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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下JIANGXI DAILY4 2022年 11月 25日 星期五

■ 责任编辑 谢彤宇 张建华

联合国/中国空间探索与创新全球伙

伴关系研讨会 24 日闭幕。研讨会期间，我

国深空探测的成果与未来规划再次成为热

门话题。

未来探月工程还有哪些亮点？火星探

测会进行采样吗？深空探测还有哪些重点

任务？围绕本次研讨会相关议题，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

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

到月球找水、建科研站、修互
联网……未来要在月球干三件事

记者：我国探月工程已圆满完成“绕、

落、回”三步走目标，未来在探月方面还将

有哪些“大动作”？

吴伟仁：在未来 10 至 15 年，我们国家

准备在月球上干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我们

现在准备实施的探月工程四期，规划包括

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任务。嫦

娥六号准备在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如果成

功了，会是人类的又一次壮举。

2020 年底，嫦娥五号采样返回，从月球

正面采回 1731 克月壤。我们希望嫦娥六号

从月球背面采集更多样品，争取实现 2000
克的目标。

嫦娥七号准备在月球南极着陆，主要

任务是开展飞跃探测，然后是争取能找到

水。在月球南极有些很深的阴影坑，我们

认为很可能是有水的，只不过它终年不见

阳光。如果见了阳光，水就挥发了。因为

终年不见阳光，那里的水就可能以冰的形

式存在。我们希望嫦娥七号着陆以后，能

够飞跃到这一到两个阴影坑里面去现场勘

查，看能不能找到水。

嫦娥八号准备在 2028 年前后实施发

射，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将会组成月球南极

科研站的基本型，有月球轨道器、着陆器、月

球车、飞跃器以及若干科学探测仪器。一方

面是找水，还有一方面就是探测月球南极到

底是一种什么状态，以及它的地形地貌，它

的环境还有什么物质成分，这是我们月球南

极科研站的基本型的重要任务。

在月球上要干的第二件事，是与其他

国家开展国际合作，在 2035 年前建成国际

月球科研站。我们想动员大家和我们联合

起来，进行联合设计、联合勘察、数据共享、

共同管理。

我们要干的第三件事，是以月球为主要

基地，建立集数据中继、导航、遥感于一体的

月球互联网。这些形成一体化后，可以对月

球上的一些资源和探测器实行有效管理。

如果再往后面延伸，火星也可以像这样。

重型运载火箭助力我国行星
探测工程

记者：天问一号陆续传回的火星影像

备受社会关注，未来我国行星探测工程有

着怎样的规划？

吴伟仁：我国行星探测工程现在是以

火星探测为主，计划在未来 10 年到 15 年，

对火星上的土壤进行采样返回。

此外，还准备开展木星系及天王星等行

星际探测。未来还将开展太阳探测，以及太

阳系边缘探测。我们希望能够发射中国的探

测器，走到太阳系边缘地区，看看太阳系边缘

地区太阳风和宇宙风交汇的地方是什么样。

要实现火星采样，要把人送上月球、送

上火星，都要靠运载火箭。我们计划研制

一种更大推力的运载火箭。长征五号是目

前我国最大推力的运载火箭，现在研究的

重型运载火箭推力能够达到 4000 吨，是长

征五号推力的约 4 倍，这已列入我国深空

探测的日程表上。

运载火箭在整个深空探测任务中的分

量很重，作用也很大。可以说我国火箭的

运载能力有多大，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

未来既要对小行星采样 还要
对小行星防御

记者：除探月与探火外，我国在深空探

测领域还有哪些重点工程？

吴伟仁：小行星探测也是重要工程，我

国计划在未来 10 至 15 年开展小行星采样。

这个过程很有趣，因为小行星太小了，探测

器不能像在月球那样着陆，要慢慢挨上去，

再在它上面采样，带小行星样品回到地球，

这样我们就知道小行星是由什么组成的。

此外，我国还准备开展小行星防御任

务。如果小行星撞击地球怎么办？我国正

在制定这方面的发展规划，对小行星进行

探测、预警。如果预测它轨道出了问题，将

会进行在轨处置，最后再进行救援。我们

总结为“探测、预警、处置、救援”八字方针，

这是我们国家的整体规划。

具体是怎么处置呢？假如我们现在准

备实施一次对小行星的防御任务，它从火

星意外飞过来了，这个过程我们预测了它

会对地球造成严重威胁，就先要发射探测

器对它进行探测，探测后确定它的轨道，然

后再根据探测情况发射一个撞击器，从而

改变它的轨道。

打造构建外空领域人类命运
共同体

记者：您对我国深空探测领域国际合

作有何展望？

吴伟仁：此次联合国/中国空间探索与

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上，我们要向世

界介绍中国未来的航天政策与规划，让全

世界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方便大家一起

合作。同时我们也想倾听国际上其他国家

的声音，了解他们未来在空间探索领域准

备干什么，共同探讨研究未来如何发展，一

起加强合作。

此前，我们的嫦娥三号、嫦娥四号、嫦

娥五号都开展了国际合作，目前的国际合

作主要是集中在科学仪器的搭载，或是联

合开展一些科学研究，探测出的科学数据

大家共同研究、共同发布、共同撰写文章，

对外阐述我们的科学发现。

后续我们希望能够开展更高层面、更大

领域、更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因为深空探

测、行星探测、月球探测，这些都是全人类的

事情。我希望未来在国际月球科研站里面，

有更多国家一起参与进来，共同打造地月空

间或者行星际空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记者 宋晨、胡喆

（新华社北京11月 24日电）

探月探火 走向深空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展望未来中国深空探测前景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张泉、高维祺）由第二次

