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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了稳定的液态水源，但高盐
分和极寒冷的环境并不利于生物存活，
再加之火星大气稀薄，还存在大量辐射，
那么，液态湖中存在生命的可能性有多
大？

乐观派认为，冰层阻隔了辐射，令这
个藏于地底的寒冷湖泊有可能存在生
命。研究南极生态的蒙大拿州立大学生
态学教授约翰就认为，即使在极端恶劣
的环境，只要有水有矿物，仍然有机会孕
育生命。

科学家一直致力于在火星上寻找生
命的痕迹。去年，NASA曾在火星火山
口中发现硼酸盐，这种物质在组成RNA
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而RNA是形成最早

生命的分子，这一重大发现或将会成为
火星存在过生命的证据之一。

杨宇光表示，“目前，人类通过对太
阳系的探索已经基本确定太阳系不存在
像人类或者其他哺乳动物这类高等的复
杂生命，但存在低等生命的可能性是有
的，尤其在火星这种水量比较丰富的地
方。”天体物理学博士孙正凡也认为，此
次液态水的发现极具价值，证明了火星
上存在能孕育简单有机物的可能。

（本报综合）

液态湖中存在生命的可能性有多大？

科技 察观
◢

科学家一直将稳定的液态水源视为
生命存在的关键条件，例如地下湖或含
水土层，而非只是微量的水、水汽或冰。
因此，意大利航天局领衔的一个研究团
队7月25日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
一个报告震惊世界：火星南极冰盖表面
下约1.5千米处，存在一个液态水湖。这
一发现在国际上尚属首次，有望为未来
火星探索添加新内容，并引发火星是否
存在生命的新探讨。

这一发现是由意大利科学家罗贝
托·奥罗塞（Orosei）领衔的科研团队，通
过欧洲航天局2003年发射的火星探测
器“火星快车号”所携带的雷达MARSIS
探测到的。通过分析该设备在2012年5
月到2015年12月间的观测数据，他们发
现在火星南极冰盖地区的雷达信号出现
明显异常，形态与地球南极冰川下的液
态水湖相似，这说明火星上可能有稳定
的液态水存在。

《科学》杂志还提到了液态水湖的形
成机制：火星岩上含有盐分并溶解，溶解
的盐分穿透火星表面后在下面形成盐
水。盐水的持续渗入和冰层覆盖的压力
使盐湖保持液态，这种运行机制就像在
地球上一样。

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
家庞之浩表示，此次发现对于人类探索
火星的征程具有重大意义。其一，对寻
找火星生命具有很大参考价值；其二，
对未来载人登陆火星产生积极影响，液
态水可分解为氢和氧，供航天员和火星
载人飞船使用；其三，对研究火星和地
球演变有重要用途，很多迹象表明，火
星环境在几十亿年前与地球相似，后来
经过几千亿年的演变导致大气稀薄、水
分蒸发。“从这些角度研究火星，也能在
一定程度上，为避免地球‘朝着不适宜
人类居住的方向发展’提供借鉴”。庞
之浩说。

火星上发现了一个大型地下湖 零下60℃环境中,液态水何以形成?

在此之前，火星上有水的证据已经
出现多次，但通常都是固态。这是因为
火星地表平均温度通常在零下60℃左
右，即便在夏季也极其寒冷。那么，在如
此寒冷的火星上，此次发现的液态水又
是何以形成的呢？

在低温下，水要保持液态需具备两
个条件，一是含盐量很高，导致熔点降
低，另一个因素是压力很高导致的熔点
降低。研究团队发现，液态湖的温度极
低，约为零下68℃。但由于处于冰盖带
来的压力下，且含有丰富的盐、镁、钙、高
氯酸盐等矿物，所以能让水的熔点变低，
在远低于冰点的温度下维持液状。

由于环境的极大差异，火星上的“液
态水”也和地球上的水差异巨大。相比
而言，地球上海水的平均盐度大约为千

分之三十五，它在零下2℃时就会结冰。
位于以色列的死海是地球上盐度最高的
湖泊，盐度已经达到饱和，富含大量的
镁、钠、钾、钙盐等矿物，但这里海水的盐
度仍远不及火星上的液态湖。

航天科工二院研究员杨宇光称，“死
海和火星液态湖中的盐差异很大，水中
的矿物成分也不同，这次发现的地下湖
和此前发现的‘流痕水’都因为含有大量
高氯酸盐才呈现液态，高氯酸盐熔点很
低，能在极低的温度下保持液态，但高氯
酸盐是一种高腐蚀性、高毒性的物质，对
人体非常有害，与地球上的水差别巨
大。这次发现的最大意义在于液态水能
更好地开采利用，以往的水资源主要以
干冰和水的混合物形式存在，如果未来
发现普遍存在的液态湖将意义更大。”

咸安区教育局针对暑期教师补课

开展明察暗访督查行动
本报讯 记者熊大平报道：7月中旬以来，咸安区教

育局组织相关人员对中小学校、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
课行为进行明察暗访。这是咸安区教育局今年组织的第
三轮规范学校和教师不规范行为的明察暗访行动。

