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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7 月 30 日

峰会危机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16 日进行了首次正式会晤 ， 《时代 》

本期封面为特朗普与普京的合成照片，

旨在说明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特殊时
刻”。 自成为美国总统一年半以来， 特
朗普对普京的令人费解的亲近仍未得到
解释。 会晤期间， 特朗普未能就俄罗斯
涉嫌干涉 2016 年美国大选一事与普京
对峙， 以及他对普京的友好态度在美国
引发了巨大争议与批评。

“回乡”的这份幸福，感觉很特别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离任后首次回到“祖籍地”肯尼亚科盖洛村

“这种幸福感，任何五星酒店都给

不了， 让你了解前人的故事……”7月

16日，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离任后首次

回到“祖籍地”肯尼亚西阿亚县的科盖

洛村， 这也是他第三次回到其父亲出

生的小村落。不过，与特朗普的“老家”

———德国卡尔施塔特镇民众对这位现

任美国总统的冷漠不同， 奥巴马受到

了家乡民众的热烈欢迎。

回乡为姐姐造势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

道， 奥巴马16日在科盖洛村参加了其

同父异母的姐姐奥马·奥巴马创建的

体育与职业培训中心的落成仪式，为

其姐姐造势。奥马·奥巴马出生于1960

年，比奥巴马大一岁，是肯尼亚的社会

学家， 主管一个帮助孤儿和贫困青年

的非营利组织， 并创建了这个体育与

职业培训中心， 旨在给当地年轻人受

教育和改善经济的机会。 她此前接受

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奥巴马重返肯尼

亚，回到父辈家乡来参加这一活动，能

激励大家改变世界，意义非凡。

此前一天， 奥巴马还在肯尼亚首

都内罗毕与肯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和

反对党领导人拉伊拉·奥廷加分别会

面。肯雅塔在推特上写道，“非常高兴”

