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显示，最终耐高温的棉花种子最先实现了发
芽，虽然充满期待，但其余耐低温的种子则未能发芽。
据介绍，生物科普试验载荷在月面注水进行发芽和生
长实验以后，经过近9天时间进入月夜期。目前，生物
科普试验载荷已于1月12日20点03分断电。

“下一次开机时间是1月30日，我们会关注是否会
发生奇迹。”谢更新教授说，待下一个月昼期温度上升
后，在全封闭状态的生物科普试验载荷罐中，6种生物
将被慢慢分解成无害的有机物，并将被永久封存在生
物科普试验载荷内部。

从开机至断电，生物科普试验载荷在
轨工作状态良好，累计工作时间长达
212.75小时，顺利实现了种子发芽，达到
了设计指标，部分指标超过预期。”谢更新
教授表示，这是人类第一次在月面上做生
物生长试验，在荒芜的月球上培育出第一
株植物嫩芽，并随时间的推移，成功实现
人类有史以来第一片在月球生长的绿叶。

下一次开机：1月30日
让我们继续期待奇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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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日领导人
将会晤讨论和平条约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14日说，
俄总统普京将于22日在莫斯科与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会谈，讨论俄日和平条
约、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等。

俄日领导人去年在新加坡东亚合
作领导人会议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
斯G20峰会期间曾会晤，为落实这两
次会晤内容，普京与安倍将讨论俄日
为签订和平条约所需解决的问题。

日本北海道以北的齿舞、色丹、国
后、择捉四岛被日本称为北方四岛，俄
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这些岛屿二
战前属于日本，二战后被苏联占领，苏
联解体后由俄罗斯作为继承国实际控
制。俄日因这些岛屿归属问题争议不
断，双方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根据普
京与安倍最近两次会晤结果，俄日双方
商定以1956年《苏日共同宣言》为基础，
加快和平条约谈判进程。 据新华社

甘肃宁县通报8岁女孩受伤事件：
公安机关介入 校长被免职

近日，有媒体报道甘肃省宁县一
小学女生受伤，引起网友关注。15日，
宁县公安局和宁县教育体育局向社会
通报调查情况称，涉事男孩家长依法
承担民事责任，同时免去校长、副校长
等人职务，给予相关处分。

通报称，2018年12月14日下午2时
左右，宁县和盛镇杨庄小学一年级男
生马某某、赵某某，怀疑8岁的同班女
生赵某某偷拿了马某某的一块橡皮，
并借男生赵某某的一元钱未还，二人
对赵某某进行推搡殴打，致其受伤。

赵某某奶奶发现孙女受伤情况，
随即告知杨庄小学校长杨德荣。家属
遂将赵某某送往宁县和盛医院、庆阳
市人民医院进行初步诊治，后又连夜
转往西安市儿童医院进行治疗，诊断
为阴道壁损伤，于19日出院并建议回
家休养。经家属要求，赵某某又多次在
宁县和盛医院住院，学校先后支付治
疗费及其他费用1万余元。

2018年12月15日，根据赵某某家
属报案，宁县公安局、县教育体育局开
展调查，并协调解决后续事宜。公安部
门查明事实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涉事马某某、
赵某某因年龄未满14周岁，不予处罚，
责令马某某、赵某某监护人严加管教，
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通报称，宁县县委、县政府责成教
育主管部门在全县中小学深入开展学
校管理和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排查整
治。决定免去宁县和盛镇杨庄小学杨
德荣校长职务，给予警告处分；免去副
校长李吉红副校长职务，给予记过处
分；对宁县和盛学区主任段志伟告诫
约谈，并责令向县教育体育局深刻书
面检查。 据新华社

长生生物确定被实施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长生生物15日发布公告称，14日收
到深交所对该公司股票实施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的决定书，根据相关规定和深
交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深交所决
定对公司股票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根据公告，2018年10月16日，长生
生物主要子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因违法违规生产疫苗，被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给予吊销药品生产许
可证、处罚没91亿元等行政处罚。其违
法行为危害公众健康安全，情节恶劣，
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触
及了相关规定中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
形。2018年11月16日，深交所启动对长
生生物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机制。

公告显示，长生生物于1月15日继
续停牌一天，于1月16日起开始复牌，自
复牌之日起，深交所将继续对公司股票
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本次复牌后退
市风险警示期为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三十个交易日后存在暂停上市风险。
后续，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
施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暂停上市期间
为六个月。深交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
后，公司股票交易进入退市整理期，交
易期限为三十个交易日。 据新华社

恒大健康以9.3亿美元
收购瑞典车企NEVS

昨日，恒大健康（00708.HK）发布
公告称，将以9.3亿美元收购一家总部
位于瑞典的全球性电动汽车公司
NEVS（国能电动汽车瑞典有限公司）
51%股权，并获得多数董事席位。其
中，9.3亿美元分两期支付，第一期4.3
亿美元在1月15日已完成支付，余额将
在1月31日或之前支付。