检查组采取明查、暗访和定点守候的形式，深入各
级学校和小区、校外培训机构。针对中小学校和在职
教师是否有组织、要求、诱导学生参加有偿补课；是否
有参加校外培训机构有偿补课；是否有为校外培训机
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等行为进行督查整
治。

此次活动旨在加强教育系统作风建设，防止中小学
校和在职教师再触及有偿补课“警戒线”，再次为各中小
学校及在职中小学教师“响警钟、拉戒线”，起到良好警醒
效果。

咸安区教育局将对发现的学校、教师违规行为加大
处理力度，营造良好的依法治教氛围。

嘉鱼县官桥社区希望家园开班

33名学生免费享受暑假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报道：7月24日，在嘉鱼县官

桥镇官桥社区2楼开办的暑期“希望家园”课堂上，3名大
学生志愿者正带领33名留守儿童诵读唐诗，这是该社区
为留守儿童营造健康、快乐、平等、和谐成长环境的一个
镜头。

据了解，为帮助和服务社区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提高
社区居民爱心意识，营造人人关心、个个重视留守儿童的
良好氛围，官桥镇官桥社区一方面积极组织社区干部进
入居民家中宣传，并通过微信平台转发“希望家园”活动，
短短一天时间，该社区就有33名留守儿童报了名；一方
面发动镇城内放假在家的3名大学生为志愿者，以素质
拓宽、课业辅导、安全教育、趣味科普等18类课程内容，
积极探索实施关爱留守儿童“希望家园”公益项目。

大山深处的支教点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通讯员 王望林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
在，不教胡马度阴山……”7月13日上午，一阵悦耳的读
书声唤醒了崇阳县港口乡柏岭村。当天，武昌理工学院
3名支教志愿者在该村成立了“希望家园”教学点，村民
们一大早就将自家的娃儿送来上课。

柏岭村位于港口乡西南方，与江西省修水县和崇阳县
金塘镇交界。因为人口居住分散，基础条件差，平日里孩
子们都被送到镇上或县城读书，只有暑假才回来。由于大
部分孩子的爸爸妈妈都在外打工，剩下爷爷奶奶在家照顾
他们。再加上暑期也是农忙季，所以孩子们暑假基本上都
是被“放养”，没人管，没人陪伴，更没有文体活动！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暑期的这一现状，今年，共青团崇
阳县委特邀请和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到该县开展暑期支
教。7月12日，武昌理工学院79名志愿者应邀到达该
县，他们组成“布谷学堂”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分赴港口
乡、金塘镇、高枧乡等偏远山区，筹划建立18个“希望家
园”教学点。柏岭村便是其中一个。

听说有大学生来支教，柏岭村的村民和孩子们非常
兴奋和热情。可由于原有的小学已经破败不堪，无法使
用，志愿者们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进行支教，再加上学生居
住分散，生活诸多不便，他们打算改去其他村。

“我们这些山里的家长更加渴望教育，对比城里的优
越性又无计可施；这些孩子也希望暑假有兴趣班，希望有
人陪”、“如果不嫌弃，我们老屋的祖堂可以用，桌椅板凳
我们自己想办法……”村民们紧紧拉着志愿者的手，请求
他们不要离开。志愿者们被村民们的淳朴和诚恳深深地
打动，最终点头应允留下。在该村支部书记的协助下，他
们将一栋老宅的堂屋选作为教学、办公场地。村民们东
拼西凑，找出了20多张形状不一的课桌……

7月13日，该村25名孩子正式“开学”。课堂上，老
师提问：“同学们，你们都有梦想吗？”孩子们认真回答并
在白板上写了下来。

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没有多媒体、也没有统一的
桌椅板凳，甚至有的孩子站着听课……3名志愿者和孩
子们上课、嬉戏的声音，让这个寂静的山村“沸腾”了起
来。

火星上有水！月球上也可能有好多水

外星移民梦能够实现吗
移民其他星球，一直是人类

的梦想。想要移民，首先要找
到一颗有水的星球。而近日接
连有好消息传来：火星上首次
确定存在液态水！还有人首次
找到了月球中低纬度存在水的
直接证据。如果外星球上有了
生命赖以生存的水源，我们的
移民梦就能够实现了吗？

火星上有水，那么离我们最近的月球
呢？日本东北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日前发布
消息称，他们通过分析月球陨石，首次找到了
月球中低纬度存在水的直接证据。该项研
究发表在《科学》的子刊《科学进展》上。

据称，该团队从在非洲找到的月球
陨石 LUNAR METEORITE NWA 2727
中，发现了一种需要水才能形成的矿物
质——斜硅石。它的存在，强烈暗示月
球上存在水活动。日本科学家认为，该
陨石来自月球中低纬度，说明该区域存
在水。

如何判断陨石来自月球中低纬度

呢？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平劲松解
释道，月球中低纬度位置被撞击溅射的
岩石碎屑，多在白道面附近飞行，容易被
地球捕获。而月球高纬度和极区位置被
撞击产生的岩石碎屑则不易到达地球。

