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外星球采样返回大戏纷呈

在“2017 年全国
科技活动周”现场展
出的“嫦娥五号”。

近日，“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和“嫦娥5号”探测器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

成技术区总装测试工作后，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11月下旬择机实施发射，把

2000克月球样品运回地球，此举世人瞩目。

2020年，全球不仅发射了3个火星探测器，掀起了火星探测的热潮，还

开展了多项地外星球采样返回活动。

这里我们就来聊聊有关地外星球采样返回的那些事。

苏联“月球
16 号”月球采样
返回探测器。

2 月球采样返回苏联捷足先登

在无人月球采样返回探测方面，苏联可
以说是开路先锋，这也许与苏联载人登月半
途而废有关，所以转向用无人空间探测器采
集月球样品。

1970年9月至1976年8月，苏联先后
发射月球16号、20号和24号，开展了3次
月球采样返回任务，总共带回326克月球样
品。

1970年9月12日，苏联发射了世界第
一个无人月球采样返回探测器——“月球
16号”。它高约4米，底部直径约4米，重
5.8吨，由下降级（又叫着陆器）和上升级（又
叫上升器）组成。

“月球16号”在月面软着陆后，用自动
钻孔机采集月球样品，然后把样品封装于返
回舱内，接着上升级从月面起飞返回地球，
最终返回舱于1970年9月24日在苏联境

内着陆。它从月球丰饶海取回了一块101
克的小样本。

1972年2月14日发射的“月球20号”
与“月球16号”基本相同，但由于遇上了玄
武岩，它只从月球阿波罗尼厄斯高地采集到
了55克月球样品。

“月球24号”于1976年8月18日在月
球危海东南部软着陆。其结构与月球16号、
20号一样，但它从2米深处挖取了月球岩，
并总共从月球危海获得了170克的样品。

伸出类似网球拍的“气凝胶尘埃收集
器”来收集彗星尘埃微粒的美国“星尘号”
彗星探测器示意图。

3 美国地外星球采样返回四处出击

不算“阿波罗”对月球进行的载人采样
返回活动，美国现已对彗星、太阳和小行星
等地外星球进行了无人采样返回探测。

“星尘号”采集彗星尘埃微粒。1999年
2月7日，美国发射了“星尘号”彗星探测器，
主要任务是在2004年1月飞到“怀尔德2
号”彗星，在穿过彗尾的过程中采集尘埃及
气体样品，并在2年后送回地球。

“星尘号”携带了返回舱、彗星与星际尘
埃分析仪、尘埃撞击监测仪和太阳能电池板
及其保护装置。其中返回舱内装有“气凝胶
尘埃收集器”、相机等科学仪器。

2004年1月2日，“星尘号”与“怀尔德
2号”交会，遭到数百万彗星微粒的撞击。
在此期间，“星尘号”伸出类似网球拍的“气
凝胶尘埃收集器”来收集彗星的尘埃微粒。
然后折叠收入返回舱，贮存于容器中。

2006年1月15日，装有彗星物质的返
回舱通过降落伞着陆于美国犹他州盐湖城
东南160千米的沙漠上。

“起源号”采集太阳风粒子。2001年8
月8日，美国“起源号”太阳采样返回探测器
升空。2001年 12月3日至2004年4月1
日，该空间探测器在日地拉格朗日1点（L1）
累计采样850天，采集了10-20微克太阳
风粒子。这是继“阿波罗”登月飞船后人类
第二次将太阳的样本带回地球。

2004年9月8日，探测器的返回舱以
11.04千米/秒的速度在125千米高度再入
地球大气层。返回舱在下降过程中，由于加

速度计安装错误，导致主降落伞没能按程序
打开，返回舱以32千米/小时的速度撞地而
遭到损坏，所以只收回了部分太阳风粒子。

“奥西里斯-雷克斯”采样贝努小行
星。2016年9月9日，美国首个小行星采样
返回探测器——“奥西里斯-雷克斯”升空，
目标是对贝努小行星进行采样返回探测。
它于2018年8月抵达贝努，并在环绕贝努
的轨道上展开了为期两年的科学研究。
2020年10月20日，该探测器使用采样机
械臂末端的采样器采集了60克至2千克的
贝努表面风化层样品。

