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亚平将在空间站

开讲“太空第二课”
新华社酒泉 10 月 14 日电（记者 张汨汨 徐毅）神舟

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 14 日下午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举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说，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
中，航天员王亚平将在空间站开讲“太空第二课”。

林西强介绍，神舟十号飞行任务中，航天员王亚平太
空授课期间，全国有 6000 万中小学生在地面课堂上课，社
会反响巨大。 载人航天作为有人参与的航天探索活动，空
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蕴含着得天独厚、极为丰富
的科普教育资源，对广大公民特别是青少年具有极大的吸
引力。 中国空间站不仅是全球科学家开展空间科学、空间
技术、空间应用的研究平台，也是鼓励青少年热爱航天、参
与探索、追求科学的实践平台。

林西强说，在总结和发展载人航天科普工作有益经验
的基础上，在此次任务中，我们策划了更加形式多样的科
普教育活动，我相信，王亚平老师会很快再次“太空授课”。
在此，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科
普事业积极建言献策，提出更加精彩的项目建议。

此外，林西强介绍，针对女航天员参加飞行任务，分析
了女航天员的身体特点和个体需求， 重点从生活保障、健
康保障等方面开展了针对性设计，以确保女航天员长期飞
行、健康生活、高效工作。

中方欢迎其他国家

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

新华社酒泉 10月 14日电（记者 黎云 张汨汨）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
西强 14日在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欢迎其他国家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展开国际合作。

林西强表示，载人航天探索是人类共同的事业，离不
开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 载人航天领域的国际合作，是打
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始终坚持和平利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与俄
罗斯、德国、法国、意大利、巴基斯坦等国家的航天机构，以
及联合国外空司、 欧空局等航天组织签署了合作框架协
议，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

林西强说，中国空间站的建成，将为我们开展包括航
天员联合飞行在内的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提供更好的平台，
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向我们提出了这方面的意
愿。 在航天员选拔训练方面，也已经开展了合作，比如，中
国航天员曾赴俄罗斯参与训练。本次乘组中的航天员叶光
富就曾于 2016 年参加过欧洲组织的洞穴实验， 欧洲航天
员也曾于 2017 年参加过中国组织的海上救生训练。

林西强表示， 对于其他国家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
站，展开国际合作，我们持欢迎态度，相信在中国空间站完
成建造，进入运营与应用发展阶段后，大家将会看到其他
国家的航天员参与中国空间站的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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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酒泉 10 月 14 日电（记
者 李国利 黎云 张汨汨）经空间站
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将于 16 日凌
晨发射，发射时间瞄准北京时间 16
日 0 时 23 分。 飞行乘组由航天员
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组成，翟志
刚担任指令长。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
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三火箭于 14 日
下午进行推进剂加注。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

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
任林西强 14日下午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航天员翟志刚是中国首位出舱

航天员， 航天员王亚平执行过神舟
十号载人飞行任务， 航天员叶光富
是首次执行载人飞行任务。

林西强说，按计划，神舟十三号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
接模式， 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
口，与天和核心舱及天舟二号、天舟
三号货运飞船形成组合体。航天员进
驻核心舱后，按照天地同步作息制度
进行工作生活，约6个月后，搭乘飞船
返回东风着陆场。对空间站关键技术
验证阶段各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全

面评估后，将转入空间站建造阶段。
目前，天和核心舱与天舟二号、

天舟三号组合体状态和各项设备工

作正常， 具备交会对接与航天员进
驻条件。 执行神舟十三号飞行任务
的各系统已完成测试和综合演练，
航天员飞行乘组状态良好， 发射前
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神舟十三号发射看点前瞻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坚持
“航天员安全第一”原则
希望共同维护太空秩序

新华社酒泉 10 月 14 日电 （记者 李国利

胡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在 14 日的神舟
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 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一直坚持“航天员安全第一”的原
则开展工作，从空间站工程建设、空间碎片以及
极端情况等多方面都准备充分， 以保障航天员
生命安全。

一是空间站本身开展了安全性、可靠性、维修
性设计，通过功能冗余和产品冗余等手段，从设计
上保障一度故障工作、二度故障安全，产品出厂前
经过了严格测试和试验验证， 可保证空间站长期
安全可靠运行。

