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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健康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10 日电(记者周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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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的
新闻发布会上，项目主任谢泼德·杜勒曼在发言中稍做停顿，
屏幕上亮出首张人类拍到的黑洞照片，“这就是了”。现场立即
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黑洞终于被人类“看到”了。
“这是迄今为止证明黑洞存在的最强证据，黑洞阴影的形

状也与爱因斯坦预言的完美符合。”美国哈佛-史密森天体物
理学中心的杜勒曼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杜勒曼会后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将成功拍到黑洞照片比作
一个“宇宙级的巧合”。他说，来自 M87 星系中心黑洞的无线
电波从要落入黑洞的热气体中“杀出来”，走出 M87 星系，又
经过 5500 万年穿越星际空间进入银河系、来到地球，冒着被
地球大气吸收的危险，最终才落到望远镜上。

除了“天时”，还有“地利”。杜勒曼说，8 台望远镜组成了
这台与地球大小相当的虚拟望远镜，分辨能力刚好可以接收
来自 M87 星系中心黑洞的无线电波，而这个黑洞的质量以及
与我们的距离也刚好可供成像。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幸运或是巧合，但大自然对我们真的
不错。”杜勒曼说。

尽管如此，让人们直接看到黑洞的主要原因还是“人和”，
此次合作汇集了全球超过 200 名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2017
年 4 月，从美国夏威夷到智利、从伊比利亚半岛到南极的这些
望远镜在同一时刻对准 M87中心黑洞拍照，其难度相当于从
地球上给月球表面的一个橙子成像。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文学副教授丹尼尔·马罗内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最大的技术挑战是在相同时间点精确地
记录落在每台望远镜上的光，最后用超级计算机将其整合起
来。

照片经过近两年的数据处理及理论分析后才“冲洗”完
成。为了突出“冲洗”比“拍照”更难，马罗内还把其中一个“数
据模块”拿到发布会现场展示。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弗朗丝·科尔多瓦在发布会上
评价说：“这是一项‘赫尔克里士’式的艰巨任务，将在人类的记
忆中留下印记。”“赫尔克里士”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
以其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而著称。

让天体物理学家兴奋不已的远不止于此。
杜勒曼说，这个来自 M87 星系中心的黑洞喷射出至少

5000 光年的喷流，这些喷流会对整个星系造成影响，给黑洞
拍照有助于我们理解喷流是如何发生的。

哈佛大学理论物理学家亚伯拉罕·勒布对新华社记者说，
黑洞附近的气体被吸积并发出辐射，这一过程有点像水流入
水槽，但具体细节还不清楚。

美国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安德鲁·施特罗明格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黑洞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地方，那里发生了很
多事。尤其当人们将量子力学效应考虑在内时，许多问题依然
令人困惑。黑洞照片将揭示那里的“生机”，提供更多思路。

哈佛大学数学系教授丘成桐对新华社记者说，对黑洞的
直接观测对理解我们所处的时空至关重要，黑洞照片的细节
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

给黑洞拍照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 4 月 10 日，在智利圣地亚哥，“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召开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发（豪尔赫·比列加斯摄）

新华社北京 4 月 11 日电(记者
郭爽)不少人脑海中关于黑洞的形
象来源于科幻电影《星际穿越》中
清楚明亮的图像，而最新发布的人
类首张黑洞照片却有点“糊”。对
此，《星际穿越》科学顾问、诺贝
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基普·索恩 11
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对两个
黑洞图像的异同给出独家解析。

“模糊是因为(事件视界)望远
镜的分辨率还不够好”，著名黑洞
专家索恩说。他还解析了“事件视
界望远镜”项目最新公布的 M87
星系黑洞照片，与《星际穿越》中
“卡冈图雅”黑洞形象的三大不
同。

首先，“卡冈图雅”的图像显
示出强光，而最新公布的黑洞照片
上的光却柔和得多。索恩指出，
“卡冈图雅”的强光来自拍电影时
IMAX 相机镜头中模拟的光散射。
对黑洞的真实观测可没有拍电影这
么好的条件，“事件视界望远镜”
中没有 IMAX 相机那样的光散
射。

第二，真实照片中，黑洞一侧明
亮，而另一侧暗淡。但《星际穿越》中
的黑洞图像却没有这种差别。

索恩指出，与“卡冈图雅”黑
洞相比， M87 星系黑洞的多普勒
频移作用显得非常强大，这使得照
片中黑洞有一侧非常明亮。多普勒
频移是指物体运动时，从那里发出
的信号传到接收处时会出现相位和
频率的变化。

