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月梦”托举“中国梦”
人类首次月球背面探测全纪实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政编码 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 11185 广告部电话 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529 号 定价：每份 0.45 元 每月 27 元 年价 324 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3073979 、6307207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10-88406617 、13901102545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中
央
军
委
电
贺

嫦

娥

四

号

任

务

取

得

圆

满

成

功

刘
鹤
宣
读
贺
电

张
又
侠
观
看
互
拍
实
况

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指挥部并参加探月
工程嫦娥四号任务的全体同志：

在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
加这次任务的全体科技工作者、干部职工、
解放军指战员，表示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

嫦娥四号任务是我国探月工程四期的
首次任务，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航天
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首次实
现了月球背面同地球的中继通信，并与多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了具有重大意义的
国际合作。这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航天战线
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取得的又一重大
成就，是我国由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
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新时代中国人民攀登
世界科技高峰的新标杆新高度，是中华民
族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作出的又一卓越贡
献。工程全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大
力实践“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
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以实际行动落实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于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
民族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激励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党的十九大描绘的宏伟
蓝图阔步前进，具有重要意义。祖国和人民
将永远铭记你们的卓越功勋！

探索浩瀚宇宙、和平利用太空，是全人
类的共同梦想。以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
为标志，我国探月工程四期和深空探测工
程将全面拉开序幕，今后的任务更加艰巨，
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希望航天战线全体
同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
航天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大力推进
航天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
创佳绩、再立新功！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2019 年 1 月 11 日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贺 电

探索浩瀚宇宙，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伟大梦
想。

2019 年 1 月 11 日，中国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
务再传捷报，嫦娥四号着陆器、巡视器顺利完成互拍
成像，标志我国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来贺电。

一路走来，多少艰辛，多少奇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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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嫦娥三号成功实现落月梦想，到
嫦娥四号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

15 年的探索、38 万公里的追寻，中国航天以
“探月梦”托举“中国梦”，书写了人类文明发展历程
中的惊鸿之笔。

到月背去！

伟大梦想决定伟大创造

月球背面对于人类而言，是“秘境中的秘境”。
由于月球自转周期和公转周期相等，加上被地

球潮汐锁定，地球强大的引力让月球总是一面朝向
地球，人类在地球上只能看见月球的正面。

从 20世纪 50 年代开始，人类陆续向月球发射
了 100 多次探测器，但还从没有探测器在月球背面
着陆开展就位探测。

1962 年 4 月 26 日，美国“徘徊者 4 号”探测器撞
击月球背面，成为首个在月球背面硬着陆的探测器，
但并未传回任何数据。

2004 年，我国探月工程正式批准立项；
2007 年，嫦娥一号任务绕月探测，实现了中华

民族千年奔月梦想；
2010 年，嫦娥二号成功发射，获得国际最高 7

米分辨率全月影像图，飞至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进
行环绕探测，并对 700 万公里外的图塔蒂斯小行星
进行高精度飞越探测；

2013 年，嫦娥三号成功落月并开展月面巡视勘
察，实现了我国首次对地外天体的直接探测，把玉兔
号的足迹刻在了月球；

2014 年，再入返回飞行试验任务圆满成功，突破
和掌握了航天器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再入返回关键
技术，为我国正在实施的月面采样返回及未来深空探
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月球探测史的中国纪
录。

当嫦娥三号任务圆满完成以后，作为备份的嫦
娥四号怎么办？该去哪儿？一度引发不少探月科学家
们的讨论。

不少人认为，嫦娥四号无须冒险，还应落在月球
正面。然而，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深空探测和
空间科学首席科学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却坚
定地提出：“中国探月工程应该走一步跨一步。落到
月球背面去，这是一个创举。”

然而，“到月球背面去”——— 在不少科学家眼中
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由于受到月球自身的遮挡，在月球背面，任何
人类探测器都无法直接与地球进行测控通信和数据
传输。”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
伟仁介绍，到月球背面去，必须要面对“不在服务区”
的失联挑战。

正是源于这样一种“不走寻常路、勇于挑战自
我”的信念，中国航天人最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
定：“嫦娥四号要实现人类月球背面的首次软着陆！”

“从技术发展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未来要建设月
球科研站，就需要航天器能够高精度着陆。”嫦娥四
号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表示，解决了这次任务面
临的挑战，可为后续的深空探测和小行星探测打下
基础。

“鹊桥”先行

梦想与星瀚不再遥远

每一次新的任务都标注着崭新的中国高度，每
一次新的飞行都描绘着壮丽的中国航迹。

2018年 5月 21日清晨，在嫦娥三号“奔月”4年多
之后，中国又做出一个探索月球的大动作——— 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将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鹊桥”中继星
发射升空。

“鹊桥”的名字来源于中国民间牛郎织女的传
说，这颗中继星是中国航天人用自己的辛勤、智慧和
汗水设计建造的地月信息联通的“天桥”。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创举，中国航天人在地球和
月背之间搭起了一座充满想象力的“鹊桥”。通过这座
“桥”，梦想与星瀚不再遥远，月球背面将终结“不在服
务区”的历史。

