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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声令下，
美国13日宣布波音737 MAX系列客
机停飞令。就在一天前，美国还拒绝
国际社会的呼声，称其评估没有显示
出涉事系列客机有系统性性能问题，
因此没有理由停飞。

美国联邦航空局 13 日要求美国
各 航 空 公 司 运 营 的 所 有 波 音 737
MAX 型号飞机暂时停飞，并暂时禁
止该型号系列飞机在美国领土上运
行。

根据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声明，停
飞决定基于最新收集的证据以及 13
日上午获得的“经过最新处理的卫星
数据”。但该机构没有透露是哪些新
证据促使其态度发生 180 度的大转
变。

3 月 10 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

一架波音737-8客机（属于737 MAX
系列）失事，这是继去年10月29日印
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同型号客机
失事坠海之后，波音 737-8客机发生
的第二起空难事故。

美联邦航空局局长迈克尔·韦尔
塔12日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指出，
卫星数据显示两架失事客机的运动
轨迹相似。美国众议院运输和基础
设施委员会主席彼得·德法齐奥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两起空难“可
怕的相似”，均出现了“不寻常的爬升
和俯冲”。

两起空难均发生在客机起飞后
不久。去年狮航客机失事调查报告
显示，客机上某个迎角传感器出现故
障，在短短 10 分钟的飞行过程中，客
机机头被危险地向下推了 20 多次。

迎角是一个重要的飞行参数，飞机必
须在一定的迎角范围内飞行，否则可
能有失速的风险。迎角传感器是测
量飞机迎角的装置。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首席执行
官特沃尔德·加布雷马里亚姆对媒体
说，该公司失事客机机长也曾向空中
交通控制人员报告遇到飞行控制问
题，并希望返回机场。

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美国飞行员曾在一个联邦数据库中
至少 5 次就 737-8 客机提出抱怨，有
两个飞行员称驾驶该型客机时出现
意想不到的俯冲情形，其中一人写
道，打开自动驾驶模式后的 2 到 3 秒
内客机会掉头向下，触发客机安全系
统警告响起“不要下降、不要下降”。
还有飞行员抱怨联邦航空局和波音

处理问题的方式。
对于前几天美国拒绝停飞波音

客机，美国《消费者报告》杂志航空问
题顾问比尔·麦吉评价道，联邦航空
局想要讨好飞机制造商，该部门在飞
行安全问题上本该更加主动。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交通部
长雷·拉胡德说：“公众指望政府对飞
行安全负责，而这就是交通部的职
责。”他回忆道，2013年，波音787客机
出现锂电池组过热问题后，美国交通
部颁布停飞令，该型客机随后停飞 3
个月左右。

曾担任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
会主席的詹姆斯·霍尔在《纽约时报》
上发表评论文章称，问题的根本原因
是 2005 年美国联邦航空局的监管方
式发生重大变化。该机构不再提名

和监管自己“任命的适航代表”，而允
许波音和其他制造商选择自家雇员
来认证飞机安全性。为了给这一改
革正名，该机构当时说从 2006 年到
2015年将给航空业节省大约250亿美
元，“这种行业自我认证是令人担忧
的举动”。

这次全球性停飞对波音的声誉
造成重大打击。波音先在11日声称，
自狮航客机去年10月失事以来，波音
一直在强化737 MAX系列客机的飞
行控制软件，“旨在使已经安全的飞
机 更 加 安 全 ”，12 日 又 说 ，“ 对 737
MAX 系 列 客 机 的 安 全 性 充 满 信
心”。但面对国内和国际社会的不
满，波音还是不得不在13日表态支持
停飞，尽管这家公司强调这是“出于
高度谨慎考虑”。

美国大反转停飞波音737 MAX的背后

本周六晚7点半，辽宁沈阳宏
运队将在中甲联赛的第二轮比赛
中客场挑战中甲新军南通支云
队。联赛首轮，辽足在贵州客场
打平对手，第二轮仍旧是客场，对
于新赛季波折颇多的辽足来说，
是又一轮新的挑战。“升班马”南
通支云在首轮联赛中客场 1：2 不
敌石家庄永昌。

联赛首轮，辽足客场从贵州
拿走了1分，这应该算是一个相对
不错的开局。辽足的表现可圈可
点，尤其是上半场，不仅场面上不
落下风，还有桑一非的一脚远射
让对手一惊。而且球队的精神面
貌和技战术打法确实有了变化，
年轻球员的面孔在首发阵容中出
现。这些都是球队新赛季难能可
贵的表现。

但是比较两支球队的硬实
力，辽足与贵州队相比差距还是
很大，客场打平有运气成分。贵
州队刚从中超降下来，是今年的
冲超热门，外援前锋在比赛中给
辽宁队制造了巨大压力。辽宁队
没输球，运气好也是一方面，下半

