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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10月8日电（记者林
小春）美国航天局8日说，有证据显示，
火星上曾有持久存在的河流与湖泊。

这些河流与湖泊的遗迹位于美国
“好奇”号火星车2012年的降落地点
盖尔陨坑内。“好奇”号在奔向陨坑中
心夏普山的途中，曾在粗砾石上发现
古代水流的痕迹。而今，它在攀爬夏
普山的过程中，又见到大量层状泥
岩。这说明，至少夏普山的底部由湖
泊沉淀物层层堆积形成。

“好奇”号项目科学家阿斯温·瓦
萨瓦达在一份声明中说：“‘好奇’号的
观测表明，距今38亿年至33亿年前
的某段时间内，曾有一些河流与湖泊
持久存在，其沉淀物缓慢堆积形成了
夏普山的下层。”

这项发表在新一期《科学》杂志上的
研究还认为，夏普山800米以上海拔高
度的沉积物由风吹来的尘沙沉积形成。

研究人员指出，30亿年前，火星
的气候应该比以前认为的要温暖、湿
润得多，从而有水从盖尔陨坑北部较
高地带注入陨坑，形成持久存在的湖
泊，其中至少一部分水可能以降雪或
降雨的形式注入湖泊中。

上周，美国航天局还宣布，今天的
火星上仍间歇性有液态盐水流。这些
发现增加了在火星上找到微生物等生
命的可能性。

火星上曾有
持久存在的湖泊

NASA公布登陆火星详细计划
在上月宣布火星表面发现了有液态水活动的“强有力”证据

后，美国航天局（NASA）8日公布了一份人类登陆火星的详细计
划。这份长达36页的报告把登陆火星分成三个阶段实施，认为虽
然面临许多挑战，但都“可以克服”。

报告没有设定登陆火星的具体日
期，但美国航天局局长查尔斯·博尔登在
声明中说，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接
近将美国宇航员送上火星”。

在这份名为《美国航天局的火星之
旅：开拓太空探索下一步》的报告中，美
国航天局将人类登陆火星计划分为“三
步走”。

当前，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展开，
包括关于人类健康和行为的测试和实
验；类似种植食物和循环利用水的生命
支持系统；在国际空间站里进行3D打
印等。

第二阶段名为“试验场”，预计将在
2018年启动，包括发射新的太空飞船

“奥赖恩”，以及史上威力最强的运载火
箭“太空发射系统”。

美国航天局还计划在地月空间实施
其他多项任务，包括2020年发射无人航
天器从一颗小行星表面采集巨石，挪至
月球附近供宇航员研究。

“美国航天局将学会在深层空间环
境下执行复杂的任务，”报告说，“在地月
空间行动，美国航天局将发展和验证人
类探索火星所需要的能力。”

第三阶段包括在火星表面和运输
飞船中生活和工作，这种飞船仅需常
规维护，能够从火星获得制造燃料、氧
气和建筑材料的资源，在数年内支持
人类生活。

美国航天局在报告中没有设定这一
阶段的具体时间，但其中一幅图表显示，
时间在2030年之后。

分为三个阶段

在报告中，美国航天局承认登陆火
星面临许多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挑战
是在长达1100天的长期任务中，确保
人员安全”。报告称，前往火星的宇航
员长期处于高辐射的环境下，可能面临
癌症、骨质疏松、免疫问题等风险。

虽然挑战重重，但美国航天局认为
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推动登陆火星计
划的决心依然坚定。“在太空生活和工作
需要接受风险，而火星之旅值得冒险，”报
告说，“火星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

对于探索火星的意义和价值，美国
航天局在报告中称，这可能有助于回答
人类在生命起源等方面的终极疑问。

比如：1、火星是否曾经存在微生
物生命？现在还有吗？2、火星是否有
一天能够成为人类的家园？3、关于宇
宙其他地方是否存在生命或者地球上
的生命如何起源，火星能够告诉我们
什么？4、关于地球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火星能够告诉我们什么？

