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 凡在
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信息管理
系统和学位信息管理系统相关数
据库中注册的学历学位， 一律实
行网上查询和电子认证； 实施电
子注册制度前的国内高等教育学
历学位， 即2002年以前毕业的学
历信息和2008年9月以前授予的
学位信息， 将继续通过人工核查
提供书面认证。

通知规定，国内高等教育学历
信息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
网查询和电子认证；国内学位信息
可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
网中国学位认证系统查询和电子
认证。

■据新华社

借壳宗教自创一套理
论，宣扬歪理邪说；要求信徒
对教主绝对服从， 省吃俭用
缴纳“奉献”；众多信徒背弃
家庭，离家出走；制作音视频
作为洗脑工具， 丑化党政机
关和执法部门形象。“全能
神” 邪教致使众多原本幸福
的家庭妻离子散， 一些过去
开朗乐观的信徒变得精神闭
塞， 其诡秘的活动方式也给
社会安定带来巨大隐患。

经过缜密侦查，黑龙江警
方于2017年6月在大庆市收
网，破获一起在东北地区流窜
的“全能神”邪教组织案，抓获
“全能神” 邪教人员在东北地

区的头目和多名骨干，有力打
击了“全能神”邪教组织的嚣
张气焰，强力震慑了其违法犯
罪。2018年7月31日起， 这起
“全能神”邪教人员组织、利用
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案
件在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
公开开庭审理。

借邪教敛财是“全能神”
教的一个显著特征。 据曾经
负责转钱的信徒张某介绍，
“信徒要对‘全能神’讲奉献，
说白了， 就是要心甘情愿地
向组织交钱，奉献得越多，就
被认为是离神越近。”

■据新华社

一名航空运营商雇员“盗窃”
一架中型客机、 继而坠落美国西
北部城市西雅图附近一座小岛一
天以后， 美国地方和联邦执法机
构11日依然处于困惑状态， 难以
确定涉事男子如何能够“得逞”。

“窃机贼” 丧生客机残骸内，
当局对他的姓名依然不予确认。
地方媒体采访他的同事和家属为
来源报道， 确认当事人名为理查
德·拉塞尔。

当地时间10日晚8时左右，拉
塞尔登上地平线航空公司一架庞
巴迪Q400型客机，而客机上既没
有飞行员和乘务员，76个客座上
也没有乘客。

拉塞尔今年29岁，在地平线
航空公司工作3年半， 在西雅图
-塔科马国际机场充任地勤人
员，日常从事引导飞机停靠或脱
离登机口以及为飞机机身除冰
作业……

从华盛顿州以至整个美国西

北部最大、 最繁忙民用机场起
飞，拉塞尔操纵庞巴迪Q400飞
行将近一个小时， 这架客机最
终坠毁在凯特龙岛。

现有细节， 以机场为客机
“失窃”现场，仅涉及两点：

———那架涡轮螺旋桨推进
客机当时处在一个“维护区
域”；

———拉塞尔的第一个“动
作”，是动用一辆拖车，把客机
拖离最初位置。

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两架
F-15C型战斗机从位于西雅图
以南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附近
起飞，“追逐” 庞巴迪Q400客
机， 但北美防空司令部11日在
一份声明中说， 两架战机没有
开火。

拉塞尔操作一架中型客
机，而非小型单发动飞机，在空
中转圈以至试图做一些危险
“特技动作”。

参与调查这一事件的多名官
员说，“窃机贼”没有取得飞行员执
照，不知道他从哪里学到操作庞巴
迪Q400客机的技能。

他受雇的地平线航空公司隶
属于阿拉斯加航空集团，而这家企
业集团旗下还有阿拉斯加航空公
司， 是美国主要航空运营商之一，
以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为主要
运营中心。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首席执行
官布拉德·蒂尔登11日告诉媒体记
者：“昨天（10日）夜晚发生的事情，
将推动我们从这场悲剧中学习，确
保这类事情不再在阿拉斯加航空
公司或者其他航空运营商发生。”

只是，不掌握任何实质性细节
事实，既涉及事件、也涉及当事人，
蒂尔登所述“学习”和“防范”至少
一时难以促成任何具体举措。

多家国际媒体报道这一事件
时，使用“怪异”一词加以形容。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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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生长靠太阳， 但太
阳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
人”，对这颗人类赖以生存的
大火球， 还有太多的问题没
有弄明白。

有史以来飞得最快的航
天器美国“帕克” 太阳探测
器12日升空，正式开启人类
历史上首次穿越日冕“触
摸” 太阳的逐日之旅， 这也
将成为迄今最“热” 的太空
探测任务。

最快最近首“触日”

“帕克” 探测器重约635
千克，大小如同一辆小汽车，
使用当前世界上推力最大火
箭之一“德尔塔4”发射，所用
发射能量是前往火星的55
倍， 比前往位于太阳系边缘
的冥王星也多出一倍。

