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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军福

12月 4日，完成全部既定任务的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这
一刻，航天员刘洋的母校——郑州市第
十一中学的众多师生也在翘首以盼。

“180多天的等待，看到刘洋学姐
即将返回的消息后，内心很激动，也为
母校感到自豪。”郑州市第十一中学新
疆班高一学生阿合珠力·包拉提，学习
之余抽出时间，亲手绘制了一幅航天
图画，预祝刘洋顺利返航。

这幅手绘作品，以浩瀚的太空为
背景，描摹了刘洋出舱作业时的生动
画面。“礼物虽然小，但希望刘洋学姐
看到会喜欢。”阿合珠力·包拉提说。

书画传情寄相思。神舟十四号即
将返航时，高一学生刘佳欣给刘洋写了
一封书信：“刘洋学姐，在太空中的生活
咋样啊？之前您在学校有什么好玩的
经历吗？我有好多问题想请教……”

刘佳欣告诉记者，校园里很多地
方都有刘洋的印记，除了航天模型外，
大到博观楼，小到楼道里的一块墙面，
都有刘洋的照片和简介，就连图书馆

里也设立了“刘洋书架”，摆放着刘洋
捐赠给学校的书籍。每当学习遇到困
难时，自己就会到书架前看一看，心中
便充满了力量。

李婉彤是学校书画社的成员，平
时喜欢书法，她送给刘洋的礼物是一
幅书法作品，上面写着“永葆初心，胸
怀山海”，“这既是送给学姐的，也是写
给自己的”。

因为是刘洋校友，高三学生朱静
雯对神舟十四号的太空之旅格外关
切。“6个月的时间，印象最深刻的是太
空授课和中秋祝福。”朱静雯说，当她
看到刘洋在太空做趣味饮水实验和水
球变“懒”实验时，感觉太酷了，原来科
学这么有魅力，既实用又有趣。

一笔一画，一字一句，都寄托着青
年学子的美好期许。天地互动间，奋飞
梦想的种子也在学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刘洋学姐两次出征太空，用行动
证明了女孩子一样可以乘风破浪，奔
赴星辰大海。她追梦圆梦的故事，也
激励我不畏艰苦、勇攀高峰。”朱静雯
说自己想报考军校，成为像刘洋那样
的军人。③9

像学姐一样奔赴星辰大海

□本报记者 尹江勇

“神舟十四号报告，我已着陆”……12月4日
晚，伴随着确认口令在搜救现场和北京飞控中心
大厅回响，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安全降
落，至此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着陆回收任务完美
收官。在这一过程中，来自河南航天企业的科技
装备发挥了关键作用。

据了解，这是东风着陆场首次在极寒、暗夜
条件下成功回收载人返回舱，由中国电科第二
十二研究所研制的多种装备，支撑着陆场系统
建成了天空地一体的搜索引导体系，确保回收
任务万无一失。

其中，定向仪堪称在寒夜中守望返回舱的
“慧眼”。夜间，搜救力量主要通过返回舱发射
的“呼叫”信号，来跟踪搜索返回舱。定向仪从
返回舱打开主降落伞直到搜救力量抵达落点处
置，会一直牢牢锁定返回舱发出的“呼叫”信号，
是对返回舱最有效的现场发现、定位手段。针
对此次搜救回收任务，二十二所研制了多台新
型机载、车载定向仪，自动化水平和稳定性大幅
提高，精准引导空中和地面搜索分队第一时间
从不同方向抵达返回舱。

在本次任务中正式装备的“直升机前舱搜
索引导系统”，则如同空中搜索平台的“大脑”，
不仅能够对着陆场现场的多源搜救信息进行自
动融合分析，还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落
点预报数据精准同步，使搜救力量对上千公里
之外的返回舱运行轨迹“了如指掌”，为搜索任
务争取了宝贵的提前量。

装备于着陆场系统的航天员通话电台，是
返回舱在低空飞行时和着陆后，舱内航天员与
地面搜救力量联络的“保底”手段。此次回收任
务在夜间实施，现场情况复杂，保证舱内航天员
与地面搜救人员通信畅通极为关键。二十二所
集结科研精兵研发的新型航天员通话电台，在
此次回收任务中发挥出色，成功收到舱内航天
员的话音，不仅为现场搜救人员及时了解舱内
航天员身体状况提供了关键信息，同时为搜救
指挥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

