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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建松、丁汀
　　
  人杰地灵的浙江湖州，人才辈出。在中国航
天界，有一位敢想敢干、善作善成的“嫦娥”，来
自于湖州。她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上海航天
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常委、我国探月工程三期探
测器系统副总指挥、“天问一号”探测器副总指
挥张玉花。
　　一头短发、干练飒爽、知性隽秀的张玉花，既
有江南“灵性”，更有航天“理性”。这位在中秋节
出生的“嫦娥”，30 多年来，几乎全身心投入到中
国航天事业，追梦星空、广袖善舞。从载人航天，
到探月工程，再到火星探测，她的每一次跨越，都
是中国航天发展的生动见证。回顾无数个攻坚克
难的日日夜夜，张玉花难忘的是三次落泪。

第一次落泪：为神舟一号飞船庆功

　　“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1968 年中秋
节，张玉花在湖州出生，小名唤作“秋月”。
　　随着小秋月逐渐长大，村里人发现，这女娃
不仅懂事，还特别爱学习。从小就是学霸，初中担
任了数理化三科课代表，还游刃有余。
　　张玉花当年的高考成绩，可以上国内最好
大学。但懂事的她，考虑到家里负担重，填报了
国防科技大学。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张
玉花正在一个矿上挑泥巴，赚钱补贴家用。
　　 1990 年大学毕业后，张玉花进入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805 所工作。当
年，航天工程师是清一色“理工男”，突然出现一
位女性，科室领导都不知该给她派什么样的活。
　　“谁说女子不如男，一定要干出个样子证明
自己！”刚刚踏足航天领域的张玉花，暗下决心。
此后，她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我国载人航天工
程测控通信分系统论证工作，他们设计的地基、
海基测控网方案技术，继承性强、可实现性高，
在实际工程中得到应用。载人航天工程启动后，
她又作为主要人员参加了载人飞船电源分系统
的研制工作，并作为电源分系统主要设计人员
荣获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9 年至 2007 年，张玉花作为 805 所载人
航天行政负责人，通过严格的组织、指挥、保障，使
得飞船电源分系统、推进舱及供配电工作，率先顺
利转阶段、率先实现产品交付，带队顺利完成了神
舟一号至神舟七号飞船的靶场试验与发射任务，
为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作出了贡献。
　　 1992 年，载人航天项目上马的那一年，张
玉花刚刚生下女儿。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工作，她咬着牙狠狠心，将三四个月大的婴
儿，送到了单位托儿所。
　　从神舟一号立项到神舟七号任务圆满完成
的 15 年间，张玉花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
间，都是在北京或酒泉出差。在母亲的影响下，
女儿从小自强自立，小学一年级就能转两趟公
交车独自去上学。
　　“我印象最深的第一次落泪，是在 1999 年

11 月 20 日，神舟一号飞船发射成功后，大家一
起举杯庆祝。想起这多年来克服的困难、攻克的
技术难关……当喝下第一杯庆功酒时，眼泪就
止不住往下流……”张玉花说。

  第二次落泪：为玉兔一号在月球

上被石块磕伤

　　 2004 年，探月工程立项的消息传来，上海
航天技术研究院提出开展探月二期工程论证和
研究。
　　一切都从零开始。张玉花从载人航天领域，
勇敢地转向陌生的探月领域。她不断学习，同时
带领团队，逐步确立多个分系统的关键技术方
向，形成以博士、硕士为主的研发团队，并建立
了月面环境实验室、视觉环境实验室
　　 2008 年，我国探月工程二期正式立项，上
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在探月工程二期和嫦娥三号
任务中，争取到了五个半分系统的研制任务。张
玉花再次被委以重任，挑起大梁，担任探月工程

