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观察

随着 11月 3日选举日的
迫近，美国大选气氛趋于紧
张。为应对选举当天及其随
后可能出现的抗议或骚乱，在
首都华盛顿等多地，超市、银
行及一些政府部门等纷纷做
出相应的安全准备。

在华盛顿，白宫周边的一
些超市、银行、花店、咖啡馆、
宾馆，以及退伍军人事务部等
联邦政府部门均用木板加固
了门窗，一些路段贴上选举日
及 次 日 禁 止 停 车 的 紧 急 通
知。这种景象是往届大选中
难以见到的。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华
盛顿特区警方从本周末起已
限制警察休假时间以确保警
力，近期还斥资 10万美元购
买杀伤力较小的弹药和化学
刺激物；美国国民警卫队也已
成立反应部队以应对可能发
生的动荡。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说，全美各地许多商家在为选
举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做准
备。总部在伊利诺伊州的犹
他美容公司计划在选举日提
前关门，并为门店雇用夜间保
安。在芝加哥，一些商店也部
分封闭了窗户。软件公司“服
务频道”披露的数据显示，在
10月最后两周，美国约有310
家企业订购加固门窗的防护
板，数十家企业要求在选举日
增加保安人员。沃尔玛公司
日前一度宣布将所有在售枪
支弹药下架，但随后宣布撤销
这一决定，改为采取其他安全
措施。 （新华）

担忧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
的冲突范围扩大，亚美尼亚总理
10月31日请求俄罗斯给予安全
协助，获俄方应允。

求援
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

尼扬10月31日致信俄罗斯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说纳卡战事逼
近亚美尼亚边境，请求俄罗斯给
予安全协助。

亚美尼亚外交部在一份声明
中说：“亚美尼亚总理请求俄罗斯
总统开始紧急磋商，旨在确定俄
罗斯联邦可以向亚美尼亚提供何
种类型和规模的协助，以确保亚
美尼亚的安全。”

俄罗斯在亚美尼亚第二大城
市久姆里设有军事基地，与亚美
尼亚有防务协定。俄罗斯先前
说，俄方与亚美尼亚的防务协定
不适用于纳卡地区。

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回应：
“如果冲突直接波及亚美尼亚领
土，俄罗斯将向亚美尼亚提供所
有必要协助。”

俄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
哈罗娃在电视讲话中说，将讨论
协助亚美尼亚的“具体形式”。

俄外交部同时呼吁纳卡冲突
双方立即停火，缓解紧张局势并
开始实质性对话。

升级？
法新社解读，亚美尼亚公开

向俄罗斯求援加剧对纳卡冲突升
级的忧虑。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明斯克
小组共同主席国美国代表凯里?
卡瓦诺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战
事进一步扩大？”

卡瓦诺告诉法新社记者：“风
险难以估量，俄罗斯或土耳其军
队任意一方这时介入将意味着纳
卡冲突显著升级。”

卡瓦诺分析，军事介入纳卡
地区不符合俄方利益，但俄罗斯
可能调动驻扎久姆里的军事力量
以强化边境安保，或者协助因纳
卡冲突逃离的平民。

亚美尼亚政治分析师哈科
布?巴达良认为，不排除帕希尼扬
求援是“政治动作”，意在凸显俄
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作用。

就亚美尼亚向俄罗斯求援，
阿塞拜疆总统助理暂时没有回应
媒体提问。

帕希尼扬在写给普京的信中
强调，阿塞拜疆方面获得土耳其
支持。

亚美尼亚驻俄罗斯大使先前
指认土耳其从叙利亚北部调派
4000人至阿塞拜疆，阿塞拜疆和
土耳其政府予以否认。作为阿塞
拜疆的传统盟友，土耳其多次表
示将全力支持阿塞拜疆。

帕希尼扬致信普京前一天，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外交部长在
瑞士日内瓦对话，没有就纳卡冲
突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包雪琳（新华社特稿）

亚美尼亚
求援俄罗斯
俄外交部当天回应，将

提供所有必要协助

“天问一号”的火星之路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

今年7月23日，中
国发射了火星探测器

“天问一号”。“天问一
号”究竟有何神奇之
处？探寻火星之路究
竟有多艰难？由广州
市科技局、广东科学中
心、羊城晚报社共同主
办的第77期珠江科学
大讲堂，邀请到了国际
宇航联卫星商业应用
专委会亚太办主任、航
天科普专家朱林崎研
究员，在广州华阳小学
进行了关于“天问一
号”以及火星探测的科
普讲座。

中国于 7月 23日发射“天问一
号”，与此同时，7月 19日阿联酋发射
了火星探测器“希望号”，7月 30日美
国火星探测器“毅力号”也升空。为什
么各国火星探测器都集中在7月发射？

