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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林时代如何带酒上太空 在我国历史上， 熊猫本来就
有充当 “亲善大使” 的优良传统。
有专家认为， 最早可上溯到公元
685年， 这一年， 武则天送给日本
天武天皇两只大熊猫 ， 开创了
“熊猫外交” 的先河。

熊猫家族可谓外交明星辈出。
1936年12月， 三个月大的熊猫苏
琳被带到美国。 它的到来为笼罩
在经济萧条愁云下的美国人带来
一抹亮色。 苏琳成了芝加哥动物
园的大明星， 人们不远千里赶来，
只为一睹芳容， 高峰时期一天参
观者多达四万。 著名的盲人作家
海伦·凯勒为了 “看看” 苏琳， 也
亲自前往动物园。 苏琳无形中增
加了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兴趣和好
感 ， 可惜 “红颜薄命 ”， 苏琳于
1938年4月1日死于肺炎。

姬姬是奥地利动物商海尼·德
默于1958年用三只长颈鹿、 两只
犀牛、 两只河马、 两只斑马与北
京动物园换得的一只雌性大熊
猫 。 在伦敦动物园， 姬姬得到了
悉心照料， 英国著名主持人奈杰
尔·马文回忆道： “它住在有空调
的屋子里 ， 只吃由童子军亲自
收 割 的 竹 子 。 ” 为 了 给 它 找 到
“如意郎君”， 分属两个阵营的英
国与苏联暂时搁置意识形态上的
分歧， 达成协议， 用专机运送姬
姬前往莫斯科 “相亲”。 当飞机抵
达谢诺梅捷沃国际机场时， 已经
有200多人等在那里， 记者在当天
的报道中写道： “我曾经去过世
界上的很多机场， 但从没有任何
一位元首或国王受到如此热烈的
欢迎。” 后来， 世界野生动物保护
组织 （WWF） 也看中了姬姬， 以
它为原型设计了会徽， 如今， 这
个熊猫标识在全世界已经无人不
晓了。

1982年后， 鉴于生态环境恶
化， 大熊猫数量急剧减少， 中国
停止向外国赠送大熊猫， 2007年，
国家林业局新闻发言人公开宣
布 ， 中国将不再向外国政府赠
送大熊猫 。 大熊猫出国只能以
“访问” 方式进行。 但是， 作为中
国外交的明星， “胖大使” 憨态
可掬的形象早已深入各国人民的
心里。

摘自 《光明日报》

饮酒有风险

“加加林时代不许带酒”， 其实来
自于惨痛的教训。 太空禁酒的首要原
因是基于消防安全因素。 酒精作为一
种易燃的液体， 对于环境密封、 线路
密集、 造价高昂、 一失万无的航天器
来说， 是严重的潜在安全隐患。

1961年3月23日， 入选苏联首批航
天员的瓦伦丁·邦达连科在低压模拟舱
室进行耐力测试。 按照规程， 邦达连
科完成测试后从身上取下传感器， 并
用酒精棉球擦拭身体。 他随手将使用
过的酒精棉扔在地上， 不巧正落在一
块电加热板上， 酒精渗入电路引发短
路， 继而产生火苗。 由于模拟舱内的
氧气浓度极高， 加热板燃烧的火苗瞬
间爆发成遍布舱室的大火。 等工作人
员打开舱门后， 邦达连科已被烧得面
目全非 ， 抢救无效牺牲 。 此时距离
1961年4月12日苏联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只剩下3周时间。 如果没有这场酒精引
发的惨祸， 太空第一人的殊荣本来应
该是属于邦达连科的。

《流浪地球》 里航天员用伏特加
酒烧毁人工智能MOSS的行为 ， 从侧
面证明太空禁酒令的必要性。 但火灾
隐患只是太空饮酒的危害之一。 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发言人斯
蒂芬妮席尔霍尔茨证实， 在上世纪70
年代美国发射的第一座空间站 “天空
实验室 ” 上 ， NASA曾将雪利酒与航
天员一起送到太空， 但航天员在零重
力飞行时饮酒的测试结果显示， 它容
易引发航天员的呕吐反应。 尤其糟糕
的是， 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 航天员
喝酒后容易打出酒精与气体混合的
“湿嗝”。 这些犹如胃酸一样的液体 ，
既污染空间站空气， 也让水回收系统
难以处理 。 如果在空间站饮酒狂欢 ，
溢出的啤酒泡沫甚至可能损坏设备。

太空禁酒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开车不饮酒， 饮酒不开车”。

偷带靠套路

在各国官方文件的规定中， 除了
提前经过报批、 用于科研实验的酒类
之外， 不允许私人夹带酒精饮料进入

太空。 然而俄罗斯航天员出于对烈酒
的特殊喜好， 在 “宇宙走私美酒” 方
面可谓千方百计。

《流浪地球》 中用宇航服藏酒的
手法 ， 是俄罗斯航天员的惯用套路 。
曾在太空度过130天的俄航天员格奥尔
吉·格列奇科称， 航天员在空间站必须
做体操以防止肌肉萎缩。 为此空间站
上备有专用服装， 里面有迫使肌肉在
失重条件下工作的装置。 航天员们就
在换岗时利用它留下 “私货”。

