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邵洲波 美编 张念 廖敏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国内·国际 09
2018年12月5日

星期三

朝鲜外相李勇浩将访华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4日宣布：应国

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朝鲜外
务相李勇浩将于12月6日至8日对中国
进行访问。 据新华社

俄议员：
若美国和北约派军舰

进入黑海将产生严重后果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议
员普什科夫4日表示，若美国和北约派
军舰进入黑海将产生严重后果。

美国参议院议员约翰·巴拉索
日前呼吁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扣留
乌克兰海军船只一事进行坚决回应
并派军舰进入黑海海域。普什科夫
在社交媒体就此发表评论说，美国
和北约应该清楚认识到黑海地区的
力量对比情况，若派军舰进入黑海
海域会导致地区冲突急剧恶化，没
有任何意义。

11月25日，俄罗斯边防军扣留了
闯入俄领海的3艘乌克兰海军船只以
及船上22名乌军人和两名乌安全局
工作人员。乌克兰海军新闻局当日发
布消息说，乌海军两艘炮艇和一艘拖
船试图通过刻赤海峡大桥从黑海进
入亚速海时，俄一艘舰艇故意撞击乌
海军拖船，并向乌海军一艘炮艇开
火，造成6人受伤，3艘船只及船上官
兵被俄方扣留。乌克兰最高拉达（议
会）11月26日投票通过乌总统波罗申
科递交的命令，因刻赤海峡局势恶化
而在部分地区实行为期30天的“战争
状态”。随后，乌边防部队进入全面战
备状态。

俄罗斯外交部11月26日在其网站
发布声明说，11月25日在刻赤海峡附
近水域发生的事件显然是经过精心策
划的挑衅行为，其目的是加剧该地区
紧张局势，为他国加紧对俄制裁制造
借口，同时转移乌国内对其内政问题
的关注。 据新华社

今年20位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去世
南京立法加强幸存者保护

记者4日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国家公祭日前
夕，又有两位94岁高龄的幸存者去世。
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20位幸存者先
后离开了我们。

3日凌晨，1924年出生的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陈广顺去世，享年94岁。
陈广顺居住的汤山西岗头村远在南
京城郊，但这个平静的小村庄仍未
能逃脱屠杀。1938年春节，当时只有
14岁的陈广顺在家中煮山芋时被日
本兵发现，被掳至村里小学的篮球
场时目睹了乡亲们被日军用机枪扫
射惨死。陈广顺趁乱逃进山上的密
林，躲过一劫。为了将自己目睹的战
争罪行公之于世，2005年他曾赴日
本参加证言活动，当场痛诉了当年
日军犯下的暴行。

2日凌晨，与陈广顺同龄的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赵金华去世。侵华日军占
领南京时，赵金华还是个少女，她目睹
姨奶奶被日本兵强行拉走，强奸后推
进河里，大半个屁股被刀砍掉。她的父
亲因拒绝向日本兵交出家中的女孩被
抓走并杀害。后来，赵金华把头发剪
短，装成男孩子模样，跟随母亲逃难到
江北浦口乡下的一个帮工家中，最终
幸免于难。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这段历史的
活证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世的幸存
者越来越少。据统计，登记在册的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已不足百人。

“我们还在继续寻找和查证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但总体上新增的人数
远远追不上老人去世的速度，我们不
仅要加快对他们的证言抢救速度，也
要加大对这一群体的关爱慰问力度。”
纪念馆馆长张建军介绍，即将于12月
13日正式实施的《南京市国家公祭保
障条例》明确规定，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提供生活帮
助，鼓励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关爱幸
存者。 据新华社

“中国天眼”能找到外星人吗？不少人
提出质疑，毕竟在FAST之前，不少国家也
使用天文望远镜搜寻过外星人。

据纪录片《太空探秘：寻找外星人》介
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搜寻地外
文明，始于1960年的奥兹玛计划以及第二
期奥兹玛计划，该计划利用射电望远镜在
21厘米波段，对662颗离地球较近的类太
阳恒星进行监测，希望接收到地外文明发
来的无线电波信号，但没有成功。

1964年，美国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建
成后，科学家又利用它对100光年以内的
800多颗类太阳恒星进行监测，还是一无所
获。1974年，为庆祝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完
成改建，科学家创作了一份无线电信息，并
以距地球25000光年的球状星团M13为目
标，把信息透过该望远镜射向太空。该信息
共有1679个二进制数字，告诉智能生物关

于太阳系，氢、碳、氮、氧、磷五种重要元素，
以及人类生命、人体形状、地球人口等信
息。这份信息用二进制的系列脉冲编写而
成，以每秒10字的速度发出，以光速传播，
到达目的地要2400年，如果对方收到后立
即回电，地球人要在4800年以后才能收到。

