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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西北流市立足实际，积极谋划，大力发
展致富产业，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不断涌现，带动了当地产业致富。

北流市加强谋划，注重调研，市四套班子领导深入
各部门和村镇了解情况，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掌握实
情。同时向有关部门征集意见，全市上下进一步明确了
工作思路，凝聚了共识。将优质稻、百香果、柑橘、柠檬、
荔枝 5 个特色产业作为北流市市级主要产业。

北流市积极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兴经营主体
的作用，充分利用合作社的技术、销售渠道等资源为农
户提供服务。到目前为止，全市共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 838 家，其中玉林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27 家，
家庭农场 181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630 家。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 54 个。

北流市农业局在沙垌镇指导鑫皇生态种养专业合

作社建立百香果示范基地 600 多亩，带动农户 300 多
户。北流市水产畜牧局指导北流镇北贸养殖公司、新圩
镇茶山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开展产业化养殖示范，通
过示范样板引领，全市产业蓬勃开展。

经过几年的探索，北流市形成了形式多样的产业
致富模式。一是“龙头企业+基地+贫困户”的产业扶贫
带动模式。伟民米业有限公司在新荣镇建立 3000 多亩
富硒水稻生产示范基地，带动扶持 109 户贫困户发展
富硒水稻种植。二是“合作社+贫困户”的产业带动模
式。鑫皇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建立百香果示范基地
600 多亩，带动贫困户 300 多户。三是“现代农业示范
区+贫困户”产业带动模式。“荔乡缘荔枝产业(核心)示
范区”在创建工作中，积极带动周边农户发展荔枝产
业，推广应用高产高效管理技术。

文/梁进维

北北流流市市宏宏泰泰鱼鱼种种场场向向农农户户赠赠送送优优质质鱼鱼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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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经历 6 个月航行、近 5 亿公里征程，美
国“洞察”号无人探测器 26 日成功在火星
着陆并传回首张照片。这是人类首个致力
于研究火星深层结构的探测器。

业内人士说，“洞察”号对人类火星研
究有重要意义，把重点放在对火星内部的
探索上，有助于人类更好地了解地球本身
乃至太阳系，甚至借助这些信息来寻找系
外类地行星。

新闻事实

“洞察”号有“三条腿、一根手臂”，展开
后着陆器宽约 6 米。着陆器是“洞察”号的
核心部分，在火星上的所有探测活动都将
由它来完成。“洞察”号上还搭载了 3 部主
要科学仪器，分别是地震测量仪、温度测量
装置以及“旋转和内部结构实验仪”。

与前辈“勇气”号、“机遇”号等火星车
不同的是，“洞察”号大部分科学任务将通
过原地钻探实验完成，因此“原地不动”将
是“洞察”号今后两年设计任务时间内的
主要形态。

“洞察”号首席科学家布鲁斯·巴纳特
对新华社记者说，科学研究已掌握了火星
表面、大气层、电离层状态等信息，“洞察”
号的使命是通过探索火星内核来分析火星
形成的历史，同时增加人类对地球起源的
认识。

美国航天局官员表示，“洞察”号以及
其他计划中的火星探测任务是人类登陆火
星探测的前奏。

深度分析

正因为有“动力”，人类的火星探索才
会孜孜不倦。

首先，这个红色星球被视为人类太空
移民的首选目标。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
最相似的行星，不仅有季节、有昼夜，而且

从十几年前发现水冰，到今年发现火星南
极冰盖表面下存在液态水湖，这些发现大
大增加了人类在火星可持续生存的可能
性。

第二，人类探索火星的背后还有来自
政界、学界、产业界等多种多样的需求。有
的认为人类必须成为多行星生物，有的认
为生命的火种其实不是来自地球，而是来
自火星，也有的希望以宇宙探索来推动人

类科技的革命性进步。
弥合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并非易事，人

类距离火星还有点“远”。
首先，不好去。火星与地球的距离大

约是月球与地球距离的 150 倍，重重挑战
包括载具和燃料技术如何突破，如何获得
足够的氧气、水和食物，以及如何避开或
“挺”过太阳风或辐射等危险。其次，也不
好回。宇航员要等到地球和火星再次正确

