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原因待查，类似事故频发，暴露安全隐患

军舰起火将影响美国海军战备水平？
■本报记者 李雪

燃烧四天后，美国两栖攻击舰“好人理查
德”号上的大火终于被扑灭。美媒指出，虽然火
势已被扑灭，但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和海军战备
水平的影响却可能持续数年。

“当打之年”突遭火灾
美国海军军官 7月 16日表示，“好人理查

德”号上的大火已经被扑灭。美媒如此形容燃
烧现场：舰艇上浓烟滚滚，温度高达 1200华氏
度（约 650摄氏度），铝制品融化，电线、塑料、

易燃物品等被烧成了灰烬。

目前尚不清楚“好人理查德”号损坏程度
究竟如何。海军官员表示，一旦舰艇内部空间
冷却下来，工程师将进入舰艇内部进行评估。

“好人理查德”号隶属于第三远征战斗群，

停泊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海军基地进行维
护和升级，12日早晨突然起火。事故发生时，该
舰为期两年的升级工作正接近尾声：计划搭载
新型 F?35B短距/垂直起降战机。

1998年正式服役、舰龄接近 23年的“好人

理查德”号，状态可谓正处于“当打之年”。如今
突然遭遇火灾，未来命运未卜。《福布斯》网站
称，火势之严重，已经对钢结构造成破坏，并融
化了停在飞行甲板上的车辆的轮胎。考虑到损
坏的程度，该舰至少要停止服务几年，严重的
话甚至可能报废。美国海军第三远征战斗群指
挥官菲利普·索贝克表示， 现在就对这艘船的
未来做出预测或承诺还为时过早。

长期影响不容小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指出，“好人

理查德”号起火，对美国海军各方面影响重大。

首先， 影响美国 F?35B的部署情况。“好
人理查德”号正在进行升级，以适应美国军火
库中最新、最先进的战斗机 F?35B。它也是美
国舰队中仅有的四艘有能力配备 F?35B的舰
艇之一，如今“缺席”，势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兰德公司高级国际国防研究员蒂莫西·希
斯称，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持续部署 F?35战
机，意在提醒外界，相对其他竞争对手，美国拥
有技术优势。“F?35的先进能力提供了空对空
战斗的优势。”他说，“这样一来，美国海军在印

度?太平洋地区动用配备 F?35 的远征特遣
部队的努力，受到严重打击。”

第二，影响其他舰艇的部署和轮换，或影
响美国与盟友的关系。 按照计划，“好人理查
德”号应在今年秋天重返岗位，这样一来，另一
艘舰艇可以接受必要的维护和升级。如今“好
人理查德”号按时“上岗”已经不可能，因此，另
一艘舰艇的维护和升级需求将被推迟，从而出
现能力缺口。

希斯指出，这可能会造成雪球效应。“美国
军方将不得不减少执行任务，或者需要对其他
舰艇施加压力、使其履行义务，而两者都有风
险，都可能进一步损害美国在该地区的信誉。”

第三，影响美国“小航母”改造计划。近些
年来，美国海军一直致力于将“黄蜂”级两栖攻
击舰改造成“小航母”，此时“好人理查德”号起
火，无疑将拖慢海军的脚步。

折射美国海军隐忧
虽然还不能确定“好人理查德”号起火的

原因，但火灾带来的严重损失，让美媒质疑，有
关程序是否出现纰漏。

《福布斯》网站指出，火灾问题已经成为美
国海军需要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

近年来，美国海军战舰改装检修过程中出
现多起火灾事故：2012年船厂工人蓄意纵火，

“迈阿密”号核潜艇被烧毁；2018年“奥斯丁”号
驱逐舰起火， 进行两年修理才得以重返岗位；

2019年美国海军“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起火；

2017年在日本海域附近发生撞击的“菲茨杰拉
德”号也在维修期间发生多起火灾。

“美国海军醒醒！”《福布斯》防务记者克雷
格·霍普呼吁道，在多次警告后仍未采取行动，

这是无法解释和不可原谅的。“美国海军军官
们的注意力似乎都集中在如何提高舰艇杀伤
力、战场生存力上，‘好人理查德’号舰长在关
注改装的同时，有没有关注战舰安全问题？”

