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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万象
一个顶俩
巨型松鼠现身印度

科学家花了几天拍照，两年
“洗相”
近日，巴拉马巨松鼠频繁出现在印度
森林深处，在树顶寻找坚果、水果和花等
食物。来自印度喀拉拉邦的摄影师考希
克·维贾扬拍下了这些美丽灵动的松鼠。
巴拉马巨松鼠毛色明亮，体毛大致有黑
色、褐色、棕色和铁锈色，体型是灰松鼠的
两倍大，身长 36 英寸（约 91 厘米），跳跃距
离可达 20 英尺（约 6 米）。出于安全考虑，
它们喜欢在树梢活动，寻找食物。

黑洞什么样？这次有图有真相
2
“大展拳脚”
▲ 视界面望远镜

黑洞，宇宙中的当红“大咖”，天文学界、物理学
界的“宠儿”。巨大的质量、近乎于零的体积、吞噬一
切的引力、无限高的时空曲率，就连光也无法逃脱它
的
“魔爪”
。
自 20 世纪开始，人们对黑洞的探秘就从未停止
过。然而，
经过全球200多位科学家数年的努力，
直到
今年的4月10日，
人们才真正看到第一张黑洞照片。
过去科学家如何确定黑洞的存在？如今给黑洞
“拍照”有何难点？
“ 相机”在哪些方面取得了突破？
首次
“拍照”
黑洞的尝试，对象选择有何
“诀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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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形的它刷足存在感
“黑洞体积很小，而且与地球的距离非常遥远，限于单个望远镜的
分辨率，我们无法直接看到黑洞。”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苟利
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虽然看不到它，但科学家很早之前就预知了它的存在。早在十八
世纪，数学家拉普拉斯等人基于经典的牛顿万有引力，提出了“暗星”的
存在，这可以算是黑洞概念的雏形。1915 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
论，给出了后世皆知的爱因斯坦场方程。1916 年，德国天文学家卡尔·
史瓦西通过计算得到了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的一个真空解，表明如果
将大量物质集中于空间一点，其周围会产生奇异的现象，即在质点周围
存在一个界面——事件视界面，一旦进入视界面，即使光也无法逃脱。
美国物理学家约翰·惠勒将之形象地称为
“黑洞”。
自史瓦西得到黑洞的第一个解之后，许多物理学家也开始投身到
对这种“不可思议的天体”的研究中。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的“原子弹
之父”奥本海默研究发现，恒星在一定环境下可以坍缩形成黑洞,这种
观点在近几十年的数值计算中得到了证实。
随着天文观测技术的发展，对于天体的研究显然不会仅仅停留在
计算的层面。但问题是，黑洞不同于其他天体，它既然连光都能吞噬，
人类又怎能在茫茫宇宙中发现黑洞呢？
“科学家可通过测量黑洞对周围天体的作用和影响，如吸积盘、喷
流现象等，间接观测或推测黑洞的存在。”苟利军表示，物质在被吞噬
时，会沿螺旋状轨道靠近并落入中心的黑洞，从而在黑洞周围形成圆盘
状的吸积盘。在黑洞的引力下，吸积盘内物质落入黑洞的速度极快，物
质之间的摩擦使它被加热至数十亿摄氏度的高温，从而发出辐射。黑
洞“吸食”周围的天体物质时，部分气体在被“吃”之前会沿着旋轴的方
向喷射出高能粒子，这便是喷流。
吸积盘和喷流都是宇宙中极为明亮的现象。1964 年，美国科学家
利用探空火箭在天鹅座区域偶然发现了一个非常明亮的 X
射线天体，科学家将其命名为“天鹅座 X-1”。它成
为了人类发现的第一个黑洞候选体。此后，人
们陆续发现了大量黑洞，这其中包括质量与天
鹅座 X-1 差不多、相当于几十倍太阳质量的
恒星级黑洞，也包括几十万、上百万倍太阳
质量的超大质量黑洞。此前有科学家估
算过，质量高于 10 个太阳质量的黑洞数
目应该多于 1 亿个。