奥巴马回到肯尼亚。而在脸书上，许多

肯尼亚人使用斯瓦西里语打出了 “再

次欢迎奥巴马”的标签。

当地民众热烈欢迎奥巴马的到

来， 同时也希望这位美国前总统能给

家乡做些实事。据CNN报道，肯尼亚当

地艺术家在科盖洛村的街道上画起了

奥巴马的壁画， 一些酒吧非常应景地

推出了“奥巴马啤酒”。 而西阿亚县县

长科尔内尔·拉桑加接受肯国家电视

台采访时表示， 希望能得到奥巴马的

帮助，在当地修建一所高等学校，并准

备取名为“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大学”。

奥巴马虽然出生在美国夏威夷，

但对于父亲的出生地肯尼亚魂牵梦绕

已久。 奥巴马的父亲巴拉克·侯赛因·

奥巴马一世出生和成长在科盖洛村，

后出国留学， 在夏威夷与奥巴马的母

亲相识。奥巴马1961年出生，两岁多时

父母婚姻破裂，随后与母亲一起生活。

父亲1982年在内罗毕死于车祸， 安葬

在科盖洛村。 奥巴马此前曾三次访问

过肯尼亚， 因此尽管他没在肯尼亚生

活，但许多肯尼亚人还是把他视为“老

乡”。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历史上首

位黑人总统时，肯尼亚民众载歌载舞，

就像是“亲戚”当选了一样……

科盖洛村因美国总统而改变

如果没有奥巴马的话， 位于肯尼

亚西部西阿亚县的科盖洛村还是一个

默默无闻的传统小村落， 村民们以农

业为生，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

活。但因为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一切

都改变了。

其实， 奥巴马曾于1987年到过科

盖洛村，见到了自己的继祖母莎拉·奥

巴马。 彼时的奥巴马只是一个20多岁

的毛头小伙。据报道，奥巴马帮助莎拉

种地、养家禽、扛玉米包……莎拉还给

奥巴马讲了他父亲及其家族的往事，

而这让奥巴马在30年后仍念念不忘。

2006年， 奥巴马以国会参议员的

身份访问肯尼亚， 并再次来到科盖洛

村。作为美国政坛新星的故乡，科盖洛

村从此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2008年，

奥巴马以黑马之势当选总统， 科盖洛

村的命运彻底随之改变。

据报道， 在奥巴马第一次宣誓就

任总统的当天，莎拉家就通了电，随后

整个科盖洛村的村民第一次用上了

电， 这是村民们首次感受到奥巴马给

他们带来的福利。后来，肯尼亚政府修

建了一条从尼安萨省首府基苏木市直

通科盖洛村的公路，并命名为“莎拉·

奥巴马妈妈之路”。为了能吸引更多的

西方游客，酒吧、酒店和以奥巴马为主

题的博物馆等各类建筑如雨后春笋般

建造起来。此外，为了提高村里孩子们的

教育水平， 肯尼亚政府还为村庄修建了

“奥巴马小学”和“奥巴马中学”。

奥巴马的亲戚们也都出了名。 除了

继祖母莎拉、姐姐奥马外，奥巴马另一位

同父异母的哥哥马利克·奥巴马也曾依

靠他的名头竞选西阿亚县县长。 马利克

的竞选口号是“这儿有奥巴马，那儿也有

奥巴马”。不过，马利克最终遭到惨败，但

他并不气馁，并对媒体表示，自己的梦想

是在未来竞选肯尼亚总统。

肯尼亚对奥巴马感情复杂

2015年7月，就任六年半后，奥巴马

终于以美国总统身份首次访问肯尼亚。

对于这次姗姗来迟的正式访问， 肯尼亚

的心情有些复杂。

2008年奥巴马当选时， 肯尼亚人曾

欢欣鼓舞，觉得有一位“亲戚”当了美国

总统，肯定能推动肯尼亚的发展。 然而，

当2013年奥巴马首次出访非洲时， 并没

有把肯尼亚列入行程， 而是去了塞内加

尔、坦桑尼亚和南非。 肯尼亚报纸《每日

商务》 就曾称， 肯尼亚遭到了奥巴马的

“冷落”。 其实早在2012年奥巴马再次当

选时，肯尼亚的“奥巴马热”就有所消退。

2015年奥巴马对肯尼亚进行正式访

问，行程只有一天，但肯方还是精心准备

热情接待。 比如首都内罗毕斥巨资整治

市容， 在主要街道和政府大楼周边地区

种花剪草、清理下水道、修剪灌木群等。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欢迎奥巴马。当地舆

论认为，这位“亲戚”的到来虽然意味着

美国会增加对肯投资， 但肯尼亚需要付

出自己的石油资源； 奥巴马承诺对肯经

济援助，但普通人并不能从中获益；奥巴

马推行文化宽容政策， 但这与肯尼亚的

文化传统背道而驰等。

此外，出于安保等各种因素，奥巴马

此访并没有回到科盖洛村， 而是在内罗

毕安排了一场与亲戚们共进晚餐的活

动。据路透社报道，大约30名亲戚参加了

这场家族宴， 这只是奥巴马在肯尼亚

的部分亲戚。 奥巴马对肯尼亚的家族

传统也不太了解， 他承认在共进晚餐

期间，他“一直在认识人”，一些人通过

“长时间解释”才让他了解自己与他们

的关系。对于未能前往科盖洛村，奥巴

马也表达了遗憾之情。“到肯尼亚访问

的挑战之一， 就是我受到了更严格的

限制，”奥巴马说，“我（约30年前）第一

次来时，穿着牛仔裤、背着背包……下

一次我再回来时， 也许不会再穿着西

服了。 ”

这一次，奥巴马虽仍西装笔挺，但

终可以以更轻松的姿态回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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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 7 月 21 日

和平计划

在对特朗普与俄罗斯关系的讨伐声
中， 很少有人注意到赫尔辛基峰会最切
实的结果。在与普京面对面交谈前，来自
美国、 俄罗斯与以色列的高级外交官密
切商讨，促成了叙利亚各方的和解。虽然
特朗普经常出尔反尔， 但任何人都应该
给予此次峰会足够的关注。美国、俄罗斯
和以色列已同意解决叙利亚问题， 答案
就是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将继续存在。西
方现在必须开始接受一个事实： 它支持
的是叙利亚内战中失败的一方。

《纽约客》 7 月 30 日

竖起拇指

三年多前， 特朗普从特朗普大厦的
电梯中走下来， 宣布自己将竞选美国总
统。本期封面创作者巴里·布莱特描述了
一幅特朗普摔倒在电梯上的图像， 以此
讽刺特朗普在赫尔辛基峰会中的表现。

