链路，实现了月背和地面稳定
通信的“小目标”。

11 时 40 分，嫦娥四号着陆器获取了
月背影像图并传回地面。这是人类探测器
在月球背面拍摄的第一张图片，也是世界
首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

后续，嫦娥四号探测器将通过“鹊桥”
中继星的中继通信，开展设备工作模式调
整等工作，择机实施着陆器与巡视器分离。

从嫦娥奔月到万户飞天，从“天眼”探
秘到载人航天，探索浩瀚宇宙，是中华儿
女不懈追求的伟大梦想。“这一刻，我们都
是幸福的追梦人！”得知嫦娥四号着陆的
喜讯，年近九旬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孙家栋院士豪情满怀。

最高法发布
建设工程新司法解释
加强保护建筑工人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 3 日发布《关于审
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解释（二）》，于2019年2月1
日起施行。

在实际施工人权利保护方面，司
法解释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
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
规定要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
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
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
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同时，司法
解释还规定实际施工人有权对发包人
提起代位权诉讼，以期进一步加强对
农民工等建筑工人权益的保护。

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损失
赔偿数额的认定，司法解释规定，对于
损失大小无法确定的，一方当事人请
求参照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建设工
期、工程价款支付时间等内容确定损
失大小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双方过
错程度、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
等因素作出裁判。

关于借用资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的民事责任，司法解释规定，缺乏
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借用有资质的建
筑施工企业名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的，发包人有权请求出借方与借用
方对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等因出借资
质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
围，司法解释规定应依照国务院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建设工程价款范围
的规定确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
范围，将承包人应获得的利润也包括
在内。为加强对农民工等建筑工人合
法权益的保护，司法解释还对承包人
处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作了限
制，规定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放弃或
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
得损害建筑工人利益。 据新华社

“白银连环杀人案”罪犯
高承勇被执行死刑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3日上午，
甘蒙“8·05”系列强奸杀人案罪犯高承
勇被执行死刑。

1988年5月至2002年2月间，被告
人高承勇在甘肃省白银市、内蒙古自
治区包头市连续实施抢劫、故意杀人、
强奸、侮辱尸体犯罪，共致11名女性被
害人死亡。该案案情疑难、复杂，社会
影响重大，舆论关注度高，破案跨度长
达28年，曾一度被称为“世纪悬案”。

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
议庭，于2017年7月18日至19日对本
案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充分听取
了控辩双方意见，并对全案事实证据
和法律适用进行了认真审查、研究。
2018年3月30日，白银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开宣判，认定被告人高承勇犯抢
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故意杀人
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
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
权利三年；犯侮辱尸体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
后，高承勇当庭表示不上诉，在法定期
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复核，同意
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
进行了复核，讯问了被告人，并于近日
裁定核准高承勇死刑。白银市中级人民
法院向高承勇宣告并送达了最高人民
法院的刑事裁定书，并于2019年1月3
日上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
执行死刑命令，对高承勇执行了死刑。
检察机关依法派员临场监督。据新华社

进入21世纪后，成
功让探测器在月球着陆
的只有中国，此次通过
挑战月球背面着陆，中
国有望在月球开发领域
领先世界一步。
——《日本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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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航天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
计师吴伟仁

这一刻，
世界看中国！
嫦娥四号的一小步,是人类
太空探索史上的一大步

嫦娥四号任务携带了中国和荷兰科学
家研制的低频射电探测器。“到月球背面开
展低频射电天文观测是天文学家梦寐以求
的，可以填补射电天文领域在低频观测段的
空白。”中科院月球与深空探测总体部主任
邹永廖说。

嫦娥四号还将棉花、油菜、土豆、拟
南芥、酵母和果蝇 6 种生物带上了没有
生命的月球，它们形成一个微型生物圈。
人们期待月亮上能绽放出第一朵花。

月球的夜晚究竟有多冷，中国科学家
还没有确切数据。嫦娥四号的任务还包括

给月球测量“体温”。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嫦娥四号巡视器总

体主任设计师申振荣说，去月球背面探测
是中国为世界作出的贡献。“这一探测有可
能会影响好几代人。”

邹永廖说，月球背面具有独特性质，嫦
娥四号登陆的是从未实地探测过的处女
地，或许能获得重要发现，“相信会在科学
上有新的惊喜”。

据了解，嫦娥四号任务包含了4台国际
载荷，为全球更多科学家提供了太空探索
的机会，集中人类智慧破解宇宙谜题。

棉花、油菜、土豆、拟南芥、酵母和果蝇

随嫦娥四号登上月球
形成一个微型生物圈

等待了数十亿年，月球永远背向地球那面的山地荒原终于迎来第一个地球访客
——嫦娥四号。这是人类第一次揭开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昨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探
测器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实现人类探测器首
次成功在月球背面软着陆，更通过“鹊桥”中继星实现了地球和月背间的首次中继通信。

