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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遇”号火星车 2014 年 1 月拍摄的这
张照片上，其太阳能电池板上覆盖着一层厚厚
的灰尘。 图片来源：NASA

动态 运行 15年 行走 45公里 获多项重要成果

错失良“机”：美告别火星探测先驱
本报讯 在对火星 45 公里的梅里迪亚尼平

原区域进行了 15 年的探索后，美国宇航局
（NASA）的“机遇”号火星车任务宣告正式终
结。科学家历经 8 个多月努力也没能“唤醒”这
架失联的火星车。

“机遇”号与地球的最近一次联络是在去
年 6 月 10 日。当天，一场巨大的火星沙尘暴挡
住了“机遇”号火星车接收阳光的太阳能电池
板。此后，这台年迈的太空机器人便杳无音信。
自此，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 NASA 下属喷
气推进实验室（JPL）的任务控制人员使用了不
同的方法，数百次尝试与“机遇”号火星车取得
联系。

2 月 12 日晚，他们向“机遇”号发出了最后
一组命令，请它作出反应。结果还是没有回答。

“我宣布，‘机遇’号火星车任务已经完成。”
NASA 负责科学的副局长 Thomas Zurbuchen
在 2 月 13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JPL 的“机遇”号项目经理 John Callas 说：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尝试了所有可能恢
复‘机遇’号通信的方法。我们认为，再次收到

‘机遇’号反馈的希望已经极其渺茫，因此决定
结束任务。”

“机遇”号火星车复苏的希望非常渺茫。
NASA 的一些人曾认为，大风可能会吹走“机
遇”号太阳能电池板上积聚的灰尘，使其重新
工作———但梅里迪亚尼平原的多风季节已然
来了又去。“我们需要一场历史性的沙尘暴来
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任务。”JPL 副项目科学家
Abigail Fraeman 说。

火星车将经历这颗红色星球上严酷的冬
季，如果没有太阳能电池板的电力支持，它将
无法生存。

在最后一次联系“机遇”号火星车的那天
晚上，任务控制中心里人们的情绪十分高涨。

“有沉默，有眼泪，还有拥抱。”坦佩市亚利桑那
州立大学火星科学家 Tanya Harrison 在推特上
写道。

“机遇”号火星车于 2003 年 7 月发射升空，
并于 2004 年 1 月在梅里迪亚尼平原着陆，目的
是执行为期 90 天的探测任务，包括找寻火星
上水和生命的迹象等。它最终发现了火星上最

古老的宜居环境。“这是该任务最重大的发现
之一，它来自我们 90 天任务的第 11 个年头。”
该任务首席科学家、纽约州伊萨卡市康奈尔大
学行星科学家 Steve Squyres 说。

如今，“机遇”号火星车正在俯瞰着一个叫
作“毅力谷”的地区。

“机遇”号的“孪生兄弟”“勇气”号火星车
已于 2011 年结束了使命。

在位于火星表面超过 5000 个火星日的时
间里，“机遇”号火星车已经行驶了 45.16 公
里———这是任何地外交通工具的纪录。它的科
学遗产包括发现火星在大约 40 亿年前存在非
酸性的、对生命友好的水体。

目前，美国仍在继续和将要开展的火星任
务包括“好奇”号火星车、“洞察”号探测器、“火
星 2020”项目等。

NASA 的“好奇”号火星车于 2012 年在火
星着陆，距离“机遇”号火星车约 2200 公里，它
是由核能驱动的，因此不受尘埃的影响。此外，
NASA 于 2001 年发射的“奥德赛”和 2005 年发
射的 MRO 依然在环绕火星运转。

无论如何，当科学家与“勇气”号和“机遇”
号开始合作时，几乎没有人预料到 15 年后他们
还会继续为其中一辆火星车工作。 （赵熙熙）

吸奶器
带来有害细菌

科学此刻姻 姻

一项日前发表于《细胞—宿主与微生物》的
研究显示，用吸奶器可能给婴儿带来“错误”的细
菌类型，并且可能增加其罹患儿童哮喘的风险。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的 Shirin Moossavi 和
同事发现，和直接来自乳房的乳汁相比，吸奶器
的乳汁含有更高水平的潜在有害细菌。

“过多暴露于乳汁中的潜在病原体，会给婴
儿带来呼吸道感染的风险。”Moossavi 说，这或许
解释了为何用吸奶器吸出来的乳汁喂养的婴儿
患上小儿支气管哮喘的风险比直接吃母乳的婴
儿高。

