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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聘
某公司招聘销售人员，销售主管，底薪:
4500-6000元；13897412831

招聘

招聘
保安、消控各2名，电工、水暖工、司炉工各1名，55岁以下，持证上
岗。地址：城北区华德朝阳绿洲家园。电话：0971-8060907

大众洗浴招聘
搓澡，足疗技师，电
话:18935520238

城中区社区卫生服务
站聘大夫。联系电
话:13709716287

★ 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182、15597009268 ★★ 市区免费上门服务 ★

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 ◆周一至周五：100元/块·天，两天以上90元/块·天 （限22个字）

◆周六至周日：90元/块·天，两天以上80元/块·天 （限22个字）

◆行信息：60元/行·天，周六、日50元/行·天 （限10个字）

◆遗失类广告（证照）：不分周六周日均为90元/块·天（限22个字）

0971-8222463
地址:长江路地震局家属院2单元2楼

城西区 13086269820 城中区 13086268862
城东区 13086268861 城北区 15597009592

蒙牛青海总代理诚聘
开票员，配送司机，业务员，超市导购员，会
计。电话：13299769555,18909786234

诚 聘
招水电、司炉工数
名，联系电话
13997296924

聘银行保安。男、50岁以下月2600元，监
控消控员月3000元。54岁以下月2600
元（包吃住）5131511、13997137643

某医院招聘
口腔科，皮肤科，医疗美容科医
师，有意者电联18997033113

东川工业园区企业招聘
会计，出纳，保管，办公室管理，文员，销售司机，车间普工，
清真餐厅做饭回族女士。8145528 18195600311

青海忠浩食品有限公司聘
业务员、送货司机，工资5000至2万元，包吃住。
工作地点:浙江省杭州市，电话:13709711170

高薪诚聘
库管、店员，有驾驶技术者优先，月薪3500-5500
元，包食宿。8453588，13897466995

西宁保安集团招聘
保安员50岁以下，2600元。特
保35岁以下，3400元。监控队
员35岁以下，3000元。甘河铝
厂二班倒，2600元（包吃住）。
8453724，18697118826

足疗馆招聘
收银，工资3500—4200元,包
吃住。联系电话:15297017116

物业保安

求 职
本人专长销售，培训经验丰富，适应能力较强，善于沟通，现
应聘销售主管或经理职位，有意者请联系15011038986

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6 日电 1972 年美国阿
波罗飞船最后一次登月后封存了部分月壤和月
岩样本供未来研究。5 日，美国航天局科学家在
时隔 40 多年后首次打开其中一份样本。

美航天局 6 日发布消息介绍，一份编号为
73002的样本在位于休斯敦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被
打开。这是阿波罗 17号飞船宇航员尤金·塞尔南
和哈里森·施密特 1972年用管状容器在月球拉拉
陨坑附近的滑坡沉积物中提取的。

据介绍，阿波罗 15号、16号和 17号的部分样
本未被用于研究，而是完整保存在原始容器或特
殊条件中，供未来用更先进的技术分析。

美航天局“阿波罗下一代样品分析”项目科
学家萨拉·诺布尔说，如今能够进行一些在阿波
罗项目年代根本无法实现的测量，对这些样本进
行分析将最大化阿波罗样本的科学价值，为未来
探月项目做准备。

美航天局说，样本 73002 开封前，研究人员
使用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术为样本拍摄了高
清 3D 照片，给每个颗粒和小岩石成像；然后在
充满超纯干氮的手套箱中将样品取出，并将其
分成每份四分之一英寸（6.35 毫米）的多个段，使
科学家可以对管子中不同深度的样本进行对比
观测。

2020 年初，美航天局还计划打开另一份编
号为 73001 的样本。这两份样本保存了垂直分
层的月壤，有望为月表遭陨石撞击及月壳形成
的历史提供信息，并阐明月球表面滑坡是如何
发生的。

阿波罗探月带回的
月球封存样本首次开封

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 一年
前，美国“旅行者 2 号”探测器飞出日
球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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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者 2号”从太阳系进入星际
空间看到了什么？本周出版的新一期
英国《自然·天文学》杂志刊发一组论
文，详解“旅行者 2号”传回的首批“星
际穿越”数据，让人们得以窥见太阳
系与星际空间“接壤”之处的神秘图
景。

