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国际

2015 年 9 月 30 日
责编 杜思龙 美编 张峰 邮箱 dhgj@live.cn

A16

印尼高官说欢迎中国高铁方案
日本内阁表示“极为遗憾”
日本媒体 29 日报道，印度尼
西亚官员当天告知日方，印尼雅
加达—万隆高铁项目不打算采用
日方提出的方案，而倾向于中国
方案。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当
天在日本与印尼总统特使、国家

新闻
分析

发展规划部长索菲安·查利尔会
晤。
《朝日新闻》报道，索菲安向日
方转达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的
态度，即按照中方提交的新方案，
印尼政府将不必为这项高铁项目
承受财政负担或提供债务担保，
因而印尼方面“欢迎中方提案”。

日本时事社、
《每日新闻》等媒体
也作出类似报道。
对这一信息，菅义伟表示“极
为遗憾”。
据新华国际客户端了解，雅
加达—万隆铁路设计全长大约
145 公里。按照最初设想，高铁

建成后，两地间通行时间将由 2
至 3 小时缩短为大约 36 分钟。中
方和日方都向印尼方面提交了方
案。但是，印尼政府 9 月 3 日宣
布，改变原计划，线路时速降为
200 至 250 公里。同时，印尼方
面退回了中方和日方的方案，但

是欢迎两国提交新方案。
印尼方面表示，按照新规划，
线路速度虽然略有降低，但是造
价大幅减少。总统佐科说，这条
铁路的建设应完全商业化，印尼
政府将不会出资或提供担保。
新华社

火星液态水缘何是重大科学发现

百 年 前 ，天 文 学
界把描述火星沟渠的
意大利文“水道”错译
成英文“运河”，曾引
发有火星人存在的美
丽误会。百年后，美
国 航 天 局 预 告 28 日
发布火星重大科学发
现，再次引发火星人
联想。但 28 日来了，
重大发现却只是火星
表面有液态水活动的
“强 有 力”证 据 。 不
过，关于火星有水的
猜测已经不是什么新
话题，证明有液态水
的存在究竟有何意
义？美国航天局为什
么把火星液态水称为
重大科学发现？这一
发现又会对下一步人
类登陆火星计划产生
什么影响？

[挑战] 人类踏足火星仍然困难重重
据福布斯网站报道，人类
要想踏足火星还有不少难关。
首先，要有成功发射从地
球到火星的重型运载飞行器的
方式。到目前为止火星发射任
务用过的火箭，最大载荷还不
到“阿波罗”登月时所用火箭运
载能力的一成。
其次，要有在通往火星的
漫长旅途中所需要的防护疾病

的措施。
第三，
要有不会导致登陆器
烧毁并避免以过快速度通过大
气层的方法，
以及一种适用于任
何敏感载荷的柔性登陆方法。
第四，要有封闭的居住环
境，
隔绝火星上的致命因素。
第五，要有足够的资源保
证登陆生物能够自我维持或者
获得不间断的供给）。

[人物] 最早发现者是个90后爱摇滚的博士生

火星上的“季节性斜坡纹线”在温暖的季节里出现，并随着温度上升而向下延伸，到了
寒冷季节就消失。光谱数据显示，条纹达到最大宽度时便出现水合盐矿物的光谱信号。
卢恩德拉·奥杰哈

[意义 1] 火星有水意味着有生命存在的可能
首先，就像美航天局副局长
及火星几十亿年前也曾拥有海
格伦斯菲尔德所言，这意味着今
洋、湖泊乃至雪山的证据。现在
天的火星不是我们想象的死寂
人们终于发现在火星赤道附近，
星球，
而是有生命存在的可能。
时不时有着液态水流动。
火星是太阳系中各方面“条
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在接受
件”最接近地球的一个行星，无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评价，
“ 这是
论从星球形态、自转时间、公转
一次重要发现”。过去，人类对
速度、地轴角度等方面，都与地
火星的探测证明了火星在历史
球接近，因此，长期以来，人类对
上曾经有水存在，但这一次发现
“火星生命”一直存有想象。科
了有液态水流动的证据，而且是
学家向其发射了多个绕轨探测 “现在时”，
不是
“过去时”。
器和火星车，但此前只是在极地
就目前看来，火星上的生命
找到了水的固态形式——冰，以
更可能是小小的微生物，而不是

科幻小说里描述的小绿人。这
次发现火星上的液态水里含有
盐分，
微生物能在其中生存吗？
美国航天局没有完全排除
这种可能性，不过格伦斯菲尔
德坦言：
“ 如果我是火星上的微
生物，我可能不会生活在（这些
水流）附近，我可能会生活在更
南或更北一点，生活在火星地
表之下深处，那些地方有更多
的淡水冰川。我们猜测有这样
的地方存在，我们确实也有一
些证据。”

