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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记者侯晓晨）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希望有关各方能积极参与到
国际外空军控进程中来，切实维护外空持久和平与安全。

据报道，俄罗斯外交部2日发布消息称，根据联合国大
会第72／250号决议成立的政府专家组，3月中下旬在日
内瓦就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国际法律文书要素进行讨论，
来自俄、中、巴西等25国的专家共同努力制定共识文件。
但美国阻止专家组通过最终报告，且未就其行为予以明确
解释。

耿爽说，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是国际社会多年来的共同
诉求。考虑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中国、俄罗斯
等多国建议下，联合国成立25国组成的政府专家组，旨在
就有关国际法律文书要素进行审议并提出建议。经过两期
会议的不懈努力，专家组已接近就最终报告达成一致，有望
为维护外空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但由于个别国家阻挡，专
家组最终未能通过报告。中方对此深感遗憾。

“中方一贯主张和平利用外空，反对外空军备竞赛和武
器化。我们希望有关各方能从实现各国共同安全的角度，
客观看待这一问题，积极参与到国际外空军控进程中来，切
实维护外空持久和平与安全。”耿爽说。

美国阻止专家组通过防止外
空军备竞赛报告

中方：深感遗憾

在刚刚过去的愚人节，有科
研人员玩出了新花样。他们根据
著名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中对
维斯特洛大陆气候的描述，使用
真正研究系外行星的科学模型，
推导出小说中世界的天上可能有

“一个太阳和一个黑洞”，并在网
上贴出了一篇详尽的论文。

“论文分析所用的科学原理、
数学计算和相关模型是完全真实
的。”论文第一作者、加拿大多伦
多大学天文学博士生阿迪夫·帕
拉戴斯通过邮件告诉新华社记
者，“将科学工具和方法用于古怪
的、有想象力的问题有助于科研
人员保持思维敏锐。”

《长夜漫漫：维斯
特洛大陆气候模拟》

美国作家乔治·马丁的奇幻
小说《冰与火之歌》近年来风靡全

球，其中描写的维斯特洛大陆有
奇怪的气候特征，会经历持续若
干年时间的夏天，然后又会有若
干年不见太阳的长夜和寒冬。

“去年愚人节，有人开玩笑写
了一篇文章，提出一种名为‘西特
尼科夫轨道’的行星运动模型可以
解释维斯特洛大陆的气候，但是他
们没有做实际的计算。”帕拉戴斯
说，“我的研究方向包括分析与地
球相似或不那么相似的行星气候，
所以我觉得可以做些计算。”

帕拉戴斯将计算结果写成论
文《长夜漫漫：维斯特洛大陆气候
模拟》，赶在今年愚人节前贴在了
美国阿奇夫论文预印本网站上。
这是一个可供科研人员上传各类
论文草稿的网站，因此也是每年
愚人节科学玩笑的集散地。

不过与许多愚人节玩笑只是
编造虚假结果不同，帕拉戴斯说
这篇论文中只有前提是虚假的，

随后的科学推导和计算过程都是真
实可靠的，他使用了系外行星研究
中常用的PlaSim模型，结论是在两
个大天体（比如两颗恒星或一颗恒
星和一个黑洞）之间的西特尼科夫
轨道上运行的行星，可能有像维斯
特洛大陆那样的气候。

“但由于没有维斯特洛人说看
到过两颗太阳，那么其中一个天体
可能是黑洞，或者中子星、白矮星等
无法被看见的天体。”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
有限的，而想象力涵盖整个世界。”
这是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名言。

帕拉戴斯非常认可想象力对科
研人员的重要性。他说：“宇宙比我
们想象中有更多的动态变化、多样
性和奇妙之处……将科学工具和方
法用于古怪的、有想象力的问题有

助于科研人员保持思维敏锐，开
阔眼界，思考那些看起来不可能、
却可能真实存在的场景。”

在愚人节论文之外，科学界
另一个以想象力著称的舞台是

“搞笑诺贝尔奖”。这个已有二十
多年历史的活动旨在表扬那些

“乍一看令人发笑，随后引人深
思”的研究结果。比如英国曼彻
斯特大学的物理学家安德烈·海
姆曾经因为用磁悬浮技术让一只
活青蛙悬浮起来，获得2000年

“搞笑诺贝尔奖”。
十年后，海姆开阔的思维为

他带来了真正的诺贝尔奖。在其
他团队一直尝试用微小探针等高
精尖设备从石墨中取下只有一层
原子的石墨烯时，海姆想到了用
胶带反复撕扯这种“简单粗暴”的
方法，在世界上首次制出石墨烯，
因此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

