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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洛杉矶 10 月 17 日电(记者郭爽)在 1 . 3 亿光年外
的长蛇座 NGC4993 星系，一例双中子星合并事件，为整个天
文学界送上集体盛宴。多国科学家 16 日同时宣布，人类第一
次直接探测到来自双中子星合并产生的引力波以及伴随的电
磁信号，“多信使天文学”从此迎来全新时代。

在这一国际合作探索过程中，中国不是旁观者。从最早参
与提出理论模型到南极天文观测，中国科学家正在成为前沿
科学探索的生力军。

中国科学家最早参与提出理论预言

美国《现代物理评论》1957 年刊载的恒星物理学“地标
性”论文提出，伴随温度逐渐升高，恒星内部会先后发生氢核
聚变、氦聚变等现象，并生成多种元素。到恒星的风烛残年，其
内部会生成铁质核心。而在演化末期，会发生超新星爆发，并
产生中子星和重金属。

尽管天文学界已在 20世纪末对双中子星合并议论纷纷，
普遍认为合并过程会抛射一些物质出来，这些物质以亚光速
向外运动。但除了引力波辐射，人们对合并过程会产生什么样
的天文学现象并不十分清楚。

当时正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年轻中国学生李立
新在 1998 年与波兰天体物理学家博格丹·帕琴斯基率先合
作提出中子星合并模型，并推导出相关电磁辐射的解析公
式。此后，世界各国科学家展开大量工作，不断完善和丰富
这一模型。

对于人类首次直接探测到来自双中子星合并产生的引
力波以及伴随的电磁信号的消息，现在在北京大学工作的
天体物理学家李立新感到很欣慰，“但这仍不能被称为对模

型的最终佐证，我们还需要更多起码这样水准的探测结果”。

中国望远镜承载国际厚望

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于 8 月 17 日捕捉
到编号为 GW170817 的引力波信号后，全世界的望远镜都争
相对准了 1 . 3 亿光年外的源头。设在世界各地的传统望远镜
从伽马射线、X 光、可见光、红外和射电波等波段分别观测，
最终确认这一信号来自何方。

“虽然在这一事件中，全球天文台都开展了观测活动，但
是，在半年都是黑夜的南极，中国天文台显然具有更佳观测条
件，更适合承担这类挑战性任务。”曾与新科诺贝尔物理学奖
得主巴里·巴里什共同执掌 LIGO 项目的加里·桑德斯 16 日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探测到引力波源信号约 1 天后，中国在南极冰穹 A 地
区安装的有效观测口径为 50 厘米的南极巡天望远镜就自
动开始观测这个目标源，最终得到了目标天体的光变曲
线，与理论预言高度吻合。澳大利亚天体物理学家、前美国
国家光学天文台台长杰雷米·莫尔德说：“感谢中国南极望
远镜的探测，正是其探测结果让我们距离揭开双中子星进
化之谜又近了一步。”

电磁波的余晖转瞬即逝。“许多天文台都需要等到另一个
夜晚才能开始观测，而中国的南极观测就完全不同。”现任国
际大型合作项目 30 米望远镜项目经理的桑德斯告诉记者。

中国成为前沿天文探索生力军

尽管中子星在宇宙中很常见，但中子星合并不算特别常

见的现象，探测到这一宇宙现象并不容易。依照莫尔德的
说法，中子星合并现象的发生次数约为中子星数量的
10%。

“中国在南极安装的望远镜，不仅可以快速捕捉到信号，

还具有测量的能力，”桑德斯对记者说，“这是一项激动人心
的成就，它同时证明，中国在南极安装望远镜颇具成效，是
值得的。”

在南极，目前只有中国在冰穹 A 地区和欧洲在冰穹
C 地区安装了望远镜。迄今，由中国国家天文台南极组自
主研发的南极巡天望远镜运控系统已成功运行几年，实
现了真正无人值守条件下带有指向跟踪的望远镜全自动
运行。

