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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日复一日，科学
研究的脚步不断向前，以满足我们对宇宙空
间和自然界的好奇。然而，仍然存在一些距
离我们认知范围似乎非常遥远的未解之谜。
这些巨大的问号驱使着人类不惜耗费数百年
来寻找答案。它们似乎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理
解能力。但是，真的存在无法破解的谜题
吗？科学研究也有无法突破的疆界吗？今
天，在量子物理学、哲学、进化生物学等研究
领域，仍有一些无比复杂的难题尚未破解，或
许我们永远也无法找到最终的答案。

许多以往被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最后都变
成了现实。人类并非天生就具备翱翔天空、
潜入深海以及登上月球的能力，但这些障碍
已被我们一一跨越。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
技术的进步不断冲破一道道认知和能力障
碍。但由于人类的认知和观测存在局限，有
些问题似乎永远无法获得科学的解释。以下
我们列举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未解之谜。有
时候，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往往比我们知道的
东西更有意义。

我们能找到宇宙的中心吗我们能找到宇宙的中心吗？？

对宇宙的三维认知促使我们相信，现在
存在的一切都是从宇宙大爆炸那一点发展而
来的。大爆炸在距今 138 亿年前创造了宇
宙。我们一直就处在我们当前所在的位置
上。从我们的角度看，所有星系都距离地球
那么遥远，好像我们的位置就是宇宙的中
心。如果我们身处其他星系，应该也会有这
种感觉。寻找宇宙中心的工作一直没有进
展。大爆炸的中心可能在任何地方。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将宇宙想
象成一个平面，所有的星系就像涂上颜色的
点，标记在一个瘪的球体的表面，然后为球体
充气，使之膨胀起来。在膨胀过程中，点与点
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大爆炸就像是让气球
不断变大的气流。当我们从三维视角想象这
个“宇宙”时，也许可以将气球内部的一点指
为中心。但事实上，这个“平面宇宙”只存在
于气球的表面，根本就不存在气球的“内部”，
因此不能把这个“宇宙”之外的某一点算作中
心。

另外，当大爆炸发生时，还不存在空间的
概念。任何地方都可能是宇宙的中心。

我们能克隆出一只恐龙吗我们能克隆出一只恐龙吗？？

自从我们看过电影《侏罗纪公园》之后，
所有人都梦想有朝一日真的能建立一个遍地
是恐龙的主题公园。这可能实现吗？要想克
隆恐龙或其他任何动物（无论是否已灭绝），
必须掌握它的完整基因序列。这意味着其
DNA必须处于完好状态。遗憾的是，基因科
学家估算认为，DNA的平均寿命“只有”521
年。而恐龙大约于6500万年前就灭绝了。

就算我们能从琥珀中的蚊子体内获取
恐龙血滴，那种血滴也已被污染，并与蚊子
血液和树脂混合在一起。而就算我们得到
了纯净的恐龙血滴，也无法获得完整的恐龙
基因。

我们能破解生命的起源吗我们能破解生命的起源吗？？

我们似乎永远也无法找到所有生命的祖
先，也就是迸发出地球生命体的第一个生物
学火花。这是因为，生命是一种各种关联缠
绕在一起的复杂存在，以至于我们至今仍无
法清楚地对它进行定义。我们不知道生命在
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开始发展，也不能确定
生命在地球上的起源是一次还是多次。发展
出有机体的最原始细胞又是如何产生的？还
有一种假设认为，地球最早的生命可能来自
外太空。

基因和环境基因和环境，，哪个对我们影响更大哪个对我们影响更大？？

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由基
因和成长及受教育环境共同决定。但哪个因
素的影响更大呢？18世纪流行的观点是，人
的天性比教育的影响力更强大。卢梭认为人
性本善。根据进化心理学理论，人类在很长
一段时期内适应了狩猎和采集的生存方式，
因此现在的人们生来就在生物学层面上具备
了适应这种环境的潜质。此外，人类还具备
在短时间内适应新工具的能力。另一个越来
越受到关注的理论是后天因素对基因的影
响。

这个问题也许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基
因和环境本身就在不断相互影响。

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事实？？

英国物理学家安德鲁·利德尔认为，宇宙
间的重大问题可以根据其解答难度分为三个
级别：C级，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B级，有理
论学说但无法通过观测找到依据的问题；A
级，根本无从下手的问题。

如何定义事实就属于A级难题。因为即
便科学的有力工具使我们能够了解周遭事物
的变化规律，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解释这些规
律机制为什么存在的问题。

我们能找到组成物质的最小粒子吗我们能找到组成物质的最小粒子吗？？

科学早已证明，原子是由更小的粒子组
成的，它们是质子、中子和电子。后来，我们
知道，所有正常物质都由最基本的粒子夸克
和轻子组成。向前又进一步，科学家发现，自
然界中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划分为四种
力：引力、电磁力、维持原子核的强作用力和

产生放射衰变的弱作用力。2012年，欧洲核
子研究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研究人员宣布发
现希格斯玻色子。希格斯玻色子是最后一种
此前未被发现的基本粒子，对完善粒子物理
学理论意义重大。

那么基于我们能观测到的物质，还能找
到组成物质的更小粒子吗？一些理论物理学
家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们称之为前子。事
实上，我们并不确定在寻找最小粒子方面还
有多远的路要走。

““我我””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

我们人类具有一系列特征，以证明我们
拥有意识和智能。但我们发现，还有其他物
种也具备同情心、使用工具、模仿、语言等能
力。如何定义“我”在哲学上就是一个难题。
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
发生变化。在分子和原子层面上，“我”已经
不是一分钟之前的那个“我”。40 年前的我

和今天的我可能只有10%的部分是相同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大脑同样在经历这种变
化，而人们通常认为，大脑是“我”意识存在的
生理基础。