朱博勤说，相比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
FAST的面积更大，灵敏度更高，能接收到
137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号，观测范围可到
达宇宙边缘。如果宇宙真有高度文明智慧
的外星生物，他们也会像人类一样，四处寻
找并发射电磁波信号，“如果有同样的地外
文明给地球发信号，FAST更容易收到，因
为FAST拥有地球上最大的接收面积。”

朱博勤说，人类对外星人充满期许，
科学家现在已有甄别地外文明发送信息
的能力，并能把这些信息解开，“一切都准
备好了，静候佳音吧”。

500500米的大口径米的大口径，，成就了成就了FASTFAST这个观天巨眼这个观天巨眼。。理论理论
上说上说，，FASTFAST能够接收到能够接收到137137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号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号，，这这
个距离接近于可视宇宙的边缘个距离接近于可视宇宙的边缘，，更将人类的深空探测能更将人类的深空探测能
力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力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脉冲星是旋转的中子星，由恒星演化和
超新星爆发产生，其信号一度被认为来自外
星人。59颗优质候选体、44颗脉冲星，这是“中
国天眼”FAST调试两年来交出的“科学发现
成绩单”——截至今年9月，FAST已发现59颗
优质的脉冲星候选体，其中有44颗已被确认
为新发现的脉冲星。对此，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FAST工程副研究员钱磊说，FAST还在调试
阶段就取得这样的成果，主要归功于FAST
具有极高的灵敏度。

那么，FAST是怎么发现脉冲星的？这些
脉冲星又是怎么认证的呢？

钱磊说，脉冲星的电磁辐射来自于磁极。
在脉冲星转动时，磁极发出的电磁辐射束像
海岸上的灯塔一样，扫过天空。每当脉冲星辐
射扫过地球，地面的FAST就收到一个信号，
记录到像“心电图”一样的系列脉冲。而后，
FAST将信号收集、处理，再翻译成人类能理
解的形式。只是，中间这个转换的过程非常复
杂。FAST反射面将电信号汇聚到接收机，并
转换成光信号，通过光缆传回总控室，再把光
信号转换回电信号，进而变成数字信号，计算
机集群则根据事先设定好的程序，将这些数
字信号储存、计算，并经过分析，识别出能够

代表脉冲星的一系列特征。
“FAST的搜寻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种

是通过漂移扫描，即望远镜固定不动，借助
地球自转指向不同天空进行盲巡；第二种是
对特定的源进行搜寻，包括球状星团、高能
费米点源和M31等。”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FAST工程总工程师姜鹏说，观测之后就可
以对望远镜数据进行分析，寻找可信的周期
性信号，再通过人工进行判断，将其列为候
选体，最后通过FAST进行重复观测或者由
其他望远镜观测进行认证。

除了搜索脉冲星，FAST其实还有着更重
要的科学目标，包括探测中性氢，以揭示宇宙
膨胀、星系形成及演化的奥秘，以及搜寻可能
存在的外星生命等等。可以说，拥有世界领先
的绝对灵敏度，让FAST拥有无限的可能。

今年6月初，随着19波束馈源接收机的投
入使用，FAST再添“利刃”，巡天速度提高了5
到6倍，视场也扩大至原来的19倍。这意味着

“武功”更高，FAST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
惊喜。“这一次有没有可能发现外星人？”钱磊
解释，如果确实有外星人的存在，而他们也正
好使用无线电的话，那他们应该逃不过FAST
的“火眼金睛”。 据人民日报、科技日报

“一切都准备好了”

中国天眼

两年调试，确认新发现44颗脉冲星

如果确有外星人
他们又正好使用无线电
逃不过FAST“火眼金睛”

““感官安宁感官安宁，，万籁无声万籁无声，，美丽的宇美丽的宇
宙太空以它的神秘和绚丽宙太空以它的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召唤我们
踏过平庸踏过平庸，，进入它无垠的广袤……进入它无垠的广袤……””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Telescope，
简称FAST），位于贵州省平塘县。FAST是世界上口径最
大、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500米口径，其接收电波的面积
相当于30个足球场，足足可装下8个鸟巢体育馆。

口径越大，才能“看”得越远。科学家打过比方，以
FAST的灵敏度，即便有人在月亮上打手机，也能被“看
见”。自2016年9月25日落成启用以来，经两年调试，
FAST已确认新发现44颗脉冲星。FAST预计在明年上半
年前接受国家验收。它的三大科学目标，是脉冲星、星际
导航、中性氢。通过国家验收后，另一个科学目标是展开
向全宇宙搜寻外星人

