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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文明的使者真的来了吗
新华社洛杉矶 11 月 7 日电（记者 谭晶
晶）2017 年，浩瀚宇宙中一个神秘天体闯入太
阳系后，以每小时 31.5 万公里高速飞离，朝着
飞马座方向而去。这个被命名为“奥陌陌”的
神秘天体令无数天文学家和科学迷好奇，它
到底是何方来客？与地球、与整个太阳系有
何联系？

劳工案判决 日韩硬碰硬

可能是外星文明探测器
由美国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亚伯拉罕·
勒布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推测：这个细长型、
深红色的天体，可能是外星文明发射的探测
器。这篇论文将发表在即将出版的美国《天
体物理学杂志通讯》上。
“该天体的长度是其宽度的 10 倍，每小
时 31.5 万公里的速度使它足以挣脱太阳引
力，并从太阳系中脱离。”勒布 7 日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说。
这可谓一语惊人，但勒布的学术身份和
地位无可置疑：哈佛大学教授，天文系主任，
黑洞计划的创始主任，也是哈佛-史密森天体
物理学中心理论和计算研究所主任。他曾发
表 700 多篇论文，主要研究领域是黑洞、宇宙
的未来、外星生命和最初的恒星等。
“奥陌陌”在夏威夷语中意为“远方的信
使”。去年 10 月 19 日，夏威夷大学首先发现
了这个天体并为其命名。作为人类首次观测
到的太阳系外“访客”，
“ 奥陌陌”迅速引发天
文学界关注。研究人员通过追踪其活动、计
算速度、分析其材料组成等猜测，这个天体有
可能是小行星或彗星，但没有达成一致看法。

人类此前从未观测到
勒布对新华社记者说，自从被观测到后，
“奥陌陌”显示出很多不同寻常的特征，是人
类此前从未观测到的一类天体。比如，其形
状比太阳系中所有已知的小行星或彗星更
长、更扁；数据还显示，这个天体的行进路线
偏离了由太阳引力决定的运动轨迹，说明它
有动力来源。
那么，它的动力到底从哪里来？一些研
究人员推断这个天体是一颗彗星。如果它是
彗星的话，当靠近太阳时，构成彗核的水冰等
物质会受热而喷发，确实可以获得大量推动
力 。 但 是 彗 星 物 质 喷 发 会 形 成 长 长 的“ 彗
尾”“
，奥陌陌”却没有。
也有研究提出，
“ 奥陌陌”可能是一颗小
行星。但小行星飞进太阳系时，应该受到太
阳等星体的引力作用而减速，而“奥陌陌”却
是飞进太阳系后又加速飞离，速度比小行星
受太阳系内天体引力作用而计算出的值更
快。
正是基于上述计算和“排除法”，勒布的
研究团队推测，这个闯入太阳系的神秘天体
可能是“由外星文明特意向地球附近发射的、
完全可操作的探测器”。它可能是一艘漂浮
在星际空间中的“光帆”飞船，可以吸收太阳
辐射而获得前进动力，这可以解释它飞过太
阳系时突然加速的现象。
事实上，
“光帆”并非只是科幻概念，今年
去世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生前
曾有计划，与投资人开发一种“光帆”飞船。
霍金设想飞船速度能达到光速的五分之一，
可以飞往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

似乎是在翻跟头飞行
不过，勒布团队的这一推测过于惊人，天
文学界众多研究人员认为缺乏更令人信服的
证据。很多学者指出，
“ 奥陌陌”的光谱观测
数据更接近小行星或彗星；也有学者指出，
“奥陌陌”似乎是在翻跟头飞行，而不像是飞
船在平稳飞行。
对此勒布回应说，由于“奥陌陌”被星际
尘埃覆盖，掩盖了真正的光谱特征，观测起来
类似小行星或彗星。关键问题仍然是它的动
力来源，目前的确没有更多的观测结果来对
其进行定性，也没有能解释的权威论证。
他表示，研究团队下一步将继续观测研
究类似“奥陌陌”的星际天体，希望能找到更
多确凿的证据。
“研究这些‘天外来客’，就像我和女儿在
海滩上的经历。每个贝壳都不一样，每个天
体也不尽相同。也许只有非常微小的一部分
星际天体可能来自外星文明。因此，我们需
要研究所有从星际空间进入太阳系的物体，
找寻更多信息来判断‘奥陌陌’以及其他神秘
天体的真实身份。”勒布说。

莫斯科民众纪念十月革命 101 周年
11 月 7 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演员在红场演唱歌曲。当日，莫斯科民众在
红场参加系列活动，
纪念十月革命 101 周年。
新华社记者白雪骐摄

