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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拟在太空建五星级酒店，
有超大观景窗、健身房和 WiFi

国 际

加两千万美元，
有机会太空漫步

4 千万美元住2 周

据报道，这家“太空五星级酒店”将由俄罗斯国际空间站的
主承包商能源火箭宇航集团承建，
“ 酒店”整体重达 20 吨，总长
约 15.5 米，预计耗资 164 亿卢布～262 亿卢布（2.8 亿美元～4.5
亿美元），将在 2022 年建成。俄罗斯国家航天局表示，该项目将
由私人和公共资金投资建设。
具体到“酒店设施”，
“ 太空五星级酒店”将拥有 4 间两立方
米大小的“客房”，每间客房拥有独立的近 23 厘米宽的舷窗，供
游客在太空俯瞰地球。如果想观赏更壮观的太空美景，游客可
以前往“酒店大堂”，这里有一个近 41 厘米宽的观景窗，考虑到
太空的限制，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窗了。此外，
“酒店”还将拥
有健身设备、两个医疗站和 WiFi 设备。
当然，想要享受如此豪华的太空服务，价格肯定是不菲的，
游客需为 1-2 周住宿付费 4000 万美元——先付 400 万美元预
订费，在飞行前两年分两次支付 1260 万美元的分期付款，在旅
程结束后支付全部尾款。如果游客再付 2000 万美元，其停留时
间可延长至 1 个月，甚至还有机会和宇航员一起进行太空漫步。
但媒体质疑，这个“完美计划”要真正实现，必须满足 2 个条
件，首先至少要有 12 名乘客预订，而且他们要愿意先期支付 400
万美元的预订费；其次，
“酒店”建造必须完全按照计划，不得延
迟。按照原计划，
“ 太空五星级酒店”将在 2022 年建成使用，而
国际空间站计划于 2028 年退役，这意味着即便按期建成，酒
店也仅能使用 6 年。尽管如此，该计划还是体现了俄罗
斯作为首个太空旅游服务政府提供商在太空旅游领
域的雄心。

美国多家科技网站26日援引著名
科学杂志《大众机械》报道，
俄罗斯计划在2022
年建成一个连接国际空间站的五星级酒店，
目前俄
罗斯国家航天局正在审查该计划。据报道，
“太空
五星级酒店”
将设四间配有个人舷窗的
“客房”
，
更有超大
观景窗的
“酒店大堂”
供游客观赏太空美景，
还有健身房、
医疗室和 WiFi 设备，
力求让游客感觉值回票价——因为，
两
周4000万美元的住宿费实在是太昂贵。
据广州日报

太空旅游或迎来爆发期

私人太空旅游项目始于 2001 年，尽管总是
给人们带来很多遐想，但一直以来限于技术和
成本，私人太空旅游发展给人“雷声大，雨点小”
的感觉。到目前为止，真正进入太空的私人游
客仅有 3 位，他们是美国商人蒂托（2001 年）、南
国际空间站（资料图
资料图）
）
非富翁沙特尔沃思（2001 年）、美国人奥尔森（2005
太空舱（资料图
资料图）
）
年），他们都花 2000 万美元搭乘俄罗斯“联盟”号宇
宙飞船前往太空，在国际空间站停留了 8 天。但自从
2011 年“联盟”号宇宙飞船退役以来，太空旅游项目就一直
被搁置。
但近年来，私人太空探索领域“三大巨头”贝索斯、马斯克、
布兰森的团队不懈努力，各自都取得了航天器研制、发射和回收
的突破，似乎令太空旅游的前景越来越光明——贝索斯日前宣
要花费 230 万韩元（1.4 万元人民币）。单身 50 岁以上公
布蓝色起源公司计划明年进行载人飞行任务；马斯克的 SpaceX
民月需 164 万韩元（1 万元人民币），60 岁和 70 岁年龄段
公司今年已成功进行了 18 次商业太空发射和 20 次一级火箭回
分别需要 142 万韩元（8673 元人民币）和 127 万韩元（7757
收任务，同样将在明年进行载人飞机任务；布兰森更扬言将在 6
元人民币）。80 岁以上需 119 万韩元（7268 元人民币）。
个月内乘坐维珍银河公司的飞船前往太空。
目前，缴纳保险 20 年以上的韩国人平均每月只能拿到养
维珍银河公司用于运载太空游客的飞船叫“太空船 2 号”，
老金 88 万韩元（5374 元人民币）。
新民
可搭载 6 名乘客和 2 名飞行员。在火箭引擎点火之前，火箭爬升
到 15000 多米的高空，当乘客到达大气层边界时，乘客们就会成
为“宇航员”。在那里，
“ 太空船 2 号”从它的母船“白骑士二号”
中分离出来。之后，飞船将会进行一次亚轨道飞行，大约有 6 分
钟的失重状态，
整个飞行时间大约为 3.5 个小时。
尔斯仍没打开瞧瞧。
这份礼物包装早已褪色、胶带也已经脱落。皮尔斯
猜，礼物可能是一本书、照片、或是现已腐烂的巧克力，但
他还不急于知道。皮尔斯说，妻子现在已经能够理解他
的心情。他想，也许等到被分手 50 周年纪念日，他再找
来初恋女友薇琪一同打开。
都快

