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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姑娘王亚平，两度飞天圆梦、再
上“太空讲台”，成为中国首位进驻空间
站、首位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

6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决定，给翟志刚、王亚平同志颁发

“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叶光富同志
“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
天功勋奖章”。

志存高远，心系桑梓。两次“飞天”
的王亚平与家乡互动不断——为烟台
青少年作航天科普讲座、参与家乡的
爱心志愿行动、在母校福山一中捐建
王亚平书屋等，成为家乡人心中的牵挂
和骄傲。

中国航天事业的“铿锵玫瑰”
点燃无数孩子“太空梦”

王亚平出生在烟台市福山区张格
庄，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烟台姑娘。17岁
参加空军招飞成为我国第七批女飞行
员，安全飞行1567小时，被评为空军二
级飞行员。2010年5月，入选我国第二
批航天员。2012年3月，入选神舟九号
飞行任务备份航天员。2013年6月，执
行神舟十号飞行任务，同年7月，被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
员”荣誉称号，并获“三级航天功勋奖
章”。2019年12月，入选神舟十三号飞
行任务乘组。

2013 年 6月，王亚平搭乘神舟十
号出征太空，在神十飞行任务中，王亚
平出色地完成了包括“太空授课”在内
的各项飞行任务，被网友亲切称为中
国航天事业的“铿锵玫瑰”“最美宇航
员”。

在太空授课的短短40分钟内，王亚
平在全国数千万名师生的关注下，给大
家演示了小球在太空中的单摆运动和圆
周运动、神奇的水膜试验等，还亲自上
阵，用一套“杂技”动作，分别进行了悬空
横卧和倒立，让听课的学生体验一把“太
空中的方位感”。

“想多挤一些水珠，串成水晶项链，
送给你们。”“如果诗仙李白在天宫里生
活，大概就写不出‘飞流直下三千尺’的
名句了，因为失重环境下水不可能飞流
直下。”“同学们，见证奇迹的时刻到
了”……王亚平用精彩的语句，将一颗颗
探索太空的种子播撒在青少年心中。她
讲授的“太空第一课”，点燃了无数孩子
的“太空梦”。

心系家乡心念家乡
用灿烂笑容代言家乡山水

航向太空，心念家乡。
航天员的日常训练艰苦而繁忙，但

王亚平从未忘记家乡，她与家乡的互动
未曾间断。

2019年，福山区发起一场全国性线
上爱心传递活动，在“小心愿播撒大感
动，爱的暖流激荡福山”微心愿认领活动
中，王亚平热情参与，她在微信群中与广
大爱心人士交流互动，并主动认领了“微
心愿”；在母校福山一中，王亚平书屋让
家乡青少年在知识的海洋里汲取力量。

她用航天知识，点亮青少年的梦想。
2019年 3月 26日，王亚平通过烟

台教育网，为我市中小学生作《向着梦
想，幸福奔跑》主题报告，分享自己的飞
天历程与航天梦想，全市500所学校设
分会场收看视频直播。王亚平还走进

“共筑航天新时代——山东烟台站”中
国航天科普展现场，与观展师生互动交
流，为家乡的青少年带来一场别样的心
历之旅。

她用灿烂笑容，代言家乡的山山水

水。
2018年，烟台举办的“我为鲜美家

乡喝彩·点赞鲜美时刻”活动中，王亚平
为家乡代言：“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福山
人。魅力福山，天下福地，我为我的家乡
送祝福。离家这么多年，最心心念念的
还是我的家乡，想念门楼水库的风光，想
念漫山遍野娇艳欲滴的福山大樱桃，更
想念那唇齿留香鲜香美味的正宗鲁菜。
如今福山的变化越来越大，越来越美，真
诚邀请您到我的家乡——烟台福山。”

2019年元宵节，在烟台滨海广场，
一场“突如其来”的快闪，点燃了港城人
的激情，刷爆朋友圈。王亚平返回家乡
领衔主唱，与烟台好人们共同唱响《我和
我的祖国》，表达爱国情怀。

2021年9月22日，在山东省旅游发
展大会开幕式上，王亚平发来视频贺词，
代表烟台发出邀请函：“五湖四海的朋友
们，大家好，我是烟台籍航天员王亚平，
美丽星球，美丽烟台欢迎您。”

不负所托
飞入九天宇宙奏响“茉莉花”

4月16日上午10时许，神舟十三号

载人飞船返回舱成直立状态，在东风着
陆场预定区域成功着陆。烟台姑娘王亚
平顺利出舱，微笑、挥手，摘星星的妈妈
回来了！

神舟十三号任务解锁了首次长期在
轨6个月、首次在中国空间站进行太空
授课、首次在太空过春节、首次在中国空
间站举办天宫画展等多项成就。

4月16日上午，航天员翟志刚、叶光
富、王亚平回到地球的那一刻，王亚平的
家乡——烟台市福山区张格庄镇沸腾
了，人们载歌载舞，为英雄的航天员送上
最崇高的礼赞。

人们赞颂的是烟台女儿王亚平，更
是她展示出来的航天精神。

中国第一位出舱的女航天员；中
国第一位“两度出征太空”的女航天
员；中国第一位成为太空老师的女航
天员……从农家女到飞行员到航天
员，再到打破航天在轨飞行的一个个
纪录，梦想实现的背后，是常人看不到
的付出。