霍普认为， 此次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事
件，是美国海军忽视安全问题、松懈大意的结
果，可能会使美国海军领导层发生变化，国会
也可能会采取相应行动。

就在“好人理查德”号起火的几乎同时，海
军官员宣布，美军最新的两栖攻击舰“的黎波
里”号 15日正式服役。

“恢复基金”分歧未解，多国力促达成协议

欧盟峰会再踢“加时赛”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 7 月 20 日电 为商定

疫情后经济复苏而召开的欧盟峰会仍未就关
键问题达成一致，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20

日凌晨宣布再次延长会期，各方将于当天下午
继续开会商讨。

本次峰会于 17日召开， 是新冠疫情在欧
洲暴发以来，欧盟各国领导人首次举行的面对
面会议。会议原计划于 18日闭幕，由于各国围
绕欧盟 2021年至 2027年预算规模和“恢复基
金”方案争论不休，会期一再延长。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19日称， 各方分歧已
经逐步缩小，但目前仍有主要争议点，包括“恢
复基金”的规模、无偿拨款与有偿贷款的比例、

是否及如何将法治改革作为受援前提条件等。

据报道，以荷兰、奥地利为首的“节俭国家”

希望将“恢复基金”规模从目前提议的 7500亿
欧元压缩至 7000亿欧元，反对过多使用无偿拨
款实施救助， 成员国要想得到救助必须承诺进
行法治改革等。 以意大利为首的疫情较严重国
家主张维持 7500亿欧元的资金规模，希望其中
用于无偿拨款的部分不少于 4000亿欧元。匈牙
利、 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则反对将援助与法治
挂钩，认为这是趁机塞入不相关议题。

虽然有关国家在细节问题上不愿多做让步，

但多数领导人表达了达成协议的决心。 欧尔班
说：“我们做好了准备，不达成协议就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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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
阿联酋首个火星探测器升空，两年一次火星探测窗口期开启

今夏多国不约而同向“红色星球”出发
2020年 7月 20日， 这一天将载入阿联

酋乃至整个阿拉伯国家的史册。阿联酋成功
发射史上首个火星探测器，开启阿拉伯世界
第一次星际探索。阿联酋的“第一弹”也拉开
今夏人类火星之旅的精彩大幕。 继阿联酋
“希望”号之后，中国“天问一号”、美国“毅
力”号火星探测器也已整装待发，即将奔赴
那颗神秘的红色星球。火星之“火”，难道正
如其名？

“探火”三重奏大幕拉开

因“天公不作美”而两度延期后，北京时
间 20日 5时 58分，搭载“希望”号火星探测
器的 H2A运载火箭从日本鹿儿岛县种子岛
宇宙中心发射升空。

在火箭成功升空的那一刻，阿联酋尖端
科学国务部长、火星探索任务项目副经理萨
拉赫·阿米里难掩兴奋和欣慰。 她在接受英
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说，“希望”号奔向
火星给阿联酋民众带来的震撼， 就像 51年
前“阿波罗 11”号登月给美国民众带来的震
撼一样，那天同样是在 7月 20日。

如果一切顺利，“希望” 号将于 2021年
初抵达环火星轨道，届时将以此纪念阿联酋
建国 50周年。

据外媒报道，“希望” 号不会登陆火星，

而是环绕火星至少运行两年。按照阿米里的
说法，“希望”号的任务是拍摄火星大气层完
整图片，研究火星大气的日常和季节变化。

美国太空网站称， 这项耗资 2亿美元、

历时 6 年打磨的“希望”号项目是阿联酋首
次涉足星际探索。它的成功发射既有历史意
义，更有现实意义。阿联酋正在寻找石油财
富之外， 能维持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
式，“希望”号的到来为该国以科学技术驱动
经济发展带来希望。

阿联酋周一发射“希望”号将是今夏“探
火”盛宴的“前奏”。在火星“访客”名册上，中
国、美国也在“排队”，等待最佳启程时机。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

