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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名宇航员志愿者入
“月宫”
佚 名
“月宫”
生存并完成实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实验室“月宫一号”日前
举行志愿者入舱仪式，8
名志愿者分成两组将轮
流进入“月宫一号”进行
为期365天的实验。图为
第一组两名参与实验的
志愿者在“月宫一号”的
植物舱内向舱外致意。

“月宫一号”由一个综合舱和两个
植物舱组成。综合舱面积 42 平方米，
高度 2.5 米，每个植物舱面积 50 至 60 平
方米，高度 3.5 米。综合舱中包括四间
卧室、饮食交流工作间、洗漱间、废物处
理和动物养殖间。整个系统可满足四
人长期高闭合度的生命保障需求，开展
各种科学实验研究。
“月宫一号”是世界上第一个由植
物、动物、水、微生物组成的四生物链环
人工生态系统，
空气、
水等全部在舱内循
环，
废弃物也由舱内自主处理，
力争实现
全舱闭合度达到 98%以上，最大限度接
近太空探测的环境。
8 名志愿者均为北航在校研究生，
他们将分别负责植物种植和管理、尿液
等废水处理、食物加工、小麦脱粒及环
境微生物样品采集等多项实验工作。

5 月 11 日下午，万年场附近的
一个小院内，35 岁的王棚站在镜子
前，换了上衣，系上围裙，戴上了白
色厨师帽。按照客户的要求，他和
同事必须在 5 点左右赶到 6 公里外
的华西大厦，准备一顿供 10 余人享用
的晚餐，
并且保证客人 6 点用上餐。
近年来，在“互联网+”概念的影响
下，各种上门 O2O 服务悄然来到人们
的生活中。去年底，一个提供上门厨师
服务的网约厨师平台在成都上线，用户
只需通过手机下单，选择自己想要的菜
品，就有厨师上门服务。王棚正是这家
网约厨师平台的一名专职厨师。

据“月宫一号”总设计师、北航生物
医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红介绍，此次
“月宫 365”实验的目的是明晰在不同代
谢水平的乘员组合变换、超高负荷冲
击、遭遇停电故障等情况下生物再生生
命保障系统稳健的稳定性。这次 8 位
“宇航员”分两组，每组两男两女，将在
舱内生活整整 365 天，
“ 两组人交替入

舱，交接在专门的‘气闸舱’缓冲带完
成，
跟真实的空间站换班一模一样。”

靠吃黄粉虫补充蛋白质
这次实验新增了一个植物舱，种植
的蔬菜、农作物增加到 30 多个品种。
“宇航员”们除了自己带了一些肉类外，
主要就靠舱内养殖的黄粉虫补给。
“宇

网约厨师走进寻常百姓家

网约厨师带着食材到客户家
“这个土豆排骨烧得好香！
“
”藿香鲫
鱼也不错”……5 月 11 日下午 6 点，按照
客人的要求，
12 道家常菜一一准点上桌，

杜玉全
引来一片称赞。王棚腼腆地一笑，
“你们
慢慢吃，满意就好。”35 岁的王棚当厨师
十几年了，
在圈内算得上
“老师傅”
，
小到
街边餐馆，大到星级酒店，他都工作过。
相比之前，王棚更喜欢现在的工作状
态。他每天早上只需到公司打个卡即
可，
有单子就出单，
没单子就自由安排。
王棚说，
一般来讲，
平台在收到订单
后，
把相关信息发送到手机上，
他再到平
台厨房内，
根据客人的菜单配菜，
将这些
食材一一放进移动保险柜，
按照时间，
前
往客户所在地。不仅工作变得简单了，
自己也得以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王棚说，
“ 如果做的菜得到了客人的夸
奖，
那种心情是很舒服的。”

既现场教学 还要打扫战场
王棚所在的这家网约厨师平台，目
前共有 48 名专职厨师。客人只需通过
手机提前下单，点好自己喜欢的菜品，
约定好就餐时间，并留下电话和地址，
就会有专门的厨师上门服务。
从该平台页面中看到，用户可以选
择“点菜”
“ 套餐”
“ 坝坝宴”等选项。以
“点菜”为例，页面中有凉菜、热菜、海河
鲜、小吃、汤等多个选项，每一个选项都
有相应的菜品供选择，价格从十余元到
上百元不等。套餐价格根据用餐人数，
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菜品是上门现做，也可以边做边
教，我们希望带给客人精致的生活方
式。
”
31 岁的平台创建人吴圣烛说。
事实上，网约厨师早在几年前就已
在北京、上海等地出现。吴圣烛介绍，
平台正式上线以来的半年时间里，已接
到 8000 余单，平均每天有 40 多单；在做
菜时，平台会要求厨师录制烹饪过程，
上门服务的活动区域也限定在厨房和

航员”们还带了一些启动用水，入舱后
将完全依靠这些水循环使用维持生活。
第一批入舱“宇航员”中的“舰长”
刘慧介绍，进舱后每位队员都有独立的
分工，比如她就负责统筹舱内所有工
作，2 号植物舱的种植和管理，还有做
饭，
“我们收获小麦后会脱粒磨粉，我是
河南人，
会做馒头。
”她笑道。
“月宫一号”总设计师、北航生物医
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红说，我国神舟系
列飞船还有国际空间站通常会携带全
部物资，或通过物理化学方式再生氧气
和水，宇航员吃的食物只能一次性携带
充足，不能再生。然而如果人类在未来
进行更长时间、更远距离的太空探索，
食物完全通过携带储存供给，或进行地
面补给将变得十分困难。有效的解决
办法就是依靠“生物再生”，在月球、火
星基地，或是飞向火星的飞船中，构建
一个类似地球生物圈的小型生态系统。
此次“月宫 365”的科学研究对保障
中国载人登月、月球基地及火星探测等
航天计划的顺利进行、保障航天员生命
安全和生活质量等具有重大意义。
（摘自《齐鲁晚报》
）