副总设计师、副总指挥，带领上海航天技术研
究院嫦娥团队踏上了探月征程。
　　 2013 年 12 月 1 日，嫦娥三号成功发
射，玉兔一号月球车于 2013 年 12 月 15 日
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在月球表面的巡视勘察工
作。然而，2014 年初，玉兔一号月球车在行
进时被石块磕伤，行程终止在了 114.8 米。
　　那是中国航天第一次触及月面，虽然工
程目标圆满完成，但玉兔一号为什么走不远？
张玉花和团队成员，一遍又一遍分析原因、检
查失误。短短几天，她就急得满嘴生泡，嗓子
一下子全哑了。
　　“当召集大家开会的时候，我还能理智地
分析问题、检查原因，但回到宿舍，一个人忍
不住大哭了一场：如果能设计更多的冗余方
案，如果能指挥地面操作人员慢一点，如
果……但往事已不可追，只能重新出发。”
　　憋着一口气，张玉花下决心要让玉兔二
号走得更远。她带领团队优化设计，专门从吉
林运来火山灰模拟月壤，当月球车走在火山

灰上，整个试验场都弥漫着灰尘，吸入体内或
粘在皮肤上会造成刺激。为避免扬起灰尘，夏
天试验场不能开空调，室内温度达到 40 多
摄氏度。张玉花和试验人员只能戴着口罩，穿
着雨衣、雨鞋，大汗淋漓地做试验。
　　 5 年时间里，证明再证明，检测再检测。
张玉花告诉团队，如果不想再次流下失败的
泪水，就必须洒下更多辛劳的汗水。嫦娥四号
移动分系统在“探测器总体组”和“着陆与安
全分离组”两项独立评估过程中，张玉花带领
团队共完成了 12 类共 144 项试验。
　　打翻身仗的机会终于来了。2018 年 12
月 8 日，嫦娥四号成功发射升空；2019 年 1
月 3 日，在月球背面预选区着陆，玉兔二号
完成与嫦娥四号着陆器的分离，驶抵月球背
面，首次实现了在月球背面着陆。
　　如今，正在月球背面执行任务的玉兔二
号不负众望，一切正常。截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嫦娥四号和玉兔二号分别完成第 26
月昼工作，已在月面工作 749 个地球日，累

计行驶里程 628.47 米。
　　“玉兔一号和玉兔二号就像我的两个女
儿。如果有机会上月球，我一定先到月球正面
看望玉兔一号，为她包扎一下伤口；再到月球
背面看望玉兔二号，表扬她是好样的，嘱咐她
要走得更远更长！”张玉花说。

  第三次落泪：陪着受委屈的技

术人员一起哭

　　 2020 年 12 月 17 日，嫦娥五号圆满完
成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任务，携带珍
贵的月壤样品，成功返回地球。
　　嫦娥五号由轨道器、着陆器、上升器、返
回器组成。其中，轨道器承担了地月往返运
输、月球轨道交会对接、样品容器转移等重
任，是目前最复杂的空间飞行器之一，在轨共
有 5 次分离、6 种组合体状态，并成功在月球
轨道进行了自动交会对接，这在人类航天史
上尚属首次。
　　嫦娥五号的轨道器和交会对接机构，也
是由张玉花带队完成的。自从 2009 年探月
工程三期展开立项论证，她和团队成员做了
无数个方案，最终确定了“抱爪式对接机构”。
月球轨道相对地球轨道有时延，时间走廊较
小，环月轨道的交会对接任务需要在 21 秒
内完成——— 1 秒捕获、10 秒校正、10 秒锁
紧，环节多、过程复杂，时效要求极高。
　　回想起艰难的研制历程，嫦娥五号轨道
器主任质量师唐洁印象最深的是，在月轨交
会对接机构的一次技术讨论会上，一位技术
人员坚持自己的技术方案，说到激动处，忍不
住哭了起来。看到自己的手下委屈得哭了，作
为负责人的张玉花，也忍不住陪着她一起当
众落泪。
　　“工作上，花总雷厉风行、敢于决策、要求
严格，对技术问题一追到底。但她又是一位有
共情心、有亲和力的领导，深知一项技术方案
的背后，包含了无数的心血和努力。”唐洁说。
　　我国正在进行的“天问一号”首次火星探
测工程中，张玉花担任了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探测器系统副总指挥兼环绕器总指挥。环绕
器不仅是地球到火星“行星际公路”上的飞行
器，也是火星车与地球之间的中继通信卫星，
还承担着环绕火星进行科学探测的任务。
　　“在环绕器研制过程中，面对层出不穷的
问题，花总都是乐观看待、稳妥处理、敢于担
责，不让年轻人受一丁点委屈。在生活上，她更
像大姐姐一样照顾着大家。在她的带领下，我
们团队工作氛围既严肃紧张，又活泼愉快。”

