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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的月球探测计
划“嫦娥工程”已进入第16个年
头。中国的探月起步虽晚，但后
劲十足。记者从国家航天局了
解到，2019年初实现人类探测
器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的嫦娥
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号”巡视
器目前已完成第七月昼工作，
再次迎来月夜。7月9日9时，嫦
娥四号着陆器按地面指令完成

月夜模式设置，进入月夜休眠。
随后，“玉兔二号”巡视器于7月
9日9时10分进入“梦乡”。

在第七月昼，嫦娥四号着陆
器上月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
仪、低频射电频谱仪按计划开机
工作，继续开展科学探测任务。

“玉兔二号”巡视器在此期间按
既定路线继续移动，并在多个探
测点进行相关探测工作。

“经过嫦娥一号、二号、三
号和四号任务的成功实施，中
国在轨道设计、高精度测控、月
面软着陆的就位探测和巡视探
测等众多深空探测技术上，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希望
中国人登上月球的那一刻能早
日到来。”中国科学院院士、我
国首次探月工程月球应用科学
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说。

不顾朝鲜反对
韩美下月军演

韩国知情人士21日披露，尽管朝
鲜本月警告韩美军演将影响朝美磋商
重新启动，韩国和美国仍然打算 8 月
举行“19-2 同盟”联合军事演习。只
是，韩美考虑给这场军演换代号，显然
有意掩人耳目。

执意军演

韩联社21日以多名韩国官员为来
源报道，韩国和美国打算 8 月初举行

“19-2同盟”指挥所演习，为期三周。
朝美首脑去年 6 月会晤，美方随

后宣布暂停美韩联合军演。美韩随后
商定终止三大军演，分别是每年春季
的“关键决断”和“秃鹫”、八九月的“乙
支自由卫士”，代之以小规模演习。

其中，“关键决断”这一代号停用，
改为韩文名称“同盟”，韩美今年3月
举行的第一次“同盟”指挥所演习因而
改为“19-1同盟”；“乙支自由卫士”得
以拆分，其中韩国政府负责的“乙支”
与韩国军方负责的“太极”合并为“乙
支太极”演习，“自由卫士”则改版为

“19-2同盟”韩美联合演习。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一名官员 20

日在美国阿斯彭学会年度战略论坛上
说：“据我所知，特朗普总统没有说要
取消即将到来的这场军演。”这名官员
告诉路透社记者，“19-2同盟”以电脑
模拟为主要形式，不是实兵野战演习。

考虑改名

韩国官员说，韩美双方正在考虑
是否给下月举行的“19-2 同盟”联合
演习换代号。据他们推测，可能弃用

“同盟”这一代号。韩联社分析，韩美考
虑给8 月联合军演更名，显然是考虑
朝鲜方面先前警告。

朝鲜外务省16日发表声明，警告
美国和韩国一旦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将影响朝美重启关联半岛无核化谈判
的“工作层面磋商”。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6月30日在位于朝
鲜半岛非军事区的板门店会面，是两
人第三次会面。特朗普说，他与金正恩
同意重启两人2月越南会晤以后停滞
的朝美工作层面磋商。

在一份由朝鲜中央通讯社播发的
声明中，朝鲜外务省发言人 16 日说：

“朝美首脑在板门店会面不到一个月，
美国就打算重新启动它在最高层面亲
自承诺停止的联合军事演习。”

朝方指认韩美联合军演针对朝
鲜，是“战争预演”，“美国单方面食言
让我们逐渐失去继续履行对美承诺的
理由”。朝方暗示，如果美韩举行军演，
朝方将重新考虑是否继续遵守停止核
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承诺。

（新华社）

日本参议院选举投票结束
出口调查显示执政党选情占优

日本参议院选举21日上午开始投
票。选举将确定参议院中124个议席的
归属。自民党、公明党以及在野的日本
维新会等修宪势力能否获得参议院议
席的三分之二以上、即164个议席成为
本次选举关注的焦点。

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此
次选举日本全国共设立47044个投票
点。投票从东京时间21日7时开始，20
时结束，最终结果定于投票结束后数
小时内发布。目前，出口调查结果显
示，自民党和公明党的执政联盟获得63
个以上的过半数改选议席已成定局，同
时，对修改宪法态度积极的修宪势力有
望获得超过85个改选议席。

根据2018年日本国会通过的《公职
选举法》修正案，日本参议院的额定议
席总数将增设6个，即从原来的242个增
至248个。参议院选举每3年改选其中
一半的议席，因此本次改选的议席从
原来的121个增至124个，包括74个选
区名额和50个比例代表名额。到下次
参议院改选完之后，参议院议席总数将
达到248个。 （新华社、国际在线）

