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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类第一次揭开古老月背的神秘
面纱。2019年1月3日10时26分，嫦娥
四号探测器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
特肯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实现人类
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并通过“鹊桥”中
继星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
影像图。

在中国航天史上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
里，也离不开浙江力量的贡献。“鹊桥”中继
星上的“光学观测相机系统”与嫦娥四号着
陆器上降落相机中的光学镜头，都由浙江
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求是特聘教
授徐之海团队自主研发完成。

向着月球背面，前进！

未知、纯粹、复杂，一些文艺作品中，
“月球背面”被艺术地称为“月之暗面”。因
为地球把月球潮汐锁定，使月球围绕地球
一圈的公转周期完全等于自身转动。因
此，人们在地球上抬头，永远只能看到月球
被固定朝向地球的一面。

那看不见的“月球背面”呢？根据此前
的了解，月球背面几乎全是环形山/撞击坑，
其南极-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第二大超级
陨石坑。到中国嫦娥三号时，人类已经在月
球正面有过20个着陆器，然而背面却为
0。要探测月球背面，比探测正面更艰难。

中国航天选择了这条更难的路。2018
年 12月 8日 2时23分，嫦娥四号发射成
功。12月30日8时55分，嫦娥四号探测器
在环月轨道成功实施变轨控制，顺利进入预
定的月球背面着陆准备轨道。2019年1月
3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探测器实现人类

探测器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

“鹊桥”搭线，实现“月地对话”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或许能让我们走
得更远。

要把探测器送上月球背面，根据牛顿
的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可以计
算出太阳、地球以及月球的随时间的变化，
以及嫦娥四号该以什么轨道飞向月球，绕
月多久之后进行登月操作。

然而最大的难题，是通信。月球背面
永远背对着地球，因此，当嫦娥四号登陆
后，和地球之间不能直接进行无线电通信。

推进中国探月工程的航天人想出了一
个办法。2018年5月份，向太空发射了一
颗中继卫星“鹊桥号”作为中继站。在月球
背后的地月拉格朗日L2点附近轨道运行，
负责嫦娥四号的全程通信。

“鹊桥号”凝聚着浙江力量参与中国
探月工程的心血。卫星上装载的“光学观
测相机系统”便是徐之海团队的研发成
果。过去两年，团队花了大量心血在这一
领域。徐之海介绍，系统上，搭载了两台
相机，一台是天线监视相机，能监视中继
星上中继天线的展开状态，这是嫦娥四号
执行任务过程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一台是
双分辨率相机，可适时实现地月观测。目
前，双分辨率相机正处于待命状态，主任
务完成后，未来还将进行拓展成像实验。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个地月拉格朗日
L2点的中继卫星，架起了地球和月球背后
的‘鹊桥’，它将首次实现月球背面和地面
站之间的遥测通信，也将全程见证嫦娥四

号的探测过程。”徐之海说。

了解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嫦娥四号的登陆，将带领人类更加客
观清晰地认识这颗星球。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嫦娥四号
探测器由着陆器和巡视器组成，共配置包
括2台国际合作载荷在内的8台有效载荷。

着陆器上安装了地形地貌相机、降落
相机、低频射电频谱仪、与德国合作的月表
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仪等4台载荷；巡视
器上安装了全景相机、测月雷达、红外成像
光谱仪和与瑞典合作的中性原子探测仪。

其中，着陆器上降落相机中的光学镜
头也是由徐之海团队自主研发完成。徐之
海介绍，项目中的光学镜头延用了嫦娥三
号的技术。当嫦娥四号准备降落，降落相
机便会在靠近月面的时候开机，和测月雷
达共同保障探测器的降落安全，就像嫦娥
四号降落状态时的“眼睛”。

记者了解到，这些仪器将在月球背面
通过就位和巡视探测，开展低频射电天文观
测与研究，巡视区形貌、矿物组份及月表浅
层结构研究，并试验性开展月球背面中子辐
射剂量、中性原子等月球环境研究。此外，
着陆器还搭载了月表生物科普试验载荷。