二是针对空间碎片和空间目标等外部因素开
展了专门设计， 针对微小型碎片在结构上进行了
防护加固， 针对较大碎片或空间目标可实施机动
规避。

三是针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故障情况已制订约
4800 条预案，并进行了验证和演练。

四是针对极端情况进行了应急救生准备，若空
间站发生影响航天员安全的重大故障，航天员可搭
乘停靠的载人飞船及时撤离空间站、 返回地面；若
停靠的载人飞船发生不能安全返回的故障，将组织
实施应急救援飞船的快速发射， 与空间站对接，确
保航天员可及时乘坐应急救援飞船返回地面。

林西强说， 考虑到航天器在轨碰撞问题日益
突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网站及时公布了空
间站轨道参数，“航天员是人类派往外层空间的使
节”，我们希望各国有关部门和机构能及时关注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网站发布的有关信息， 在航
天器执行轨道机动时注意规避， 共同维护太空秩
序，保障航天员的生命安全。

今日关注··神舟十三号

10月 14日，执行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 3名乘组航天员翟志刚（中）、王亚平（右）、叶光富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
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琚振华 摄

翟志刚同志简历

新华社酒泉 10 月 14 日电 翟志刚，男，汉
族，籍贯黑龙江龙江，中共党员，硕士学位 。
1966 年 10 月出生，1985 年 6 月入伍，1991 年
9月入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
级航天员，专业技术少将军衔。 曾任空军某中
心飞行教员，安全飞行 950 小时，被评为空军
一级飞行员。 1998年 1月，入选我国首批航天
员。2003年 9月，入选神舟五号飞行任务备份
航天员。2005年 6月，入选神舟六号飞行任务
备份乘组。2008年 9月，执行神舟七号飞行任
务并担任指令长，同年 11 月，被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航天英雄”荣誉称号，并
获“航天功勋奖章”。 2013年 1月，入选神舟十
号飞行任务备份航天员。 2019 年 12 月，入选
神舟十三号飞行任务乘组并担任指令长。

王亚平同志简历

新华社酒泉 10 月 14 日电 王亚平， 女，
汉族，籍贯山东烟台，中共党员，硕士学位。
1980 年 1 月出生，1997 年 8 月入伍，2000 年
5 月入党， 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一级航天员，大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师
某团副大队长，安全飞行 1567 小时，被评为
空军二级飞行员。 2010 年 5 月，入选我国第
二批航天员。 2012 年 3 月，入选神舟九号飞
行任务备份航天员。 2013 年 6 月，执行神舟
十号飞行任务，同年 7 月，被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
获“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2019 年 12 月，入选
神舟十三号飞行任务乘组。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将于 16 日凌晨发射， 飞行乘组由航
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组成，翟志刚担任指令长。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副主任林西强说，按计划，神舟十三号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
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与天和核心
舱及天舟二号、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形成组合体。 航天员进驻核
心舱后，按照天地同步作息制度进行工作生活，约 6 个月后，搭
乘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对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各项任务
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后，将转入空间站建造阶段。

航天员乘组在轨飞行时间翻倍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将首次在轨飞行 6 个月。林西强介
绍，针对空间站阶段航天员长期在轨飞行的挑战，神舟十三号
载人飞行任务在航天员选拔、训练、健康、工作、生活等在轨驻
留保障技术方面进行了充分研究和准备，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
航天员以饱满良好的身心状态执行长期飞行任务。

一是高度重视经验传递。 在完成既定训练计划的基础上，
安排神舟十三号乘组与神舟十二号乘组进行天地通话。神舟十
二号乘组返回后， 两个乘组及备份航天员进行了充分交流，分
享神舟十二号乘组在轨获取的经验和感受，特别是针对出舱活
动交流了天地差异该注意的事项，神舟十三号乘组对此开展了
相应训练，为提前进入状态、顺利执行任务打下基础。

二是针对新增任务及状态变化，实施重点强化训练。 针对
神舟十三号乘组将要实施的出舱活动、在轨开展的实验研究以
及遥操作交会对接试验、机械臂辅助货运飞船转位试验等项目
进行重点训练；针对 1 舱 3 船状态下新增故障模式，组织完成
了相关推演与演练，确保神舟十三号乘组全面掌握执行任务的
各项技能。

