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记者李国利 温竞华）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透露，12月9
日15时40分，“天宫课堂”第一
课正式开讲，时隔 8年之后，中
国航天员再次进行太空授课。

“太空教师”翟志刚、王亚
平、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为广
大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太

空科普课，这是中国空间站首
次太空授课活动。

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
光富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细胞
学实验、人体运动、液体表面张
力等神奇现象，并讲解了实验
背后的科学原理。

此次太空授课活动进行了
全程现场直播，在中国科技馆

设地面主课堂，在广西南宁、四
川汶川、香港、澳门分设 4个地
面分课堂，共 1420名中小学生
代表参加现场活动。

后续，“天宫课堂”将持续
开展太空授课活动，积极传播
载人航天知识和文化，持续开
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航天
科普教育。

中国空间站
首次太空授课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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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改
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
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
一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其中深刻总
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全面深化
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提供
了宝贵经验和基本遵循。

连日来，中华大地涌动着学习贯
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回望
来路，坚定前行。新时代的改革开
放，激情永在、境界常新。

在更高起点上谱写
新时期改革开放新篇章

各地学习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观察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新华社记者 刘艺 黄一宸

25岁的白雪上一次参加我国太空授课时，还是一
名高二学生。神舟十号航天员在天宫一号展示了失重
环境下的物理现象。主讲人王亚平成为我国首位太空
教师，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成太空授课的国家。

8年一瞬。今天，来到中国科技馆地面主课堂聆听
我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的白雪，已是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宇航学院博士生，攻读航天工程专业。

“我第一次参加太空授课时也非常激动，那是一种
对航天的实感，仿佛真正触摸到了什么东西。”白雪说，
她的人生开始与航天关联——高考第一志愿填报航天
专业、大学毕业留在航天领域深造、如今专注航天科
研，还有一位陪伴她整个青春的偶像：航天员王亚平。

与8年前一样，王楠认真观看了整场授课直播。不
过，当“上课铃”再次响起，回到太空课堂的她，已经从
山东省高密市某中学高二 18班的物理课代表，成长为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的设计师。

“水球实验经典再现，细胞学实验首次亮相，这次
太空授课不仅展示了基础物理现象，还增添了生物学
内容。”王楠骄傲地说，变化背后是祖国航天科技的发
展进步。

待神舟十三号乘组顺利返回，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将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建成后的中国空间站将成为
国家级太空实验室，全面开启我国空间科学研究与应
用的新时代。

“8年前，是亚平老师的太空授课让我意识到，原来
课本上的物理知识真能与航天产生关联。只要我坚持
学下去，就有机会接近那片星辰大海。”现在，王楠如愿
以偿。1996年出生的她是中国航天事业中的“萌新”，
也是未来。

天地互动环节把这次太空授课的气氛推向高潮。
北京地面主课堂，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地面
分课堂的中小学生积极与3位太空教师对话。此时，中
国空间站距离地面约400公里。

即将进入建造阶段的中国空间站，会迎来首批来
自 17个国家的国际合作实验项目，建成后欢迎各国航
天员入驻；已经完成全球组网的北斗系统，正在为90多
个国家提供服务，今天这场太空授课，面向全球进行了
全程现场直播。

走出中国科技馆，白雪希望下一个8年能留在航天
院校，专心科研、培养人才。王楠坚定如初，她的征途
是星辰大海。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课间8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
揭示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
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对推动
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
一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
意义。

11月 22日至 12月 3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
讲团成员分赴各地区及有关系统、部
门，开展系列宣讲活动，推动全会精

神深入群众、深入人心。
连日来，中央宣讲团在各地和有

关系统、部门作报告44场，举办各种
形式的互动交流活动 30多场，直接
听众 3万多人，通过电视直播、网络
转播等渠道间接收听收看人数达
1500多万。

凝聚思想共识
激发奋进力量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中央宣讲团宣讲活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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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中国的发展成就
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方面，而且也体
现在医疗保险、养老和预期寿命提高
等方面。”阿根廷外交部人权事务特
别代表卡洛托说，中国特别注重弱势
群体的健康、教育、住房和其他基本
福祉，不断提升社会包容性。

“中国将人的发展置于核心位
置，我们应该借鉴这一经验，一起前
进，一起发展。”中非共和国前外长杜
巴纳说。

展现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
康发展的使命担当

“呵护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实
现人人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
追求”“世界各国人民应该也能够自
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
路”……

