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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10日讯 记者周明阳 仇莉娜报道：4
月9日至10日，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大会暨中非合作与人
文交流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在中非合作与人文交流学
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经
贸合作、中非文明互鉴与人文交流、中非安全合作、构建更
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等方面话题展开学术研讨，为中
非加强战略对接、打造更高水平的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建言献策。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汉佛
莱·莫希表示，近年来，中非合作势头良好，中非社会交往
也在逐步加深。“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有助于巩固
和发展中非关系，还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解决非洲的社会、
经济难题。马里巴马科社会科学与管理大学副校长
玛施·萨玛克表示，中国充分考虑到非洲的发展愿景，将

“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各国的发展计划相对接，广大非
洲国家正从中受益。塞拉利昂马可尼大学副校长约瑟
夫·阿里梅表示，非洲大陆必须着力提升工业化水平，通
过向中国学习先进技术和经验，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和
价值链，实现经济多元化，在农业、旅游业和制造业等领
域创造更多的经济增长点。

从4月29日至10月7日，将在北京
市延庆区举行的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
园艺博览会有望成为北京最热门的旅游
目的地之一。游客来到偌大的园区，面
对百余个风格迥然、形态各异的“园中
园”，怎么玩才能看到最多亮点？日
前，北京世园局针对不同人群推出4条
各具特色的趣玩路线。

据悉，这4条趣玩路线分别是“解
密世园会”“爱我家，爱园艺”“园艺小
清新之旅”和“快速车览之旅”。

“解密世园会”路线，是一日阅遍
园区风情的经典线路。游客可以用一天

时间观绿植花卉，看世园风情，赏田园
风光，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在五彩
缤纷中欣赏各国园艺特色。伴随花车巡
游参观，游客们可以从视觉、听觉、嗅
觉方面感受世园会的“一车一故事，十
车一长卷”。

“爱我家，爱园艺”亲子一日游线
路针对家庭设计。一家人可以在国际馆
领略异彩纷呈的各国文化，在中华园艺
展示区感受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倾听园
艺文化故事，欣赏荟萃世界各地独特的
园艺成果。小朋友还可以跟随世园会吉
祥物“小萌芽”“小萌花”的步伐，走

进植物馆，来一场奇妙植物世界之旅，
探索植物根系的神奇力量，在游玩的同
时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通过特别为年轻人设计的“园艺
小清新之旅”线路，游客可以漫步绵
延小路赏世界园艺景观，驻足园艺展
园览百草果蔬；可以在花田幽亭中感
受清新世园，品味中国文化的风云岁
月，体会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在山水
风景中，游客能够领悟人、科技与自
然的有机结合。

“快速车览之旅”线路是一条半日
游线路，在半日的乘车行程中，既能体

验会“呼吸”、有“生命”的中国馆，
又能欣赏国际馆的花卉盛宴。在观摩华
夏绿水青山与园艺结合的杰作中，体会
无限精彩。

北京世园局游客服务与票务管理部
负责人表示，北京世园会依托山水林田
肌理，在503公顷土地上营建了百余个
风格迥然、形态各异的“园中园”，汇
聚成一片万花盛放的大花园。本次发布
的4条趣玩旅游线路，将自然风光、园
林艺术与人文相结合，将为不同年龄层
次的游客提供休闲娱乐、亲子互动、陶
冶情操的好去处。

本报北京4月10日讯 记者郭静原报道：中国记协今
日在京举办第128期“新闻茶座”，邀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扎洛、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
研究员王小彬，以“西藏的民主改革”为主题与境内外媒体
记者等进行交流。

王小彬介绍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背景，并认为，民主
改革把西藏从贫穷、落后、愚昧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改造发展
成幸福、和谐、民主的新社会。扎洛表示，西藏民主改革60
年来，积累了不少宝贵的发展经验。一是以改善居民生活为
导向，使农牧民获益；二是全国援助西藏；三是坚持绿色发
展。加强对西藏生态的科学研究，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
业政策，压缩采掘业、发展文化旅游，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大会暨中非
合作与人文交流学术研讨会举行

