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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4月 3日下午，新乡市一名年轻
女孩将两箱礼品放在消防队门口后悄然离
去。站岗消防员在女孩儿留下的字条上看到
了这样的话，“谢谢你们！每次出任务请务必
保护好自己，平安归来。新乡人民爱你们！”消
防员们都深受感动。

新乡女孩给消防队员送酸奶
留下暖心字条

4月3日18时35分，
新乡消防微博首发相关报
道。此后，新华社、新浪河
南、梨视频、天天正能量等多
家媒体转发相关报道。截至
4月10日15时，视频播放量
达646.4万次。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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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9日 19时 15分，
时间视频微博首发相关报
道。此后，梨视频、中华全
国学联微博转发相关报
道。截至4月10日15时，
视频播放量达57.1万次。

传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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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王怡然

融媒工作室 出品

新闻事件：4月 2日，新乡一所高校的保洁
阿姨马淑婷突然晕倒，几名同学发现后，立即
用手臂拼成“临时担架”，迅速将其送往校医
院。经检查，马淑婷是因低血糖导致晕倒，目
前已无大碍。

如此的温暖
别样的感动

保洁阿姨晕倒
学生组合“手臂担架”送其就医

新闻事件:4月 2日，南阳的杨先生发现自
己的汽车被剐蹭，车窗上留有一张字条。原
来，一名学生晚上放学时骑电瓶车不慎撞到汽
车，当时找不到车主，第二天该学生又来到车
前留下联系方式。杨先生很感动，认为学生有
担当，最终决定不用赔偿。

学生剐蹭汽车留字条道歉
车主感动不要赔偿

4月5日15时，时间视
频微博首发相关报道。此
后，人民网、环球时报、新京
报、河南日报等多家媒体微
博转发相关报道。截至4
月10日15时，视频播放量
达331.5万次。

传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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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暖焦点

五大洲华人纷纷点赞

“好活动！我会转给身边更多人，让他们也参加。”在加拿大温
哥华工作的钟女士和在德国求学的张同学，不仅自己参加，还准备
发动身边朋友积极参与。

在国外求学的河南手机报网友虽然学习很忙，但对参与河南手
机报举办的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活动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网友张
女士的儿子在英国求学，她替儿子给手机报留言：“等儿子忙完考
试，就让他参加活动，他有好多话想对祖国说。”

此外，还有很多网友为该活动点赞，并在微信朋友圈转发。旅日
著名诗人田原在朋友圈积极转发并称：“希望更多人参与进来，支持！”

国企驻外机构积极支持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和中国一拖集团相关工作人员在微信朋友
圈看到该活动后也积极支持：“这个活动有意义！正好集团在澳大
利亚的负责人回来了，一起好好组织拍摄一个。”“准备找个口才好
的一起拍。这样的活动对我们企业驻外工作人员的精神风貌是一
个很好的展示机会。”③8

神秘天体黑洞终于被人类
“看到”了。数百名科研人员参与
合作的“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
10日在全球多地同时召开新闻
发布会，发布他们第一次拍到的
黑洞照片。

照片“主角”是室女座超巨椭
圆星系M87中心的超大质量黑
洞，其质量是太阳的 65亿倍，距
离地球大约5500万光年。照片
展示了一个中心为黑色的明亮环
状结构，看上去有点像甜甜圈，其
黑色部分是黑洞投下的“阴影”，
明亮部分是绕黑洞高速旋转的吸
积盘。

人类获得的首张黑洞照片
10日面世。这一重大科学成果
由全球多国科研人员历经数年合
作完成。那么，拍到黑洞照片有
多难？中国又发挥了什么作用？

在“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
中，中国科学院天文大科学研究
中心（国家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
和上海天文台）参与了位于美国
夏威夷的东亚 JCMT望远镜对
黑洞的观测，多名中国学者是此
次黑洞照片相关论文的作者。

不过，中国天文学界清醒地
认识到目前的“参与者”角色。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薛随
建指出，这次“算是重在参与”，但
为在相关科研领域“机制性参与
国际合作组织、逐渐发挥越来越
重要作用，做出了良好的示范”。

回顾与国际同行共同拍出人
类首张黑洞照片的经历，中国科
学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路如森
说：“作为长期深度参与‘事件视
界望远镜’国际合作的中国研究
人员，我觉得这张黑洞照片是科
学共同体的努力结果。科学对人
类发展至关重要，人类的科学共
同体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
组成部分。”

探无止境
中国拍摄黑洞的探索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丁洋涛

进 入 城 市 发 展
快车道的新一线城
市郑州，人才需求不

断扩大。近日，58同城招聘研究院发布
《2019年一季度人才流动报告》，报告显
示，北上广深依旧是求职需求最旺盛的
城市，杭州、郑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求
职热度上升迅速，薪资涨幅也较快。其
中，郑州今年一季度招聘需求较去年同
期增长 29.05%，招聘需求量排名第九，
在全国城市中同比增幅最大。

