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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道

新华社北京 2 月 8 日电德国总理默克尔率
领的联盟党 7 日和社会民主党达成一致，联合
组阁。这一突破性进展意味着德国即将走出国
内政治僵局，只需社民党全党投票通过，即可
组建新政府。

分析人士认为，历经数月煎熬，德国新一
届政府组阁终于迈出关键一步，新政府权力分
配表明德国将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上更积极，让
外界对以“法德双核”为轴心的欧盟新发展前
景感到乐观。

【新闻事实】

据德国媒体报道，经过艰难谈判，联盟党
和社民党 7 日就联合组阁协议达成一致，除各
领域主要政策外，双方还确定了未来政府各部
门领导权在党派间的分配情况。

其中，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将获得经济部
长和国防部长等职位，而马丁·舒尔茨领导的
社民党则将获得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和劳工部
长等职位。

为组成“大联合”政府、确保第四个任
期，默克尔付出较大代价。经济部、财政部、
外交部和内政部一向被认为是德国比较重要的

联邦部门。
舒尔茨说，新的大联盟标志着欧洲内部

的前进方向发生了“根本转变”。他说，德
国将在欧盟重新发挥“积极和主导作用”。

根据协议内容，社民党近期将组织全党
约 46 . 4 万名党员投票，对是否参加组阁作
最终决定。若投票结果支持参加组阁，新一
届政府有望在 3 月底前组建完成。

【深度分析】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认为，
默克尔同时“出让”外长和财长，相当于赋予社
民党在欧洲政策上扮演关键角色的机会。

社民党在支持欧洲一体化方面更积极，
收获财政、外交两个部长职位意味着德国将
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欧盟改革和深化欧
元区一体化建议更为开放。

郑春荣说，德国联盟党成员朔伊布勒在
出任财政部长期间，一直坚持以紧缩政策为
主导。尽管社民党对此并不认同，但默克尔和
朔伊布勒的强势令社民党难以贯彻其主张。

按照新协议，社民党人出任财长，德国
在增加欧盟内投资、修订单纯的紧缩政策方

面将有更多构建余地，可以更好地呼应马克
龙对欧元区的改革方案，这令外界对以“法
德双核”为轴心的欧盟一体化新发展前景更
为乐观。

马克龙“重塑欧洲”计划的核心是进行
欧元区改革，其中包括设立欧元区财长和欧
元区共同预算等。

【第一评论】

摆脱持续多月的政治纷争，德国离组建
新政府只有一步之遥。欧洲舆论期待已久的
新“法德双核”终于要走上正轨，坎坷前行的欧
洲一体化或将迎来 10 多年来最重要的机遇。

欧债危机以来，德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
凸显，但其强力推行的紧缩政策也引起不少
国家反对。“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
国”，成为争议话题。

面对国际格局新变化，特别是英国“脱
欧”和反全球化思潮涌动，德国和法国都意识
到，只有以欧洲为依托，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立
足。而要以欧洲为依托，就要发挥“法德双
核”的作用。

战略共识要转换为行动，仍需要相关方

妥协和推动。面对民粹主义冲击，欧洲大陆
最重要的两个国家站稳了脚跟，重拾一体
化。这对欧洲是利好，欧洲之稳也惠及世界
稳定。

【相关链接】

2017 年 9 月，德国举行联邦议院选
举，属于中右的联盟党和中左的社民党分别
维持了议会第一和第二大党地位，但两党支
持率均有所下降。

默克尔为组成多数派政府，必须与其他
党派联合组阁。联盟党先同自民党和绿党尝
试组阁，但未获成功。各方呼吁下，舒尔茨
修改原本充当“最大反对党”的立场，与联
盟党作试探性组阁谈判，但引起部分党员不
满，尤其是基层和青年党员，他们认为与联
盟党再次联手组阁会使社民党继续边缘化，
失去更多选民。

联盟党与社民党就组阁问题展开的试探
性对话在今年 1 月 12 日达成原则一致。双
方在移民、税改等主张上各自作出了较大让
步。 (参与记者：沈敏、张伟，
编辑：邹多为、王丰丰、鲁豫)

新华社东京 2 月 8 日电(记者姜俏梅、王可佳)在中国
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日本华文媒体

《中文导报》向在日华侨华人贺新春、拜新年。《中文导报》8
日刊登了安倍的贺词。

安倍在贺词中表示，去年日中举行了多次高层对话，他
本人去年 11 月同中国国家领导人举行了会见，坦诚地交换
了意见。

安倍说，今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周年。他愿重
申，要使今年成为日中两国国民都能感受到日中关系大有改
善的一年，并期待通过高层互访将日中关系推向新阶段。

