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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13 日
晚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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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签署合同送世界上首名绕月球飞行的太空
游客开启太空之旅。

公司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说，“大猎鹰火箭”
(BFR)将帮助这名游客实现太空旅行，这将成为“让梦
想太空旅行的普通人圆梦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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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仅有 24 人去过月球。阿波罗登月计划
1972年结束后，再没有人去过月球。”推文说。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定于当地时间17日傍晚提供更
多细节，包括旅客姓名以及绕月原因。

这不是这家科技企业第一次宣布计划送游客到月
球附近转转。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2017年2月宣
布，计划在 2018 年下半年为两名普通人开启“环月之
旅”。他没有公开这两人姓名，仅说二人将搭乘“猎鹰
重型”火箭发射的“龙”载人飞船实现绕月梦想。

马斯克后来说，利用“猎鹰重型”发射“龙”飞船的
计划已基本搁置，这个任务将交给“大猎鹰火箭”完
成。“大猎鹰火箭”将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攻关重点。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介绍，“大猎鹰火箭”近地轨道
运力达150吨，堪称史上最强大。按照公司计划，这一
火箭将采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为探索和移民火星专门
研制的猛禽发动机，将在2022年执行火星货运任务，两
年后执行火星载人任务。用马斯克的话说，“大猎鹰火
箭”将是“实现星际移民、在月球建立大型基地及在火
星建城市的理想选择”。

美私企将送首名私人游客奔月

新华社电 希腊著名旅游胜地扎金索斯岛的沉
船湾一带13日因悬崖落石，引发巨浪，导致三条游
船倾覆，目前已造成三人受轻伤。中国驻希腊大使
馆第一时间联系希方，证实三名伤者中没有中国游
客。

希腊雅典通讯社13日报道说，目前，有关方面
仍在清点事发时游船上的人数，希腊海岸警卫队和
当地消防人员在搜索出事海域，以发现可能失踪的
人员。受伤者已被送医院救治。

报道说，事发时，该海域共有三条游船。有目击
者称，他们先听到了异常声音，之后有三块巨石从悬
崖上落入海中，激起巨大的海浪，导致三条游船倾
覆。

上世纪80年代，在同一海域曾有一条货船失事
搁浅，沉船湾由此得名。这里陡峭的悬崖、清澈的海
水、洁白的沙滩以及神秘的老船残骸，每年都吸引大
量游客来此观光。

美国与古巴官员13日在华盛顿讨论美驻古使馆人
员“健康问题”，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说，仍不清楚美
方人员出现“健康问题”的原因。

美国媒体先前报道，一些美国驻古巴使馆人员可
能遭受了“声波武器攻击”。

【【讨论讨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告诉媒体记者，美
国政府多个机构的一些官员听取事件简要报告、与古
方代表讨论美驻古使馆人员经历的一些“医学问题”。

这名发言人没有公布双方会晤细节，仅说一些医
疗人员和专家同样参会。

自2016年11月以来，美方称驻古巴大使馆一些人
身体状况异常，出现听力受损、头晕、头痛等症状。去
年 8 月，美国政府首次公开“确诊”病例，涉及至少 24
人。美方怀疑他们受到“不明性质攻击”。

美方随后驱逐15名古巴驻美外交官，宣布驻古使
馆工作人员将长期保持最小规模，把人数从50多人降
至18人左右。只是，美方迄今没有公布古方发起所谓

“攻击”的证据。
古巴政府多次否认美方指控。古方去年8月声明，

“古巴从未、也永远不会允许在古巴领土上从事任何对
外交人员或其家属不利的活动”。

【【谜团谜团】】

就美方人员“生病”，诺尔特告诉记者：“我们仍然
不知道原因，我们不知道什么或谁对我们在古巴的人
员发起健康攻击。”

率领古方医疗小组的米切尔·巴尔德斯·索萨会后
说，古巴方面完全无法接受所谓“健康攻击”和“脑损
伤”的说法，美方没有提供任何支持上述说法的证据。

美国多家媒体先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驻
古使馆人员遭到“声波攻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
学专家今年2月告诉媒体记者，一种“新型获得性脑损
伤”可能导致美方人员出现健康问题。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本周援引一些美国政府官员和
国会议员助手的话报道，美方使馆人员的健康问题可
能由“先进的电磁武器”所致，美国军方正在调查这种
武器。这一说法没有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或其他情报
机构证实。

美联社报道，美国国会上周举行两次不公开听证
会，多名美国官员在听证会上重申，仍不清楚美方人员
出现健康问题的原因，也不清楚谁可能与这一事件有
关。

新华社特稿

朝鲜和韩国首个“全天候”共同联络办
事处14日在开城工业园区揭牌，迈出双方打
造常态化沟通渠道的一步。

注入和平动力注入和平动力

南北共同联络办事处坐落于朝鲜开城
工业园区内。当地时间14日上午举行揭牌
仪式，韩朝各派出大约 50 人参
加。

韩方人员由统一部长官赵明
均带队，包括国会、政府、商界、学
界和市民团体代表。朝方人员由祖国和平
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带队。

赵明均致辞时说，联络办象征和平，是
南北常态化沟通渠道。“从今天起，南北双方
可以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直接讨论双方
关系、半岛和平与繁荣等事宜。”