此外，由郑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研制
的舱段分离连接器和分离信号装置，是神舟十
四号航天员乘坐返回舱返回过程中，实现各舱
段分离的关键元器件。据该公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舱段分离连接器不仅要保证分离可靠，还要
保证返回舱的气密性。执行分离信号后，舱段
分离装置可判断各舱段间是否最终成功分离，
保证返回舱按照预定程序安全返回。

由中国航天科工河南航天研制的多种类高可
靠性、高性能液压气动产品，则以“全战全捷”的优
异成绩，完成今年度各项载人航天工程保障任务。

中国航天科工河南航天六九五厂有关负责
人表示，河南航天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重
要参与者，自神舟七号以来一直承担空间站和
载人飞船温控和环控生保系统相关产品的研制
生产任务，配套的数十万件各类高可靠性、高性
能液压气动产品，为空间站建造与在轨运行发
挥了重要支撑作用。③6

河南科技护航
神十四乘组回家

新华社酒泉 12 月 4
日电（记者 黄明 李国利
张汨汨）12 月 4 日 20 时
09分，神舟十四号载人飞
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
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
员确认航天员陈冬、刘洋、
蔡旭哲身体状态良好，神
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取
得圆满成功。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介绍，19时 20分，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
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
令，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
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
离。此后，飞船返回制动
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
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
陆后，担负搜救回收任务
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
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
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人
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
于 2022 年 6 月 5 日从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
空，随后与天和核心舱对
接形成组合体。3名航天
员在轨驻留 6 个月期间，
先后进行 3 次出舱活动，
完成空间站舱内外设备及
空间应用任务相关设施设
备的安装和调试，开展一
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
试验，在轨迎接 2 个空间
站舱段、1 艘载人飞船、1
艘货运飞船的来访，与地
面配合完成了中国空间站

“T”字 基 本 构 型 组 装 建
造，与神舟十五号航天员
首次完成在轨交接班，见
证了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
会对接最快的世界纪录等
众多历史性时刻，并利用
任务间隙，进行了1次“天
宫课堂”太空授课，以及一
系列别具特色的科普教育
和文化传播活动。

陈冬成为中国首个在
轨驻留时间超过200天的
航天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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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辉

“记够这 183天，姑娘回来了！”窗
台下，那张薄薄的日历上，牛喜云把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驻留太空的天数
圈写、定格在了第183天。

从 6月 5日神舟十四号奔赴太空
算起，航天员刘洋的父母刘士林、牛喜
云老两口数着天数过日子，“整个心一
直追随着她。”

太空逐梦，神舟归航。12月 4日
19 时许，刘士林、牛喜云夫妇和亲属
们又一次聚在郑州家中，共同见证激
动人心的重要时刻。

“不单单是盼望，更多的是惦记。
孩子们圆满完成任务马上要回来了，
为他们骄傲！”刘洋父母激动之余还有
一些紧张。

183天，时间横跨夏与冬，牵挂相
连天与地。

“我们在地球上数着日子，姑娘也
在太空数着日子，都是心心相连。”牛喜
云说。在太空中，刘洋每天会写下一句
寄语和感悟在纸条上，然后将纸条叠成
一颗颗幸运星，把祝福写进满天星辰。

“这是姑娘长期坚持的一个习惯，
纸星星里藏着她的心愿和梦想。”牛喜
云向记者“剧透”：考上大学后，刘洋在

学校里就开始叠星星。
最近几天，牛喜云重新收拾东西

时发现了一盒盒“纸星星”。她把“纸
星星”也打包好，放进一个黑色大皮箱
里。皮箱里，牛喜云珍藏着刘洋从小
到大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这个皮
箱是送给姑娘归来的‘神秘礼物’之
一。”牛喜云说。

如今，“摘星星的女儿”回来了。20
时09分，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的东风着陆场，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返
回舱在预定区域成功着陆，航天员落地
后接力报告“感觉良好”。实况直播传
来一幕幕“暖心”画面，1800多公里外的
郑州，刘洋父母家响起阵阵掌声。

“难忘天上宫阙，更念祖国家园。
回到祖国怀抱很踏实、很安心，见到亲
人同胞很激动、很亲切。中国航天永
远值得期待。”刘洋出舱微笑招手，说
出的第一句话顿时引得现场一片叫
好，刘洋父母也隔空向女儿挥手致意。