在有案可查的记录中， 将美酒作
为夹带品进入太空最早发生在1971年。
当时， 苏联 “礼炮7号” 空间站上的一
名航天员恰好要过生日 ， 地面上即
将升空的航天员们准备带给他一个惊
喜。 航天员每天都要测量血压， 所以
血压计是航天员升空时随身必备的装
置。 而无论哪个型号的血压计， 肯定
会有一个足以让成年男子上臂穿过的
洞， 塞进一瓶酒自然毫无障碍。 于是
一瓶亚美尼亚白兰地就这样被偷带上
太空。

一些苏联航天员退役后， 也相继
分享带酒上天的秘密。 苏联航天员伊
戈尔·沃尔克回忆， 1984年他和搭档瓦
洛佳·扎尼别科夫乘坐 “联盟” 号飞船
上天前， 按规定不能携带超过计算重
量的东西。 为了把心爱的酸黄瓜和白
兰地带上天， 两人在起飞前一周忍饥
挨饿， 硬是饿瘦了近2公斤。 起飞前，
他们在穿宇航服时偷偷把夹带品放在
里面， 肚皮上放着酒和酸黄瓜上了天。

更传奇的 “宇宙走私”， 是曾两次
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瓦列里·柳明。 他
在起飞前买了12瓶亚美尼亚白兰地 ，
把它们倒入带拧盖的塑料包里。 趁着
新空间站还在地面工厂组装时， 他利
用适应性训练的机会， 悄悄在空间站
几个秘密地点藏了足足6升酒。

当然， 违反太空禁酒令的不只是
俄罗斯人。 1969年美国 “阿波罗11号”
登月数小时前， 航天员巴兹·奥尔德林
和尼尔·阿姆斯特朗在太空中进行 “圣
餐仪式”， 喝了少量葡萄酒。 奥尔德林
在回忆录中描述， “我从一个密封的
塑料容器中向小酒杯中倒了少许葡萄
酒， 等待着打旋的酒停下来。 在那里，

月球的引力只有地球的1/6。” 当然 ，
美国航天员举行这一仪式时与地面的
通信 “突然中断”， 因此这个过程没有
对外播出。

想喝不容易

在太空失重环境下， 液体就像弹
跳的果冻一样难以控制。 为在太空中
喝酒， 航天员们也实在不容易。 格奥
尔吉·格列奇科回忆， 他曾在空间站的
航天体操服里发现了一个不知道是谁
藏在那里的军用水壶， 里面装着足足
1.5升白兰地。 可遗憾的是， 在喝了半
壶以后， 由于失重的关系， 剩下的酒
倒不出来， 用力挤压的话， 酒就会和
空气混合成泡沫。

没想到的是， 接班的下一批航天
员后来专门感谢他 “为我们剩下半壶
美酒 ”。 后来的航天员是怎么喝到酒
的？ 原来他们发明了高难度的太空二
人组饮酒姿势。 一名航天员飘在空中，
低头用嘴咬住酒壶口。 另一人轻轻向
下打他的头。 第一个人会往下飞， 这
时液体就随惯性灌到他嘴里。 然后两
人交换位置继续喝。

在对待太空饮酒的问题上， 美俄
两国态度不一 。 美国NASA禁止航天
员在太空中饮酒 ， 但俄罗斯的规定
没有这么严格， “和平” 号空间站还
供应法国和亚美尼亚白兰地。 1997年，
在扑灭了一场火灾后， “和平” 号上
的 航 天 员 们 开 了 一 瓶 白 兰 地 酒 庆
祝 。 “和平” 号指挥官瓦西里·特西
布利耶夫表示， “太空舱中需要有那
么一点酒， 你可以想象身处太空中的
那种压力。” 这种情况实际已经成为公
开的秘密。 俄航天员选拔总委员会联
合主席维亚切斯拉夫·罗戈日尼科夫承
认， 几乎所有航天员都有这样的 “私
藏品”。

随着技术进步以及对太空环境的
了解， 如今带酒上太空的禁令有所放
松， 尤其是许多太空实验都会涉及酒
精类试剂。 2015年， 日本著名啤酒品
牌三得利还曾将自己旗下获奖的威士
忌送往国际空间站， 看看微重力环境
下啤酒会不会变得更好喝。

摘自 《环球时报》

胖大使
外交趣事

《流浪地球》中的这个“梗”背后藏有哪些故事

科幻大片 《流浪地球》 中的诸多细节让观众津津乐道， 其中那句 “你知道为什么加
加林时代不许带酒上太空” 更引起很多人的好奇。 太空中的禁酒令真的存在吗？ 可影片
中俄罗斯航天员藏酒的熟门熟路又是怎么回事呢？ 历史上， 太空与美酒之间一直保持着
斩不断、 理还乱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