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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１３ 日宣布， 将使用

“大猎鹰火箭” 把一名私人游客送往太

空并绕月飞行。 这将是全球首名绕月飞

行的太空游客。

“大猎鹰火箭” 是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正在研发中的最新型火箭， 尚未投入

使用。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在社交媒

体推特上宣布， 公司已签下全球首名绕

月飞行的私人游客， 将使用 “大猎鹰火

箭” 送这位游客奔月。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称， “这是让每

个梦想到太空旅行的普通人进入太空的

重要一步”。 不过，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目前并没有给出更多细节。

去年 ２ 月，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曾

宣布，将于 ２０１８ 年底送两名太空游客绕

月飞行， 游客将搭乘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的“龙”飞船和“猎鹰重型”火箭开启太空

之旅。 不过，这一计划目前被搁置。

■胡春春

0界首富、 美国亚马逊公司创始人

杰夫·贝索斯 13 日宣布，将捐出 20 亿美

元创办慈善基金， 在低收入社区办学前

教育， 支持非营利机构帮助无家可归的

家庭。

贝索斯先前在企业总部所在地西雅

图市屡屡被批吝啬。相比0界前首富、微

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他在慈善和公

益事业尚属“初试身手”。

贝索斯当天在社交媒体 “推特”写

道，他和妻子麦肯齐将创办“贝索斯第一

日基金”，首批捐款 20 亿美元。亚马逊公

司一名发言人证实， 这笔钱由贝索斯自

掏腰包。

贝索斯说，“贝索斯第一日基金”将

聚焦两个领域，分别设一个子基金。其一

是“第一日家庭基金”，将资助一些“富有

同情心” 且做实际工作的现有非营利机

构， 向无家可归的年轻家庭提供暂居处

和食物。

其二是“第一日学习基金”，将成立

一个团体， 在低收入社区运营学前教育

网络，提供全额奖学金。

贝索斯身家超过 1600 亿美元 ，只

是，相比盖茨等其他亿万富翁，贝索斯迄

今的捐款少得多。

盖茨已经向他和妻子 2000 年成立

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款数以

百亿计美元；巴菲特 2006 年承诺把他在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全部股份 （当

时价值 310 亿美元）捐给盖茨基金会；社

交媒体企业“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

格 2015 年承诺捐出他和妻子所持 “脸

书 ” 股份的 99% （当时价值 450 亿美

元）。

贝索斯没有签署盖茨夫妇和巴菲特

发起的“捐赠誓言”，签署的个人或家族

承诺捐出一半以上家产。据路透社报道，

“捐赠誓言”已经征集到 180 多个签名。

胡若愚（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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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将沿黄海直航线路乘飞机前往平壤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据韩国