超重耐力训练、环境恶劣的救生训
练、出舱活动水下训练，王亚平一次次突
破自我。尤其在她最害怕的离心机训练
中，每次训练脸会变形，胸部感觉到极度

压迫而呼吸困难，眼泪也会不由自主往
外流，根本控制不住。即便如此，她也未
曾按下手边的暂停按钮。不仅是王亚
平，在航天员大队成立的20多年时间
里，“没有一个航天员按下过它”。

正是由于这样的付出，为期6个月
的“太空出差”中，三名航天员在地面科
技人员支持下，圆满完成两次出舱活动、
两次“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开展了
多项科学技术试验与应用项目。在正月
十五元宵节晚会上，王亚平在空间站送
上了祝福，她用一把古筝弹奏出悠扬的
《茉莉花》，将传统文化带上浩瀚太空
……

从东方红一号在太空演奏《东方
红》，到王亚平在空间站抚琴演奏《茉莉
花》，中国航天事业飞速发展，中国最强
音响彻宇宙。

这一路走来，家乡人不仅见证了王
亚平从平凡到非凡的奋斗历程，也见证
了中国航天事业一次次飞跃浩瀚太空的
过程。嫦娥探月、天问问天、神舟逐梦、
北斗环宇……几十年来，中国航天人从
未停止对宇宙的探索。“上可摘星揽月，
下可五洋捉鳖”，看似梦幻的目标，在一
代又一代航天人的努力下照进现实。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摄影报
道）近日，记者在牟平区采访时发现，多
个地方存在线缆破损、乱堆放现象，不
仅影响市容市貌，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隐
患。

记者在牟平区工五巷看到，小巷街
道西侧有一条两米多高的石墙，石墙顶
端原本有一捆捆扎好的线缆通向居民
家中，不知什么原因，有几处线缆脱落，
耷拉在石头墙上。悬在墙体上的线缆
有的五六根，有的七八根，还有一处线
缆成捆掉落悬挂在墙上，记者数了数，
足有十五六根左右，有两处线缆脱落已
快接近地面，线缆约有一公分粗。

石墙东侧就是居民区，时常有小孩
子们在此玩耍。一位居民说：“这个电
线掉下来有些日子了，每天出门就能看
见，孩子出去玩，每次都叮嘱他们千万
不要碰这个电线！”还有一位居民担心

“不知道有没有电，一旦下雨漏电怎么

办？”记者随着居民来到一栋楼前发现，
一个长约50公分、宽约20多公分的黑
色线盒耷拉在离地面约有一米的地方，
上面还缠绕着一些线缆，不仅很扎眼，
路过此处的人也很容易碰到。而在巷
道里的两座平房的墙上，也有三四捆线
缆卷成圆圈肆意悬挂在空中，各种网
线、电缆线密密麻麻，十分刺眼。

无独有偶，此前，记者在牟平区北
五路也看到，一居民楼前的人行道旁有
两个约一人高的灰色通讯箱，通讯箱背
后，也有大团黑色线缆裸露在外，线缆
杂乱无章，不仅影响市容市貌，也极易
造成安全问题。

据了解，缠绕在一起的线缆很容易
出现缠绕、断裂、黏连等情况，风吹雨晒
也会造成老化，悬在半空的线缆很容易
脱落造成危险。另外，进入夏天，遇到
雨水天气也容易造成线路短路，甚至引
发火灾。这些“空中的蜘蛛网”不仅拉
低了城市的颜值，更存在严重的安全隐
患，希望相关职能部门引起重视，加强
监管。

“空中蛛网”脱落存隐患
牟平区多处存在线缆破损、乱堆放现象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孙盛君 张立川）滨海一带岸线
东起养马岛西至芝罘湾，全长40多公里，
如同蜿蜒的金色丝带将沿途美景一一串
联,畅游其间可以尽享蓝天、碧海和金色
沙滩。为了给广大市民提供更美好、更
整洁、更舒适的滨海一带市容环境，市城
管局数字城管中心高标准、严要求抓好

滨海一带精细化管理工作，借助智能视
频监控系统等有力举措，助推滨海一带
精细化、长效化、彻底化治理。

滨海一带智能视频监控系统，通过
海岸线设置的60处视频监控设备点位，
实现了监控区域内城市管理问题的全天
候、全方位监管覆盖。智能系统将对监
控区域内发现的无证经营游商、非机动
车乱停放、机动车违停、暴露垃圾、垃圾
箱溢满、占路经营违规等十余种城市管
理问题进行智能分析和上报，有效提升

