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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数风流人物

离地390公里的轨道上，神舟十二
号飞船与天和核心舱成功交会对接，
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36000 公里，这个轨道高度上，北
斗卫星遥看地球，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距离地球 38 万公里之遥，嫦娥三
号、嫦娥四号分别在月球的正面和背
面留下中国印迹，嫦娥五号更成功将
1731克月壤带回地球，上演了“月宫取
宝、月轨对接、太空投递”的壮举……

所谓壮举，皆因奋斗。成就的背
后，离不开航天报国的“嫦娥”“神舟”

“北斗”团队，他们自主创新、不断突
破，在我国航天史上书写了一页页绚
丽篇章。

●“嫦娥”团队：
九天云外揽月回

2020年 12月 17日凌晨，如同茫茫
草原上的一颗流星，嫦娥五号划破天
际，以百米冲刺的姿态回到地球，惊起
一团烟云。

作为 21世纪人类首次月球采样返
回任务，嫦娥五号任务的成功实施标
志着中国航天向前迈出一大步。

从嫦娥一号到嫦娥五号，中国探月
工程取得优异成绩，不超预算、不降指
标、不拖时间，如期完成“绕、落、回”三
步走规划，在月球探测领域向全世界
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回首“嫦娥”团队所走过的艰难探
索之路，嫦娥一号、嫦娥二号绕月探测

的圆满成功，让中国人“到月宫一探究
竟”的梦想有了成真的可能。

“我们飞向月球的大门一经打开，
深空探测的脚步就不会停止。”探月工
程首任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说。

一次次闯关夺隘，一场场拼搏会
战，开拓进取的“嫦娥”团队，秉承着

“以国家任务为己任”的誓言，以自主
创新为团队成长的驱动力，又为嫦娥
三号、嫦娥四号铺就了一条完美的落
月之路，让“中国探月”的“金字招牌”
闪耀在茫茫太空。

“一个人没有想象力、没有好奇心
是没有动力的。”从力主嫦娥四号到月
球背面去，到嫦娥五号获取最年轻的
月壤，嫦娥一号卫星系统总指挥兼总
设计师、“人民科学家”叶培建院士始
终认为，“要想得更远一点。”

从嫦娥三号、玉兔号到嫦娥四号、
玉兔二号，再到嫦娥五号，一个个中国
探测器成功到访月球所勾勒描绘的，是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逐梦足迹。

●“神舟”团队：
托举千年飞天梦

“心至苍穹外，目尽星河远。”这是
中国航天人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此
刻，举目仰望，3 名中国航天员正遨游
太空，中国逐梦空间站迈出新步伐。

2021年 6月 17日，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汤洪波乘神舟十二号飞船成功
飞天，成为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首批

入驻人员，开启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
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从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的神话传
说，到屈原《天问》、李白“举杯邀明月”
的文学想象，自古以来，飞离地球、遨
游太空就是中华民族的梦想之一。为
了圆梦，一代代中华儿女在实践中探
索着飞天之路。

当神舟十二号成功发射，卸任神舟
飞船总设计师多年的戚发轫院士第一
次有机会在现场看飞船发射，他的眼
眶一度湿润了，但面对记者，他却退到
一边，把接受采访的机会留给了长征
二号 F 运载火箭年轻的女总设计师容
易，还笑着说：“看见她，就容易了！”

事非经过不知难，面对载人飞天的
巨大挑战，谈何容易！“神舟”团队就是
这样顶住压力，把困难变得容易，把不
可能变成了可能。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二号，几代
“神舟”团队怀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像
拧螺丝一样把自己拧在工作岗位上、
拧在祖国的航天事业中，在平凡的岗
位上追逐着不平凡的人生理想，以实
际行动兑现了“用成功报效祖国、用卓
越铸就辉煌”的庄严承诺。

●“北斗”团队：
中国北斗耀苍穹

2020 年 7 月 31 日，北斗三号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在京举
行，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

建成并开通服务，标志着我国成为世
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的国家。

26 年间，参与北斗系统研制建设
的全体人员迎难而上、敢打硬仗、接续
奋斗，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培育了新
时代北斗精神。

“关键核心技术一定牢牢掌握在自
己手中”“这是一项团队工程，没有个
人英雄”“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一
流的北斗”……“北斗”团队正是秉持
着这样的信念，让中国北斗星耀苍穹。