事实上，索恩团队当初为《星
际穿越》提供的黑洞模型中同样考虑了多普勒频移，但《星
际穿越》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忽略”了这种亮度差异。

第三，电影中设定的“卡冈图雅”黑洞与真实 M87 星
系黑洞本身就有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二者的吸积盘厚薄程
度等特性有差异，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卡冈图雅”黑洞
图像的中心有一条亮带。

黑洞周围的光环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此次对 M87 星
系黑洞成像的“事件视界望远镜”的工作波段是毫米波。但
人眼并不能看到毫米波，黑洞图像上呈现出的彩色光是科研
人员经过计算机处理而成的。“事件视界望远镜”的科学家
选择了红色，而《星际穿越》则选择了其他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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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吕宋岛的考古发现显示，人类在五六万年前有一
个“远房表亲”。这项发现进一步证明，人类在亚洲的进化比先
前以为的复杂得多。

据《自然》杂志 11 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科学家 2007
年至 2015 年在吕宋岛北部一个洞穴先后发现“先前不知道的
人种”的 7 颗牙齿化石以及 6 块足骨、手骨和腿骨化石。它们
属于至少三个个体。对这些化石的分析显示，它们距今至少 5
万年至 6 . 7 万年。科学家把这个人种命名为“吕宋人”，推测他
们吃肉，使用石制工具，体型较小。

人类祖先与黑猩猩“分家”后，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发展
出包括直立人和智人在内的许多分支，但其他分支早已灭绝，
唯有智人、即现代人类这一支存留下来。

科学家说，吕宋人和本世纪初发现的印度尼西亚弗洛勒
斯人曾经与智人同时生活在地球上，不排除吕宋人灭绝是因

为智人来到亚洲。
参与吕宋人研究的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弗洛

朗·德特鲁瓦推测，吕宋人可能是直立人的后代。直立人被普
遍认为是第一个走出非洲的人类物种。

美联社援引加拿大湖首大学人类学家马修·托切里的话
报道，吕宋人的发现或许只是关于人类进化发现的“冰山一
角”。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学研究所人类学家迈克尔·
彼得拉利亚认为，吕宋人的发现“显示我们对人类进化仍知之
甚少，尤其是在亚洲的进化”。 (欧飒) 新华社微特稿

 4 月 11 日，在菲律宾奎松城，考古学家阿曼德·米哈
雷斯展示“吕宋人”的牙齿化石。

新华社发（乌马利摄）

科学家在菲律宾发现人类新“表亲”

新华社北京 4 月 10 日电(记者林苗苗、蔺娟、侠克)4 月
11 日是世界帕金森病日，人类认识帕金森病已逾 200 年。伴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专家认为，公众应更多关注帕金
森病，提高对帕金森病的预防意识和辨别能力，做到早期诊
断、治疗，有效缓解病程，减轻帕金森病对个人和家庭带来的
痛苦和负担。

“僵、慢、抖”是早期主要症状

帕金森病并不罕见，可见于从青少年到老年的各个年龄
段，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比例逐渐增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
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李建宇介绍，帕金森病是一种常
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多发于中老年人群，我国 65 岁以
上人群帕金森病的患病率约为 1%至 2%。

英国内科医生詹姆斯·帕金森博士在自己住所的楼上观
察到了几个邻居肢体抖动、走路姿势前倾、动作缓慢，最早系
统地描述了这种疾病。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副教授王含说，当
年詹姆斯·帕金森观察到的主要运动症状如今仍是帕金森病
的诊断门槛，随着病程的进展，患者逐渐会出现走路不稳、容
易摔倒等其他症状。

如何早期识别帕金森病？专家认为，其早期首发症状主要
是“僵、慢、抖”。王含介绍，动作缓慢是帕金森病最关键的表
现，包括刷牙、打鸡蛋等精细动作不灵活，走路时手臂不能自
如摆动，写字变小，表情变平淡等。很多患者会手部颤抖，但也
有些患者仅有肢体的僵硬感，被称为非震颤型帕金森病。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帕金森病学科带头

人王茂德说，帕金森病还可出现认知障碍、精神异常、睡眠障
碍、感觉障碍，以及情绪低落、焦虑、便秘等非运动症状。

治疗宜早不宜迟

“帕金森病可能是多个基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李建宇说，其确切病因目前仍不明确，遗传因素、环境因
素、年龄老化、氧化应激、脑外伤等均可能是影响因素。

