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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最美”青年军托起探月梦
———记航天五院深空探测航天器系统总体设计团队

“妈妈， 月亮上有什么？ 我
们什么时候能去月亮？” 这是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部空间
科学与探测总体研究室主任杜颖
的孩子在小时候问过她的问题。
随着2019年1月嫦娥四号实现人
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 她可以
骄傲地告诉自家乃至千万个遥想
月亮的孩子，“妈妈的同事们设计
的探测器已经登月， 你的问题都
有了答案。 ”2019年4月，她所在的
深空探测航天器系统总体设计团
队荣获全国“最美职工” 称号。

追逐梦想 勇当探月
“排头兵”

从嫦娥奔月到敦煌飞天， 中
华民族从未停止过对宇宙的遐
想。 新中国成立后， 一代又一代
航天人前赴后继， 追月逐梦。 在
他们的不懈探索中， 月球探索不
再停留在古代神话和外国新闻
里， 而是变成可以一步步接近继
而实现的 “中国梦”。

2004年， 中国正式启动月球
探测工程， 深空探测航天器系统
总体设计团队应运而生， 承担起
空间科学与深空探测领域的研究
开发、规划论证、型号总体设计、
技术协调和试验组织等工作。

历经十余年发展， 团队已成
为我国探月工程的 “排头兵 ”、
航天技术创新的一大 “引擎 ”。
作为航天总体设计人才的 “摇
篮”， 团队现有员工53人， 党员
占 85% ； 硕士以上学历占 96% ，
其中博士17人； 64%的人员具备
高级职称； 平均年龄37.7岁， 可
谓是探月 “青年军”。

2007年， 团队抓总设计研制
的嫦娥一号成功获取全月球影像
图， 铸造我国航天史上第三个里
程碑； 2010年发射的嫦娥二号首
次实现我国对小行星的飞越探
测； 2013年12月， 嫦娥三号成功
实现落月梦想， 并创造了全世界
在月工作最长纪录； 2019年1月，
嫦娥四号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
软着陆 ； 当下 ， 嫦娥五号开始
“奔月取土” 的研制工作……

中国首颗月球探测卫星、 首
颗飞入行星际的探测器、 首颗软
着陆在地外天体表面的航天器、

首辆将 “足迹” 刻在地外天体上
的 月 球 车 、 首 颗 以 近 第 二 宇
宙 速 度高速再入返回地球的航
天器、 首颗大型X射线天文望远
镜卫星……非专业人士看到的是
这些笑傲全球的辉煌业绩， 只有
研制团队才知道幕后的艰苦付
出。 “我们的工作， 就像是踩在
刀尖上跳舞。” 杜颖坦言。

在发射场的92天里， 嫦娥四
号研制团队每天工作近12个小
时， 完成专项试验17项、 主线任
务131项 、 着陆器加电212小时 、
巡视器加电99小时。 33岁的着陆
器总体副主任设计师杨眉开玩笑
地说， 那段日子就像是升级打怪
兽， 不停地闯关， 每天累到精疲
力尽， 第二天又满血复活。

追求极致 不畏艰险
保成功

航天强国把深空探测视为彰
显实力、 争夺资源的竞技场， 但
各 国 在 这 一 领 域 的 成 功 率 仅
60%， 技术难度高、 风险大。

人类登月成功以来， 造访月
球正面的着陆器有19个， 但着陆
在月球背面的一次都没有。 因为
这里虽然各类物质含量丰富， 保
留了月球最深层的秘密， 但超过

90%区域都是环形山和陨石坑 ，
探测器在此软着陆， 远比在月球
正面难得多。

39岁的着陆探测器主任设计
师李飞带领小组钻进文献海洋，
查询有限材料。 在综合分析了月
球背面环境、 探测器温度等因素
后 ， 他们最终在地形起伏达到
6000米的月球南极-艾特肯盆地
选定了冯卡门撞击坑作为着陆
点， 宛如在崇山峻岭中找到一片
平原。

2018年， 在嫦娥四号发射进
入冲刺阶段时， 李飞每天工作近
16个小时， 把1个月当成1.5个月
来用。 身体一度累到极限， 但他
说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而且同事
们都是这样 “扛” 过来的。

从地球发射探测器到月球背
面的着陆点 ， 中间相隔38万公
里。 如果说嫦娥三号的着陆区面
积有两个北京市大小， 嫦娥四号
的着陆区就缩小为五环那么大。
古有百步穿杨的神射手 ， 今有
“万里穿杨 ” 的中国探月团队 ，
承担 “瞄准” 任务的总体核心成
员就是杨眉 。 作为飞行控制专
家， 她带领轨道、 控制设计师创
造性提出定时定点的轨道控制策
略， “想过一万种失败可能， 并
把所有漏洞都堵死”。

2018年10月到11月， 她和两
个同事负责发射指令核对工作，
清单多达五六百页 ， 指令近万
条。 虽然有自动化检测工具， 但
她们依然不放心， 于是一条一条
人工检测， 看到后面视线都模糊
了。 最终， 嫦娥四号成功着陆在
指定区域内， 实现了 “指哪儿打
哪儿”。

在远征戈壁进行外场试验
时， 申振荣等队员伴着沙暴展开
工作， 无视外界环境的艰苦； 在
内场试验中， 人造月壤透过皮肤
侵蚀入肺， 党兆龙等测试人员戴
着防毒面具判读数据， 无视可能
出现的身体伤害； 接受肝部肿瘤
切除手术的几分钟前， 总装设计
专家陈向东仍在给同事发短信，
叮嘱技术试验的注意事项， 无视
手术的压力和病痛……