“中国有能力对南天发生的天文事件开展观测 ，特
别是基于南极的天文观测。中国科学家开展了完整的科
学分析，从能量衰变角度，支持了双中子星合并引力波
电磁对应体的重大天文发现，”中国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薛随建说，“我们曾经担心自己仍会是局外旁观者，但在
这次划时代的天文事件中，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可圈可
点。”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宣布将在南极冰穹 A 地区再安
装两台望远镜，一是 2 . 5 米昆仑暗宇宙巡天望远镜，二是
5 米冰穹 A 太赫兹探测器，旨在打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
天文观测新窗口。莫尔德认为，建成后的这两台望远镜将
成为世界上强大的远程控制天文台。

“随着多信使天文学新时代的到来，更多激动人心甚至
完全不可预期的重大发现还会不断涌现，”薛随建说，“我们
还要不断致力发展和提升天文观测设备的综合能力，进一
步推动天文学前往更新的时代。”

从最早参与提出理论模型到南极天文观测，此次引力波事件中国不是旁观者

中国成为前沿天文探索生力军

全新的天文学时代开始了
访 LIGO 项目执行主任戴维·赖茨

当地时间 10 月 16 日上午 10 时许，美国
首都华盛顿全国记者协会的新闻发布会现场，
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执行主
任戴维·赖茨走上前台。台下黑压压一片记者，
世界各地还有数以万计的网友正守候在网上
观看直播。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赖茨环顾左
右，几乎一字一顿地宣布，“我们——— 第一
次——— ‘看到’了两颗中子星碰撞发出的引力
波和光。又一次，我们做到了！”

据当天的发布，今年 8 月 17 日，多国科学家
合作，第一次直接探测到来自双中子星合并产生
的引力波以及伴随的电磁信号，确认其来自距
地球约 1.3亿光年的长蛇座内NGC4993星系。

大约 20 个月前，就在同一个地方，也是
由赖茨向全球宣布，人类首次探测到引力波，

证实了百年前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言。

过去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天文学曾长期
构建于古人的肉眼观测以及想象力。直到
1609 年伽利略率先将望远镜对准夜空，人类
才开始用全新的方式认识宇宙，也就是借助
光学手段“看”宇宙。

如果宇宙是一部声色具备的电影，相信
除了“看”，人类还希望能“听”到它的声音。从

伽利略使用望远镜又过了 400 多年，人类 2015 年首次探测到
引力波，才宣告掌握了“听”宇宙的全新手段。

而直到今年 8 月 17 日事件之前，“看”宇宙和“听”宇宙，

还只能二者选其一。随着望远镜探测和引力波探测第一次结
合使用，历史再次改变。

“这是宇宙第一次向我们提供‘有声电影’，”赖茨说，“我们从
‘无声电影’跨入了‘有声电影’时代。”具体来说，声音是双中子星
旋近过程发出的引力波信号，而图像就是相撞过程发出的光。

美国航天局费米项目科学家朱莉·麦克内里在发布会上
回忆道，8 月 17 日那天早上很平常，早饭时间后，费米太空望
远镜捕捉到伽马射线暴，时间持续不到两秒。因为每周都能捕
捉到几个这种信号，她也没有特别在意。

没想到过了半个小时，麦克内里收到同时为美国航天局
和 LIGO 工作的同事的一封邮件。“‘快醒醒’，”麦克内里大声
重复邮件的内容，引起发布会现场一片笑声，“这个伽马射线
暴有个有趣的朋友”。

这个“有趣的朋友”就是引力波。就在费米望远镜捕捉到
伽马射线暴信号前的 1 . 7 秒，LIGO 和欧洲“处女座”引力波
探测器都探测到来自双中子星合并的信号。多年来，科学家一
直推测短伽马射线暴来源于双中子星合并的剧烈过程，但直
到此时才终获证实。

引力波与伽马射线暴相伴经过了 1 . 3 亿光年的漫长旅
程，以近 2 秒之差先后抵达地球。“这告诉我们，引力波与伽马
射线暴以相同速度传播，都是光速，完全符合爱因斯坦的预
言，”麦克内里说，“爱因斯坦又对了！”

那么，这次事件的肇事者——— 两颗中子星碰撞的结局是什
么？

“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确切的信息，”LIGO 项目发言人戴
维·休梅克在发布会上说，“如果成为黑洞，那将是已知质量最
小的黑洞；还有一种可能是成为中子星，那将是已知质量最大
的中子星。”