李善权说，期待联络办助力改善北南关
系，为朝鲜半岛和平与繁荣注入动力。

揭牌后，联络办正式投入运行。韩联社
报道，韩方派驻大约20人，另有10名设施维
护人员；朝方派驻15人至20人。

联络办韩方主任由统一部次官千海成

兼任，联络办朝方主任由祖国和平统一委员
会副委员长田钟秀兼任。双方每周举行一
次主任会议。

韩国媒体解读，作为副部级官员，两名
主任足以作为有分量的谈判代表展开交涉，
转达双方领导人的口信。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4月27日会晤并签署《板门店宣言》，旨
在改善和发展南北关系。在开城设立共同
联络办事处是宣言内容之一。

园区难言重开园区难言重开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说，希望韩朝官
员和专家能借助联络办这一沟通渠道，积极
讨论韩朝铁路、公路连接及山林合作等多方
面事宜。

一些曾进驻开城工业园区的韩方企业
代表参加揭牌仪式，对韩朝合作前景抱有期
待。申韩勇（音译）告诉韩联社记者，这是开

城工业园区 2016 年关闭后他首次重返开
城。“我们对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南北领导人
会晤有很高期待。如果会晤有好结果，年内
或许能看到工业园区重新开放。”

文在寅定于18日至20日访问朝鲜首都
平壤，与金正恩举行今年第三次会晤。随着
半岛南北关系缓和，多家韩国企业近来询问

开城工业园区重开的可能性。
这一工业园区邻近半岛军事

分界线，2005 年投入运营，是南北
经济合作最主要成果，运营状况在

某种程度上被视作韩朝关系晴雨表。
不过，韩国统一部14日说，韩方企业家

参加揭牌仪式与开城工业园区是否重新运
营无关。统一部官员先前多次说，开设共同
联络办与开城工业园区重新运营不挂钩，是
否重新运营将视半岛无核化进程而定。

韩国媒体报道，韩方原计划8月中旬为
共同联络办揭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8月24日突然宣布推迟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访朝计划，韩方态度因而生变，推迟揭牌仪
式。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东京9月14日电（记者王可佳
姜俏梅）参加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
的日本首相、现任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和
前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14日在东京的日本
记者俱乐部进行本次选举的首次公开辩
论，二人就修宪、经济政策、社会保障政策
等一系列问题展
开辩论。

安倍首先陈
述了自己2012年重新执政以来在内政、外
交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他表示将挑战二
战后70多年来未曾实现的修宪问题，将自
卫队的相关内容写入和平宪法第九条。为
应对日本所面临的少子、高龄化等问题，
安倍表示将在未来三年内对社会保障制度
进行改革，打造对老年人更友好的工作环
境。

石破在辩论中主张设立“防灾省”专门
应对各种灾害，并提出应更重视振兴地方
经济。他批评“安倍经济学”只惠及大企业
而并未惠及地方的农林水产业及中小企
业。石破重申反对安倍的修宪方案，认为
目前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优先度较低，不宜

急于修改。
曾令安倍政权支持率骤跌的森友、加

计学园等一系列丑闻及财务省篡改公文等
问题也是双方辩论的焦点之一。石破质疑
安倍政府执政姿态强硬，且针对丑闻等问
题并未对民众充分尽到解释义务。安倍当
日则再度为丑闻等问题令民众对政府产生
不信任而道歉，并表示未来将执行更加严

格的公文管理制度，在执政中也将保持谦
虚、谨慎的态度。

自民党总裁选举每三年举行一次，由
该党的国会议员和地方党员投票产生。此
前有日媒报道称，安倍目前已获自民党内
约八成国会议员支持，在选情上占据优

势。石破则希望
尽力争取地方党
员的支持，抗衡

安倍。
本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于9月20日投

票。安倍本届自民党总裁任期将于9月30日
结束。安倍和石破于7日登记参选，但受北海
道6日凌晨发生的6.7级强震影响，原定所有
竞选相关活动都被推迟至10日以后。未来几
日，二人还将赴京都府、佐贺县、三重县等地
参加相关竞选活动。

日本自民党总裁候选人首次公开辩论

这是9月13日在希腊扎金索斯岛的沉船湾拍
摄的悬崖落石现场。 新华社发

新华社利雅得9月13日电（记者王波）
沙 特 阿 拉 伯 两 家 航 空 公 司 日 前 开 始 招
聘 本 国 女 空 乘 和 女 副
驾 驶 ，这 在 沙 特 尚 属 首
次。

沙特廉价航空公司阿
迪尔航空公司和纳斯航空公司先后在公司
官网上发出招聘启事，吸引了众多沙特女性

报名。
沙特航空公司客机上目前都有女空乘

提供服务，但全部是外籍女性。
过去一年里，沙特政府采取了多项重大

改革措施，其中赋予女性更多权利引人瞩
目。今年6月，沙特正式解除女性驾车禁令，

允许女性依法开车上路。此
外，像网约车司机、交通事故
定责员、法庭书记员以及导游
等工作岗位也向女性敞开大

门。今年7月，沙特一家飞行学院开始招收
女学员。

美驻古使馆人员

“健康问题”仍是谜

希腊悬崖落石

引发巨浪三船倾覆

沙特航空公司首聘本国女空乘

韩朝“全天候”联络办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