杜颖感叹， 团队的每一名成
员都深知自己承担的任务凝聚着
无数人的心血与智慧， 容不得出
现任何闪失， “追求极致” 的理
念已经成为他们的工作习惯。

牢记使命 齐心协力
探深空

这个团队最厉害之处， 在于
每个人都在岗位上发挥出最大效

能， 而且所有人的心力拧成一股
绳， 把巨大的探月压力转化为坚
实动力。

针对多型号多器同时研制、
多研制阶段并行开展的复杂局
面， 团队总结和传承深空探测型
号研制经验， 进一步提升设计能
力； 强化专业化建设， 开展技术
交流和调研 ， 促进新技术的突
破； 通过识别任务短板和技术瓶
颈， 细化风险控制措施， 对队伍
进行科学分析和优化配置； 采用
协调统一的管理创新， 保证了嫦
娥四号、 嫦娥五号和火星探测器
研制的顺利进行。

为了帮助青年员工快速成
长， 研究室从型号研制、 技术攻
关、 专业发展等多个维度， 按照
不同层次的岗位需求培养人才，
创设适合创新型人才成长的良好
环境， 形成 “勇于担当、 自主创
新、 团结协作、 追求卓越” 工作
文化， 培养造就了一批高素质科
技和管理人才。

研究室成立至今， 培养出副
总师5人， 2人荣获 “中国青年科
技奖”， 1人当选为国资委 “月球
探测工程优秀共产党员”， 2人被
评为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劳动模
范”， 6人获得 “月球探测工程突
出贡献者” 称号。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月球
着陆当天， 李飞和同事们提前4
个小时到岗， 紧张地做着最后准
备。 在着陆成功的瞬间， 全场响
起欢庆的自发掌声， 但大家很快
就冷静下来， 因为接下来还有玉
兔二号分离等一系列任务。 他们
不敢掉以轻心， 鼓完掌后马上投
入工作， 节奏出奇的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2月20日
会见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
代表时指出： 伟大事业都始于梦
想， 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 伟大
事业都成于实干， 这正是团队探
月征程的真实写照。

在团队办公室的墙上， 挂着
这样一幅标语 ： 不忘初心 严慎
细实访月球 ； 牢记使命 集智创
新探深空。 15年的探索， 38万公
里的追寻， 团队成员忘我工作，
用探月梦托举起中国梦。 他们是
当之无愧的 “最美职工” 团队，
他们是 “最美” 探月青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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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月 25日 ， 第 二 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召开。

从上海市到越南胡志明市的
距离是2735公里， 而随着 “一带
一路” 建设， 拉近的不只是空间
的距离， 也是一名上海来的师傅
和越南徒弟之间的距离。

黄建霖， 是中建二局上海分
公司的一名从业多年的资深测量
员 ， 2017年 7月 ， 随着企业 在
“一带一路” 上的越南289项目建
设需要， 黄建霖义无反顾地带上
他的测量 “行头”， 跟随企业的

步伐， 从上海出发， 踏上了越南
土地。 恰逢此时， 越南人阿轩成
为他手下的一名 “弟子”。 黄建
霖发现 ， 阿轩在工作中吃苦耐
劳， 勤奋好学， 是个可以培养的
苗子。 但是阿轩只能听懂简单的
汉语指挥口令， 不熟悉相关测量
仪器的操作， 测量工作中也有许
多不规范的地方……种种问题，
黄建霖下定决心帮助阿轩去成长
与进步。

在项目开工半个月后的一
天 ， 黄建霖拿出一本用A4纸打
印并装订好的册子递给阿轩。 阿
轩双手接过， 看到封面赫然写着
《尼康2m全站仪使用手册 》。 阿
轩一页页翻开， 里面有中越双语

对照的教程文字， 并附上对应的
图片。 阿轩详读起来， 发现其中
内容详细易懂 ， 处处透露着用
心。 原来， 这本册子是黄建霖抽
出休息时间， 亲自编写的； 一张
张解析图片， 也是黄建霖亲自拍
摄的； 为了便于阿轩学习， 黄建
霖还请项目的翻译吃了顿饭， 换
来将中文翻译成越南文放入教程
中， 可谓煞费苦心！ 知道了这些
后， 阿轩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去
哪儿都随身带着它 ， 即使是吃
饭、 上厕所时也不忘研读。 每当
遇到不懂的内容， 便第一时间跑
去请教 “黄师傅”， 也收获每次
耐心的解答与反馈。 在两个月的
书面学习与实际操作中， 阿轩终

于掌握了全站仪的使用方法， 并
能熟练运用于工作中。

在阿轩眼里， 这位师傅不仅
有着耐心的好性格， 也有和 “黄
牛” 一样的倔脾气。 黄建霖要求
测量工作一定要做到精益求精，
于是每当发现阿轩工作有不规范
的地方， 他都会毫不客气地指出
来， 直到阿轩改正为止。 正所谓
严师出高徒，阿轩在黄师傅的“调
教”下，已从 “门外汉”成长为一
名出色可靠的“业务能手”。

看到徒弟的成长 ， 黄建霖
说 ： “授人以鱼 ， 不如授人以
渔， 我希望在本职工作外， 也能
尽己所能， 为当地培训出更多专
业人才。”

———记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测量员黄建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