将在 7月下旬和 8月上旬择机实施。 这将是
中国运载火箭首次执行地球?火星转移轨道
发射任务， 也是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首次
应用性发射。美国太空网站称，发射预计最早
将在 7月 23日进行。“天问一号”的任务目标
是通过一次发射，实现火星环绕、着陆和巡视
探测，获取科学数据。

美国“毅力”号火星车最早将于 7月 30

日发射升空，将携首架火星直升机“机智”号
一同前往火星，预计 2021年 2月 18日在火
星赤道以北的耶泽罗陨石坑登陆。

“毅力” 号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发射的第 9个探测器，其任务包括寻
找可能在火星上存在过的生命迹象， 探索火
星的气候和地质特征， 收集岩石和风化层样

本并带回地球，为人类登陆和探索火星探路。

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天体生物学中心
的巴克里索表示，NASA是前往火星的“常客”，

其科学目标更加雄心勃勃。而对于阿联酋和中
国来说，今年的火星探测计划是“开拓性的”。

在航空问题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男
看来，中国此次“探火”可谓一步跨越三步，即
把火星环绕、着陆和巡视探测三项工作合为一
步完成。此前从未有国家“毕其功于一役”，如
果成功，将是历史首创。阿联酋“希望”号任务
相对单一，主要以环绕运行和光谱分析探测火
星地表和大气。相比之下，中美“探火”任务更
重更复杂。

“火星俱乐部”不断扩员

人类的火星“远征”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

1960年，苏联发射第一枚火星探测器，虽然折
戟瀚宇，但是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60年来，美
国、苏联/俄罗斯、日本、欧洲、印度“前赴后继”

发射火星探测器，欲揭开这颗红色星球的神秘
面纱。

迄今为止，经过数十次探测，对于火星的
环境、地貌、内部结构等，人类已经取得不少早
期收获，包括拍摄到火星全貌、发现火星表面
存在水、了解火星曾经温暖潮湿等等。不过，火
星是否存在生命，至今仍是一个谜，因而也吸
引更多玩家“入局”。

近年来，“火星俱乐部”越来越热闹，不仅
成员在增加 （如今阿联酋也跻身其中）， 而且
“玩家”也不再局限于国家实体，而是出现私企
的身影。 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便是 “先
锋”，已打造猎鹰重型火箭、推出“星舟”计划。

创始人马斯克更是豪言，要让人类移民火星。

2020年更是堪称“火星大年”，将上演阿联
酋、中国、美国“三连发”。今后数年也将好戏连
台：2022年， 欧洲航天局和俄罗斯将执行联合
火星探测计划。 该探测计划原定于今年实施，

但因疫情导致出现技术障碍而被迫延后；2024

年，日本也将开启火星探测任务。按照日媒的
说法，阿联酋与日本合作发射“希望”号探测器
是 2024年“探火”的一次“彩排”。如果 2024年
“探火”任务成功，日本 1998 年首次发射火星
探测器最后功败垂成的阴影将一扫而空。

有数据显示，人类迄今已进行 44次火星探
测任务，但完全成功的仅占 43%，部分成功的
约占 10%，一半是以失败告终。

环境对人类相对“友好”

这颗遥远荒凉的星球为何如此吸引人类的
目光？分析人士一言以蔽之，因为火星与地球太
像了，比如都有季节和昼夜，所以被称为“第二
地球”，认识火星首先将有助于认识地球。

科普作家、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客座研究员
卞毓麟介绍，通过天文望远镜，可以看到火星
呈橘红色， 因为其地表广泛分布着氧化铁。在
太阳系八大行星中，火星比水星略大，是第二
小的行星，其直径约为地球的一半。

“人类已能登陆月球，但月球表面没有任
何大气，所以不适合居住。”卞毓麟说，把眼光
放得再远一些，考察地球的两颗近邻行星???