朱林崎说，地球和火星离得很近，但是
彼此间的距离却是在不断变化的——最远
为4亿公里，最近为5600万公里——呈现

一个由远到近和由近到远、周期性重复的
过程。其重复的周期大约为780天，也就
是26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要发射探测
器，就得在最合适的时间进行，所以才会出
现扎堆7月发射的情况。

据悉，以人类现在的航天能力，能
够在 6个月至 10个月时间里，从地球
出发到达火星。

发射窗口：26个月一次

火星上一片荒凉，人类为什么还要
执著前往？

朱林崎介绍说，地球和火星除了离得
近，还长得像。两者都是岩质行星，结构
也很像，都如鸡蛋一样，有类似鸡蛋壳、蛋
清、蛋黄的结构层。并且，火星的直径是
地球的二分之一，质量是地球的十分之
一，所以，火星就像是迷你版地球。

此外，火星和地球一样，不仅有围
绕太阳的公转，也有自转，而且倾斜自
转的角度也很接近。但是，由于火星距
离太阳较远，所以它绕太阳一周要687
天。火星地表的温度和地球差别也不

是很大，在零下140摄氏度至30摄氏度
之间，平均气温是零下63摄氏度，

有意思的是，科学家们用数据推测
出了38亿年前的火星，其地表也有流
动的水，或许也有生命，很像如今的地
球。科学家们认为，现在的火星，或许
会是地球“老”了之后的样子。深入探
索了解火星，目的之一就是要防止地
球变得像火星那样，不适合人类生存。

不仅如此，人类还设想要将火星改造
成为第二个家园。根据现有探测结果，科
学家们已经找到了火星上有水冰的证据，
很有可能还存在着液态的地下水。

火星：老年版的地球？

“天问一号”的发射成功，
意味着火星探测任务迈出了成
功的一小步。

朱林崎说，在近 60年间，
人类总共完成了 44次火星探
测任务，其中只有22次成功抵
达火星或者部分成功，而20次
尝试着陆火星表面则仅有8次
着陆成功或者部分成功。

此外，由于地火相距遥远，
所以从地球上发射一个信号给
火星探测器，最长可能有23分
钟的时延，因此在飞行的过程
中，探测器要自主解决很多关
键问题，对于探测器本身的技
术要求很高。

而如果探测器要着陆火星
表面，则要经历“恐怖7分钟”。

朱林崎说，在这7分钟的时
间里，探测器要从2万公里的时
速降到零，减速的过程要进行
1000多个精准动作，通过地球
上的信号控制，由于时延的关
系，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就

要靠探测器本身来完成。以
“洞察号”火星探测器为例：

首先，探测器要利用火星
大气层来进行减速，而且探测
器切入大气角度必须是12度，
角度过大，会撞向更为厚重的
大气层，因为摩擦温度太高而
烧毁，角度太小，会被大气层反
弹回太空。

第二步，要在距离火星表
面 16公里的高度打开降落伞
进行降速，这一打开降落伞的
高度也必须保证无比精准，打
开太早，降落伞会被气流撕裂，
打开太晚，就来不及减速而撞
向火星表面坠毁。

第三步，探测器要依靠反
推发动机产生向上的推力，减
少探测器快速下降的速度，在
22秒钟之内保证把速度降到8
公里每小时。但是，在探测器
触及火星地表的一瞬间，发动
机必须马上熄火，否则探测器
就会翻倒。

降落火星：恐怖7分钟

人类探测火星的历史，最早
可以追溯到四百多年前的伽利
略——他用自制的望远镜对火
星进行了观测。上世纪 60年
代，苏联发射了第一颗火星探测
器。

1964年11月28日，美国发
射了“水手 4号”火星探测器。

“水手 4号”拍摄了第一张火星
表面的照片，让人类第一次看到
了火星上充满陨石坑的画面。

60年来，总共有7个国家和
地区进行了火星探测。朱林崎

说，目前人类使用的火星探测器
有三种，一种是围绕着火星转圈
的环绕器，主要任务是实施在轨
探测和信号传输；一种是着陆
器，要抵达火星表面进行原地探
测，还有一种是能够在火星表面
运动的火星车。而“天问一号”
是第一个能够同时实现这三种
功能的探测器，如果成功抵达火
星，将会是人类历史上首个一次
完成火星环绕、着陆和巡视三项
任务的探测器，实现深空探测任
务跨越式发展。

“天问一号”：首个一箭三连探测器

2020年美国大选投票日将
至，追踪竞选花销的美国非政府
组织敏感政治问题研究中心预
计，今年大选总花费最终将达
140亿美元，刷新“烧钱”纪录，是
2016年的两倍。

