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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天下

这是我国的天文设备第一次发现脉冲
星，实现了该领域“零的突破”。自1967年发
现第一颗脉冲星以来，过去的50年里，人类
发现的脉冲星家族至少有2700个成员了。

国家天文台公布了这2颗脉冲星的具体
信息：前者自转周期为1.83秒，距离地球约
1.6万光年，后者自转周期为0.59秒，距离地
球约4100光年，分别由“中国天眼”于今年8
月22日、25日在南天银道面通过漂移扫描发
现。

这只是“中国天眼”的部分发现。“天眼”
工程副总工程师李菂介绍，“天眼”调试进展
超过预期，目前已探测到数十个优质脉冲星
候选体，其中6颗通过国际认证。

据科学家介绍，脉冲星是一种高速自转
的中子星，由恒星演化和超新星爆发产生。
它的密度极高，每立方厘米重达上亿吨，一
块方糖大小就相当于地球上一万艘万吨巨
轮的重量。脉冲星自转速度很快、自转周期

精确，是宇宙中最精准的时钟。正因如此，
脉冲星会发射一断一续的周期性脉冲信号，
就好比转动的灯塔发出忽明忽暗的光。

这一特殊“本领”，让脉冲星在计时、引
力波探测、广义相对论检验等领域具有重要
应用。李菂说，脉冲星具有在地面实验室无
法实现的极端物理性质，对其进行研究有望
得到许多重大物理学问题的答案。譬如，脉
冲星的自转周期极其稳定，准确的时钟信号
为引力波探测、航天器导航等重大科学及技
术应用提供了理想工具。

“通过对快速旋转的射电脉冲星进行长
期监测，选取一定数目的脉冲星组成计时阵
列，就可以探测来自超大质量双黑洞等天体
发出的低频引力波。”李菂说。

澳大利亚科学及工业研究院Parkes望
远镜科学主管乔治·霍布斯说，“天眼”的调
试以及逐渐产出成果，是目前国际天文学界
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

零的突破
这是我国天文设备首次发现脉冲星
中国人首次利用自己的射电望远镜发现脉冲星

摘星成功
告慰“天眼之父”

南仁东
“天眼”的最初构想来自已

故天文学家南仁东。从1994年
提出设想，到2016年正式启用，
22年间，南仁东和他的团队全力
推动着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世
界级项目。

今年9月15日，南仁东因病
抢救无效去世。

上世纪90年代，南仁东辞去
日本的高薪工作，义无反顾地回
到祖国筹建FAST工程项目。

从壮年到暮年，他把一个朴
素的想法变成了一个国家的“零
的突破”。在漫长的22年里，南
仁东通过自己的坚持和勤奋，带
领同事们一起解决了许许多多
具体的技术难题，硬是将梦想变
成现实。

作为FAST工程的发起者及
奠基人，南仁东一直很低调。南
仁东病逝后，央视播出了他生前
接受采访的镜头，视频里南仁东
曾这样说：“我谈不上有高尚的
追求，没有特别多的理想，大部
分时间是不得不做。人总得有
个面子吧，你往办公室一摊，什
么也不做，那不是个事。我特别
怕亏欠别人，国家投了那么多
钱，国际上又有人说你在吹牛
皮，我就得负点责任。”

