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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地月”合影相 出自中國90後
2月15日，最新一期《科

學》（Science）雜誌中，刊
登了一張來自太空的相片，
拍下這張地月同框相片的攝

影師叫“龍江二號”，它是伴隨着嫦娥
四號中繼星任務發射的一顆小衛星。在
登上《科學》雜誌之前，這張照片已經
在國際主流媒體上廣泛傳播，外媒甚至
評價它是迄今為止最好的地月合影之
一。而參與“龍江二號”設計的，是哈
爾濱工業大學 20 歲出頭的一批年輕學
生。

韋明川，1991年出生，是“龍江二
號”小衛星載荷分系統的負責人。不僅如
此，他曾經作為總設計師，成功研製了中
國第一顆由學生自主設計、研製與管控的
納衛星“紫丁香二號”，由此，成為中國
“最年輕的總師”。

20歲開始設計航天相機
泰米爾，1996 年出生，“龍江二

號”上相機的設計者。正是他設計研製
的相機，拍攝了這張最美地月合影。設
計開始的那一年，泰米爾20歲。

黃家和，1999年出生，承擔“龍江
二號”地面測控站的軟件設計任務。從
小學三年級開始，他就自己買各種元器
件，從簡單的拆卸組裝，到後來的設計
創造，這個別人眼中的少年天才，卻說
自己只是因為對航天的好奇和熱愛。從
神舟 5 號開始，有電視直播的發射，時
間就算是凌晨，他都一次不落地蹦起來
看，是一個典型的航天迷。

外行震驚的是相片的美，但是負責
人韋明川說，他們覺得更有意義的是他
們成功地接收到了“龍江二號”發送的
信號。在他們的宿舍裡，掛着一張寫着
“我們為夢想而生”的明信片，這個嫦
娥四號任務中最年輕的團隊，用一句霸
氣宣言告訴世界，屬於他們的未來，才
剛剛開始。在這條追夢“嫦娥”的路
上，除了最年輕的他們，還有着千千萬
萬默默奉獻的追夢人。他們中的一些
人，陪伴嫦娥時間最久，甚至在發射時
距離塔架只有 200 米，卻無法親自目送
嫦娥四號騰飛。還有些人，在大多數人
都在為落月成功而歡呼的時候，卻仍然
堅守在工作崗位上。他們來不及慶祝，
因為更大的考驗才剛剛開始。

嫦娥四號是一段旅程，它承載着一
個個平凡人的浩瀚夢想，它記錄着一個
個為夢想拚搏的故事。也許，你不知道
他們的名字，但是，在遙遠的月球上，
他們一起刻下的 “中國”，會永遠閃閃
發光。 ■央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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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報訊 據中
新社報道，
2019 世界移
動 大 會
（MWC
2019）將於2
月 25日至 28
日在西班牙
巴塞羅那舉行。內地眾多手機廠商將
在這次展會上展示5G手機。

作為整個通信行業的風向標，
MWC也是各企業發佈重磅產品的舞
台。目前，華為、三星、OPPO、
LG、小米、一加、中興、高通等諸多
廠商都會在MWC 2019上展示自己的
5G產品及相關設計理念。

中國聯通20日表示，5G是此次
大會上最受關注的板塊。中國聯通將
與5G終端產業鏈眾多合作伙伴，攜
5G手機等一系列重磅創新終端參加
2019世界移動大會，並聯合舉辦多場
發佈會，同時與西班牙電信等國際運
營商開展5G全球化合作。

華為在1月份時宣佈，將在世界
移動大會上發佈一款5G摺疊屏智能手
機，該款手機將採用華為自主研發的
巴龍5000終端芯片。記者從中興通訊
了解到，中興將在巴塞展發佈其首款
5G旗艦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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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新搶佔世界科技強國先機
晤嫦娥四號參研參試人員 勉為推動航天事業繼續努力

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燈光璀璨，暖意
融融，下午3時30分，習近平等黨

和國家領導同志來到參研參試人員代表
中間，全場響起熱烈掌聲。習近平同大
家熱情握手、親切交流，詢問他們的工
作和生活情況，並同大家合影留念。

在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發表重要
講話。他首先向所有為我國航天事業發
展作出歷史性貢獻的同志們表示誠摯的
慰問，向為嫦娥四號任務圓滿成功作出
突出貢獻的所有參研參試人員表示熱烈
的祝賀。習近平表示，你們在攀登科技
高峰、探索宇宙奧秘上建立的卓越功
勳，對激勵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奮鬥
新時代、開啟新征程具有重要示範意
義。祖國和人民感謝你們。

習近平指出，5年前，我們慶祝了
嫦娥三號任務圓滿成功。5年後，我們
在這裡慶祝嫦娥四號任務圓滿成功。這
次嫦娥四號任務，堅持自主創新、協同
創新、開放創新，實現人類航天器首次
在月球背面巡視探測，率先在月背刻上
了中國足跡，是探索建立新型舉國體制
的又一生動實踐。

圓的是飛天攬月之夢
習近平強調，實踐告訴我們，偉大

事業都始於夢想。夢想是激發活力的源
泉。中華民族是勇於追夢的民族。黨中
央決策實施探月工程，圓的就是中華民
族自強不息的飛天攬月之夢。月球探測
的每一個大膽設想、每一次成功實施，
都是人類認識和利用星球能力的充分展
示。在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上，每一個行
業、每一個人都要心懷夢想、奮勇拚
搏，一步一個腳印，一棒接着一棒，在
奮力奔跑和接續奮鬥中成就夢想。