与会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
信深刻阐释了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
同各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主张，彰显
了中方促进平等合作、维护公平正
义、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的使
命担当。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跨文
化人权中心主任汤姆·茨瓦特说，中
国领导人大力倡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主张尊重文化多元性、促进文明互学
互鉴，这有助于将人权议题置于一个
新的可持续的国际语境中。

叙利亚总统特别顾问布赛纳·沙
班认为，每个国家都有体现本国文明
和历史的政治体制，西方国家那一套
不应成为世界上唯一标准。

多位与会人士表示，一些西方国
家自诩为“人权卫士”，对其他国家人

权状况指手画脚，却对本国存在的严
重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是“假人权、
真霸权”。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权合
作指引方向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反复，
严重威胁各国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
权。全球 1.5亿人重返极端贫困，社
会不平等和种族歧视进一步加剧，世
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权
保障和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中国
愿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弘扬全人
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为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贡献
智慧和力量。

多位与会人士表示，习近平主
席倡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促进南南
人权合作提供了新视角，对实现全
人类共同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
用。

“波兰家园”公民协会副主席约
瑟夫·哈贝尔表示，就诸多发展中国
家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说，西方发
达国家并未提供足够帮助。“中国给
予其他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的技术
和资金支持，这对实现这些国家的发
展权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基于相近的人权保障需求，发
展中国家应继续加强合作、采取切实
措施，促进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
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南开大
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说。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为促进国际人权
事业健康发展注入动力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记者魏
玉坤）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主要
受去年同期基数较低影响，11月份，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2.3%，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
环比上涨0.4%，涨幅比上月回落0.3个
百分点。

统计数据显示，11月份，食品价格
同比由上月下降2.4%转为上涨1.6%，
其中猪肉价格下降32.7%，降幅比上月
收窄 11.3 个百分点；鲜菜价格上涨
30.6%，涨幅比上月扩大 14.7个百分
点；鸡蛋、淡水鱼和食用植物油价格分
别上涨20.1%、18.0%和9.7%。

11 月份，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5%，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非食品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
涨幅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和柴
油价格分别上涨36.7%和40.6%，涨幅
继续扩大；服务价格上涨1.5%，涨幅比
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受季节性因素、成本上
涨及散发疫情等共同影响，CPI上涨
0.4%，涨幅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
其中，食品价格环比上涨2.4%，涨幅比
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食品中，受季
节性消费需求增长及短期肥猪供给偏
紧等因素影响，猪肉价格由降转涨，上
涨12.2%；各地多措并举保障“菜篮子”
供应，随着蔬菜上市量逐渐增加，鲜菜
价格涨幅比上月大幅回落9.8个百分
点。

据测算，11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
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1.2%，涨幅
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11月份，
随着保供稳价政策落实力度不断加
大，煤炭、金属等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快
速上涨势头初步得到遏制，全国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涨幅有所
回落。11月份，PPI同比上涨12.9%，
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

11月份CPI同比上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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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学生们在观看“天宫课堂”第一课。 新华社记者 王申 张金加 金立旺摄

□新华社记者 胡喆

在 38万公里外的月球，嫦娥三号着
陆器至今仍在正常运行，刷新着国际月
表探测的新纪录；在月球背面，嫦娥四号
实现人类首次月背软着陆，着陆器和玉
兔二号月球车在月面工作超过 1000天；
在科研一线，嫦娥五号带回的“最年轻”
月壤，正不断产出新成果……

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返回器
携带月球样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
域安全着陆，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取
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电，
集中概括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
攻坚、合作共赢”的十六字探月精神。

伟大精神源于伟大实践。探月精
神，是中国航天人和无数科研工作者自
立自强、勇攀科技高峰所铸就的伟大精
神，从嫦娥一号到嫦娥五号，随着探月工
程的深入实施，探月精神的内涵逐渐丰
富，成为工程不断推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成为工程不断成功的制胜密码，书写了
世界航天发展的惊鸿之笔。

勇攀科技高峰——探月精
神是又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显微镜下，科研人员从3克粉末中手
工挑出一粒粒岩石碎屑，再从中找到只
有头发丝直径二十分之一大小的矿物，
用于测定其“年龄”。

这 3克粉末就来自嫦娥五号从月球
带回的 1731克月壤，中国科学家们通过
对嫦娥五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月球
在地质意义上“死亡”的时间比原先认为
的晚8亿年，进而为全世界科学家指出新
的研究方向，中国又一次站在了世界科
技的最前沿。

从 2004 年探月工程立项，17 年来，

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嫦娥三号、再入返
回飞行试验、嫦娥四号、嫦娥五号“六战
六捷”，如期圆满完成“绕、落、回”三步走
目标。

