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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记者喻菲 全晓书 胡喆）嫦
娥四号成为人类首次在月球
背面软着陆的探测器，为地
面与嫦娥四号探测器搭建起
通信桥梁的中继星“鹊桥”发
挥了关键作用。

“鹊桥”运行轨道非常特殊

“鹊桥”于 2018 年 5 月
21 日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升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
院中继星“鹊桥”主任设计师
孙骥说，“鹊桥”虽然不是嫦
娥四号任务的主角，却是重
要的组成部分，其使命就是
为月球背面的着陆器和巡视
器提供中继通信服务，相当
于把一个地面站搬到了天
上。

他介绍，“鹊桥”运行的
轨道非常特殊，环绕地月第
二拉格朗日（L2）点，距离月
球背面的探测器最远有 7.9
万公里，距离地球近50万公
里。嫦娥四号探测器的信息
传给“鹊桥”后，会首先进行
解调等处理，再传回地球。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中继星“鹊桥”总设计师张立
华说，在地月L2点上，地球、
月球对卫星的引力与卫星沿
轨道运动产生的离心力刚好
达到了平衡。中继星采用了
绕地月L2点的Halo轨道（晕
轨道），只需消耗很少的推进
剂就能实现长期稳定运行。
在这里，中继星可以一直同
时“看到”月球背面和地球，
是对月球背面探测器进行中

继通信的理想位置，而从地
球上看，这个轨道就好像环
绕月球的晕。

他介绍，美国深空探测
专家罗伯特·法库在上世纪
60 年代第一次提出 Halo 轨
道以及通过中继星实现与月
球背面探测器通信的设想，
并建议后续的阿波罗任务可
以考虑到月球背面去，但因
为各种原因没有实现，现在
是中国人把他的想法给实现
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深空探测
和空间科学首席科学家叶培
建表示，将尽力让“鹊桥”工
作时间足够长，在其寿命内
如果外国航天器想去月球背
面探测，也可以通过这颗中
继星获得帮助，这将是中国
对世界的贡献。

“鹊桥”还将开展科学实验

除了为嫦娥四号任务提
供中继服务，“鹊桥”还将开
展科学与技术实验。中继星
上搭载了荷兰与中国科学家
联合研制的低频射电探测
仪，可“聆听”来自宇宙深处
的“声音”，并将与地面上的
探测设备联合进行干涉测
量。

此外，中继星上还搭载
了中山大学研制的激光角反
射镜，将开展迄今最远距离
的激光测距试验，为未来的
应用奠定技术基础。

孙骥说，中继星上还搭
载了几台相机，其中一台是

为了监视天线展开情况，另
外两台用于拍摄月球及地球
和月球在不同空间位置上的
合影，同时科研人员还希望
用该相机观测到陨石撞击月
球背面瞬间的情形。“尽管难
度很大，探测到的概率极低，
还是要尝试一下。”

张立华说，中继星是基
于成本相对较低的小卫星平
台研制，没有在深空探测任
务中应用的经历，选择的运
载火箭长征四号丙也是第一
次在西昌发射，并且是第一
次发射探月轨道卫星，因而
任务风险大，研制人员面对
的挑战和压力非常大。

“中继通信天线上的一
些部件被太阳照射时温度达
100 多摄氏度，而在卫星处
于长达5小时的阴影时温度
又会降到零下 200 多摄氏
度，如何在极大温差下保证
天线正常工作是非常大的挑
战，我们为此做了很多试
验。”张立华说。

他说，该天线的研制也
体现了多领域技术的交叉融
合，天线上的金属网是与纺
织行业技术合作的成果，肋
展开机构则借鉴了钟表的发
条机构。

张立华说，研制团队从
2015年年底接到任务，在短
短 30 个月内按期实现了发
射，加班加点是常事儿，最后
半年没有休过一个周末。

据介绍，随“鹊桥”飞向
深空的还有数万条中国民众
的寄语，表达了他们对探索
月球和深空的期望。

为了美丽，19岁的贵州女大学生夏某走
进医院做隆鼻手术，却殒命手术台。

“夺命”整形是否医生操作失误所致？
目前，贵阳市云岩区有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尚无结论。针对外界质疑，涉事院方公开回
应称，夏某在手术后出现“恶性高热”。这个
可怕的“恶性高热”究竟是什么？

