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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英，1922年出生在湖南
省长沙市。8岁时，由于母亲杨开
慧被捕入狱，毛岸英也被关进牢
房。杨开慧牺牲后，地下党安排
毛岸英和两个弟弟来到上海。以
后，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
岸英兄弟流落街头。他当过学
徒，捡过破烂，卖过报纸，推过人
力车。

1936年，毛岸英被安排到苏
联学习。在苏联期间，他开始在
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后来
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曾冒着枪
林弹雨，转战欧洲战场。1946
年，毛岸英回到延安，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毛岸英遵照毛泽东

“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
在解放区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工
作，当过秘书。解放初期，任过工
厂的党委副书记。他虽然是毛泽
东的儿子，但从不以领袖的儿子
自居，相反，总是处处严格要求自
己，努力和普通群众打成一片。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
发。新婚不久的毛岸英请求入朝
参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俄语翻译和秘书。他工作积极，
认真负责，迅速熟悉了机关业务。

1950年11月25日上午，美空
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
上空，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
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
壮烈牺牲，年仅28岁。

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
息后，强忍丧子之痛，缓缓地说：“打
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
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
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
子，就当成一件大事。”这是毛泽东
一家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
出生命的第六位亲人。 据新华社

毛岸英：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到处有青山”

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表示，美国和墨
西哥已经就边境非法移民问题达成协
议，对墨西哥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
被无限期暂停。

根据美国国务院当天公布的联合声
明，墨西哥将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加强
边境执法以遏制非法移民流入美国。此
外，美墨双方还同意，如果最新举措未能实
现预期效果，双方将商讨进一步行动。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写道，美墨两国若达成协议，墨西哥
将“立即开始大规模”购买美国农产品。
不过，该内容并未出现在联合声明中。

根据美国白宫5月30日发表的声
明，美国将于6月10日起对所有墨西哥
输美商品加征5%关税，以迫使墨西哥应
对经美墨边境入境美国的非法移民问
题。

面对美国政府的关税威胁，墨西哥
总统洛佩斯随后在致特朗普的公开信中
呼吁加强对话，寻求解决移民问题的方
法。并且，他还派遣外交部牵头的代表
团赴华盛顿与美国政府就加征关税和移
民问题进行磋商。

非法移民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墨、美
国与部分中美洲国家关系中的热点问

题。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日前发布
的数据，今年5月共有逾13万名非法移
民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被捕，单月被捕
人数创13年来新高。

媒体报道，美墨磋商关税，却成美国
单方施压非法移民事宜。按照美联社的
说法，白宫近期把关税用作“政治工具”，
着力特朗普认为对他2020年连任选举
至关重要的领域，试图迫使其他国家就
范。

特朗普发推特：
美方“无限期暂停”
对墨方加征关税的计划

美国与墨西哥官员5日起在美国首
都华盛顿会面，磋商关税；双方官员包括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国务卿迈克·蓬
佩奥和墨西哥外交部长马塞洛·埃布拉
德。磋商7日进入第三天，商谈超过10
小时。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
“推特”发布文字，声称美墨达成协议，美
方“无限期暂停”对墨方加征关税的计
划。

美国国务院在“美墨联合声明”中细
述协议内容。然而，声明谈及移民而非

关税，要求墨方采取行动而非强调双方
共同努力。

声明说，美方将立即扩大把移民遣
送至墨西哥、让他们在那里等候美方审
批庇护申请的项目规模。换句话说，更
多中美洲移民将由美方送往墨西哥，由
墨方向他们“提供就业、医疗和教育”。

另外，墨方需要为加大打击非法移
民力度而采取“前所未有的举措”，包括
调派国民警卫队员、捣毁协助偷渡的团
伙以及切断这类团伙的资金和运输网
络。

取道墨西哥北上美国的移民多数出
自中美洲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
多三国。墨方去年12月同意接收部分中
美洲移民，让他们在墨西哥等候美方审
批庇护申请。今年1月至5月29日，美方
把超过8800名中美洲移民遣送至墨西
哥。

美联社发出报道：
特朗普以关税为“政治工具”
迫使其他国家就范

白宫5月宣布，6月10日起对墨西哥
所有输美商品加征5%关税，如果墨方没
有有效缓解“非法移民危机”，将从7月开

始分阶段提高税率至25%。
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7日晚离开美

国国务院时说，美方在磋商伊始要价更
高，对墨方提出的措施建议和要求“更为
严苛”。

美联社报道，特朗普近几个月以关
税为“政治工具”迫使其他国家就范，进
而服务于他谋求连任总统的关键议题；
把关税与非法移民之类社会问题挂钩、
以“关税大棒”施压墨方就是例证。

迄今为止，在多个公开场合，包括他
的支持者集会，特朗普声明2020年总统
选举将以移民为主题。

美国商界和多名国会议员就白宫的
加税举措表明反对态度，担心一旦对墨
西哥加税，将推升美国人的消费成本、伤
及美国经济并增加让美国、墨西哥和加
拿大三方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难度。