在无数航天人努力下，“嫦娥”和“玉
兔”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月宫故
事”，一步一步揭开了月亮的神秘面纱。

从嫦娥一号成功实现绕月飞行到嫦
娥二号首次实现“一探三”的多目标探
测，从嫦娥三号在月球虹湾精准着陆到
嫦娥四号成功实现人类航天器首次月背
软着陆和巡视探测，从再入返回飞行试
验器以近第二宇宙速度、跳跃式再入返
回地球到嫦娥五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地
外天体采样返回……

一路走来，几多艰辛。探月工程作
为我国迄今为止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
最大的系统工程，工程全线勇下先手棋、
敢做“第一人”，奋力攀登世界航天科技
的高峰。

“探月精神是我们又一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表示，

“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
赢”的探月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延
续，是最具时代特征的航天精神之一。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按照党中央关于
建设航天强国的决策部署，大力弘扬探
月精神，以探月梦托举中国梦、航天梦，
为和平利用太空，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中
国力量。”张克俭说。

探索永无止境——一步一
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

人类探索太空的步伐永无止境。当
前，中国航天人正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开
启星际探测的新征程。

在比月球更遥远的“红色星球”——

火星，天问一号和祝融号正争分夺秒地
开展探测工作，不断标注着中国深空探
测的新高度。

以天为盘，以星做子；日月星辰，皆
为情话。有人说“航天事业最大的浪漫，
就是将梦想变成现实”。从一个个命名
中，人们读懂了中国航天人的浪漫——

探月工程命名为“嫦娥”，月球车命
名为“玉兔”，承担嫦娥四号任务的中继
星命名为“鹊桥”；行星探测工程命名为

“天问”，火星车命名为“祝融”……一系
列耳熟能详的名字，既展现了中华文明
的源远流长，又彰显了当代中国人的奋
发有为。

“17年来，探月工程坚持‘一体化研
究论证、一条龙攻关攻坚、一张蓝图绘到
底’开启人类月球探测新篇章，创造了月
球探测的中国速度。”中国探月工程常务
副总指挥吴艳华表示，目前中国正在倡
导建立国际月球科研站，努力在走向深
空、探索宇宙、增进人类福祉的新时代，
有更多创造，有更大作为。

“未来，我国探月工程四期将构建月
球科研站基本型，这一基本型由运行在
月球轨道和月面的多个探测器组成。”中
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伟仁说，基本型将具备月球科学技术
研究、资源开发利用技术验证的能力，并
与国际同行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

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在谈及
我国探月工程进展与展望时介绍，国家
航天局正在倡议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
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国
际合作，打造解决空间科学问题、有效利
用月球资源、发展地月经济圈的基础设
施和共享平台。

“实现中国的载人登月是完全有可
能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技术顾

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日前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以嫦娥五号任务圆满成功
为起点，我国探月工程四期和行星探测
工程将接续实施。

弘扬探月精神——矢志做
新时代的“探月追梦人”

孙家栋、栾恩杰、欧阳自远、叶培建
等科学家老骥伏枥、心系苍穹，吴伟仁、
杨孟飞、李东、孙泽洲等一批航天骨干专
家逐梦奋斗、接续向前，张熇、张玉花等
一批航天女专家巾帼不让须眉、顶起“嫦
娥”研制半边天……一代代中国航天人
用实际行动标注了探月精神。

人们难忘，当嫦娥一号成功进入月
球轨道时，白发老院士们激动相拥的热
泪；人们难忘，当嫦娥四号成功在月背软
着陆时，叶培建院士与嫦娥四号探测器
项目执行总监张熇紧握的双手；人们难
忘，“胖五”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从经历失
败到连续成功发射天问一号、嫦娥五号
那奋力奔跑的日日夜夜。

当传承数千年的神话故事中的元
素，成为月球表面地理实体的名字，中国
航天人将中华民族飞天揽月的梦想永久
刻在了月球上，也将追梦之旅载入了史
册。

38万公里外的那一轮明月，是新时
代的“探月追梦人”魂牵梦绕的所在，在
梦想的激励下，他们敢于克服一切困难、
战胜一切挑战。

火星、木星、太阳系边际……当探月
梦圆，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更加遥远的
深空。梦想没有终点，探索就不会止步。

“别人做的，我们要做，别人没有做
的，我们也要做，别人已经做得好的，我
们将来要想办法超过。”叶培建如是
说。 据新华社电

追逐梦想 协同攻坚
探月精神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