四条趣玩路线 尽赏特色园景
中国记协举行第128期新闻茶座

44月月1010日晚日晚，，包括中国上海在内的全球包括中国上海在内的全球

多个地方同步公开了黑洞多个地方同步公开了黑洞““照片照片””。。这是全这是全

球球200200多位科学家历时两年多多位科学家历时两年多、、首次利用一首次利用一

个口径如地球大小的虚拟射电望远镜个口径如地球大小的虚拟射电望远镜，，在近在近

邻巨椭圆星系邻巨椭圆星系MM8787的中心成功捕获的世界的中心成功捕获的世界

首张黑洞图像首张黑洞图像。。

该黑洞距离地球该黑洞距离地球55005500万光年万光年，，质量为质量为

太阳的太阳的6565亿倍亿倍。。““事实印证事实印证，，爱因斯坦是正爱因斯坦是正

确的确的，，他的广义相对论经受住了考验他的广义相对论经受住了考验，，得到得到

了首次试验验证了首次试验验证。。””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会上，，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说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说。。

世界首张黑洞图像面世世界首张黑洞图像面世
该黑洞距地球该黑洞距地球55005500万光年万光年，，质量为太阳的质量为太阳的6565亿倍亿倍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沈 慧慧

““一旦我们成功对黑洞阴影成一旦我们成功对黑洞阴影成
像像，，就可以将观测结果与理论预言就可以将观测结果与理论预言
相比较相比较，，检验考虑了时空弯曲检验考虑了时空弯曲、、超超
高温及超强磁场等物理性质在内高温及超强磁场等物理性质在内
的大量模型的大量模型。。令人惊讶的是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我们
所观测到图像的许多特征与理论所观测到图像的许多特征与理论
预言相一致预言相一致。。””EHTEHT董事会成员贺董事会成员贺
曾朴评论道曾朴评论道，，““这使得我们对观测这使得我们对观测
的理论解释的理论解释，，包括对黑洞质量的测包括对黑洞质量的测
量量，，都充满信心都充满信心。。””

拍到震撼人心的黑洞照片拍到震撼人心的黑洞照片，，是是
众多科学家团结协作的结果众多科学家团结协作的结果。。而而
且且，，我国科学家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我国科学家在其中扮演了不可
或缺的角色或缺的角色。。他们长期关注高分辨他们长期关注高分辨

率黑洞观测和黑洞物理的理论与数率黑洞观测和黑洞物理的理论与数
值模拟研究值模拟研究，，在在EHTEHT国际合作形成国际合作形成
之前就已开展了多方面具有国际显之前就已开展了多方面具有国际显
示度的相关工作示度的相关工作。。在此次在此次EHTEHT合合
作中作中，，我国科学家在早期我国科学家在早期EHTEHT国际国际
合作的推动合作的推动、、EHTEHT望远镜观测时间望远镜观测时间
的申请的申请、、夏威夷夏威夷JCMTJCMT望远镜的观望远镜的观
测测、、后期的数据处理和结果理论分后期的数据处理和结果理论分
析等方面作出了中国贡献析等方面作出了中国贡献。。

另外另外，，在在 EHTEHT 全球联合观测全球联合观测
的的 20172017 年年 33 月至月至 55 月月，，上海上海 6565 米米
天马望远镜和新疆南山天马望远镜和新疆南山2525米射电米射电
望远镜参与了密集的毫米波望远镜参与了密集的毫米波VLBIVLBI
协同观测协同观测，，为最终这个为最终这个 MM8787 黑洞黑洞

成像提供了总流量的限制成像提供了总流量的限制。。
““对对 MM8787 中心黑洞的顺利成中心黑洞的顺利成

像绝不是像绝不是 EHTEHT 国际合作的终点国际合作的终点
站站。。””沈志强说沈志强说，，““我们期望也相信我们期望也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在不久的将来，，EHTEHT 会有更多令会有更多令
人兴奋的结果人兴奋的结果。。””

““我们已经做到了上一代人认我们已经做到了上一代人认
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天体物理天体物理
中心哈佛大学及史密松宁学会中心哈佛大学及史密松宁学会
EHTEHT 项目主任谢泼德项目主任谢泼德··多尔曼总多尔曼总
结说结说，，““技术的突破技术的突破、、世界上最好的世界上最好的
射电天文台之间的合作射电天文台之间的合作、、创新的算创新的算
法都汇聚到一起法都汇聚到一起，，打开了一个关于打开了一个关于
黑洞和事件视界的全新窗口黑洞和事件视界的全新窗口。。””