让科学不再冷冰冰

对公众而言，有想象力的研究往
往也是有吸引力的，有助于科学精神
和科学知识的传播。中国科普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王大鹏说：“这篇‘愚人节
论文’在网上引起大量关注，说明科学
不是冷冰冰的，它也可以非常人性
化。借助读者喜爱的虚构世界和愚人
节时间节点，这项研究拉近了科学与
公众的距离。”

帕拉戴斯说：“作为天文学研究
者，我们有义务向公众讲述宇宙的故
事。如果不能找到有想象力的方式，
那我们就难以做好与公众分享故事的
工作。”

借助文学作品的吸引力可能是个
好方法。帕拉戴斯提到，中国科幻小
说作家刘慈欣的名著《三体》，就很好
地向人们介绍了天体力学中的三体问
题。实际上，西特尼科夫轨道是一个
简化版的三体问题，相关天文学知识
可能在这篇愚人节论文后更多地被广
大《冰与火之歌》的读者了解。

“科学往往是硬核的，科普要做的
就是如何把硬核的科学转化成公众可
以理解的语言，通过公众喜爱的方式
传播出去。”王大鹏说。

据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愚人节”科学论文背后的想象力——

科学家论证《冰与火之歌》气候模型

据新华社4月3日电 英国首都
伦敦西北部埃德蒙顿地区4天接连发
生5起持刀伤人事件，数人受伤。警
方2日说，这几起事件有关联，但与恐
怖主义无关。

埃德蒙顿3月30日至31日发生
4起持刀伤人事件，袭击者从受害人
背后偷袭，伤4人。警方认定，袭击者
很可能单独行凶，作案动机暂不确定。

在同一地区，一名三十多岁的男
子4月2日遇袭，生命垂危。警方怀
疑可能是同一名袭击者所为。

警方已经逮捕两名与这几起事件
有关联的嫌疑人。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日召开特别
会议，讨论如何应对英国日益增多的持
刀暴力事件。官方数据显示，英格兰和
威尔士2018年发生285起持刀致人死
亡事件，是有记录以来最高数字。

伦敦接连发生
持刀伤人事件

据新华社4月3日电 加拿大环境部2日批准美国生
物技术企业AquaBounty在加拿大东部的爱德华王子岛
省罗洛湾养殖AquAdvantage转基因三文鱼。

AquaBounty说，养殖工作会尽快开始，预计明年底
收获第一批鱼，最高年产量可达250吨。这家企业设在美
国印第安纳州奥尔巴尼的转基因三文鱼养殖场届时也将收
获第一批鱼。

加拿大卫生局2016年5月19日确定AquAdvantage
转基因三文鱼作为人类食物的安全性和营养性与传统三文
鱼没有不同。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同日确定这种鱼作为动物
饲料的安全性和营养性与传统三文鱼没有不同。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015年批准AquAdvantage
转基因三文鱼可供人类食用。

加拿大一转基因三文鱼
养殖场获准生产

据新华社巴黎4月2日电（记者陈晨） 一个国际科研
团队在新一期《自然·地球科学》中发布报告说，通过分析欧
洲航天局“火星快车”探测器所获数据，可验证此前美国航
天局“好奇”号火星车关于火星大气中存在甲烷的探测结
果，甲烷或来自火星永久冻土。

研究人员指出，2004年，“火星快车”探测器率先在火
星大气中探测到甲烷。不过，当时有科学家认为，探测仪器
的灵敏度不高，探测结果不可靠。

2013年6月15日，“好奇”号火星车在火星大气中探测
到来源未知的甲烷气体。次日，“火星快车”探测器在飞越
盖尔陨坑时，其携带的“行星傅立叶光谱仪”也探测到了甲
烷存在。“火星快车”当时探测到的大气甲烷浓度为
15.5ppb（1ppb为十亿分之一）。

欧航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好奇”号探测到火星大
气存在甲烷后，该结论首次得到独立观测研究验证。

