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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五号”采集的首批月球样品，能

为我们揭示月球的哪些奥秘？

12 月 13 日，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

布，该台徐伟彪研究员及其行星化学科研

团队联合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对月球

样品进行研究后发现，样品中有含有极高

的钛铁矿含量，确定为高钛玄武岩。

此前，国内其他研究团队在嫦娥五号

月球样品中发现了低钛、中钛玄武岩类

型。结合此次研究，学者们推测，嫦娥五号

月球着陆区或曾有多次火山喷发。成果近

期在线发表于我国综合类学术期刊《科学

通报》英文版。

在月球样品中发现
极高的钛铁矿含量

2020 年 12 月 17 日，嫦娥五号返回器

携带 1731 克月球样品成功返回地面，首次

实现了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是国内首批

获得月球科研样品的 13家科研机构之一，

研究员徐伟彪作为使用责任人获批两份共

计 15毫克的月球玄武岩样品。

“此次采集的月球样品是月海玄武岩，它

们主要分布在月球正面的盆地中，可能是来

自100公里至400公里深处的月幔部分熔融

形成的。”徐伟彪也是此次论文的通讯作者，他

介绍，研究团队利用高分辨率显微CT、扫描

电子显微镜、电子探针等对其中一个样品开

展了详细的矿物学和三维断层成像研究。

结果表明，该样品属于月球火山玄武

岩，具有细粒—中粒次辉绿结构。少量橄

榄石斑晶分布在由辉石、斜长石、钛铁矿和

其他副矿物组成的基质中。主要组成矿物

辉石的化学成分和演化趋势与美国阿波罗

计划和苏联月球号计划取回的高钛玄武岩

类型高度一致。

徐伟彪表示，该样品含有极高的钛铁

矿含量，体积百分数达 17.8vol%，丰度接近

美国阿波罗计划取回的月海玄武岩的最高

值 18vol%。

为研究月球火山岩
浆能量来源、月幔组成提
供线索
“高钛玄武岩很少见，目前在所有收集

到的月球陨石中基本没有发现高钛玄武

岩。因为钛铁矿处于月球浅层，一般分布

在月壳以下与月幔以上的区域，而玄武岩

是月球深处月幔物质经高温熔融产生的岩

浆喷发出到月表，冷却后凝固而成的一种

岩石，所以玄武岩中的钛含量应该很低。”

徐伟彪解释，之所以会出现高钛玄武岩，学

界有一种假说认为，钛铁矿因为比重较重，

造成了月幔上重下轻的重力不稳定结构，

钛铁矿经过翻转下沉到深部月幔，经过熔

融后，与岩浆一起喷发出来，冷却后被“封

锁”在玄武岩中。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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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明年经济工

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并阐明了当前五

个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社会各界认为，会议立足当下、放眼长

远，增强发展信心、激发奋进合力，为未来工

作指明方向。

“稳”：为高质量发展
巩固基本盘
“稳”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为突出

的关键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消息稿中的

25个“稳”字足以说明做好经济工作的重点。

政策靠前发力、稳健有效。内需拉动与

投资驱动两不误，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湖南

省益阳市坚定实施扩内需战略，项目投资持

续发力，今年以来，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6%。

湖南省益阳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李晓跃

说，将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聚焦扩内

需战略基点，不断畅通内外循环。要持续提

升投资效益，把更多的资金投向战略性新兴

产业、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发展上，

同时引导资金投向民生、基础设施等领域，并

不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下转第二版）

稳 住 基 本 盘 突 出 发 力 点
——社会各界热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权威数据显示，全球新冠死亡病例平均

年龄超 70岁！

比起年轻人，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后为

什么更易发生死亡？12 月 8 日，《自然·细胞

生物学》刊载了我国科学家联合团队的研究

成果，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通俗地说，新冠病毒的入侵让老年人的

肺变得更老了。”论文通讯作者之一、中国科

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刘光慧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研究结果显示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组织

表现出明显的加速衰老。

病毒入侵，衰老指征
“陡升”