地月 L2 点是卫星相对于地球和月球基本保持
静止的一个空间点。位于地月连线的延长线上，到月
球的平均距离约为 6 . 5 万公里，距地球 40 多万公
里。

“鹊桥”中继星主任设计师孙骥说，“鹊桥”虽然

不是嫦娥四号任务的主角，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
使命就是为月球背面的着陆器和巡视器提供中继通
信服务，相当于把一个地面站搬到了天上。

20世纪 60 年代，美国深空探测专家罗伯特·法
库第一次提出通过中继星实现与月球背面探测器通
信的设想，并建议后续的阿波罗任务可以考虑到月
球背面去，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实现。如今是中国人
把这一想法实现了。

除了为嫦娥四号任务提供中继服务，“鹊桥”还将
开展科学与技术实验。中继星上搭载了荷兰与中国科
学家联合研制的低频射电探测仪，可“聆听”来自宇宙
深处的“声音”。

“奔月之路”

对未知领域探索的不竭动力

梦想的力量，是人类对未知领域探索的不竭动力。
2018年 12月 8日 2时 23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伴随着巨大的火箭轰鸣，肩负着亿万中华儿女

的探月飞天梦想，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
娥四号探测器，开启了月球探测的新旅程。

2018 年 12 月 12 日 16时 45 分，嫦娥四号探测
器经过约 110 小时奔月飞行，到达月球附近，成功实
施近月制动，顺利完成“太空刹车”，被月球捕获，进
入了近月点约 100 公里的环月轨道。

嫦娥四号准时发射、准确入轨，原计划在近月制
动前实施的 3 次轨道中途修正，期间只进行了 1 次。

“准时发射、准确入轨”，实现起来并不轻松。成功
架起“奔月之路”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金牌火箭”。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火箭系统总指挥金志强
介绍，探月工程任务对轨道高度和入轨精度要求都
很高，长三甲系列火箭成为执行探月工程发射的最
佳选择。

低温发动机同时装配 4 台单机，选择性能最优
的 2 台用于本次任务；单机产品通电老炼时间增加
50 小时，系统综合试验考核次数增加……

围绕嫦娥四号任务窄窗口发射、冬季发射等特征，
火箭研制团队开展专题风险分析，制定了 520项预案。

为了充分利用嫦娥四号任务两天内多窗口的发
射机会，降低发射实施风险，火箭系统开展了技术创
新，在低温加注后可以适应 2 天内多个发射窗口的
发射要求。

“这在国内尚属首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火箭系统总设计师陈闽慷说。

亿万双手，托举“嫦娥”，亿万颗心，牵挂“嫦娥”。
在困难和挑战面前，中国航天人用一次又一次生

动的创新实践，诠释了创新对于实现梦想的关键意义。

“惊天一落”

人类太空探索史上的一大步

经过约 38万公里、26天的漫长飞行，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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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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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时 15 分，嫦娥四号迎来制动时刻，7500 牛
发动机开机，动力下降开始。

10时 21 分，降落相机开机，开始抓拍落月全过
程。

10时 25 分，嫦娥四号转入悬停模式，不一会儿
便转入避障模式。

选定相对平坦的区域后，嫦娥四号开始缓速垂
直下降。

最终，在反推发动机和着陆缓冲机构“保驾护航”
下，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

10 时 26 分 24 秒，经历了近 700 秒的落月过
程，嫦娥四号成功着陆！

“一切正常！”指控大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嫦娥四号成功着陆在了月球背面东经 177 . 6

度、南纬 45 . 5 度附近的预选着陆区，月球背面真正
意义上第一次成功留下了人类探测器的身影。

落月后，通过“鹊桥”中继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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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实现了月背和地面
稳定通信的“小目标”。

11时 40 分，嫦娥四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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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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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成功着陆的消息传开，成
为“惊天一落”。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也
第一时间向中国探月取得的成功点赞祝贺。

嫦娥四号的着陆区月球南极-艾特肯盆地是
太阳系中已知最大的撞击坑之一，也被公认为月
球上最老、最深的撞击盆地。

到月球背面开展低频射电天文观测，是全世
界天文学家梦寐以求的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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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背面具有独特性质，嫦娥四号着陆地是从
未实地探测过的处女地。月球车在月背行走时，还
可以获取综合地质剖面，将是国际首创。

“追梦之人”

以“探月梦”托举“中国梦”

嫦娥四号落月的一刻，74 岁的叶培建走向正
在前排工作席的嫦娥四号探测器项目执行总监张
熇，两代“嫦娥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一握，也让张熇这个嫦娥四号探测器研制
团队里的“女当家”再也忍不住激动的心情，捂住
脸当场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踏上月球背面，已经是好几代科学家共同的
梦想了。”张熇动情地表示，“落月是整个任务最关
键阶段，充满了风险、未知和挑战。此时此刻，我们
都是幸福的追梦人。”