100000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3

日更新对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预

测， 预计委内瑞拉通货膨胀今年年

底将达到 “年涨一万倍” 水平， 拖

累拉美整体表现。 IMF 西半球部事

务主管亚历杭德罗·维尔纳当天在

一份声明中说 ： “我们预计 ， 到

2018 年年底 ， 委内瑞拉的通胀率

将飙升至 1000000%， 显现它的经

济状况与 1923 年的德国或 2008 年

左右的津巴布韦相似。”

9000 亿美元

美国亚马逊公司市值 18 日首

次突破 9000 亿美元， 直接威胁苹

果公司作为最高市值企业的地位。

路透社报道， 亚马逊市值当天在股

票市场交易中一度突破 9000 亿美

元， 堪称亚马逊股票上市 21 年来

的里程碑。 杰夫·贝索斯 1994 年在

车库内创办在线书商亚马逊。 亚马

逊挺过本世纪初互联网危机， 然后

在零售业扩张， 改变消费者购买商

品的方式， “吞噬” 实体店市场。

一周封面

一周数字

”么是美国文化？ 这似乎是一个

很难回答的问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移民国家，美国文化以兼容并蓄著称。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 美国文化的核心

仍建立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之上 ，

别的暂且不论， 单从英语是美国的官

方语言这一点就可加以印证。 对于美

利坚这片土地来说， 英国移民来得最

早、影响最大，不过他们的人数却并非

最多。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德裔美国人

才是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 约占该国

总人口数的17%（约5500万）。 最早一

批大规模德裔移民于17世纪80年代抵

达今日的纽约和宾夕法尼亚一带。 从

那时起到今天，共有大约800万德国移

民来到美国。

人数众多的德裔美国人影响力虽

不及英裔，但仍然可称得上名人辈出。

在历史上， 美国曾经诞生过三位德裔

总统———赫伯特·胡佛、 德怀特·艾森

豪威尔和如今风头正盛的唐纳德·特

朗普。对于国内读者来说，胡佛似乎名

气并不大， 而艾森豪威尔和特朗普可

谓赫赫大名， 如果硬要从这两位德裔

总统身上找到”么共同点的话， 除了

都是以共和党人身份当选美国总统且

在当选前从未担任过公职外， 恐怕就

是他俩都不太喜欢自己的“母国”了。

艾森豪威尔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第九

位五星上将， 他几乎所有的政治资本都

是在二战期间积累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 艾森豪威尔担任盟军欧洲方面最

高指挥官， 负责计划和执行监督1944年

至1945年间对维希法国和纳粹德国的进

攻行动；1951年又出任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部队最高司令。可以说，艾森豪威尔代