上天后，“帕克” 将越飞
越快， 打破人造物体的飞行
速度纪录———在最接近太阳
时，一小时就能飞70万千米。
按这种速度， 只要一分钟就
能从华盛顿飞到北京。不过，
要接近太阳， 还必须借助行
星的引力踩“刹车”减速。这
个行星，就是金星。“帕克”将
7次近距离飞掠金星，利用其
引力调整轨道并降低速度，
从而逐渐靠近太阳。

按计划，“帕克”将于9月
底第一次掠过金星， 然后于
11月首次抵达近日点。美国
航天局说，这时“帕克”距太
阳只有36个太阳半径的距
离，约2500万千米，其实已
经成为史上最靠近太阳的航
天器。

美国航天局说，“帕克”
将在未来7年内环绕太阳飞
行24圈， 最终将飞至距太阳
表面约610万千米的最近点，
只有不到10个太阳半径的距
离。 这意味着探测器进入了
日冕层内。 日冕是太阳大气
的最外层，在这里，带电粒子
被加速到超音速并飞离太
阳， 形成了可能危害地球的
太阳风。

“帕克”成为有史以来最
靠近太阳的航天器。 人类此

前距离太阳最近的一次飞行
任务由德美两国研制的“太阳
神2号”探测器于1976年完成，
当时距离太阳表面约4300万
千米。

酷热高温都不怕

太阳表面温度约6000摄
氏度， 而位于太阳大气最外层
的日冕可达上百万摄氏度，“帕
克” 如何耐受得住太阳之火而
不被烧化呢？

美国航天局说，尽管日冕
温度高得惊人，但因为物质密
度低，可导热粒子稀少，对航
天器的影响实际上并没有想
象中那么大，这就好像手在热
烤箱里能比在热水里坚持更
长时间。按照他们的计算，“帕
克”进入日冕后，面向太阳的
那一面将仅被加热到约1400
摄氏度，尽管这个温度也足以
让铁熔化。

更重要的是，“帕克” 面向
太阳的一面装有厚约11.4厘米
的防热罩， 由轻质碳复合泡沫
制成，表面涂有白色陶瓷涂料，
可反射尽可能多的阳光， 使探
测器内部的工作环境可维持在
30摄氏度左右。几十年前，美国
航天局就有探测日冕的计划，
但直到最近材料科学取得进
展，研制出了这种防热罩，计划
才得以真正实施。

“帕克”探测器上也有设备
没有躲在防热罩后， 其中一个
是被称为“法拉第杯” 的传感
器， 用来测量太阳风中离子和
电子的相关数据。“法拉第杯”
使用钼合金制成， 其熔点高达
2349摄氏度，而为它产生电场
的芯片由钨制成， 熔点高达
3422摄氏度。

另外， 设计人员采用金属
铌制造电线， 并用蓝宝石晶管
来隔热，防止电线被烤化。

“帕克”探测器上还有多个
高温保护机制。比如，研究人员
在防热罩阴影的边缘安装了多
个传感器， 一旦某个传感器探
测到阳光，便会通知中央电脑，
“帕克”探测器随即自动纠正姿
态，确保内部仪器安全。

人类首个“触摸”太阳的探测器升空
开启史上最“热”太空任务 将在未来7年内绕日飞行24圈

费尽心机探测太阳，并
非只是满足“奔日”梦想，人
们对太阳的了解还远不充
分， 其中一个主要的未知领
域是日冕物质抛射和太阳风
形成等太阳活动。比如，科学
家尚不清楚太阳风中的粒子
如何获得加速度。另外，日冕
温度远高于太阳表面， 这也
是一个谜。

为回答这些问题，“帕
克”探测器搭载了四大仪器，
分别是测量日冕电场和磁场
的FIELDS、 记录太阳风中粒

子速度、 密度和温度等数据的
SWEAP、直接给太阳日冕拍照
的WISPR以及测量粒子能量及
种类的ISIS。

美国航天局说，“帕克”探
测器将在日冕层展开近距离观
测，希望能“革命性改变对太阳
的认识”。同时，这项任务也将
增进对其他恒星的认识， 并有
助更准确地预报重大空间天气
事件， 从而更好地保护人造卫
星、 宇航员以及地球上的电网
和飞行器等。

■据新华社

四大仪器解谜题“革命性改变对太阳的认识”

目的

航空运营商雇员偷走客机飞行1小时
美空军出动战机拦截 “窃机贼”最终坠机丧生

“全能神”邪教案公开审理
蛊惑信徒称奉献得越多，离神越近

我国推行高等教育
学历学位电子认证

这是8月11日拍摄的一架从美国西雅图塔科马机场起飞的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飞机。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