临床上，新冠患者的主要死因是严重肺

损伤导致的呼吸衰竭。

新冠病毒到底在肺里破坏了什么？为了

搞清楚状况，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陆军军

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

组研究所联合研究团队对老年新冠患者尸检

样本的肺组织进行了“逐个细胞”乃至“逐个

细胞内分子”的细致分析。

结合病理学、蛋白质组和高通量单细胞

核转录组等技术，研究团队对包括肺部上皮

细胞、内皮细胞、基质细胞和免疫细胞 4 种主

要细胞大类，28 种不同细胞类型的病理特征

进行了分析。

“我们发现老年新冠患者的肺组织细胞

呈现出更加严重的‘老态’。”刘光慧说，一些

细胞衰老标志物、衰老相关炎性因子、DNA

氧化损伤标记物等都出现了显著的上调。

“老态”的肺细胞有哪些外在表现呢？

“我们看到肺上皮细胞的凋亡、脱落。”刘光

慧举例说，还有细胞表面活性物质的减少，这些

活性物质原本支持肺泡的正常舒张和收缩，减

少后肺泡的一些基本呼吸功能就退化了。

蔫、行动迟缓、凋亡、脱落……新冠病毒

入侵后，“肺老了”的表现异常突出。

循环式打击，雪上加霜

“老年人的肺组织可能会遭受病毒的循

环式打击。”刘光慧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老年

人肺部细胞上的新冠病毒受体（ACE2）本来

就比年轻人多，病毒侵入细胞后衰老更明显，

细胞衰老反过来进一步诱导新冠病毒受体上

调，细胞就更容易被病毒攻击。衰老介导的

“大开城门”循环往复，引入更多病毒，加速肺

衰竭的发生。

此外，团队还根据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新

冠肺炎肺组织样本中积累了大量的肺泡上皮

过渡态细胞。在肺泡中，Ⅰ型肺泡上皮细胞负

责气体交换，但它没有再生能力，损伤后需要

由Ⅱ型肺泡上皮细胞分化补充。这种过渡态

细胞大量存在提示Ⅱ型的“支援”被阻断了。

研究发现，病毒进入肺组织还会加速肺

的纤维化（一种肺衰老的表现形式）。结合人

肺成纤维细胞的研究模型，研究人员发现长

寿基因 FOXO3 的沉默可能促进了肺内成纤

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的转化，介导了肺纤

维化发生。

大开“城门”、切断“支援”、细胞纤维化加

剧，病毒进入老年人肺部细胞的 3大策略致使

老年人遭受的打击“雪上加霜”。

衰老和感染的新关联

“我们发现衰老和新冠病毒感染存在显

著关联。”刘光慧表示，除了肺之外，其他器官

遭受病毒攻击后可能也会加速“老化”，后续

的研究正在开展。 （下转第三版）

新冠病毒为啥是老年人“杀手”？《自然》子刊：病毒让肺更老了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记者王浩
宇 王梦）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北

京冬奥组委 13日发布第二版《北京 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以下简称

《防疫手册》），内容增加了各利益相关方关

心的信息，使防疫原则的制定更加透明。

第二版《防疫手册》对第一版手册进行

了补充，在疫苗接种、海关入境要求、机票

预订、出发前检测、冬奥赛时、闭环管理等

方面，提供了更加详实的信息。手册还包

括“注意事项”部分，有助于指导利益相关

方顺利度过赛事期间的每个阶段。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里斯

托夫·杜比表示：“我们与国际残奥委会和

北京冬奥组委一起，与卫生和体育赛事交

付领域的世界顶级专家紧密合作，最终确

定了必要的疫情防控措施，以确保北京冬

奥会安全成功举办。通过创造一个安全

的环境，北京冬奥会将打造独特的赛时体

验，旨在帮助运动员将注意力集中在体育

比赛上，这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最基本

要素。”

第二版《防疫手册》增加了各利益相关

方关心的信息，以及 10月以来多场吹风会

上反馈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使防疫原则

的制定更加透明，确保所有参与者通过参

与制定过程，了解其需要遵守的具体规则。

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

子荣说：“北京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国际

残奥委会经过充分协商和广泛讨论，在细

化完善第一版《防疫手册》的基础上，共同

制定了第二版《防疫手册》。防疫手册所述

措施依据疫情防控最新科研成果、专家意

见和其他国际赛事经验制定，我们相信这

些应对措施可以有效降低疫情风险，既保

证运动员和所有涉奥人员安全、便利地参

加训练、比赛和工作，也能保护中国民众的

健康安全。希望大家都能严格遵守，共同

努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

运盛会。”