表着整个美国与纳粹德国进行斗争。 至

于特朗普， 自当选以来就无时无刻地表

达对德国的反感， 他多次强调美德间的

贸易不平衡致使德国过去几年疯狂地从

美国获取好处，德国在他口中“非常坏”。

除此之外， 他还指出德国不愿意承担保

卫自己的责任， 军费开支严重不符合北

约标准。除了不喜欢德国，特朗普还把不

喜欢德国总理默克尔写在了脸上， 不愿

意和她握手只是“冰山一角”，有小道消

息称， 特朗普称默克尔身上具有他所讨

厌的一切特质。

特朗普在德国非常不受欢迎， 在许

多德国人看来， 他是一个违反西方价值

观且对德国不友好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

的讽刺漫画登上德国各大媒体几乎成了

家常便饭， 不过即使德国人再不喜欢特

朗普， 也无法抹杀特朗普是德裔这一事

实。 特朗普的祖父弗雷德里希·特朗普

1885年离开德国西部小镇卡尔施塔特前

往美国发展， 希望能够在北美洲寻找到

更美好的生活。 弗雷德里希随后在美国

邂逅了日后的爱人， 成婚后两人思乡心

切，于1904年返回德国家乡居住。 此后，

弗里德里希向当局申请， 希望恢复德国

国籍，但遭到拒绝，理由是他没有完成德

国的兵役， 而且由于年龄问题又无法再

服役。 德国当局认定弗雷德里希当年迁

居国外就是为了逃避兵役，并表示，早在

弗雷德里希前往美国之初， 政府就曾警

告过他，但他没有理睬。由于居留遭到拒

绝， 特朗普的祖父于1905年重新回到美

国，从此正式移民美利坚。德国媒体曾讽

刺地写道， 特朗普祖父前往美国是为了

“淘金”，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就是经济移

民， 然而他的孙子却用尽一切手段阻止

新的移民抵达美国。

卡尔施塔特以出产葡萄酒出名，但

若非特朗普， 很多德国人或许都不知道

在西南部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有这样

一个小镇。对于成为美国总统的“家乡”，

小镇居民的心态也可谓与时俱进。 在特

朗普当选之初，当地人也为此感到高兴。

然而， 随着特朗普推出了一系列颇具争

议的政策后， 卡尔施塔特人对其态度发

生了变化。 一名叫凯勒曼的镇民就向媒

体表示， 特朗普对于难民的争议言论令

人难以置信。 而一名20岁的当地年轻人

则透露， 自己身边的人们总会用特朗普

来互相调侃， 例如当别人得知他来自卡

尔施塔特后，就会立刻用嘲讽的语气说：

“啊！ 你来自‘特朗普小镇’啊？ ”

不过和绝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小

镇一样， 卡尔施塔特的居民对政治并

不是太关心，相比较而言，他们更珍惜

自己平静的生活。 有一家镇上的面包

店曾经贴出了特朗普的海报， 但很快

被邻里撕下。此后，居民也不愿意再去

这家面包店购物， 更怕不断碰到记者

并被询问：“你如何看待从这里走出去

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今年年初，一位

美国外交官员拜访了卡尔施塔特，小

镇一下子来了很多警察。 小镇居民们

担心， 未来美国大使乃至特朗普本人

都有可能拜访此地， 从而吸引更多的

游客和记者，打破原本宁静的生活。一

名居住在卡尔施塔特的妇女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并不需

要他回来，我们只是需要这份平静。 ”

小小的卡尔施塔特只有1300名左

右的居民，除了走出了特朗普，这里还

走出了著名的亨氏食品。 同样来自卡

尔施塔特的亨利·约翰·海因茨1869年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创办了亨氏食品

公司， 该公司日后推出了享誉全球经

久不衰的亨氏番茄酱， 逐步成长为全

球最知名的食品公司之一。现如今，镇

上依然居住着亨利·约翰·海因茨的亲

属们， 他们每年都会接待来自美国的

亲戚，而这些亲戚也会捐出一部分钱，

来修缮镇上的教堂。

（本报柏林7月25日专电）

”界杯开始前， 我来到了下诺夫哥
罗德，这个位于莫斯科以东400公里的城
市。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个又长又陌
生的名字。 但我却是久慕这座城市的曾
用名而来，那就是“高尔基”。

下诺夫哥罗德是伟大的苏联作家马
克西姆·高尔基的故乡。 1868年，阿列克
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马克西姆·
高尔基为笔名，意为最大的痛苦）出生于
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个木工家庭。 由于四
岁时父亲去”， 高尔基随母亲寄居外祖
父家， 之后小高尔基在下诺夫哥罗德生
活了十余年。 他在这里亲历了沙皇俄国
时期俄罗斯底层人民的生活苦难和压迫
与反抗。 这些宝贵的经历也成为了高尔
基日后创作的思想源泉。更重要的是，他
在1916年-1923年间陆续将自己早年的
经历写成了自传式小说三部曲———《童
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其中前两部
的故事均发生在下诺夫哥罗德。

由于高尔基在苏联的重大影响力，

1932年， 高尔基受斯大林的邀请重返苏

联， 斯大林随即将下诺夫哥罗德命名为
“高尔基”， 以表彰这位伟大作家。 直到
1991年苏联解体后，“高尔基城” 才换回
了曾经的名字———下诺夫哥罗德。

因此， 我的下诺夫哥罗德之行实际
上就是追寻“高尔基”之行。然而，旅途的
结果有些令人失望。 来到市中心的第一
站，就是位于城中心的高尔基公园。在这
里，苏联人修建了高大的高尔基雕像，并
以这座雕像公园为中心放射状地来建设
城市道路，从而凸显高尔基的重要地位。