根据报告，今年一季度，企业招聘需
求量前十名的城市依次为广州、成都、深
圳、北京、上海、重庆、杭州、武汉、郑州、
东莞，一线城市仍是招聘需求最大的地
方。其中，企业招聘需求量最大的城市
为广州，同比增长24.95%。

郑州市正在推动实施人才战略、就业
和落户支持、安家优惠等系列政策，对人
才的吸引力持续增强。业内专家表示，市
场人才需求走向，反映出城市产业景气程
度和发展趋势，城市企业招聘需求的增加
直接彰显了城市发展活力的增强。③8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以前没有来过南
阳，没有想到南阳的文化这么厚重、景色这么优
美、发展得这么快。”4月 10日，虽然已经离开
了南阳，但提起对南阳的印象，北京电影学院的
视频拍摄导演宋靖依然兴奋不已，“希望以后还
能有机会再到南阳，再参加类似的活动。”

宋靖所率领的北京电影学院团队是参加此
次全国短视频南阳邀请赛的9支队伍中第一个
奔赴“赛场”的。3天时间内，他们一头扎进了镇
平县石佛寺镇，融入了全国最大的玉石市场。
至于内容，团队的4个人众口一词：“保密！”

无独有偶。第二支参赛团队——浙江日
报报业集团所属的浙视频选择的也是石佛
寺镇。浙视频的年轻领队王建龙决心要走出
一条新“辙”：“放心！我们肯定不会和他们拍
的一样，力争给大家多呈现出石佛寺镇的精
彩侧面。”

来自东道主大河报豫直播的豫视频团队直
接沿着高速去了内乡。至于他们是拍中国目前
保留最完整的古县衙——内乡县衙，还是到宝
天曼去探究这个“中国北方植物的标本库”，现
在也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相信他们会给观
众呈现精彩大作。

10日，还有 3支队伍联袂加入战团，他们
分别是央视新闻、梨视频和秒拍。央视新闻选
的参赛选题是南阳的美食代表牛肉汤和方城生
炝烩面，秒拍的目标则瞄准了诸葛亮躬耕地卧
龙岗，梨视频计划直奔西峡老界岭。

从 11日开始，还有澎湃视频、人民视频、
二更陆续抵达拍摄地。他们有的是去南阳卧
龙高铁站，想亲身感受南阳人民迎接高铁时代
的急切心情和饱满干劲；有的则要远赴桐柏，
看千里淮河如何从涓涓细流成长为碧波东
流。澎湃新闻选定的拍摄地是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渠首，要看南阳人民如何千方百计地确保
一池碧水永续北送。

据业内有关人士介绍，这次来南阳拍摄的
9支团队都是国内一流的短视频团队，相信通
过他们的镜头语言，最好的南阳一定能够得到
最精彩的呈现，再通过抖音等最火的平台传
播，南阳也一定能成为炙手可热的“网红城
市”。③9