欲睹黑洞欲睹黑洞““芳容芳容””，，全世界科学全世界科学
家翘首以待了上百年家翘首以待了上百年，，因为给黑洞因为给黑洞

““拍照拍照””太难太难。。
为 揭 开 黑 洞 的 神 秘 面 纱为 揭 开 黑 洞 的 神 秘 面 纱 ，，

20172017 年年，，一项黑洞观测计划一项黑洞观测计划，，即即
““事件视界望远镜事件视界望远镜””（（EHTEHT））计划正计划正
式启动式启动。。

路如森解释路如森解释，，黑洞本身的确黑洞本身的确
是不发光的是不发光的，，但是这种被极度压但是这种被极度压
缩的完全黑暗的天体缩的完全黑暗的天体，，因为强引因为强引
力的特性可以让时空弯曲力的特性可以让时空弯曲，，并吞并吞
噬周围的气体噬周围的气体。。在此过程中在此过程中，，气气
体的引力能转化成热能体的引力能转化成热能，，气体的气体的
温度变得很高温度变得很高，，进而发出强烈的进而发出强烈的
辐射辐射。。而在这些明亮的气体衬托而在这些明亮的气体衬托
下下，，黑洞会产生一个黑洞剪影黑洞会产生一个黑洞剪影，，
这一剪影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最接这一剪影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最接
近黑洞本身的图像近黑洞本身的图像。。

路如森说路如森说，，剪影和发光的气体剪影和发光的气体
之间会有一个分界之间会有一个分界，，也就是事件视也就是事件视
界界。。事件视界比黑洞阴影的尺寸事件视界比黑洞阴影的尺寸
小小，，大小约大小约 400400 亿千米视界之内亿千米视界之内，，
我们无法看到我们无法看到，，但对事件视界进行但对事件视界进行
拍 照拍 照 ，，黑 洞 的 样 子 也 就 勾 勒 出黑 洞 的 样 子 也 就 勾 勒 出
来了来了。。

按照按照 EHTEHT 计划计划，，全世界全世界 200200
多位科学家组成空前庞大的多位科学家组成空前庞大的““战斗战斗
阵营阵营””，，利用全球多地的利用全球多地的 88 个亚毫个亚毫
米射电望远镜及其阵列米射电望远镜及其阵列，，组成一个组成一个

虚拟的望远镜网络虚拟的望远镜网络，，即即““事件视界事件视界
望远镜望远镜””，，同时对黑洞展开观测同时对黑洞展开观测。。

何以如此兴师动众何以如此兴师动众？？因为黑洞因为黑洞
距离我们太过遥远距离我们太过遥远，，无论哪一单个无论哪一单个
望远镜都只能望洋兴叹望远镜都只能望洋兴叹。。““形象点形象点
说说，，望远镜若想看到黑洞的事件视望远镜若想看到黑洞的事件视
界界，，好比我们人类站在地球去看月好比我们人类站在地球去看月
球上的一个橙子球上的一个橙子。。困难程度可想而困难程度可想而
知知。。””沈志强说沈志强说，，““MM8787中心的黑洞质中心的黑洞质
量巨大量巨大，，又相对接近我们又相对接近我们，，是地球上是地球上
看过去角直径最大的黑洞之一看过去角直径最大的黑洞之一，，也也
因此成为因此成为EHTEHT的一个完美目标的一个完美目标。。””

““事件视界望远镜事件视界望远镜””的分辨率的分辨率
可以达到多少可以达到多少？？一般来说口径越一般来说口径越
大分辨率越高大分辨率越高。。

沈志强说沈志强说，，要想看清楚黑洞视要想看清楚黑洞视
界面的细节界面的细节，，视界面望远镜的空间视界面望远镜的空间
分辨率要达到足够高才行分辨率要达到足够高才行。。为此为此，，
EHTEHT观测使用了甚长基线干涉测观测使用了甚长基线干涉测
量量（（VLBIVLBI））技术技术，，观测波段是观测波段是11..33毫毫
米米。。世界各地的射电望远镜同步世界各地的射电望远镜同步
观测观测，，同时利用地球自转同时利用地球自转，，形成一形成一
个口径如地球大小的虚拟望远镜个口径如地球大小的虚拟望远镜，，
分辨率约分辨率约2020微角秒微角秒。。

