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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次在核泄漏灾区
试验无人机远程送货

“好奇”号在火星重新开动
新华社电 美国航天局６日报

告说 ， ９月发生故障的 “好奇 ”
号火星车已恢复作业， 它上周末
移动了约６０米 ， 到达一处名为
“欧卡迪湖” 的位置， 本周将开
展钻探取样任务。

９月１５日，“好奇”号上的计算
机设备发生内存异常，无法正常
进行科学及工程数据的存储。美
航天局说，“好奇”号有 “Ａ面 ”和
“Ｂ面” 两台计算机相互备用。１０
月３日，地面工程人员启用了空闲
的“Ａ面”计算机 ，同时开始查找
“Ｂ面”计算机的故障原因。

据介绍，“好奇” 号２０１２年在
火星最初着陆时，使用的就是“Ａ
面”计算机，但５年多前，该计算机

曾发生软硬件问题， 使得火星车
无法响应指令， 电池也耗尽。当
时 ，工程人员切换到 “Ｂ面 ”计算
机，并成功修复了“Ａ面”计算机。

“好奇” 号项目副主管斯蒂
文·李说，他们有信心让“好奇”号
完全恢复 ，但 “Ｂ面 ”计算机修复
需要多久尚不可知。 工程人员希
望一旦修复 ， 就尽快切换回 “Ｂ
面”计算机，因为其内存空间更大。

“好奇” 号火星车２０１２年８月
在火星盖尔陨坑着陆， 原定任务
期为期两年，主要任务是弄清火
星 历 史 环 境 是 否 曾 适 合 生 命
存在 。截至目前 ， “好奇 ”号 在
火 星上的移动里程已累计超过
２０公里。

新华社电 日本邮政公司７日
在核泄漏灾区福岛县利用一架小
型无人机将２千克以下货物运送
到９千米之外的地方。 这是日本
首次开展超出视线外的无人机远
程送货试验。

综合日本媒体７日报道 ， 一
架重约７千克的小型无人机当天
携带货物从福岛县南相马市一个
邮局起飞， 约１５分钟后抵达约９
千米开外的福岛县浪江町邮局。
这两地都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当地政府期待无人机的应用能够

促进地区灾后重建工作。
日本邮政公司称， 无人机的

飞行高度在６０米以下， 时速约５４
千米。 这家公司计划今后每月在
灾区福岛县安排６次无人机飞行。

日本法律原来规定放飞无人
机需要在操作人员的视线范围之
内， 今年９月修改了有关法律，在
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 允许无
人机飞到视线之外更远的地方。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 ， 日本东部
大地震引发强烈海啸， 导致福岛
第一核电站发生灾难性核泄漏。

中期选举落幕
美国迎来“分裂”国会

新华社电 据美国多家媒体６
日晚报道 ， 民主党在当天举行
的中期选举中夺回国会众议院
控制权 ， 共和党则进一步巩固
了参议院多数党地位 ， 美国国
会将再度进入 “分裂” 时代。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福克
斯新闻台等媒体报道说 ， 民主
党获得的席位将超过众议院多
数党所需的２１８席， 时隔８年重新
控制众议院 ； 共和党在印第安
纳 、 密苏里等州夺回国会参议
院席位 ， 进一步巩固了参议院
多数党地位 。 新一届国会将于
２０１９年初履职。

民调显示， 医保、 移民和经
济是本次选举中最受关心的三
大议题 ； 近三分之二的选民表

示， 希望通过投票表达对总统特
朗普的支持或反对。

特朗普６日深夜在社交媒体
上说 : “今晚取得巨大成功 ， 感
谢所有人！” 现任众议院少数党
领 袖 、 民 主 党 人 佩 洛 西 则 表
示 ， 新 一 届 国 会 将 对 白 宫 进
行制衡。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
员达雷尔·韦斯特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会陷入 “分
裂” 或将引发更多政治僵局。 分
析人士指出， 民主党或凭借众议
院多数党地位对特朗普政府内政
外交事务进行更多牵制。

当天的中期选举还改选了３６
个州长、 三处海外属地的行政长
官和大部分州级立法机构等。

德国法院开庭审判
94岁前纳粹党卫军警卫

新华社电 据当地媒体报道，
德国明斯特地区法院６日开庭审
理一名９４岁的前纳粹党卫军警卫
涉嫌谋杀案， 指控其在二战期间
参与了几百起谋杀事件。

起诉书说， 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４年
间， 被告人曾在波兰格但斯克附
近的施图特霍夫集中营担任纳粹
党卫军警卫。 依据法律， 法庭没
有公开被告人的姓名。