为探究火星大气中甲烷的潜在来源，研究人员基于“火
星快车”所获数据展开了两项独立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这
些甲烷很可能来源于永久冻土的间歇性气体释放。

甲烷和其他有机分子被认为是原始生命存在的潜在迹
象。关于火星这颗“红色星球”上甲烷来源等问题，科学界
存在不同观点。研究人员表示还需对此展开进一步研究。

“火星快车”探测器证实：

火星大气存在甲烷

据新华社4月3日电 英
国首相特雷莎·梅2日说，她将
寻求再次推迟退出欧洲联盟，
以争取时间与主要反对党工党
达成一份“脱欧”方案。

特雷莎·梅当天在首相府
唐宁街10号发表电视讲话说，
英国需要进一步推迟“脱欧”日
期，但要尽可能缩短延期时间，
确定一份方案并及时、有序地
退出欧盟。

“我提议与工党领袖坐下
商谈，努力达成一份两党都会
坚持的方案，确保我们有协议
退出欧盟。”她说，现在是决定
性时刻，必须团结起来、找到

“折中方案”，以落实“脱欧”全
民公投的结果。

特雷莎·梅说，任何方案都
必须囊括英国政府和欧盟去年
11月达成的“脱欧”协议，如果
两党无法达成一致，政府会提
出多个有关未来英欧关系的方
案，递交议会下院表决。“政府
准备履行议会下院的决定。”

美联社报道，这是特雷莎·
梅首次承诺听从议会下院的决
定。

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
说，他“非常乐意”与首相商谈，
同时重申工党希望英国维持与
欧盟的关税同盟、保障工人权利

等立场；如果两党达成的方案最后
仍不能获得议会下院多数支持，他
不排除对政府发起不信任案。

欧洲议会负责英国“脱欧”谈
判事务的首席代表伏思达欢迎特
雷莎·梅的两党会商提议。他说，
特雷莎·梅跨越党派界限、寻找折
中方案以打破僵局，这“不错”。

路透社报道，延期“脱欧”决
定增加英国在“脱欧”后与欧盟保
持较密切经济关系的可能性。

发表电视讲话前，特雷莎·梅
与内阁成员会商7小时，讨论前
一天议会下院的表决结果和下一
步举措。议会下院1日表决否决
4项“脱欧”方案。

英国原定3月29日正式“脱
欧”。欧盟3月21日同意英国延
期“脱欧”，但如果议会下院无法
通过“脱欧”协议，英国必须在4
月12日以前确定是否“无协议脱
欧”、延期“脱欧”或者不“脱欧”。

特雷莎·梅与工党会商的提
议激怒保守党内不少疑欧派成
员，后者认定英国必须彻底“脱
欧”，才能制定独立的经济政策。

尽管妥协姿态加深党内分
歧，特雷莎·梅的言辞令担心英国
会“无协议脱欧”的人松了口气。
一些企业先前警告，“无协议脱
欧”将给英国经济造成“毁灭性”
影响。 据新华社电

英国寻求再次推迟“脱欧”
据新华社4月3日电 委内瑞拉

制宪大会2日晚上表决，剥夺反对派
要员、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胡安·瓜伊多
司法豁免权。

制宪大会主席、执政党统一社会
主义党副主席卡韦略指责反对派拉拢
外国势力干预委内瑞拉局势并煽动内
战。他说：“他们不在乎有人死亡……
战争对一个国家的后果是什么？！”

最高法院法官马伊克尔·莫雷诺1
日说，瓜伊多违反最高法院1月针对他
颁布的出国禁令、涉嫌借助街头示威
煽动暴力和从国外收受非法资金，最
高法院继续禁止瓜伊多出国，同时向
制宪大会申请剥夺他的司法豁免权。

制宪大会所作决定为逮捕并起诉
瓜伊多铺路。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先前说，瓜伊多应当受到司法审理。

委剥夺瓜伊多
司法豁免权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2日电（记者周舟）美国航天局
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2日确认，美国计划在2033年将宇
航员送上火星，并在火星上生存2年。

当天在美国众议院科学、太空和技术委员会举行的美
国航天局2020财年预算请求听证会上，布里登斯廷说，美
国将宇航员登陆月球的计划提前到2024年，目的就是实现
2033年登陆火星。