“奥西里斯-雷克斯”将于2021年3月
开始返回地球的旅程，计划在2023年9月
将采样返回舱送回地球。

日本“隼鸟2号”对龙宫小行星
采样前，先释放了一颗目标标识器。

4 小行星采样返回日本首开先河

2003年5月9日，日本发射了
世界第一个小行星采样返回探测器

“隼鸟”。它于2005年9月中旬飞抵
离糸川小行星20千米高的轨道，观
测了糸川小行星表面情况，收集了
其成分和地形数据。

由于出现了一系列故障，导致
“隼鸟”于2010年6月13日才返回
地球，但它使日本成为世界上首个

在月球之外的原始小天体上着陆、
取样并携带其样品返回地面的国
家。目前已确认探测器在糸川小行
星表面采集的样品为1500粒。

2014年12月4日，日本又发射

了更先进的“隼鸟2号”小行星采样
返回探测器。它于2018年6月进入
龙宫小行星轨道后，先对该小行星进
行近距离详细观测。接着，向小行星
表面投放跳跃式巡视器和小型着陆
器，然后对小行星进行表面采样。

2019年2月，“隼鸟2号”首次
在龙宫小行星表面采用“接触即离”
的撞击式探测，采样装置采集到了
不少于3克从龙宫表面弹射起的飞
溅碎片和粒子，发现了水合矿物质。

2019年4月，“隼鸟2号”对另
一个着陆点发射撞击装置（也可称
金属弹）。以2千米/秒的速度撞击
龙宫小行星表面，并形成直径约为
10米的小行星坑。同年5月，“隼鸟
2号”对该小行星坑以“接触即离”方
式完成着陆，采集了多于10克的小
行星内部样品。

2019年7月，“隼鸟2号”又以
上述撞击方式完成另一次采样任
务。这次撞击形成了一个直径约为
15米的小行星坑。在目标标识器的
引导下，“隼鸟2号”从人造小行星
坑周边采集了不少于10克的样品。

完成任务后，“隼鸟 2 号”于
2019年11月飞离龙宫小行星。它
将于2020年末返回地球，返回密封
舱的着陆地点与“隼鸟”相同，仍为
澳大利亚区域。

5 中国“嫦娥5号”采样重量将呈几何级提高

据欧阳自远、叶培健、于登云等
多名权威专家介绍，我国计划在
2020年底用“长征5号”火箭发射

“嫦娥5号”无人月球采样返回器。
这是我国探月工程三期的主任

务，由上升器、着陆器、轨道器、返回
器四个部分“串联”组成，将先后经
历发射入轨、地月转移、近月制动、
环月飞行、月面下降、月面采样、月
面上升、交会对接、环月等待、月地
转移、轨道分离和再入回收等共12
个飞行阶段，最终在内蒙古四子王
旗着陆，然后将约2000克月球样品
送至地面实验室开展精细研究。

如果顺利，“嫦娥5号”将实现我
国开展航天活动以来四个“首次”：首
次在月面自动采样；首次从月面起

飞；首次在38万千米外的月球轨道
上进行无人交会对接；首次带着月壤
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

由于苏联当时没有掌握月球轨
道无人交会对接技术，所以其3次
无人月球采样任务采用的都是月
面起飞直接返回地球方案，这样其
上升器需要克服返回舱与大量燃
料死重，因此极大压缩了采样重
量。“嫦娥5号”采用具有世界领先
水平的月球轨道无人对接方案转
移月壤，上升器只需少量燃料，且
没有返回舱死重，因此采样重量呈
几何级提高。

我们热切期盼“嫦娥5号”圆满
完成无人月球采样返回任务。

（本报综合）

1 地外星球采样返回方式多样

目前，探测地外星球有三种常用方法：
一是环绕探测，主要用于对地外星球进行综
合性普查；二是着陆和巡视探测，主要用于
对地外星球进行区域性详查；三是采样返回
探测，主要用于对地外星球进行区域性精
查，即把采集到的地外星球样品运回地球
后，供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精细研究。

这三种空间探测方式有明显的递进关
系，每一步都是对前一步的深化，并为下一
步奠定基础，最终达到全面、深入了解地外
星球的目的。当然，对于一些小天体的探
测，也可以通过一次发射先后完成环绕探

测和采样返回探测两项任务。
顾名思义，采样返回就是用具有采样

返回功能的空间探测器在地外星球采集样
品，然后把样品带回地球。采样的方式目
前五花八门，这是因为各个地外星球差异
很大，所以需要采用不同的采样返回方
式。采样并带回地球的样品也是多种多
样，可以是尘埃、颗粒、土壤和岩石等。

