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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直升机 10日下午在美国纽
约市曼哈顿岛一栋摩天大厦楼顶坠
毁，飞行员丧生。据楼内人员描述，
遭遇冲击时，整栋写字楼“都在摇
晃”。美国当局着手调查事发原因，
初步推断无关恐怖主义。

整栋楼都在摇晃
调 查 人 员 说 ，一 架 阿 古 斯 塔

A109E型直升机美国东部时间 10日
13 时 32 分从纽约曼哈顿东区起飞，
原定飞往新泽西州林登机场，起飞
11分钟后坠毁。

坠机地点是曼哈顿第七大道一
栋 54 层写字楼的楼顶，距繁华的时
报广场仅几个路口。直升机撞向楼
顶，随即起火，冒起滚滚浓烟。

纽约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在
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架直升机撞得
七零八落，“显然撞击相当严重”。
机内只有飞行员一人，没有其他乘
客。除飞行员丧生，楼内和街上没
有人员受伤或死亡的报告。

事发写字楼内有多家银行、公
司和知名餐馆，已经疏散人员。内
森·赫顿是法国巴黎银行职员，在 29
楼上班。他说，当楼顶遭直升机冲
撞时，“就好像有人用力推搡我，整
栋楼都在摇晃”。

初步推断不涉恐
美国当局着手调查事发原因。

谜团之一是，当天有暴风雨，还有大
雾笼罩摩天楼，这架直升机为什么
仍然冒险执飞？

新泽西州林登机场主管保罗·达
德利介绍，出事飞行员是蒂姆·麦科
马克，经验丰富，熟悉当地情况，“在
这一地区飞行过很多年”。得知坠机
后，“我们都很震惊，深感悲伤”。

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说，正在调
查这次飞行是否获得拉瓜迪亚机场
地面控制中心批准。拉瓜迪亚机场
与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纽瓦克
自由国际机场并列为纽约三大机
场。这名市长说，初步推断这起坠机
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华盛顿6月10日电 美国天文
学会 10日发布一份声明，对美国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星链”计划可能影响天文观测
等方面表示担忧。此前，国际天文学联合
会、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等机构也表示了类
似的担忧。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5 月 23 日将首批
60颗“星链”卫星送入太空，并计划 2019年
至 2024 年间，在太空搭建由约 1.2 万颗卫
星组成的“星链”网络，从太空向地球提供
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此外，还有一些公
司致力于未来几年部署类似卫星网络，如
美国亚马逊公司等。

美国天文学会说，这些卫星的数量快速
增加，最终可能会超过夜空中所有可见星星
的数量，它们可能对地面和空间天文观测造
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包括因反射和发光而
严重破坏光学和近红外观测，因卫星通信频
段的电磁辐射而影响射电天文学观测，以及
存在与太空望远镜碰撞的风险等。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近日发布了一张
美国洛厄尔天文台拍摄于 5 月 25 日的夜
空图片，超过 25颗“星链”卫星在图片上留
下明亮的线条，严重影响了对宇宙星空的
观测。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在一份声明中说，

尽管卫星互联网项目可能有良好的初衷，
但它们不仅会影响天文观测，还会因破坏
夜空而在人文意义等方面造成影响，国际
天文学联合会呼吁有关各方共同探讨解
决方案。

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也于近日发表声
明说，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发射“星链”卫
星前缺乏与科学界的相关讨论，有报道说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表
示愿意减少卫星对天文学的影响，皇家天
文学会欢迎这种表态，并敦促包括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在内的相关企业与有关科研
人员展开合作。

美国琼斯家的四胞胎从出生之日起
就没有分开过。如今，他们在同一天从同
一所大学毕业，称肩并肩拍摄毕业照是他
们生命中“最特殊的时刻”。

琼斯家的四胞胎是一男三女，现年 21
岁，分别名为杰克、莱克茜、汉娜和蕾切
尔。英国《每日邮报》10日报道，四胞胎出
生时间前后不超过 4 分钟。出生后，他们
一直与父母住在马里兰州切斯特敦，一起
上小学、中学直至考入同一所大学，即位
于弗吉尼亚州阿什兰的伦道夫－梅肯学
院。杰克和莱克茜攻读传媒学，蕾切尔和
汉娜分别攻读心理学和生物学。蕾切尔
说：“我起初不敢相信我们都获得同一所
大学录取。不过，这实在令人激动。”对她
来说，四个人念同一所大学，“最棒的一点
是，让人在家以外又有了家的感觉”。

经历 4年大学生活，四胞胎 6月 1日一
起毕业，他们的父母出席毕业典礼，见证
这一难忘时刻。杰克说：“能一起庆祝毕
业，这真酷。”