“阿波罗”计划虽然取得许
多科学、技术上的伟大成就，但
主要还是服务于政治目的，为此
付出了惊人的成本。

经过多年“冷静思考”，各国
普遍认识到探月活动具有政治、
社会、技术、科学和经济等多方
面意义。因此，未来人类探月的
目标也转变为将科学探索和经
济利益相结合，最终目的是开发
月球资源。前文提到建设月球基
地即是为此。

那么，月球上有哪些资源，
如何开发？早些年，月壤中氦-3
的发现，让科学家们十分兴奋。
氦-3是被世界公认的高效、清
洁、安全、廉价的核聚变发电燃
料。据计算，100吨氦-3所能创造
的能源，相当于全世界一年消耗
的能源总量。氦-3在地球上的蕴
藏量极少，而早期探测结果表
明，月球浅层的氦-3含量多达上
百万吨，足够解决人类的能源之
忧。实际上，随着人类对月球认
识的加深，科学家发现月球氦-3
的总储量很可能更多。不过人们
发现，月球氦-3虽多，想用上却
不容易。其不仅提取过程复杂，
要想大批量运输回来，也面临高
昂的成本和许多技术难题。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研
究员杨宇光认为，早期月球基地
开展一些科考活动，像国际空间
站那样住4到6人就够了，如果发
现大量水资源，需扩大基地规模
进行开采和燃料制备，也不需要
太多人。“2050年代人类能开始开
采月球资源，就很不错了。”

几十年后，月球上的剧本
可能是这样：某一处大量采用
月球原材料、利用3D打印技术
建造的半地下式基地，凭借月
球发电站和水资源实现一定程
度的自给自足。几名工程师和
科学家住在里面，管理着智能
开采设备和生产厂房，偶尔迎
接来自地球的飞船和宇航员，
再把他们送往火星。每隔一段
时间，他们会收到来自地球的
快递，或是等来换班的人。有
时，他们会开着月球车四处探
索、在干净的环境里用天文设
备仰望星空，或是琢磨怎么把
氦-3弄回地球。这是可以预期
的开发月球的正确方式。

我们何时
重返月球

““这是个人的一小步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人类首次登月50周年

“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
是人类的一大步。”美国东部
时间7月20日22时56分，尼
尔·阿姆斯特朗的声音再次
在各地回响，这正是他作为
踏上月球的第一人说出这句
名言50周年。

1969年7月20日，“阿
波罗11号”登月任务成功。
飞船上的三名宇航员中，尼
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
德林乘登月舱着陆，先后踏
上月球，迈克尔·柯林斯驾驶
指令舱在月球上空飞行。

50年后的这一天，与当
年登月时间节点同步，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
多个平台播送了登月视频。

当晚，美国首都华盛顿
的方尖碑上被投射了“土星
五号”火箭影像，两侧显示
屏还上演了名为“阿波罗
50年：前进月球”的灯光
秀。上万名来自各地的群众
涌向纪念碑广场。在火箭发
射、登月舱落月、阿姆斯特
朗在月表踏上第一个脚印
等时刻，人群中多次响起掌
声和欢呼声。

美国多地举办了各种纪
念活动。

此外，NASA计划在今
年将启封一小部分封存至今
的月球岩石与土壤，利用现
代技术进行研究。

■50年前的7月20日，
经过漫长的飞行，“阿波罗11
号飞船”着陆器正式登陆月
球，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
代表人类首次踏上了地球之
外的天体，迈出了他的一小
步、人类的一大步

■50年后，许多科学家
都认为，是时候重新回到月
球，续写50年前的故事了。
那么，人类重返月球之日将
何时到来？未来将如何开发
月球？这一切令人十分期待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人类首次登月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再算算，人类最后一次登月也是
47年前了。

许多科学家都在心心念念这件事情，他们认为，是时候重新回到月球，续写50年前的故事
了。那么，不久的将来人类与月球的故事将怎样继续？

登月50年后
又一批月壤
将走出保险箱

人类登月的故事将在月球两极续写

在载人登月活动停滞了数
十年后，未来率先把航天员送
上月球的会是谁？其实没啥悬
念，大概率还是美国。

美国已提出明确的登月计
划和时间表。7月20日，美国副
总统彭斯说，美国已完成建造

“猎户座”飞船，目标是2024年
前让宇航员重返月球，并在未
来让人类首次登陆火星。

目前，NASA已将新的登月
计划正式命名为“阿尔忒弥
斯”。在希腊神话中，阿尔忒弥
斯是阿波罗的姐姐，也是月神。
NASA以此命名，除了致敬“阿
波罗”计划，还希望将女航天员
首次送上月球。