媒体 １４ 日报道，韩朝共同联络事务所启

动仪式当日上午在朝鲜开城工业园内举

行， 来自韩国和朝鲜的逾百名官员出席

了仪式。

朝韩官员共同为事务所举行揭牌仪

式。 赵明均和李善权随后共同签署了关

于共同联络事务所构成与运行内容的协

议书。

韩朝共同联络事务所是根据 《板门

店宣言》 协议内容设立的韩朝历史上首

个共同联络事务所， 坐落于朝鲜开城工

业园内。 事务所韩方所长为统一部次官

千海成， 朝方所长为祖国和平统一委员

会副委员长田钟秀。

据韩国统一部介绍， 共同联络事务

所将履行韩朝联系与交涉、 政府间会谈

与磋商、 民间交流与援助、 为韩朝人员

往来提供便利等职能。 韩朝还将通过该

机构就南北铁路和公路连接与现代化、

山林合作等 《板门店宣言》 履行事项进

行商议。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春秋馆馆长权赫

基 １４ 日说，韩国总统文在寅及其率领的

代表团将于 １８ 日沿黄海直航线路乘飞

机前往平壤访问。

权赫基还说，为做好会晤筹备工作，

韩方将派出先遣队 １６ 日经由陆路事先

踩点。韩朝双方还商定，此次文在寅访问

朝鲜期间， 韩朝首脑的见面及会晤主要

过程将进行电视直播， 朝方将对韩方的

采访和电视直播提供必要的便利。

专家视点

13 日 ，

在开姆尼茨的

卡尔·马克思

纪念碑前， 艺

术家赖纳·奥

波 卡 竖 立 起

10 个行 纳 粹

礼的青铜狼雕

像， 以抗议德

国的排外和极

右翼势力。

东方 IC

德国应警惕右翼排外思想侵蚀
开姆尼茨事件提供了一个含义丰富的社会和政治样本

８ 月 ２５ 日，在德国萨克森州开姆

尼茨建城 ８７５ 周年庆祝活动中， 一名

德国男子被刺身亡， 随后警方逮捕了

分别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两名嫌疑

人。 当地极右翼团体利用此事在网络

上制造谣言，煽动对外国人的仇恨，开

姆尼茨随后连续爆发极右翼游行。

此后，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

连续表态谴责德国的人权问题， 国际

媒体如 BBC 和《纽约时报 》等纷纷表

达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暴力排外事件

是否回潮的担心。 这种令人震惊的消

息与德国近乎完美的国家形象， 尤其

是 2015 年欧洲爆发难民潮以来德国

给人的宽容、慷慨的印象完全相悖。

德国是否随着政治统
一完成心理统一？

开姆尼茨市发生的事件可谓是德

国对于近年英国脱欧、 特朗普当选美

国总统等国际民粹政治、身份政治、逆

全球化等大环境的回应， 再叠加德国

独特的历史包袱 、 历史记忆和经

验———第三帝国的排犹屠犹、 战后反

思以及东部德国相关反思的缺失等，

在外来难民和移民话题上集中爆发。

对于德国社会来说， 开姆尼茨事

件提供了一个含义丰富的社会和政治

样本。

首先，开姆尼茨事件，以及近期发

生在萨克森州和德国东部联邦州的系

列排外事件， 指向东部德国人是否具

备民主素质的问题。 德国公众不禁要

问： 为什么这些事件一而再地发生在

东部？为什么“欧洲爱国主义者反对欧

洲伊斯兰化”运动首先兴起于东部？为

什么右翼民粹的选择党在 2017 年联

邦议院选举中， 成为东部德国男性选

民的第一选择？

这些疑问背后隐含了一个敏感的

德国社会内部话题， 即德国究竟有没

有随着政治统一完成心理统一， 或者

说东部德国人有没有成为民主社会的

成熟公民？也正是针对这一点，德国司

法部长卡塔琳娜·巴利批评萨克森州

以及当地的负责人忽视右翼思想的泛

滥。德国家庭部长季菲则呼吁制定“德

国民主促进法”，以国家的名义组织民

众的民主教育。

其次，移民和难民问题，也是测试德

国社会有关身份认同、 对于右翼思想容

忍度等共识的试金石。从上世纪末以来，

尤其以 2006 年德国世界杯为标志，世人

看到一个后现代的、 自由主义多元文化

的德国， 多种国际民调都显示德国是国

际声望最佳的国家。默克尔总理 2015 年

施行对于难民敞开国门的政策， 在最初

的日子里也激发了德国民众的 “欢迎文

化”， 然而随着 2016 年新年夜科隆教堂

广场发生的大规模疑似外来移民和难民

公然性侵女性事件, 以及随之而来的民

众安全感的下降， 德国国内的移民和难

民话语悄然转向。

遗憾的是， 德国的政治精英出于种

种考量，并没有对此做出及时的反应，以

至于德国选择党以移民和难民问题为支

点， 成功地突破了德国战后社会有关排

外话题的禁忌， 并且俨然成为联邦和地

方政治不可回避的重要力量。 有了这些

突破既往禁忌的铺垫，才有了 2018 年德

国队在世界杯第一轮出局后爆发的厄齐

尔事件。 通过谴责厄齐尔与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合影， 影射厄齐尔合影曝光干

扰了德国队取得应有的成绩， 最后公开

质疑厄齐尔对于德国的忠诚度以及合格

的德国公民身份。 德国总统、外长、足协

官员、国家队队员、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

等无不介入讨论， 突然让我们发现了一

个心底并不如口头宽容的、 为自己成就

缺失寻找借口和替罪羊的、 始终纠结于

所谓“德意志性”的“旧德国”。 新旧德国

形象反差之大令外部观察者极其困扰。

事件可能引发大联合政府危机

第三， 开姆尼茨事件在德国政界纷

纷表态之后突然变得扑朔迷离， 极有可

能引发德国大联合政府危机， 甚至不排

除引发德国的宪政危机。根据报道，事件

本身是由市中心一起伤人致死的突发事

件引发， 流言把民众和右翼的注意力引

发到施暴者可能的移民或难民身份上，

在随后的游行中出现了右翼行希特勒

礼、追打外国人等违法场面，这也是德国

和国际社会一致震惊的原因， 默克尔表

示坚决不能容忍“追猎”场面的出现。

然而，萨克森州长米夏埃尔·克莱奇

默 9 月 5 日做出了令人费解的判断：一

方面， 他呼吁民众坚定地与右翼极端势

力作斗争；另一方面，他提醒公众不要对

开姆尼茨形成简单或错误的判断，“这座

城市没有暴徒，没有追猎，没有暴行”。德

国宪法保护局局长汉斯-格奥尔格·马

森 9 月 7 日在接受《图片报》采访时进

一步称， 没有迹象表明存在右翼 “追

猎”行为，互联网上相关录像有伪造嫌

疑。 德国社会一片哗然。 舆论压力下，

马森 10 日部分收回了他对于录像真

实性的怀疑， 转口批评媒体不应该过

快、草率地发布录像。此间，社民党、绿

党和左翼党多名政治家已经要求马森

辞职， 认为他的言论已经给国家的信

誉、公民对于国家的信任造成伤害。

整个开姆尼茨事件中最讽刺的

是，8 月 26 日突发事件的遇难者本是

古巴裔移民， 生前经常受到排外言行

侮辱。那些很可能侮辱过他的人，却在

右翼民粹和极右翼势力的呼唤下，以

纪念遇难者为借口，宣传“德国人的德

国”。 难怪有评论家反讽地说，右翼的

行为恰恰证明了外来移民属于德国。

作为有过纳粹历史和其他恶性排

外事件的德国不应该被开姆尼茨事件

绑架， 而应坚守在战后长期斗争中获

得的反思立场，正视民众的民主教育，

警惕右翼思想借外来移民和难民问题

悄然侵蚀与蔓延。而德国的努力，也将

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样本性的意义。（作
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中德人
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