对准轨道才能返航。
美国航天局计划于 21世纪 30 年代展开

对火星的载人探索。不过，对于人类多久后
能真正抵达火星，美国专家意见也不统一，
认为以现有预算，少则 10 余年，多则半个世
纪。

即时评论

“我们来自何方，去向何处？”自我追问
是人类探索的原动力。“洞察”号要探索的不
止于火星的“内心”，更是人类的过去与未
来。从地球到月球再到更广的太阳系，人类
的探索能力正加速提升，人类恰恰也是在探
索中不断提升自我。

地球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从太
空望向这个蓝色星球时，人类能更深刻地
体会到在这里和谐共存的必要性。从母星
球望向太空时，人类可能需要携手并进才
能在通往星辰大海的征途上走得更远。

背景链接

美国航天局的姐妹探测器“勇气”号和
“机遇”号 2004 年着陆火星，实际工作时间均
远超其最初设计的 3 个月。前者于 2011 年被
宣告任务结束；后者今年 6 月因火星尘暴与
地球“失联”。

“好奇”号火星车 2012 年 8 月在火星着
陆，原定任务期为两年。美国航天局研究人
员今年 6 月说，“好奇”号在火星岩石和大气
中发现新证据，显示火星可能曾经存在生
命，甚至可能仍存在生命。

各国航天机构还酝酿着多个登陆火星
计划。2020 年前后，美国计划发射下一代
火星车“火星 2020”；欧俄计划联合发射“火
星生物学-2020”火星车；中国计划首次发
射火星探测器，并实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参与记者：谭晶晶、郭爽、杨骏；编辑：
柳丝、赵嫣、孙浩)新华社北京 11 月 27 日电

“洞察”号登陆火星，首次“交心”意义深

即使从地球以每秒 30 万公里的光速直
奔火星，也需要约数分钟时间。而这样的路
程，美国“洞察”号无人探测器用了 6 个多月，
26 日减速登陆火星的过程更是惊心动魄。这
样辛苦、惊险的火星之旅，绝不是为了到此一
游。

这是人类第一次探秘火星之“心”——— 这颗
红色星球的内核多大？成分是什么？物理状态
与内部温度如何？火星震频繁吗？这么多以往
未知的问题，这次都要由“洞察”号通过仪器一
一洞察。

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为相似的行
星，对其展开科学探索一直吸引着人们好奇
的目光。从发射火星轨道探测器到投放各种
不同任务的登陆探测器，人们对火星的探索
正一步步拓展、深入。

至今，科学研究已经掌握了火星现有的
地表、大气层、电离层状态等外表信息。“洞
察”号探索火星内核，目的是分析星球早期形
成的历史，增加人类对地球起源的认识。可以
说，“洞察”号探索的绝不只是火星“内心”，更
是要从中探寻宇宙形成的奥秘。

看似黄沙漫天、寂寞空旷、温差极大，火星
“内心”或许藏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从十几年

前发现水冰，到今年发现火星南极冰盖表面
下存在液态水湖，这些新发现大大增加了人
类在火星可持续生存的可能。作为太空移民
的第一选择，火星的召唤再度在人类耳畔响
起。因此，对火星进行更深的探究，大有裨
益。

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永不停
歇，探索的脚步永不停歇。回望人类自身发
展，距离人类首次登月已经过去近 50 年，
下一步人类不但要重返阔别多年的月球，
更要出征陌生的火星。火星作为探索太空
的中继站，人类登陆它的目标设定已经毫
无悬念。多洞察火星的“内心”，才能更加了
解它的“喜怒哀乐”，更加洞悉它的前世今
生，乃至宇宙藏在它身上的众多秘密。

探索外星的背后是强大的技术支撑：
真空、强辐射、几百摄氏度的昼夜温差，极
高的测控技术要求。正因为如此，探索火
星，成为所有有雄心的航天大国的标配项
目。

太空探索的衍生技术效应也令人惊叹。

从互联网到核磁共振，从液晶显示到激光通
信，这些当今已经普及的技术，皆发端于探
月的“阿波罗计划”。持续几十年的投入，换
来对经济、社会、生活很多方面进步的推动，
这样的投入、产出的放大效应，让人看到梦
想中的现实效应。

“我们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人类的自
我追问是不断探索的原动力。从“好奇”号
到“洞察”号，从表层的“好奇”到深度的“洞
察”，折射出人类探索未知、不断前行的坚
定步伐。 (记者杨骏)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7 日电

