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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英雄出席科技展 與 300 學子真情對話

楊利偉勉港生努力「升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慶回歸活動浪接浪，3 名國家航天員楊
利偉、景海鵬、陳冬，一連兩日馬不停蹄於多個場合與中小學生見面
及交流。昨日在維園「創科驅動 成就夢想」科技展上，他們與約
300 名小學生進行真情對話。香港小學生們對航天和太空充滿無限想
像，有學生問航天員在太空曾否見過外星人，3 名航天員坦言從沒見
過特別的生物。景海鵬更笑言，若將來能見到外星人，會歡迎他們到
訪「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亦會歡迎他們到香港作客。

繼前日出席分享會，與香港中小學生分
享中國航天科技的發展與成就後，楊

景笑指歡迎外星人上「天宮」
大會即場抽出參加者早已遞交的問
題，並讓他們即場向航天員提問。小五
生黃同學和小二生馬同學均向航天員問
到，曾否在太空中看過特別的生物或現
象，如爆炸和外星人等。景海鵬笑言，
他們常被孩子問到有否看過什麼特別的
東西，但很可惜從沒看過。
他指自己曾於「天宮二號」升空任務
時想過，若見到外星人，會與他們聊聊
天，歡迎他們來到「天宮二號」的中國
空間實驗室，又即場笑言，會邀請及歡
迎他們到香港來作客。
小四生戴同學問到怎樣實踐港人太空
夢，楊利偉回應指，中國的太空空間站
即將建成，亦將成為國家的實驗平台，
屆時會讓更多人進入太空。他表示，除
了航天員外，亦需要從院校或科研機構
選拔工程師、科學家、科研人員等，期
望孩子們現在要好好學習和鍛煉，未來
可以加入團隊成為一員。

陳盼孩子自己揭秘太空
有小學生想知道上太空有何感覺，陳
冬分享說：自己未上太空前，對太空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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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好奇；而當升空後，很快就感覺到失
重，覺得身體像羽毛般，不用走路，被
輕輕一推就可以移動，並看到太空黑漆
漆、很深邃，覺得很優美。
最特別的是，他在太空長高了4公分，
皮膚亦變得光滑。不過他笑言，自己不想
講得太多，期望未來能由孩子自己發現。
陳冬並提到，上太空雖然危險，但作
為航天員就不會害怕，「因為這是工
作，多危險也要上。」景海鵬也說，雖
然工作充滿挑戰，但他不怕，因有很多
事情值得付出生命。
對話完結後，3名航天員到台下向小學
生派發禮物，更有參加學生向他們索簽
名，獲簽名的同學們都表現得很興奮。

太－空－點－滴

袋子失重「周圍飛」自豪感想「冇人明」

國家航天員楊利偉、景海鵬和陳
冬昨在維園與小學生「真情對話」
後，下午又移師至理工大學與 120
多名中學生分享探索太空的點滴。
中國首位上太空的航天員楊利偉透
露，在飛船上一些用來包裹儀器設
備的袋子因為失重而飛來飛去，像
水底的水草飄盪那麽漂亮；同時他也為
中國人能上太空而驕傲和自豪，因而寫
下「為了人類的和平與進步，中國人來
到太空了」的感想，當時更即時以視像
鏡頭與全球華人分享感受，但回到地球
後，他才發現似乎無人看得清楚那些
字。
由中聯辦教育科技部、香港善德基
金會、香港科技協進會及理大舉辦的
「善德關愛科研青年計劃中國航天之
旅 2017 ─ 航 天 員 與 學 生 團 員 科 技 探
索」昨日於理大舉行，吸引本港 120
多名中學生出席，其中大部學生將在
7 月底參加北京、西安航天科技考察
團。
不少學生踴躍向 3 名航天員提問，問

題由上太空的感受，以至空間站的未來
發展趨勢都有涵蓋。有同學問到，中國
太空站的發展趨勢如何。楊利偉回答
指，現時太空空間站暫未有中國的身
影，其中一個原因是美國對中國航天的
封閉，在美國的「沃爾夫條款」下，美
國政府禁止與中國有航天之間的合作，
變相推動中國自力更生，發展自己的航
天科技，令中國成為可掌握載人航天科
技的國家。
他表示，中國首個空間站將於 2022 年
建成，並成為適合中國發展需要規模的
空間站，而載人飛船亦可與之對接，中
國亦歡迎與世界各個國家及地區參與空
間站建設。

楊利偉讚學生有深度
楊利偉讚揚是次出席活動的中學生有
國際視野且有深度，又笑言在交流過程
中，他們對航天員也造成「壓力」，但
這會變成他們工作的動力，以回報同學
們對他們的支持和愛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溫仲綺

航天員學生 Q&A（摘錄）
小五生鄭同學：在太空工作會否很
累？
陳冬：上次的航天任務在太空待了 33
天，是歷次任務中歷時最長，有很多工
作要做，要做很多的實驗，包括由香港
中學生設計的實驗，每天的時間安排得
很緊，而每天休息的時間很短，有點
累，但累不算什麼，因為可以把孩子的
夢想，通過我們的雙手在太空實現了，
且十分充實。
小五生黃同學：在太空有否發現外星
人？
景海鵬：很可惜從沒有遇到過，如果
有外星人，我會先跟他說，歡迎來到

「天宮二號」的中國空間實驗室，歡迎
作客，歡迎你們來到美麗的香港作客。
小四生賴同學：在太空裡有什麼有趣
的事情發生？
陳冬：我感覺太空最有趣的就是失
重，太空上沒有重力和重量。在失重狀
態下穿褲子，手一放，褲子就會停在空
中，然後把兩腿曲起來塞在褲子裡面。
在太空要吃花生米時，就跟景海鵬互
相丟花生米，他只要張開嘴等着，花生
米就會慢慢飛進他的嘴裡。我要增加難
度，一下子丟了 5 顆，景海鵬也不着
急，一個接着一個把它們吃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天宮」設計師「授課」 學生心燃征空夢