从北斗一号、北斗二号、北斗三号
分步实施的战略决策，到中国特色北
斗卫星导航体制的设计，再到星间链
路、高精度原子钟等160余项关键核心
技术攻克和 500 余种器部件国产化研
制的突破，无不彰显着北斗团队创新
的志气和追求。

“这是中国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发展大国重器的又一次胜利。”令北斗
三号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倍感自豪
的是，“北斗已成为中国享誉世界的一
张名片。”

“我们的卫星除了上天之外，更需
要‘落地’，需要跟经济建设更好地结
合起来，发挥更大的效益。一句话，航
天最终要造福老百姓。”孙家栋说。

到2035年，中国将建成更加泛在、
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国家综合定位
导航授时体系，进一步提升时空信息
服务能力。北斗将以更强的功能、更
优的性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题）

同心共圆飞天梦
——记航天报国的“嫦娥”“神舟”“北斗”团队

新华社记者 胡喆

本报讯（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袁
燕）在可视化的基础上，搭建全新融
媒体广播聚合平台，使广播的发展具
备更广阔的空间、更充足的能量，焕
发出全新活力——为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智慧广电媒
体，发展智慧广电网络”的重要指示
精神，加快三亚媒体深度融合发展，6
月 23 日，三亚传媒影视集团旗下
FM104.6 天涯之声携手“听见广播
APP”，正式开启每天六档节目视频
直播，以融媒体优势将电台内容进行

“新媒体+传统媒体+生活场景”的矩
阵传播，推动视听+互动的双向体验，
挖掘广播新潜力，赋予广播新力量。

节目播出音频+视频，能听又能
看；收听方式从收音机拓展到视听平
台、微信公众号，好听、好看又好玩。
6月 23日起，天涯之声《欢乐早高峰》
（8:00-9:00，主播：世航、梁珂、小爱、
海鸥）《一路有你》（9:00-10:00，主播：
孙聪、赵昕）《天涯爱车汇》（11:00-12:
00，主 播: 小 东）《104.6 帮你忙》（15:
00-16:00，主播：赵坤、李雪）《食纷开
心》（17:00-18:00，主播：旷野、柏杨、
孙颖）《三亚好好玩》（18：30-20:00，主
播：馒头、梁珂、小爱）六档节目，每天
可视化互动播出，通过高清多机位摄
像头与智能导播系统，全方位展示主
播及嘉宾在节目直播过程中的风

采。自此，通过三亚广电天涯之声微
信公众号（进入听见广播专栏）、“听
见广播 APP”两个渠道，天涯之声的
粉丝们不仅能听见主播的声音，还能
看见主播的模样，甚至可以打破地
域、频率、身份的界限，在生活直播专
区与主播及嘉宾互动，分享彼此的生
活。

据了解，听见广播于 2019 年上
线，聚合全国广播电台优质节目和主
持人，综合运用 5G+AI+AR/VR 技
术，实现电台可听可见，双向互动的
全面升级，将无线广播网、有线网、
IPTV、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车联网
等传播形式融合在一起，打造内容综
合、传播渠道多样、服务丰富、收益多

元的媒体融合发展传播新平台。
内容创新、平台创新、渠道创新，

实现广播媒体价值及应用场景的赋
能。近年来，天涯之声打破单一的音
频界限，在融媒可视化推动下，用年
轻化表达、精准的内容解码广播魅
力，让广播节目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此次入驻“听见广播”，是天涯之声面
对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媒介带来的新
变化，积极创新内容和载体，改进新
闻宣传方式和方法的有益尝试，进一
步提升广播融合传播活动的一次大
胆探索。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副总编辑纪
华表示，作为三亚传媒影视集团广播
新闻主频率，FM104.6 天涯之声不断
探索新时代全媒体广播特质，以定位
准确、特色鲜明、贴近民生、丰富多样
的节目发挥着新闻综合广播的作
用。此次携手“听见广播”的战略合
作意义非凡，并为此投入了全新的直
播设备，通过“听见广播”自主研发的
多机位高清网络直播摄像头、专业的
视频导播切换台，为听众带来强大的
视听享受。可视化为天涯之声拓展
了新的阵地，接下来，天涯之声将在
内容优化上做好文章，进一步研发适
合现代互联网用户喜欢的节目，强化
节目本地化、内容下沉化，拓展并加
深当地电台的用户粘性。