10日，FAST首批成果公
布。摘星成功，告慰了“天眼之
父”南仁东22年来坚持不懈的付
出。

微博上，不少网友留言称，
希望将新发现的脉冲星命名为

“南仁东星”。
综合新华社、央视、《人民日

报》、《中国青年报》等

为星把脉
脉冲星
宇宙中最精准的时钟

1 什么是脉冲星？
脉冲星是高速

自转的中子星，是
巨大的恒星爆炸后
所形成的星体。宇
宙 里 除 了 黑 洞 以
外，基本上就属我
的家族最“牛”。

脉冲星“牛”在哪？
密度极高，每

立方厘米重达上亿
吨，一块方糖大小
就相当于地球上一
万艘万吨巨轮的重
量。脉冲星自转速
度很快、自转周期
精确，是宇宙中最
精准的时钟。

脉冲星有什么绝活？
脉冲星的自转

周期极其稳定，准
确的时钟信号为引
力波探测、航天器
导航等重大科学及
技术应用提供了理
想工具。

未来脉冲星家族要增
加新成员谁说了算？

若说过去50年
脉冲星家族新成员
的发现西方发达国
家说了算的话，那
未来20年很大部分
就要指望中国了。

“中国天眼”有望发
现更多奇妙、新型
的脉冲星系统，探
索爱因斯坦提出的
地球上无法验证的
各种假说。

中国为何有此底气？
因为在“中国

天眼”之前，地球上
所有望远镜都只能
看见银河系里的脉
冲星。

随着“中国天
眼”加入射电望远
镜家族，科学家预
测人类发现的脉冲
星家族有望扩员一
倍，而且会看见河
外星系的脉冲星，
或者看见围绕黑洞
的脉冲星。

而“中国天眼”
在20年内都有望保
持世界一流望远镜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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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0光年，1.6万
光年。坐落在贵州群
山 之 中 的“ 中 国 天
眼”，刚一“睁眼”就

“看见”了离地球如此
遥远的2颗脉冲星。

10日，中国科学
院国家天文台宣布，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
望远镜（FAST）经过
一年紧张调试，已实
现指向、跟踪、漂移扫
描等多种观测模式的
顺利运行，并确认发
现了6颗新的脉冲星
及数十个脉冲星候选
体，脉冲星候选体正
有待进一步确认。

这6颗脉冲星都
通过了国际认证。国
家天文台射电天文研
究部首席科学家李菂
介绍，其团队分别于
今年8月22日和8月25
日在南天银道面通过
FAST漂移扫描发现了
这2颗脉冲星，9月10日
澳大利亚64米Parkes
望远镜予以确认。

搜寻和发现脉冲
星是FAST核心科学
目标。银河系中有大
量脉冲星，但由于其
信号暗弱，易被人造
电磁干扰淹没，目前
只观测到一小部分。
2016年9月竣工的具
有 极 高 灵 敏 度 的
FAST望远镜是发现
脉冲星的理想设备。

国家天文台台长
严俊说，发现脉冲星初
步展示了FAST自主创
新的科学能力，开启了
中国射电波段大科学
装置系统产生原创发
现的激越时代。

FAST的超高灵敏度令国际同行惊叹。
FAST调试的进展不仅超过了大型同类设备
的国际惯例，也远远超过了中国科学家的预
期。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天眼”工程副经理
彭勃说，国外同类大型射电望远镜建成后一
般需要3年至5年的调试期，FAST采用主动
反射面，控制参数更为复杂，调试了一年就
获得初步成果，确实令人兴奋，这要归功于
整个团队夜以继日的奋战。

“FAST口径大，测量距离远，精度要求
高，动态参数多，国外也没有先例可以借鉴，
实时测量精度要求在3毫米以内，而实际上
大家都不局限于3毫米的要求，总是追求精
度越高越好。”测控系统工程师宋本宁说。

李菂说，漂移扫描方式在脉冲星搜索上
很少被运用，但中国科学家自2015年起就开
始搭建FAST早期科学数据中心，开展较为
独特的漂移扫描，并研发创新了脉冲星搜索
数据库。

中外科学家都期待“天眼”的发现从量
变转为质变。“天眼”若能第一个捕获河外星
系脉冲星，将具有开创性意义。李菂和他的
研究小组已经在为观测河外星系脉冲星做
技术上的准备，最早于明年初会进行尝试。

对于观测范围可达已知宇宙边缘的“天
眼”来说，发现脉冲星只是使命之一，未来，
它还将在中性氢观测、谱线观测、寻找可能
的星际通讯信号等方面大放异彩。

国家天文台美国访问学者马尔科·克尔
乔表示，FAST将通过巡视宇宙中的中性氢，

绘制出最新最大的标准宇宙天图，除非人类
再建造更大的望远镜才能超越。所以中外
有经验的专家都希望参与这一工作计划，来
确保FAST做的观测和研究是最精确的。

“中国天眼”甚至还能“监听”宇宙中可
能存在的外星文明发出的无线电波。澳大
利亚科学及工业研究院Parkes望远镜科学
主管乔治·霍布斯说，Parkes望远镜目前有
20%的时间分配给了“寻找外星人”，但仍一
无所获，“中国天眼”看得更远，说不定将来
会有令人振奋的消息。

/摘星/ 脉冲星家族 首次有了“中国星”