细菌如何在婴儿肠道内“站稳脚跟”尚不明
确。来自母亲乳汁中的细菌是一个可能的路径，
但吸吮乳汁的婴儿的口腔细菌转移也可能是一
个路径。

吸奶器提供了第三种可能的人为途径。该途
径可潜在地将一系列环境中的细菌传递给婴儿。

在最新研究中，科学家分析了从分娩 3~4 个
月的 393 名健康母亲的乳汁中采集的细菌基因。
该团队发现，喂给婴儿的乳汁中的细菌含量在不
同婴儿之间出现很大差异。

来自吸奶器的乳汁含有更高水平的潜在有
害“条件致病菌”，比如来自寡养单胞菌属和假单
胞菌家族的细菌。

相比之下，不用吸奶器直接母乳喂养和通常
在口腔中发现的细菌以及更高的细菌丰度和多

样性存在关联。这表明，婴儿口腔细菌在决定哪
种细菌出现在母亲乳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最新研究再次扩展了对人类乳汁微生物群
以及可能影响因素的了解。”该研究共同作者、曼
尼托巴研究所儿童医院的 Meghan Azad 表示，

“研究结果将为关于母乳喂养和人类乳汁的新研
究提供启发。” （宗华）

相关论文信息：

来自吸奶器的乳汁似乎含有更多有害细菌。 图片来源：Mary Smith/Getty

两大国际组织发布
预防听力损失新标准

据新华社电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电信联
盟近日针对智能手机和音频播放器等个人音频
设备联合发布一项新标准，旨在提高这些设备
对听力的安全性，减少人们尤其是年轻人长时
间使用它们而伤害听力的风险。

两大国际组织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全球
12 岁至 35 岁人群中约 11 亿人由于过度使用
个人音频设备收听音乐而面临听力损失的风
险，在这一人群中占比近 5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我们既然具备
预防听力损失的技术知识，就不应该再让这么
多年轻人继续因听音乐而损害他们的听力。他
们必须明白，听力一旦损失，就不会再恢复。这
项新的世卫组织———国际电联标准将使这些年
轻消费者在娱乐时得到更好的保护。”

新标准建议个人音频设备增加“允许最大
音量”功能，通过软件追踪音量大小和使用者收
听时间，并评估可能对其听力造成的危害；同时
基于用户个人使用习惯提供个性化的软件设置
场景，在可能造成听力损伤时提醒用户并提供
行动建议。

新标准还建议个人音频设备厂商提供音量
限制功能选项，包括自动降低音量和允许父母
控制音量等。

按世卫组织标准，暴露在超过 85 分贝下长
达 8 小时，或在 100 分贝的环境待上 15 分钟，
即对听力不安全。

据估算，目前全世界残疾性听力丧失患者
人数约 4.66 亿，占全球人口 5%以上。世卫组织
预计，到 2050 年将有超过 9 亿人患残疾性听力
丧失。 （刘曲）

德将进一步加强理工科教育

据新华社电德国联邦教研部部长安雅·卡利
切克 2 月 13 日首次介绍了德政府为促进理工科
教育制定的新计划，并强调理工科教育的重要性。

据了解，新的“MINT 行动计划”（MINT 是
指数学、信息技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专业）
将主要从四方面加强理工科教育，分别是加强
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理工科教育、培养理工科
专业技术人才、增加女性接受理工科教育的机
会以及扩大理工科专业在社会中的应用。

卡利切克当天在柏林工业大学参加活动时
指出，好的理工科教育在深受数字化影响的现
代世界必不可少，将为个人和国家创造大量机
会。她表示，到 2022 年时，联邦教研部将为该行
动计划提供 5500 万欧元的支持。

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德国在 MINT 专业方
面的岗位数量达 49.6 万个，较 2017 年同期增长
5.9%；岗位缺口上升至近 33.8 万个，超过岗位
总数的 68%。 （张毅荣）

机器人像沙漠蚂蚁那样回家
本报讯 一项日前发表于 《科学—机器人

学》的研究显示，多亏了从沙漠蚂蚁那里借鉴的
策略，一种 6 腿机器人可在没有 GPS 帮助的情
形下找到回家的路。

这种被称为 AntBot 的机器人利用光线判
断其前进的方向。同时，为评估要穿行的距离，
它将地面上的物体经过其身旁时的移动情况和
计算步数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这 3 种技术都
被沙漠蚂蚁使用。

为测试 AntBot，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的
St佴phane Viollet 和同事设置了一项户外回家任
务：先去一些检查点，然后返回家中。AntBot 连
贯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并且平均而言，离其归家
目标仅差几厘米。

很多昆虫在觅食时会自然而然地执行类似

任务。当寻访最喜欢的地方时，它们会选择蜿蜒
的路径，然后沿着直线直接回家。AntBot 做了
同样的事情。不过，一个缺点是 AntBot 的定位
系统在长时间使用后出现过热现象，从而将其
可穿行的距离限制在 14 米内。