“天问一号”火星环绕器副总指挥褚英志说。
　　“人类不会永远躺在地球摇篮上，为了自己
的求知欲、为了拓展人类的生存空间，我们将会
走得更远，到别的行星，甚至到别的恒星系。再
苦再累，只要坚持往前跑，总会逐渐接近自己的
梦想，实现一个无悔的人生。”张玉花说。

航天“女帅”三次落泪见证中国航天飞跃
记“ 天问一号 ”探测器副总指挥张玉花

本报记者赵琬微、强力静
　　
  得知被授予今年的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荣
誉称号，芦咏莉有些意外和惊喜。
　　芦咏莉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新获殊
荣，芦咏莉坦言，肩上的责任更重大了。她说：“如
何再接再厉，在破解基础教育难题上多做些探索，
交出一份令家长满意、让组织放心、获社会信任的
答卷，这是当下最紧要的考题。”

从小立志当老师

　　成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对芦咏莉来
说并非偶然，“我从小喜欢当老师，跟孩子在一
起时总是特别有耐心。”
　　她下定决心当老师是在初中时期，一次同
学问她一道数学题，“-5+3 等于几？”芦咏莉
说：“这道题特别简单，但那位同学不会。”这件
事给了她很大触动。
　　第二天，芦咏莉跟父亲说起这件事。与父亲
的对话，她至今记忆犹新：“我说我要当老师，父
亲说好。然后我问，当老师有什么条件？父亲回
答，你必须上师范大学，我说那就上师范大学。
父亲问我，最好的师范大学在哪？我答不出，父
亲说北师大，我说那我就去北师大。”
　　 1989 年，芦咏莉选择就读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系。1998 年，毕业于该校发展与教育心
理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由于始终专注于基础教
育研究，她于 2011 年辞去工作了 13 年的北师
大教职，全身心投入到基础教育一线。
　　“我真的非常幸运，从来没有在志向上犹豫
过或者浪费过时间。”芦咏莉道。
　　芦咏莉的初中同学还记得，初三时，芦咏莉一
到下午自习，就会先跑去问大家有什么问题，收集
好问题后就站到黑板前讲起来。“同学提起此事
时，我脑海里依稀还有那个场景，但想不起来当时

为什么那么做。这件事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当年
我中考考了全校第一。我始终认为，帮助别人，很
多时候自己才是最大受益者。因为在那之前，我连
班里第一也没有考过。”芦咏莉回忆。
　　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芦咏莉开始从事基础
教育的研究工作。“研究结果要在教育实践中生
根开花，这个过程很漫长。我经常想，是否可以
做点尝试，改变这种现状？”她说。
　　于是她开始跟家人探讨：“我这辈子就这一
个梦想，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离开大学。”那时，
留在高校任教是很多教育从业者的理想，而芦
咏莉却清楚自己内心的呼唤，义无反顾投身基
础教育一线。

将小学办出“大学味道”

　　担任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以来，芦咏莉把
这所百年名校“爱”与“智慧”的育人理念进一步
丰富，被业内评价为把小学办出了“大学味道”。
　　在她看来，大学的特点是充满理性、独立民
主、鼓励思考、注重证据，而小学则比较感性和
温暖。“把小学办出大学味道”，芦咏莉希望能将
两者结合，把理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融入
小学，同时保持用充满爱和温暖的育人环境，为
孩子一生的幸福成长奠基。
　　小学德育，很多人说要培养好的“行为习
惯”。芦咏莉分析认为，让孩子们首先建立终身
受益的认知系统，有助于其良好行为习惯的养
成。所以在习惯养成之际，切勿忘记说理，要让
孩子明白“对错”“是非”“好坏”的涵义，只有认
同这些“理”的孩子，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有一段对话令她印象深刻：“一个二年级的
女孩问：校长，什么是博爱？我反问她。她说：博
爱，就是爱每一个人！我点点头。她疑惑地追问：
包括坏人吗？我又肯定地点点头。学生吃惊地说：
校长，您要爱一个坏人，帮坏人干坏事吗？我回