/未来/“天眼”河外追星 将主导未来宇宙天图

/寻星/ 运用漂移扫描 调试一年就出成果

天眼
摘星

中宣部、最高法、银监会下发通知

省级失信被执行人
曝光平台
年底前搭建完成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中共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近日
联合下发关于创建完善失信被执
行人曝光平台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从全面依法治国和培育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高度，
认真学习借鉴江西“法媒银·失信
被执行人曝光台”经验，充分认识
创建完善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平台
工作的重要意义，扎实推进此项
工作的深入开展，确保取得实效。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在2017
年年底前搭建完成省级的失信被
执行人曝光平台，在两年内将平
台建设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信用
平台和执行名片。有条件的市县
级有关单位，也要探索搭建本级
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平台。要坚持
以惩戒失信、褒扬诚信为核心，切
实发挥曝光平台的查询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曝光失信被执行人信
息、宣传信用惩戒、风险管控等多
种功能，将平台建设成惩戒失信
被执行人的重要抓手，人民群众
了解、参与、监督执行工作的重要
媒介。

国台办：
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反对“台独”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针对台湾当局领导人“双十”讲话
中有关两岸关系的内容，国台办
发言人马晓光10日应询表示，我
们注意到有关讲话重复了以往的
一些说法。我们已多次就两岸关
系表明立场和态度，台湾当局不
论提出什么模式、主张，关键是要
说清楚两岸关系的性质这一根本
性问题，确认台湾与大陆同属一
个中国的核心认知。

马晓光指出，今年是两岸开
启交流30年。30年来两岸交流
成果来之不易，启示弥足珍贵。
其中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只有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两
岸关系才能和平稳定发展，两岸
交流合作才能顺利推进，两岸同
胞福祉才能不断增进。

日本大选擂鼓响
自民党担心“小池旋风”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公告10日
发布，选战帷幕正式拉开。

按照日本媒体的说法，自民
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同以希望之党
为代表的所谓“新保守派”以及日
本共产党、立宪民主党等在野小
党形成“三极”对峙。然而，这并
非三足鼎立。反对修宪、制约政
治右倾化的进步力量有被进一步
削弱的危险。

这是日本自安倍晋三出任首
相近5年来第二次提前大选。大
约1200名候选人将争夺465个
众议院议席。

安倍当天在福岛县开启竞选
活动，继续打出复苏经济和应对
朝鲜威胁这两张作为解散众院理
由的“国难牌”。他的胜负线是自
民党及其执政伙伴公明党所获议
席过半与否。

希望之党党首、东京都知事
小池百合子在东京呼吁“终结安
倍独大的政治现状”。

原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分崩离
析，大部分投靠希望之党；少部分
秉承护宪理念，组建立宪民主党，
与日共、社民党联手；还有一部分
以无党派身份参选。

在野党混乱的分化重组，上
届大选时的反安倍“共斗”联盟不
复存在，对旨在维持政权的自民
党或许有利。

自民党内部依然担心“小池
旋风”，希望之党在小池的大本营
东京以及关东地区的小选举区处
于优势，并有望通过全国范围的
比例代表选举增加议席。安倍原
本希望故技重施，趁在野党准备
不及轻松取胜，如今只定下过半
的“小目标”。

有评论人士认为，自民党、希
望之党鹬蚌相争的结果也可能是

“双输”。小池“兴奋过头”，公开
排挤原民进党左派，同时，她既想
留住东京都这一舞台，又想进军
国会，对新首相人选则是三缄其
口。这已经引发疑虑，可能适得
其反。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三分之
二的日本人不赞同安倍提前大
选，四成民众尚未决定支持哪个
政党。距离投票还有十来天，选
情依然存在一定变数。

工作人员在FAST馈源舱内工作（8月10日摄）。

南仁东

“中国天眼”发现脉冲星示意图。制图/杨仕成

■此时此刻，许
多人记起了已故“天
眼之父”南仁东的那
句话——

““天天眼眼””是为是为““下下
一代天文学家准备的一代天文学家准备的
观测设备观测设备”。”。

发现脉冲星只是发现脉冲星只是
““中国天眼中国天眼””调试初期调试初期
的部分成果的部分成果

未 来未 来 ，，要 让要 让““ 天天
眼眼””的视线在一代代的视线在一代代
科研人员肩膀上继续科研人员肩膀上继续
延伸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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