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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李国利 朱霄雄）在20日召开的航天医学
工程发展战略高峰论坛上，中国航天员中心公开展示了自主研制的空间站

“飞天”水下训练服。
这是中国空间站航天员水下训练专用服装首次公开亮相。
水下失重训练是国际公认最有效的失重模拟手段。据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尹锐介绍，水下训练服是航天员水下模
拟失重训练的专用服装，主要用于保障航天员在中性浮力水槽进行模
拟失重训练，培养航天员在失重条件下的操作习惯，完成出舱活动的
模拟训练，同时应用于航天器出舱操作工效评估和出舱程序合理性验
证。

尹锐说，“飞天”水下训练服实现全数字化研制生产，解决了压力和
温湿度控制、水下操作工效保障、中性浮力状态实现及水下话音和生
理 等 信 号 采 集 与
传输等技术难题，
突 破 并 掌 握 了 水
下 随 动 的 压 力 控
制与监测、水中无
干扰排气、开放式
沉 浸 换 热 和 中 性
浮力保障四大关键
技术。

航天医学工程
发展战略高峰论坛
由中国航天员中心
牵头组织。50 年
来，这个中心选拔培
养了 21名航天员，
研制了包括舱外航
天服在内的4000余
件上天产品，圆满完
成 6次载人航天飞
行任务，探索形成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航
天医学工程学理论
体系和工程实践技
术体系，为我国载人
航天事业作出了突
出贡献。

中国空间站“飞天”
水下训练服首次亮相

本报讯 （记者 任雪萍）4月 20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演艺集团获悉，
该集团引进的史诗级舞台剧——《战马》
将于10月19日登陆重庆，首轮售票已正
式启动。

舞台剧《战马》改编自英国小说家迈
克尔·莫波格同名小说，其中文版则由中
国国家话剧院与英国国家剧院联合制作
推出，主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讲
述了英国德文郡一位叫艾尔伯特的男
孩，寻找爱马“乔伊”的故事。

据介绍，在舞台上宛如真马的战马

“乔伊”重达108斤，其灵动的表现将带
给观众巨大的惊喜。该剧无论是木偶设
计师、动作导演，还是灯光设计、音乐制
作等主创团队都堪称世界级，舞剧动作
导演、编舞托比·塞奇威克曾担任伦敦奥
运会开幕式的编舞设计。

自2007年《战马》英文版在英国伦
敦皇家奥利弗剧院成功首演以来，先后
斩获24项重要戏剧大奖。目前该剧已
经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荷兰
等10余个国家演出超过4000场，观众
累计逾700万人，而中国观众熟悉的电

影《战马》也是根据舞台剧的版本改编
而成。

《战马》中文版此前曾经在上海、广
州等地演出，引起巨大轰动。今年10
月，《战马》中文版将首次登陆重庆，在国
泰艺术中心连演15场。

史诗级舞台剧《战马》将登陆山城
首轮售票正式开抢

家乡，是每个人心灵的依靠、感情的
寄托，而承载这份寄托的是一些人、事和
物。

4月20日，梁山灯戏全新力作《好人邓
平寿》在重庆大剧院上演，精彩的演出受到
现场观众的好评。演出结束后，重庆日报
记者专访了《好人邓平寿》主创团队，请
他们分享这部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

特色

重庆日报记者：为何选择用梁平灯
戏来讲邓平寿的故事？

编剧阳晓：我本来写了一个关于邓平
寿的话剧剧本，但感觉有些不太满意。后
来想到邓平寿是全国“双百”人物，梁山灯
戏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将这两
者融合起来，都很有代表性。

导演胡明克：邓平寿一生很平凡，平
凡中有很多让人感动的点，所以想通过
梁山灯戏表现他的动人事迹，希望借助
邓平寿这个典型人物和他的精神，让梁

山灯戏走得更远。

表达

重庆日报记者：从这部戏中能看出
传统和现代交融，不同艺术类型间的碰
撞，为何选择这样的表达方式？

音乐创作谢红军：该剧的音乐在保
留梁山灯戏本有的声腔特色外，还融合
了乡间小调和民俗音乐，比如葫芦泉等，
让观众不仅能感受到梁平当地民俗民风
和巴渝风情，还能体会浓郁的乡土气息。

配器指挥郭莘舫：该剧有278句唱
腔，整个剧目将传统艺术手段与现代音

乐元素相融合，使唱腔易于被当下人接
受。

导演胡明克：由于邓平寿的事迹发
生在十多年前，为了便于当下人接受、理
解，我们在台词、舞台设计等方面进行了
创新，将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一
些农村的热点话题，融入到整个剧中。