目前，国外已对月球、彗星和小行星甚
至太阳等进行了多次无人采样返回探测，
还利用“阿波罗”载人飞船对月球进行了有
人采样返回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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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交通实验幼儿园

开展爱眼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顾薇、张冬霜报道：为进
一步增强幼儿爱眼、护眼的意识，学习保护眼睛的方法，
咸宁市交通实验幼儿园各年级开展了一系列关于爱眼健
康主题的教育活动。

“小星星，亮晶晶，好像许多小眼睛。你们的眼睛有
什么作用呢？”在小班教室里，老师们通过各式各样的游
戏，让小朋友了解眼睛的作用以及保护眼睛的重要性。
并通过蒙眼、戴眼罩的方式，让小朋友感受眼睛“生病”给
日常生活带来的不便。同时，各班教师根据爱眼主题和
本班幼儿的年龄特点，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小朋友宣传
预防近视的相关保健知识。

据了解，为创建良好的视觉环境,努力达到良好的采
光条件及使用有利视力健康的照明设备，该园的每个教
室，都更换了符合国家标准的护目灯，让孩子们在柔和舒
适的环境中生活游戏。

“希望通过系列爱眼、护眼活动的开展增强小朋友保
护眼睛的意识，帮助小朋友掌握了科学用眼的方法。共同
守护幼儿的明亮世界和美好人生。”该园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山县厦铺小学

“党员示范岗”引领见成效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陈才添报道:“没有厦铺小

学党员老师对我们的关心，哪能有今天的家庭幸福、孙子
的快乐上学！”11月19日，通山县厦铺镇林上村二组学
生奶奶成银桃接到厦铺小学党员示范岗成员沈云妮送来
的现金和生活食油激动得逢人就说。

成奶奶的老伴因病去世，自己又有严重风湿、脑中风
等疾病，儿子矮小体弱，无固定工作，媳妇离异，孙子黄良
国、黄良康在厦铺小学上学，生活十分困难。厦铺小学示
范岗党员沈云妮不定时的给这户家庭送去现金和物资，
成了他们的依靠。

据了解，厦铺镇中心小学有6个年级，17个班，701
名学生。在全校学生中单亲困难、留守儿童、学困生就有
两百余名。5年前，校务一班人摸索了一条“成立党员示
范岗，促进教学发展”的路子，组建全校8名党员，20名
老、中、青教师骨干，设学生家庭困难党员帮扶岗、差生党
员帮教岗、健康卫生党员宣传岗、路队安全党员监督岗等
4个党员示范岗。

该校5年来，每个示范岗2名党员6名骨干教师，签
订各岗职责，以党建引领，示范岗操办，使很多困难家庭
学生得到了温暧，学困生有了明显好转，校园内平安和
谐，连续3年六年级全县调考，学生成绩名列同类学校之
首，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肯定、社会的认可。

通城

安全教育演练进校园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员郭佳承报道:近日，通

城县共青团委会联合消防大队、红十字会、通城义工协会
在马港镇九岭完小学开展消防安全演练活动。

当日上午9点，随着“滚滚浓烟”，校园内响起了刺耳
的警报声。九岭完小的全体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展火
灾逃生疏散演练，按照应急预案，学生们用毛巾捂住口
鼻，弯腰低姿，有序从教学楼中撤离，跑到操场预定位置
集结，整个过程仅用时三分钟。

活动中，消防宣传员还向师生们讲解了消防器材使
用知识和逃生技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向师生们介绍各
种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的应对防范措
施，普及灾害常识和避灾自救技能；义工协会志愿者采取
生动有趣的知识竞答方式，现场模拟校车安全乘车、交通
道路通行等场景，让全体师生深刻加强交通安全意识。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演练，旨在检验学校师生处置
突发事件时的应急疏散能力和防灾自救意识，帮助广大
师生掌握在危险中迅速并安全逃生、自救的基本方法，进
一步提高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切实保障校园师生
的生命安全。

咸宁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举办“说高考”展评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石欣、王青报道：为助力我市高三学

子高效、精准备考，引导一线教师深入钻研高考真题，近
日，由市教科院主办的咸宁市第二届“说高考”展评活动
在咸宁高中、嘉鱼一中、赤壁一中举行。活动吸引了全市
近800名高中教师参与。

“这位同学的读后续写思路很好，有没有同学还有更
好的想法呢？”展评现场精彩纷呈，参展教师妙语连珠。
有的教师以高考真题为切入点，合理融入新课标、新高考
的理念，将各学科核心素养真真切切地落实到课堂中；有
的教师以问题为中心，为困惑的学生点拔思路，给迷茫的
学生指明方向……