当天在华盛顿举行的发布会分为先后两场，除了赖茨、麦
克内里和休梅克外，还有“处女座”项目官员以及多名望远镜
观测领域科学家参加。这种安排传递的信息是，天文学领域的
国际合作日趋重要。

赖茨说，正是有了来自世界各地多个天文台数千名天文
学家的共同参与，他们才能在两个月内把一个引力波事件的
故事差不多讲完整。

“又一次，我们做到了。但这次，我们大家都做到了。”他
说。 (记者林小春)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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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16 日电(记者林小春)全球多国科学
家 16 日同步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第一次同时“听到”和“看
到”来自双中子星合并的一次引力波事件。主导这一项目的美
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执行主任戴维·赖茨说，
这意味着全新的天文学时代开始了，并期待中国发挥“激动人
心”的作用。

“这是天文学史上一个真正重大的发现，”赖茨在美国首
都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后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赖茨说，多种观测方式结合使用，将向人们展现引力波事
件更为完整的图景，所以这是一种全新的天文学。这可以让人
们获得许多新信息，比如中子星合并会产生金银等重金属并释
放伽马射线暴等，这些都是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现在终于有了答案。

此前探测到引力波的方式被科学家比喻为“听”，而这次
使用的光学望远镜等方式则重在“看”。人类已先后 4 次“听
到”双黑洞合并产生的引力波，科学家也一直期待着“看到”
这种宇宙的时空涟漪。赖茨坦言，没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到来。

“哇！真的就是哇！”赖茨回忆他看到这个信号的第一反
应。他解释说，这一信号有很多特殊之处，比如它的源头很近，
距离地球只有 1 . 3 亿光年，而此前的黑洞引力波源头是这个
距离的至少 10 倍；伽马射线暴的方向也并不对准地球。

“从统计学角度来说，你并不总是能看到伽马射线暴，这
意味着你并不总是能看到光(没有光就无法排除黑洞可能
性)，所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赖茨说，“所以我的反应是
哇，不敢相信。”

采访过程中，赖茨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十九世纪初的金表，
这块表是他的外曾祖父送给他的祖母的，他的祖母又在他小
时候送给了他。

“这块表中的金子很有可能就来源于数十亿年前两颗中
子星的碰撞，”他说，“大家身上的黄金饰物，包括结婚戒指、耳
环、手镯以及金条里的金子可能都是双中子星合并的产物。非
常有意思！”

当谈到中国，赖茨说，他知道中国有一些引力波探测器
建设方面的探讨。建设引力波探测器会面临一系列挑战，包
括有足够大且合适的地方建，有相关人才储备，还需要很多
钱，不过对中国来说，这些可能都不是问题。

“我认为中国只要想参与进来，就能真正发挥作用，”他
说，“我知道中国已经在考虑发射引力波探测卫星，所以那真
是非常、非常激动人心。”

当谈起引力波天文学的未来时，赖茨说，尽管爱因斯坦
的广义相对论一次又一次被证明是对的，但它不可能是最
终的理论，因为它与量子力学不相兼容，所以将来如果能在
黑洞合并等事件中看到引力的量子特性，那将让任何已有
的发现相形失色，不过谁也不能保证就一定会有这样的发
现。

引力波的发现如此重要，3 名美国科学家因此获得今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么引力波天文学会带来更多诺奖吗？赖茨
闻言哈哈一笑：“这取决于诺奖委员会。”

▲ 10 月 16 日，在位于南京市的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现场，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吴雪峰介
绍相关研究情况。 新华社记者李响摄

▲ 10 月 16 日，欧洲“处女座”（ Virgo ）引力波探
测器项目发言人约·范登布兰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殷博古摄

▲ 1 0 月 1 6 日 ，美国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 LIGO ）项目发言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休梅克
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殷博古摄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16 日电(记者林小春)多国天文学家
16 日宣布，人类第一次直接探测到来自双中子星合并产生的
引力波以及伴随的电磁信号。这是人类第一次既能“听到”也
能“看到”引力波事件，标志着“多信使天文学”进入“耳聪目
明”的新时代。

此次探测到的编号为 GW170817 的引力波信号，确认来
自距地球约 1 . 3 亿光年的长蛇座内 NGC4993 星系。以下是
关于此次事件的 10 个关键事实。