安倍说，在过去一年里，中国赴日游客首次突破 700 万
人次，上野动物园新降生的大熊猫宝宝“香香”颇受广大日
本国民的喜爱。今年日中两国仍将继续推进政治、经济、文
化、体育和旅游等所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希望在日华侨华
人为日中关系进一步发展给予大力协助。

朝鲜外务省官员 8 日在回答朝中社记者提
问时表示，“朝鲜从未乞求过与美国对话，今
后也不会”，强调朝鲜代表团访韩单纯是为参
加比赛和祝愿冬奥会成功举办，强调“不想也
没有必要将体育盛会用于政治”。

此前，东道主韩国一直期待以冬奥会为契
机，通过南北对话促成朝美对话。而朝方的这
一表态似乎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赴韩参会之
前，朝鲜释放和平暖意的同时，明确“体育是
体育、政治是政治”的态度，而美国则继续摆
出强硬施压、咄咄逼人的架势，这让东道主韩
国在同胞与同盟之间犯了难。

朝鲜：刚柔并济发起和平攻势

美国副总统彭斯 8 日抵达韩国。此前他强
硬表态称，要警惕朝鲜借机“绑架”冬奥会。
但朝鲜率先亮明不想对话的态度，强调在美国
不改变敌朝政策的情况下朝鲜不会为对话而对
话。

朝鲜此番派团赴韩前，对美冷淡，对韩和
善。

朝鲜先是公布将由朝鲜宪法规定的国家元
首、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
南率团访韩，展现出对韩国的高度重视。韩国
政府对此表示热烈欢迎，提出将为金永南提供
元首级礼宾待遇。

朝鲜 7 日又公布高级别代表团另外三名成
员名单，包括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与正。这将是
金与正首次亮相国际舞台。韩方高度重视并满
怀期待，认为这体现出朝方缓和半岛紧张局势
的意愿和诚意。

韩国世宗研究所统一战略研究室室长郑
成长对新华社记者说，虽然朝鲜代表团团长
由位高权重的金永南担任，但其实金与正
“分量更重”。他说，金与正访韩，或许
“可为促成日后第三次南北领导人峰会发挥
重要作用，即促成文在寅总统与金正恩委员
长面对面会谈”。

韩国：谨慎平衡仍然左右为难

先前，韩国努力推动朝鲜派团参加冬奥会；
而当朝鲜真要参会时，韩国又为诸事犯难。

一方面，韩国需在安排朝鲜参会相关事宜
时兼顾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另一方
面，韩国又要在朝美间谨慎权衡，同胞同盟的
心思都得顾及。此外，冬奥会终究是一场全球
盛会，韩国还得巧妙做好半岛政治与体育氛围
的切割。

对韩国来说，来者都是客，但“接待”工

作不轻松。例如，朝方 7 日请求韩方向朝鲜
艺术团搭乘的“万景峰 92 ”号邮轮提供燃
料援助，韩方为此犯了难，因为援助燃油违
反相关制裁或招致美国抵触。

在韩国内部，“亲美”和“亲朝”思潮
正在分化韩国社会和民意。

韩国亲美保守人士表示，朝鲜在冬奥会
开幕前一天阅兵，开幕式上双方仍共同入
场，政府过分强调“和平冬奥”反倒让朝鲜
“喧宾夺主”。支持政府的人士则表示，应
以冬奥会为契机，营造和平和解氛围，朝着
无核化对话方向努力。

韩国政府希望借冬奥会发挥在半岛事务
中的主导作用，但如何弥合朝美意见鸿沟，
赢得多数民众支持，考验着文在寅的智慧。

美国：坚持强硬继续咄咄逼人

从特朗普和彭斯最近一系列表态来看，
美国态度依然强硬，继续索要朝鲜诚意，逼
朝鲜单方面让步，达到美国的对话标准。

而美国驻韩大使人选的波折，也映射出
冬奥会前美国半岛问题政策的不可预测。

美国驻韩大使职位空缺已长达一年。白
宫先前考虑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
问车维德出任驻韩大使并在冬奥会前赴任，
但后来又撤销提名。车维德一直被认为是对
朝强硬派，但这一次对美方代号“血鼻”的
对朝先发制人打击方案持反对意见。韩国媒
体和政府官员由此担心，特朗普政府的对朝

政策或将更加强硬。
美国态度的变量，令美朝韩三方在冬奥会

赛场外的表现更难预测。文在寅政府希望以朝
韩对话为契机，促成朝美对话；而朝鲜只与韩
国谈合作，不肯接触美国，拒绝触碰无核化议
题；一旦平昌奥运会期间朝美关系没有进展，
韩国将面对美方要求继续军演的头疼问题。
届时，文在寅政府将不得不在同盟与同胞间
二选一。(记者杜白羽)新华社北京 2 月 8 日电