微天下■

韩国老人养老难 每月最少需 8852 元
韩国国民养老金调研机构 28 日说，50 岁以上韩国国
民维持“最低标准生活方式”平均每月需要至少 145 万韩
元（约合 8852 元人民币），远高于他们实际领取的养老退
休金。据韩联社报道，国民养老金调查研究所去年 5 月至
9 月调查家有 50 岁以上成员的 4572 户家庭。以调查对
象“有健康生活、无病无灾”为前提，50 岁以上夫妻每月需

初恋送的分手礼物 他保存 47 年未拆
现年 64 岁的加拿大男子皮尔斯，17 岁在读多伦多郊
区的一所高中时，初恋女友薇琪突然提出分手。薇琪离
开的时候，给了他一个礼物。
“我走了很长的路回家，既失
望又难过——有人和我分手了。
”
47 年来，皮尔斯一直未曾打开这份礼物。他早有了
自己的家庭。现任妻子曾气得用脚踩扁了这份礼物，皮

美国纽约一公寓发生火灾

非拿
“911”当消协 美一男子遭指控

已致 12 死多人受伤

消费者如果不满意商品或服务，本应向保护消费者
权益机构反映问题。但美国一名男子执意拨打紧急求助
电话 911 向警方投诉，
结果因涉嫌滥用 911 电话遭指控。
纳尔逊·阿戈斯托现年 51 岁，不久前在佛罗里达州
斯图尔特一家海鲜餐馆用餐时，嫌端上来的蛤蜊太小。
餐馆方面额外赠送阿戈斯托一份蛤蜊后，他仍不满意，非
要拨打 911 向警方投诉。金氏第 5 电视台援引警方发言

据新华社电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区一幢 5 层公寓 28
日晚发生火灾，
已经导致至少 12 人死亡，多人受伤。
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 28 日在火灾现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12 名死
者中包括 1 名儿童，伤者中有 4 人生命垂危。已经有至少 12 名幸存者获救。
据报道，28 日晚 7 时左右，公寓楼一层起火，并迅速蔓延到楼上。纽约
市消防局已派出 160 名消防队员前往现场控制火势。
此前，
消防局说火灾已致 15 人受伤。

人布赖恩·博西奥的话报道：
“他抱怨吃到的蛤蜊太小，他
不想为此付钱。
”
接线员告诉阿戈斯托，这种事并非紧急，应该拨打
非紧急事务电话，并告诉他号码。但是，阿戈斯托放下
电话后不久又拨打两次 911，第一次说是忘了接线员说
的那个非紧急事务号码，第二次说打了那个号码但是没
打通。
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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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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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信息仅供参考，不作为合同依据，如有纠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本报恕不负责。

管道疏通
◆疏通管道 清化粪池18208985365
◆管道、污水池化粪池清淤 13518074688

防水补漏

甲醛检测
◆甲醛、石材放射性检测 66517180

会计·代理
◆公司注册 变更 记账 18889922264

总代理

◆华宝利防水公司 13876346162
◆坚立信永久治漏 13519891718
◆楼面裂缝防水补漏13198904443 ◆坚美铝材批发零售材料，接工程13876079870

高空作业

装 修

◆吊篮出租 高空作业 66666157 ◆装修满意再付款 18876699286

麻将机
◆荣邦麻将机 13907687178

防水材料
◆华宝 HB-I 有机硅防水剂 66775662

防盗网

家教·培训

◆防盗网、纱窗、玻璃窗、护栏36635393

◆海师海大家教提分快13637598858

农资肥料
◆江苏发酵鸡粪、羊粪（农家宝）18889870855

订做沙发
◆订做各种沙发、换皮 13976731918

物流·搬家
◆双吉搬家 专业服务好 13637562576
◆老赵专业搬家 1387608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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