青藏科考队“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碳循环”科考分队自主研

发的“贡嘎”大气碳反演系统日前通过“全球碳计划”认证，

为国际碳收支评估提供中国系统与中国数据。

记者从 23 日举行的第二次青藏科考“气候变化与碳循

环”主题学术交流活动上获悉，“贡嘎”凭借其优越的反演精

度，成功进入“全球碳计划”四大先进系统行列。

“全球碳计划”是专门致力于全球碳循环研究的国际非

政府组织，过去 10 多年来每年公布主要温室气体的全球收

支 报 告 ，其 成 果 是 联 合 国 政 府 间 气 候 变 化 专 门 委 员 会

（IPCC）第五、第六次评估报告以及国际气候变化政策制定

的科学基础。

据介绍，大气碳反演是指根据可获取的二氧化碳浓度

观测数据，反推(或者估算)全球或区域的碳排放与吸收量，

是开展国际碳收支评估的关键环节。此前，由于缺乏自主

研发的碳收支评估模式，我国科学家在“全球碳计划”中主

要扮演基础数据贡献者的角色。

未来，科考分队将构建全球-全国-青藏高原“贡嘎”多

要素反演体系，深度参与国际合作，努力在国际碳收支盘点

中做出更大贡献。

近年来，美国一些人掀起一股抹黑、阻

挠中美科技和人文交流的逆流。少数政客

持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鼓吹“人才脱

钩”。然而这种“人才脱钩”是否会如其所

愿打压中国的竞争力？最终又会伤害谁？

中国：人才吸引力日益增强

在前不久举行的“2022 深圳全球创新

人才论坛”上，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颜宁表示，已向普林斯

顿大学提交辞呈，将全职回国协助创建深

圳医学科学院。

除颜宁外，近些年已有多位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海外科技人才回流国内。今年 4
月，著名数学家丘成桐从哈佛大学退休，全

职任教清华大学。亚裔美国学者论坛今年

9 月发布数据称，2021 年就有 1400 多名美

国华人科学家放弃美国学术机构或公司职

位回到中国，比前一年增加约 22%。

英士国际商学院、美国波图兰斯研究

所和新加坡人力资本领导力研究所 11 月联

合发布的《2022 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报

告显示，中国排名继续上升到第 36 位，为历

年新高。

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此前发表署

名文章说，中国“海归”呈平稳增长态势，将

在创新创业、技术突破、民间外交等方面发

挥更大作用。

中国教育部数据显示，2012 年以来，中

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中超过八成完成学业

后选择回国发展。

美国：打压华人学者带来
“寒蝉效应”

中国对海外华人学者的吸引力日益提

升，而美国正因肆无忌惮打压华人学者而

“失去人心”。

在亚裔美国学者论坛报告中，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谢宇与

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合作者对 1304
名目前受雇于美国大学的华人科学家进行

调研后发表报告指出，在所有五个心理指

标中，他们都显示了强烈的不安和恐惧。

研究发现，35%的受访者感到在美国不

受欢迎，72%的人认为作为一名学者感到不

安全，42%的人害怕从事研究；86%的受访

者认为跟 5 年前相比，更难招募到国际学

生；约 61%的受访者考虑离开美国，前往其

他国家从事研究。

这些负面效应很大程度源于美国特朗

普政府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该计划栽

赃抹黑华人科学家，引发学术界怨声载道，

今年早些时候被迫终止。

“过去，来自中国的移民科学家和工程

师抱怨，虽然他们做了很多艰苦工作，但总

体而言他们无法达到领导职位或者获得认

可，触到‘竹子天花板’。而在‘中国行动计

划’开展后，大部分在美华人科学家感受到

了潜在的联邦调查和起诉的‘寒蝉效应’，

并对他们在美职业的悲观前景有了新理

由。”谢宇等在报告结论中写道。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此前发表题为

《美国无法承担流失中国人才的后果》的文

章认为，将中国留学生全面排除在美国学

术和科研之外并非合理做法，有可能损害

美国的关键比较优势，即其研究实体和创

新生态系统的实力和活力。

“人才脱钩”是开历史倒车

近期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

物理实验室发表的一份关于美中理工科人

才“脱钩”的背景、政策及影响的报告指出，

中国留学生及研究人员至少以三种方式对

美国的竞争力作出贡献，包括大学收入、科

技创新以及国家安全。

面对少数人鼓吹“人才脱钩”，美国前驻

华大使博卡斯等许多知名人士斥责阻挠美

中人文交流等行径是“重回麦卡锡主义”。

美国《科学》杂志主编索普强调：“科学

进步依赖于协作，依赖于招募最优秀的人

才来解决重要的科学问题，依赖于把这些

发现传播给全世界。因此，将科学作为一

项与其他国家优秀人才开展的竞赛，作为

隐藏着不能广泛分享的秘密的竞赛，违背

了科学界的核心价值观。”