专家表示，作为慢性病，帕金森病多数患者的病程都在
10 年以上，需要终身治疗。尽管尚无根治方法，但及时规范治
疗能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治疗“宜早不宜迟”。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
科副主任胡永生说，帕金森病患者若能早期发现并及时规范
治疗，可基本恢复正常生活。药物治疗是帕金森病首要的治疗
手段，手术是药物治疗的有效补充，出现药效减退等副作用时
是进行脑起搏器手术的最佳时机。

王茂德提示，帕金森病患者在治疗时常常会陷入两种极
端：有些患者不愿及时吃药，主观上认为拖延用药时间可以延
缓药物的耐药性，但事实上，目前业内认为帕金森病治疗应
“早发现、早治疗、早受益”。

“另一种极端的患者则是一心求快，拼命吃药。”王茂德
说，有些患者感觉自己症状加重后便自行增加药量，起初僵
硬、迟缓等症状会有所改善，但不久就会由“不动”变为“多
动”，还可能伴随烦躁、幻觉等副作用，导致远期治疗效果越来
越差。

运动有助预防

王含说，目前研究认为体育锻炼、咖啡因对预防帕金森病
或有帮助，太极、瑜伽、探戈等活动也被证实可以延缓帕金森
病患者的病情进展。因此，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体育锻炼仍然是
普适的健康法则，对于帕金森病也不例外。

“在我国，帕金森病仍存在就诊不及时、延误诊断率高、治
疗率低的状况。”王茂德说，由于帕金森病起病隐匿，早期很难
察觉。建议高危人群重视健康检查，尤其是有家族史的中老年
人。其他高危因素包括长期在化学工厂或有毒环境工作者、怀
疑有肌张力或动作协调性有障碍者等。高危人群尤其要加强
体力活动锻炼，包括肌力锻炼、关节锻炼、平衡功能锻炼等，并
多参加社交活动，锻炼语言功能。

专家表示，适当的运动有助于预防帕金森病，帕金森病患
者也应在康复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力所能及的锻炼，延缓运
动功能减退。建议患者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多吃富含纤维的
食物。

专家认为，公众应提高对帕金森病的预防意识和辨别能力

“僵慢抖”是早期主要症状，治疗宜早不宜迟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1 日电(记者陈聪、屈婷)提起帕金森
病，我们可能会想到颤、僵、慢这些典型特征，而常常忽视了帕
金森病的非运动症状如抑郁、焦虑、幻觉、失眠、便秘等。专家
指出，如果家里老人出现上述非运动症状，应及时诊治，给予
帕金森病患者更多关爱。

中国帕金森联盟理事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帕金森
病研究和诊疗中心主任陈彪说，帕金森病是一种慢性进展性
疾病，和它的斗争是一场持久战，因此专业医生在疾病治疗早
期的参与非常重要。

虽然目前帕金森病无法治愈，但大多数药物可以显著改
善患者症状，并提高和维持其较高的生活质量。北京医院神经
内科主任陈海波说，得了帕金森病并不可怕，只要在治疗过程
中关注三大治疗目标，即控制运动症状、改善非运动症状、防
治运动并发症，并接受专业医生的规范治疗，就能最大程度地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恢复患者的工作和生活能力。

由中国帕金森联盟发起的全国帕金森义诊周在全国多地
帕金森专病门诊联合举行。同时，为了给帕金森病患者提供最
新、最全面的帕金森专病门诊信息，国内“中国帕金森病门诊
地图”2 . 0 版本正式升级发布。

然而，帕金森病起病隐匿、进程缓慢，确诊难度高，非常容
易被忽视。中国帕金森联盟理事长、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帕金森病研究和诊疗中
心主任陈彪教授表示，希望通过这次 60 家医疗机构联动的义
诊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关注帕金森病的热潮。

为了患者能更加便捷地及时就诊，由中国帕金森联盟携
手帕友网在 2018 年共同打造了国内首个“中国帕金森病门诊
地图”，根据上线一年来不断收集的患者反馈及就医需求，更
新推出了“中国帕金森病门诊地图”2 . 0 升级版；升级版囊括
了全国近 500 家帕金森专病门诊的信息，覆盖 150 个城市和
县域，并新增定位、导航、一键呼叫门诊等功能，为患者推荐就
近的帕金森专病门诊。 (卢刚)

