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日，一颗不算小的小行星掠过地球，距地球仅约175.6万千米，这会是过去400年内、也是未来500年最接
近地球的一次。专家介绍，它也是2004年至今距地球最近的一颗“潜在威胁小行星”。那么，浩渺太空中还有多
少这样的“潜在威胁”？科学家们如何追踪它们？又将如何应对可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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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哈里斯根据现有近地
小行星发现数量及预估情况，建
立模型计算了小行星大小与碰
撞风险的关系。他认为，直径
50米级的撞击，发生间隔时间
为2000年一遇；140米级的，3
万年一遇；300米级的，10万年
一遇；10千米级的，一亿年一
遇。

1967年，麻省理工学院桑
多夫教授在课堂上提出了一个
设计：假设小行星“伊卡洛斯”将
于18个月后撞击地球，要如何
防止灾难发生？

最终，学生们设计了使用当
时正在研制中的推力最强的土
星5号火箭运载1亿吨当量核
弹，使小行星偏离轨道或者炸
开。当然这只是纸上谈兵，在
2010年，美国科学院曾有报告
认为，用核爆炸阻止小行星撞向
地球，具体办法可能还需要几十
年研究。

除此之外，科学家还设想过
用长期作用力来缓慢改变小行
星轨道，包括太空拖船、引力拖
车、用挖掘机使小行星抛出质
量、用强激光照射改变小行星表
面蒸发量、用表面喷漆等手段
改变光压力等。

另外，还有用航天器动能
撞击的方法改变小行星轨道等
等。

叶泉志表示，对小行星的
在轨打击、摧毁的任务基本停

留在概念和拍好莱坞大片的阶
段。他指出，若发现有小行星冲
着地球而来，NASA有通报机
制，但基本停留在通报以及灾后
援助的层面上。

朱进也说，科学家们是有过
一些概念性设想，但其实离实际
的应用还差很远。“也是因为目
前还没有发现有实际威胁的小
行星。”朱进介绍，首次准确预报
小行星撞击地球是在 2008年
10月6日，天文学家发现小行星
2008TC3 将在 19 小时后撞击
地球，并发出预报。结果这颗小
行星如预期撞击无人居住的苏
丹努比亚沙漠。不过这颗小行
星尺寸不大，直径仅4米左右，
现在其一部分残骸在北京天文
馆展出。

值得注意的是，当一颗小行
星接近行星或卫星时，它将受到
引力摄动，从而可能变更轨道，
从先前不具威胁的小行星变为
潜在威胁小行星。特别是近地
小行星，其接近水星、金星、地球
和火星的机会很多，因而即使是
那些轨道确定的小行星，仍存在
一定风险。 （本报综合）

应对撞击：基本停留在通报及灾后援助

400多年来最近的一次“擦肩”
一颗小行星近距离飞掠地球

近地小行星又一次走入人
们视线：将于4月19日掠过地
球 的 这 颗 小 行 星 编 号 为
2014JO25，直 径 可 能 为 650
米。这是该行星过去400年、未
来 500 年中最接近地球的一
次。这两天晚上人们借助小型
光学望远镜就可以观测到这个

“天外来客”，而若错过，就要再
等500年。

专家介绍，这也是最近13
年中距地球最近的一颗“潜在威
胁小行星”（PHA）。2014JO25
于2014年被人类首次观测到，
随后被列入“潜在威胁小行星”
名单中。这意味着，一旦它和地
球发生撞击，是可能“对人类居
住地造成史无前例的区域性破

坏”的。
截至2017年 3月，人类已

观测到 1786颗 PHA。这一数
字近几年增长很快，在2008年
10月初，NASA的PHA名单上
还只有982颗。

据统计，平均每天有50吨
到 150 吨的微小陨石接近地
球，绝大多数都在大气层中燃
烧掉，成为流星。少数“幸运”
的，成为陨石，也不会对人类造
成多大伤害，反而为天文爱好
者津津乐道。而“潜在威胁小
行星”，一般指直径不小于100
米至 150米，与地球交会时最
小距离小于 0.05 个天文单位
（约750万千米）的小行星。

目前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小

行星的重要性，特别是近地小行
星对人类可能的威胁，已经用遍
布全球的望远镜建立了巡天观
测系统。我国紫金山天文台有
专门的小行星课题组，是全球贡
献小行星数据最多的站点之一；
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
项目曾发现了 2700 余颗小行
星，其中有5颗近地小行星。深
空探测方面，2012年，“嫦娥二
号”在最近距离仅3.2千米的状
态下，成功飞掠一颗“潜在威胁
小行星”——“图塔蒂斯”。