——已故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天眼”FAST工程首席科
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诗一般的语言，让人们对FAST的未来满怀憧憬

“中国天眼”
世界上口径最大
最灵敏的
射电望远镜

11月16日上午11点，在贵州省地质科技园5号楼7楼会议室，朱博勤通过投影仪，向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介绍了如何通过“中国天眼”寻找外星人。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Telescope，简称FAST），将于明年接受国家验收。完成验收后，它的一大科学目标
是搜寻外星人。作为FAST工程台址与观测基地系统总工程师，朱博勤说，寻找外星人首
先应该在银河系周围内进行，银河系有诸如火星、土星、木星等类似地球的不少行星，这
些行星环境或许能孕育生命，“外星人可能就生活在太阳系周围的某颗行星上”。

外星人真的存在吗？朱博勤说，在广
阔无垠的宇宙中，应该有类似地球人类的
外星人存在，也许他们跟地球人一样已演
化到同等文明，暗藏在某颗我们已知或未
知的星球上。亦或许，他们跟人类一样正
四处寻找其他星球的外星人。

根据科学家推断，地球形成于46亿年
前。地球诞生之初，跟其他行星一样死寂，
但在其诞生后的10亿年间，地球遭到宇宙
残骸猛烈撞击，地球表面在冲击下，变成
炙热滚烫的地狱，毫无生命迹象，但在太
阳系稳定后，地球开始冷却，也出现了水，
生命的舞台就此打造完成。

1953年，美国研究员斯坦利米勒在水

中加入早期地球的大气成分氢、甲烷和
氨，用电击方式在溶液中通电，模拟闪电
的发生，实验结果得出一种叫氨基酸的有
机分子，这是所有生物的蛋白元素。如果
闪电启动了地球生命的演化，那么，在其
他星球上是否也是如此？朱博勤说，人类
的出现，在地球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段，
如果把地球形成的时间压缩成一天，人类
出现只是在凌晨的一分十几秒。人类通过
不断演化，才有了今天的现代文明。

任何生物的起源，或许都与地球生物
极为相似，甚至连演化进程也相似，“他们
也许还处于人类演化的初期，或者已经演
化到跟地球人类同等的文明甚至更高级”。

真有外星人吗？“应该有类似地球人类的外星人存在”

外星人长什么样，有没有来过地球？
对此，朱博勤回应称，地球之外有没有

外星人，目前尚无定论。就算另一个星系上
有生物，他们的生命演化过程也许不是地
球这样的生命演化过程，所以没人知道他
们长什么样子，“不过，我想外星人长相应
该跟地球人类相似，有头、脸、手和脚。”

说起生命演化，朱博勤回忆起上中学
时老师说过的一个细节：由于现在的人用
脑过多，四肢已开始退化，人类再往前进
化，就会变成头大、四肢小、臀部大。朱博
勤认同这个观点，“外星人的演化，应该也
是这样，如果他们已演化到比人类还高级
的程度，肯定也是头大、四肢小、臀部大。”

搜寻外星人，“中国天眼”已经准备好
了。据人民日报9月17日报道，经两年调试，

FAST已确认新发现44颗脉冲星。脉冲星是
旋转的中子星，1967年首次被发现。这是一
种未知的天体，因为这种星体不断发出电磁
脉冲信号，因此被命名为脉冲星。脉冲星的
自转周期极其稳定，成为人类测量宇宙时
空的超高精准度时钟。在浩瀚的宇宙里，一
旦飞船飞进宇宙深处，望远镜、卫星不能直
接观测时，就需依靠脉冲星提供的准确时
间，测算出某时某刻飞船抵达了什么位置。

两年时间发现这么多脉冲星，这说明
FAST调试进展非常优秀，另一个重大意义
是为后续的天文观测提供了信心。朱博勤
说，FAST预计在明年上半年前接受国家验
收。它的三大科学目标，是脉冲星、星际导
航、中性氢。通过国家验收后，它的另一个
科学目标，是展开向全宇宙搜寻外星人。

搜寻外星人！“中国天眼”已经准备好了

能找到外星人吗？“一切都准备好了,静候佳音吧”

明年接受国家验收
红星新闻记者 付松 发自贵州

土耳其检方下令追捕
240多名未遂政变嫌疑人

土耳其多地检方4日下令拘捕至
少242名与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幕后
组织有牵连的嫌疑人。其中，土当局在
伊斯坦布尔市搜捕96名嫌疑人，科尼
亚省检方下令搜捕34名涉案军人，开
塞利省和首都安卡拉两地检方发布了
针对至少112人的拘捕令。

2016年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
政变，造成250人丧生。 据新华社

位于贵州平塘县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新华社发

搜寻外星人

工作人员在“中国天眼”圈梁上工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