然而， 追寻高尔基的旅途却一定程
度上在此终结了。按理说，这样一个重大
的文化IP， 高尔基应当被作为旅游产品
认真包装，策划一系列的故居、博物馆和
参观线路。在我游览的两天中，却面临着
颇为尴尬的境地。 在为了”界杯新修建
的路牌上， 用俄英中三种语言标识着多
个高尔基故居的地址 （因为高尔基曾在
多处打工和生活）。虽然能勉强找到高尔

基的故居，但结果令人失望。大多数所谓
的故居只是在建筑墙壁上加挂了铭牌而
已，墙壁斑驳、疏于修缮，不由得给人一
种悲从中来的唏嘘之感。 经过二十几年
的转型， 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已经被越
冲越淡， 高尔基的名字恐怕也会随着时
间流逝在俄罗斯逐渐淡出。 我的追寻高
尔基之旅也在开始就走向了终结。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虽然探寻高尔基以失望告终， 但沿着高
尔基公园通向伏尔加河畔步行街一路走
去，一股传统俄罗斯记忆却扑面而来。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下诺夫哥罗德
红砖克里姆林宫。与莫斯科和喀山的克里
姆林宫比起来，这里的克宫并没太多有价
值的景点，宽阔的庭院如今更多成为展示
二战军事装备的场所。最大的亮点恐怕是
站在山坡上，纵览伏尔加河与奥卡河交汇
的壮美景象以及河对岸的”界杯场
馆———下诺夫哥罗德体育场和涅夫斯基

大教堂。真正值得一看的是走出克宫，位
于城墙西北角的米宁和波扎尔斯基雕
像。 这两人的名字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可
能不熟悉，甚至是闻所未闻，但他们对于
俄罗斯民族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

1612年， 下诺夫哥罗德的商人库兹
马·米宁和前沙皇大臣波扎尔斯基组织
起人民武装打败波兰入侵者， 解放了被
波兰人占领的莫斯科，确立米哈伊尔·费
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为俄罗斯沙皇，结
束了俄罗斯的混乱时期， 开创了广为后
”知晓的罗曼诺夫王朝。一定意义上讲，

此二人是现代俄罗斯的奠基人。因此，米
宁被俄罗斯人认定为伟大的民族英雄，

死后葬在下诺夫哥罗德克里姆林宫的天
使长教堂， 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的雕像亦
矗立于克宫墙下。

当我面向米宁和波扎尔斯基雕像
时，突然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莫非上辈
子来过下诺夫哥罗德？ 在翻阅旅游手册

时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们也傲立于莫斯
科红场之上！2005年10月21日，为纪念这
一历史事件， 俄政府将下诺夫哥罗德米
宁和波扎尔斯基雕像的复制品放置到了
位于红场的圣瓦西里大教堂前， 成为接
受成千上万游客日夜瞻仰的重要地标。

两天的“高尔基”之旅很快结束了。

说实话， 这并不是一座很值得旅游参观
的城市，与莫斯科、圣彼得堡相比，这里
有些单调乏味。正当我感到索然无趣，在
前往机场的路上， 一个名字再一次令我
的探寻高尔基之旅死灰复燃 。 那就是
“ГАЗ”（GAZ）。 1932年，苏联与美国福特
汽车在“高尔基城”郊外合作建立了“高
尔基汽车制造厂”，作为苏联“一五”计划
的重要成果。 这个汽车厂更知名的名字
就是其俄文缩写“嘎斯汽车”。 在上”纪
90年代前，“嘎斯” 在中国几乎是高档轿
车的代名词，成为一代中国人的记忆。今
天，依然保持原有名字的“嘎斯”汽车厂
也成为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历史痕迹。

从下诺夫哥罗德到高尔基， 又从高
尔基回到下诺夫哥罗德， 一座城市经历
了百年沧桑。从米宁到高尔基，又从高尔
基回到米宁， 一个民族在对历史叙事的
不断修正中艰难前行。

行走世界

■杨康书源

在科盖洛村， 一位村民手持奥巴马照片欢迎这位 “老乡前总统” 的到来。 视觉中国

■本报驻柏林记者 赵海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