三是强化在轨工作制度和训练。 面向半年的飞行任务，进

一步强化物资管理日制度、定期天地沟通交流制度等；识别了
长期飞行关键操作项目可能的遗忘效应，适时安排定期在轨训
练，确保航天员以最佳技能状态应对各项正常及应急任务。

四是加强在轨定期评估和动态调整。 神舟十三号任务中，
将针对不同时期、不同个体的身心特点，每月对航天员健康状
态进行全面评估，根据评估结果，适时调整航天员失重防护锻
炼项目、航天员营养配餐方案，以及心理支持活动等，确保航天
员以饱满、良好的身心状态执行长期飞行任务。

中国女航天员将实施首次出舱活动

林西强介绍说，与神舟十二号任务相比，神舟十三号任务
主要有六大不同： 一是载人飞船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
方式，首次径向停靠空间站；二是届时中国空间站将实现核心
舱、2 艘货运飞船、1 艘载人飞船共 4 个飞行器组合体运行；三
是航天员将首次在轨驻留 6 个月， 这也是空间站运营期间航
天员乘组常态化驻留周期； 四是中国女航天员将首次进驻中
国空间站， 航天员王亚平也将成为中国首位实施出舱活动的
女航天员， 而神舟十三号乘组也将包括中国首次出舱的男女
航天员；五是在神舟十二号任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更多的
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产出高水平科学成果；六是实施任
务的飞船、 火箭均在发射场直接由应急待命的备份状态转为
发射状态。

空间站在轨建设分为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两个阶段实施，
神舟十三号任务是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决胜之战、 收官之战，
也是空间站在轨建设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之战。 林西强说，
通过神舟十三号任务，将更加全面地考核工程各系统执行空间
站任务的功能性能，以及系统间的匹配性与协调性。 神舟十三
号任务结束后，将组织进行全系统综合评估，满足要求后转入
空间站建造阶段。

2022年底前完成三舱组合体建造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第
六次飞行任务，也是该阶段最后一次飞行任务，该项任务将实
现五大目的。 后续，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全面转入空间站建造
阶段，共规划实施 6 次飞行任务，2022 年底前将完成空间站三
舱组合体建造。

林西强表示，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主要目的为：一
是开展机械臂辅助舱段转位、手控遥操作等空间站组装建造关
键技术试验；二是进行 2—3 次出舱活动，安装大小机械臂双臂
组合转接件及悬挂装置，为后续空间站建造任务作准备；三是
进一步验证航天员在轨驻留 6 个月的健康、生活和工作保障技
术；四是进行航天医学、微重力物理领域等科学技术试验与应
用，开展多样化科普教育活动；五是全面考核工程各系统执行
空间站任务的功能性能，以及系统间的匹配性。

林西强表示，对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各项任务完成情
况进行全面评估后，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转入空间站建造阶
段。 建造阶段共规划实施 6 次飞行任务，首先发射天舟四号货
运飞船，运送补给物资，为随后实施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
务做准备；神舟十四号乘组在轨驻留期间，将先后发射问天实
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与天和核心舱对接，进行舱段转位。

在 2022 年底前，中国将完成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建造；随后
实施天舟五号货运补给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神舟十五
号乘组将与神舟十四号乘组开展在轨轮换。对空间站状态进行
全面评估后，将转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将择机发射
巡天空间望远镜，与空间站共轨长期独立飞行,开展巡天观测，
短期停靠空间站进行补给和维护升级。

新华社记者 李国利 张汨汨 黎云 胡喆

（据新华社酒泉 10 月 14 日电）

叶光富同志简历

新华社酒泉 10 月 14 日电 叶光富， 男，
汉族，籍贯四川成都，中共党员，硕士学位。
1980 年 9 月出生，1998 年 8 月入伍，2002 年
5 月入党， 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二级航天员，大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师
某团司令部作战训练股空战射击主任， 安全
飞行 1100 小时 ， 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 。
2010 年 5 月，入选我国第二批航天员。 2019
年 12 月，入选神舟十三号飞行任务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