英国《自然》杂志近日援引美国国际教

育学会数据说，美国国际学生数量开始下

降，在 2020 至 2021 学年，研究生数量下降

12.1%，国际学者（特指博士后和访问学者）

数量下降 31%。

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

任梁正表示，当科学议题被“政治化”、国家

安全被泛化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学术独

立与自由受到挑战、科学家的职业信心受

到打击，而这从长远来看对科学事业的影

响是巨大的。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11月 24日电）

新华社南京 11 月 24 日电 （记者王珏玢、

张泉）记 者 从 中 国 科 学 院 紫 金 山 天 文 台 获

悉，我国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卫星“夸父一

号”近日获得太阳硬 X 射线图像，并对外发

布。这也是“夸父一号”升空后首次发布科

学图像。

据悉，这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以近地视角

拍摄的太阳硬 X 射线图像，其图像质量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夸父一号”首席科学家甘为群介绍，此

次发布的图像是对 11 月 11 日 1 时（世界时）

爆发的一个 M 级太阳耀斑的成像，由卫星载

荷硬 X 射线成像仪（HXI）拍摄。虽然还在测

试期，但成像效果已经非常优异，从中可以

识别出爆发细节和太阳的精细结构。

“夸父一号”卫星全称先进天基太阳天

文台（ASO-S），是一颗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

卫星，于 2022 年 10 月 9 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成功发射。卫星科学目标为“一磁两暴”，

即同时观测太阳磁场及太阳上两类最剧烈

的爆发现象——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并研

究它们的形成、演化、相互作用、关联等，同

时为空间天气预报提供支持。硬 X 射线成

像仪是卫星三大载荷之一，由中国科学院紫

金山天文台牵头研制，承担着“一磁两暴”中

观测太阳耀斑非热辐射的任务。

硬 X 射线成像仪载荷主任设计师张哲、

数据科学家苏杨介绍，“夸父一号”入轨一个

多月以来，硬 X 射线成像仪开展了各项在轨

测试和定标工作。目前，该载荷状态正常，

各项功能、性能均满足设计指标要求，已顺

利投入科学观测活动。在完成后续定标后，

载荷成像质量预计还将进一步提高。

探日卫星“夸父一号”
首次发布科学图像

▲空中俯瞰停靠在横沙码头的“奋

力”轮（右）（无人机照片）。

“奋力”轮整装待发
长江口二号古船即将“启程”

11 月 24 日，在上海横沙岛的横沙码

头，“奋力”轮整装待发。它“怀抱”着长

江口二号古船，即将驶往位于上海杨浦

滨江的上海船厂旧址 1 号船坞。长江口

二号古船将在黄浦江畔“安家”。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在横沙码头从空中俯瞰“怀抱”

着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奋力”轮（无人机

照片）。

因肆无忌惮打压华人学者而“失去人心”

美国“人才脱钩”带来“寒蝉效应”

中国“贡嘎”系统
获“全球碳计划”认证
助力国际碳收支评估

11 月 23 日，警方人员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市发

生枪击事件的沃尔玛超市外执勤。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市警方 23 日说，日前发

生在该市一家沃尔玛超市的枪击事件造成 6 人死亡，另有 4

人受伤，枪手自杀。 新华社/路透

美国一超市枪击事件造成6死4伤

据新华社伦敦 11 月 23 日电 （记者杜鹃、许凤）英国最

高法院 23 日裁定，未经英国政府授权，苏格兰不得就脱离

英国问题举行公投。

英国最高法院的裁定书写道，苏格兰议会“没有权力为

苏格兰独立公投立法”。

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当天对这一裁定表示欢迎。苏格兰

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妮古拉·斯特金表示，失望但将尊重裁定。

今年 6 月，斯特金宣布苏格兰地方政府计划明年举行

第二次独立公投。她随后致信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征求相

关许可，但遭到回绝。苏格兰方面此后请求英国最高法院

对无英国政府授权的独立公投可否合法举行出具意见。最

高法院于 10 月就此举行了听证会。

英国最高法院：

未经英政府授权
苏格兰不得举行独立公投

据新华社华盛顿 11月 23日电（记者许缘）美国联邦储备

委员会23日发布的11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

官员倾向于尽快放缓加息步伐，以降低过度紧缩的风险。

美联储于 11 月 2 日结束当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联

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 75 个基点到 3.75%至 4%之间，并

就未来是否调整加息节奏进行了讨论。23 日发布的会议

纪要显示，绝大多数与会官员认为，“尽快放缓加息速度将

是合适的”。这意味着，美联储有可能在 12 月货币政策会

议上将加息幅度下调至 50 个基点。

会议纪要显示

多数美联储官员
支持尽快放缓加息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