波音发布有关印尼失事飞机的声明
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7 日电（记者周
舟）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 JT610 航
班 10 月 29 日坠海，由于失事飞机是美国
波音公司生产的 737MAX 型客机，波音
公司 6 日发布声明回应了有关该型号飞
机存在问题的说法。
声明说，印尼方面称该航班所用波
音 737MA 飞机上某个迎角传感器出现
了问题。
迎角是一个重要的飞行参数，飞机
必须在一定的迎角范围内飞行，否则可
能有失速的风险。迎角传感器是测量飞

机迎角的装置。
波音公司说，针对上述说法，波音已
经发布了一份面向飞机操作人员的公
告，指导他们在遇到迎角传感器出问题
时，
应如何根据程序操作。
声明还说，对狮子航空公司 JT610
航班空难的调查还在进行，波音公司将
全力配合调查，根据有关方面的需要而
提供技术支持。
波音 737MAX 是波音 737 的衍生机
型，目前全世界许多航空公司都在使用
这种飞机。

挪威军舰与希腊油轮相撞致 8 人受伤
新华社奥斯陆 11 月 8 日电（记者梁
有昶 张淑惠）据挪威媒体 8 日报道，一艘
挪威军舰和一艘在马耳他注册的希腊油
轮当天凌晨在挪威西海岸附近相撞，造
成军舰上 8 人受伤。
报道称，
撞船事件发生在挪威西部城市
卑尔根西北约50公里的斯图雷油港附近海
域，
当时挪威海军
“黑尔格·英斯塔”
号护卫
舰上有137人，
“Sola TS”
号油轮上有23人。
据挪威救援部门公布的消息，相撞
新华社北京 11 月 8 日电 本
周新德里的污染程度升至“严
重”和“危险”级别，但却丝毫看
不出这个人口密集的印度首都
的居民采取多少自我保护措施。
百姓无忌
据路透社 11 月 6 日报道，5
日，新德里空气中危险颗粒的污
染程度已达到建议极限的 24 倍，
预计未来几天雾霾还会加重。但
是，这里仍然很少看到当地人采
取措施减少雾霾对健康的影响。
报道称，幼童穿着熨烫平整
的校服站在校车车站等车；保
安、马路清洁工和人力车夫大部
分时间就在户外呼吸着肮脏的
空气。人们全然不采取任何防护
措施。
询问中产阶层居民家中是
否有空气净化器，答案无一例
外：
没有。
报道称，虽然当地媒体普遍
报道了首都的污染危机，包括医
生对严重健康危险纷纷提出警
告，尤其是对老幼病患，但是情
况没有改变。
倡导防治污染的活动家、社
会科学家和政治问题专家指出，
对有毒空气明显缺乏关注——
无论是因为无知、冷漠抑或贫穷
导致的视而不见——为联邦和
地方政治家提供了他们不必大

造成护卫舰大量进水，舰上全体人员被
迫撤离。目前该舰已被拖到岸边，救援人
员正在极力抢修以免其沉没。油轮只受
到轻微损伤，
暂时没有原油泄漏的报告。
目前还不清楚军舰和油轮发生相撞
的原因，斯图雷油港已暂时关闭。据报
道，
“黑尔格·英斯塔”号护卫舰刚参加完
在挪威举行的北约“三叉戟接点 2018”联
合军事演习，在返回基地的途中发生撞
船事件。

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借口。
政府无为
报道认为，联邦政府的执政
党或主要反对派都没有动力与
市政当局合作解决雾霾问题。
报道称，虽然德里的人口可
能超过 2000 万，可是明年 5 月举
行全国大选时它的投票重要性
相对于邻近的北方邦而言并不
那么重要，
后者有 2200 万人口。
政治民调专家约根德拉·亚
达夫说：
“悲剧在于，联邦政府和
德里邦政府都没有政治意愿，因