花季少女没能走下手术台
据红星新闻报道，现年19岁的夏某是贵

阳某大专院校护理专业大二的学生，1 月 3
日上午，在母亲王天琴的陪同下，她来到贵
州利美康外科医院做隆鼻手术。

按照王天琴的说法，为了求个心里踏
实，她还特意多花费几千块钱，请医院的张智
毅院长亲自主刀。在体检结果完全正常的情
况下，女儿被推进手术室。这台原本三四个
小时就能做完的手术，王天琴却足足等了六
七个小时。等来的，却是一个噩耗。

接到“利美康”方面的通知，当王天琴赶
到几百米之遥的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
诊室时，女儿躺在抢救台上，已经全身冰冷，
死了。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病历显示，
夏某送入救急时间为1月3日晚8点18分，
当时无家属陪同，由“利美康”医生送入。不
过，送入时，患者已发热两个多小时，无生命
体征，“心跳、呼吸为零”。

一份有“利美康”麻醉医生签字的说明
材料显示，手术于当天 17:24 分结束，17:30
分患者出现心率增快 115 次/分，体温 41.6
度，随即抢救。

为什么不及时送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抢救？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花季
少女殒命手术台？目前，一切都没有答案。

“利美康”方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态
称，院方正在全力配合卫计委的调查，看是
否存在医生操作失误的情况。据悉，贵阳市
云岩区有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恶性高热”夺命？
1月4日，贵州利美康外科医院通过官方

微博作出回应，称“顾客在手术后出现‘恶性
高热’症状，我院考虑此次意外的发生为麻醉
并发症，但一切以司法鉴定的结果为准。”

作为临床麻醉所致的严重并发症，“恶
性高热”不但十分致命，而且发病迅速，其在
成人中的发生率为五万分之一。

笔者查阅文献得知，所谓“恶性高热”，
是目前所知唯一可由常规麻醉用药引起手
术死亡的遗传性疾病，平时患者无异常表
现，但在全麻过程中，接触挥发性吸入麻醉
药和去极化肌松药后出现反应，一般的临床

降温措施难以控制体温的增高，最终导致患
者死亡。

在科幻美剧《相对宇宙》第一季第四集
中，就有这样的情节，男主角的女儿告诉医
生，她妈妈是恶性高热症易感人群，不能接
受任何麻醉药剂。

不过，对于医院“恶性高热”的说法，死
者家属并不认同。死者家属告诉笔者，在网
上查了相关资料，显示“恶性高热”可能跟遗
传因素相关，但死者父亲做过男科手术，母亲
做过剖腹产手术，均为全麻，“为何尸检结果
未出，涉事医院就认为是‘恶性高热’？”

为什么鼻子整形也会有生命危险？“夺
命”整形的罪魁祸首真的是“恶性高热”吗？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烧伤整形科主任雷雨表示，“利美康”事件的
具体原因肯定要等司法鉴定。

具体到整形手术中出现的“恶性高热”，
雷雨解释说，隆鼻术并不算什么高危手术，
仅从手术的角度不会出现高热，即便是假体
植入感染，发热也不会如此之快，凶险之处
很有可能在于麻醉。

雷雨说，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鼻子的
整形已经不只是打个硅胶这么简单了，目前
普遍流行的是摘下肋骨的一部分垫在鼻梁
上，取肋骨排异比较小，那种特别尖的所谓

“网红鼻”就只能用肋骨做，但是，取下肋骨
是需要全麻的。

这对于设备和医师的要求比较高，一旦
出了问题，医院的设备不全且人员又没有经
验的话，极有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事件。“几
分钟之内人就没了，即使抢救过来也会对脑
部造成永久性伤害。

蹊跷，相关报道省内消失
“美到利美康……”在贵阳，贵州利美康

外科医院的广告时有所见。这家贵州老牌
的整形美容医院，是挂牌新三板的“隆胸第
一股”，近年来迅速在该省内外扩张。

笔者发现，贵州利美康外科医院通过官
方微博作出的“声明”落款处为“贵州整形口
腔美容外科医院”。在夏某术前签署的相关
知情同意书和检查报告上，“贵州利美康外科
医院”和“贵州整形口腔美容外科医院”并列
出现，应为同一医院的两块牌子。

1 月 5 日，“利美康”事件经贵州当地媒
体报道后，迅速引起外界关注。蹊跷的是，
目前该省内各媒体的相关报道已消失。

据了解，夏某已于5日在贵州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进行尸检。家属告诉笔者，“别无
选择，相信贵州医科大学”，尸检结果将在一
个月之后公布。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记者黎云 刘济
美）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
印发《军队文职人员管理若干规定（试行）》，
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加强文职人员管理是军队正规化建设
的客观需要，也是提高文职人员管理法制水
平的内在要求。根据军队特殊要求和文职
人员身份特点，《规定》重点对文职人员的宣
誓、内部关系、着装仪容、礼节、对外交往等
九个方面作出规范。