张伟（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四大终极疑问

俄罗斯空天部队袭击叙利亚境内
极端武装“伊斯兰国”（IS）据点已经十
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埃德·罗伊斯8日说，俄罗斯这段时间
发起大量军事打击，比美国两年来的
军事动作还多。

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援引罗
伊斯声明报道，俄罗斯9月底开始在叙
利亚的军事行动，“普京两周来在叙利
亚采取的行动要比奥巴马两年的还
多。”

“我们的国防部长在批评俄罗斯
的策略，那我们的又怎样呢？”罗伊斯
说。

身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
伊斯直言俄罗斯的行动正“快速削弱”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俄罗斯空天部队9月30日开始协
同叙利亚军方对叙境内的极端组织目
标实施空袭。截至10月7日，俄方已
对叙境内112处“伊斯兰国”目标实施
了空中打击。同日，俄罗斯里海分舰
队发射26枚海基巡航导弹，成功摧毁

“伊斯兰国”11处目标。这是俄罗斯海
军首次参与打击该组织的行动。

俄方多次表示，不会参与叙地面
反恐行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
罗娃8日说，俄罗斯空天部队军事行动
完全出于反恐目的。

叙利亚驻俄罗斯大使里亚德·哈
达德说，俄罗斯军方对叙利亚境内“伊
斯兰国”目标的打击行动取得成效，一

周内就炸毁该组织约40％的基础设
施。美国及其盟友的空袭效果则“相
形见绌”。

本月5日，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前局
长迈克尔·弗林指责美国打击叙利亚

“伊斯兰国”的策略缺乏持久性，敦促美
官方同其他国家合作，打击恐怖组织。

刘学（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俄一周空袭叙境内112处IS目标
炸毁该组织约40％的基础设施

据新华社巴黎10月9日电（记者郑
斌）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9日接受法
国的欧洲一号电台采访时宣布，法国“阵
风”战斗机8日夜间空袭了叙利亚境内
拉卡附近的外国武装人员训练营，目的
是阻止这些武装组织人员潜入法国或欧
洲其他国家发动恐怖袭击。

勒德里昂说，“阵风”战斗机从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起飞向这些训练营投掷炸
弹，并击中了目标。他说，法国知道在叙

利亚尤其是拉卡附近存在外国武装人员
训练营，他们的训练任务是潜入法国或
欧洲其他国家发动袭击。

勒德里昂说，“伊斯兰国”对法国构
成威胁，而正是在叙利亚这些武装组织
策划准备袭击欧洲。他说，法国今后还
会对“伊斯兰国”训练营地发动空袭。

勒德里昂在发言中称，鉴于美国和盟
军的战机与俄战机都在叙利亚境内实施
军事行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出现

类似俄战机进入土耳其领空之类的事端。
9月27日，法国在叙利亚境内首次

发动了空袭。法国总统府当天发表新闻
公报称，空袭是经过与国际联盟伙伴国
协调过的行动，维护了行动自主性，同时
也证实了法国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威胁
的坚定决心。

法国此前一直不愿跟随美国打击叙
境内目标，但随着难民问题和恐怖威胁
日益严重，法国调整了相关政策。

法战机轰炸叙境内外国武装训练营

⬆ 10月3日，两架苏-30战机
在叙利亚的俄空军基地内降落。

新华社/俄新社

➡ 俄罗斯国防部10月4日发布
的俄军方对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内“伊
斯兰国”目标实施空袭的视频截图。

新华社/路透

伊朗政府消息人士8日说，针对西方
媒体称“俄罗斯导弹误炸伊朗”的报道，伊
朗国防部予以否认。在伊朗看来，西方国
家编造上述说法实际是在打“宣传战”。

俄罗斯海军7日首次参与了俄武装
力量打击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目标的行
动。行动中，里海分舰队4艘导弹舰从
里海水域发射了26枚“口径HK”巡航导
弹。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这些导
弹飞行约1500公里后，成功炸毁了“伊
斯兰国”武装分子的11处目标。