秘境探险
摄影师拍摄水下废矿

仅仅通过间接信息来观测黑洞显然已
线能提供目标天体最细致的细节，而参与组
经无法满足科学家们的好奇心了。2017 年
网的望远镜越多，基线就越多，就能得到质
4 月 5 日，由位于南极、智利、墨西哥、美国、
量越好的合成图像，让人们看到目标天体在
西班牙的 8 台亚毫米波射电望远镜同时对
不同尺度的细节。”陈学雷说。
黑洞展开观测，利用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
科学家们付出诸多努力打造出这台“巨
（VLBI）将这 8 台望远镜构建成一个口径等
无霸相机”，用了数日进行“拍照”，但“洗照
同于地球直径的超级“虚拟”望远镜——视
片”的过程却花费了 2 年时间。为何“冲洗”
界面望远镜（EHT）。
时间如此之长？
“吸积盘的辐射主要是在可见光、
紫外以
“这类观测的数据处理并非只用一套现
及 X 射线波段。
”
苟利军说，
但在吸积盘之外，
成的方法。多台望远镜之间的钟差、望远镜
黑洞周围还会存在不少高速运动的自由电
自身状态随时间的微小改变等问题都会影
子，这些速度接近光速的电子在电磁场的作
响观测精度。另一方面，
‘拍照’对象黑洞本
用下会产生射电波段的同步辐射，从而为视
身也在不断变化，科学家需要探索新方法对
界面望远镜
“拍照”
创造了条件。
‘相机’进行校准，建立模型，以提升合成图
“本次观测黑洞的亚毫米波段是射电波
像的质量和精度。”陈学雷指出，数据处理过
段中最短的部分，而虚拟望远镜的口径也扩
程中需要根据处理结果不断调整运算方法，
大到了地球直径大小，使虚拟望远镜的分辨
加之数据量巨大，因此用时很长。有报道
率大为提升，因此可以进行观测黑洞的尝
称，为了处理这些海量数据，美国麻省理工
试。
”苟利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学院等机构的科学家开发了新算法，以加快
地球直径大小的望远镜是如何炼成
数据分析。
的？简单说来，VLBI 是把几个小望远镜联
工作在射电波段的视界面望远镜正在
合起来，达到一架大望远镜的观测效果。
“利 “刷屏”，但我们是否有更好的选择？中国科
用 VLBI 技术将多台望远镜组网观测时，虚
学院上海天文台副台长袁峰此前表示，如果
拟望远镜的口径大小取决于其中距离最远
用光学望远镜观测黑洞需要达到几公里的
的两台望远镜之间的距离。”中国科学院国
口径，红外望远镜需要达到 10—100 公里口
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学雷在接受科技日报记
径。
者采访时表示。
“建设数公里甚至数十公里的单口径光
从参与观测的 8 台望远镜所处的地理
学或红外望远镜显然工程浩大、难以实现，
位置来看，西班牙格拉纳达市与美国夏威夷
而‘合众之力’的干涉测量技术在上述领域
莫纳基亚山距离超过 10000 公里，与地球直
中的应用也尚不成熟。”陈学雷表示，在目前
径相当。
技术水平下利用大口径射电望远镜“组团”
“两台望远镜构成一条基线。最长的基
观测是最为现实的选择。

斯洛伐克水下摄影师马丁日前探访
了位于该国 Slanske Vrchy 地区的蛋白
石矿山，探秘了一座水下矿场。这座矿场
废弃已久，被水淹没。马丁潜入 196 英尺
的水下，用镜头让这座埋葬在水下的废矿
场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弥足珍贵
硕大白钻逾 88 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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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
对象有学问
▲ 选择

在目前发现的大量黑洞候选体中，科学
家为何会“相中”人马座 A*黑洞和 M87 星
系中心黑洞进行
“拍照”？
“这两个黑洞的视大小是我们所发现的
黑洞中最大的两个。”苟利军告诉记者，视大
小指我们从地球上观测天体时，直接看到的
天体大小。这取决于天体本身的直径以及它
与地球的距离。同样大小的天体距离我们越
远，
在天空中看起来就越小。
人马座 A*黑洞位于银河系中心。
“相对
来说，人马座 A*黑洞并非是我们观测到的
最大质量的黑洞，但是它距离地球最近，被
看作研究黑洞物理的最佳对象。”苟利军表
示，M87 星系黑洞则以“胖”著称，其质量估
计可达几十亿倍太阳质量。
“以前关于黑洞的证据并不直接，此次
‘拍照’能获得最为直接的证据，给两个黑洞