起诉书说 ， １９４４年 ， １００余
名被囚禁在施图特霍夫集中营的
波兰人被送入毒气室遭到杀害，
之后至少７７名受伤的前苏联战俘
以同样方式被害。 施图特霍夫集
中营的纳粹党卫军还从１９４４年８
月至年底屠杀了几百名犹太人。
除此之外， 由于该集中营环境过

于恶劣， 上百名俘虏死于伤寒等
疾病。

起诉书还揭露了该集中营纳
粹党卫军犯下的许多残暴罪行，例
如有上百名因病无法工作的俘虏
被以体检的名义聚集起来枪杀等。

被告人承认曾就职于该集中
营， 但否认参与谋杀。 检方认为
被告人作为纳粹党卫军警卫充当
了谋杀帮凶。

自纽伦堡审判７０多年来， 德
国始终致力于将最后一批二战罪
犯绳之以法。 这些案件以能证明
被告人曾在集中营工作为取证标
准， 即使没有被告人与被害人死
亡直接相关的证据也可以立案，
因此， 被告人即使只负有轻微责
任也会受到法律惩罚。

首次亮相和全套体系并
存： 开启 “大防务” 时代

湛蓝的天空中， 我国自主研
制的歼10B推力矢量验证机拖着
彩烟 ， 表演了 “榔头 ” 机动 、
“大迎角360度滚转” “落叶飘”
“眼镜蛇” 等一连串典型过失速
机动飞行动作。 这标志着我国成
功实现了推力矢量这一航空关键
领域的创新突破。

“本届航展 ， 我们的参展展
品达到134项， 其中37项是首次
亮相。 特别是 ‘长空亮剑’ 的国
之重器展区， 集中展示了制空、
打击、 预警、 信息、 投送等全要
素高度融合的空中作战体系和
‘从三代到四代、 从有人到无人、
从空基到全域 ’ 的跨越发展能
力。”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
言人周国强说。

首次亮相和全套体系并存 ，
在本届航展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领域的一
次航展， 实现了 “陆海空天电”
领域的中外企业首次聚首。 “没
想到我们也有机会参加珠海航
展。”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国际部
主任李彦庆说， 这家全球知名的
船舶制造企业今年第一次参展，
琳琅满目的各类展品不仅展示了
企业的最新成果， 也填补了珠海
航展版图的最后一块空白。

创下规模之最的， 还有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和中国兵器工业集
团。 作为 “天” 的代表之一， 航
天科工展出了防空、 海防、 对地
打击 、 无人作战 、 预警监视安
防、 商业航天和指挥通信与支援
保障七大体系的近百项产品， 参
展规模为历届之最； 作为 “陆”
的代表之一， 兵器工业推出装甲
突击、 火力打击、 防空反导、 智
能弹药等领域一系列新产品及成
体系成建制武器系统和解决方
案， 体现出我国陆军外贸武器装
备的高水平。

这也是迄今为止不同类别产
品最丰富的一次 “全谱系 ” 航
展。 以 “电” 领域为例， 从巨大
的价值数亿元、 可以探测数百公
里的大型相控阵雷达， 到小巧玲
珑、 可以随手携带的安防设备，
再到小得 “看不清的” 系列芯片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向全球市
场展示了覆盖多个技术领域的
400余项尖端信息化产品和解决
方案 ， 构建了一张无所不包的
“智慧之网”。

这也是富有国际合作色彩的
全球性、 全参与的航展。 不仅有
国有大型企业参与， 也有大批民
营企业参与； 不仅有军转民的高
精尖产品， 也有带来新鲜血液和
灵活机制的军民融合产品； 不仅
有中国企业， 还有数以百计的外
国企业， 特别是波音、 普惠等40
多家美国企业参展， 多个欧洲国
家的企业和院校在航展上宣布一
系列和中国的深度研发和培训合
作计划， 充分体现了世界各国对
中国市场的信心。

大国重器 “扎堆” 亮相
背后的 “必然”