布里登斯廷还解释说，宇航员至少要在火星上生存两
年，原因是地球和火星每26个月处在太阳的同一侧，打开
往返火星的发射窗口。

一些议员在听证会上对美国航天局能否按计划完成登
月和火星探测任务表示质疑。

布里登斯廷表示，上述登月和登火星目标是可以实现
的，他将在4月15日之前提交更新版2020财年预算申
请。现有版本中，美国航天局申请的预算总额为210亿美
元，其中超过半数将用于空间探索。

布里登斯廷强调了重返月球对美国太空探索计划的重
要性，指出月球是学会在另外一个世界生存的最好试验场，
可以验证相关能力和技术。

美计划2033年登陆火星

新华社布鲁塞尔4月2日
电（记者王子辰）一个国际研
究团队日前在美国《科学》杂志
上发表文章说，基因编辑等新
植物育种技术能为全球粮食安
全做出重大贡献，是全球消除
饥饿和贫困战役的强大补充力
量，国际社会应为负责任地利
用这些新技术建立监管框架和
支持机制。

就职于比利时、巴基斯坦、
德国、沙特和菲律宾高校或科
研机构的7名科学家联合发表
文章称，基因编辑技术的最新
发展已使通过改变植物内源基
因对作物进行改良成为现实。

例如基因诱变育种技术就是在
不插入外来DNA（脱氧核糖核
酸）的情况下修改作物的基因
组。

目前，基因编辑技术在水
稻、小麦和玉米等主要谷物及
其他涉及粮食安全的作物中的
应用迅速增加。这种技术还可
用于改良孤生作物（通常因在
全球市场缺乏经济价值而被忽
略的作物），如一些地区独有的
水果、蔬菜和一些主食作物。

文章说，由于基因编辑技
术不涉及跨物种的基因转移，
所以相比转基因技术遭受到的
阻力会小一些。未来5年内，

多个涉及粮食安全的作物可以迅
速受益于该技术，以解决这些作
物长期以来面临的主要病虫害问
题，减少对化学杀虫剂的使用需
求，以及使植物更能适应极端气
候的压力。

然而在欧洲，对基因编辑育
种技术的监管仍存在争议。
2018 年，欧洲法院裁定包括
CRISPR基因编辑在内的基因诱
变技术应被视为转基因技术，这
意味着这种技术在欧洲将接受与
转基因技术一样的监管。对此许
多育种专家表示感到“震惊”和

“悲哀”，认为这一裁定将阻碍在
欧盟植物生物技术领域的科研投

入。
文章作者之一，来自德国哥

廷根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家马丁·
凯姆就表示，基因编辑作物并不
含外来基因，因此这些作物与传
统育种技术培育的作物一样安
全，不应该被视为转基因作物进
行监管。

文章指出，要实现全球粮食
安全，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需要
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那就
是创新至关重要，而一个能支持
创新的环境同样至关重要。国际
社会应该抓住机遇，为应用基因
编辑技术制定出建设性的监管和
支持体系。

科学家呼吁：

支持基因编辑育种技术

4月3日，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韩方（右）向中方礼兵交接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新华社发

新华社沈阳4月3日电（记者赵
洪南、梅常伟） 3日上午，第六批在韩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我空军专
机护送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10位志
愿军烈士英灵回到祖国和人民怀抱。

11时36分许，空军专机平稳降
落在辽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这架飞
机当天从韩国仁川国际机场起飞回
国，机上载有10位志愿军烈士的遗骸
及145件相关遗物。专机进入中国领
空后，两架战斗机全程护航，用空军特
有的方式向志愿军烈士致敬。

退役军人事务部、辽宁省以及北
部战区陆军某旅有关部门同志等200
多人，参加了在机场举行的志愿军烈
士遗骸迎接仪式。

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烈士遗骸的
棺椁覆盖着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到场迎接的解放军官兵军容齐整、
庄严肃立，现场全体人员向烈士遗骸
三鞠躬。

仪式结束后，志愿军烈士遗骸被
护送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根
据安排，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将于4月4日在这
里举行。2014年至2018年，已先后
有589位从韩国迎接回来的志愿军烈
士在这里安息。

第六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这是4月1日在德国汉诺威拍摄的华为展区展出的机
械臂。2019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4月1日至4月5日在德国
汉诺威举行。本届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6500家参展商，其
中，中国展商数量仅次于东道主德国。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