古时的“天上宫阙”，正慢慢揭开神秘
面纱。未来，嫦娥四号将为中外科学家提
供更多探索太空、认识宇宙的可能。

另据悉，月球车（即巡视器）全球征名
活动结果也于昨日揭晓：“玉兔二号”最终
胜出，正式成为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的名
字。 据浙江在线

中国成功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
首次中也有“浙江力量”月球车命名为“玉兔二号”

图为1月3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嫦娥四号探测器降落过程（示意图） 嫦娥四号探测器传回世界首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像

一早打开12306，想买的火车票都显
示了“无”的状态，眼看着最长预售期距离
春节越来越近，买不到票可真是会影响工
作效率的。昨天上午，记者的同事通过某
旅游网站购买火车票，就经历了先确认后
被退票，整个人都“抓狂了”。

不过，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今年铁路方面已经想了很多
方法，争取能满足大家回家过年的愿望。

试点候补购票
可以网上排队等退改签车票

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候补购票试点。以
往从浙江省内各地出发，前往四川、重庆地
区的车票都非常难买，今年旅客如果在铁路
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购票时遇到无
票的情况，就可以提交购票需求并预付票
款，售票系统就会自动安排网上排队候补。
一旦遇到有人退票、改签等出现有票可售，
系统就会自动兑现车票给排队的旅客。

候补购票将在节前从浙江始发，终点
到达四川、重庆地区的所有列车，以及节后
四川、重庆地区始发，终点到浙江各地的所
有列车中试点。

务工团体票办理今年也更给力了，原先
组团人数还有一定限制，今年春运个人组团

取消了这个限制。增开列车座席、卧席以及
部分图定列车坐席供给将优先保障用工企
业和零散务工人员春运团队购票。除此之
外，节后安徽地区、徐州地区返程务工团体
预订也可以提前实现，走之前先把回程票买
了，这也是老板们留人的诚意体现了。

除了铁路12306网页和客户端外，其
他商业客户端推出来的抢票软件和程序都
被证明无法真正提前买到车票，因此，提前
准备好在12306网页和客户端上的个人信
息非常重要。目前，上海局已经实现了网
上刷脸认证，办理常旅客会员激活和身份
信息核验的旅客，可通过网上刷脸认证进
行身份核验，无需再去车站窗口核验证件。

2019年的铁路春运提前了
铁路部门计划增开251对客车

2019年春运比2018年春运提前11
天。长三角铁路客流将以基本流、务工流、
学生流、旅游流和探亲流组成。

节前，云贵川渝等传统重点方向的长
途客流仍将提前启动，但启动时间距离春
运较近；由于节前学生放假时间段跨入春
运，节后开学时间又多在元宵节之后，因此
节前初期与节后末期，学生流与务工流有
所叠加。尽管节中客流维持在相对低谷，
但初二起仍将出现以厦门沿海方向为主的
旅游小高峰。节前上海、杭州、宁波、温州
地区，节后合肥、阜阳、徐州地区都将是长
三角铁路春运的重点地区。

预计7470万旅客发送量中，长短途直
通旅客分别为1950万和5520万，同比均有
增长，铁路部门预计节前发送旅客2860万，
同比增加158.7万，节后发送旅客4610万，
同比增加232.1万。长三角铁路客流集中
地区节前是沪宁杭地区，节后是合阜地区。

为了能让千万群众实现美好出行和幸
福团聚的期待，上海局安排增开251对旅
客列车（节前 212.5 对、节后 231 对），其中
长途直通临客153对（节前 133 对、节后
151对)，短途管内临客98对（节前79.5对，
节后 80 对），为春运提供尽可能多的运
力。此外，长途直通临客运力调配上实行
二套梯次方案，分别为基本方案和应急方
案。安排一般直通临客97对，其中基本方
案80对，应急方案17对；安排夜间开行直