答：错！不是帮坏人做坏事，而是要制止坏人干
坏事……说到底，‘爱’是指满足合理的需求、
拒绝不合理的需求。但如何判断合理与否，需
要智慧，而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让人拥有智慧。”
　　在芦咏莉的倡导下，学校开展了“一月一
话题”讨论活动。学校组织孩子们讨论，“如何
过有意义的生活？世界因‘我’的存在，而有什
么不同？自由与纪律，富与强的关系”等话题，
促进学生的思考和价值体系形成。
　　此外，芦咏莉还主张将大学里最前沿的
科研成果，应用到小学。在实践中，芦咏莉和
她的同事们做了积极探索：如在小学一年级
开设了社交情绪学习课，在二年级开设“脑
育”课程，在三到六年级开展项目式学习……

　　芦咏莉认为健康是一切的基础，率先提出
“体育是第一学科”理念。目前，北京第二实验
小学学生在校的锻炼时长，比国家规定的还要
多，不仅保证了课间操、体育课，还增加了晨
练、课后锻炼，以及丰富的各种体育社团。
　　 2020 年，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学生的《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优秀达标率为
51% ，远超《“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中
达标优秀率 25% 的目标。
　　芦咏莉常常思考，如何让更多孩子受益
于优秀的教育理念。“通过建立教育集团，优
秀学校的教育理念会得到更广泛传播。”自
2012 年成立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以
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育人理念，已辐射到

全国 10 个省份的 33 所学校。
　　 2018 年芦咏莉接手教育集团后，致力于
建设教师专业成长社区——— 网络平台“爱慧
师苑”，将大量教学、德育和课程资源输送到
全国各地，通过分享课程、在线社区等方式给
更多教师赋能，让远在西北、东北、西南的教
师足不出户，即可分享优质的教育教学经验。

培养有担当懂感恩的孩子

　　对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芦
咏莉深有感触：“很多压力大的孩子，来自高
知家庭。孩子的父母拥有很好的工作和学历
背景，他们简单地‘以己度人’，认为自己的孩
子就应该学习好，未来必须成精英。”她说，这
种推理和认识本身是不成立的。
　　在芦咏莉看来，培养出一个身心健康、有
担当懂感恩的孩子，才足以迎接漫长人生中
的种种挑战。
　　她更担心的是，一些孩子在父母的压力
下拼命学习，错过了与自我相处和内心成长
的良机。她认为，真正的好教育，要帮助孩子
找到自己的特点，找到属于他的人生坐标和
定位，并激励其不断努力达到顶点。
　　“社会有分工，只要认真、爱动脑筋，干一
行爱一行，最后做到行业的极致，他的人生就
会幸福。”她说。
　　芦咏莉认为，教育者也应该反思，“学校
不能仅仅从成绩和分数上评价孩子，而是要
把立德树人放在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芦咏莉提出，应送
给孩子终身受益的三个礼物：“一副健壮的体
魄”“一颗聪慧的头脑”和“一个远大的梦想”。
家庭、社会也要调整对教育成功与否的评价
标准，让更多孩子成长为“有能力带给自己和
别人幸福的人”，而不是考 100 分的学生。

让孩子成长为有能力带给自己和别人幸福的人
记 全 国 三 八 红 旗 手 标 兵 芦 咏 莉

  大图：3 月 4 日，张玉花和团队成员在月貌实验室商量工作。 小图：3 月 4 日，张玉花在月貌实验室
介绍探月工程。                          均为本报记者张建松摄

3 月 3 日，芦咏莉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陈钟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