伟大实践催生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推动伟大实
践。

探月工程，是当今高新技术发展中极具风险
和挑战的领域。它由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
和地面应用等五大系统组成，是一份“1 万-1=零”
的事业。一颗螺丝钉、一个插头就可以决定整个工
程的成败。

参与了嫦娥一号、嫦娥四号等多个重要任务
的孙泽洲，现任嫦娥四号探测器总设计师、火星探
测器总设计师，可以说是目前我国深空探测领域
新生代里的代表人物。

孙泽洲说，中国探月每一次突破、每一步跨
越，都凝结了上百家单位、几万名科技工作者、解
放军指战员的心血和智慧，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是他们，时刻用“居安思危”鞭策自己，秉承
“质量即生命”理念。

作为探月工程卫星总装班长，30 年的时间里，
刘福全带领团队完成了从嫦娥一号到嫦娥四号的全
部总装任务，始终坚守在总装第一线。

嫦娥四号探测器装载的 7500 牛变推力发动
机是目前我国最大的航天器用化学推进器，操作
风险极高。凭借过硬的装配技能，他提出了“多次调
转、对接+二次吊装”的组合方案，实现了发动机高
精密装配。

是他们，年逾花甲依旧坚守一线，像保护自己
孩子一样，保护着探测器的安全。

在厂房，每当有人靠近嫦娥四号探测器操作
时，总有一位老者站在操作者身后，盯着操作者的
每一个动作，像保护自己孩子一样，用手臂保护探
测器设备的安全。

这位老者就是王国山，作为嫦娥四号总环试
验分队中最年长的一位航天人，始终坚守在总装
一线，护驾嫦娥助力奔月。

是他们，心里没有丝毫畏惧，眼里尽是航天的
“诗和远方”。

“绝对不能带着问题上天，绝对不能带着遗憾
上天。”嫦娥四号成功完成落月任务，其中一个叫
作伽马关机敏感器的“小”器件却遇到了大麻烦。

团队负责人刘靖雷马上行动起来，查数据、做
仿真、制定实施方案，迅速形成了过百页的精度论
证报告，在不更改正样产品流程的同时对精度也
进行了验证。

从一曲星梦东方红，到嫦娥奔月创奇迹。探月
精神是我国航天领域在新时代不断取得辉煌成就
的巨大动力，也为实现“中国梦、航天梦”提供了强
大的精神力量。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表示，嫦娥四号是
航天战线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取得的重大科技创
新成果，也是中外科学家协同攻坚、合作共赢搭建
的探索宇宙奥秘的平台。

“后续，还有嫦娥五号月球采样返回和火星探测
等重大航天工程任务。我们一定不负祖国和人民期
望，咬定目标使劲干、用航天梦托举中国梦，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吴艳华说。
（记者陈芳、胡喆、董瑞丰，参与记者：喻菲、谢佼）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1 月 11 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在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后合
影留念。

1 月 11 日下午，嫦娥四号着陆器与玉兔二号巡视器工作正常，在“鹊桥”中继星支
持下顺利完成互拍，地面接收图像清晰完好，中外科学载荷工作正常，探测数据有效下
传，搭载科学实验项目顺利开展，达到工程既定目标，标志着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至
此，中国探月工程取得“五战五捷”。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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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嫦娥娥四四号号与与玉玉兔兔二二号号顺顺利利完完成成互互拍拍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陈陈聪聪颖颖作作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探月工程嫦
娥四号任务 11 日下午传来捷报。嫦娥四号
着陆器、玉兔二号巡视器顺利完成互拍成
像，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现探月工程“五
战五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刘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
副主席张又侠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观
看实况。刘鹤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的贺电。

11 日 16时许，刘鹤、张又侠来到北京
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听取了探月工程进展
等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取得的各项成果。随
后来到飞控大厅，通过指挥显示系统观看

两器互拍成像实况。
“相机拍照，图像下传。”随着测控指挥下达指令，着陆器地形地貌相机对巡视器成

像，巡视器全景相机对着陆器成像。数据通过“鹊桥”中继星下传后，屏幕显示“两器”上
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背面交相辉映。

16时 47 分，国家航天局局长、探月工程总指挥张克俭宣布，嫦娥四号任务取得圆
满成功。

在热烈的掌声中，刘鹤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贺电。贺电说，在探月
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这次任务的
全体科技工作者、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表示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探索浩瀚宇宙、
和平利用太空，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以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为标志，我国探月工程
四期和深空探测工程将全面拉开序幕，今后的任务更加艰巨，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希
望航天战线全体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
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大力推动航天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嫦娥四号探测器于 2018 年 12 月 8 日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2019 年 1 月 3
日顺利在月球背面预选区冯·卡门撞击坑着陆，由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的科学
探测任务陆续展开。嫦娥四号任务的圆满成功，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航天器在
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首次实现了地球与月球背面的测控通信，在月球背面
留下了中国探月的第一行足迹，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开启了人类探索宇宙
奥秘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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