‘验明正身’，确认之前的间接观测和推测是
否正确，也为今后的研究和观测提供一种检
验方式。”苟利军指出。
本次“拍照”还可为一些基础物理研究
提供数据或解释天文现象成因，如喷流的形
成，科学家们希望能够解释黑洞自旋是否为
喷流提供了能量源。而通过观察黑洞视界
面的大小和形状，或许能够首次在超大质量
黑洞周围的极端空间验证爱因斯坦引力理
论。甚至，有人希望此次“拍照”能找到不同
于黑洞的未知物体，用来验证其它恒星塌缩
理论。
百载汲汲求索，今朝何其幸运能够见证
第一张黑洞照片问世。当然，掀起黑洞甚至
更多神秘天体的“盖头”，今天迈出的仅仅是
第一步，
未来我们会一直在路上。
（本报综合）

在近日举行的香港苏富比 2019 年瑰
丽珠宝及翡翠首饰春季拍卖上，一位日本
买家花 1060 万英镑为女儿买了一颗完美
无暇的椭圆形巨钻。他以大女儿的名字
将这颗重达 88.22 克拉的巨型钻石命名为
“Manami Star”。
据悉，拍卖史上只出现过 3 颗相同品
质的逾 50 克拉的椭圆形白钻，今次拍卖
的 88.22 克拉巨钻，是近 5 年来上拍最硕
大的同类钻石，
弥足珍贵。

与众不同
南极惊现翡翠冰山

清明：一半是缅怀一半是踏春
○ 孔帆升
清明。春天全部回来了，燕子，百花，阳
光，雨露，鸟鸣，溪流，以及田野上穿着单衣
的农人。所有生命都打开了毛孔，充分吸
收阳光与雨露，空气新鲜，气候宜人，正是
接地气的最佳时节。一切都舒展开了，风
疾风徐，云卷云舒，花开花落，水流水止，人
的眼睛也变得更明亮了。这是尽情享受的
时候，春光正好，踏青看花，饮酒放歌，忙碌
的人们偶尔小情调地荡荡秋车，陪孩子们
放放风筝，或是在野外体验农家美味，纵情
山水，揽物赏胜，这情景是幸福流溢于香风
之中！
三月走进山野，满眼是嫩绿与鹅黄。植
本报电话：采访中心 8128123

视觉中心 8128773

物的枝丫都张开了稚嫩的小手，抚摸着柔和
的阳光。大地进一步滋润在春风春雨中。
土地松软，地气被人适时接住，恰到好处地
洒下作物播下瓜豆。站在田间地头，人可以
感知垄上的一粒粒种子睡在土地上有多么
的喜滋滋。比如南瓜，它要急于证明自己的
枝枝蔓蔓与兴旺发达;比如缸豆，决不想就此
沉睡或成为鸟嘴下的食物，它是会开花的，
会挂一串一串果的，会不厌其烦地开产品展
示会的，当然是心甘情愿百倍回报耕种者
的。
清明。为这季节想个恰如其份的词，
我 首 先 推“ 鸟 语 花 香 ”。 尤 其 天 气 晴 朗 之
出版中心 8128770

专刊中心 8128771

时，鸟都是尽兴啼叫，这里清唱，那里低语，
是自由而愉悦的释放，像花徐徐展开，漫不
经心间就袭倒了人。花事也是由艳丽铺展
到平和，许多不起眼不知名的草都开出了
小花。兰草花香气四溢，终于从软软的杆
里吐露。杜鹃花红艳艳，在渐浓的绿意中
分外抢眼。人们在乡间小路上走着，除了
忧思，也会被山上花花草草感染的吧？梨
花适时开了，雪花一样白，加上油菜花的疏
黄，樱花粉红与银白的纷扬，是大地对长眠
者持之以恒的抚慰。大老远的，人们还要
携上一束束精美的花，清扫坟墓，献上自己
的哀思。

新媒体中心 8128787

广告中心 8128108

想起春秋时忠君孝母的介子推。中国
为 此 有 了 个 寒 食 节 ，全 国 禁 烟 厨 ，只 吃 冷
食。由纪念一个人，无意中造就了一种美
味。清明前后，人们釆来艾蒿，捣汁和粉做
成艾叶粑，艾叶包坨，看着油绿如玉，吃起来
清香扑鼻。我们把春天踏过，赏过，留在心
里，吃到肚里，就算真正沐浴在春光里，与春
天融为一体了。

节气里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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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通常是蓝色或白色的，因为它们
含有冰泡和雪粒，可以弯曲和散射光线。
但是你见过绿色的冰山吗？近日，30 岁的
摄影师 Nicholas Cullen 在南极洲东部的
南大洋就拍摄到一座罕见的绿色冰山，这
座绿色冰山由冰川底部含藻类海水冰冻
而成，看起来像一块巨大的翡翠一般，十
分奇特。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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