一季度企业招聘需求出炉

郑州排名全国第九

短视频精英汇聚南阳
呈现最精彩的宛城

燃！“我在外国看祖国”微视频大赛启动

4月 10日河南手机报（早报）刊发的《“我在外国看祖国”微视频大赛等您

“拍”》的消息，在微信群、朋友圈被大量转发。截至目前，已有众多来自北美

洲、欧洲、大洋洲、非洲和亚洲的河南手机报网友和国企驻外机构表达了明确

的参与意愿。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韵杰 刘克军

20192019 年年 44 月月 1010 日日，，人类终于得人类终于得

见黑洞的真容见黑洞的真容！！

这张照片这张照片，，证实了神秘天体黑证实了神秘天体黑

洞的存在洞的存在；；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使得爱因斯坦使得爱因斯坦

的百年猜想终得检验的百年猜想终得检验！！

人类揭秘宇宙的速度从未像今人类揭秘宇宙的速度从未像今

天这么快天这么快，，但速度的背后却是百年但速度的背后却是百年

的积累的积累、、沉淀与等待沉淀与等待。。

为了这一为了这一““眼眼”，”，人类等了人类等了 100100 多多

年年。。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到到

惠勒的惠勒的““黑洞黑洞””概念概念，，再到霍金的再到霍金的““黑黑

洞理论洞理论””……已故的科学大师虽未……已故的科学大师虽未

亲眼得见黑洞真容亲眼得见黑洞真容，，但他们的猜想但他们的猜想

却激励着后人不断求解却激励着后人不断求解，，把他们的把他们的

理论付诸实践理论付诸实践。。

为了这一为了这一““眼眼”，”，人类插上了想人类插上了想

象的翅膀象的翅膀。。在电影在电影《《星际穿越星际穿越》》中中，，

黑洞黑洞““卡冈图雅卡冈图雅””是那深不见底的黑是那深不见底的黑

色中心与明亮立体的气体圆圈色中心与明亮立体的气体圆圈。。

为了这一为了这一““眼眼”，”，无数科学家仰无数科学家仰

望星空望星空、、低头演算低头演算，，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年复年复

一年一年，，只为花开的那一刻只为花开的那一刻。。全球全球 3030

多个研究所多个研究所 200200 多位科学家参与到多位科学家参与到

了一项庞大科学计划了一项庞大科学计划，，为联合世界为联合世界

各地的各地的 88 台射电望远镜台射电望远镜，，人类花费人类花费 1010

年年，，制图又耗费制图又耗费 22年年。。

为了这一为了这一““眼眼”，”，人类把创造力人类把创造力

和想象力发挥到了极限和想象力发挥到了极限。。由由 88 只只““眼眼

睛睛””组成的虚拟事件视界望远镜组成的虚拟事件视界望远镜，，北北

至西班牙至西班牙、、南至南极南至南极，，口径达到了地口径达到了地

球直径球直径。。这一这一““巨眼巨眼”，”，带领人类穿带领人类穿

越星空越星空，，从海量的数据中从海量的数据中，，去勾勒黑去勾勒黑

洞容颜洞容颜。。

探秘宇宙不能仅靠一国之力探秘宇宙不能仅靠一国之力。。

它需要自主创新它需要自主创新，，更需要人类的共更需要人类的共

同 努 力同 努 力 。。 对 于 这 样 一 个 大 科 学 计对 于 这 样 一 个 大 科 学 计

划划，，人类依靠通力协作人类依靠通力协作，，让黑洞露出让黑洞露出

真颜真颜，，以眼见为实的方式以眼见为实的方式，，证实了黑证实了黑

洞的存在洞的存在，，试图解答星系中的壮观试图解答星系中的壮观

喷流如何产生并影响星系变迁喷流如何产生并影响星系变迁。。

这一这一““眼眼”，”，虽然用了百余年虽然用了百余年，，但但

正是怀揣着揭开未知的梦想正是怀揣着揭开未知的梦想，，秉承秉承

科学探索的精神科学探索的精神，，让人类在探秘宇让人类在探秘宇

宙的征途上不断开启新的窗口宙的征途上不断开启新的窗口。。

探秘宇宙的伟大事业探秘宇宙的伟大事业，，始于梦始于梦

想想、、基于创新基于创新、、成于实干成于实干。。梦想不仅梦想不仅

支撑科学进步支撑科学进步，，更支撑人类一往无更支撑人类一往无

前前！！

今天今天，，当仰望浩瀚星空的孩子当仰望浩瀚星空的孩子

问你问你：“：“宇宙有黑洞吗宇宙有黑洞吗？”？”你可以自豪你可以自豪

地回答地回答：“：“看看！！这就是黑洞的样子这就是黑洞的样子！”！”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新华时评

一“眼”百年，一往无前

洞穿历史
人类关注黑洞的轨迹

英国科学家约翰·米歇尔在
1783 年首次提出，可能存在
引力强大到连光线也无法逃
离的“暗星”。

18世纪末
首次提出

美国天体物理学家约翰·惠勒
首次将“黑洞”作为一个科学
术语提出，这个词象征着它的
黑暗和神秘。

20世纪60年代
“黑洞”作为科学术语提出

堪称黑洞研究的一个小高峰：
引力波探测项目为黑洞的存
在提供了明确证据。科学界
普遍认为，黑洞是宇宙中最神
秘的天体，几乎所有质量都集
中在最中心的“奇点”处，其周
围形成一个强大的引力场，在
一定范围之内，连光线都无法
逃脱。这个边界称作“事件视
界”，本次发布黑洞照片的国
际组织，就叫做“事件视界望
远镜”项目。

2015年
黑洞研究小高峰

数百名科研人员参与合作的
“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 10日
在全球多地同时召开新闻发
布会，发布他们第一次拍到的
黑洞照片。

2019年4月 10日
拍到黑洞

凡在国外的游子，无

论您是在求学、创业还是

旅 游 ，均 可 拿 起 手 机 ，以

当地地标为背景，谈祖国

的成就，也可说一句对祖

国 的 热 情 祝 福 。 视 频 长

度 1 至 3 分钟，标注姓名、

所 在 地 点 、联 系 方 式 ，发

送至“抖音搜索#我在外

国看祖国#”或电子邮箱

hnsjb@126.com，也可以加

“我在外国看祖国”微信群

互动，我们将为您制作特

效，在千万大报河南手机

报和“新界”客户端刊发。

本栏照片来源：新华社、视觉中国、NSF官网 文字均据新华社

图为位于美国的“事件视界望远
镜”项目观测点。

这是人类拍到的第一张黑洞照片

黑洞如何“被看见”

爱因斯坦提出真正“预见”黑
洞的广义相对论。但连爱因
斯坦也曾经不相信黑洞真实
存在。

1915年
“预见”黑洞的广义相对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