“洞察”号岂止是洞察火星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7 日电(记者陈俊锋、
钟忠、王晨笛)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26 日
晚投票通过总统波罗申科递交的命令，因刻
赤海峡局势恶化而在部分地区实行为期 30
天的“战争状态”。同日，俄罗斯外交部通过发
表声明和召见乌克兰外交官对乌方提出抗
议。

分析人士指出，乌海军船只穿越刻赤海
峡引发的俄乌海上冲突，源于双方对亚速海
和刻赤海峡的主权之争。两国原本不睦的关
系因此事进一步恶化，但鉴于双方实力对比
悬殊，爆发更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局势紧张

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克里米亚边防部
门消息，乌克兰海军先后有 5 艘船只 25 日未
经俄方许可试图穿越刻赤海峡，俄方采取多种
措施制止了乌方这一“挑衅”行为，事件持续约
5小时。

另据乌海军新闻局消息，由乌海军两艘
炮艇和一艘拖船组成的船队 25 日试图通过
刻赤海峡大桥(又称克里米亚大桥)从黑海进
入亚速海。俄一艘舰艇故意撞击乌海军拖船，
并向乌海军一艘炮艇开火，造成 6 人受伤。目
前乌海军 3 艘船只均被俄方扣留。

事件发生后，俄乌双方分别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局势趋于紧张。

俄外交部 26 日发表声明说，乌海军船只
违反在俄领海内无害通过规则，俄外交部向
乌方提出严正抗议。同日，俄外交部召见乌驻
俄使馆临时代办尼姆钦斯基，向其当面表达
了抗议。

波罗申科 25 日晚分别主持召开乌军事
内阁会议以及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会议。
26 日一早开始，波罗申科同北约、欧安组织、
欧盟等国际组织领导人以及美国、德国领导
人通电话，就局势交换意见。他还签署了实施
“战争状态”的命令，乌议会当晚投票通过这
一命令。

波罗申科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俄
罗斯立即释放其扣押的乌船只与人员，并采
取措施缓和亚速海局势。

动机何在

亚速海是乌俄两国共同拥有的一片封闭海域，仅通过狭窄的刻
赤海峡同黑海相连。苏联 1991 年解体后，乌俄两国沿用了苏联时期
两国之间的行政边界，但亚速海和刻赤海峡的海上边界问题一直没
有得到彻底解决。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曾于 2003 年爆发过一
次，双方后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危机，但两国海上边界线划分问题
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位于刻赤海峡西面的克里米亚地区 2014 年经由公投脱离乌克
兰并入俄罗斯，特别是俄罗斯 2016 年开始建设连接克里米亚和俄南
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刻赤海峡大桥并于今年 5 月通车之后，双
方在亚速海和刻赤海峡问题上的矛盾再次激化。

有乌克兰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单方面在未解决归属问题的刻
赤海峡上修建大桥，意图独占俄乌共有水域的主导权。为争取打破这
一被动局面，宣示乌方权益，派遣海军舰只打通从黑海港口敖德萨到
亚速海的航路，成了乌方的必然选择。

此前，乌克兰海军两艘船只曾于 9 月 23 日通过刻赤海峡大桥进
入亚速海海域，波罗申科当时表示这是乌维护主权领土完整的一次
重大胜利。本次海上冲突发生后，俄官方于 26 日发布消息称，此次乌
海军船只的“闯关”行动是基于乌当局的直接指示，乌安全局的两名
工作人员是行动的现场指挥。

此外，俄方认为乌方此次行动还有其他目的。俄外交部声明称，
乌方此举是要加剧该地区紧张局势，为他国加紧制裁俄罗斯制造借
口，同时转移乌国内对其内政问题的关注。

乌国家边防局 15 日宣布，乌方已在亚速海扣押 15 艘非法进
入“被占领土”克里米亚港口的外国船舶，但没有说明扣押俄罗斯船
舶的数量。俄总统普京随后表示，乌方扣押俄方船舶是非法的。有
观点认为，俄方此次扣押乌方船只也是对乌方此前扣押俄方船只
的回应。