经过约38万公里、26天的漫长飞行，1
月3日，嫦娥四号进入距月面15公里的落
月准备轨道。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厅内，随着
现场工作人员一声令下，嫦娥四号探测器
从距离月面15公里处开始实施动力下降，
探测器的速度逐步从相对月球1.7公里每
秒降为零。

在 6 到 8 公里处，探测器进行快速姿
态调整，不断接近月球；在距月面100米处
开始悬停，对障碍物和坡度进行识别，并
自主避障；选定相对平坦的区域后，开始
缓速垂直下降。最终，在反推发动机和着

陆缓冲机构的“保驾护航”下，一吨多重的
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东经 177.6
度、南纬45.5度附近的预选着陆区。

嫦娥四号着陆区地形起伏达6000米，
是太阳系中已知最大的撞击坑之一，被认
为对研究月球和太阳系早期历史具有重
要价值。

“月球背面是一片难得的宁静之地，
屏蔽了来自地球的无线电信号干扰。这次
探测可以填补射电天文领域在低频观测
段的空白，将为研究恒星起源和星云演化
提供重要资料。”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
新闻发言人于国斌说。

26天的漫长飞行 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

传回世界首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

评时

传回首张“月背近照”
种下6朵“生命之花”

嫦娥四号

“去月球背面比去正面风险增大了很
多，崎岖的地形给我们带来必须面对的问
题，但在月面更高精度的着陆是未来所需
要的。解决这次任务面临的挑战，可为后
续的深空探测和小行星探测打下基础。我
们希望未来具备全月球乃至于全太阳系
的到达能力。”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嫦娥四
号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说。

由于潮汐锁定，月球绕地球公转与自
转的周期相同，从地球上看到的月亮“景
色”总是相同的。在没有太空探测器的年
代，月球背面一直是神秘的未知世界。

直到大约60年前，苏联的月球3号探
测器才传回了第一张月球背面影像。大约
50年前，美国阿波罗8号的3位宇航员在环
月飞行时，成为最先目睹月球背面的人类。

越来越多环绕月球的探测器让人们
发现，原来月球背面和正面如此不同：正
面相对平坦，而背面则崎岖不平，遍布坑
坑洼洼的撞击坑；月球背面的月壳比正面
厚得多。为什么会这样？现在依然是个谜，
只有着陆探测才有可能揭开这个谜。

“月球童年的经历，地球上也发生过。
但由于地质活动，地球早年的痕迹已被抹
去。要想了解地球久远的往事，月球或许
能给我们答案。”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研究员林杨挺说。

距离人类第一次登月过去 50 年了，
人类能否重返月球？月球上的辐射会对宇
航员造成多大影响？月球上到底有多少
水？月球上的水是怎么来的？

中外科学家将通过嫦娥四号寻找答
案，为人类重返月球作准备。

“人类的本性就是探索未知。月球对
我们来说是一个神秘而又未知的世界，我
们有责任有义务去探究它。探测月球也会
加深我们对地球和对自身的认识。”中国
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说。

月亮上能开出第一朵花吗？

要想了解“地球往事”
月球或能给我们答案

走，去月球背面

距离人类第一次登月过去距离人类第一次登月过去5050年了年了，，
人类能否重返月球人类能否重返月球？？月球上的辐射会月球上的辐射会
对宇航员造成多大影响对宇航员造成多大影响？？月球上到底月球上到底
有多少水有多少水？？月球上的水是怎么来的月球上的水是怎么来的？？

中外科学家将中外科学家将通过嫦娥四号寻找答通过嫦娥四号寻找答
案案，，为人类重返月球作准备为人类重返月球作准备。。

嫦娥四号着陆器监视相机C拍摄的着陆点南侧月球背面图像，是世界首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 新华社发

图为1月3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降落过程（示意图）新华社发

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全球征名活动
结果于昨天揭晓，月球车命名为“玉兔二
号”。2018年12月8日2时23分，探月工程
嫦娥四号任务着陆器和巡视器（月球车）
组合体发射升空，2019年1月3日10时26
分成功着陆月球背面，随即着陆器与巡视
器分离，开始就位探测和巡视探测。

中科院月球与深空探测总体部主任
邹永廖介绍，月球车在月背行走时，还可
以获取集地形地貌、物质成分、浅层结构
于一体的综合地质剖面，这个剖面一旦
建立起来，将是国际首创。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

嫦娥四号月球车
命名为“玉兔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