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这是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 新华社发

� � � 2019年4月10日，人类终
于看见黑洞真容！这张在全球
多地同步公布的“大片”，证实
了神秘天体黑洞的存在，也使
得爱因斯坦的百年猜想终得
检验！

经过10多年准备， 四大
洲8个观测点组成虚拟望远镜
网络———一个如同地球直径
大小的事件视界望远镜，在集
齐所有观测数据并深度分析
后， 让黑洞终于拥有了一张
“正面照”。

为何要给黑洞拍照？获得
这张照片有多难？人类合作探
究宇宙还将揭示哪些新的奥
秘？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参与
国际合作的中外科学家，对此
作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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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最高人民法院10日公开宣判原审被告
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
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撤销了
原判对顾雏军的部分罪名量刑， 部分原审
被告人被宣告无罪。

作为一起始于十多年前的涉产权疑难
复杂案件， 顾雏军案再审受到社会各界高
度关注。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该案的再审
改判释放了产权司法保护的积极信号，对
于激发企业家创业创新动力、 促进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1 三项罪名撤销两项，
顾雏军可申请国家赔偿

“我院启动再审后，对该案进行深入细
致的全面审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
绳，作出了最终的公正裁判。”担任该案再
审合议庭审判长的最高法审判委员会专职
委员、第一巡回法庭庭长裴显鼎说。

裴显鼎表示，经过再审，原审错误裁判
得到了纠正，改判顾雏军、张宏只犯挪用资
金罪一罪，对顾雏军改判有期徒刑五年，对
张宏改判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其他原
审被告人均被改判无罪。

顾雏军， 是原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扬州科龙电器有限公司、顺德格林柯
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的董事长或法
定代表人。2009年，法院原审认定顾雏军犯
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
息罪和挪用资金罪， 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
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八十万元；其
他同案被告人也因分别犯上述一罪或数罪
被判处刑罚。

顾雏军刑满释放后提出申诉， 最高法
2017年12月作出再审决定，提审该案，并于
2018年6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

记者了解到，本案中被改判无罪的姜
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有松、晏果茹、
刘科均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因部分罪名
被改判无罪导致服刑期限超过改判刑期
的顾雏军也可申请赔偿。此外，原审判决
对顾雏军等人还分别判处了数额不等的
罚金刑。本案再审判决生效后，有关部门
将依法把已经执行的罚金返还顾雏军等
人以及刘义忠的亲属。

2�顾雏军两项罪名为何被改判

对于原审判决中的虚报注册资本罪，裴
显鼎表示，原审认定顾雏军等人在申请顺德
格林柯尔变更登记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文
件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出资的事实是
客观存在的，但综观全案，顾雏军等人的行
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

“本案侦查期间，法律对无形资产在注
册资本中所占比例的限制性规定已经发生
重大改变。本案原审审理时，顾雏军等人虚
报注册资本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已
明显降低。”裴显鼎说。

对于违规披露、 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最高法再审认为， 原审认定顾雏军等人
在2002年至2004年间将虚增利润编入财
会报告后向社会披露的事实存在。但是，
根据刑法规定， 必须有证据证实提供虚
假财会报告的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
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危害后果，才能追
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裴显鼎说，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严重
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是指“造成股东
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
以上的”，或者“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
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本案中，在案
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存在上述情形。

———由于侦查机关收集司法（会计）鉴
定意见和四名股民证言的程序违法， 原第
一审未予采信。 原第二审在既未开庭审理
也未说明理由的情况下， 采信其中三名股
民的证言，确属不当。

———案件再审期间， 检察机关提交的
民事调解书系在本案原判生效之后作出，
未能体现顾雏军等人的真实意愿， 且不能
客观反映股民的实际损失。

———本案也不存在“致使股票被取消
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原审
以股价连续三天下跌为由认定已造成“严
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 的后果也缺
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会
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追究顾雏军等人的
刑事责任。”裴显鼎说，本案再审改判切实坚持
了实事求是、依法纠错的基本原则。

3�为何认定顾雏军等人
构成挪用资金罪

最高法再审认为，原审认定顾雏军、张
宏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2.9亿元的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已构成挪用
资金罪。