缘于韩国大法院裁定日本企业赔偿强征赴日
的韩国劳工后韩日关系陷入紧张，韩国总统府青
瓦台官员 7 日说，总统文在寅本月晚些时候出席
东南亚国家联盟系列峰会期间预期不会与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单独会晤。
【难以
“单聊”
】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一名官员 7 日接受媒体记
者采访时说，总统文在寅将在本周出访新加坡、出
席东盟系列峰会，而后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参加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安倍晋三将参加上述会议，先前提议与文在
寅在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当被问及两名领导人能
否“单聊”时，青瓦台官员回答：
“从现阶段气氛来
看，
恐怕很难。”
韩日关系陷入紧张缘于劳工案判决。韩国大
法院 10 月 30 日裁定，维持首尔高等法院 2013 年
判决，即要求日本最大钢铁联合企业新日铁住金
公司向 4 名强征赴日的韩国劳工支付赔偿。
首尔高等法院 2013 年 7 月判决，新日铁住金
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把 4 名韩国人强掳至
日本的炼钢厂作苦力，应当向他们每人赔偿 1 亿
韩元（约合 8.9 万美元）。
韩国政府说，尊重大法院判决，愿继续发展韩
日关系。日本政府则坚称，两国 1965 年签订《请
求权协定》恢复邦交正常化时，这类民间索赔问题
“已经解决”，
敦促日本企业拒绝赔偿。
【互放
“狠话”
】
连日来，韩日两国政府官员围绕劳工案多次
互放“狠话”，显现强硬姿态。日本政府认为，劳工
赔偿属于韩国“国内问题”，应由韩国政府替代日
企支付赔偿金。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 1 日声称
韩方应负“百分之百”责任，同时责成日本驻各国
大使馆说明日本政府此举的正当性。
河野太郎 5 日接受彭博社采访，再度把矛头
指向韩国。他说：
“显而易见，韩国政府应处理韩
国人所有这类诉讼，这是他们必须做的事情。这
是 1965 年协定的内容。”
按他的说法，韩国如果因为法院裁决而违反
日韩之间的协定，
“其他国家将很难再与韩国政府
打交道”。河野发出这番言论后数小时，韩国外交
部第一次官赵显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长岭安政。
韩国外交部当天深夜发表声明，指责日本政府对
裁决
“应对过度”和
“政治化”
。
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溶 6 日说，
日方如
果继续现有强硬态度，
韩方将不得不采取相应举措。
日方的指责并未平息。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
伟 7 日指认韩国法院裁决
“违反国际法”
。
韩国总理
李洛渊当天晚些时候发表回应声明，对“日本政府
主要官员的过分言论表达遗憾”
。 新华社特稿

紧急状态，当时德里首席部长阿
尔温德·凯杰里瓦尔称印度首都
像个“毒气室”。联邦政府官员说
莫迪总理办公室要求他们确保
不再发生同样情况。
但是，迄今采取的措施未见
成效，现在莫迪政府、德里市政
府与首都周边的邦政府之间互
相指责。
有令难行
报道称，由于今年污染危机
加剧，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的
环境部长均未参加联邦环境部

印度为何难治雾霾
此我们看到双方为我们身处的
污染危机互相指责。你看到哪怕
有一丁点政府行动，都是因为环
境保护活动家和最高法院发挥
作用施加压力的结果。”
报道称，印度的雾霾问题远
不止德里一个地方。根据世界卫
生组织统计，在世界 15 个污染
最严重的城市中，有 14 个属于
这个有着 13 亿人口的国家。但
是，至少是在首都，按计划这个
问题今年是要解决的。
据报道，去年 10 月和 11 月
德里一度被各种有毒雾霾笼罩，
德里市政府宣布进入公共卫生

近日召开的会议，都只派了公务
人员与会。这两个邦的农民燃烧
作物秸秆是导致雾霾的主要原
因。
当然，政府也未采取措施减
少德里及其周边公路上加重污
染的汽车数量，尽管发出了一些
威胁，但并未实施。
报道称，此外，虽然国家最
高法院发布裁决令，试图限制 7
日印度排灯节之夜烟花燃放，但
是无人认为会得到执行。首先，
法院裁定只能在晚上 8 点至 10
点之间燃放“绿色”、低污染烟
花，此令很可能被置之不理，因

为德里市场上没有“绿色”烟花
销售。
11 月 8 日，大多数官员早晨
醒来会发现污染甚至更加严重，
因为节日烟花燃放导致的烟雾
加上其他污染源，将产生致命的
层层雾霾。每年这个时候，季风
轻微和干旱少雨意味着污染可
能持续数周，
就像去年一样。
报道称，但是，根据民调，莫
迪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更为担
心的是农民收入减少产生的影
响、燃料价格升高和新增就业机
会是否充分等问题。
报道表示，对德里的医生来
说，
这是个噩梦。
政府某医院胸外科医生德
什·迪帕克说，今年严重肺病的
患者人数已增加 25%，预计排灯
节之后还会进一步升高。
另一家医院胸科主任尼拉
杰·贾殷说：
“ 可悲的是，儿童深
受其害。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要
像对待战争一样对待空气污染
问题，我们将毁掉整整一代人。”
著有论述印度社会问题作
品的知名社会学家迪潘克尔·古
普塔说，只有政府重拳介入才有
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他特别指
出，去年因北京政府采取严格措
施限制北京周边的污染行业，北
京的污染情况得到了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