为了加强文职人员的职业认同感，强化
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借鉴军人宣誓和公务
员宪法宣誓做法，《规定》明确了新招录聘用
的文职人员应当进行宣誓，规范了文职人员
宣誓的誓词、组织实施宣誓的时机和有关程
序要求。

为了建立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
关系，增强部队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规
定》明确文职人员之间、文职人员与军队其
他人员之间，政治上一律平等，相互间是同
志关系，依据隶属关系和行政职务构成上下
级或同级关系。

《规定》明确了文职人员着常服、礼服、
作训服的时机、场合和有关要求，同时，参照
现役军人和公安、检察院、法院、铁路、税务
等国家工作人员通行做法，明确文职人员敬

礼参照军人礼节有关规定执行，着文职人员
服装时，通常行举手礼，携带武器装备或者
因伤病不便行举手礼时，可以行注目礼。

为保持部队正规秩序，根据文职人员是
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特点，《规定》明确，文
职人员应当遵守用人单位作息制度，通常不
参加早操，休假探亲参照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有关规定执行。同时，为保持转
改人员福利待遇与现役军官有关待遇保持
一致，《规定》明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期
间，现役干部转改的文职人员休假探亲，按
照现役军官有关规定执行。此外，《规定》还
按照队列条令的有关要求，对文职人员参加
集体活动、军事训练和执行任务时的队列动
作作出明确规定。

《规定》对文职人员公开发表言论、与境
外人员交往、参加地方活动以及禁止行为也
提出明确要求，同时，参照国家机关和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的有关规定和通行做法，《规
定》明确文职人员可以利用休假探亲时间出
境旅游，明确了出境次数、审批权限、办理程
序。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对文职人员实施
奖惩的批准权限；同时规定文职人员思想政
治教育、党（团）组织管理、安全保密、档案管
理、战时管理等按照军队有关规定执行。

新华社天津1月6日电
（记者周润健）6 日，进入农
历十二月，民间俗称“腊月”，
腊八飘香，年味渐浓，农历己
亥猪年的脚步也越来越近。
天文专家表示，同即将过去
的农历戊戌狗年一样，农历
己亥猪年也是一个平年，共
有354天。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
天文教育专家赵之珩介绍
说，农历戊戌狗年从2018年
2 月 16 日开始，到 2019 年 2
月4日结束，共354天。即将
到 来 的 农 历 己 亥 猪 年 从
2019 年 2 月 5 日 开 始 ，到
2020年1月24日结束，也刚
好354天。农历己亥猪年之
后的农历庚子鼠年因为有一

个“闰四月”，这一年共有
384天。

赵之珩解释说，现在世
界通用历法有3种：阳历、阴
历和阴阳历。阳历是按照太
阳两次通过春分点（即两次

“春分”节气之间）的时间间
隔为1年，叫做“回归年”，周
期为 365.2422 天，这就是目
前世界通用的“公历”。阳历
的长度是平年 365 天，闰年
366天。

与阳历不同的是，阴历
是按照月亮圆缺变化周期安
排的，每个月平均为29.5306
天，1年12个月，有354.3672
天，比阳历的年少 11 天左
右。

为了协调阳历与阴历之

间的天数，于是产生了阴阳
历，即现行的农历，采用的方
法是“19 年 7 闰”法，即在 19
个农历年中加上 7 个闰年。
农历闰年因为多了个闰月，
因此一年有383天至385天，
而农历平年一般有353天至
355天。

赵之珩表示，即将到来
的农历己亥猪年是一个平
年，有 6 个大月（30 天）和 6
个小月（29天），共有354天。

天文专家特别提醒说，
正月初一是农历生肖年的开
始，具体到农历己亥猪年，在
2019 年 2 月 5 日至 2020 年 1
月 24 日之间出生的小孩都
属猪。

嫦娥成功落月“鹊桥”功不可没

即将到来的农历己亥猪年是平年共有354天

《军队文职人员管理若干规定（试行）》

从九个方面对文职人员进行规范

贵州19岁女大学生隆鼻死亡

嫦娥四号、玉兔二号、鹊桥号全家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