四胞胎借助奖学金、资助和助学贷款
念完大学。他们的母亲迪安说：“毕业日
是绝对美好的一天……当然，看到他们毕
业，我们非常自豪，也为他们高兴。（我丈
夫）斯科特在孩子们出生前就为他们上大
学的开支发愁。幸运的是，他们都获得了
奖学金和资助。”

四胞胎是试管婴儿。迪安说，她在怀
孕 31 周半时生下他们。他们刚出生时个
头都偏小，汉娜体重最轻，只有 1191 克，

“所幸他们都非常健康”。 新华社微特稿

已故著名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
金的设想与“蓝爪”有 75％的重合率，但
在一点上有分歧：霍金没有预期来自太
空的威胁，但他看到了人工智能的危险
性。

霍金 2014年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
访时称：“真正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意
味着人类这个物种的终结。”

他认为：“人工智能将开始独立发展
并加速自我改造。而人类受到生物进化
速度的限制，无法与人工智能匹敌，并将
很快被其取代。”

俄科学院系统分析研究所主任研究
员、未来学家协会成员亚历山大·科诺诺
夫认为，英国专家和霍金指出的威胁是

显而易见的，而且其中一些互为补充。
例如，人工智能与核威胁和自毁文明紧
密相连。

这位学者认为：“因为在核武器使用
方面越来越多的解决方案依赖电脑和人
工智能。如果系统出现错误——我们可
能来不及检查。”

科诺诺夫称：“但对一个文明而言最
危 险 的 是 ，没 人 认 真 研 究 它 的 安 全 问
题。要知道有一个包含三步的经典方
法：第一，建立威胁模型；第二，建立保护
模型；第三，采取最大限度防止威胁的对
策。在保护文明安全的问题上毫无作
为，这是最有害的。”

这位专家还说：“至于没有提到的威

胁——这首先是地球物理威胁和宇宙威
胁，它们是我们完全无法控制的。属于
前一类的比如有火山爆发和地壳不稳
定。如果地球进入火山活跃期且全球范
围内的火山爆发——我们有可能面临死
亡。这种威胁很多。”

科诺诺夫表示，属于宇宙威胁的不
仅包括单独的小行星，还有大量其他威
胁。他说：“奥尔特云和柯伊伯带的任何
不稳定、超新星爆炸、游移的黑洞和暗物
质无法预测的行为可能令我们瞬间灭
绝。”

科诺诺夫总结称：“但其中大多数威
胁可借助向太空扩张——人类殖民新星
球和撤离地球计划——而加以避免。”

◆全球变暖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的数据，到 2055年全球气温或比工业化
之前水平高出两摄氏度。如果地球继续以现
在这样的速度升温，2136年之后全球气温将升
至44摄氏度，这对人类而言是临界水平。

专家认为，气温如此上升将导致大部分
陆地被淹没并海啸频发。

◆致命疾病 结核病、疟疾、埃博拉、拉
沙热、鼠疫、霍乱及其他病毒同样被学者视
为对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根据媒体的数
据，仅 2017 年就有超过 1000 万人感染肺结
核，约 200万人因此丧命。

◆核灾难 没有什么像苏美核战争威胁
一样，令 20世纪下半叶的人们如此害怕。核

战争的威胁至今仍然存在，尤其是鉴于越来
越多国家拥有核武器。

目前美国以 1030 次核试验次数位列第
一。排第二的是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为
715 次。但俄罗斯拥有最大的“沙皇炸弹”，
一颗爆炸可夺走约 1830 万人的生命。要想
摧毁整个地球，这种炸弹爆炸 4206 次就足
够。

◆太空威胁 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看来，地球与大型天体相撞的可能
性微乎其微，但NASA发现了被命名为“佛罗
伦萨”的巨型近地小行星，其直径约为 5 千
米。根据科学家的数据，如果“佛罗伦萨”与
地球相撞，将导致至少 12亿人死亡。

灾难清单

俄罗斯《观点报》
网站6月9日文章盘点了

最可能导致人类灭绝的四大
灾难，现将文章内容摘编如下：

英国“蓝爪”机构近日列出
了可能毁灭地球生命的潜在灾
难清单。这份清单主要参考

了 50 个不同来源的数据
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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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坠楼顶
摩天楼遭重创

天文学界集体怼马斯克：

你发射的卫星太多 我们看不清星星了

四胞胎兄妹同日
从同一所大学毕业

6月10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省马纳夫加特区，救援人员在坠机现场工作。
当日，土耳其一架教练机在南部安塔利亚省马纳夫加特区失事，造成机上人员两人遇

难，1人重伤。
新华社发

最可能毁灭人类的四大灾难

消防人员准备将担架送入消防人员准备将担架送入
发生坠机的大楼发生坠机的大楼。。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