通动车组高峰线列车56对，其中基本方案
40对，应急方案16对。短途管内临客运
力调配按节前、节后两套方案实施，安排一
般管内临客83对，其中节前72对、节后
72.5对；安排夜间开行管内动车组高峰线
列车15对，其中节前7.5对、节后7.5对。

更新软件、提前取票、留足时间

铁路部门提醒，大家务必记得更新到
最新版本的12306网站和客户端，减少无
效点击，方便大家快速购票。在过去被诟
病的验证码环节，新版的12306网站和客
户端将最大限度减少大家在购票环节出现
验证码。

春运期间增开列车较多，具体列车开
行情况请以车站公告和12306网站公告为
准。春运期间旅客出行较集中，成功预订
车票的旅客要尽量提前取票，以免高峰时
段因取票不及时耽误行程。像杭州这样拥
有多个火车站的城市，也要认清票面标注
的站名，不要跑错车站。乘车当天适当提
前出门，为市区交通、进站安检和实名制验
票等留足时间。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务必通过中
国铁路12306网站（www.12306.cn）和“铁
路12306”客户端（在“铁路 12306”字体上
方 标 有 路 徽 和

“中国铁路”字样
的图标）购票，避
免非正常渠道购
票带来的风险；
春运期间旅客出
行较集中，已通
过互联网、电话
成功预订车票但
尚 未 取 票 的 旅
客，请尽量提前
取票，以免高峰
时段因取票不及
时耽误行程。详
细春运资讯可查
询“铁路 12306”
网站、微信、客户
端和“中国铁路”
微信、微博。

据浙江在线

春节前的回家火车票日益紧缺
如果买不到票可以提交需求候补

2019 年春运自 1 月 21 日起
至 3 月 1 日止，节前 15 天，节后
25 天，共计 40 天。长三角铁路
预计发送旅客 7470 万人，约占
全国铁路发送量的18.1%，日均
发送旅客 186.8 万，再创历年春
运新高。客流将以基本流、务工
流、学生流、旅游流和探亲流组
成。铁路春运火车票互联网和
电话订票提前 30 天发售，也就
是说，除夕那天的车票可以在1
月 6 日买到，而车站售票窗口、
代售点仍提前28天发售。

上周，地铁5号线的首列车已抵
达杭州，车身使用了新型的AH车，有
点“胖胖”的身体引起了不少市民的关
注，大家纷纷在说，新车来了是不是意
味着开通的日子也不远了。

昨天，记者从地铁集团了解到，从
今年起一直到2022年，都是杭州地铁
建设通车大年。

根据杭州轨道交通建设计划，今
年底将开通5号线一、二期、杭临线，
通车里程达203.9公里；至2020年底，
开通1号线三期、6号线一期、6号线二
期、9号线一期、杭富线。至2021年
底，全面开通运营10条地铁线、2条城
际线、1条机场快线。

5号线一、二期今年建成通车

地铁5号线，东起萧山区姑娘桥
站，西到余杭区老余杭站，是目前杭州
地铁在建线路中最长的一条线（56.3
公里），穿越7个城区，40个站点中有
16个为换乘站，堪称“换乘之王”。

目前，地铁5号线一期、二期工程
正在抓紧施工，40座车站中有23座车
站主体结构施工已经完成，其余站点

正在有序推进。整条线路预计今年底
建成通车。

除此之外，5号线还将继续往西延
伸，11月26日，杭州地铁三期建设规
划调整获国家发改委批复，三期建设
规划调整包括机场轨道快线、3号线北
延段、5号线西延段。

其中，5号线西延段是在5号线二
期基础上，继续向西延伸两站，到老余
杭。按照杭州地铁三期的时间表，
2022年亚运会前会建成通车。

杭临城际铁路力争年底开通运营

杭临城际铁路，通常被称为杭临
轻轨，是连接临安和杭州中心城区的
一条城际铁路。它起于临安区九州街
锦南新城站，终于余杭区绿汀路站，路
线长度35.1公里，共设12座车站，平
均站间距3.1公里。其中，绿汀路站与
地铁5号线、地铁3号线换乘。

