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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富要
“上天”

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下月搭乘自家飞行器上太空
美国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当
地时间 6月 7日宣布，计划于 7月 20日
搭乘自家旗下蓝色起源公司的飞行器
展开太空之旅，并邀请弟弟马克同行，
成为蓝色起源首批太空游客。如果不
出意外，贝索斯将击败美国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和英
国维珍银河公司创始人布兰森，成为
搭乘自家飞船遨游太空的第一人。这
一开创性举动还有望推动蓝色起源在
商业太空飞行领域抢占先机。

丹麦开发一款虚拟现实游戏

鼓励接种新冠疫苗

和弟弟一起去“兜风”
据美联社报道，贝索斯兄弟将于 7
◆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
月 20日搭乘“新谢泼德”飞行器从美国
得克萨斯州西部一个发射场升空，由
约 6000人竞拍“船票”
将赶超两大竞争对手
火箭送到距地面约 105公里的地球亚
值得注意的是，
7月 20日正是人类
据报道，2000年，贝索斯在与科幻
轨道。即将达到地球大气层和太空之
首次登月任务
“阿波罗 11号”
52周年纪
作家斯蒂芬森的一次交谈后创立了蓝
间的分界线——卡马线，飞行器将与
色起源，并为此投入大量资源。贝索
念日。贝索斯说，
“你从太空看地球，
它
火箭分离，之后自主飞行约 3分钟，届
斯曾说，为实现把人送入太空的梦想，
会改变你。它改变了你与这个星球、与
时乘客将处于失重状态，可透过大观
他每年卖掉 10亿美元亚马逊股票，向
人类的关系。这是唯一的那颗地球。
”
景窗俯瞰地球。整个太空之旅耗时约
蓝色起源提供资金支持。
“新谢泼德”飞行器得名于 1961年
10分钟。火箭与飞行器将分别在发射
与马斯克等航天爱好者相比，贝
首位进行太空亚轨道飞行的美国人艾
场附近着陆，可回收并重复利用。
伦 谢泼德，
“ 新谢泼德”没有飞行员， 索 斯 似 乎 更 有 冒 险 精 神 。 有 报 道 指
蓝色起源公司网站显示，
“ 新谢泼
出，一家公司将付费乘客作为首次载
设有 6个乘客座位。尚不清楚与贝索
德”飞行器自 2012年开始不载人测试
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对象是不寻常的，
斯兄弟同行人员的信息。蓝色起源今
飞行，迄今已连续 15次成功。据《福布
年 5月 5日开始在线拍卖“新谢泼德” “新谢泼德”还将搭载世界上最富有的
斯》杂志排名，现年 57岁的贝索斯为世
首次载人飞行的一个座位，定于 6月
人之一，
可谓大胆选择。
界首富。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从 5岁
相比之下，马斯克尚未公开宣布
12日结束拍卖，已有 140多个国家和
起就梦想去太空旅行。报道说，贝索
地区的约 6000人竞拍，目前最高出价
将搭乘自家火箭探索太空。在布兰森
斯将在启程前 15天卸任亚马逊公司首
为 350万美元。
计划“上天”之前，维珍银河一架太空
席执行官。他几个月前说，希望为蓝
贝索斯兄弟的太空之旅将正式开
船上月完成载人试飞，向开展太空旅
色起源公司和 2013年收购的《华盛顿
启蓝色起源公司的太空旅游项目。不
游业务迈进一步。
邮报》花更多时间。
过，该公司尚未开始出售飞行器座位
不 过 ，贝 索 斯 似 乎 即 将 迎 来 回
贝索斯说，邀请弟弟马克同游太
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如
票，也没有透露价格。有人调侃，虽然
空，
因为他是自己
“最好的朋友”
。马克
“船票”很贵，但中标者将有 10分钟的
果成功，
“ 新谢泼德”飞行任务还将推
没想到哥哥是“新谢泼德”的第一批乘
时间向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倾诉。据悉， 动蓝色起源成为参与载人太空飞行的
客，更没料到他愿意带自己一起游太
完成首次商业太空游之后，
蓝色起源还
少数公司之一，有望重新吸引人们的
空，
“这是一个非凡的机会”
。据美国商
计划安排其他载人飞行，
“船票”
价格尚
关注。此前，蓝色起源在雄心、实力和
业内幕网站报道，
马克比贝索斯小 6岁，
未公布。据路透社早前报道，
蓝色起源
进展方面被认为稍逊于竞争对手马斯
是一名投资人，
还是一名志愿消防员。
的太空游票价 20万美元起步。
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在美国范德堡大学航空航天设计
除了蓝色起源公司以外，
英国维珍
“新谢泼德”
载人首飞不仅对蓝色起
实验室主任阿尼尔库马尔看来，
“ 贝索
银河公司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等
源意义重大，
对商业太空飞行行业也是如
斯很乐意带上他的兄弟
‘去兜风’
，
这可
私人企业也在积极开发太空飞行器，
力
此。蓝色起源公司太空游销售事务主管
能是对(
旅程)
安全性和可靠性的最好说
争抢占商业太空旅游先机。维珍银河
康奈尔先前表示，
迄今不到600人到过太
明。
”
阿尼尔库马尔认为，
蓝色起源非常
公司表示，已售出约 650张太空旅行客
空，
“我们可能将大大改变这种局面”
。
谨慎，制造出了一艘可靠、不那么雄心
票，单价 25万美元，预计维珍银河的首
本报综合新华社、上观新闻、
《齐鲁晚
勃勃的
“飞船”
“
，很有可能取得成功”
。
次载人飞行会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
报》消息报道

