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心下一代先进典型

□本报记者 颜若雯

在江津区，有一支“五老”队伍，队伍成员们
怀揣赤诚之心，用实际行动关心支持青少年成
长——他们是江津区关工委的“五老”们。“五老”
包括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老劳模、老战士。

每逢清明、“七一”等重要节日，江津区关工

委传统教育报告团的老同志们，就会分赴各个
学校、街镇，为孩子们讲述红色故事。他们当
中，还包括已91岁高龄的老同志魏澹。

20多年来，江津区关工委组织“五老”讲述
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累计作报告500余
场，教育青少年20余万人次，引导广大青少年
寻根铸魂、奋发向上。

2008年，江津区委、区政府创立“生源地贫
困（优秀）大学生助学金”，由区关工委、区教委
负责具体实施。13年来，江津全区共有5890
名贫困大学生得到生源地贫困大学生资助，资
助金额达2225万元。此外，各级关工委在全区
80余所中小学建立了“心理健康咨询室”。

近5年来，江津区关工委还组织法制报告
团的老同志们走进校园为青少年作法制报告，
累计教育学生6万余人次。目前，江津区已有4
所学校成功创建为“全国零犯罪学校”。

江津区关工委：

以红色精神激励青少年奋发向上

□本报记者 颜若雯

“是党和国家的培育，才让我一步一步成长
至今，退休了，我也要实实在在做些事情，才对得
起党和政府。”这是83岁的大足区关工委原常务
副主任周贤禄时常挂在嘴边的话。近日，周贤禄
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

小时候，周贤禄靠助学金完成了学业，毕业
后投身教育事业。1997年，60岁的周贤禄退休
时，有亲戚邀他下海经商，还有朋友高薪聘请他
帮忙打理生意，都被他婉拒了。周贤禄选择到
大足区关工委工作，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发挥
余热，以实际行动回馈党和国家的培育，直到去

年，因年事已高，才从区关工委“二次退休”。
在大足区关工委的岗位上，周贤禄放弃节

假日休息时间，全身心投入到关心下一代工作
中。近年来，周贤禄牵头组织开展一系列有亮
点的教育活动，其中不少成功经验在全市推
广。与此同时，周贤禄还不忘关心留守儿童的
成长。

开展好“中华魂”读书教育活动是全国各级
关工委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年来，周贤禄经常
深入基层参与读书活动征文评选、演讲选拔等
环节，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近5年来，大足区
10余名青少年在市级“中华魂”读书教育活动
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大足区关工委原常务副主任周贤禄：

为了下一代 退休后他又干了22年

11月17日，在京召开
的纪念中国关工委成立30

周年暨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上，我
市17个单位和55名个人获得表彰。即日
起，重庆日报记者走访部分获奖集体和个
人，在“关心下一代先进典型”专栏中，讲述
他们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动人故事。

【开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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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12月1日，由市卫
生健康委、市教委主办的“携手防疫抗艾·共担
健康责任”——重庆市第33个“世界艾滋病日”
暨健康中国巴渝行主题宣传活动在沙坪坝平顶
山公园举行。来自市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
2020年1-10月，全市新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
艾滋病病人6525例，比去年同期减少9.8%。截
至2020年10月，全市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和艾滋病病人5.4万例。

数据显示，在艾滋病病毒传播途径上，经性
途径传播仍是主体。重庆2020年新发现感染
者中，经性传播比例占95%以上，其中异性性接
触传播占82.4%，同性性接触传播占14.4%。

从分布上看，地域分布不均，我市现存活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人数在500例以

上的区县有28个。
值得注意的是，艾滋病感染者年龄、性别分

布出现新变化，50岁及以上高年龄组艾滋病感
染者人数占当年新发现病例的比例，从2015年
的35.1%上升到2020年的60.6%，中老年群体
艾滋防控形势严峻。与此同时，男女性别比缩
小，2020年1-10月新报告病例男女性别比为
3:1。

“艾滋病防控的关键还是在于早筛早治。”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所所长吴

国辉说，近年来重庆大力提高检测咨询可及性，
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发现感染者。截至今年
10月，全市在二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中建立
艾滋病检测初筛实验室173个，艾滋病确证检
测实验室18个，确证中心实验室1个。全市共
建立艾滋病免费自愿检测咨询门诊（或点）190
个，已覆盖100%的区县。

目前，重庆共建立76家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
截至今年10月，累计在治病人45723例，存活感染
者治疗覆盖比例82.5%，治疗成功比例97.4%。

今年1-10月重庆新报告艾滋病感染者6525例 同比减少9.8%

中老年群体艾滋病感染者比例增加

“嫦五”奔月·后 续 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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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胡喆 彭韵佳

经过约38万公里、一周左右的地
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之旅，12
月1日晚间，嫦娥五号探测器稳稳降落
在月球正面风暴洋北部吕姆克山、夏普
月溪附近。这是中国探测器第三次在
月球表面成功软着陆，也是人类探测器
首次踏足月球上的这一区域。无论是
嫦娥五号成功落月，还是即将开展的科
学探测及自主采样返回等任务，都看点
多多、令人期待。

600公里外“全自主跳伞”

在距月面1.5公里时，嫦娥五号利
用光学成像敏感器进行粗避障，剔除大
型障碍物；距月面仅百米时，嫦娥五号
上的备用激光三维成像敏感器进行精
确避障，精准识别选好落点。