“精准落地、顺利出舱，说话底气
十足，说明身体和精神状态非常好。”
刘士林激动地说。

刘洋父母说：“过段时间，我们老两
口就去北京看姑娘，给她做最爱吃的羊
肉烩面，把那个皮箱也转交给她，让她
也拆拆‘盲盒’，全家在一起团圆了。”③9

记够183天，姑娘回来了

难忘天上宫阙 更念祖国家园
神十四乘组平安归来 家乡人满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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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实现
两个20吨级的
航天器
在轨交会对接

蔡旭哲 陈冬 刘洋

12月4日，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安全顺利出舱。 新华社发

首次实现
空间站
舱段转位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吉小平

“6个月过去了，陈冬很好地完成了这次国家交
给的任务，我为他骄傲！”12月 4日晚，陈冬的母亲
黄焱对记者说。

当晚，神舟十四号“太空出差三人组”陈冬、刘洋
和蔡旭哲，在位于内蒙古的东风着陆场成功降落。神
舟十四号乘组指令长、洛阳籍航天员陈冬的父母陈树
林和黄焱，在洛阳家中目不转睛地观看电视直播。

20：52，陈冬第一个被抬出返回舱。“我们像流
星一样返回祖国的怀抱，我为伟大的祖国骄傲。”陈
冬通过直播说。

此时，电视屏幕前陈树林握紧的拳头放松开
来，黄焱的表情也轻松许多。现场的人们纷纷向陈
树林和黄焱表示祝贺。

“咱们国家航天进步太大了！”陈树林激动地说。
从6月5日神舟十四号升空到12月4日返航，三

位航天员在轨 183天。其间，神舟十四号乘组第一
次在空间站迎接载人飞船来访，第一次在轨轮换，
第一次从气闸舱出舱，第一次启用小机械臂转移航
天员……一系列操作，创造了中国载人航天领域多个

“第一次”。而陈冬本人累计在轨时间超过200天，成
为中国航天史上在太空停留时间最长的航天员。

黄焱对儿子这次“太空出差”的表现非常满意，
“等见到他时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随着陈冬的安全返回，“检查作业的爸爸”再次
成为关注的话题。

原来，陈冬的孩子们说，长大也想上太空。此
次出征前，陈冬说：“这次没票了，等你们长大得自
己争取。这次我给你们留一项作业——你们为什
么想上太空，上去之后想干什么？回来之后我问问
你们。王亚平当时回来是‘摘星星的妈妈’回来了，
我回来就是检查作业的爸爸回来了。”

听说陈冬回来要“检查”孩子们的作业，黄焱
说：“他要检查孩子作业，我们也要检查他的作业。”

一时间，“检查作业的爸爸”成了热点话题。
面对此次陈冬凯旋，黄焱说：“180多天，他答

了一道又一道题，过了一个又一个坎，已经圆满完
成了党和国家交给他的任务。我为他骄傲，也感到
自豪，给他打95分吧。”黄焱解释，之所以不给儿子
打满分，是希望他继续努力。

而巧合的是，伴随着陈冬的返回，他也即将迎
来44岁的生日。

“过生日一般是给他擀个手擀面。”陈树林说，
去年陈冬生日时，他特意为儿子做了一碗洛阳手擀
面。今年儿子生日虽然不能见面，但自己还会做上
一碗洛阳手擀面为他庆生。③9

要给儿子一个大大的拥抱

航天员乘组
首次进入问天、
梦天实验舱
开启中国人太空
“三居室”时代

首次实现
货运飞船2小时
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创造了世界纪录

首次利用气闸舱
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
并创造了一次飞行任务
3次出舱的纪录

首次使用组合机械臂
支持航天员出舱活动

首次在轨
迎来货运飞船来访

首次开展飞行乘组
在轨轮换，见证6名
中国航天员同时在轨
飞行的历史时刻

扫码看更多

我们乘组一定会以满格的

信心、满血的状态、满分的表现，

坚决完成任务。

与 10 年前相比，我的状态

没变，一直坚持着学习和训练。

难忘天上宫阙，更念祖国家

园。回到祖国怀抱很踏实、很安

心，见到亲人同胞很激动、很亲

切。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

我们像流星一样返回祖国

的怀抱，我为伟大的祖国骄傲。

希望你们心怀山海，眼有

星辰，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共

同创造更加精彩的未来。

右图 11月30日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拍摄的神舟十五号航
天员乘组与神舟十四
号航天员乘组太空合
影的画面。 新华社发

12月 4日一大早，刘洋母亲牛喜云在日历上圈画出神十四乘组驻留太空的
天数。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马绍坤 摄

资料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