金星和火星。 前者的环境对人类而言过于严
酷，表面温度超过 450℃，浓稠的大气中充满硫
酸液滴。火星的环境则“友好”得多，有大气层，

已发现水冰以及湖盆、河道的遗迹。

不过，这种“友好”是相对的。上海市天文学
会副秘书长施韡说，火星虽然有大气层，但主要

成分是二氧化碳，占比高达 95%，其余成分包
括 3%的氮气、1.6%的氩气、很少的氧气、水汽
等。而且大气层非常稀薄，与地球上 30多公里
高空的大气压相仿。 火星表面的温度也不太适
宜人类居住，平均温度比地球低 30℃以上。

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
之浩指出，探索火星的起源、演变和现状，对于
研究地球的起源和演变，预测地球的未来发展
方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很多迹象表明，火星
的气候环境最初与地球很相似，但是经过几十
亿年演变，现在变化很大。比如平均温度降至
零下六十几摄氏度，大气也变得稀薄，密度仅
为地球大气的 1%。 研究火星的变化可防止地
球成为第二个火星。”

其次，“探火”可帮助人类开辟地球之外的
第二家园。

庞之浩说，科学家担心地球会受到地外星
球撞击，或者未来能源枯竭，所以希望开辟人
类第二个家园。而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
似的行星，不仅有季节、昼夜，而且已发现水的
存在，这大大增加人类在火星可持续生存的可
能性。所以火星被视为人类太空移民的首选目
的地，并对此展开全面研究。

“如果人类要迈向深空，火星可能是一个
定居点，或是一块跳板。”王亚男说。

为何纷纷暑期“动身”

至于多国火星探测器为何“扎堆”在今年
夏天发射，庞之浩解释道，火星与地球都绕太
阳公转，火星在外圈，地球在内圈。两者距离随
其公转位置而发生变化，最近为 5500万公里，

最远可达 4亿多公里。 火地之间每隔 26个月
会近距离“密接”一次，每次时长一个月左右，

今年正逢其时，而下一个“窗口期”要到 2022

年。发射时机一般会选择地球与火星处于较近
距离时，而非最近距离时，通常是在达到最近
距离之前的两个月左右发射，以便顺利“对接”

完成入轨。 今年 10月中旬将是火地相对最接
近之时，需要提前两个月左右执行任务，所以
形成今夏密集发射的一幕。

此外，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科普作
家郑永春指出，因为火箭推力有限，航天器从
地球飞往火星，要沿着抛物线的霍曼转移轨道
才最省燃料。 这条轨道由德国物理学家瓦尔
特·霍曼提出，是一种变换航天器轨道的方案，

途中只需两次引擎推进， 能节省很多燃料。按
照这个方案发射火星探测器， 需要起飞时，火
星处于地球前方约 44°的相对位置。 今年 7月
中旬至 8月中旬符合这个条件，所以是一次宝
贵的火星窗口期。

王亚男补充说，在火星最靠近地球的“窗
口期”发射，除了可以节省能源、降低“探火”成
本外，也有助于测控。

专家指出，目前“探火”项目上，国际合作
较少，相比其他国家，美国积累了较多经验和
资源。未来，应该加强国际合作，甚至举全球之
力，如此既能缓解资金压力，又能在技术上各
施所长，让“探火”事半功倍。

■本报记者 廖勤 陆依斐
本报首席记者 俞陶然

载人“登火”还有多远？

■本报记者 廖勤 陆依斐

美国 SpaceX 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曾放言：

2022 年执行火星货运任务，2024 年执行火星
载人任务。那么，人类究竟需要多久才能“飞
抵”火星？据一些美国航天领域的专家预测，少
则 10余年，多则半个世纪。

对此，一些分析人士谨慎乐观，因为无人
“探火”项目的成功率并不高，载人“登火”更是
面临一系列高难度挑战。

一是载具和技术壁垒如何突破。载人“登
火” 需要庞大的火星飞船和更强大的运载工
具，但这些都还在研制路上。目前无人探测器
的着陆方式也不适合大型的火星飞船。

二是载人“登火”对人类的身体和心理也
是极限挑战。目前，人类在太空逗留最长纪录
是 438天，而往返火星最短也需要 520天。

三是资金投入。火星项目非常“烧钱”，美
国研制和发射“毅力”号耗资约 24亿美元。“在
美苏争霸时期，因为政治需要，太空项目有持
续性的国家预算支持，现在缺乏这种动力。”全
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7月18日，在
比利时布鲁塞尔
的欧盟总部，欧
洲理事会主席米
歇尔（右）与欧盟
委员会主席冯德
莱恩相互致意。