了滨海一带城市管理问题的主动发现率
和处置率。4月份以来，系统自动识别受
理问题200余件，均通过数字化城管处
置流程，第一时间使问题得到处置解决，
为助力滨海一带城市管理、创建全国文
明典范城市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近日，为保障智能视频监控设备稳定
运行，城市管理问题高效采集，市数字化
城市管理服务中心组织技术人员、维保企
业与网络运营商对滨海一带自建线路进
行了集中巡查和线路规范。此次巡查坚

持以不放过任何一处死角的原则，重点对
视频监控设备建设中地下走线不规范、线
路裸露、破坏绿地等影响市容市貌的问题
进行了全面检查。共梳理检查发现问题3
处，已督促有关企业立行立改、规范提升。

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将持
续加大对智能监控设备的巡检力度，保
障设施设备始终高效稳定运行，持续提
升滨海一带环境面貌和管理质量，把每
个监控点都“变身”为滨海沿线的守护
者，共同营造仙境海岸的最美风景线。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何晓
波 摄影报道）6月20日，烟台民意通
《停车位挡住了消火栓》一文报道了开
发区黄河路越秀小区居民张女士的投
诉:其位于地下停车库323号的车位停
车后影响旁边消火栓的使用。6月22
日，记者了解到，小区物业已落实整改
措施，在车库放置消防斧、车辆拖拽器
以备应急抢险。

6月22日，开发区越秀小区物业公
司相关负责人联系烟台民意通记者，称
张女士所反映的问题引起了集团公司高
度重视，对于张女士所说的“停车位与消
火栓距离太近，影响消火栓的正常使
用”，公司为此展开了专门的调查论证，
同时会商了与此有关的职能部门，认为
张女士所反映的“停车位与消火栓距离
近”问题属实，但是不影响消火栓应急状
态下使用。如遇突发情况，张女士的车
即便停在车位上，挡住了消火栓门，消防
救援人员仍然可以用专用的破拆工具砸
开消火栓的玻璃门，取出里面的设备。

越秀小区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充分论证之后，他们举一反三地
落实了整改措施，购买了一批消防斧头
固定在消火栓箱体外，并添置一批车辆
轮滑移动器材，以防万一出现紧急情况
时，对车辆进行移动。

最后，该负责人对烟台民意通热线
对越秀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的监督表示
了感谢，称媒体的监督和居民的诉求都
是为了促进物业管理工作更加完善，是
为了让老百姓居家生活更加满意。接
下来，他们还将一如既往地虚心接受居
民监督，为居民提供更好的物业服务。

“智能护航”最美海岸线
滨海一带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助推滨海一带治理

王亚平，烟台骄傲
YMG全媒体记者 秦菲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史崇
胤 通讯员 鹏飞）20日下午晚高峰时
段，烟台交警特勤大队铁骑队员们正在
路面巡逻时突然发现一辆轿车自燃，交
警化身“消防员”与赶来的公交车司机
一起将火势控制住。

6月20日下午16时，正值晚高峰
时段，烟台交警特勤大队的铁骑队员马
澍凯、孙茂坤巡逻到观海路万象汇路
段，突然发现一辆车引擎处冒出浓烟，
民警发现该车底盘已经起火，并且还有
不少市民正在围观。民警考虑到安全
因素，立刻疏散人群，确保人员安全。
随后，民警取来摩托车车载灭火器进行

灭火，“我们的车载灭火器都是小罐的，
喷完了之后，火情还没控制住，此时，三
名公交车司机拿着大瓶灭火器赶来帮
忙。”民警告诉记者。

此时，该车机盖已经烧透了，前后
不到三十秒，打开机盖后，众人立马将
发动机内的明火也全部扑灭。幸亏灭
火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后经了解
得知，该车车龄较长，线路老化严重。

烟台交警提醒市民，如果车龄比较
长，一定要注意定期保养维修，特别是
进入夏季，天气炎热极易引发火灾，一
定要车内常备灭火器。如发生火灾一
定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车位挡了消防栓 物业立即整改
购置应急设备以备应急抢险

轿车突起火 交警化身“消防员”
交警提醒，如果车龄较长，一定要注意定期保养维修

有两处线缆脱落已快接近地面有两处线缆脱落已快接近地面。。

消防斧头固定在消火栓箱体外消防斧头固定在消火栓箱体外。。

20192019年年33月月2626日日，，在中国航天科普展上在中国航天科普展上，，烟台中学生们烟台中学生们
将自己亲手制作的礼物赠送给航天员王亚平将自己亲手制作的礼物赠送给航天员王亚平。。

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唐克唐克 摄摄

20132013年年66月月2020日日，，在王亚平的母校福山一中在王亚平的母校福山一中，，全体师生收看中国首次太空授课全体师生收看中国首次太空授课。。
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唐克唐克 摄摄

44月月1616日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
舱在东风着陆场预定区域成功着陆舱在东风着陆场预定区域成功着陆。。这是这是
航天员王亚平安全顺利出舱航天员王亚平安全顺利出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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