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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月球背面迎
来首位访客。嫦娥四号这一
科幻大片般的创举，为2019
年的世界科技高调开篇。

一如“嫦娥”，人类正快
步来到未知之地，那些曾经
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
景，正加速进入现实。在已
经到来的2019年，无论抬头
仰望星空、低头畅游网络，
还是人类健康本身，都将有
诸多亮点可期可待。

深探测：宇宙求索更进

一步

“到2019年，我们将重
新进军月球。”科幻巨匠艾
萨克·阿西莫夫曾在35年
前这样预言。尽管尚未发
展到建立“太空定居点”，
但2019年的星空也一定不
会令阿西莫夫失望。从月
球、小行星到系外空间，深
空探测可谓“好戏连台”。

“广寒宫”不再“冷清”。

“嫦娥”刚刚放下的那只“玉
兔”，已经在“蟾宫后院”留
下人类第一道足迹。这可不
只是到此一游那么简单，而
是有着巨大的科研价值和
超乎想象的影响。

“原来月球背面没有汽
车人、外星基地啊……”在
新华社发布的一条相关新
闻下面，一位网友的评论瞬
间赢得2000多个赞。如果
说，科幻作品带人们大胆去
想象，那么月球探测则屡屡
刷新人类的认知。

蟾宫折桂，多国竞逐。
美国有望最早从今年开始
向月球发送相对小型、廉
价的载荷，为宇航员重返
月球“探路”，并在本世纪
20年代初在月球附近建立
轨道平台；俄罗斯正积极
准备，力争从2021年起发
射多个探测器，分别实施
绕月探测、月球南极着陆
考察及深挖取样等。

2019年小行星探测却

颇有看点。美国第一个小行
星采样任务“奥里西斯
-Rex”探测器已经在2018
年年底进入小行星贝努的
轨道，接下来将陆续发回绕
飞获取的探测信息。贝努直
径仅500米，是人类航天器
迄今在轨绕行的最小天体。
能绕这么小的天体飞行探
测，迄今即便在科幻作品中
也还尚未出现这样的情节。

对太阳系乃至系外空
间的探索也将继续。美国
发射的系外行星探测器

“苔丝”去年正式“开工”，
将努力在太阳系外寻找

“新世界”。“旅行者2号”探
测器也于去年年底飞出日
光层，开始探索星际空间，
它们在2019年的探测成果
值得期待。

快连接：5G商用厚积

薄发

从3G到4G，手机“智

能化”颠覆了许多产业、乃
至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4G到5G，则将开启“万
物智能”时代，让人惊呼

“未来已来”。
带宽大、速度快、运行

稳，这些特性成就了5G“赋
能一切”的科幻属性：超快
速度，一秒下载多部高清
大片；超低延时，无人驾
驶、远程操控轻松实现；万
物互联，不仅所有家电，就
连井盖、管道都可“智能
化”管理。

在多年技术积累之
后，2019年有望成为5G的

“商用元年”。国际标准组
织“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宣布，完整的5G标准最早
将于2019年3月出台。这意
味着，5G网络部署将在今
年大规模展开。

中国的5G部署稳步推
进。去年年底，工业和信息
化部发放了5G系统中低频
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向

业界发出了加速推进5G商
用的明确信号。中国各大
电信运营商均表示，2019
年5G开始预商用。

新疗法：生物医学可圈

可点

如果能训练一批“特种
兵”免疫细胞，在体内“精准
杀敌”，那么“绝症”这个词
可能彻底作古。曾经在科幻
小说中出现的这一美好设
想，已经成为生物医学界一
大现实目标。虽然仍很遥
远，但已有理由期待。

在免疫疗法、基因编辑
等领域研究将不断取得突
破的2019年，更多新疗法、
新药物将进入临床试验并
投入使用，扩充人类抵御疾
病的“武器库”，一些特定种
类的癌症、遗传病等的治疗
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将不
再是“不治之症”。

美国一家公司去年12

月已宣布，将启动一项利
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一种
遗传性眼疾的临床试验，
相关申请已被美国监管部
门接受。在安全性、耐受性
和有效性得到验证后，有
望投入临床使用。

英国广播公司日前列
出2019年三个最可能取得
重要突破的科研领域，免疫
疗法居于首位。这种利用人
体自身免疫系统来对抗疾
病的新疗法近年来发展迅
速，尤其癌症免疫疗法的研
发正逐渐“开花结果”，新发
现的治疗靶点数量激增。

专家同时预测，2019
年各种人工智能技术将加
速在众多领域开疆辟土，
其中医疗健康领域可圈可
点。从确定药物分子结构
到提高药物开发效率，从
早期癌症诊断到预测肿瘤
发展，都可以看到人工智
能在发挥作用。

（据新华社报道）

新年伊始，美国《科学》
杂志网站在近日的报道中，
对2019年科学领域即将发
生的大事件进行了预测，其
中包括揭示细胞内部的秘
密、发现新物理学、确定下
一个太阳系探测任务等。

聚焦极地冰层

如果你想了解不断变
暖的地球的未来，可以把目
光投向极地。今年，两个国
际科研团队将远征两极。

从今年9月到明年10
月，德国破冰船“RV极星
号”（RV Polarstern）将在北
极海冰上，作为耗资1.2亿
欧元的“北极气候研究多
学科漂移观测站”项目的
中央枢纽。来自中国等17
个国家的科研人员将参与
该项目，研究极地云层、海
洋动力学等，以洞悉北极
如何向无冰的夏季转变，
从而更好地了解气候变
化，提高天气预报和海冰
预报的准确性。