本届航展， 和歼10B推力矢
量验证机一起备受瞩目的， 还有
首次编队飞行的歼20战机。 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副总经理杨伟说，
“20” 不仅是一个机型的代名词，
更是中国航空工业跨越式发展的
代名词。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 中
国的 “大国重器 ” 面向全球市
场， 举行了史上最全的一次 “集
体亮相”， 在众多参展企业看来，
这不是偶然， 而是一种必然。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董事长熊
群力说， 能够拿出适合全球不同
需求、 不同层次、 不同领域的高
科技电子信息产品， 得益于改革
开放引领企业 “厚积薄发”。

“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
航空工业集团实现了从传统国企
向现代公司的跨越， 实现了航空
工业从以军为主到军民融合的跨
越， 实现了航空工业从国内企业
到跨国公司的跨越。” 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副总经理陈元先说。

“将大国重器牢牢掌握在自
己手里”“开放发展与自主创新”
———这是航展上中国参展企业最
经常提及的高频词和关键词。

“航空工业也在走一条自主
创新之路， 但是自主创新不意味
着封闭， 还是一种开放、 协同以
及资源的整合与包容， 我们通过
整 合 不 同 国 家 的 资 源 优 势 ，
在创新上实现更好的发展。” 陈
元先说。

未来可期： 坚定不移走
独立自主创新之路

人类自古就对天空充满向
往， 中华民族世代传递着飞天的
梦想。 面向未来， 中国的航空航
天科技发展将为人类带来更多福
祉。 要顺利实现这一目标， 关键
核心技术等领域的短板仍然不容
小觑， 必须集中优势资源、 加快
攻关。

“核心技术买不来、 要不来、
等不来， ‘卡脖子’ 的短板让我
们更加坚定了要走核心技术和关
键设备的独立自主创新之路 。”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李立
功表示， 通过航展， 大家进一步

了解了我们在最尖端领域和关键
核心技术的进展与突破， 让世界
能够更加理性、 全面地看待开放
的中国， 也更加敞开胸怀与我们
交流合作， 这将最终让我们加速
迈过核心技术 “关键坎”。

让国产大飞机早日冲上云
霄 ， 曾是无数中国航空人的梦
想。 由于历史原因， 中国曾一度
被讽刺为 “没有翅膀的雄鹰 ”。
此次航展上， 先后首飞成功并逐
渐羽翼丰满的国产大飞机 “三兄
弟” 运20、 C919、 AG600再度同
台亮相。 继它们之后， CR929宽
体客机、 通用型运输机运20F100
又进一步揭开神秘面纱。 未来，
人类的蓝天舞台上， 将有更多国
产大飞机的身影。

“事实证明 ， ‘造不如买 、
买不如租’ 的思想只会阻碍我们
前进的脚步。” 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民机部项目办主任冷毅勋说。

不久前， 在湖北荆门成功完
成水上首飞的国产大型水陆两栖
飞机AG600再次回到 “老家珠
海”， 在它的主场完成了荣归首
秀。 这架被称为 “争气机” 的大
型水陆两栖飞机， 其几乎所有部
件均实现国产， 是名副其实的自
主研制。

不论是其装配的国产涡桨6
发动机还是先进的气水动布局、
世 界 最 高 的 飞 机 起 落 架 ……
“AG600的研制成功 ， 再一次证
明了走独立自主路线的可行性和
必要性。 我们在独立自主研发之
路上， 决不能 ‘翻烧饼’ 般老是
翻来覆去， 要有持之以恒的信念
和决心。” 冷毅勋说。

沧海桑田， 斗转星移。 本届
珠海航展上， 在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的展厅内， 一幅巨幕天顶屏幕
上反复播放着新中国刚成立时的
场景： 飞机编队从天安门上空飞
过、 接受检阅， 但没有一架是我
们自己造的。

从一架国产战机都没有， 到
如今两型四代、 20系列、 国产大
飞机家族等一系列全国产明星机
型携手亮相珠海航展， 中国航空
工业走过了近70年的风雨无阻的
奋进之路。

中国航空航天科技从无到
有、 从有到强， 筚路蓝缕但未来
可期。 据新华社

———聚焦珠海航展
歼10B推力矢量验证机惊艳亮相、 歼20战机编队飞行、 新一代运载

火箭家族首次集体亮相、 高速飞行列车初露真容……第十二届中国国
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珠海航展） 正在广东珠海举办。 经过20多年努力，
珠海航展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航空航天类专业展会之一， 为推动世
界航空航天科技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航空航天大国如何强起来？ 核
心技术如何更好实现自主可控？ 聚焦本届航展， 探访大国重器 “扎堆”
亮相背后的 “必然”。

11月6日， 歼-10B在飞行表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