裴显鼎说， 顾雏军作为科龙电器董事
长， 指使下属违规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
龙的2.9亿元资金； 张宏作为江西科龙董事
长兼总裁，接受顾雏军指使，违规将涉案2.9
亿元转出使用，符合刑法规定的“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的情形。

此外， 顾雏军指使张宏挪用2.9亿元资
金归个人用于公司注册， 是顾雏军为收购
上市公司扬州亚星客车作准备， 属于挪用
资金进行营利活动， 符合刑法关于挪用资
金“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
利活动”的规定，且挪用数额巨大。

“顾雏军等人的挪用资金行为侵害了科
龙电器的企业法人产权， 损害了广大股民的
切身利益，而且严重扰乱了资本市场秩序，对
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造成了重大不良影响，
社会危害性大，应依法予以惩处。”裴显鼎说。

再审过程中， 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
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
其使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资金的行为不
应认定为犯罪。

裴显鼎对此表示， 现有证据不仅无法
得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
金的结论， 相反， 科龙集团还至少遭受了
5.92亿元的巨额损失。

“人民法院有错必纠、错到哪里纠到哪
里，不搞‘一风吹’。这样才能既维护法律权
威、 彰显公平正义， 又引导企业家敬畏法
律，不踩红线，遵纪守法搞经营，合法合规
谋发展。”裴显鼎说。

4 再审改判意义何在

从张文中案到顾雏军案，一系列社会
高度关注的涉产权案件再审， 成为近年
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依法保护产权的
生动实践。

“从之前的庭审来看，这个判决结果在
意料之中。”旁听了顾雏军案再审宣判的中
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说，“从实体到程
序，最高法的判决有理有力、合情合法，法
庭尊重保障了控辩双方的各项权利。”

陈卫东认为，再审判决“有改有维”，体
现了公正严格的司法原则。 此次判决树立
了一个标杆，再审案件“部分错部分纠、全
部错全部纠”，彰显实事求是的法治精神。

据最高法有关负责人介绍，最高法正
在全面梳理现行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
中对各类产权存在不平等保护的条款，
并及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同时抓紧
起草有关司法解释， 坚决防止利用刑事
手段干预经济纠纷， 坚决防止将民事案
件作为刑事案件处理。“下一步既要继续
纠正刑事领域的涉产权错案， 更要进一
步加大对民事、 行政以及执行领域涉产
权错案的甄别纠正力度。”该负责人说。

（据新华社深圳4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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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 违规披露、 不
披露重要信息， 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 新华社发

� � � �4月9日，CBA上海哔哩哔哩队控卫、长沙伢子罗汉琛现身长沙市沙砾篮球大
师俱乐部，与望城区白箬铺镇光明村队“切磋”球技。CBA2018至2019赛季，25岁
的罗汉琛打出了职业生涯最佳赛季———

罗汉琛期待入选国家队

� � � �图为罗汉琛在友谊赛中运球。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原来你是这样的黑洞
跨越5500万光年的曝光：

� � � �给黑洞拍照的难点，在参与此次大科学计划
的专家眼中，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小”“暗”“扰”
———细节太小，信号太暗，干扰太多。

黑洞如此遥远，寻找它如同从地球观察月球
上的一个橘子， 需要的望远镜口径超乎想象。况
且，这个望远镜还要足够灵敏，才能“看”得清极
其微小的细节。

自400多年前伽利略发明望远镜以来， 人类
科技水平的飞速提升让望远镜的口径越来越大、
“分工”越来越细。但要给黑洞拍照，依靠人类现
有任何单个天文望远镜都远远不够。

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大科学计划：用分布全
球的8个观测点， 组成一个口径如地球直径大小
的虚拟望远镜。条件苛刻的观测点，包括夏威夷
和墨西哥的火山、西班牙的内华达山脉、智利的
阿塔卡马沙漠、南极点等。

要顺利拍照，不仅要“看”得远，还要选对频
道。“对黑洞成像而言，最佳的波段进行观测至关
重要，这个波段就在1毫米附近，成像的分辨率相
当于能在黑龙江漠河阅读南沙群岛上的一张报
纸。”上海天文台研究员路如森说。

