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人员称，他们现在很难确
切预测十年后将如何研究这些样
本，但他们希望能发现火星上过去
或现在存在生命的迹象。去年，“好
奇”号火星车发现了两个富含有机
大分子的地点，但它搭载的仪器不
能鉴别出这些分子究竟源于生命
还是由地质过程产生。

西班牙马德里天体生物学中心
的玛丽亚-帕扎·佐尔扎诺也参与了
MSR科学优先事项的认定工作。她
说，地球上的科学家可以分析来自耶
泽洛陨石坑中的样本中同样材料内的
碳同位素，以确定其是否源于生命。

如果没有在样本内发现任何生
命存在的迹象，科学家想知道具体
原因。麻省理工学院行星科学家本
杰明·魏斯问道：“是因为火星不宜
居？还是因为生命并没有产生过？”

科学家认为，数十亿年前，随着
内核变冷，火星失去了自己的磁场，
大气因此逃逸，火星表面变得寒冷干
燥，并遭受强的太空辐射的“侵蚀”。
通过收集不同样本的数据并测量它
们的古磁场以及它们形成的环境，他
们可以验证上述理论是否正确，以及
如果上述情况属实，那么是否由于火
星在很早之前就变得不宜居，以至于
生命从来没有开始过。

为更好地了解火星，人类真是费
劲了心思。“好奇”号、“洞察”号，以及

“火星采样任务”中那些将陆续拜访
火星的火星车、着陆器等，在火星上

“你方唱罢我登场”，给荒凉孤寂的火
星增添了几分热闹和喧嚣。

佐尔扎诺说，随着人类探索
火星的热情与日俱增，研究这一
行星原始状态的机会变得日益渺

茫。她说：“如果我们现在不介入，
我们会错过这个独特的时刻。”

郑永春对此也深表赞同，他
说：“随着世界各国对火星探测的
兴趣日益增加，会有越来越多航天
器登陆火星。”

以2020年的火星发射窗口为例，
就将有美国、印度、阿联酋以及欧洲
和俄罗斯合作的“火星太空生物”计
划的火星车发射；中国的火星探测器
也将发射升空，并将实现环绕火星、
登陆火星、火星车巡视勘察等任务。

郑永春略带忧心地指出：“这势
必会威胁火星现有的原始状态，甚至
还有可能把地球上的生命带到火星
上。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后即便科学
家在火星上找到了生命或生命的‘蛛
丝马迹’，也很难区分它们到底是不
是地球上带过去的。” （科技日报）

希望发现火星上生命存在的证据

为什么要进行火星采样任务？郑
永春解释说，在太阳系内，火星是与
地球环境最为相似的星球，也是唯一
有可能实现大规模移民的星球。目
前，除了极少数火星陨石外，人类只
能借助航天器进行遥感和原位探测。

虽然，人类在火星陨石中发现
了有机物，在大气层中检测到了甲
烷，但目前火星上是否仍然还有生
命？火星上是否曾经繁衍过生命？
这些问题依然没有答案。而要想回
答这些问题，只能寄希望于火星样

本的研究。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空间科

学家安德鲁·科茨说：“火星采样任
务将是太空探索领域最重要的任
务之一。”

据《科学》杂志报道，欧洲航天
局（ESA）22个成员国的部长将于
近日齐聚西班牙塞维利亚，通过该
机构未来三年的预算方案。ESA载
人航天与机器人探索总监戴维·帕
克说，他打算在会议上要求为MSR
任务头几年以及将于明年发射升

空的“火星太空生物”计划（Exo-
Mars）的火星车提供6亿欧元资助。
他有信心能如愿以偿。

NASA则希望在特朗普政府向
国会提交的2021年预算案中出现
MSR任务的“身影”。该机构火星探
测科学家迈克尔·迈耶认为，现在我
们拥有一大批研制和操控火星车的
科学家和工程师，执行这一任务恰
逢其时；此外，我们也拥有一组仍然
在正常运行的火星轨道器，可提供
中继通信，“万事皆已具备”。

尽管如此，MSR
任务负责人、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的
布莱恩·穆尔黑德
说：“这一火星采样
任务也和将人类送
往月球一样复杂。”

郑永春介绍道，火星采样返回
任务非常复杂，要分为采样、取样、
交接、返回四个步骤。目前，美国在
火星着陆方面的技术已经基本成
熟，明年发射的火星车将采集火星
岩石和土壤样本，并封装在样本管
内；而2028年发射的另一辆火星车
要把散落在火星表面的这些样本收
集起来，封装在一个密封球体内，这

个任务耗时很长，也很不容易。
郑永春继续强调说：“特别困难

的是，火星采样返回任务，要在火星
上自动发射火箭进入火星上空，与轨
道器进行交会对接。这些任务在地球
上有人参与的情况下，都是风险很高
的技术，而要在火星上无人参与的情
况下实现，难度就更大了。”

返回火箭研发负责人、NASA
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的安吉·杰克
曼也表示：“让样本离开火星并非
易事，这将是人类首次从另一颗行
星发射火箭。”

此外，据《科学》杂志报道，为使
用最少的燃料样本送回地球，ESA
希望借助离子推进器来推动地球

返回轨道器。离子推进器将利用太
阳能电池板产生的电能驱动离子，
产生可持续数月的平稳脉冲，从而
推动航天器前进。ESA的“贝皮·科
伦坡”水星探测器正在使用这一方
法前往水星。欧洲航天局MSR负责
人桑杰·维杰德拉姆说：“离子推进
有缺点，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利用
欧洲现有技术完成这一任务。”

至于70亿美元的费用问题，郑永
春表示：“阿波罗登月当时用了200多
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美元。
现在仍在火星上执行任务的‘好奇’
号火星车，耗资26亿美元。所以，如果
能否实现火星采样的话，70亿美元实
现人类历史第一次，并不算很多。”