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CNN）和《纽约时报》援引未具名美
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根据美军和情报部
门所获信息，俄罗斯发射的26枚导弹
并未全部击中叙利亚境内目标，其中4
枚落在伊朗。

针对美国媒体的报道，伊朗方面予
以否认。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8日
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国防
部没有得到任何有关“误炸”的信息。

张旌（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伊朗否认遭俄导弹误炸

传媒大亨鲁珀特·默多克（左图）7
日晚在社交网站“推特”上发帖，调侃美
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的黑人总统身份，
在网络上引起一片哗然。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默多克在帖子中表示，美国共和党总统
竞选人本·卡森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
黑人总统”。网友猜测，默多克的言下之
意似乎是在质疑奥巴马是否称得上一名
真正的黑人总统。

默多克8日道歉，称无意冒犯奥巴

马，只是想表达对共和党总统竞选人本·
卡森的支持。

卡森是目前美国总统竞选人中唯一
的非洲裔美国人。上月公布的一项民意
调查结果显示，卡森在共和党总统竞选
人中支持率排名第二，为19％。

“卡森夫妇了不起，”默多克在帖子
中说，“来一个能恰当处理种族分歧的真
正黑人总统怎么样？”

默多克使用“真正”一词让许多网友
惊讶，一些人认为这名传媒大亨是在质

疑奥巴马的种族背景和身份。
作为美国历史上首名黑人总统，奥

巴马的美国公民身份曾一度遭到质
疑。他2008年首次竞选总统时，出生
地点便引发非议，一些人认为他的出生
证明系伪造。

现年84岁的默多克掌管着全球多
家有影响力的媒体，是二十一世纪福克
斯影业公司的联合执行主席。对于默多
克在帖子中究竟想表达何种意思，这家
公司的一名发言人拒绝置评。

媒体报道说，默多克不常用“推特”，
用起来时也不熟练。尽管如此，他已经
连续数月在“推特”上发文声援卡森，被
外界认为是卡森的“粉丝”。

车宏亮（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推特”上发帖支持卡森成为“真正的黑人总统”

默多克道歉：无意冒犯奥巴马

意大利首都罗马市长伊尼亚齐奥·
马里诺8日宣布辞职。媒体先前曝光
马里诺公款吃喝，加之罗马古城区被批
脏乱差，马里诺承受巨大舆论压力。

马里诺现年60岁，就任罗马市长
近两年半时间。马里诺在写给罗马市
民的声明中说，他决定“递交辞职申
请”。马里诺说，一方面，意大利民主
党对他的党内支持减少，另一方面意
大利政坛现有的“政治局面”让他不能
继续履职。

宣布辞职前，马里诺8日早些时
候在“脸书”上留言说，他同意偿还上
任以来使用市政信用卡支付的2万欧
元（约合2.26万美元）餐饮费。

马里诺说，这些餐饮费是用于公
务的合法开销，但他愿意支付，以作为

“礼物”赠予实施财政紧缩的罗马。
不过，要就此翻过“吃喝门”恐不

容易。意大利报纸发表“证据”称，马
里诺的多次公款消费实际上只有他和
妻子两人。

马里诺宣布辞职前，反对党曾试
图发动针对马里诺的不信任案，但因
程序原因未能发难。不过媒体报道，
马里诺所在的民主党向他发出“最后
通牒”，迫使他下台。

副市长马可·考西已经先于马里
诺辞职。

马里诺政府2013年履职以来，舆
论争议不断。媒体报道的马里诺“轶
事”包括携带过期许可、驾驶菲亚特汽
车开进限行的意大利城区以及屡屡被
民主党领导人、总理马泰奥·伦齐称为

“负担”。
更令民众不满的是，意大利黑手

党大佬维托里奥·卡萨莫尼卡8月高
调出殡，大批黑手党党徒聚集罗马街
头招摇过市，马里诺竟在美国度假。
在教堂葬礼上，卡萨莫尼卡的肖像还
被配以“罗马之王”文字，以及“你征服
了罗马，现在你将征服天堂”的字样。