習近平指出，實踐告訴我們，偉大
事業都基於創新。創新決定未來。建設
世界科技強國，不是一片坦途，唯有創
新才能搶佔先機。這次任務實現了多項
創新，填補系列國際國內空白，充分體
現了自主創新要敢下先手棋、善打主動

仗的精神。我們要深刻把握世界科技發
展大勢，弘揚科學精神，瞄準戰略性、
基礎性、前沿性領域，堅持補齊短板、
跟蹤發展、超前佈局同步推進，努力實
現關鍵核心技術重大突破，提升國家創
新體系整體效能，不斷增強科技實力和
創新能力，努力在世界高技術領域佔有
重要一席之地。

推動人類科學事業發展
習近平強調，實踐告訴我們，偉大

事業都成於實幹。新時代是奮鬥者的時
代。新時代是在奮鬥中成就偉業、造就
人才的時代。我們要激勵更多科學大
家、領軍人才、青年才俊和創新團隊勇立
潮頭、銳意進取，以實幹創造新業績，在
推進偉大事業中實現人生價值，不斷為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更為堅
實的基礎、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習近平指出，探索浩瀚宇宙是全人
類的共同夢想。中國航天積極推動國際
合作，同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開展了富
有成效的合作，嫦娥四號任務圓滿成功
就包含了許多參與國的貢獻。我們願同
世界各國一道，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加
強基礎科學研究國際交流，推動大科學
計劃、工程和中心建設，擴大創新能力
開放合作，推動人類科學事業發展。

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有關
領導同志參加會見。

嫦娥四號任務實施了兩次發射，
2018年5月21日發射“鵲橋”號中繼星；
由“玉兔二號”巡視器和着陸器組成的嫦
娥四號探測器於2018年12月8日從西昌衛
星發射中心升空，2019年1月3日順利在
月球背面預選區着陸，由多個國家和國際
組織參與的科學探測任務陸續展開。嫦
娥四號任務的圓滿成功，在人類歷史上
首次實現了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軟着陸和
巡視勘察，首次實現了地球與月球背面
的測控通信，在月球背面留下了世界探
月史上的第一行足跡，揭開了古老月背
的神秘面紗，開啟了人類探索宇宙奧秘
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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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20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探月
工程嫦娥四號任務參研參試人員代表。他強調，太空探索永無止
境。我國廣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工作者要為實現探月工程總目標
乘勝前進，為推動世界航天事業發展繼續努力，為人類和平利用
太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更多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中國力量。他又指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不是一片坦途，唯有
創新才能搶佔先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栗戰書、汪
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參加會見。

王毅晤吉布提外長 倡增護航反恐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20日在北
京與吉布提外長優素福舉行會談。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吉建交40周
年。40 年來，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
幻，中國始終本着大小國家一律平等
的原則看待和處理中吉關係，本着正
確義利觀幫助吉加快自身發展。雙方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
上相互理解支持，成為彼此信賴的好
朋友，合作共贏的好伙伴和風雨同舟
的好兄弟。中吉合作是全方位、戰略
性的，這是中吉友好的象徵、政治互
信的體現，也是互利雙贏的結果。雙
方應抓住共建“一帶一路”和落實中
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成果兩大機遇，
結合吉方需要和中方優勢，將兩國元
首重要共識和中非合作“八大行動”

切實轉化為實際成果，推動中吉戰略
伙伴關係持續發展。中方願同吉方進
一步加強在護航、維和、反恐、打擊
海盜等方面合作，為非洲和平安全作
出更大貢獻。

優素福對新中國成立70周年表示
祝賀，表示吉方欽佩中國發展成就。
吉中兩國40年來的交往始終是真誠友
好的，吉中關係堪稱非中關係的典
範，吉方珍視同中國的牢固友誼，將
繼續致力於同中國發展長期的戰略伙
伴關係，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合支持中
方正當立場，維護雙方共同利益。吉
方歡迎習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論壇北
京峰會上提出的“八大行動”，支持
中方為促進非洲和平安全發揮更重要
作用，期待在共建“一帶一路”及非
洲和安等問題上進一步加強合作。感

謝中方為促進吉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
所作努力，希望學習借鑒中國治國理
政經驗，歡迎更多中方企業赴吉投資
興業，助力吉實現可持續發展。

■王毅與吉布提外長優素福舉行會談。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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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不以匯率應對貿易爭端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外交部網站及中

新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耿爽20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回應媒體關於人民幣匯率的問
題時重申，中國不會將人民幣匯率作為工
具來應對貿易爭端。

有媒體引述外電報道說，美國要求
將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作為中美經貿磋
商協議的一部分，並詢問發言人，“你
能否證實新一輪磋商將討論人民幣匯率
問題？中方認為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合

理？”
對此，耿爽回應說：“我能告訴你

的是，第一，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
國，我們多次重申不搞競爭性貨幣貶
值；第二，我們不會將人民幣匯率作為
工具來應對貿易爭端；第三，我們也希
望美國能夠尊重市場規律，尊重客觀事
實，不要把匯率問題政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