火星采样任务“万事皆已具备”

分采样、取样、交接、返回四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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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70亿美元 分四步走

美欧下个
目的地

韩日外长同意
力促下月首脑会晤

韩国和日本官员 23 日同意尽力
促成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下月会面。

首脑会晤可期

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与日本外
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在日本名古屋出
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期间会面35分钟，
会后作上述表态。前一天，韩国政府推
迟终止韩国与日本签订的《军事情报保
护协定》，同时暂停就日本对韩采取出
口 管 制 措 施 诉 诸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WTO）。分析师认定，韩方做法为韩日
磋商解决双边贸易争端赢得更多时间。

康京和在回答一名媒体记者有关
韩日首脑近期是否可能会晤的提问时
说：“我和茂木敏充会面期间谈及（推
迟终止《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一事，我
们同意相互协调，让峰会变为可能。”

共同社报道，如果峰会成行，那将
是文在寅与安倍自去年9月在美国纽
约会晤后的首次正式会谈。

深层矛盾难解

韩日外长会面期间，康京和欢迎
两国贸易官员开始对话，敦促日方立
即取消对韩方出口管制。就推迟终止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和两国就出口管
制议题恢复对话，康京和说，这可以说
取得“一点点突破”。

“我们为作更多有针对性的讨论
赢得了时间，”她说，“但（我们没有）多
少时间。”

日本政府7月4日针对韩国施行
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和高纯度氟化氢
出口管制，8 月不再把韩方列入获得
贸易便利国家的“白色清单”。韩方认
定，日方不满韩方法院裁决日本企业
赔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日方强征
的韩国劳工，以经济手段报复。韩方采
取多项应对措施，包括诉诸世贸组织。

但有关被强征韩国劳工赔偿问
题，双方没有取得进展。茂木重申日本
政府的立场是“依据 1965 年《日韩请
求权协定》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康京
和则重申韩方一贯立场，即尊重司法
判断，政府无权干预。康京和在会谈结
束后表示，双方在该问题上分歧较大，
但都认为有必要继续就此进行讨论。

韩国法院去年相继判处日本企业
赔偿日本殖民朝鲜半岛期间强征的韩
国劳工。日方依据《日韩请求权协定》认
定劳工索赔事宜已经解决，指认韩方违
反国际法，日韩关系继而持续恶化。

茂木警告，如果劳工案原告获准
变卖日本企业在韩国境内遭冻结的资
产，日韩关系可能滑向“更艰难境地”。

分析师认定，韩日贸易摩擦及后
续就《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角力的深层
次原因在于，双方长久以来在日方强
征劳工和“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的矛
盾难以化解。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
所研究员宫家邦彦说，只要两国间的
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今
后恐怕难以避免出现类似纠纷。

（新华社）

由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和欧洲航天局（ESA）共
同设计的“火星采样返回”（MSR）
任务现已敲定：耗资70亿美元，分
四步走，从火星上采集约600克样
本送回地球

在太阳系内，火星是与地球环
境最为相似的星球，也是唯一有可
能实现大规模移民的星球。目前，除
了极少数火星陨石外，人类只能借
助航天器进行遥感和原位探测

唯一

敲定

从行星科学的角度来看，火星宛如地球的“孪生兄
弟”：它们的形成时间、内部结构，乃至形成初期的环境
都极相似。但在随后几十亿年间，这对“兄弟”却分道扬
镳：地球生机盎然；火星却荒凉死寂。

火星为何会遭遇如此凄惨的命运？火星上是否曾有
生命出现？是让很多科学家辗转反侧的谜团。科学家一
直希望能从火星采回样本，进行研究，揭示火星的“前世
今生”，解开这些谜团。多年酝酿，终于即将实施。

据美国《科学》杂志网站近日报道，由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和欧洲航天局（ESA）共同设计的“火星
采样返回”（MSR）任务现已敲定：耗资70亿美元，分四
步走，从火星上采集约600克样本送回地球。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博士表示：
“2019年是阿波罗登月五十周年，火星采样任务在某种
程度上可与阿波罗计划相比拟。” 玻利维亚国会

确认10月总统选举无效
玻利维亚国会 23 日通过一项法

案，确认 10 月总统选举结果无效，排
除辞任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再次参选
可能。

法案23日在国会表决通过，认定
总统选举结果无效；禁止先前出任两
任总统的玻利维亚人再次竞选总统。
莫拉莱斯实际受到排除。

莫拉莱斯所属政党“争取社会主
义运动”多名议员告诉路透社记者，这
一党派将推荐新候选人。

路透社报道，法案通过意味着出
现化解政治危机的“重大突破”。法案
将在反对派推举的“临时政府”领导人
珍尼娜·阿涅斯24日签署后生效。

玻利维亚10月20日举行总统选
举，莫拉莱斯胜选。缘于计票争议，莫
拉莱斯失去军方和警方领导人支持，
本月 10 日宣布辞职，12 日抵达墨西
哥避难。

莫拉莱斯是玻利维亚首名印第安
人总统，两次连任，在任将近14年。

莫拉莱斯辞职触发玻利维亚政局
动荡。他的支持者走上街头，抗议反对
派议员阿涅斯出任“临时政府”领导
人。10 月下旬以来，抗议者与军警冲
突致死至少30人。

由于选举委员会成员在 10 月总
统选举中受到“违规”指认，国会议员
23日同意重新组建选举委员会。

法案没有明确下次总统选举日
期。只是，众议院 23 日通过一项修正
案，规定选举委员会选出领导层之后
120天内举行总统选举。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选举委
员会有20天时间确定领导层，因而预
期玻利维亚需要在140天内举行总统
选举，即不晚于2020年4月12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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