此外，马里诺上台后，罗马老城
区脏乱差状况越发严重，交通运输走
上下坡路。马里诺解释，他接手的本
就是个“烂摊子”，加之财政紧缩，实
在难有作为。不过，舆论对这一解释
并不买账。

不过，马里诺的支持者认为，针对
马里诺的种种非议实为反对者的“抹
黑”。马里诺成为抹黑战术的牺牲
者。 陈立希（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用市政信用卡支付2万欧元
餐饮费

罗马市长
“公款吃喝”落马

新华社罗马10月8日专电（记者罗娜）据安
莎社报道，意大利中部城市马泰拉8日发生一起
热气球坠落事故，导致两死一伤。

遇难者是17岁的朱塞佩·拉萨波纳拉和20
岁的达维德·贝尔格拉诺，两人均为当地一家航空
技术学院的学生。

报道说，两人8日上午所乘坐的观光热气球
升空后撞上电缆，热气球失控坠落。初步调查显
示，两人是在惊恐中相继跳下了热气球。

驾驶热气球的汉斯·拉尔夫·费德里来自德
国，现年 72岁。报道说，费德里驾驶技术“娴
熟”。本次事故中，他的手部被烧伤、身体多处轻
微骨折，但没有生命危险。

意观光热气球坠落
两死一伤

新华社休斯敦10月8日电（记者张永兴）美
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一家天然气厂8日发生爆
炸，造成3名工人死亡及2名工人重伤，截至记者
发稿时，大火仍未扑灭。

据路易斯安那州出版的《时代花絮报》报道，
这起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11时左右，地点位
于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西南96公里处的吉
布森镇，事发时现场有20名工人。

报道说，爆炸引发了大火，滚滚浓烟直冲云霄，
数公里外都能看到。目前，消防人员及该州负责处
理有毒物质的人员已在现场作业，试图扑灭大火。
2名严重烧伤的工人也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美路易斯安那州
一天然气厂爆炸
3人死亡2人重伤

新华社奥斯陆 10 月 9 日电（记者梁有昶
张淑惠）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菲弗9日宣布，
把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突尼斯全国对话
大会。

2013年7月25日反对党议员穆罕默德·布拉
米遇刺，突尼斯随后陷入了严重政治危机。由突
尼斯劳工总联合会牵头，突尼斯工业、贸易和手工
艺联合会，突尼斯人权联盟和突尼斯全国律师会
等参加发起成立的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推动了解
决危机的政治进程。

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
获今年诺贝尔和平奖

10月9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挪威诺贝尔
委员会主席菲弗宣布，把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
授予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 新华社发

10月9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环保人士
戴口罩参加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尽快解决烟霾问
题并抓捕纵火者。

印尼政府8日向多个国家提出请求，希望各
国帮助灭火，以解决“烧芭”引起的跨国烟霾问
题。印尼苏门答腊一带至今仍有放火开荒以便将
林地用于农耕的“烧芭”传统，“烧芭”产生的烟雾
随季风飘至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形成跨国烟
霾。 新华社/路透

印尼请求他国
帮助解决“烧芭”烟霾

新华社洛杉矶10月9日电 美国北亚利桑
那大学9日发生一起校园枪击事件，致1人死亡，
3人受伤。校方发言人说，目前凶手已被控制。

据报道，当地时间9日1时20分左右，警方接
到有关此次枪击事件的首通报警。时值深夜，大
多数学生应该在校园宿舍内休息。目前关于枪手
的动机等调查工作还没有展开。

这是本月以来美国发生的第二起校园枪击事
件。10月1日，一名持有一杆长枪、三把短枪的
枪手在美国西北部俄勒冈州一所社区学院行凶，
导致10人死亡，7人受伤。

北亚利桑那大学位于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
夫市，成立于1899年，是一所综合性公立大学。

美再现校园枪击案
1死3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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