场防守队员对贵州队外援犯规，
主裁判并没有给辽宁队防守队员
出示红牌，可以说逃过一劫。

本赛季辽足的教练组可谓是
大换血，臧海利临危受命担任辽
足主教练，上赛季的预备队主教
练张海峰担任助教，守门员教练
是姜涛，体能教练是姜海。和崭
新的教练组相比，球队的阵容也
有巨大变化，新赛季辽宁队 29 人
大名单中，很多队员的名字都很
陌生。

辽足去年12月出现一系列问
题，对队员的心气肯定会造成一
定影响。而且球队冬训第一阶段
训练不系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新主帅臧海利和新教练团队刚上
任一个月，与球队合练时间也太
短。

但是球队目前队内的训练氛
围还是很好的，首轮比赛记者前
往贵州跟队采访看到。球队刚刚
抵达贵州酒店后，就在小雨中跑
步训练；赛前适应场地训练，队员
们都很认真的听从主教练臧海利
的指挥；首轮比赛结束后，没有上

场的球员在教练的带领下，抓紧
时间利用场地加练……从这一系
列的细节可以看出，辽足将士是
想要通过比赛来证明自己的。

一个赛季足够漫长，对于辽
足也足够艰难，一个积分一个积
分的去拼，对于现在的辽足来说，
每一个积分对于他们留在中甲都
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客场的比赛
中。好在本周末中甲联赛第二轮
客场与南通队比赛之后，联赛将
迎来两周的间歇期，这对辽宁队
来说是难得的调整机会。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冠楠

周六辽足客战“升班马”南通

辽足
首轮比赛
前一天训
练图。

辽沈
晚报、聊
沈客户端
记者王冠
楠摄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
13 日说，旗下一架客机 10

日坠毁前，飞行员报告控制问题并请
求返航。

埃塞航空发言人阿斯拉特·贝加绍
告诉路透社记者，一名飞行员当时报告
飞行控制问题，请求飞回埃塞俄比亚首
都亚的斯亚贝巴，随即获准返航。

阿斯拉特说，失事客机两只“黑匣
子”将在欧洲接受分析。至于具体送往
哪个国家，调查小组定于14日作决定。

路透社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说，
其中一只黑匣子部分损坏，但数据下
载后的 24 小时内应该可以得出初步
分析结果。

埃塞航空一架波音 737 MAX 8
型客机 10 日原定从亚的斯亚贝巴飞

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起飞几分钟后
坠入农田，149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
全部遇难。调查人员 11 日找到失事
客机的两只黑匣子，即飞行数据记录
器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

遇难者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阿斯拉特13日告诉美联社记者，
部分遇难者遗体已经找到，借助脱氧
核糖核酸(DNA)信息确认遗体身份
的工作还没有开始。这名发言人一
天前说，部分遗体身份确认需要 5 天
甚至更多时日。

空难调查由埃塞俄比亚交通部、
民航局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人员
组成的委员会主持。客机制造商波
音公司、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
安全委员会的专家参与调查。

埃塞失事客机飞行员曾报告控制问题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4 日发表
《2018 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8 年
美国侵犯人权事记》，对美国侵犯人
权的状况进行揭露。

人权纪录分为导言、公民权利
屡遭践踏、金钱政治大行其道、贫富
分化日益严重、种族歧视变本加厉、
儿童安全令人担忧、性别歧视触目
惊心、移民悲剧不断上演、单边主义
不得人心，全文约1.2万字。美国侵
犯人权事记全文1万余字。

人权纪录说，当地时间3月13日，
美国国务院发布《2018年国别人权报
告》，继续对世界上190多个国家的人
权状况指手画脚、抹黑污蔑，而对自身
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却置若罔闻、视

而不见。如果人们对 2018 年美国的
人权状况稍加检视便不难发现，自诩
为“人权卫士”的美国政府，其人权纪
录依然是劣迹斑斑、乏善可陈，其奉行
的人权双重标准昭然若揭。

人权纪录指出，2018 年美国共
发生涉枪案件 57103 件，导致 14717
人死亡、28172 人受伤，其中未成年
人死伤 3502 人。2018 年美国发生
94 起校园枪击案，共有 163 人伤亡，
是有记录以来校园枪击案数量最
多、伤亡最重的一年。

根据人权纪录，美国沦为贫富
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美国1%的
最富有人群拥有全国38.6%的财富，
而普通民众的财富总量和收入水平

持续下降。近半美国家庭生活拮
据，1850 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非洲裔的贫困率是白人的2.5倍，失
业率长期维持在白人的2倍左右。

人权纪录指出，美国移民政策
致使骨肉分离。美国政府 2018 年 4
月开始实施“零容忍”政策，导致至
少 2000 名移民儿童被迫与家人分
离。边境执法人员虐待、性侵未成
年移民案件数量惊人增长。

人权纪录称，美国网络监控司
空见惯。美国政府的“棱镜”项目24
小时运行，未经授权恣意对公民的
电子邮件、脸谱网消息、谷歌聊天、
Skype网络通话等进行监听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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