[意义 2] 它可供未来登陆火星的人类使用
其次，
液态水的存在，
意味着
它可供未来登陆火星的人类使
用。美国航天局现在的工作重心
就是，
在本世纪 30 年代把宇航员
送上火星。如果火星上没有水，
那么就要宇宙飞船运送，其代价
之高昂可以想象。格伦斯菲尔德
说：
“这些观测结果使我们更清楚
地认识到，火星拥有可供未来旅
行者使用的资源。
”
人类的生存也离不开氧气，

这个资源在火星上却很稀缺。但
有了液态水，就可以用它来分解
出氧气，所以它也解决了人类吸
氧的供应问题。甚至，水分解成
的氧气和氢气可作为火箭燃料。
总之，
火星有液态水，
将降低未来
探索任务的成本，增加人类在这
个红色星球上活动的
“弹性”
。
火星上的液态水能用来种
植庄稼吗？格伦斯菲尔德的回
答是：不太可能。
“就像登珠穆朗

玛峰，人们在山谷还能看到很好
的绿植，但到了高处就看不到
了。火星大气就像珠穆朗玛峰
3 倍高的地方那样稀薄，所以火
星上种庄稼比较难，但人们可以
建能充气的小型温室来种植。”
有科学家称，建立温室，创
造适合植物生存的土壤，利用火
星大气层的二氧化碳，再补充水
和氧气，实验性种植在技术上应
该不是重大难题。

在火星上发现液态水存在
的是科学家卢恩德拉·奥杰哈，
他来自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25 岁，是一名博士生，酷爱摇
滚乐，预计明年才毕业。他业
余时间喜欢玩摄影和摇滚。奥
杰哈 2011 年开始对火星勘测
轨道器拍摄的高清图像中一些
陨坑坑壁上出现的暗色条纹开
展研究，那时还是一名亚利桑
那大学的本科生。他率先发现
火星上液态水的迹象，甚至早
于 NASA 的一众科研前辈。
本次研究已经写成报告，9
月 28 日在《自然地球科学》上
发表，
奥杰哈是第一作者。

[回顾] 从猜测有水到证明花了近半个世纪
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火星
上可能存在的水就不断牵动
火星爱好者和天文学家的好
奇心。
2002 年，美国“奥德赛”火
星探测器上的 3 台伽马射线分
析仪发现，火星表面存在着大
量氢元素；2004 年，
“ 勇气”号
火星车在火星表面发现含水
矿物盐；2006 年，美国火星勘
测轨道飞行器在火星山丘斜
坡上发现可能是流动水形成

的手指状阴影条纹；2008 年，
美国“凤凰”号火星探测器在
火星上加热土壤样本时测定
出有水蒸气产生；今天，发现
了水合盐矿物的光谱信号。
从火星有水的猜测，到证
明有含水矿物盐的存在，到证
明有冰的存在，再到证明有含
盐液态水的存在，科学界花费
近半个世纪，逐渐求证出火星
不 是 一 个“ 干 燥 、贫 瘠 ”的 星
球。 据新华社、
中国日报等

[备战] 水下演练操控“火星车”

[意义 3] 为以后的火星探索提供更好的登陆地点
这一发现会为以后的火星
探索提供更好的登陆地点。就
在“好奇”号火星车正在攀登的
火星夏普山上，有一些类似液态
水存在的现象。美国航天局已
萌生派“好奇”号前去探索的想
法，不过爬坡对火星车而言是一
个艰巨任务，此外不能排除“好

奇”号没有被彻底消毒、还携带
地球微生物的可能性。
那么发现液态水存在的证
据距离我们火星移民还有多远？
格伦斯菲尔德无法给出具体时
间，
只是说还要
“很多、
很多年”
。
但没有外星人的“重大科学
发现”还是引起许多人的不满。

一些科学家在社交媒体上留言
说，美国航天局的“噱头”引起人
们对火星的极大关注，只能说今
天
“对太空而言是一个好日子”。
无论如何，这至少对美国航
天局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时间点，
因为该机构全力支持的大片《火
星救援》本周即将上映。

本月中旬，在法国南部城市马赛，一名身穿太空服的潜水员
在泳池内进行操控
“火星车”
（地外天体漫游车）的训练。
这项水下操控训练是为了将来在月球或火星上的探索项目
做准备。这台“火星车”由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制造，潜水员
可通过计算机在水下对其进行操控。
新华/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