该团队目前正致力于研发能穿行更远距离
的新版本机器人。他们相信，这项技术能在 GPS
失灵时———通常在两座高层建筑物之间发生，
提供重要的备用导航系统。

“我们正同法国一家汽车制造商合作，将我
们的‘天文罗盘’装到无人驾驶车辆上。”Viollet
说，下一个挑战是改善传感器，从而确保导航系
统在夜晚、降雨或者树下依然准确。 （徐徐）

相关论文信息：AntBot 可在没有 GPS 的情形下找到回家
的路。 图片来源：Julien Dupeyroux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国会发表国情咨
文演讲，提出美国将在 10 年内终结艾滋病流
行的愿景。特朗普的理由是，近些年来，人类在
抗击艾滋病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科学突破
让曾经遥远的梦想触手可及”。然而，业内观察
人士对此持谨慎乐观态度。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在一篇解释性文
章中说，美国政府的计划是，未来 5 年内将艾
滋病新发感染者减少 75%，10 年内减少 90%。
提出这一目标的原因有三：首先，抗逆转录病
毒药物让感染者活得更长、更健康，并有效避
免了通过性行为将艾滋病病毒传播给伴侣的
风险；其次，“暴露前预防”药物将艾滋病病毒
传播风险降低多达 97%；第三，新的实验室和
流行病学技术帮助锁定需要更多防控资源的
地区。

这篇文章还指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美国在抗击艾滋病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美

国政府每年直接投入艾滋病防治的资金超过
200 亿美元，导致美国艾滋病新发感染者人数
降至最低水平的每年约 4 万人。

此外，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去年批准了
3 款抗艾新药，至少一种广谱艾滋病疫苗在开
展临床试验，这些对特朗普政府的“十年抗艾”
计划都是好的消息。

但相关机构和人士认为，即便在医学水平先
进的美国，要实现这一目标也面临重重困难。

首先是资金问题。尽管特朗普说将在 2020
财年预算中体现抗艾议程，但 2019 财年预算
案却提出削减 4300 万美元国内艾滋病项目支
出，并致力于撤销被称为奥巴马医改的《平价
医疗法案》。

来自无党派医疗政策研究组织美国凯泽
家庭基金会的数据显示，旨在为低收入者提供
医疗服务的美国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是资
助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最大项目，但特朗普政

府鼓励各州削减对这一项目的资助。
特朗普政府去年底还提议改变针对老年

人和残疾人的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中的
“处方药保险”部分，有可能将部分“救命药”排
除在报销范围之外。

正因为此，美国“艾滋病联合”等 20 多个
非营利机构发表联合声明说，对特朗普提出的
抗艾愿景持“谨慎欢迎”态度，因为“行胜于言，
而迄今本届政府把我们引向了错误的方向”。
声明认为，特朗普打击《平价医疗法案》，提议
削减非国防类自主性支出，这可能对抗击艾滋
病的努力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如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所言，并
非所有美国人都能平等地从科学进步中获益。
在美国，艾滋病新发感染主要集中在男同性恋
者和非洲裔等少数族裔中；地区分布也不均
匀，南部艾滋病问题更为严重。同时，艾滋病污
名化问题挥之不去，一直阻碍着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和高风险人群接受相关防治服务。
美国政府部门相关数据还显示，美国在降

低艾滋病新发感染者方面的进展已趋于停滞。
而且，这一进展还面临一些新威胁，其中最显
著的就是阿片危机，因为每 10 个艾滋病新发
感染者中就有一人是毒品注射者。

观察人士还注意到，特朗普政府执政两年
来没有明显迹象显示其致力于在抗艾工作中
发挥有效作用。特朗普提出的 2018 财年预算
提案曾提议削减艾滋病防控研究资金。2018
年，美国艾滋病问题总统咨询委员会没有召开
过一次会议。2017 年 1 月，奥巴马政府时期的
白宫国家艾滋病政策办公室主任离职，特朗普
此后一直未任命新的人选接任。

“艾滋病联合”等非营利机构的联合声明
写道：“（特朗普政府抗艾）真正的证据将出现
在总统下个月提交的 2020 财年预算提案中。”

（新华社记者周舟）

美国十年终结艾滋病流行愿景挑战重重

研究揭示
前任为何难以忘怀

本报讯“让我们不要把过去的不幸重压在我们
的记忆之上。”英国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在戏剧《暴风
雨》中曾这样建议。不过，就像任何遭受过伤心风暴
的人都知道的那样，这并非听起来那么简单。如今，
心理学家可能发现了人们为何如此难以忘记一段失
败的关系产生的痛苦。