令人欣慰的是，“在可预见
的未来，包括2014JO25，PHA
列表内的小行星基本没有与地
球发生撞击的可能。”北京天文
馆馆长朱进说。

“潜在威胁小行星”，有多危险？

跟踪观测需要全球接力
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后研究

员叶泉志介绍说，目前小行星的
后续跟踪观测是一大问题。因
为这需要全球接力观测，不然小
行星可能会丢失。据悉，目前几
乎所有的近地小行星发现和监
视计划都由NASA资助，并发现
了已知近地小行星中的98%。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天文爱
好者是后续跟踪观测的主力
军。例如国内由业余天文爱好
者建立的新疆星明天文台，是国
际小行星监测网的成员，多次协

助进行小行星追踪观测，就是一
个杰出的代表。据悉，叶泉志在
成为专业研究人员之前，也曾以
天文爱好者身份参与小行星发
现工作。其在高中时，即参与
NASA 的 NEAT（近地天体追
踪）项目，成为国内首个NEAT
小行星发现者；之后其与中国台
湾地区的天文学家在2006年至
2008 年执行的“鹿林巡天”项
目，发现了1颗近地小行星。

叶泉志介绍，他目前在加
州理工学院主导的“兹维基巡

天”中负责小行星的搜寻、观测
和研究，其中一个项目是使用
图像处理和机器学习来识别非
常近距离掠过地球的小行星。
另一个项目是寻找从太阳方向
飞来的小行星——地球上的望
远镜无法向太阳方向观测。

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表示，
在对小行星的观测和发现上，早
期天文爱好者的贡献非常大，不
过随着现在大型巡天项目的应
用，对普通爱好者来说，新发现
小行星其实是越来越难了。

未知风险：对百米级小行星了解不足10%
衡量近地天体撞击地球危

险的指标有都灵指数和巴勒莫
危险指数。以较简单的都灵指
数为例，其使用0到10这10个
整数数字代表危险程度，“0”代
表其撞击地球的机会微乎其微
可以视作为零，又或是在撞击地
球前会在大气层摩擦燃烧殆尽；
而“10”则代表该物体撞击地球
的机会十分大，并足以造成全球
性大灾难。

至今，只有小行星99942在
2004年的都灵指数达到“4”，意
为“需要天文学家注意，现行计
算显示会有1%或以上的可能性
造成区域性的冲撞损毁，在绝大
多数情况下，进一步的望远镜观
测会将危险指数再评为零级”。

不过很快进一步的观测证实其
威胁不存在，等级回到“0”级。

美国空间科学研究所天文
家阿兰·哈里斯曾经估算了近地
小行星的数量，他研究认为，直
径大于1000米的近地小行星可
能有 970 颗到 1100 颗，截至
2014年 8月，有90％已经被发
现，但随着小行星尺寸降低，其
数量也大幅增加，未被发现的也
更多。

叶泉志告诉记者：“直径超
过1000米的小行星一旦撞击地
球，会造成全球范围的毁灭性灾
难。但是100米级别的小行星
也可以对人类文明造成毁灭性
打击，而我们目前对百米级小行
星的了解还不到10%。”

2013年 2月15日，俄罗斯
车里雅宾斯克遭流星袭击，致千
余人受伤。分析其轨迹，科学家
认为，其可能是一颗阿波罗型小
行星（平均轨道半径接近一个天
文单位，而远日点大于地球的近
日点，它们经常位于地球轨道
内），但由于其来自太阳方向，其
在进入大气层之前并未被人类
观测到。NASA估算，在进入地
球大气层之前，这颗小行星尺寸
为17米，其质量为1万吨，爆炸
释放能量约等于50万吨TNT炸
药爆炸。此外，在2004年 3月
18日，直径大约30米的小行星
2004FH，从地球上方大约4.3万
千米处飞过，天文学家在其飞掠
地球前3天才捕捉到其身影。