拍照难，洗照也不易。望远镜记录下的海量
数据，需要进行复杂的后期处理和分析，才能获
取最终的黑洞图像。

以2017年4月的观测为例， 每个台站的数据
率达到惊人的32GB/秒，8个台站在5天观测期间
共记录约3500TB的数据。专家表示，如果是像看
电影一样不间断地看， 这些数据至少需要500多
年才能看完。

该国际合作项目负责人、哈佛大学教授谢泼
德·多尔曼表示，10多年来， 正是技术的突破、新
望远镜的建成，最终使人类能够“看到”黑洞。

� � � �浩瀚星空中，黑洞是极神秘又惹人遐思的天
体。 它，“吞噬”一切，连光也无法逃脱。它，体积
小、质量大，可以弯曲周围的时空。它的“前世今
生”带着重重谜团，让人好奇无比。百余年来，人类
探寻黑洞奥秘的脚步从未停歇。

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率先预言黑洞的
存在，到惠勒提出“黑洞”概念，再到霍金提出“黑
洞是时空的扭曲者”……科学家们日益相信，宇宙
中存在许多大小不一的黑洞， 甚至在银河系的中
心就有一个超大黑洞。

多年来，一些间接证据陆续证实黑洞的存在，
人类不断插上科幻翅膀勾画黑洞容颜。

科幻电影也在不断“幻想”黑洞影像。在电影
《星际穿越》中，黑洞“卡冈图雅”是那深不见底的

黑色中心与明亮立体的气体圆圈。
就在4年前， 两个黑洞合并产生的引力波信

号被科学家“捕捉”到，成为科学界的一个里程碑
事件，人类开始“听”到黑洞。

这一次，人类终于眼见为实。
此次露出真容的黑洞，位于室女座一个巨椭

圆星系M87的中心，距离地球5500万光年，质量
约为太阳的65亿倍。它的核心区域存在一个阴影，
周围环绕一个新月状光环！

“观测结果与理论预言非常一致，这证实
在黑洞这样的极端条件下，广义相对论仍然成
立。”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说，先
辈科学家为我们这个世界搭建的理论模型，再
次经受住考验。

跻身一流
中国成为国际科学合作重要参与者

从首张月背照片到首张黑洞照片， 人类
观测宇宙的新窗口正在不断打开。 在探索宇
宙奥秘的征程中，中国也不断贡献着智慧。

我国科学家全程参与了给黑洞拍照这项
国际合作，在早期推动这一项国际合作、望远
镜观测时间申请、 夏威夷望远镜观测运行、后
期数据处理和理论分析等方面均作出了贡献。

从“中国天眼”（FAST）到“世界巨眼”
（SKA），从人类基因组测序到泛第三极环境
研究，近年来，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
度不断加大，在吸收世界创新养分的同时，也
不断贡献中国智慧。

随着全球射电天文学方兴未艾， 接连涌
现类星体、脉冲星、星际分子和微波背景辐射
四大天文发现。近年来，我国陆续建成多座射
电望远镜，口径从25米到65米再到500米，从
追赶到并跑，天文学研究开始逐步跻身一流。

“过去一二十年间，中国在射电天体物理
学、天文学等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在此次国
际合作中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荷兰奈梅
亨大学教授海诺·法尔克说，随着中国的射电
干涉测量和太空探索能力迅速增长， 中国将
成为国际科学合作的重要参与者。

黑洞的顺利成像不是终点。
主持欧洲地区发布会的德国马克斯·普

朗克射电天文研究所所长安东·岑苏斯强调，
未来还将增加望远镜的数量， 甚至对新的黑
洞进行观测， 继续验证广义相对论的有关预
测，借此了解星系的形成和演进，为人类解开
更多奥秘……

（据新华社上海4月10日电）

首次“看到”黑洞 爱因斯坦说对了1

拍照难在哪 用难以想象的计划寻找“至暗信号”2

3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打打野球会会朋友
“在哪都不如在长沙舒服”