一些美国学者近期估算，如果对墨
西哥所有输美商品征收25%的关税，美
国消费者人均可能每年增加将近1000
美元支出。

美国政府与墨西哥、加拿大政府去
年11月签署三方自贸协定，替代《北美自
由贸易协定》。新版协定需由各自国家
立法机构批准生效。 据新华社

“无限期暂停”
美墨达成协议避免加征关税

美媒指白宫近期把关税用作“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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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美航天局将允许私人太空旅行

“船票”5800万美元
最长可待30天

这是人类的一小步，但它却是
国际旅游业迈出的一大步：北京时
间2001年4月30日15时37分，哈萨
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
中心尤里·加加林发射台，重达300
吨的俄制“联盟-Y”型火箭拔地而
起，载着美国富商丹尼斯·蒂托及
另外两名俄罗斯宇航员飞往距地
球400公里的国际空间站，年过6
旬的丹尼斯·蒂托由此成为人类有
史以来的首名太空游客。

蒂托这次昂贵的太空度假，花
掉了他2000万美元。

“早在40多年前，当时的苏联
发射首枚卫星成功升空时，我就萌
生了飞向太空的愿望，但那时我还
是个穷光蛋，根本无力实现心愿。”
在升空前一天，面对云集在拜科努
尔发射中心的各国记者，蒂托情绪
激动，“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生，我
的心愿就是在这一生完成所有健
康、合法的心愿。我相信，这是美
梦成真的一刻，我对自己如期太空
旅行非常乐观。”

但正如专家所言，蒂托的这次
太空大假并不轻松。升空之初，老
蒂托得穿着臃肿、厚重的宇航服，
和另外两名宇航员一样，被牢牢锁
定在座位上动弹不得。从踏入运
载火箭的那一刻起，蒂托就将面临
生命危险。因火箭上升速度极快，
他的体能也将面临挑战：在升空过
程中，他将感受到身体犹如被撕得
四分五裂的痛楚感觉，并伴随周期

性的恶心、头痛等不适反应。在整
个太空旅行过程中，蒂托的骨头将
持续释放钙质，其肌肉也可能会发
生萎缩现象。

而在当年，蒂托的“太空旅馆”
目的地——耗资数十亿美元建造
的国际空间站目前也仅完工了一
半，上面的宇航员大都忙于自己的
工作，大概也无暇他顾。美国国家
宇航局此前已明文规定，除非有宇
航员陪同，否则蒂托不能擅自进入
空间站的美方作业区。当然，蒂托
也别指望什么太空大餐，那里没有
美食与香槟，更别提红酒了。

付出如此高昂的体能代价，也
会给他带来期待已久的回报。在
距地球400公里的国际空间站上，
他每天环绕地球16次。尽管蒂托
并未获准步出空间站、进行真正意
义的太空行走，但他还是可以通过
太空窗俯瞰地球——悬坠在深邃
太空中的宝石蓝色的星球。在天
幕映衬下，星星也将格外闪烁，灿
烂生辉。总之，呈现在他眼前的将
是令人荡气回肠、美不胜收的壮观
太空景象。根据事先达成的协议，
蒂托可自由拍照。

体验职业宇航员的生活
睡在睡袋，吃冷冻食物
轨道飞行是真正意义上的太空旅

游。能够实现轨道旅游的，目前主要是
国际空间站。但赴空间站一游“票价”太
贵，动辄几千万美元，如此高昂的费用对
普通人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一般人根
本玩不起。为此，一些机构和企业将目
光投向了各种“准太空游”。“准太空游”
主要包括飞机的抛物线飞行、接近太空
的高空飞行和亚轨道飞行。

抛物线飞行只能让游客体验约半分
钟的太空失重感觉，宇航员在训练时为
了体验失重通常也是采用这种方法。接
近太空的高空飞行能让游客体验身处极
高空时才有的感觉，当游客飞到距地面
约18公里的高空时，便可看到脚下地球
的地形曲线和头顶黑暗的天空。俄罗斯
等国之前就计划利用一些高性能飞机来
实施抛物线飞行和接近太空的高空飞
行，费用约为5000美元至1万美元。

亚轨道飞行能产生几分钟的失重。
2004年，美国一家私营企业研发的载人
飞船“宇宙飞船一号”曾在不到一周内两
次成功往返太空和地面，该飞船在火箭
发动机熄火和再入大气层期间能产生几
分钟的失重。这种亚轨道飞行的价格约
为每人每次10万美元。

此外，一些企业还在构想其他的太
空旅游项目。据英国广播公司去年报
道，2018年4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
何塞举行的太空2.0大会上，世界上第一
个围绕地球轨道的太空酒店“极光空间
站”的官方通告正式发布。根据介绍，在
这个和大型私人喷气式飞机差不多大小
的结构体里面，旅客可以在地表200英
里（约合322公里）之上遨游太空，尽览地
球的壮丽景色。弗兰克·邦杰是开发极
光空间站的公司Orion Span的创始人
兼CEO。他表示：“我们极光空间站的
体验之一是要让人们体验职业宇航员的
生活，但是我们期待大多数旅客会望向
太空酒店的窗外，并与每一个他们认识
的人通话；如果旅客们玩倦了，我们还有
一个称为‘全甲板’的虚拟实景体验。此
时，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比如你
可以在太空中漂浮，或在月球上漫步，你
还可以打高尔夫球。”