无独有偶，今年年底，
美国和英国研究人员将远
征南极洲，开展一个耗资
5000万美元、历时5年的项
目。该项目将使用自动水下
航行器、测震仪和贴在海豹
上的传感器，研究思韦茨冰
川（Thwaites Glacier）上冰

的结构、水和冰下陆地的情
况，以厘清该冰川是否会在
未来几十年内开始崩塌。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用于测量冰层厚
度和质量的“重力恢复与气
候实验后续”卫星和用于探
测极地冰的“冰、云和陆地
高度卫星2号”（ICESat-2）
于去年相继升空并传回数
据，两大极地远征项目也将
从中受益良多。

在μ介子中发现新物

理学

通过研究名为μ介子
的粒子的磁性，物理学家希
望今年能获得可以指向新
粒子或力的结果，让渴求了
数十年的梦想照进现实。

美国费米国家加速器
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正在研
究比电子更重、寿命更短
的μ介子磁性是否大于理

论预测。布鲁克海文国家
实验室在1997年至2001年
间进行的“μ介子g-2”实
验发现了这种过量迹象。

2013年，物理学家们把
实验移到了费米实验室，对
仪器进行了升级，并于2018
年1月开始记录数据，首批
结果将于今年出炉，届时可
能轰动粒子物理学界。

揭示细胞内部的秘密

在细胞生物学领域，
设备的分辨率越高，揭示
的秘密越多。现在，科学家
打算将新工具和技术结
合，以前所未有的细节和
3D形式，展示细胞内部情
况。研究人员将在单细胞
尺度上分析DNA、蛋白质、
RNA和表观遗传标记。

今年，跨学科团队计
划将这些方法与冷冻电子
断层成像术、痕量分子标

记技术及其他显微术结合
起来，了解亚细胞结构和
过程。这些组合方法可在
分子水平生成更清晰图
像，揭示细胞如何分裂、改
变形状以及基因活动如何
影响结构和功能等相关细
节。

“调暗”阳光给地球降温

一种通过暂时“调暗”
太阳光来抑制全球变暖的
地球工程技术可能会在今
年进行首次小规模实验。
这一太阳地球工程项目的
基本原理是：将大量能反
射太阳光的气溶胶粒子喷
射到高层大气中，模拟火
山喷发的降温效果。

由美国哈佛大学科学
家领导的“平流层扰动控
制实验”（SCoPEx），将以一
种小规模可控的方式测试
这一想法。研究小组计划
把气球放飞到平流层，在
那里释放100克的反光颗
粒（可能是碳酸钙）。气球
穿过颗粒羽流飞回地面
时，会观察其降温效果。

但这一计划遭到不少
人质疑，有科学家认为，它
并不会减少导致气候变化
和海洋酸化的二氧化碳。
目前，该计划还未得到咨
询委员会的批准。

抗疟转基因蚊子非洲

放飞

今年，人们将在布基纳
法索看见非洲首批转基因
蚊子，这是基因驱动技术对
抗疟疾战略计划的第一步。
这批蚊子将是按蚊（会传播
导致疟疾的寄生虫）家族的
第一批转基因蚊子。

非营利组织“向疟疾宣
战”正在开发的基因驱动方
法希望在野生种群中传播
基因突变，以破坏关键生育
基因或改变雌蚊比例，但第
一批转基因按蚊不携带这
种突变。研究人员将释放不
到1万只经基因绝育的雄
蚊，观察它们在野外如何生
存和分布，从而更好地向监
管机构和社区成员介绍转
基因蚊子这一概念。

NASA下一个太阳系探

测任务花落谁家？

2017年12月20日，NASA
宣布了第四次“新疆界计划”
（投资规模约为10亿美元的

太阳系探测任务）的遴选结
果，收集并带回彗星样本和
探索土卫六这两项任务进
入决赛。今年7月，NASA将
确定究竟花落谁家。

“彗星宇宙生物学探索
样本取回项目”（CAESAR）

将向丘留莫夫—格拉西缅
科彗星发射探测器，从彗星
表面收集至少约100克样本
带回地球。这些样本很可能
在几十亿年里没有改变过，
可以提供一扇窗口，让我们
更好地了解彗星在地球生
命的诞生中扮演了何种角
色。

土卫六被视为最有可
能拥有外星生命的星球之
一。如果这些探索任务确
定，名为“蜻蜓”（Dragonfly）
的半自动四旋翼飞机将飞
向土卫六表面，对土卫六的
地表成分、结构及大气环境
等进行勘测，以寻找可能导
致生命出现的化学反应的
线索。

此外，今年5月，一项
为期3年、耗资240万美元
的针对地球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的评估将会公布
结果。来自50个国家的专
家通过评估物种灭绝、海
洋保护区范围等指标在未
来50多年内的趋势，为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目标
指明方向。

从星辰大海之浩渺到
μ介子之微小，从气候变化
到生物多样性，除了上面这
些几乎“板上钉钉”的大事
件，一些“不速之客”———一
些意料之外的发现或许更让
我们期待。（据《科技日报》）

2019年，更多科幻走进现实！

《科学》预测2019年科学大事件

CAESAR任务概念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