7月20日，美国还公布了
“阿尔忒弥斯”计划的官方标志
图案，正式宣告将在月球建立
永久存在基地。美国媒体直呼，
美国要“占领”月球了。

但美国的登月计划让外界
感觉不是很踏实，原因之一是
运载火箭老掉链子。

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
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美国波
音公司正在研制“太空发射系
统”（SLS），其将成为有史以来
推力最大的运载火箭。

但SLS的研制进展缓慢，原
计划2017年首飞，目前已推迟到
2020年。许多人对美国能否靠它
如期实现载人登月表示担忧。不
过，航天专家黄志澄对美国登月
计划有一定信心，认为2024年实
现登月的可能性超过一半。他表
示，由于受到俄罗斯、中国航天
发展的压力，美国加快载人登月
脚步的决心很大。

黄志澄表示，NASA采用与
以往不同的方式，联合许多民
间力量，在着陆器、有效载荷等
方面与多家民营公司签订了合

同。“这样的合作给美国带来了
一定优势。”庞之浩认为，如果
美国能坚持现有方案并持续投
资，即使2024年不能实现载人
登月，最晚到2028年应该也可
以重返月球。

当美国为重现登月壮举大
力“总动员”时，其他国家也在
推行登月计划。

今年2月，俄罗斯探月计划
流出，其中提到计划于2031年
完成首次载人登月，2034年着
手建设月球基地。为此该国启
动了超级重型运载火箭项目。

庞之浩介绍，俄罗斯正在
分两步研制新型重型运载火箭

“叶尼塞”与“顿河”，它们的近
地轨道运载能力分别能达到
103吨和130吨。

此外，庞之浩介绍，欧洲、
日本均提出过建立月球基地的
构想，但尚无实质性进展。

下一步率先登月的或仍是美国

中国探月起步虽晚 但后劲十足

1969年7月20日世界时20时
17分，阿波罗11号飞船降落在月
球静海地区。静海位于月面中央
的宁静盆地内，面积约为42万平
方公里。此后，阿波罗16号、17号
飞船也在该地区登陆。

庞之浩介绍，当年受技术能
力制约，所有阿波罗飞船都是在
月球正面赤道附近着陆。而如
今，美国声称有能力落在月球任
何一个地方。

虽然美国尚未公布未来登
月的确切地点，但从近年国际探
月活动发展趋势来看，月球两极
已成主要目标。

例如，2019年初，我国嫦娥
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位于月
球背面南极附近。在国家航天局
公布的探月四期工程后续计划
中，嫦娥六号任务计划在月球南
极进行采样返回，嫦娥七号要在
月球南极对地形地貌、物质成
分、空间环境进行综合探测，嫦
娥八号也将继续进行科学探测
试验，并开展一些关键技术的月
面试验，为以后各国共同构建月
球科研基地做前期探索。

庞之浩表示，月球两极是人
类建设月球基地的理想场所。月
球两极存在两种特殊区域：一是
永久光照区，可获得持续稳定的
太阳能；二是永久阴影区，已有研
究发现，这里可能存在大量水冰。
因此，在两极建设月球基地，不仅
有利于航天员驻留，还有助于把
月球作为跳板进行载人火星探
测。相比从地球出发，火星飞船从
月球起飞，成本将大大降低。

两极将成为
未来登月落脚点

发展趋势

如何开发？
月球资源的
正确“打开方式”

——尼尔·阿姆斯特朗

7月20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的脚印影像被投射到方尖碑上 新华社发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
科技日报等

1969年 7月20日，宇航员巴兹·
奥尔德林在月球上行走。照片拍摄者
是登月第一人尼尔·阿姆斯特朗 图据
东方IC

猜测纷纷！
英德暂停赴开罗航班

英国航空公司和德国汉莎航空公
司20日突然宣布暂停赴埃及首都开罗
的航班，引起猜测纷纷。航空运营商和
机场人士说这是“预防措施”，“出于安
全考虑”，没有详述具体原因。

自西奈半岛2015年10月坠机事件
以来，俄罗斯一度叫停往返埃及的航
班，英国等多国停飞前往埃及红海旅
游胜地沙姆沙伊赫的航班，至今没有
恢复。埃及旅游业遭受重创，至今依然
处于恢复阶段。

英国航空公司宣布，自20日起连
续7天暂停飞往埃及开罗的航班。德国
汉莎航空公司说，从德国城市慕尼黑
和法兰克福飞往开罗的两个航班20日
取消，预期21日恢复。

英国媒体以“突然”描述上述停飞
措施。两家航空运营商未解释原因，只
是强调停飞出于安全考虑。（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