事实上，这也不是科学家首次发现
月球上有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的月球陨石坑观测和传感卫星
在月球南极附近的环形山内探测到了
水。印度的“月船-1”探测器记录了月球
表面以上稀薄大气中水的证据。

那么，首次发现月球中低纬度有水
意味着什么？平劲松指出，这说明水可

能在月球上普遍存在，人们或许不必一
味地要去月球极地阴影里寻找水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未来的月球探测中
将更容易获得资源，这将大大增加人类未
来在月球上居住和开展基建的可能性。”香
港大学地球科学系博士后张晓佳说道。

如果月球上有大量的水，会是以什
么样的形态存在？日本研究团队推测，
在月表之下更深处，水资源可能非常丰
富。鉴于月球地下温度较低，水很可能
以冰的形态存在。他们估计，月球地下
土壤中的含水量可能高达0.6%——每立
方米月球岩石可提取约6升水。

平劲松表示，岩石结晶水、表面一定
深度下部的水冰、更深处存在的液体水
层，以及深部岩石缝隙里的液态水等等，
都可能是月球上水的形态。

那么，假如人类真的移民月球，该如
何从岩石中取水呢？“对岩石结晶水，可
以利用太阳能加热‘风化’岩石结晶体，
将水析出，冷凝收集。”平劲松说道。

尽管日本研究团队的这项工作还不能
用从月球取回的已有样本来证实，但我们
可以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些。随着未来各国
探月计划的陆续实施，人们将会获得更多
的样本，逐步揭开月球上是否有水的谜底。

水可能在月球上也普遍存在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8年8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在咸宁市咸宁大道17
号移动公司会议室对咸宁移动的以下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号标的物：报废资产一批。含蓄电池、空调、电脑等。参考价：4.03万元，竞

买保证金：0.5万元。
竞买人资格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具备国家颁发的新版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HW31、
HW49）、排污许可证、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证明、特种行业等相关资质；外
省企业还需提供由湖北省环保厅颁发的危险废物转移许可批文；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具备良好商业信誉，最近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行为。

2号标的物：汽车8辆。含思威、GL8、帕萨特等。参考价：6.55万元，竞买保
证金：1万元。

竞买人资格要求：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能够独立承担民事
责任的自然人、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

以上两个标的物均为整体拍卖，其他资格要求详见《拍品资料》。
二、标的展示及注意事项：
自公告之日起至报名截止（2018年8月16日下午16时30分）前在各标的物

所在地进行展示，请意向竞买人出具相关资质文件原件，通过资格预审后实地查
看标的物，报名截止前向我公司交纳相应竞买保证金（以资金到帐为准）和办理
报名登记手续，方能参与竞买。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0716-8525550 张先生 17798358989
地址：荆州市塔桥北路义乌小商品城一期六栋十四楼

湖北点石拍卖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日

本《拍卖公告》仅为要约邀请，最终以标的物《拍品资料》内容为准。

拍卖公告

你想赢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吗？
你想月薪过万吗？

健一生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是在城市网络发展需求下组建

的具有时代意义、创新理念的网络

信息服务公司，健一生生物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办公面

积700个平方。

健一生科技信息有限公司是

一家从事网络运营，互联网营销的

网络科技公司。因公司发展需要

从广州健一生科技信息咸宁分公

司扩大经营现面向社会诚聘网销

人员若干名。

只要你肯学习，不怕没机会，

无经验可带薪培训。开过微店，做

过微商都可以，不需要面对客户，

直接微信与客户沟通。

公司介绍

岗位职责：
1、利用网络进行公司产品的销售及推广；
2、负责公司网上贸易平台的操作管理和产品信息
的发布；
3、通过网络进行渠道开发和业务拓展；
4、按时完成销售任务；
5、底薪3000+提成；
待遇面议，3000到10000不等，只要你有能力，公司就

会培养你。
要求：（1）聪明灵活，责任心强，会电脑操作基本操作；

（2）年龄18岁-30岁；
（3）男女不限。

工作时间：早上9:00 —中午12：00
下午1:30 —下午6:00
晚上7：00—晚上9：00

月休四天，工资底薪3000另加提成

欢迎热情开朗热爱工作

热爱生活的你加入我们

有意者电联13600085292（林先生）
地址：劲风财智领域A座15楼

（咸宁市咸安区银泉大道）

咸宁市商贸（成品油）
安全生产大检查举报电话

为严厉打击成品油经营中违法违规行为，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为期3个月的商贸（成品油）安全生产大检查。

为方便群众对各类非法加油站（点）、非法流动加油车（船）违法违规
生产经营行为进行举报，现公布举报电话0715-8218928。

咸宁市商贸（成品油）
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办公室

注销公告
嘉 鱼 众 胜 创 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213433727035）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嘉鱼众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8月3日

遗失声明
胡浩遗失湖北新景园林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22301000025343，特声明作废。
谭斌遗失赤壁市沿河水岸游园酒店工商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22302600163742，特声明作废。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崇阳中医院崇阳中医院
骨伤科骨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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