朝美来者都是客 韩国做东难做主
世界现役最强运载火箭“猎鹰重

型”成功首飞的消息在朋友圈内刷屏。

有人惊呼，中美差距是多么巨大；有人
嘲讽，“猎鹰重型”难举美国航天梦。

两种态度，走向两个极端。其实，
中美航天实力有差距，这是长期以来
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但中国航天也
确实一直在努力追赶，不必妄自尊大，
也不要妄自菲薄。

首先要看到，“猎鹰重型”是站在
“巨人”肩上取得的成功。这个“巨人”，
就是美国航天局，它早在 1969 年就用
更强大的“土星 5 号”火箭把美国人送
上了月球。与此同时，与美国争霸的苏
联登月火箭 N1 四次试射全部失败，
最终登月梦落空，太空竞赛告败。

“猎鹰重型”大体上由 3 枚“猎鹰
9”火箭捆绑而成，而“猎鹰 9”的初期
研制获得美国航天局的鼎力支持，启
动研发资金就是由美国航天局提供，
该机构还订购了“猎鹰 9”的几次演示
飞行，总合同金额近 4 亿美元。2008
年，美国航天局又购买了“猎鹰 9”12
次的国际空间站货运任务，总金额 16
亿美元；2016 年，这一货运合同又进
一步延长。

有着“硅谷钢铁侠”之称的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曾多
次说，如果没有美国航天局的资金，
“猎鹰 9”的研发周期会更长。

说白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就是
美国航天局投巨资培育出的 “果
实”。美国航天局同时还利用类似模
式，培育了轨道 ATK 、内华达山公
司等企业，涉及各个领域。美国一直
盛行基础研究由政府主导、应用开发
交给企业的所谓“军民融合”模式。

基础研究一般周期性长、资金需求
大、失败风险高，只有政府才有能
力、有意愿承担。

2016 年 5 月，美国航天局对外免费公布 56 项太空技
术相关的专利，而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之
类的企业。

有人拿长征五号与“猎鹰重型”对比。长征五号是目前
中国最大推力的运载火箭，但两次发射一次成功，一次失
利。“猎鹰重型”的近地轨道运力达到 64 吨，而长征五号只
有 25 吨。实际上，长征五号在现役火箭中运力也排到第三
名，仅次于“猎鹰重型”和“德尔塔 4”重型火箭。

华盛顿智囊机构“全球安全”网站空间政策专家查尔
斯·维克曾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对长征五号予以高度
肯定：长征五号没有使用俄罗斯发动机技术，也没有使用美
国低温发动机技术，所以代表着“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家族
的最大进展”。

未来，中国的探月工程、空间站建设和深空探测，都对
更大推力的运载火箭有切实需求。对于这种国家重器，不可
否认中国的基础薄弱，与美俄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对美国的一个最大感受是，美国人有极强的忧患
意识，动辄以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美国甚至出台“沃尔夫
条款”，以立法形式禁止中美两国的双边航天合作。

中国载人航天已经取得的成就，足以令中国人自豪，但还
远不足以令中国人妄自尊大。要正视差距，才能进步。赶超非
一朝一夕之事，要有长远计划以及技术和人才的深厚积累。

再说说马斯克，他在航天、互联网、电动汽车和能源方
面都取得了惊人成就，屡屡把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变成现
实，堪称商业奇才，令人敬佩。

马斯克做航天，起因有着殖民火星的情怀。但做企业，
光靠情怀不赚钱肯定不行。美国媒体去年 11 月曾报道，马
斯克创办的特斯拉 2017 年每分钟烧掉 8000 美元。按照这
个速度，该公司将在 2018 年 8 月 6 日耗尽现有现金，所以
马斯克急需资金。这次“猎鹰重型”带着特拉斯跑车上天，这
个广告还真是及时！

(记者林小春、周舟)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7 日电

新华社洛杉矶 2 月 7 日电(记者高山)美国《洛杉矶时
报》母公司特朗克集团 7 日宣布，该集团已与加州华裔富
商黄馨祥达成协议，以 5 亿美元的价格把有 136 年历史的
《洛杉矶时报》及其姊妹报纸《圣迭戈联合论坛报》出售
给黄馨祥拥有的南特资本公司。

总部位于芝加哥的特朗克集团说，除了 5 亿美元的现
金收购价格外，协议还包括 9000 万美元的养老金负债。
预计交易将在今年 3 月或 4 月完成。

特朗克集团首席执行官贾斯廷·迪尔伯恩在声明中
说，这笔交易有助于《洛杉矶时报》有更好的未来。黄馨
祥则在声明中表示，期待未来仍延续《洛杉矶时报》和
《圣迭戈联合论坛报》的优良新闻传统。