在美国，竞选人“烧钱”刷
“存在”、力争吸纳大笔捐款俨然
成为政界“行规”。

新纪录！
新常态？

回顾前几届大选，可谓一届
比一届“贵”。2016年大选花费
大 约 70亿 美 元 ，而 2020年 将

“烧”出新热度。无党派倾向的
敏感政治问题研究中心10月28
日说，截至 11月 3日投票日，
2020年大选总花费最终将达140
亿美元，包括竞选人、党派和外
围团体投入的资金。

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看
来，140亿美元足够吸引眼球。
这家媒体援引美国零售业协会
预估数据报道，美国人今年万圣
节消费总额大约80亿美元。

140亿美元中，估计总统竞
选累计投入66亿美元，国会选举
累计投入超70亿美元。唐纳德?
特朗普和乔?拜登的合计“竞选
账单”远超2016年特朗普和当时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

顿合计的 24亿美元。而 2004
年，两党总统候选人竞选费用仅
为7亿美元。

数据显示，截至投票前一
周，民主党在整个竞选周期的累
计竞选开销为69亿美元，共和党
38亿美元。

敏感政治问题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希拉?克鲁姆霍尔茨说，
今年大选总开销将“绝对超出我
们所见或所设想的情况。这已
经 是 历 史 上 最 昂 贵 的 总 统 选
举。问题是，它是否会成为未来
选举的新常态？”

钱非万能？
没钱不能！

在美国参加竞选，有钱或许不
是万能，但没钱肯定是万万不能。

前纽约市长、亿万富翁迈克
尔?布隆伯格一度加入总统选举
民主党初选混战、为竞选“烧钱”
数亿美元，其竞选团队曾有2400
名带薪职员。

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卡玛
拉?哈里斯在党内初选阶段曾

“为钱所困”。她去年1月宣布参
选总统，选情一度看好，但年底
宣布退选，坦言原因之一就是筹
集资金越来越难。

11月3日，除总统选举，众议
院全部议席和参议院大约三分

之一议席将改选。一些议席竞
争激烈，候选人“烧钱”不手软。
角逐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
席位的民主党人贾梅?哈里森的
竞选团队证实，第三季度仅投放
电视广告就花费 3400万美元。
他的对手、谋求第四个参议员任
期的共和党人林赛?格雷厄姆 9
月底一天两次现身福克斯新闻
频道，恳请支持者为他捐款，称

“有点扛不住”。

“金主”加持
权钱挂钩？

竞选开销巨大，参选人的一
项必备技能是“吸金”。

敏感政治问题研究中心预
期，拜登有望成为首位筹得竞选
资金超过 10亿美元的总统候选
人。截至 10月 14日，拜登累计
筹款9.38亿美元，特朗普累计筹
款5.96亿美元。

除通过筹款活动等手段“吸
金”，以及得到党派帮衬，竞选人
也少不了“金主”加持。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2010年裁定，企业和
工会有权无限制地在选举周期
内向支持且独立于竞选人团队
的组织捐款。那以后，个人也获
允 许 无 限 制 地 向 这 类 组 织 捐
款。旨在为竞选融资的“超级政
治行动委员会”应运而生。

敏感政治问题研究中心发
现，2020年竞选接近尾声，证券
和投资领域的捐款人正大举助
阵拜登。关注美国行政界人事
任免事宜的民间团体“旋转门”
创始人杰夫?豪泽说，如果拜登
当选，他团队内的保守人士可能
会主张对捐款超过 7000万美元
的华尔街“予以回报”。

共和党“金主”同样出手大方。
博彩业巨头谢尔登?阿德尔森曾经
助阵特朗普2016年竞选总统。阿
德尔森夫妇据信最近累计向一个超
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7500万美
元，助力特朗普竞选连任。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解读，大
企业和特殊利益集团大把撒钱，
目的是换取这些“种子选手”得
势之时“投桃报李”。美国新闻
网站“为了人民”2018年报道，特
朗普 2017年会晤时任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要求安倍“强烈考虑”
允许阿德尔森到日本开赌场。

面对愈演愈烈的竞选“烧
钱”比拼，政治与金钱挂钩的质
疑声早已鼎沸。美国政治公益
组织“公共公民”负责人阿基娜?
弗里蔡尔德先前接受新华社记
者专访时直言：“美国民主正面
临危机，民众感到被排除在民主
进程之外，整个体制对大金主产
生依赖，选举成为烧钱游戏。”