■链接

帕金森病这些症状易被忽略

全国帕金森义诊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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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业内认为帕金森病治疗应“早发

现、早治疗、早受益”

新华社兰州 4 月 10 日电(记者张文静、李华)2014 年以
来，以长安大学彭建兵教授为首席科学家的国家重点基础研
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项目“黄土重大灾害及灾害链的发
生、演化机制与防控理论”，联合成都理工大学、兰州大学
的科研人员在甘肃省和陕西省两个黄土滑坡频发地开展了系
统研究工作。经过五年联合攻关，团队成功实施了 4 次黄土
滑坡临灾预警。

成都理工大学教授许强课题组和长安大学教授张勤课题
组在甘肃省永靖县盐锅峡镇党川村黑方台地区建立了一套一
体化的多元立体观测系统，跟踪监测和解算出黄土台塬各部
位的微小变形动态，提前判识潜在滑坡隐患，并通过在识别
出的滑坡隐患部位布设智能裂缝计，实现对滑坡隐患的实时
自动监测和临灾预警。

据介绍，今年 3 月 24 日 17时 50 分，团队成员布设在
黑方台地区滑坡群附近的北斗监测系统和智能裂缝计自动发
出滑坡黄色预警。 3 月 26 日凌晨 4时 34 分，监测预警系统
发出红色预警，预警短信自动发布到当地相关部门，当地政
府收到预警信息后，撤离了危险区内群众。

彭建兵表示，这是 2017 年以来，该团队对黑方台地区
实施的第 4 次黄土滑坡成功预警，有效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这意味着，我国科研人员突破了长期以来面临的黄
土滑坡临灾预警难题。

甘肃省永靖县盐锅峡镇镇长田永才告诉记者，由项目团
队提出和建立的滑坡预警系统在滑坡发生前的 40 分钟，及
时发出预警信息，保护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了解到，在成功实施了 4 次黄土滑坡临灾预警的
同时，团队成员还获得了“滑坡起动—破坏阶段”的位移
曲线，为认识黄土滑坡变形破坏规律，优化黄土临灾预警
模型提供了可靠数据。不仅如此，团队成员、兰州大学土
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张帆宇博士的研究还发现，长期人工灌
溉使黑方台地区产生的盐渍化问题，严重影响着黄土滑坡
的活动性，这为西北灌溉地区黄土滑坡临灾预警提供了新
的理论认识。

据介绍，中国地质灾害中有近三分之一发生在黄土地
区。频发的黄土滑坡灾害已严重影响到黄土地区人民的生
活、生产和社会安全稳定。有效遏制这类灾害十分迫切，但
由于黄土滑坡灾害成因复杂，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突发性，
因此黄土滑坡超前判识和临灾预警一直是地质灾害研究领域
的难点和热点。

彭建兵等专家表示，准确的地质灾害预警预报是建立在
机理、算法等基础上，并不是有了监测系统就可以做到，还
需要科研人员认识对象、分析对象和理解对象。在这种情况
下，数据才能变成有效的预报工具。

我国科研人员成功实施

4 次黄土滑坡临灾预警

新华社加德满都 4 月 11 日电(记者周盛平)由 4 名尼泊
尔测量人员组成的团队日前离开加德满都，前往珠穆朗玛峰
南坡大本营，开始自主测量珠峰高度。

尼泊尔总理奥利在加德满都的总理官邸为测量团队举行
了欢送仪式，希望他们能得到一手数据，准确测量这座世界
最高峰的高度。

据尼泊尔测绘局提供的信息，队员携带全球卫星定位
系统，将用传统方法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测量。
他们和辅助团队需要至少 40 天才能从南坡大本营抵达峰
顶。

珠峰位于中尼边境，在尼语中名为“萨加玛塔”，意为
“齐天”。目前尼泊尔认同的珠峰高度为 8848 米，由印度
于 1954 年测得。 1999 年，美国曾测得珠峰高度为 8850
米。中国 2005 年测量后公布的珠峰高度为 8844 . 43 米。
珠峰处于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交界处，地壳运动非常活

跃。 2015 年 4 月 25 日尼泊尔发生大地震之后，有人怀疑珠
峰高度发生了变化，这也成为尼泊尔发起此次自主测量的原
因之一。

尼泊尔测量人员开始

自主为珠峰“量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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