现年 65 岁的黄馨祥出生于南非，是著名华裔医生和
企业家。黄馨祥是美国生物医学界“奇人”，开创了糖尿
病治疗的新方法。他本人拥有近百项专利，还创办了一家
致力于以高科技手段对癌症进行“精准治疗”的公司。

黄馨祥也是美国全国篮球协会(NBA)洛杉矶湖人队的
股东之一。据《福布斯》杂志估计，黄馨祥目前拥有的资
产高达 78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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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破组阁僵局，德法共塑欧盟前景看好

如果不是平昌冬奥会，李滢镕埋藏在心中
30 年的心结可能永远无法解开。

1988 年的汉城(首尔前称)奥运会上，李滢
镕是篮球赛场的媒体运行官，为来自世界各地
的记者服务。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来自中国的
记者，与这位记者成了朋友。

那年李滢镕只有 36 岁。时隔 30 年，在电话
中用英语谈起这位中国朋友时，他依然记忆犹
新：“我们几乎每天都聊很多，他非常聪明，非常
睿智。每天中午，我都将很多吃的给他送到记者
席上。”

奥运会闭幕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这
也不奇怪，那时不仅没有网络，电话在中国都是
“大件”，联系起来很不方便。

李滢镕说，汉城奥运会改变了每个韩国人
的生活。从小处来说，奥运会之前，韩国人很少
排队，乱扔烟头也不觉得是个事，但奥运会后整
个国民的素质都不一样了。从大处说，韩国政府
放开了普通人国外旅游的限制。切身感受过奥
运会的李滢镕成立了一家旅行社，专门组织出
国游。

这些年中，他去过中国 10 多次，走遍中
国的知名景点和城市，但没有办法联系到那
位中国朋友，尽管他清晰地记得他的名字。

他的旅行社生意做得越来越好，但只要
韩国举办大的国际赛事，他都抽时间去做志
愿者工作，包括 2002 年世界杯和 2014 年的
仁川亚运会。

30 年后，韩国再次举办奥运会。李滢镕
是平昌冬奥会首尔志愿者协会主席，在得知
成为奥运志愿者后，他穿上 1988 年奥运会的
工作服，专门到博物馆里与奥运会火炬合了
张影。他这次志愿者工作是在仁川国际机场
给刚刚抵达韩国的外国参赛者和媒体服务，
在那里他遇到了前来负责电视转播工作的中
国媒体人白李。

“他非常热情，由于时间尚早，他邀请我
去喝咖啡聊天。”白李说。

得知白李采访了很多届奥运会后，李滢
镕问他是否认识那名 30 年前认识的记者。

白李告诉新华社记者：“他告诉我非常想
念那位中国朋友，希望我能帮他找到他。”

手机朋友圈的威力很大，况且当年采访
过汉城奥运会的中国记者人数本来就很少，
那位居住在北京的王姓记者很容易就被找到
了，他已经是位 82 岁的老人。

李滢镕非常激动，拿到老人的电话号码
后，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一开始老人出去散
步没接，他非常焦急，最后终于通话成功，两
人聊了很久。

我们再次与李滢镕联系的时候，他非常
激动地表示，愿意到平昌冬奥会新闻中心，面
对面分享他的喜悦心情。

那天是他志愿者工作的休息日，他开车
100 多公里赶到平昌，来到新华社工作间。他
穿着红色的志愿者服装，头发已经白了，但举
止儒雅，完全不像是位已经 66 岁的老人。一
见面他就兴奋地说：“我和王先生聊了很久，
我们共同回忆了 30 年前的美好时刻，他也邀
请我有机会到北京见面，我觉得像是做梦一
般。”

他在我们工作间聊了很久，见到了很多
的中国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后，不舍地离

去。
我们后来也联系了那位身在北京的王姓

记者，老人在电话中表示：“我对当年的记忆
已经不深了，但当年的采访中，我遇到的每个
韩国人都非常友好，都非常有礼貌，很愿意给
我们提供帮助。”

也许是事情过去太久，也许是采访过太
多的奥运会，认识过太多的媒体运营官，记不
清楚也很正常。毕竟汉城奥运会对他来说或
许只是匆匆的过客，而对李滢镕来说，是生命
中的唯一。

平昌冬奥会的口号是“Passion.Connec-
ted”。官方的中文翻译是“激情平昌·和谐世
界”，其实更多的意思是，在网络发达的时代，
让全世界每个人都能分享到奥运会的激情。这
个时代，不会再有李滢镕那样的心结和遗憾。

临别时，李滢镕希望申请担任 2022 年北
京冬奥会的志愿者，顺便去看看那位“老朋
友”。

也许，见了也就想起来了。
(记者王子江)新华社平昌 2 月 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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