“对方有职业球员！”这场普通又特殊的友
谊赛赛前，光明村队球员偷偷嘀咕着。

但比赛打下来， 光明村队似乎没有感受到
传说中被职业球员支配的恐惧。比赛中，罗汉琛
一直脸带笑意，或远投三分球，或巧妙分球，或
上个慢三步，轻松惬意。最后，他带领着由父亲
和朋友组成的汉琛队， 巧妙地仅以几分优势取
胜，皆大欢喜。

轻松惬意，一如他近一个月的状态。
作为一名职业球员，高强度的训练、不停地奔

波是赛季中的常态。对罗汉琛来说，赛季结束，回

到长沙休息、放松，是一年中最舒服的日子。他告诉
记者，“去年休息了30多天，今年能多休息10天，很
开心。”

这段时间，罗汉琛要么外出见见亲戚朋友、
打打野球，要么在家陪陪父母，看书写字。他笑
着说：“在哪都不如在长沙舒服呀。”

罗汉琛回家休息， 最高兴的还是从小陪他
打球的父亲罗慧华，“CBA一共就20支球队，每
支球队一线球员不到20人， 罗汉琛是其中之
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职业生涯最佳赛季
“做好自己，不受外界任何干扰”

今年休赛期， 罗汉琛之所以格外享受， 还
有一个原因， 他刚刚打出了职业生涯最佳赛
季。 在场均时间下降到25.1分钟的情况下， 他
场均得分达到个人历史最高的11.2分， 助攻也
有3次。 他的两分球命中率为53%， 此前的技
术短板三分球， 命中率也提升到37%， 均为职
业生涯新高。

“我的技术已基本定型，之所以保持进步，
关键是心态更成熟稳定了。”罗汉琛表示。

说到心态的转变， 要回到罗汉琛效力猎豹
队的5年。 那时， 先后入选过国青和国奥队的
他， 得到的机会不多， 再加上伤病， 表现一直
没达到预期。 媒体和球迷经常对罗汉琛提出批
评， 让他“压力山大”， 患得患失， 表现起伏
不定。

当2017年被租借至上海队时，尽管罗汉琛
心里很不舍， 但更多的是平静，“也晓得自己要
改变一下了，换个环境未必是坏事。”

加盟上海队后， 球队原主力控卫刘晓宇突

然转会，罗汉琛转瞬成了主力，平均上场时间超
过30分钟。尽管赛季初也低迷过，但在主帅李
秋平的严格指导和鼓励下，他慢慢适应了球队，
表现日趋稳定。“李指导一直鼓励我更主动和霸
气一些，我也慢慢不再关心别人怎么看我，不受
外界任何干扰，做好自己最重要。”

第二年，老将刘炜和罗旭东“回归”上海队，
一度让罗汉琛成为第三后卫。 但随着两位老将
先后受伤，时刻准备着的罗汉琛再次临危受命，
打出了职业生涯最佳赛季。

畅谈未来目标坚定
“期待进入国家队，证明自己”

罗汉琛告诉记者：“我在上海队的租借期是
两年， 现在已经到期了。 新赛季到底是回深圳
队，还是留在上海队，需要谈判。”

但不管新赛季效力哪个队， 罗汉琛的目标
是坚定的，“我现在就是努力训练， 充分发挥自
己的水平，打好每一场球。我还年轻，我依然期
待着能够进入国家队，证明自己。”

上赛季，罗汉琛的表现虽然不及郭艾伦、吴
前等后卫抢眼，但和国家队的常客赵睿、方硕不
相上下。近两年持续进步的罗汉琛，进入国家队
并非不可能。

尽管多年在外地打球， 罗汉琛也一直关心
湖南篮球。“湖南的校园篮球很厉害， 现在又有
了职业队湖南金健米业男篮， 整体势头非常
好。”他还知道金健米业男篮有位长沙本土优秀
球员邓愈鑫，“之前在CBA的浙江队吧，我记得
还和他交过手。”

未来是否会回归湖南打球？ 罗汉琛表示：
“如果我们有一支CBA球队，当然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