我们能够预知未来吗我们能够预知未来吗？？

虽然有从社会学到物理学的多个学科都
在研究人类能否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情，但事
实上我们对未来的理解仍然相当有限，这是
因为还有许多我们并不了解的变量，而只要
有一个变量发挥影响，就会给我们想要预测
的事物整体带来重大改变。因此，即便我们
掌握了某些现象的发展规律，也不可能达到
百分之百的预测准确率，特别是在长期预测
方面。

预知未来在理论上只有一种方式，即对
周遭环境中所有事物的速度、方位、能量等参
数进行计算。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
任务。

盘点当今世界八个未解之谜

10月8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人们参加哥伦布日游行。
当天，纽约举行哥伦布日游行，纪念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到达美洲

大陆。哥伦布日游行也是美国最大的展示意大利文化传统的庆祝活动。
新华社记者王迎摄

据新华社电 乌克兰国防部8日说，当天
与美国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联手启
动大规模空战演练。

“晴空2018”联合军演8日在乌克兰西部
举行，将持续到10月19日。大约700名军事
人员参与，其中半数来自北约成员国，包括
美国、英国、荷兰、波兰和罗马尼亚。

美军出动 F-15C 型“鹰”式战斗机、
C-130J型“大力神”式运输机和无人驾驶飞
机，将与大约30架乌克兰战机共同演练。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说，
波兰和罗马尼亚战机将“首次”与乌克兰战
机合练，以“保护领空”为目标。

乌空军在一份声明中说，联合军演旨在
“增强地区维护空中主权的能力，以合作促
进和平与安全”。

乌克兰议会去年1月通过一项法案，允
许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多国军队携带装备
进入乌克兰领土参加军事演习，是乌克兰
2013年爆发政治危机以来首次。

据新华社电 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
公司的股票价格 8 日跌至 18 个多月来的最
低点，过去一周市场价值蒸发超过100亿美
元。

尽管特斯拉新推出的Model 3车型已经
成为美国市场最畅销车型之一，这家企业自
身正处于多事之秋。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9月29日说，已就
特斯拉掌门人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谈
论特斯拉退市打算、涉嫌“股票市场欺诈”达
成和解。马斯克同意辞任董事会主席，保留
首席执行官职务；他个人和特斯拉分别支付
2000万美元罚款。

不过，一些经济分析师就特斯拉的前景
作出乐观预判。麦格理集团分析师梅纳德·
乌姆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汽车行业面临由创
新和技术驱动的大变革，特斯拉处于“一枝
独秀”的领军地位。

据新华社电 乌克兰国防部 9 日确
认，一座军火库当天清晨发生爆炸，
周边大约一万人紧急疏散。现阶段没
有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清楚爆炸是
意外还是人为制造。

乌 克 兰 国 防 部 在 一 份 声 明 中
说 ， 这 座 军 火 库 地 处 切 尔 尼 戈 夫
州 ， 位 于 基 辅 以 东 大 约 176 公 里 。
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 9 日 3 时 30
分许，军火库爆炸起火，现场冒起
滚滚浓烟。

声明说，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获
得通知，组织军火库周边大约一万人
疏散。乌克兰武装部队负责人已赶往
现场。

总理弗拉基米尔·格罗伊斯曼9日

在社交媒体写道，他动身前往事发
地。当天晚些时候，紧急情况部门说
格罗伊斯曼已经抵达。

乌克兰紧急部门说，事发地是军
方 6 号军火库，占地面积大约 700 公
顷；暂时不清楚受影响面积。

政府部门已对切尔尼戈夫州全境
采取限制措施。自当地时间 9 日 4 时
22分起，军火库周围半径20公里内领
空关闭，铁路和公路交通暂停。

近年来，乌克兰发生多起军火库
爆炸事件。去年9月，位于基辅以西大
约270公里的文尼察州卡利诺夫卡市附
近一座弹药库爆炸，至少两人受伤，
附近多幢居民楼被毁，大约2.4万居民
紧急疏散。

新华社华盛顿10月7日电
美国航天局发布的最新消息称，

“旅行者2号”探测器历经40余
年飞行，目前已飞至太阳系边
缘，种种迹象表明它已经“接近
星际空间”。

1977 年，美国先后发射了
姐妹探测器“旅行者1号”和“旅
行者2号”。2012年8月，“旅行
者 1 号”正式飞离太阳系，成为
首个进入星际空间的人类探测
器。

美国航天局报告说，“旅行
者2号”最近检测到的源自太阳

系外的宇宙射线水平明显升
高。自 8 月末以来，“旅行者 2
号”上的“宇宙射线子系统”接收
到的宇宙射线水平与 8 月初相

比升高了约 5%。此外，探测器
上用于检测带电粒子的仪器也
监测到了类似幅度的较高能量
宇宙射线水平升高。

这表明，“旅行者2号”已经
“接近星际空间”。星际空间是

指恒星与恒星之间、弥漫着稀薄
带电粒子的区域。这种带电粒
子被称作等离子体。

旅行者项目首席科学家爱

德华·斯通说：“我们监测到
了‘旅行者 2 号’周围环境的
变化，这一点毋庸置疑。接
下来几个月，我们将会了解
到更多信息，但目前还不知
道具体在什么时间它能进入

星际空间。”
“旅行者 2 号”探测器现在

的位置可谓“远在天边”，它距离
地球约177亿千米，这相当于日
地距离的118倍多。

据介绍，自 2007 年以来，
“旅行者 2 号”探测器一直在穿
越太阳系的保护层“日光层”的
最外层区域，项目科学家密切监
测其何时飞抵“日光层顶”，即日
光层最外缘边界。一旦飞出这
一边界，它将成为继“旅行者 1
号”之后，第二个进入星际空间
的人类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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