上线“听见广播”多维创新
可视化FM104.6天涯之声焕新活力 本报讯（三 亚 传 媒 融 媒 体 记

者 邹雨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
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
身，党的光辉照我心……”2021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
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
坚。三亚传媒影视集团联合大菠
萝商场将于 6 月 26 日举办《唱支
山歌给党听》主题快闪活动，用真
挚的歌声向党和祖国深情告白。

本次快闪活动不仅是向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更是通过
活动，引导人民群众了解党的光
辉历史、感悟党的初心使命、领会
党的创新理论、传承党的红色基
因，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
真挚情感，让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向您发出
诚挚的邀请，希望您能同我们一
起用赤子的情怀、高亢的歌声同
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一同献上
三亚人对党和国家的祝福。无论

您是什么职业，无论您是市民还
是游客、老人还是孩子、爱好唱歌
还是擅长跳舞，都可以参与本次

“快闪”活动。届时，三亚传媒影
视集团全媒体将对整场活动进行
报道，记录大家的笑脸和歌声，记
录三亚人民向党和国家深情告白
的重要一刻。

《唱支山歌给党听》主题快闪
活动报名通道正式开启，扫描下
方二维码，按要求进行报名，报名
时间截至 6 月 24 日 24 时。我们
将从成功报名的市民游客中，选
取 50 人 参
与 此 次 快
闪 活 动 。
同时，我们
为 50 位 参
与 者 准 备
了 精 美 礼
品，快来报
名吧！

在三亚凤凰边检站出入境大
厅内，有一群人，他们默默地坚守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护卫着国
门安宁，用忠诚和奉献为祖国母
亲献礼，他们是三亚凤凰边检站
的执勤民警，王东玉正是当中的
一员。

业务笔记成为争相
借阅的“宝典”

与人交谈温柔亲和，工作起来
沉着冷静的王东玉现在是海口边
检总站凤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四
级警长。认真干好每一件事是王
东玉的人生信条。“东玉姐荣誉
多，能力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里成为队里的精英，很厉害，她是
我们的榜样。”与王东玉共事的蒙
绪顺评价道。

2014 年入警的她先后荣立二
等功、三等功各 1次，被海南省妇
联评为“三八红旗手”，被三亚市
评为“道德模范”，被上级党组织
评为“优秀基层干部”“优秀共产
党员”。办理行政案件50余起，实
现了连续工作 6 年来“零事故”

“零差错”。
而荣誉背后是无数个通宵达

旦的一步一脚印。在日常工作
中，王东玉注重关注全国各口岸
的反偷渡动态，并经常从证件研
究室借来缴获的伪假证件仔细研
究，观察对比，积累了丰富的识别
伪假证件经验。工作之余，王东
玉还不忘做好“传、帮、带”工作。
将自己积累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方
法毫不吝啬地传授给其他同事。
她随身携带的一本写得满满的业
务笔记，是大家争相借阅的“宝
典”。王东玉说：“自己的业务再
好，浑身是劲也不能完全派上用
场，只有让更多的人掌握业务技
能，才能更好地维护好国门，站好
每一班岗。”

练就“火眼金睛”，守
护国门安全

2018 年 11 月，在一次入境检
查勤务中，前台执勤民警怀疑一
名持韩国普通护照的旅客非法入
境，遂提交给王东玉做进一步审
查。询问中，王东玉先尝试用汉
语与其交谈，发现该旅客明明能
听懂中文，故意假装不懂。细心
的王东玉还发现说到关键问题
时，该旅客表情十分紧张，这更加

深了对其的怀疑。王东玉见状持
续加压，刻意打乱该旅客的思维
定式，采用乱序、循环、快速的提
问方式，使其不能自圆其说。眼
见 事 情 败 露 ，该 旅 客 终 于 承 认
2014 年冒用某国籍身份来过中
国，并在华非法居留多日，此次变
换身份，意图蒙混过关。最终，在
王东玉的严密查控下，该名旅客
企图偷渡的幻想就此破灭。凭借
自己的不懈努力练就出一双“火
眼金睛”的王东玉，是领导和同志
们口中的凤凰口岸“福尔摩斯”。

每当凤凰机场迎来客流高峰
期，就意味着王东玉和她的同事有
可能需要24小时“在岗”。目前她
主要负责在后台进行大数据分析，
在航班到达之前对乘客信息进行
筛查。“这份工作需要连续几个小
时盯着电脑屏幕，眼睛会很累，一
趟下来脑子懵懵的。”王东玉说，越
是疲惫她越是提醒自己不能放松
警惕。“边检机关作为国门第一道
防线，维护社会稳定、服务口岸发
展的责任重大。”王东玉说。