资料显示，NEVS于2012年收购
瑞典萨博汽车公司，继承了萨博的品
牌和技术。NEVS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Phoenix系列纯电动汽车研发
平台，具备纯电动汽车整车正向研发
能力。此外，恒大健康透露，NEVS是
目前获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核准的新能源汽
车整车资质十家企业之一。

NEVS已研发两款达到量产条件
的纯电动汽车车型，拥有已达到量产
能力的瑞典特罗尔海坦以及中国天津
生产基地，并正在筹建上海生产基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嫦娥四号生物科普试验载荷中的棉花种子发芽
初步实现人类首次月面生物试验

昨日，嫦娥四号生物科普试
验载荷项目团队发布消息称，随
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面的生物
科普试验载荷中，棉花种子成功
发芽。这表明在经历月球高真
空、宽温差、强辐射等严峻环境
考验后，人类首次月面生物生长
培育实验成功！

由重庆大学牵头的嫦娥四
号生物科普试验载荷内搭载了
棉花、油菜、土豆、拟南芥、酵母
和果蝇6种生物，均放置于密封
的生物科普试验载荷罐内。生物
科普试验载荷传回的照片显示，
棉花成功发芽。据介绍，截至试
验结束前，未从传回数据中观测
到其它生物生长状况。

生物科普试验载荷罐由特
殊的铝合金材料制成，直径173
毫米，高198.3毫米，内部除了6
种生物，还有18毫升水，和土壤、
空气、热控以及两个记录生物生
长状态的相机，总重量为2.608
公斤。生物生长空间为1升左右。

生物科普试验载荷项目将展
示生物在月球低重力、强辐射等
条件下的生长发育状态。微型生
态系统中植物负责生产氧气和食
物，供所有生物“消费”；作为“消
费者”的果蝇和分解者的酵母，通
过消耗氧气产生二氧化碳，供植
物进行光合作用。此外，酵母可以
分解植物和果蝇废弃物而生长，
酵母又可以作为果蝇的食物。

嫦娥四号登陆月球第一天
（1月3日），生物科普试验载荷即
加电开机，随后在地面控制中心
发送放水指令后，植物种子和果
蝇虫卵结束近3个月的休眠状态，
进入生物月面生长发育模式。

生物科普试验载荷在轨工作
状态良好，累计工作时间长达
212.75小时，下传照片170多幅。并
实时传回温度、电压、气压等遥测
数据。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
中心副主任、生物科普试验载荷
总设计师、重庆大学先进技术研
究院院长谢更新教授介绍，通过
照片和遥测数据分析，设备内部
水已浸润土壤，温度、压力等完全
符合生物生长发育的要求。

“这是全人类
第一次在月球
上做生物实验，
并且成功长出
了绿色植物，而
这个第一是我
们中国人取得
的，可以说意义
重大。”

重庆大学副校
长、生物科普试验载
荷项目总指挥刘汉
龙说，虽然这次实验
时间只有212.75小
时，但拿到了大量珍
贵的第一手数据，为
以后研究打下了基
础。同时，此次实验
解决了生物在月球
生长的几大难点，这
一研究可以促进人
类计划在月球上建
立月球村或月球站
的计划。

同时，此次实
验的重要作用之一
就是科普，因此项
目 团 队 安 装 了 相
机，全程记录这一
过程，将向青少年
和广大科普爱好者
和宇宙探索爱好者
来进行科普宣传。

下一步，项目
团队将继续研究在
月球环境和地球环
境下植物生长需要
哪些条件，对发现
的一些生物有趣现
场 进 行 进 一 步 研
究。还将进一步扩
大实验，扩大生物
科普试验载荷罐的
尺寸，增加更多更
新的研究内容。

2018年10月10日下午
生物科普试验载荷罐在地面组装

合盖。为了确保全过程无生物污染，所
有生物装载操作均在严格无菌环境的
超净工作台中进行
2018年12月8日

生物科普试验载荷罐随着嫦娥四
号探测器成功升空
2019年1月3日23点18分

在经历发射和着落等阶段严酷的
力学考验后，生物科普试验载荷于嫦
娥四号登陆月球第一天加电开机，并
启动主相机拍照
2019年1月3日23点48分

在地面控制中心发送放水指令
后，搭载的6种生物结束了休眠，进入
生物月面生长发育模式
2019年1月5日20点

地面接收数据显示生物科普试验
载荷内种子已经发育为胚根。在随后
传回的图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棉花
种子率先发芽，长出了绿绿的叶子
2019年1月12日20：03：34