7月 17日至
18日， 欧盟成员
国领导人在布鲁
塞尔举行新冠疫
情暴发后首个面
对面峰会。

新华社发

我国将一次完成“绕落巡”

■本报首席记者 俞陶然

北京时间 20 日凌晨 5 时 58 分， 阿联酋
“希望”号火星探测器在日本种子岛发射升空。

预计本周，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

将在海南文昌启程。

据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秘书长施韡介绍，

“希望” 号搭载了 3类传感器， 执行的任务包
括：探测火星低空大气在全球尺度下的状态及
其地理、日变化和季节变化；计算大气的热和
光化学逃逸率；探测火星外逸层的空间结构和
变化。“不太严谨地讲，这个探测器相当于一颗
火星气象卫星。”

与之相比，“天问一号” 探测任务更复杂。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科普作家郑永春
说，“天问一号”将一次性完成“绕、落、巡”三大
任务，即轨道器环绕火星、着陆器登陆火星、火
星车巡视表面。“其他国家通过两三次任务才
能实现的目标，中国将一次性完成，所以技术
很复杂，任务难度很大。”

根据计划，“天问一号” 将于 2021年初抵
达火星，择机释放“着巡组合体”，进入火星大
气层并实现登陆。这个组合体携带的火星车搭
载了多台仪器， 用于探测火星表面的流水地
貌、火山地貌、风蚀地貌等，分析物质成分并测
量气象参数、探测地下结构。

8名候选人接受“面试”，3人来自非洲

谁将成为WTO新掌门
新华社特稿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

维多定于 8 月 31 日离任。8 名候选人竞选总干事一
职，其中 3人来自非洲大陆。正面临严峻挑战的世贸
组织能否迎来首名非洲籍掌门人？

肯尼亚候选人呼声高
世贸组织 15日至 17日召集总理事会特别会议，

8名候选人逐一亮相并接受“面试”。依照流程，总理事
会将与世贸组织各成员代表协商，经多轮投票逐步缩
小范围，确定最终提名人选，由总理事会批准任命。

8名候选人分别来自墨西哥、尼日利亚、埃及、摩
尔多瓦、韩国、肯尼亚、沙特阿拉伯和英国，其中 3名
来自非洲大陆。

肯尼亚候选人阿明娜·穆罕默德第二次参选，呼
声较高。她曾任肯尼亚多个部长级职务并有丰富的国
际机构工作经验，曾任肯尼亚驻世贸组织代表、国际
移民组织首名女性总干事等。

另一名来自非洲的女候选人恩戈齐·奥孔乔?伊
韦阿拉曾任尼日利亚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是国际金
融专家、经济学家和国际发展事务专家，在世界银行
任职近 25年，一度出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现任全
球疫苗免疫联盟董事会主席。

另一名非洲候选人为哈米德·马姆杜， 曾任世贸
组织服务贸易和投资司司长。 在世贸组织成立前，马
姆杜作为埃及谈判代表参与乌拉圭回合谈判，参与起
草《服务贸易总协定》。

看重管理和政治经验
多数候选人的简历体现国际贸易领域工作经验。

不过，近期一份调查结果显示，贸易专家似乎更看重
新任总干事的管理和政治经验，经济学背景和贸易谈
判经验反而不是首要考量因素。 在一些分析师看来，

确定世贸组织总干事人选，需要更多政治考量，尤其
是候选人的“祖籍”。

世贸组织成立以来， 历任总干事分别来自爱尔
兰、意大利、新西兰、泰国、法国和巴西。近年来，由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候选人轮流出任总干事似乎是
一条不成文规定。分析师预期，世贸总干事人选面临
各方激烈角逐，短时间内难有结果。

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 5 月意外宣布提前一
年结束任期，定于 8月 31日正式离职。眼下，世贸组
织深陷困境，争端解决、多边贸易谈判和贸易政策监
督三大功能受阻，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争端解决
机制的“皇冠明珠”上诉机构停摆……分析师认为，对
于新掌门人来说， 首要挑战是如何协调各方立场，推
动机构改革。

20日，搭载“希望”号火星探测器的运载火箭从日本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升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