数据见证了她对工作的专注
用心。疫情期间，王东玉共排查
分析出入境航班636架次、涉疫数
据 2000 万余条，精准筛查推送涉
疫可疑人员 7716 人次，查获非法
居留、非法入境等违法案件22起，
并获得了三亚市第四届爱岗敬业
类道德模范殊荣。

如今王东玉正积极备战参加
今年的海南省边检业务比武。“我
们现在利用工作之余准备大比
武，主要准备跟我们边检有关的
边检业务、法律法规等内容，希望
自己能有一个好成绩吧。”对于所
获的荣誉，不忘初心、继续前行是
她的“获奖感言”。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快闪
《唱支山歌给党听》26日唱响

地点：大菠萝商场 诚邀读者参与

三亚市道德模范王东玉：

凤凰口岸的“福尔摩斯”
本报记者 刘盈盈

本报讯（三 亚 传 媒 融 媒 体 记 者
袁燕）网络一线间，天涯在身边。6
月 23 日，FM104.6 天涯之声六档节
目上线“听见广播”撬动收视率，当
天收获近万人次播放量、7500 多点
赞，为可视化天涯之声取得“开门
红”。主播们也齐齐表示，节目视频
化对主播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更高的
要求，“上节目，就是开启一个忙到
飞起的节奏”。而天涯之声的粉丝们
也对此变化十分“买账”，不少粉丝
下载 APP“蹲直播”，评论区里一片
赞声。

8:55，天涯之声“一路有你”节目
主播孙聪、赵昕这对“葱心”组合，特
地穿上红彤彤的衣服坐到直播间里，
迎接“听见广播 APP”上线首秀。该

直播时段恰逢神舟十二号飞船“天地
对话”，节目对此进行了全程直播。
直播结束后，孙聪抑制不住那股兴奋
劲，“可视化对主持人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不单单是注重内容，同时要准
备和操作更多丰富画面感的内容，比
如图片、小视频、镜头的切换、运用画
中画功能等。此外，妆容衣着、面部
表情管理、手势、身体姿势等都需要
关注到，整个直播过程都很忙。”记者
注意到，孙聪在“天地对话”音频直播
中，配合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和航天
员通话图片，带给观众更为直观化的
感受，有粉丝当场留言表示“太感动
了”“戳中泪点”“泪目”。

“节目挺好看，以后会常来”“爱
你们节目哟”“支持家乡电台”“我在

看我在看！”“关注了”“666”“节目不
错啊”“吃瓜群众已就位”“哟哟哟，我
来看看”“你是我喜欢的频道”“专门
下了APP”“蹲直播”“加油！”“感觉不
错，大爱”“你们节目一直听，这次还
能看真人”“老铁们，礼物送起来”“越
来越喜欢”“惊喜呀”“可以看广播了，
真不错”“赞赞赞”“真心喜欢，以后还
会来的”“可听可视，好听好看”“棒棒
哒”……粉丝们的支持给了节目主播
们满满的信心。

20:10，结束了“三亚好好玩”节
目直播的主播小爱同样抑制不住兴
奋的心情，“‘三亚好好玩’本身就是
呈现三亚吃喝玩乐游购赏全旅游业
态的一档节目，通过可视化技术手
段，以音视频同步的方式为粉丝呈现

‘大三亚’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让粉
丝可以跟随镜头一起感受前方主持
人的探店乐趣，对于节目来说是极大
的利好，直播中明显感觉到网络粉丝
的互动变得活跃，个人和节目的涨粉
也很可喜。”

“可视化让广播主播的存在感提
升了。之前单纯用声音与听众进行
沟通，我可以隐藏在声音背后，但现
在我整个人都走到了幕前，如何让粉
丝们接受一个‘完整的我’，如何填充
传统广播中因为片花、广告、歌曲播
放而存在的主播‘间歇’时段，成为我
们学习研究的课题。”特地为可视广
播化上了精致的妆容，穿上银灰色吊
带小礼服的小爱说，可视化广播迫切
需要广播人全方位的提升。

新挑战来袭，主播们很忙

可视化天涯之声首秀取得“开门红”

德耀三亚Sy

王东玉在工作中。（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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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赵昕、孙聪在工作中。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袁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