目前，临安广场站、锦南新城站主
体结构施工已完成，农林大学站、高新
园区站、青山湖站、凤新路站、绿汀路
站等车站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力
争今年底开通试运营。 据杭州网

5号线、杭临城际铁路今年建成运营
近三年将成为杭州地铁通车大年

记者从浙江省外汇管理局了解
到，浙江成为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便利
化首批试点省份。试点的开展将进一
步改善营商环境，支持浙江民营经济
发展，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一部署，
试点将支持审慎合规的银行在为信用
优良企业办理贸易收支时，实施更加
便利的措施。据介绍，试点主要内容
包括：一是优化贸易外汇收支单证审
核。银行按照“了解客户”、“了解业

务”、“尽职审查”的展业三原则为企业
办理货物贸易外汇业务。二是贸易外
汇收入无需经过待核查账户。试点企
业真实、合法的货物贸易项下外汇收
入，可直接进入经常项目外汇结算账
户或结汇。三是取消特殊退汇业务登
记手续。超期限退汇及非原路退汇可
直接在银行办理。四是简化进口报关
核验。银行能确认贸易付汇业务真实
合法的，可不办理进口报关电子信息
核验手续。 据杭州网

“电商之都”杭州市日前决定力争
在两年内，基本实现全市电子商务信
用信息共建共享、初步建立电子商务
信用监管和评价机制、广泛开展电子
商务信用联合奖惩的目标。

杭州市政府印发实施的《杭州市
电子商务平台诚信建设实施方案》指
出，平台经营者的住所地在杭州市行
政区域内的两大类电子商务平台，纳
入诚信建设范围：第三方网络交易平
台，包括并不限于企业卖家到消费者
（B2C）、个人卖家到消费者（C2C）、线
上购买到线下消费（O2O）平台；自营
网络交易平台，即企业对其经营产品

进行统一生产或采购、产品展示、在线
交易，并通过物流配送将产品投放到
最终消费群体的信息网络系统（具有
独立域名或自有手机移动应用）。

方案规定，杭州市要严厉打击侵
权假冒、虚假宣传、网络传销、恶意欺
诈、服务违约，以及通过恶意刷单、恶
意评价、空包裹代发邮寄等方式伪造
交易记录和物流信息取得“增信”“降
信”的违法失信行为。加大对物流配
送环节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加
大对跨境电商进出口环节通过虚假交
易、支付、物流数据实施逃避海关监管
行为的整治力度。 据新华社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月3日
8时48分在四川宜宾市珙县（北纬28.20
度，东经104.86度）发生5.3级地震，震源
深度15千米。地震发生后，珙县多地震
感强烈。珙县新闻办官方微博“珙县发
布”9时58分发布，据珙县应急办统计目
前暂无人员伤亡。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
解到，震中附近已有部分农房垮塌。

在震中附近的珙县玉和苗族乡杨
家村，村党支部书记谢泽坤在电话中
告诉记者，目前该村暂无人员伤亡，但
已造成部分农房开裂，一些房屋还出
现了溜瓦、垮塌的情况。目前当地正
在下雨，天气寒冷。

在距离震中大约20公里的珙县

孝儿镇通和村，驻村第一书记张亮告
诉记者，地震时他感觉到房屋比较剧
烈地摇动，玻璃嗡嗡作响，持续了10
秒钟左右。该村有部分村民房屋出现
裂缝，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珙县观斗苗族乡位于川滇结合
部，距离震中直线距离约15公里。乡
党委书记王维治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乡场所在地震感非常强烈，已发现乡
政府职工住宿楼有部分开裂。目前，
他和乡干部正在下村查看灾情。

另据了解，珙县境内部分道路出
现落石情况，民警已赶往现场处理。

全县受灾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统
计中。 据新华社

杭州全力打造诚信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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