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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中国航天日”

中国空间站“飞天”水下训练服首
次亮相。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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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锷（1882 年 －
1916年），原名艮寅，字
松坡，湖南邵阳人，近代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
名政治家、军事家、民主
革命家。

蔡锷简介

曹渊，原名俊宽，字溥泉。
1924年，曹渊考入黄埔军校第
一期，入学后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5年部分黄埔军校教职
员和学生成立了“中国青年军
人联合会”，曹渊是该会的骨干
分子。2月初，曹渊率领学生连
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
征，其“神勇”表现受到党代表
廖仲恺的赞扬。6月，曹渊调任
一团三营八连连长，在讨伐杨
希闵、刘震寰叛乱的龙眼洞战
斗中，曹渊率兵迂回敌后袭击
成功，一举夺取胜利。第二次
东征战斗中，奉命为团预备队，
击溃数倍于己的敌人，挺进潮
汕。后因功晋升为第一军第三
师九团一营营长。

1926年5月，曹渊被派遣到
叶挺独立团任第一营营长。6月
2日，叶挺独立团被敌军围困，曹
渊率一营支援，当夜赶到黄茅铺
投入战斗。次日凌晨全团全线
反击，击败敌军6个团，又乘胜追
击占领攸县，取得北伐战争中第
一次大捷。进军龙山铺途中，一
营被敌援兵两个团包围，曹渊集
中全营火力，在当地农民协会的
支援下，击溃敌军并占领醴陵

城，又连下浏阳、株洲。8月19
日，一营作为前卫，协同友军攻
下平江。

吴佩孚为了阻挡北伐军的
前进，拼凑2万余人，亲自部署
防御汀泗桥，并组成千余人敢
死队攻到北伐军第四军军部附
近，叶挺派曹渊率部支援。一
营经过连续冲杀，将敌军的敢
死队击溃，军部转危为安，曹渊
和一营受到传令嘉奖。8月27
日，叶挺独立团占领汀泗桥。8
月30日，在攻打贺胜桥战斗中，
曹渊指挥一营救出身负重伤的
二营营长许继慎，并打败吴佩
孚亲自指挥的敌军主力，打开
了通往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
——贺胜桥。

9月1日，各路北伐大军云集
武昌城下，曹渊率一营为突击前
锋。9月5日凌晨，曹渊率一营冒
着城头弹火竖起云梯，登城与敌
军肉搏，在这场战斗中，曹渊头
部中弹牺牲，年仅24岁。

周恩来赞扬他“为谋国家之
独立，人民之解放而英勇牺牲
了，这是非常光荣的”。叶挺称
他是“模范的革命军人，且是我
最好的同志”。 据新华社

蔡锷（1882-1916），原名
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近
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政
治家、军事家、民主革命家。

蔡锷年少求学时忧国忧
民、奋发图强，13岁中秀才，15
岁入湖南时务学堂，17岁赴日
留学。1900年，蔡锷回国参加
唐才常发动的自立军起义，起
义失败后，复返日本，改名为
锷，投笔从戎，入成城学校习军
事，立志流血救国，于1904年冬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
蒋百里、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
三杰”。

归国后，蔡锷先后在江西、
湖南、广西、云南编练新军，整
军经武，培养军事人才，为反清
革命殚精竭虑。1911年10月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云南积
极响应，发动和领导了昆明新
军“重九起义”，一举推翻了清
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并被推举
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督滇期
间，蔡锷在维护云南及其周边
统一和稳定的同时，领导军政
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
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具有民
主革命性质的改革，对于推进

云南经济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了
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
蔡锷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救国
于危难，毅然与唐继尧、李烈钧
等在云南举义，兴兵讨袁，并抱
病亲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率兵赴川南与袁军顽强作战，
最终迫使帝制取消，共和恢
复。蔡锷也以再造共和之殊
功，被誉为护国元勋。

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任
四川督军兼署省长，致力治川，
但因喉疾加剧，赴日就医，1916
年11月8日病逝世于福冈医科
大学医院，年仅34岁，次年4月
12日，被国葬于岳麓山，为民国
国葬第一人。