极光空间站被设计成类似国际空间
站，规模较小但却更加豪华奢侈，相似之
处在于：极光空间站的访客（四位旅客配
两名工作人员）也是睡在绑紧的睡袋里，
吃的是冷冻干燥食物，所有旅客都得经
过发射升空前的严格健康筛检。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羊城晚报》、
《参考消息》等

谁能去谁能去？？
游客“不仅限于美国公民”

美航天局说，太空旅行最早2020
年成行，游客“不仅限于美国公民”，未
来计划每年提供两次前往国际空间站
的机会，每次最多持续30天。这是美航
天局首次批准私人游客进入国际空间
站。

美航天局首席财务官杰夫·德维在
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游客须购
买大约5800万美元的往返“客票”。在
国际空间站的食宿费每天大约3.5万美
元，包括2.25万美元的食品、空气和医
疗等补给费用。

美航天局计划2025年停止对国际
空间站的直接支持，使这一国际航天项
目商业化，而开放私人旅行将是商业化
的一部分。

坐坐啥去啥去？？
两个选择，均未载人首飞
美航天局说，私人游客须搭乘由美

国商业公司制造的飞船往返国际空间
站。目前的两个选项是美国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的载人版“龙”飞船以及波音
公司的“星际客机”，但两个飞船及其火
箭发射系统尚未进行载人首飞。

目前，载人“龙”飞船已完成不载人
首飞，但4月发生的一次静态点火测试
失败给原定于7月进行的载人首飞带来
不确定性。“星际客机”飞船的不载人试
飞时间也由原计划的4月推迟到最早8
月，而载人试飞则从8月推迟到“今年晚
些时候”。

谁谁去过去过？？
目前已有多人花巨款上天

此前，俄罗斯“联盟号”飞船已将多
名私人游客送往国际空间站。2001
年，美国商人丹尼斯·蒂托支付了2000
万美元，在国际空间站停留了8天，成为
人类历史上首位自掏腰包的私人游客。

快明年，普通人就可以选择新
的旅游项目——国际空间站
一游了。前提是，出得起几千

万美元的旅费，还需要承受一些安全风
险。

美国航天局7日宣布，将允许私人
乘坐美国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旅行，但
价格不菲，除了近6000万美元的往返
“客票”，每人每天还要支付大约3.5万
美元的食宿等费用。

最

首位自掏腰包私人游客：
太空旅行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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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重申
不限制华为在巴发展

巴西副总统莫朗7日再次表
示，虽然面对来自美国政府的压
力，但巴西没有任何限制华为在
巴西发展的计划。

莫朗当天在接受巴西《经济
价值报》专访时说，今年5月访华
期间他曾与华为总裁任正非见
面。莫朗表示，目前世界上只有
少数公司掌握了5G技术，华为便
是其中之一。巴西在电信领域不
够发达，巴西需要这项新技术。

莫朗于5月19日至24日对中
国进行正式访问。他在访前及访
问期间多次向中巴两国媒体表示
看好华为在巴西的发展，巴西愿与
中国高科技企业继续深化合作。

目前，巴西多家电信运营商
使用华为提供的设备。今年5
月，华为在巴西推出了两款高端
智能手机，其中P30 Pro在首都
巴西利亚上市20分钟便被抢购
一空。 据新华社

日本去年新生人数
创新低

日本厚生劳动省7日发布数
据，显示日本2018年新出生91.8
万人，连续三年不足100万，创历
史新低。

日本去年新生儿人数相比
2017年减少将近2.8万人，死亡人
数增加2万多至136.2万。人口死
亡数减去出生数的人口自然减少
规模为大约44.4万人，是日本
1899年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人
口减少速度加快。

数据显示，日本2018年总和生
育率，即每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孩
子数量是1.42，连续三年减少。日
本总和生育率1975年跌破2.0，
2005年创下最低值1.26，2014年起
徘徊在1.4左右。日本政府希望
2026年3月以前将总和生育率提升
至1.8，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增大。

从产妇年龄看，45岁以下产
妇生育人口数量相比2017年减
少，其中30岁至34岁产妇生育数
量减少超过1万人。产妇生育头
胎的平均年龄连续4年维持在
30.7岁，晚育趋势没有改变。

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冲绳
县总和生育率最高，为1.89，东京
最低，只有1.2。冲绳是日本唯一
人口自然增长县。

日本58.6万对夫妇2018年
结婚，连续6年减少，是1945年以
来最低数字。初婚平均年龄自
2014年以来没有变化，男性31.1
岁，女性29.4岁。

死亡人口中，27.4%死于癌
症 ，其 次 是 心 脑 血 管 疾 病
15.3%。日本大约2万人去年自
杀，占死亡总人口的1.5%，比
2017年减少433人。 据新华社

6月7日，美国航天局在纽约举行新闻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