一边下降一边避障，待嫦娥五号飞
到选定着陆点后，一个侧身开始垂直下
降，并在距离月面较近时关闭发动机、
自由落体……着陆腿缓冲着陆！至此，
嫦娥五号完美落月！

主动减速、快速调整、迅速接近、精
准选点、稳步着陆……整个落月过程，一
系列复杂精细的动作都由嫦娥五号自主
完成，犹如一位在月球凌空漫步的袅袅
仙子，婀娜多姿。

“嫦娥五号任务的落月和近月制动
一样，都是只有一次机会，必须一次成
功。可以说，落月的过程就是边飞行边
找寻落点，在15分钟内，完成约600公
里外的全程自主跳伞。”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五院嫦娥五号探测器系统副总设
计师彭兢说。

着陆后，在地面测控方和空间应用
科学任务支持下，嫦娥五号依次完成状
态检查、预备工作状态设置、着陆区成
像等任务……

为了实现“选址正确，落得准确”，
嫦娥五号采用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
院502所已经在嫦娥三号和四号上应
用的“粗精接力避障”的方式，即在502
所研制的制导导航与控制（GNC）系统
的指挥下，将“粗避障”与“精避障”相结
合，让嫦娥五号稳稳地降落。

嫦娥五号“大腿”显身手

落月的关键在于“平稳”二字。嫦
娥五号落月时，撞击月面会形成较大的
冲击，必须设计相应的着陆缓冲系统，
吸收着陆的冲击，保证探测器不翻倒、
不陷落，这是落月的技术难题之一。而

着陆缓冲机构，通俗地说就是嫦娥五号
的“腿”。

这四条缓冲、支撑一体化的“腿”可
不一般，它们是嫦娥五号机构分系统团
队精心设计、巧手研制，更拥有嫦娥三
号、嫦娥四号的完美基因。

据介绍，着陆缓冲机构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偏置收拢、自我压紧”式
方案，保证了收拢简单、展开可靠，解决
了着陆缓冲、着陆稳定性等多方面的问
题。

与嫦娥三号的着陆缓冲设计方案
相比，由于任务难度增加，嫦娥五号任
务的着陆缓冲能力要求提高了30%，但
机构重量指标却减少了5%，这为研制团
队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面临减重的难关，研制团队反复迭
代，每次修改完设计，讨论时一旦发现
新的减重突破口，又毫不犹豫地再次推
翻设计、继续修改，最终达到了设计指
标，确保了嫦娥五号稳定可靠地完成与
月球的亲密“拥抱”。

落月点仍属月球探测“处女地”

此次嫦娥五号的月球着陆区域名
叫“风暴洋”，周围有1300米高的火山
群，环境之险峻名副其实，让嫦娥五号
此行更加充满探险的意味。随着嫦娥
五号的造访，月球风暴洋举世闻名。

科学家们认为，着陆在此是十分明
智的选择。从地球上看起来，这里更像
是广阔、黑暗的熔岩平原。过去，这里
还从未有过任何人类探测器到访过的
足迹。

为何选择在这里？虽然这里和嫦
娥三号在月球虹湾着陆点的纬度基本
相当，但根据目前研究成果，这块区域
形成的地质年代较短，约37亿年。中
科院国家天文台专家表示，此次嫦娥五
号有望获取最年轻的月球返回样品，在
月球火山活动和演化历史研究等方面
取得原创性的科学成果。

由于涉及采样后上升器的月面起
飞，嫦娥五号落月的过程也是为后续上
升器月面起飞选择“发射场”的过程。
专家介绍说，这对着陆点的位置精度和
平整度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后续，嫦娥五号将同时用“表取和
钻取”两种方式采样。“这样能够更加原
汁原味地保留月表以下两米的月壤构造
情况，让科学家们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
到月壤的构造和分布以及每一层的特
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嫦娥五号探
测器钻取子系统技术负责人王国欣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稳稳落在月球表面
嫦娥五号成功落月三大看点

嫦娥五号将正式开始持续
约2天的月面采样工作

成功成功
落落月月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 （记者 施
雨岑 罗鑫）160 年前，圆明园惨遭焚掠，
自此下落不明的马首铜像12月1日回归故
园。国家文物局当天正式将圆明园马首铜
像划拨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收藏，
宣告这匹“骏马”成为第一件回归圆明园的
流失海外重要文物。

马首铜像的“回归之路”凝聚了多方努
力——2007 年，它现身拍卖市场，被港澳
知名企业家、爱国人士何鸿燊出资购回；
2019 年，在国家文物局积极推动下，何鸿
燊决定将圆明园马首铜像正式捐赠国家文
物局；在捐赠仪式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
珠宣布，要送马首铜像“回家”，回到原属地
圆明园。

刘玉珠介绍说，一年来，国家文物局和
北京市各有关方面选定圆明园正觉寺作为
展示场地，确定文殊亭作为马首展区，并且
克服疫情影响，实施展示提升与安防改造
工程，使正觉寺具备了文物安全与展览条
件。

1日，《百年梦圆——圆明园马首铜像
回归展》亮相正觉寺。展览以马首回归为
主线，分为圆明重光、万园之园、马首回归
三个单元，展出文物、照片等共约 100 组
件，将作为正觉寺基本陈列持续展出。

阔别160年“骏马”回家了！
为第一件回归圆明园的流失海外重要文物

12月1日，参观者在展厅内观看马首铜像。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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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

中心拍摄的落月后的嫦娥五号探测器。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12月1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航天科技人员在监测嫦娥五号探测器
工作状态。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这是嫦娥五号探测器动力下降过
程降落相机拍摄的图像。

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供图）

嫦娥五号着陆月球模拟图嫦娥五号着陆月球模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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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
决定：

尹力同志任福建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于伟

国同志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沈晓明同志任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同志

不再担任海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福建海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