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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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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认输
只是放过了自己

9

《太空飞行课》

出版社：北京联合
出版时间：2017年12月
简介：宇航员写的关于

太空飞行的百科问答书，专
业经验融合着风趣幽默，内
容丰富，从新宇航员培训到
飞船发射时的身体感受，从
火箭进入轨道到太空行走，
仿佛让人感觉自己亲身体验
过太空旅行。

作者：（美）
汤姆·琼斯

译者：阳曦

出版社：北京联合
出版时间：2018年1月
简介：写给都市女性的

成长手册，学会做一个独立
自主、从容有底气的女人，
在爱情上不痴缠、不依附、
不仰望，只做高傲的女王；
在生活上不妥协、不苟且、
不将就，活出漂亮的自己。

《女人越独立，活得越高级》

作者：苏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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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输，是一种自我解救的方
式，输给生活不丢脸，别输了人
生就好。

我很想说说我当时的另一
部书稿。是一本小说，青春范
儿、姐弟恋，十多年前的故事，现
在想来也绝不算落伍。遗憾的
是，一次电脑故障，几近收尾的
稿子就这样被永久性删除了！
以致后来一直有出版商约请我：

“苏芩老师，您什么时候写小说
呀？”——我写过啊，只是再也找
不回来了！

和你们一样，各种奇葩经
历，我一件也没落下，只是不习
惯把哭着的那张脸望向你而已。

与幸运相比，我更信赖自己
创造的奇迹。幸运天赐，拿走它
也太容易。我不迷恋运气，因为
知道：若是我不够努力，它也不
会多看我一眼。

我并非生而活在天堂，刺脚
的路同样也走了不少，脚底的血
印终究磨成了茧子，也渐渐活得
踏实。

这份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
只是因为我笃信：即便跌落地
狱，我仍有再爬回天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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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就是个很敏感的孩
子。很容易被激怒，不太感动的
电影也会背着人哭到一塌糊涂，
别人一个眼神有时会让我愣上
半晌⋯⋯用长辈们的话说：“小
小年纪，心事重重。”

妈妈是个性格爽利干脆的
人，似乎并不欣赏我这样多愁善
感的女儿，她总是鼓励我去跟班
里那些个性更像男孩的女生们
多接触，给我剪极短的头发，只
穿各种长短的裤子，衣服总以冷
色为主，这似乎并未矫正我敏感
的情绪，我也就这样一年一年地
长起来了。

因为体弱多病，加之后来转
学，到了新的环境，我很害怕被
同学欺负，也最讨厌仗强欺弱的
人。记得小学转学至另一所学
校，班里有个很淘气的男同学，
最爱欺负弱小，很喜欢看同学求
饶的样子。因为一点点小事，我
的一双手背被他的长指甲抓得
血淋淋。我咬着牙昂着头一脸
豁出去的表情死盯着他！我的
不肯服输，让他倍感扫兴，此后
几年，时常被他有意无意踢一下
撞一下。我从不求饶，也不寻求

帮助。一手的伤到了老师面前
定要藏进裤兜里，似乎生怕老师
教训那个男生，显得我弱小不堪
只会打小报告！妈妈看到了我
手上的伤，惊问原因。我扯了个
理由：“做值日时被铁丝划的。”
此后一段时间，妈妈和姨妈们总
端详着我的手背担心：“这么漂
亮的小手，不会留下疤吧？”留下
疤我不怕，我只怕被人知道是因
打不过人才被印下羞辱的疤痕！

现在想来，那个年纪我真是
不可思议地倔强！

初中时有个要好的女同学，
成绩极好，但性情也极温软，常
常 被 班 里 几 个 调 皮 的 男 生 欺
负。现在看来说“欺负”有点严
重了，青春叛逆阶段，似乎很多
人都有过一些讨人嫌的举动：越
是成绩好的同学，越是要跟她调
皮一下，拽一下她的头发，故意
踩一下她的新鞋，恶作剧地在她
铅笔盒里放一只飞蛾⋯⋯这其
实是一种挑战，以此彰显：我也
有胜过你的地方！

那一次她又被恶作剧了，在
旁边的我终于忍不住爆发，看
着对面三个幸灾乐祸的男生，约
架——“有本事你仨中午别走！”

他们当然有这个本事，三个

高个子男生，俯视着我这样一个
瘦到像一根小竹竿的小女生，有
啥不敢赴约的？！

那天中午放学后，我把一脸
紧张的她赶出教室，门一闩，就剩
我们四个人。三个男生嘻嘻哈
哈，各种轻蔑的言辞，但都没有动
手的意思，因为没人相信一个体
育成绩从来没及格过的女生会干

“单挑”这种傻事。于是先动手的
必然是我，甚至都忘了当初是怎
么拳打脚踢的了，但我必须承认
他们只是稍微应付了一下，他们
任何一个人出真力气，我都不是
对手。但最终我那种决绝的眼神
儿可能还是有些威慑力，他们率
先拉开教室的门，“好男不跟女
斗”，一个个快步离开了。