观测到对称的日球层

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在一
份公报中介绍，“旅行者 2号”搭载了 5
个科学探测设备。此次发表 5 篇论
文，每篇侧重解释一个探测设备所获
数据。

在论文中，研究人员确认，“旅行
者 2 号”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飞出日球
层进入星际空间。此时，该探测器距
太阳约 180亿公里。信号以光速从该
位置传回地球需要超过 16小时。

日球层犹如太阳风吹出的巨大
“气泡”，太阳系行星都处在“气泡”
内。“旅行者 1 号”2012 年飞出日球
层时距太阳约 183 亿公里，这之前科
学家并不知道这个“气泡”究竟有多
大。

对比两个探测器的“穿越”位置
可为研究日球层结构提供线索。参
与研究的美国艾奥瓦大学学者比尔·
库尔思说，通过对比两个探测器的穿
越点可基本看出日球层形状是对称
的。

对比数据还揭示了日球层顶的某

些特征，比如在不同位置日球层顶厚
度不同。日球层顶是日球层最外缘边
界，太阳风与星际风在这里达到平
衡。科学家认为日球层顶会随太阳活
动移动，就好像肺部随着呼吸扩张和
收缩一样。

探明太阳系和星际空间的边界

太阳系与星际空间的边界地带充
斥着哪些物质？“旅行者 2 号”也获得
一些线索。进入星际空间时，它搭载
的高能粒子探测仪检测到日球层粒子
数量骤降，同时宇宙射线量剧增并保
持在高水平。此前“旅行者 1号”发现
日球层可以将地球及其他行星受到的
宇宙射线辐射减少七成以上。

两个探测器获得的数据均显示，
它们完成穿越时周围等离子体密度剧
增。等离子体是由正负离子、电子及
中性粒子组成的特殊物质形态。科学
家此前已知，日球层内的等离子体炽
热而稀疏，星际空间内的等离子体冰
冷而密实。

参与研究的艾奥瓦大学荣誉教授
唐纳德·格尼特说，最新数据表明“那
种认为太阳风在深入宇宙空间时逐渐
减弱的老观点是不正确的”。等离子
体密度剧烈变化意味着，太阳系和星
际空间之间有一个明确边界。

“旅行者 2 号”数据证实，星际空
间边界的等离子体温度确实低于日球
层内等离子体，但比此前预期略高。
数据还显示，“旅行者 2 号”飞离日球
层前等离子体密度也曾略微升高，表
明等离子体在日球层内缘和外缘经过
了两次压缩，但尚无法解释原因。

“旅行者”项目科学家、美国加州
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爱德华·斯通
说：“‘旅行者’探测器向我们展示了
太阳与填充银河系恒星间大部分空间
的物质如何相互作用……如果没有

‘旅行者 2 号’传回的新数据，我们就
无法知道‘旅行者 1号’看到的景象是
整个日球层的特征，还是只与它穿越
的地点和时间有关。”

发现平行的宇宙磁场

宇宙磁场广泛存在于宇宙每个角
落。“旅行者 2 号”磁场传感器的观测
数据印证了“旅行者 1号”的一个惊人
发现：日球层顶外缘区域磁场方向与
日球层顶内部磁场方向是平行的。

科学家最初通过“旅行者 1号”发
现这个现象时，他们不确定这种有序
的磁场排列是外部星际空间的普遍特
征还是巧合，最新数据表明太阳系内
外磁场方向很可能是一致的。

1977 年，美国发射了“旅行者 1
号”和“旅行者 2 号”探测器。不过
名称在后的“旅行者 2 号”反而先发
射 16 天，它最初设计寿命为 5 年，用
于观测木星和土星，但此后继续向
太阳系边缘飞行，又观测了天王星
和海王星，到现在已运行 42 年。目
前，两个探测器中速度较快的“旅行
者 1 号”距太阳超过 220 亿公里，较
慢的“旅行者 2 号”距太阳约 182 亿
公里。

美国航天局说，“旅行者”姊妹探
测器上携带有关于人类文明的声音、
图片和影像，有望在数十亿年后仍然
在宇宙中传递人类文明的信息。

“旅行者2号”星际穿越看到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