如今，蔡锷将军去世已有
102年，蔡锷故居周边也已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年前往
谒拜和参观者络绎不绝。据介
绍，2006年，蔡锷故居被国务院
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也是湖南省省级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省级全民国防
教育基地、省级红色旅游景区
（点），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约
30万人次。 据新华社

蔡锷：护国元勋 曹渊：“模范的革命军人”

曹渊，原名俊宽，
字溥泉。1926年9月在
北伐战争中牺牲，年仅
24岁。

曹渊简介

曹渊像（资料照片）。蔡锷像（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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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5时）
AQI指数 27 空气质量 优
优：乐山、西昌、自贡、广安、巴中、泸
州、康定、雅安、马尔康、广元、达州、
遂宁、内江、眉山、南充、资阳、德阳、
绵阳、宜宾
良：攀枝花

24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6—86
空气质量等级 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
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25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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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8046
期开奖结果：0224663，一等奖0注；
二等奖5注，每注奖金64773元；三等
奖 129 注 ，每 注 奖 金 1800 元 。
（2234.5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18107
期开奖结果：947 直选：3329（105）
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
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15036（716）
注，每注奖金173元。（624.8万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18107
期开奖结果：94707 一等奖：26注，每
注奖金10万元。（2.5亿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24日在外交
部举行媒体吹风会，介绍中印领导人
非正式会晤有关情况。

孔铉佑说，经中印双方商定，习近
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将于4月27日至28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非正式会晤，
两国及国际社会对此予以高度关注，
反应积极。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也是仅有的两个10亿以上人口级别的
大国。在当前世界格局正经历深刻演
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
展，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
大势更加强劲的背景下，中印作为推
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中坚力
量，也是促进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与繁荣的重要支柱，双边关系的战略
和全球意义更加突出。

孔铉佑介绍，此次非正式会晤选
在武汉，不仅因为武汉是中国中部第
一大城市，拥有深厚历史底蕴，与印度
地方邦交往日益密切，经贸合作不断
扩大。同时，莫迪总理到访过北京、广
州、西安、杭州、厦门等中国城市，可谓
东南西北都到过，但未到访过中部。
相信武汉之行将成为莫迪总理的全新
体验，进一步增进他对中国的了解。

孔铉佑强调，此次非正式会晤期

间，两国领导人将在轻松、友好的气氛
中围绕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
行战略沟通，并就中印关系未来发展
的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深入
交换意见，必将加深两国之间的相互
信任，为中印关系发展把握大方向、树
立新目标，引领中印合作开创新局
面。这不仅将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也将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重
要积极影响。

孔铉佑表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中印双方有关部门围绕筹备此次会晤
密集互动，共同推动中印关系呈现良
好发展势头。可以说，非正式会晤对
中印关系的引领拉动作用已经显现。
双方一致同意，会晤以后，要以落实领
导人非正式会晤重要共识为主线，保

持高层交往和机制性交流，深化双边
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加强多边协调，
推动两国关系在新起点上更好更快发
展。 据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谈中印领导人
举行非正式会晤的特殊考虑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4日就即将举
行的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回答记者
提问时说，中印双方一致认为，非正式
会晤可以为两国领导人提供一个适宜
的氛围，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充分
深入的交流。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将于4月27日
至28日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此次

会晤为何采取非正式会晤的形式？有
何特殊考虑？

陆慷说，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和莫
迪总理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了频繁互
动。大家熟知的包括，2014年习近平
主席访印和2015年莫迪总理访华时，
两位领导人开展的“家乡外交”。

“事实上，习主席和莫迪总理近年
来在出席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上海
合作组织峰会等多边场合也多次会
面，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并达
成很多重要共识，有力引领了双边关
系发展，同时两位领导人也建立了良
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陆慷表
示。

他说，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面对当前国际形势中的不确
定性，习主席和莫迪总理作为两个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也都觉得
中印双方需要就两国关系中和国际事
务中一些长期性、全面性、战略性的问
题作深入沟通。

“中印双方一致认为，安排一次非
正式会晤可以为两国领导人提供一个
适宜的氛围，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
充分深入的交流。相信两位领导人将
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引领中印关系健
康稳定向前发展。”陆慷说。据新华社