衰退影响偏见是一种心理滤除，可使依附于人
们记忆的负面情绪比任何正面情感都要更快地衰
退，从而帮助人们从糟糕的经历中走出来。“这是一
个健康的过程，因为我们不能一直生活在过去。”来
自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 Bettina Zengel 介绍说，“但
当我们想起过去的感情经历时，好的记忆似乎并未
赢得胜利。它们被糟糕的情绪打败了。”

Zengel 团队让 200 多名男性和女性描述当下或
者之前的浪漫经历以及他们现在的感受如何。只有不
到一半的人选择描述当前的恋爱经历，同时平均而言，
和负面情感相比，他们的正面回忆占了上风。

不过，当涉及到回忆过去的恋爱经历时，衰退影
响偏见似乎并不起作用。谈论和前任恋爱经历的受
试者经历负面和正面情绪的可能性一直相当。

当研究人员问起关于性经历的回忆时，情况变
得更糟。在这些情形下，来自失败恋爱经历的负面感
情比正面情绪更有可能持续存在。该团队发现，如果
一个人有不安全感，糟糕的情感更有可能持续。该成
果日前发表于《应用认知心理学》杂志。

美国芝加哥圣·泽维尔大学的 Tim Ritchie 表
示，这是科学家首次研究恋爱关系中的衰退影响偏
见，研究结果能辨别出可能从心理咨询中受益的人。

（宗华）
相关论文信息：

福岛核电站机组内部核残渣
首次被“触及”

据新华社电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 2 月 13 日宣布，
当天首次“触及”到了福岛第一核电站 2 号机组内部的
核残渣。工作人员通过插入带钳管状设备直接接触和
抓取核残渣进行了调查，但并没有取出任何核残渣。

以往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机组内部情况的调查都
是通过机器人或者插入带摄像头的管状设备对机组
内部进行拍摄调查。2 月 13 日上午，东京电力公司工
作人员打开 2 号机组安全壳的隔离阀，将前端有摄
像头的带钳管状设备从隔离阀中插入安全壳内部，
对熔融的核燃料以及内部构造物（统称核残渣）首次
进行了接触调查。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此次调查发现，在 2 号机组
安全壳底部堆积的碎石状核残渣可以移动。

调查所使用的带钳管状设备可以抓取重达 2 千克
的物体，可以测量核残渣的硬度等，以便日后研发可取
出核残渣的器材。目前，如何取出 1 至 3 号机组内部的
核残渣被认为是福岛核电站报废的最大挑战，东京电
力公司目前在这一问题上仍处于摸索方向阶段。该公
司计划从 2021 年底开始尝试取出核残渣。 （华义）

从树木年轮可知
气候变化导致沙漠扩张

据新华社电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团队日前发表
一项关于树木年轮的新研究发现，气候变化会导致
沙漠扩张，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因素之一。

亚利桑那大学树木年代学家、研究负责人特鲁
埃说，团队研究了北半球五个中纬度地区多种树木
的年轮数据。“较宽的年轮代表潮湿年份，较窄的年
轮代表干燥年份。研究显示，从 1203 年到 2003 年的
800 年间，热带地区的北部边缘上移了 4 度。严重的
火山爆发也引发了热带扩张”。

这项发表在英国《自然—地球科学》期刊上的研
究显示，气候变化导致地球上许多沙漠的扩张，比如
北美洲的索诺兰沙漠，这一沙漠覆盖了从墨西哥下
加利福尼亚半岛延伸至美国南加州和亚利桑那州南
部的大部分地区。

研究发现，从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的几十年
间，北半球热带地区向北扩张明显，引发严重干旱，
这段时期许多地区发生社会动荡。 （谭晶晶）

美“洞察”号在火星表面
放置温度测量装置

据新华社电 美国“洞察”号无人探测器团队 2
月 12 日表示，“洞察”号已成功把温度测量装置放置
在火星表面，这是“洞察”号在火星上部署的最后一
部科学仪器。

任务团队在社交媒体上透露，继地震测量仪之
后，温度测量装置现在也已被安放在火星表面上。接
下来，温度测量装置将从火星表面下探至 5 米左右
深度，测量火星“体温”及内部的热流动。

“我们知道火星内部温度与地球不同，但我们从
未测量过火星的温度。温度测量装置测出的‘体温’将
告诉我们火星散发的热量有多少，火星的组成物质是
否与地球相同。这些重要信息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火
星，还有助于了解太阳系所有岩石行星的构成和演
变。”“洞察”号温度测量装置首席科学家施波恩说。

（谭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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