1、这是引力波天文台和传统望远镜首次同时探测到同
一个天文事件。8 月 17 日，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LIGO)率先捕捉到信号后，设在世界各地的传统望远镜从伽
马射线、X 光、可见光、红外和射电波等波段分别观测确认了
GW170817 的源头。

2、这是第一次观测到双子星合并产生的引力波信号。此
前观测到的 4 例引力波事件均来自双黑洞合并。黑洞完全由
扭曲时空构成，而中子星却是一个切实星体，因此观测到后者
合并，有助深入了解核物质的行为。

3、此次观测到的引力波信号来自长蛇座内 NGC4993 星
系，这是第一次确认位于我们银河系之外的双中子星系统。

4、仅在 LIGO 观测到引力波信号 1 . 7 秒后，美国费米太
空望远镜探测到名为 GRB170817A 的伽马射线暴。这是第一
次确认中子星碰撞是短伽马射线暴的一个来源，而以前只是
理论推测。

5、此次观测到的伽马射线暴也是天文学家迄今所观测
到距地球最近的伽马射线暴。

6、通过对此次事件的观测和光谱分析首次证实，中子星
合并是宇宙中金银等重金属的主要来源。

7、中子星引力波信号使科学家能以全新方式校准宇
宙膨胀速度，即所谓哈勃常数，从而回答一系列重大宇宙
问题。

8、LIGO 与欧洲“处女座”(Virgo)引力波探测器合作确
定了此次信号的天空区域，使后续加入的望远镜迅速找到
GW170817 源头成为可能。

9、此次探测到的引力波和电磁信号几乎同时抵达地球，确
认引力波与电磁信号一样以光速传播，证实了爱因斯坦的预言。

10、目前只有引力波探测设备能直接探测到中子星相撞
前的场景。在此次事件中，LIGO 捕捉到双中子星系统最终合
并前 100 秒内发出的引力波信号。

关于中子星引力波的十大事实

全球多国科学家同步举行新闻发布

会，宣布第一次同时“听到”和“看到”来自

双中子星合并的一次引力波事件。主导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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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O)执行主任戴维·赖茨说，这意味着

全新的天文学时代开始了，并期待中国发

挥“激动人心”的作用

有人说，英国是世界上最难拿到驾照的地方。不算理论考
试，单是路考，一次通过率只有 47% 。我的同事说，在英国平
均要经过 3 次路考才能拿到驾照。他祝我好运。

我有个朋友在英国考了 6 次驾照，还是没通过。另一个朋
友在伦敦两次失利后到处打听攻略秘籍，最终在“车辆比较
少、路况比较好、转弯比较少”的肯特郡报了名，但还是没过。

网上的数据更吓人：2010 年，全英国有 300 人参加了自
己的第十次路考，最终通过的不到三分之一。

也许，正是因为考驾照如此严格，英国可以号称全世界交
通事故最少的国家。

考试前一天，我问教练：“明天我能过吗？”他微微一笑：
“我关心的是，你明天能充分展示你的驾驶技术吗？”

在英国开车与国内的不同远非“左舵变右舵、右行变左
行”那么简单。首先是“实战意识”更强。新司机第一节课就直
接上路。我问教练，新手直接上路，还分不清刹车和油门，不危
险吗？他回答，真实环境中学到的最实用，进步也最快。

英国练车给我的第二个感受是安全意识强。教练多次向
我强调，在最后路考时，要在正常行车环境中行驶近 40 分钟，
转向、进出环岛、起步停车、倒车、侧方停车等都会考到，驾驶
习惯、意识、水平会在这段时间内暴露无遗。此外，考官并不是
只看一个人会不会开车，而是看他的安全意识有多强，开车是
否安全，遇到问题是否可以作出正确的反映。

最后的路考，考生最多可以犯 15 次小错，比如车速调整
过慢、车距过近等，但是，只要犯一个大错，比如驶入主路时没
看右方来车、起步不检查盲区等容易导致安全事故的错误，考
试就失败。

英国路考评分标准规定，只要造成其他车辆不必要的停
止、转向、减速，都是严重错误。伦敦路窄、环岛多，出环岛时一
不小心就挤占了别的车辆路线，影响了它们的速度，教练说，
这都是大错，是平时练习的重点。