地面发送生物科普试验载荷断电
指令，载荷正常关机。生物科普试验载
荷内部在月夜温度为零下52℃的情况
下，所携带的6种生物将结束本次科普
试验使命，处于冷冻状态

212.75小时试验
在荒芜月球培育出
第一株植物嫩芽

谢更新教授介绍，要成功实验并不容易，他
们准备了3年多，突破了生物休眠、密封控制、放
水控制、“旅途”颠簸、月面采光五大难题。

■生物休眠、密封控制

因为嫦娥四号探测器发射的要求，罐内搭
载的植物种子和果蝇虫卵需在罐中等待长达3
个月，其中发射场需等待两个月，太空飞行近
一个月，在此期间需保证休眠状态。“如果植物
在罐内提前发芽，就失去了试验的意义。”谢更
新说，对此他们特制了干燥的土壤，同时在真
空条件下对罐体进行了密封，保证在此期间罐
内不会受到地球温度、湿度的影响，避免产生
水分促使植物种子发芽。

■放水控制

放水时间把控也是一大难题。必须确保到
达月球试验启动后水能放出来，不能放不出
来，也不能放早了。为此，团队采取了两个措
施，一方面使用电磁泵启动放水装置，二是在
水管口用新型溶剂封口，在月球高温环境中封
口溶剂才会随着放水脱落，确保在月球上才会
让水浇灌到土壤中。

■“旅途”颠簸

从发射、变轨到着陆，生物科普试验载荷
罐要经历严酷的力学条件，如何让土壤不散落
是业界关心的问题。谢更新说，他们对此采用了
遇水即融的材料，保证土壤在“旅途”中的安全。

■月面采光

为了解月球上的光合作用情况，此次实
验没有采取内置灯光的形式，而是通过光导
管引进月球表面自然光线，让动植物完全接
受月球的光照环境。谢更新介绍，通过在罐上
开通，用光导管引光进入，顺利让罐内生物受
到月球上太阳光的照射。因嫦娥四号降落地
点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冯·卡门撞击
坑，月尘较厚，担心对光导管会进行封堵，对
此他们进行了多次实验，对导管的方位和角
度进行了特别设计，从而顺利引入了阳光。

成功实验背后

成功突破
5大难题

为何选择
这6种生物

为何选择搭载棉花、油菜、土豆、拟南芥、
酵母和果蝇？实际上，本次生物科普试验载荷
生物种类的筛选，有着非常严苛的要求。

“这是数百次试验选择的结果。”谢更新解
释，因为“罐子”里资源有限，要求里面的动植
物不能占用过多空间。首要条件就是“个子
小”。其次，由于月球表面低重力、强辐射、高温
差等极端条件限制，要求动植物能耐高温、耐
冻，且能抗辐射和抗干扰。从生物多样性上考
虑，选择了低温和高温的物种都试一试。

本次筛选除了实现在月球表面环境下植
物种子发芽和幼虫成长的最低目标，更重要的
是基于未来进一步开展太空生物学研究的长
远考量，而这也是为以后人类进入月球乃至地
外星球生存提供保障。粮、棉、油是人类赖以生
存的最基本需求，马铃薯是大家熟悉的食物，
很有可能是以后太空的主食。油菜作为重要的
油料作物，是太空食物中不可或缺的油料保
障。拟南芥、果蝇、酵母，因其作为全球科学家
研究生物的模式物种，生长周期短，能够在短
时间内展示完整的生命过程而得以入选，便于
研究生物生长发育和代谢规律。

嫦娥四号生物科普试验载荷内搭载了棉花嫦娥四号生物科普试验载荷内搭载了棉花、、
油菜油菜、、土豆土豆、、拟南芥拟南芥、、酵母和果蝇酵母和果蝇66种生物种生物，，均均
放置于密封的生物科普试验载荷罐内放置于密封的生物科普试验载荷罐内。。载荷载荷
传回的照片显示传回的照片显示，，棉花成功发芽棉花成功发芽

““此次生物科普试验载荷已初步实此次生物科普试验载荷已初步实
现人类首次月面生物试验现人类首次月面生物试验，，对人类对人类
今后建立月球基地提供研究基础和今后建立月球基地提供研究基础和
经验经验，，具有重大意义具有重大意义。”。”

解密

第一芽
月球 还原

第一芽
月球 揭秘

月球
第一芽
意义重大

月球第一芽
内部搭载了棉花、油菜、土豆、拟南芥、

酵母和果蝇6种生物，均放置于密封的生
物科普试验载荷罐内。

罐内除了6种生物，还有18毫
升水，和土壤、空气、热控以及
两个记录生物生长状态的
相机，总重量为2.608
公斤。生物生长空
间为1升左右。

嫦娥四号
生物科普试验载荷罐

本组稿件据
新华社、科技日报

嫦娥四号生物科普试验载荷传回的照片显示，棉花的种子有发芽的迹象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