未来几周，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

和北京冬奥组委还将继续举行一系列吹风

会，提供进一步的政策信息。考虑到全球

疫情的不断变化，在赛前和赛时必要的时

候，还将及时采取额外的防疫措施，确保所

有涉奥人员和当地民众的安全。

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发布

新华社北京12月 1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3 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2

月 15日在北京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

习近平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举 行 视 频 会 晤

12月13日是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左图：新华社记者 李博摄 右图：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一个时代的画卷，底色是人心；一个民族

的复兴，关键在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作出一系列重

要论述，提出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科学

回答了事关新闻事业长远发展的一系列带有

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丰富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为做好新闻舆论工

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闻舆论战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职责使命，锐意改

革创新，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深入开展马

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和增强“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教育实践，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不断增强吸引

力、感染力、亲和力、说服力，激荡起唱响奋进

凯歌、谱写时代华章的强大力量。

坚定不移跟党走 锻
造能打胜仗的新闻舆论工
作队伍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

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在 2016年

2月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新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

作的职责使命、基本方针、实践路径，为新闻

舆论战线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极大

激发了广大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如何在复兴征程中凝聚起亿万人民共同

奋进的力量？如何在错综复杂的舆论场中一

锤定音？如何更好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使新闻报

道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唯有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教育，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才能形成与党中央治国理政相

适应的新闻品格和新闻力量；唯有以“四向四

做”为职业标杆，在增强“四力”中着力提升业

务本领，练就一身好把式、真功夫，才能创作出

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精品佳作。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做好党的新闻

舆论工作的核心要义。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加强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培训，加强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专题培

训……新闻从业人员补充理想信念之“钙”。

组织新闻工作者开展增强“四力”教育实

践、“新春走基层”活动，组织编辑记者赴革命

老区、基层一线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主题采

访调研……努力推动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

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新闻舆论工作

队伍。

2019 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红军

长征出发 85 周年。赣南红都，新闻媒体在此

集结。“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追随

红军长征步伐，跨越 1.6 万余公里，推出万余

篇一线报道，总阅读量近 20亿次。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为活动点赞，强调其

“对阐释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很有意义”。

再走征程，书写巨变；讲好故事，坚定自

信。

“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连续举办八届，

优秀记者们讲亲历故事、说采访过程、谈内心

感受，为引导和激励广大新闻工作者牢固树

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自觉弘扬职业精神，恪

守职业道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

积极作用。 （下转第三版）

唱 响 奋 进 凯 歌 凝 聚 民 族 力 量
——新闻舆论战线守正创新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

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文艺工作摆在党和国

家事业重要位置，深入总结新时代文艺工作

面临的新实践、新要求，深刻回答事关社会主

义文艺事业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

大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开

启了崭新局面。

牢记党中央嘱托，广大文艺工作者积

极 投 身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伟 大 实

践，倾情服务人民，倾心创作精品，奏响一

曲曲荡气回肠的时代之声、爱国之声、人民

之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精

神伟力。

高瞻远瞩，擘画蓝图
——习近平总书记站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高度，为我国文艺发展把
舵定向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坚

持运用先进文化引领方向、鼓舞士气、凝聚力

量。进入新时代，文艺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更

加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

屋建瓴、审时度势、把握规律，以高度的历史

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对文艺和文艺工作

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与时俱进推动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将我

们党对文艺工作的认识和实践提升至新的高

度——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

作座谈会，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

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

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

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2016年，出席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

大开幕式，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

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

振聋发聩的声音”；

2019 年，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

科界委员，指出“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

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2020年，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

专家代表座谈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

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

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

奋民族精神，是文艺工作者必须肩负的历史

担当。

总书记的指示铭记在心，广大文艺工作

者满怀豪情、充满自信地迎接新的征程。

高位谋划，科学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立

足新时代文艺发展新形势
作出有力指导和推动，引
领中国文艺整装再出发挺
进新高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文

艺发展的关键问题作出系列重要论述，并从

实践层面亲自部署、亲自推动若干重大事项、

重要活动，为文艺繁荣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

供坚强后盾、构建新的格局——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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