第三个感受是英国人的路权意识。从辅路上主路、小路上
大路、出入环岛都要确保优先拥有路权的一方先行，拥有路权
的一方则要毫不犹豫地通过。

有几次，我在主路上行驶，辅路上来车快到路口都没有减
速迹象，我就主动减速，以防撞上。教练责备我：“你有路权，为
什么要减速？”

我回答：“万一他不停车呢？”
教练说：“你有路权，为什么要放弃你的权利？如果你犹豫

了，会给别人造成困惑。”
我路考那天是周五下午，正逢车多，一路上还遇到生手倒

车阻碍交通等意外情况。当我把车开回考点、熄火、拉起手刹
后，考官用笔者的驾驶情况记分表算着最后成绩，然后抬头
问我：“你希望你的教练来一起听你的考试结果吗？”

“是好结果吗？”我忐忑。
“你需要回答我的问题，你是否希望你的教练一起听你的

考试结果？”他一脸严肃。
“希望。”
于是我的教练俯身把头探进车窗内里。我看到他迅速扫

了一眼考官手中的记分表，盯着考官的眼睛。我并不相信他完
全不在意考试结果。

考官看着我，悠悠说道：“五个小错。恭喜你，过了。”
(桂涛 新华社专特稿) 注：作者是新华社驻伦敦记者

新华社美国丹佛 10 月 15 日电(记
者郭爽、黄恒)第八届中美能效论坛 13
日至 14 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
举行，与会美国专家纷纷点赞中国在提
高能效领域取得的成绩，呼吁加强中美
能效合作。

“向中国学习，我认为这就是美国与
中国在能效领域最好的合作，”美国科罗
拉多州立大学新能源经济高级政策顾问
杰夫·林说，“我们发现，美国不少旨在提
高能效的好项目只实施了 5%，而中国
项目的实施力度要大得多，这并不是技
术问题，希望中国能教我们如何大规模
快速实施项目。”

“中国能够同时发展经济、应对气候
变化并采用可替代能源，这是我们在美
国不曾看到的。”美国能源智库落基山研
究所常务董事乔恩·克雷茨对新华社记
者说。

在他看来，与美国相比，中国在节能
减排、污染治理方面的行动更为迅速，例
如在中国城市深圳，纯电动物流车已超
过 1 万辆，令人惊叹。他希望更多城市能
够采用深圳模式。

“毫无疑问，中国已成为能效领域的
领导者之一。中国在清洁能源基地、可替
代能源等方面的发展速度超过世界任何
其他国家，”克雷茨说，“而就中美合作而
言，没有哪个领域比两国在能效领域的
共同利益更多。”

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建筑和
热力系统中心负责人查克·库切尔在论
坛上表示，中国正全力应对污染问题，而
提高建筑能效可起到重要作用。他说，中
国正大力建设，而美国正面临老建筑重
建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美双方有不少
合作机会，“我们期待与中方在技术和设
计工具方面分享经验”。

美国能源部代理助理部长丹尼尔·
西蒙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评价
说：“过去 5 年间，中国政府在提高能效
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数据显示，中国在提高能效、减少排放
和污染等方面的努力成效显著。”

“在美国外交关系中，与中国的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
个，”西蒙斯说，“中美是全球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在提升
能效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中美两国的积极合作，对两国实现经
济繁荣和减少环境污染都有重要作用。”
中美能效论坛是落实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及中美能

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能效行动计划的具体举措。论坛每
年一次，由两国轮流举办。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资司司长任树本介绍说，
自去年第七届中美能效论坛以来，双方积极推动实施了 15 个
项目，实现年节能量近 10 万吨标煤，两国合作已成为全球能
效领域双边合作的典范。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陈曙光说：“中美需要互
相学习，取长补短。在政府层面加大合作力度的同时，我们还
应增加在技术层面的深度合作，我相信，未来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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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体验

英国“最严”驾考

有人说，英国是世界上最难拿到驾照

的地方。不算理论考试，单是路考，一次通

过率只有 47% 。也有人说，在英国平均要

经过 3 次路考才能拿到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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