杜鹃（新华社特稿）

美国多地出招
防范选举引发动荡

140亿美元！美国大选“烧”出新热度

大讲堂现场大讲堂现场

航天科普专家朱林崎在广州华阳小学开讲——

朱林崎朱林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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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今 ?国际日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10月 31日宣布英格兰地区从
11月 5日起“封城”约一个月。
英国内阁办公厅大臣迈克尔?戈
夫1日说，如果在此期间无法降
低新冠感染率，“封城”期限可能
延长。

英国是欧洲新冠病亡人数
最高的国家，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10月 31日突破 100万例，近期
平均单日新增病例超过 2万
例。约翰逊 10月 31日下午宣
布英格兰11月5日至12月2日
实施“封城”措施。

英国政府再度“封城”的决
定招致反对党和商界批评。英
国反对党工党说，政府应在 10
月学校放期中假期时启动“封
城”，如今已错失最好时机。

英国内阁资深大臣戈夫 1
日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采访
时说，“我们对今后四周有清晰
计划”，但很难准确预测四周内
会发生什么。

戈夫呼吁民众积极配合“封
城”措施：“除非我们现在行动，
否则(医疗机构)会被压垮。”

英国政府新一轮“封城”措
施包括：禁止民众非必要外出，
上学、上班、锻炼身体、购买生
活必需品和药品等特殊原因除
外；酒吧、餐馆等暂停提供堂
食，可以提供送餐服务；不鼓励
出境等。

英国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
尔兰地区则各自制定防疫计划，
这些地区已从10月起执行更为
严格的防疫规定。 （郭倩）

以色列 1日启动新冠疫苗
临床试验。疫苗研发机构说，如
果试验成功，疫苗最早有望明年
夏天问世。

该疫苗名为“BriLife”，为
以色列国防部下属的以色列生
物研究所研发，于6月完成动物
试验。以色列国防部 10月 25
日宣布，疫苗获得监管部门批
准，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以色列国防部在一份声明
中介绍，一期临床试验 11月 1
日开始，为期三周，80名年龄在
18岁至55岁之间的志愿者参与
试验；二期临床试验预计 12月
开始，试验范围将扩大至960名
18岁以上的志愿者；如果上述
两期试验取得成功，三期临床试
验预计明年4月或5月开始，将

招募3万名志愿者。
以色列生物研究所所长什

穆埃尔?沙皮拉说，疫苗研发进
入最后阶段，“我们的最终目标
是生产 1500万剂疫苗，提供给
以色列以及一些邻国的居民”。

该研究所1日告诉路透社，
如果临床试验顺利，这款疫苗有
望明年夏天投产问世。

以色列国防部说，这款疫苗
此前在动物试验中效果良好，以
色列生物研究所已经研制2.5万
多剂疫苗，以用于一期和二期临
床试验。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
球共有超过 100款新冠候选疫
苗处于研发中，其中 40多款进
入临床试验阶段。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电 日本大阪市民
1日就是否支持“废除大阪市而
并入大阪都”的“大阪都构想”
进行投票。数据显示，超过半
数参加投票的大阪市民反对

“废除大阪市而并入大阪都”，
“大阪都构想”再遭否决，大阪
市将继续存在。

根据大阪市选举管理委员
会当天晚间公布的数据，拥有
投票权的大阪市民总计220.57
万人，实际投票率为 62.35%。
数据显示，超过一半参加投票
的市民反对“废除大阪市而并
入大阪都”。

大阪维新会代表、大阪市
市长松井一郎在当晚举行的
记者会上表示，他愿为“大阪
都构想”再次失败担责，并将
在 2023年市长任期结束后退
出政坛。

“大阪都构想”有意效仿东

京都，将大阪市目前24个辖区
合并成若干个特别区，由大阪
府管理，从而消除府和市的双
重行政设置，提升经济活力。
2015年5月，将大阪市整编为5
个特别区的“大阪都构想”方案
在居民投票中被否决，时任大
阪市市长桥下彻退出政坛。

大阪市选举管理委员会今
年 10月 12日发布“大阪都构
想”居民投票公告说，大阪市居
民将于 11月 1日就是否支持
2025年废除大阪市进行投票。
此次的“大阪都构想”方案提
出，5年后废除大阪市，成立“淀
川区”“北区”“中央区”和“天王
寺区”4个特别区。根据大阪府
和大阪市日前批准的《特别区
设置协定书》，特别区将向居民
提供教育、福利等服务，原大阪
市的广域行政职能将统一收归
大阪府。

由于担心选举当天发生骚乱带来损失，纽约不少商店和写字楼开始加强防护和安保。图为11月1日，
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工人为一家商店安装防护板 新华社发

纽约纽约：：店铺店铺““装甲装甲””保安全保安全

如果无法降低新冠感染率

英国英格兰新一轮“封城”
可能延长期限

以色列启动
新冠疫苗临床试验

日本大阪市民投票
反对废除大阪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