从教室到校门的那几百步距
离，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转，好
姐们儿在旁边小心翼翼地给我鼓
劲儿：“你要是哭了，就输了。”小
孩子真是可爱，就那么把脑袋仰
起来对着天，迎着正午的太阳就
这样把欲滴的泪水挥发个精光。

可能连她也不理解，一件小
事，何至于如此大动干戈？！其
实那时的我也不明白，只是觉得
不打这一架，整个人都过不了这
一关。

你们怎么处理飞船上的垃
圾？

废纸、纸巾、用过的胶带和
包装材料都统称为“干垃圾”。
我们会用你熟悉的塑料垃圾袋
把它们装起来，然后系紧或者用
胶带扎紧。那些很快就会散发
出臭味的东西被归类为“湿垃
圾”，例如用过的食品包装袋和
湿纸巾。我们会把这些东西装
进塑料袋，用手压紧，然后用胶
带密封起来。

宇航员把这些垃圾和卫生
间里的固体废物一起装进空的
货运飞船，例如“进步号”“天鹅
座号”和“HTV”。飞船装满以
后就会与空间站分离，然后进入
大气层并烧毁。你可以认为，这
些垃圾的每一个分子都在再入
大气层的过程中得到了回收。

对 于 未 来 的 深 空 任 务 ，
NASA 正在探索回收利用垃圾
的各种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
尝试用垃圾来制造推进剂、氧气
和防辐射罩。

宇航员怎么洗衣服？
他们不洗衣服。在自由落

体状态下洗衣服需要特制的洗
衣机，而且会用掉大量的水和能
量，对空间站有限的储备来说，

这无疑是沉重的负担。
空间站上的船员隔天换一

次内衣和袜子，上衣和裤子（或
者短裤）则是一月一换。他们每
周换一次睡衣——其实就是 T
恤和短裤——换下来的这套还
能当成运动装再穿一周。换下
来的衣服直接扔掉，由货运飞船
带入地球大气层烧毁。

相比之下，航天飞机宇航员
的衣着就显得很奢侈了。我每
天都要换干净的上衣、袜子和内
衣，大部分衣服可以留着回去以
后再洗，下次任务的时候还能再
穿。为了预防衣服产生臭味，太
空服装设计师正在尝试用浸泡过
抗菌剂的布料来制作宇航员的衣
物，让一套衣服可以穿得更久。

宇航员在太空中有什么娱
乐活动？

光是在太空中生活和工作
就够有趣了——动人心魄的美
景，同事之间的情谊，引人入胜
的工作，自由落体状态带来的自
由感，这一切都很有意思。我在
太空中工作得比任何时候都辛
苦，但每天我脸上都挂着笑容。

在难得的闲暇时间里，我总
是靠在窗边，用相机拍摄遥远的
地球，回家以后，我会和地质学

家、地球科学家、亲朋好友分享
这些照片。除此以外，我的同事
们喜欢在空间站的走廊里快速
穿梭，或者一口气翻几十个筋
斗。在大屏幕投影电视上看纪
录片是国际空间站“命运号”实
验室里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

太空中能用手机吗？如果
不能的话，你们怎么给家里打电
话呢？

手机的能量不够大，所以在
离地 389 千米的太空中，我们无
法通过地面的移动信号站收发
信号。ISS 和任务控制中心通
过 36022 千米轨道上的对地同
步通信卫星传输无线电信号和
视频信号。在 90 分钟的公转周
期里，ISS大约有10分钟时间处
于对地通信盲区，因为地球挡住
了卫星信号。

通过这些卫星，ISS 上的宇
航员可以用笔记本电脑上的网
络语音电话软件（VOIP，类似
Skype）与地球保持联系，比如说
给家人、朋友或者 NASA 的同
事打电话。我曾在“亚特兰蒂斯
号”航天飞机上用这种软件打电
话回家，通话效果很棒。

今天，空间站上的宇航员还
可以利用无线电信号与任务控

制中心通话、发送电子邮件、更
新脸书页面、发推特消息。

宇航员在太空中如何庆祝
节日和生日？

空间站上的宇航员会一起
庆祝生日和各国的节日。大家会
用货运飞船送来的节日装饰布置
空间站。圣诞节之类的重大节日
会有一天的假期，宇航员可以通
过视频会议给家里人打电话。

通常情况下，大家会聚在一
起共享盛宴，播放应景的音乐，
分享补给飞船专门送来的节日
大餐。美国的感恩节大餐一般
会有辐射灭菌烟熏火鸡、热稳定
烤红薯、俄式土豆泥拌洋葱、冻
干夹馅玉米面包、冻干青豆配蘑
菇以及热稳定树莓-蓝莓馅饼。

货运飞船会送来专门的节
日“大礼包”——里面装着应景
的食物和礼物，例如视频、游戏、
便条，还有巧克力、拐棍糖或者
其他节日零食。

有人过生日的时候，船员们
也会聚在一起庆祝，寿星会收到
地球送来的小礼物或喜欢的食
物，还有贺卡或者视频信息。作
为额外的奖励，任务控制中心还
会给那位幸运的宇航员唱生日
快乐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