意义

重庆日报记者：排《好人邓平寿》这
部戏有什么现实意义？

邓平寿扮演者张强：说实话，作为一
个80后的演员，出演这么一个典型人物

特别有压力。但随着探访邓平寿生活、
工作过的地方，以及在排练中逐渐加深
对他的了解，自己首先就被其事迹感动
了，也理解了他多年来扎根梁平深山，带
领当地干部群众，将一个山区穷镇变成
远近闻名的富裕文明镇的坚持。直到今
天，这样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

编剧阳晓：邓平寿是一个农民出身
的干部。所以他的台词没有大话、空话、
套话，只有真话、实话、暖心话。他在平
凡人生中开启不平凡之路，这特别值得
尊敬，尤其值得当下的基层党员干部学
习，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责任。

让家乡好人好戏走得更远
——专访梁山灯戏《好人邓平寿》主创团队

本报记者 任雪萍

韩朝开通首脑热线电话并试通话

➡韩朝首脑热线电话4月20日正式开通，双方当天进行了试通话。这是
历史上韩朝首脑之间首次设立热线电话。韩朝此前商定，韩国总统文在寅将
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首脑会晤前实现首次热线通话。 （据新华社）

英国女王希望查尔斯王子接任英联邦元首

➡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4月19日在伦敦白金汉宫开幕。英国女王伊丽莎
白二世说，希望由其长子查尔斯王子接替自己担任英联邦元首。（据新华社）

约80名日本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

➡大约80名来自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体“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
的国会议员4月20日上午集体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据新华社）

新华社广州4月20日电 （记
者 刘白云）“‘人生最重是精神，精
神日新德日新’，这是廖仲恺先生在
狱中写给儿女的诀别诗《诀醒女、承
儿》中的一句，我认为，这是廖仲恺
精神内涵的一个重要体现。”在廖仲
恺何香凝纪念馆，大学四年一直做
兼职讲解员的90后大学生谢思婷
正声情并茂地向参观者介绍。

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坐落在为
追念廖仲恺先生而创办的“仲恺农
工学校”院内，该学校已从中专学校
发展为本科高校——仲恺农业工程
学院。馆内收藏了中国民主革命先
驱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及其儿女廖承
志和廖梦醒一家两代人为中华民族
复兴前仆后继的珍贵史料。

廖仲恺（1877－1925），原名恩
煦，号夷白，字仲恺，广东省惠阳县
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
党左派领袖。

1903年，廖仲恺与夫人何香凝
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
路。两人在日本东京结识了伟大的
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从此坚定追
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洪流。

1905年，廖仲恺夫妇协助孙中
山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廖仲恺担任
同盟会总部的副会计长和外务部副
部长。两人在东京的家，也成为孙中
山等革命党人的联络站和集会场所。

1922年8月，孙中山先后会见
了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和苏俄使节
越飞的代表，决心联俄联共，接受改
组国民党的建议。廖仲恺两次奉命
前往日本与越飞会谈，在国民党改
组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3年2月，在孙中山返回广
州复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后，
廖仲恺先后担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和
广东省省长等要职，全力协助孙中
山进行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
后，廖仲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并兼任中央党部工人部部长和农民
部部长，2月又被任命为黄埔军校
筹备委员会代理委员长。

国民党一大后，国民革命运动
在全国蓬勃兴起。廖仲恺非常重视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在
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他与共产党真
诚合作，忠实执行“扶助农工”政策，
积极支持工农运动。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廖
仲恺坚定维护“联俄、联共、扶助农
工”三大革命政策，维护国共团结和
国民党的革命方向，成为孙中山逝
世后国民党左派的核心和旗帜。他
也因此被国民党右派视为夺取党
权、拆散国共合作的重大障碍。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前
往参加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会议途
中，被国民党右派豢养的暴徒刺杀
于中央党部楼前。9月1日，国民政
府为他举行国葬，广州的黄埔军校
师生、工人、农民、市民群众等20多
万人前往悼念。

壮志未酬身先死，廖仲恺以他
的壮年生命，为中国民主革命立下
了不朽的功勋。周恩来曾赞誉他是
国民党之重心、“工农运动和反帝国
主义运动的积极领袖”，高度评价他

“一生苦斗，革命为党，牺牲为国”的
崇高革命精神。

在廖仲恺的革命生涯中，何香凝
始终给予其坚定的支持。她曾作《赠
别》诗为丈夫壮行：“国仇未复心难死，
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
留得中华史上名。”廖仲恺遇害后，何
香凝强忍悲痛继承丈夫未竟的事业，
为巩固革命统一战线而继续奋斗。

在父母的教育和熏陶下，廖承
志和廖梦醒在青年时代就投身革
命。廖承志参加过长征，经历了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多次身陷囹圄
而矢志不渝，逐渐成长为党和国家
的优秀领导人。廖梦醒从抗战时期
起担任宋庆龄的秘书，长期战斗在
特殊战线上。