餐桌的周围，做完菜后，还必须把
厨房打扫干净。

厨艺高 颜值好 保安全
吴圣烛运营的平台上的厨师
全部为全职，48 人中，有一半以上
都是从各个酒楼“挖角”而来，用他的话
说，
从凉菜到热菜到汤，
都能满足，
“厨艺
是没有问题的”
。吴圣烛介绍，
因为是做
上门厨师服务，在招聘厨师时除了要看
厨艺以外，颜值也是需要考虑的，
“我们
有一个标准，
身高要在一米七左右，
长相
要有亲和力，
谈吐交流要顺畅”
。
另外，为了保证服务的品质，平时
他们也会进行厨师培训。
“ 主要包括服
务的流程和专业用语，还会安排厨师去
一些酒店交流学习。
”
此 前 ，中 国 青 年 报 曾 针 对 各 类
O2O 上门服务做过一项调查，25.7%的
受访者认为存在安全隐患。那大家对网
约厨师怎么看呢？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
多位市民，
过半受访者认为，
厨师上门的
确会带来很大便利，但家庭本就是一个
私密的空间，
仍然会担心安全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主要做法
是对厨师从接单到上门服务的各个环
节，包括做菜在内，进行录像保存，以便
在发生问题后进行调查。除此之外，我
们还会对客户进行回访。”
吴圣烛说。
（摘自《成都商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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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幼儿园不能一关了之
刘 勋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孩子
入园难的问题引发了更多担忧。
日前，中国青年报对 2002 名孩子即
将进入或正在上幼儿园的家长进行了一
项调查，发现对于无证幼儿园，50.0%的
受访家长支持管，36.3%的受访家长支持
关。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幼儿园管理条
例，国家实行幼儿园登记注册制度，未经
登记注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办理幼
儿园。公立幼儿园名额有限，正规私立
幼儿园价格昂贵，让部分经济条件一般
的家庭无所适从，而大量无证幼儿园就
满足了此类家庭的需求。报道当中一位
在上海打工的妈妈就坦言，现在孩子上
幼儿园这么难、这么贵，如果一些无证园
办学条件还可以，政府可以督促他们加
以完善，达到规定的标准，补齐证件，比
一关了之更有意义。
一关了之并非应对无证幼儿园的最
优选择。幼儿园管理条例就规定执法部

门可以要求无证幼儿园限期整顿，摆脱
不合法的身份，但这种处罚方式耗时耗
力，与此同时，一关了之则会产生更多问
题。首先，容易滋生执法腐败。再者，间
接减少合法幼儿园的生源竞争，将促使
私立幼儿园抬高收费标准。另外，一关
了之将会让这些幼儿失学或者让家长支
付更多的费用以寻找合法的幼儿园，会
被社会舆论解读为执法部门剥夺幼儿的
受教育权，极易激起幼儿家长与执法部
门之间的矛盾。
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落地，幼儿
园资源紧张的局面还会进一步加剧，所
以，不妨根据实际情况，让更多的无证幼
儿园获取合法身份，
直接减轻群众负担，
弥补学前教育资源的不足。相关立法机
构应该适当降低民办幼儿园的标准，
将监
督的重点放在幼儿人身安全、食品安全
上，
出台更多优惠政策吸引鼓励民间资本
投资幼儿园。（摘自《法制日报》
）

做好备份是一种生存智慧
刘远举
对 于 具 体 的 勒 索 病 毒 ，更 长 远 地
看，
备份数据，
是 IT 时代的生存智慧。
大多数人，会小心翼翼地爱护他们
新买的电脑，但却舍不得花钱花精力去
把数据保存好。直到数据丢失，那些珍
贵的照片、资料再也找不回来时才意识
到，
数据比电脑更值钱，
更值得守护。
那么该如何保存你的数据？如果
自己备份数据，什么方式好呢？首先，
刻录光盘是靠不住的。U 盘与固态硬盘
也是靠不住的。在现阶段，唯一靠得住
的是机械硬盘。但是，把数据从 C 盘复
制一份，拷贝到 D 盘，这不是在备份，就
如同把 100 万现金从冰箱搬到床下面，
不是在隐匿现金一样。此次黑客勒索
事件中，有些人在 C 盘上的数据沦陷

了，慌忙中去看 D 盘 E 盘上的，才发现同
样被加密了。即便不是同样被病毒加
密或破坏，放在同一个硬盘，也很容易
因为硬盘损坏而同时丢失。所以，备份
一定要用另一个硬盘保存。
从这一次事件来看，仅仅用另一个
硬盘保存也是不安全的，这个硬盘还得
离线，或者断电。仅在需要恢复或者拷
进文件的时候才连接上电脑。如果考虑
到同时连接电脑的哪一段时间内出现
故障，造成同时损坏的风险，最好有第
一备份盘和第二备份盘。现在硬盘价
格很便宜，这么做的费用其实不大，一
千元完全够了。
如果你的数据有保密价值，
那么，
要
么放保险柜，
要么进行磁盘加密，
而后者
比前者更安全。Windows 本身就自带了
BitLocker 驱动器加密功能，由于使用了
AES 128 位或 256 位的加密算法进行加
密，
通常情况下，
只要用户的密码有足够
强度，
这种加密就很难被破解。
□（摘自《新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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