赤壁市中小学

启动平安教育巡回宣讲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胡新华、刘騉报道：日前，赤壁市中小

学法治平安教育巡回宣讲活动启动仪式在赤壁市第一初
级中学举行。

启动仪式上，赤壁市教育局与赤壁市委政法委领导分
别作了启动讲话。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为学生在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方面作了深入浅出的法制教育讲座，市消防大
队宣传专员通过通俗易懂、寓教于乐的形式向学生们讲解
如何正确用火、用电、用油及一般火灾的预防措施、报警时
注意事项、火灾逃生自救方法等消防知识。

启动仪式上，各相关单位共展出60余块法制、安全方面
的教育展板，吸引了两千余名师生驻足观看。据了解，在启
动仪式后，将根据全市各学校实际情况，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法制平安教育巡回宣讲活动，以确保校园的平安建设。

三峡大学李建林一行

来咸宁高中讲座
本报讯 记者汪俊东、通讯员刘俊、刘昌谋报道： 4

月14日，三峡大学党委书记李建林教授一行访问咸高，同
行的“央视讲坛”讲师、三峡大学教授彭红卫为学生进行了
知识讲座。

三峡大学党委书记李建林教授是咸高的杰出校友之
一，他对母校咸高一往情深，对母校发展深切关注。期间，
李建林教授与师生代表座谈，李建林介绍了三峡大学的办
学历史、办学理念、办学条件、本科的学科设置以及为本科
生提供的优厚待遇等等，希望有更多的咸高学子报考三峡
大学，并期望同学们学成之后回归咸宁，支持家乡建设。

与此同时，“央视讲坛”讲师三峡大学彭红卫教授为
学生们主讲题为《国学热与青年梦》的国学课。讲座分三
个部分：国学热与中国梦，国学是什么，国学与青年成
长。在讲座中，彭教授运用了许多新鲜生动的例子，如最
近热播的《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国学节目，谈到文
化自信，文化安全，还谈到国学与语文学习，国学与人格
涵养，国学与自我实现等等。讲座内容既通俗易懂，又高
屋建瓴，让学生受益良多。最后，讲座在全场激情朗诵诗
人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作中结束。

参加讲座的学生受益匪浅，深受教育，立志发奋学习，
早日成才，报效国家。

赤壁市赤马港学校

举办第二届校园集体舞展演
本报讯 通讯员胡新华、郑燕报道：日前，赤壁市赤马

港学校举行了第二届校园集体舞展演。在展演中，千余名
学生伴随着优美的音乐，踏着轻快的舞步，展现着自己最
为阳光的一面。

据了解，赤壁市赤马港学校注重提升学生的素质，激
发学生的潜能。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充分利用体育活动时
间和快乐大课间活动时间组织学生学习第二套校园集体
舞。校长宋绍华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全体学
生都参与，营造出‘每班课间有活动，每天都跳集体舞’的
健康快乐的校园文化氛围，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
中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提高审美情趣和艺术素养。”

科技 察观
◢

市实验小学

开展“百米长卷涂鸦”活动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记者从市实验小学

获悉，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创作欲望，促进孩子们活跃的思
维，市实验小学开展了“百米长卷涂鸦”活动。

活动当天，百米白布长卷在操场上一字展开，孩子们
在长卷上纵情作画，或描绘动植物，或勾勒人物，或点缀手
印，边画边交流。教师们也在一旁指导学生创作，更多的
是鼓励孩子们大胆创作，激发自己的灵感和学习兴趣。一
幅幅个性张扬、充满感染力的涂鸦作品陆陆续续地呈现在
眼前，给校园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大家的精彩创作，
迎来众多师生驻足观看。

实验小学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艺术实践，学生们不仅
感受到了美术不一样的魅力，还能在广阔的空间开心作画，
从而发现美、感受美、创作美，从不同的角度感受美术带来的
快乐。希望藉此推广，形成该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特色。

湖北科技学院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附属第二医院

附二医院坐落于咸宁市温泉老城区，东门马柏大
道168号，西门茶花路58号。医院现有教授16人，
副教授55人；博士12人，硕士50人。

附二医院是湖北科技学院直属的二级甲等综合
医院，编制病床650张。开设有内科、精神科、心理
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传染科、中医康复科、五官科、
皮肤科、急诊科、体检科、麻醉科、检验科、病理科、放
射科、超声科、机能科等临床科室；购置有核磁共振、
螺旋CT、四维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DR机等一
系列先进的大中型诊疗设备。

附二医院秉承“为病人谋福利、为咸宁添活力”
的服务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身心健康服务。热忱
欢迎惠顾！

健康热线：0715-8102616（门诊办） 8102639（急诊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