利偉、景海鵬和陳冬昨日先後到維園及理
工大學分別與中小學生作真情對話。其中
在上午於維園的「創科驅動 成就夢想」
科技展中，與約300名小學生對話前，楊
利偉特別感謝港生們對中國航天的關心和
關注，更形容「今天天氣很熱，也不及孩
子們的熱情熱」，又指不少孩子有航天夢，
但有夢想的同時亦要腳踏實地，「仰望星
空也要努力學習」，期望未來他們也能參
加國家航天任務。

■航天員在活動完結前向小學生派發禮物。圖為楊利偉（白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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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家長喜見航天員
小四生虞獻樂：
想做太空人
■獲得航天員的簽
名，感覺很開心、
難忘，想做太空
人，去太空回望地
球。
小四生張亦禮：
一直希望見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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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除了國家航天員外，國家航天工
程設計人員亦一同來港，與中小
學生分享國家的太空科技發展進
程。昨日舉行的「天宮一號與中
國人航天」講座，便請來「天宮
一號」總設計師楊宏來港分享，
與來自 21 所中小學近 700 名學生
講解國家的「三步走」載人航天
發展策略，又即場解答學生提
問。有小學生表示，以往覺得
「太空好黑，感覺好驚」，聽講
座後覺得太空充滿趣味，夢想有
日成為太空人探索宇宙。
為讓中小學生認識國家太空科
技發展，香港校董學會、香港教
師會聯同一眾教育團體昨日於福
建中學附屬學校舉辦「天宮一號
與中國人航天」講座。
主講的楊宏特意準備詳細簡
報，跟同學分享國家的「三步
走」載人航天發展策略：「第一
步是要發射載人飛船，第二步是
要讓太空人走出飛船、實現空中
交會對接技術和建立空間實驗
室，第三步是要建設國家自家的
空間站。」他指目前已經實現了
頭兩步，正向着第三步最終目標
進發。

空間站致力打造地球生活

他又向在座同學簡單講解神舟
系列、天宮一號、天宮二號等各
類太空項目的工作，講述國家如
何一步步實現載人升空、交會對
接、建立空間實驗室，以至去年
景海鵬和陳冬開創在「天宮二
號」工作生活33日的重要歷程。
他又特別提及「神舟十號」的
太空授課壯舉，「直接能讓國家
6,000萬名師生即時聽課」，反映
太空科研對國家、對人民都是意
義重大。

■第一次見到航天
員好開心，一直很
希望見到楊利偉，
覺得他很勇敢；但
我不敢上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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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爸爸：
認識太空知識
■國民教育不是很
悶在課室上課，可
以是透過這樣的活
動進行，可以認識
更多太空知識。

楊宏並與同學分享太空科技未
來展望，仔細講述國家計劃建造
的自家空間站將分「核心艙」與
「實驗艙」等不同部分，並會致
力進一步改善太空人於宇宙上的
生活體驗，「為每一位太空人安
排獨立卧室，他們也可以在太空
上網、看視頻、即時與地面的人
交流，簡言之，便是給他們與地
球一般的生活體驗。」
在提問環節，現場學生反應踴
躍。有學生引述楊宏在講座上提及
「火箭回收技術」，追問國家有關
方面發展。楊宏回答說，「火箭回
收技術」能有效減低發射成本，目
前國家正研究可重複使用火箭技
術，相信那將成為趨勢。
還有學生問，目前中國的飛船分
為載人與運貨兩類，未來國家會否
開發能載人也可運貨的多用途飛
船。楊宏則解釋說，目前做法相對
經濟，「因運貨飛船毋須準備逃逸
求生等額外功能」，故現時單一目
的飛船的做法較為可行。

中四生麥同學：
對科學有興趣
■好榮幸見到航天
員，平時只可以在
電視上看到他們，
而自己修讀物理，
故對科學有興趣。
中四生洪同學：
他們生動有趣
■自小已經想上太
空，以為是次對話
會好悶，但他們講
得很生動有趣。好
高興見到楊利偉。

學生爭合照 盼當太空人
活動結束後，在場學生意猶未
盡，紛紛走到台前爭取與楊宏合
照。小五學生周智傑說，自己是
首次參加太空講座，「以前覺得
太空好黑，感覺好驚，但聽過講
座後覺得太空很有趣。」
他又大讚勇於探索宇宙的太空
人「強壯又勇敢」，希望自己有
一天都能成為這樣的人。

中五生梁同學：
證明大國崛起
■好感動看到曾經
上太空的航天員，
中國人上太空，證
明大國崛起，國際
地位提升。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彭子文

學生倒立一分鐘 體驗失重血上頭
3 名航天員

  昨日下午到理
工大學與百多

名中學生見面及交流，其中張
同學問航天員，到底進入太空
後有何感受？景海鵬坦言，學
生未上過天，不知道上天的感

受，他亦難以用言語表達，故
邀請張同學倒立一分鐘，即場
感受頭痛、頭脹、眼睛充血等
類似在太空時因失重而令血液
向上流的感覺。整個過程，兩
名航天員及兩名男同學幫忙扶
着張同學，以策萬全。

張同學表示，從小已很想成為
太空人，但媽媽擔心這工作會有
危險，而他昨日倒立很短時間已
感到頭昏腦脹，稍稍動搖了他做
航天員的想法。他又大讚航天員
厲害，同時又替他們感到辛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溫仲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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