虚拟望远镜成功组合只是第虚拟望远镜成功组合只是第
一步一步。。这些望远镜分布在各种具这些望远镜分布在各种具
有挑战性的高海拔地区有挑战性的高海拔地区。。沈志强沈志强
说说，，在平原上由于信号弱不适合观在平原上由于信号弱不适合观
测测，，这些望远镜所在的地区大多是这些望远镜所在的地区大多是

海拔三四千米的山区海拔三四千米的山区，，空气稀薄空气稀薄，，
若在上面连续观测若在上面连续观测，，对工作人员来对工作人员来
说是项挑战说是项挑战。。

但是更大的挑战来自于天但是更大的挑战来自于天
气气。。因为只有这因为只有这 88 个望远镜及其个望远镜及其
阵列同时顺利观测到黑洞阵列同时顺利观测到黑洞，，才能达才能达
到最高的灵敏度和最大的空间分到最高的灵敏度和最大的空间分
辨率辨率。。而现实是而现实是，，留给科学家们观留给科学家们观
测的窗口期非常短暂测的窗口期非常短暂，，每年大约只每年大约只
有有1010天天。。

““以夏威夷地区为例以夏威夷地区为例，，去年有去年有
两次观察期两次观察期，，天气很好天气很好，，非常适合非常适合
观测观测。。””沈志强说沈志强说。。

多次独立的多次独立的EHTEHT观测通过多观测通过多
个校准以及不同的成像方法均揭个校准以及不同的成像方法均揭
示了一个环状的结构及其中心的示了一个环状的结构及其中心的
暗弱区域暗弱区域，，即黑洞阴影即黑洞阴影。。

““黑洞就像沉浸在一片类似发黑洞就像沉浸在一片类似发
光气体的明亮区域内光气体的明亮区域内，，我们预期黑我们预期黑
洞会形成一个类似阴影的黑暗区洞会形成一个类似阴影的黑暗区
域域。。这正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这正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
预言的预言的，，可我们以前从未见过可我们以前从未见过。。””
EHTEHT科学委员会主席科学委员会主席、、荷兰奈梅亨荷兰奈梅亨
大学教授海诺大学教授海诺··法尔克说法尔克说，，““这个暗这个暗
影的形成影的形成，，源于光线的引力弯曲和源于光线的引力弯曲和
黑洞视界对光子的捕获黑洞视界对光子的捕获。。暗影揭示暗影揭示
了黑洞这类迷人天体的很多本质了黑洞这类迷人天体的很多本质，，
也使得我们能够测量也使得我们能够测量MM8787中心黑洞中心黑洞
的巨大质量的巨大质量。。””

19151915年年，，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提提
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宇宙中存在一种引力和密度都宇宙中存在一种引力和密度都
无限大的宇宙天体无限大的宇宙天体——黑洞黑洞。。在它周围一定区域内在它周围一定区域内，，
有个连光线也无法逃离的势力范围有个连光线也无法逃离的势力范围，，这一势力范围叫这一势力范围叫
作作““事件视界事件视界””。。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黑洞预言无法证实黑洞预言无法证实。。这一这一
看不见看不见、、摸不着摸不着，，却长久以来存在于科学家们想象和推却长久以来存在于科学家们想象和推
算中的神秘天体算中的神秘天体，，究竟是否存在究竟是否存在？？““但目前但目前，，天文学家普天文学家普
遍相信黑洞确实存在于宇宙之中遍相信黑洞确实存在于宇宙之中。。””中科院上海天文台中科院上海天文台
研究员路如森介绍研究员路如森介绍。。