今天，当我们回溯历史，依然会
被这一门忠烈前仆后继、向死而生
的爱国情怀和事迹所打动。廖仲恺
何香凝纪念馆馆长蔡瑞燕说，英烈
的生平事迹和精神品质，本身就是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极大的
生命力，不因时代的变化而褪色，真
正了解，就会受感染。

2017年，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在
90周年校庆时，将何香凝当年的办
学思想和理念“注重实践，扶助农
工”确定为新校训，教育师生继承廖
仲恺、何香凝为民族复兴奋斗不息
的革命精神，务实笃行，服务社会，
情系农工，立志报国，为贯彻落实乡
村振兴战略而奋斗。

廖仲恺：一门忠烈扶助农工

廖仲恺烈士像。
新华社发

卡尔德克梅开二度
重庆斯威客场胜河南建业

➡在4月20日举行的中超第7轮比赛中，凭借外援卡尔德克的梅开二
度，重庆斯威客场2∶0胜河南建业。本场比赛结束后，多赛一场的重庆斯威
排名上升到第五位。 （记者 黄琪奥）

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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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

4月20日，“潜龙三号”进行首次下潜。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中国空间站“飞
天”水下训练服（资
料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深圳 4 月 20 日电 （记者
白瑜）针对美国商务部向中兴通讯发出
出口权限禁止令，中兴通讯20日在其网
站和官方微信发布中文声明，称美国商
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在相关调查尚未结束
之前，执意对公司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
中兴通讯极不公平，中兴不能接受。声
明同时表示，中兴通讯不会放弃通过沟通
对话解决问题的努力，也有决心通过一切
法律允许的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声明称，2016年4月以来，中兴通
讯吸取过去在出口管制合规方面的教
训，高度重视出口管制合规工作，把合规
视为公司战略的基石和经营的前提及底
线。

这些措施包括：中兴通讯成立了总
裁直接领导的合规管理委员会；组建了
覆盖全球的资深出口管制合规专家团
队；引入多家国际一流的顾问单位提供

专业指导，构建和优化中兴通讯出口管
制合规管理架构、制度和流程；引入和实
施SAP贸易合规管控工具（GTS）；组织
覆盖超过6.5万名员工的合规培训；全
面配合美方指派的独立合规监察官对中
兴通讯执行与美国政府达成的相关协议
及出口管制合规建设进行实时、透明的
监管，提供超过13.2万页文件。仅2017
年中兴通讯就投入超过5000万美元用
于出口管制合规项目，并计划在2018年
投入更多资源。

声明表示，2018年4月16日，美国
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以中兴通讯
对涉及历史出口管制违规行为的某些员
工未及时扣减奖金和发出惩戒信，并在
2016年11月30日和2017年7月20日
提交给美国政府的两份函件中对此做了
虚假陈述为由，做出了激活对中兴通讯
和中兴康讯公司拒绝令的决定。

声明称，“BIS无视中兴通讯过去两
年在遵循出口管制合规方面的艰苦努
力、巨大投入和长足进步；无视上述两份
函件中的问题是公司自查发现，及时主
动通报；无视公司第一时间处理了对此
可能有疏忽的责任人，并快速纠正问题，
并聘请权威美国律所独立调查。在相关
调查尚未结束之前，BIS执意对公司施
以最严厉的制裁，对中兴通讯极不公平，
我们不能接受。拒绝令不仅会严重危及
中兴通讯的生存，也会伤害包括大量美
国企业在内的中兴通讯所有合作伙伴的
利益。”

中兴通讯在声明中同时表示，中兴
通讯不会放弃通过沟通对话解决问题的
努力，也有决心通过一切法律允许的手
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全体员工
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履行对全球客户、消
费者用户、合作伙伴及供应商的责任。

中兴通讯：

美禁令对中兴通讯极不公平，不能接受

新华社“大洋一号”4月20日电 （记者 刘诗平）我国最先进的自主潜水器“潜
龙三号”20日凌晨进行首次下潜，4时46分进入海面，随后以每分钟约50米的速度
下潜，在黑夜里开始了闯荡深海世界的历史。

记者从设在母船上的监控屏看到，6时13分，“潜龙三号”到达设定的3750米深
度，距底200米，开始按设计路径巡航测量。

“潜龙三号”总设计师刘健说，预计“潜龙三号”将在海底航行约9个小时，下午
将下潜到3900多米深度。之后潜水器上浮，15时左右回到海面。

此次下潜，主要是对“潜龙三号”的综合性能进行测试，为两个海试潜次之一。
海试潜次将对“潜龙三号”主要技术指标和功能进行验证。之后，根据需求，“潜龙
三号”将在多金属结核试采区等海域进行试验性应用。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副主
任李波表示，此次海试及试验性应用，将进一步夯实我国“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
海开发”的技术基础，提升我国国际海域资源勘查水平，助推深海科学研究发展。

首潜！我国最先进
自主潜水器潜入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