影响几何

分析人士认为，乌俄此次海上冲突尽管事发突然且呈现形式较
为激烈，但双方由此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波罗申科此前就实施“战争状态”解释说，“战争状态”不是要向
谁宣战，而是为了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要在遭受来自
俄方日益升级的“侵略威胁”的情况下提高乌防卫能力。同时，“战争
状态”并不意味着乌拒绝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我们将继续
支持包括明斯克三方联络小组会谈在内的一切国际谈判机制”。从
波罗申科的这一表态可以看出，乌方采取极端行动的可能性不大。

有分析指出，由于乌俄双方军力差距巨大，乌克兰很难采取
“以牙还牙”式的报复行动，更大可能是动用外交资源呼吁对俄实行
更严厉制裁，从而达到对俄施压的目的。而俄罗斯实际控制着克里
米亚并拥有刻赤海峡大桥，北约等外部势力军事威胁和干预恐也
难收成效。

我是“洞察”号无人探测器。

美国东部时间 26 日 14 时 47 分许
(北京时间 27 日 3 时 47 分许)，我这个
“三条腿、一根手臂”的“地球来客”在火
星表面成功着陆。

今年 5 月 5 日，我从加利福尼亚州
范登堡空军基地升空，开启了这次冒险
之旅。在我飞往火星之前，已有超过 40
个“前辈”以火星为探测目标。我听说，它
是太阳系中除月球外人类探测最多的地
外天体。

这次我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要深
入火星内部去探测它的奥秘，感受一下火
星震有多强，看看火星内核是什么物质组
成的，陨石撞击对火星有什么影响。虽然
我不是首个造访火星的“地球来客”，却很
荣幸成为首个深入火星内部的“使者”。

火星着陆向来充满艰险。我在“进
入、下降、着陆”整个过程中，要完成数千
个步骤，才能“踏足”这颗红色星球。

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在进入火星
大气层 7 分钟前，我的太空舱与火箭巡航
级分离。我精确调整了自己的角度，成功让
隔热罩以 12 度的角度切入大气层。

这一步可谓惊心动魄：如果角度稍小
一点，我就会被火星大气层反弹回太空中；

如果角度稍大一点，我会迎
头撞上火星大气层最厚重的
部分，它的高温足以让我融
化燃烧，不复存在。很幸运，
我顺利闯过这一关。

穿过火星大气层时，我
的隔热罩经受了超过 1500
摄氏度的高温。接下来的两
分钟内，我艰难减速。

在距离火星表面 16 千
米的高空，我背上的超音速
降落伞打开。6 个点火装置
同时启动，隔热罩被喷射到
远方，使我的着陆器呈现出
来，朝向火星表面。

10 秒后，点火装置帮助
我的三条“腿”成功展开并锁
定，我的着陆雷达系统启动，
通过向火星表面发射脉冲信
号来测量我距离火星表面的
高度和下降的速度，为最后
着陆做好准备。

在着陆器与携带降落
伞的后壳分离后，我迅速旋
转飞离原来的路径，避免被
落下的降落伞和后壳击中。

反向助推器点火，帮助我持
续减速，逐渐地接近火星表
面。在不到 7 分钟时间里，
我的速度从每小时 1 . 98 万
公里骤降到每小时 8 公里。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触地。在我和火星表面接
触的那一瞬间，引擎必须立即
熄灭，否则我会翻倒在地。每
一步我都小心翼翼，稍有偏
差，将功亏一篑。

好在一切都很顺利，我最终安全降落
在了火星赤道以北平坦广阔的艾利希平原
上——— 这里是我的新家。

这是无比惊险的 7 分钟，也是充满希
望的 7 分钟。

你好，火星，我来了！
(记者谭晶晶)新华社洛杉矶 11 月 2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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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有一个特
别的任务 ，就是要深
入火星内部去探测它
的奥秘 ，感受一下火
星震有多强 ，看看火
星内核是什么物质组
成的 ，陨石撞击对火
星有什么影响 。虽然
我不是首个造访火星
的“地球来客”，却很
荣幸成为首个深入火
星内部的“使者”

从十几年前发现水

冰，到今年发现火星南极

冰盖表面下存在液态水

湖，这些新发现大大增加

了人类在火星可持续生存

的可能。作为太空移民的

第一选择，火星的召唤再

度在人类耳畔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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