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表示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表示，，质量天文学质量天文学
家将宇宙中的黑洞分成三类家将宇宙中的黑洞分成三类：：恒星级质量黑洞恒星级质量黑洞（（几十倍几十倍
至上百倍太阳质量至上百倍太阳质量）、）、超大质量黑洞超大质量黑洞（（几百万倍太阳质几百万倍太阳质
量以上量以上））和中等质量黑洞和中等质量黑洞（（介于两者之间介于两者之间）。）。而且而且，，超大超大
质量黑洞存在于几乎所有星系的中心质量黑洞存在于几乎所有星系的中心。。

黑洞不是黑洞不是““洞洞””

如何给黑洞如何给黑洞““拍照拍照””

未来还会做什么未来还会做什么

（上接第一版）
驻村期满，张端树被村民留了下来。张端树说，永远忘

不了村里最后一位脱贫户说的那一句“共产党好”。
西柏坡纪念馆里，几张黑白图片记录着历史。
70多年前，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

地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耕者有其田”，点
燃了中国人民“翻身立家”的热望。

上世纪50年代，由于岗南水库的修建，西柏坡人从稻
麦两熟的“米粮川”搬迁到贫瘠的高岗旱岭上，人均耕地锐
减，生活一度变得艰难……

74岁的老党员闫青海的身上，浓缩了西柏坡人的奋斗
创业史：年轻时开运输船，进城打工，开办西柏坡第一家“农
家乐”、成为村里首个“万元户”……闫青海一直相信，好日
子是奋斗出来的。

“过去，党带领老区人民翻了身，如今又带着老区人民
脱了贫。艰苦奋斗的精神啥时候都不能丢。”闫青海说。

看准了西柏坡村的旅游业前景，“80后”大学生闫二鹏
2005年回到家乡，接过了家里的旅馆生意。在经营旅馆同
时，他还开设旅游网站，开发导游讲解等业务，每年利润达
四五十万元。

作为新一代西柏坡人，闫二鹏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
红色文化更好地宣介出去。“到西柏坡参观旅游的人越来越
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能让参观者更好地领悟西柏坡
的历史和精神。”

奋斗，书写发展新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山县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为契机，大力实施“生态立县、旅游兴县”战略，推动县域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截至 2018 年，平山县创建 5A 级景区 1 家，4A 级 10
家。2018年全年接待游客1710万人次，同比增长30％；旅
游收入达129亿元，同比增长35％。

“天蓝蓝的，云白白的，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多好啊。”
“环保先锋”封彦彦对绿色发展有着深刻体会。

过去，封彦彦开厂子生产耐高温砖。“平均每天要烧掉
几吨煤，搞得浓烟滚滚。虽然挣钱，但成天被告状投诉。”随
着国家对环保越来越重视，封彦彦觉得再这样干不行。

于是，从自行研发适用于自己企业高温窑炉的环保设备
起步，到依靠摸索出来的技术申请国家发明专利成立环保公
司，再到砖厂关门、环保公司进入发展快车道，封彦彦在倒逼
转型中打开了事业发展新局面。“过去生产耐火砖，每年产值
以千万元计，现在做环保，每年产值以亿元计，没法比。”

转型，带来新生机。
2015年9月，位于平山县的河北敬业集团成立敬业增

材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发展3D打印等项目。这家大型民营
钢铁企业迈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一步。

他们与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的科研团队合作，研发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微细金属粉末成套制备技术，率先在国内
建立起微细金属粉末生产线。

“两公斤金属粉末就能卖出一吨钢的价钱。通过3D打印
技术把金属粉末构造成各种精细零件、定制化产品，极大降低
了对能源和原材料的损耗。”敬业集团副总经理张觉灵介绍。

新的起点，新的目标，新的挑战。摘掉“贫困帽”的平山
县，有了更加宏大的愿景——打造市域次中心，建设生态富
裕文明和谐中等城市。

“要围绕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做到脱贫成效、环境质
量、民生保障水平三个提升。”李旭阳概括平山的“答题思路”。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
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1949 年新年之
际，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撰写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
新年献词，向世界庄严宣告。

“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
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一步一个脚印把前无古人的伟
大事业推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2019年新年贺词，
激励、鼓舞着亿万人民。

站在西柏坡，置身新中国出发的地方，感受历史与现实
的回响，心潮澎湃，豪情满怀。

文/新华社记者 孙 杰 黄小希 张 涛 闫起磊 范世辉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 本报记者 杨学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