私带撒丁岛沙石贝壳 去年 41名游客挨罚
新华社电 意大利撒丁岛以白色沙
滩著称。当地法规严禁游客带走那里
的沙石和贝壳，但警方去年从数十名游
客那里共查获 100多公斤沙子、鹅卵石
和贝壳。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6日援引意
大利金融警察一份声明报道，警方上周
早些时候把查获的沙子、鹅卵石和贝壳
运回沙滩。41人因涉嫌偷盗沙子和贝
壳等挨罚，金额从 500欧元至 3000欧
元（约合 3892元至 2.
3万元人民币）不
等。
按照撒丁岛警方说法，警方在撒丁
岛奥尔比亚市机场定期检查离岛旅客
行李，还监控多个出售沙子的电子商务
网站。虽然撒丁岛去年夏季因新冠疫
情“游客数量显著减少”，但仍有人企图
带走沙滩上的沙子和贝壳等。

◆撒丁岛白色沙滩。
鉴于游客带走撒丁岛沙石和贝壳、
甚至在网上出售的现象愈演愈烈，为保
护当地环境，撒丁岛当地政府 2017年
出台法规，禁止采集、贩卖撒丁岛沙滩

的沙子、鹅卵石和贝壳。
意大利金融警察是意大利经济部
下辖警力，主要负责监督经济行为，打
击金融犯罪等。

新华社电 丹麦研究人员开
发一款虚拟现实游戏，鼓励民众
接种新冠疫苗。
路透社 7日报道，在哥本哈
根大学研究人员开发的这款游
戏中，玩家变身一名老年人，需
要穿过一座广场，途中要避免感
染。游戏中穿蓝色衣服的角色
为已接种过新冠疫苗。
一位名叫亚当的男子戴上
特制眼镜，在丹麦哥本哈根一个
公园体验游戏，但在游戏中“不
幸”感染病毒。他说：
“感觉身处
其中。”亚当在体验游戏前就决
定接种新冠疫苗。
哥本哈根大学心理学教授
罗伯特 博姆说，研究显示，体验
这样的虚拟现实后，人们的“接
种意愿增强”。
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 4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丹麦全国人口
中约 39%已接种至少一剂新冠
疫苗，约 22.
8%已接种两剂。

“终年”
6
3岁

美国最老圈养
雄性黑猩猩死亡

新华社电 生活在美国旧金
山动物园的雄性黑猩猩“科比”5
日死亡，
“ 终年”63岁。它是美
国最年长的圈养雄性黑猩猩。
美联社 6日援引动物园方
面的话报道，
“科比”确切死因尚
不清楚，不过它近期生病，工作
人员认为高龄是一大因素。
“科比”从小被人作为表演
黑猩猩养大，上世纪 60年代开
始在旧金山动物园生活，是那里
的明星动物，面部毛发呈灰色极
具辨识度。它没有后代存活，但
动 物 园 饲 养 员 喜 欢 称 它“ 老
爹”。依照工作人员说法，
“科
比 ”是 动 物 园 黑 猩 猩 群 体 中 的
“长者”，
“ 团结”了黑猩猩群体，
是动物园
“不可替代”
的动物。
野生黑猩猩栖息于非洲赤
道附近地区，野外环境下寿命很
少超过 40岁，人工饲养环境下
一般可以活到五六十岁。它们
能使用简单工具，是已知仅次于
人类的最聪慧动物。
据 估 计 ，目 前 全 世 界 约 有
10万至 20万只野生黑猩猩。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其列为濒危
动物。由于捕猎、栖息地缩小以
及受到疾病困扰，它们被认为是
非洲生命最受威胁的灵长类动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