这次活动中，市教科院的各学科高中教研员也同教
师们一起登上了讲台，教研员都把平时对高考备考的研
究融入到课堂中，受到老师们的好评。

“2021年的高考将首次启动新高考模式，这对目前
正紧张备考的高三师生都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此次‘说高
考’展评活动针对性强、实效性高，为我市新高考备考工作
提供了有力保障。”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教育，唯有用心。
不知不觉教书已有四个年头。这其

中，有欢笑，也有泪水；有期待，也曾失落；
有激情，也偶尔疑惑……但我知道，最多
的、也最让我受益终身的是成长：我的学
生们的成长，还有学生们带给我的成长。

哪个班里还没有几个问题学生呢？
我教的班当然也没有例外。新手教师因
为缺乏实战经验，一般而言对他们都是没
辙的，甚至被气哭都是常有的事情。为了
不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我从开学就在思
考，如果班上有“差生”，我要怎么办？我
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请教有经验的教师，他们给我的指导
让我很是感动和感谢，但是我并不满意。
作为一名老师，我曾经也是一位学生，我
知道，不管他们，并不能解决他们的问
题。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始终觉得他们之
所以表现“差”，不是因为他们本来就这
样，很可能是他们遇到了问题，而我想要

帮助他们。
记得班上有十来个孩子的字写得非

常潦草，屡次沟通还是没有改善。我想让
他们练字，但这样生硬的命令或者要求，
在他们那里肯定会不了了之。无法，只得
换一种方式解决问题。我就想，曾经我也
是一名学生，如果我是他们，我怎么样才会
转变态度呢？私底下，我找几个学生聊了
聊，发现他们字写得不好有两种情况：不相
信自己可以把字写好，所以从来没想过把
字写好；想把字写好，但是养成了错误的写
字习惯，不知道怎么把字写好。

最后我采取了这样的措施：首先，我
在办公室没人的时候，把这十来个孩子请
到办公室，让他们每人先按照自己平时的
写字习惯写一句话。他们不知道我要干什
么，一般而言，拿起笔一挥，一下就写好了，
当然字很草、很丑。然后，我让他们把刚刚
写过的这句话再认认真真写一遍当做礼物
送给我。这个时候，有些孩子会不知道你

要干嘛，或者怕自己写得不好，不好意思
写。我就在旁边微笑着跟他们说：“没有关
系，老师就是想让你们慢慢地、认真地再写
一遍，写完了就送给老师，一定要慢慢写、
认真写喔。”写完之后，我把孩子们第一遍
写的和第二遍写的放在一起，非常明显的
变化，几乎所有孩子的字真的变了，字迹清
楚、端正。这样的孩子肯定是心态问题，只
要认真写、慢慢写，就可以把字写好。我
故意把这些孩子第一张字拿出来问“这样
的字丑不丑？”他们哈哈大笑又异口同声
的说“丑”。我又特意把他们第二遍的字
挑出来放在一起，用夸张而又惊喜的语气
说：“我的天哪，这是你们写的字吗？快来
欣赏一下。”等同学们围成一圈的时候，再
适当的表扬，引导他们只要认真对待，慢慢
写，用心写，就可以把字写好。认真写也写
得不好的孩子只有1个，这个孩子是常年
错误的握笔和写字姿势使得他写的字的结
构都是扭曲的。我当时刻意忽视了这个孩

子的问题，私底下再去指导这个孩子正确
的写字方法。第二天，我把大家组成了一
个练字小分队，让他们推选了一个队长。
每天中午提前二十分钟来学校，到我办公
室练字，练完给我签字，晚上拿回家给爸
爸妈妈签字。一般爸爸妈妈看到孩子们
这么认真写的字，在签字的时候也会表扬
一番，第二天我签字的时候就会及时询问
孩子们的心理感受，然后强化他这种充满
自信心和成就感的心理，让他更有动力坚
持认真写字。

纠正学生的写字态度只是我与学生
之间很小的一件事情，从这件事情的处理
上，从学生的转变和进步上，我真切的感
受到，老师的用心，学生是能感受到的。
所以，当我每次遇到与学生相关的问题，
而我又无法解决时，我都会站在学生的角
度，以学生的姿态和视角去重新审视问
题，因为我曾经也是一名学生。

（作者单位：咸宁市温泉中学）

我曾经也是一名学生
○ 王天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