中印领导人
非正式会晤为何选在武汉？

外交部副部长这样说

孔铉佑介绍，此次非正式会晤选在武汉，不仅因为武汉是中国
中部第一大城市，拥有深厚历史底蕴，与印度地方邦交往日益密切，
经贸合作不断扩大。同时，莫迪总理到访过北京、广州、西安、杭州、
厦门等中国城市，可谓东南西北都到过，但未到访过中部。相信武
汉之行将成为莫迪总理的全新体验，进一步增进他对中国的了解。

今年5月即将“出征”的嫦娥四号
中继通信卫星有“名字”了！24日在
哈尔滨工业大学举行的“中国航天
日”主场活动开幕式上，这颗中继星
被命名为“鹊桥”。一同发射的哈工
大两颗小卫星分别被命名为“龙江一
号”和“龙江二号”。

据国防科工局副局长、国家航天
局副局长吴艳华介绍，中国探月工程
嫦娥四号任务如期转入正样研制阶
段，计划2018年执行两次发射：上半
年发射嫦娥四号中继通信卫星，下半
年发射嫦娥四号探测器。

“嫦娥四号任务将实现人类探测
器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

察，首次完成地月拉格朗日L2点中
继星对地对月的测控、数据中继。
同时开展月基低频射电天文观测、
月球背面巡视区形貌和矿物组分、
巡视区浅层结构等科学探测与研
究。”吴艳华说。

嫦娥四号任务的难点之一在于
人类在地球上无法与月球背面直接
通信。利用中继通信卫星实现地球
与月球背面的通信，是中国人的创举
——通过朝地月拉格朗日L2点发射
一枚中继卫星来中转通信，让月球处
于地球和中继卫星之间，可以较低成
本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探测会获

得在正面探测无法得到的数据。“月
球背面有很多优势，如可以屏蔽地
球的辐射、开展对深空的探测，能够
真实地反映宇宙信息。此次落月选
择在月球南极附近的艾特肯盆地，
这是一个古老的地区，里面有很多
月球初始的信息。”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科技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包
为民说。

中国航天基金会今年首次设立
“航天基金奖特别奖”，奖励对中国航
天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周建
平、周志鑫、吴季、朱坤、朱广生和喻
松林6位航天专家获此殊荣，每人获
得奖励20万元。 据新华社

5月出征！
嫦娥四号中继星被命名为“鹊桥”

17名中外航天员共话航天梦
4月24日是第三个“中国航天

日”，来自中、俄、法等国的17名中外
航天员聚首中国航天员中心，交流航
天飞行经历，畅谈人类航天梦想，探
讨载人航天国际合作之路。

24日在北京航天城召开的中外
航天员论坛上，俄罗斯航天员巴图
林、法国航天员克莱瓦、马来西亚航
天员谢赫、俄罗斯航天员科托夫、罗
马尼亚航天员道瑞恩和中国航天员
聂海胜等，先后围绕航天飞机任务、
和平号空间站及国际空间站任务、航
天员在轨生理心理等方面作主题报
告，分享作为航天员的经验感受。

论坛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主任、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表示，愿

与世界上所有致力于和平利用外太
空的国家和地区一道，按照相互尊
重、互惠互利、和平发展的原则，开展
更多务实的合作，共同为人类探索宇
宙作出更大贡献。

法国航天员克莱瓦曾三次搭乘
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中国在载人航
天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掌握了人在
太空生存和空间出舱等核心技术。”
他说，作为欧洲航天员，非常羡慕中
国取得的成绩，期待同中国同行进行
更加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曾三次进入国际空间站的俄罗
斯航天员科托夫表示，俄罗斯在空间
站建设运营方面经验比较丰富，可以
和中国在科学研究、标准制定、空间

站运营等方面开展相关合作。
据中国航天员中心副主任、特级

航天员费俊龙介绍，近年来，中心开
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先后组织多人
次赴境外参加失重飞机训练、洞穴训
练和“火星500”试验，牵头组织了中
欧航天员海上救生训练、失重心血管
功能研究、“太空180”科学试验等大
型国际合作项目，后续将和国外相关
机构共同开展航天食品等专业领域
的研究探索。

据了解，中外航天员论坛是中国
航天员中心成立50周年系列活动之
一，其主题是“加强国际航天员间深
度交流，蓄力领航中国空间站建设”。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