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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3月28日电（记者郑
斌）据法国主要报纸《费加罗报》网站
28日报道，在德国之翼客机事故中涉
嫌蓄意坠机的副驾驶安德烈亚斯·卢
比茨患有重度弱视，而且症状可能会
进一步加重并影响他的职业前途。

报道说，调查人员认为，不能排
除视力严重下降是卢比茨近几年陷
入抑郁的原因之一的可能性。卢比
茨曾期望从德国之翼航空公司跳槽
到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并担任长途国
际航班的机长，但他的视力缺陷可能

使他无法实现愿望。
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卢比茨的

前女友透露说，卢比茨曾告诉她，自
己“有一天会干些改变整个体系的
事，让每个人都知道并记住他的名
字”。她告诉记者，卢比茨的精神状

况的确有问题，“但他对病情从不多
说，只透露自己正在接受精神方面
的治疗”。

一架从西班牙巴塞罗那飞往德
国杜塞尔多夫的空客A320 客机 24
日在法国南部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

省山区坠毁，机上144名乘客和6名
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这架客机属于
德国之翼航空公司，已服役 24 年。
德国之翼是总部设在科隆的低成本
航空公司，是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全
额控股的子公司。

德国之翼副驾驶患有重度弱视
曾希望跳槽但可能因视力缺陷未能如愿

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空客A320
客机29日凌晨在东部新斯科舍省城
市哈利法克斯降落时冲出跑道，至少
25人受轻伤。暂不清楚客机冲出跑
道的原因。

机翼被电线缠绕？

加 拿 大 航 空 公 司 说 ，这 架
AC624 航班搭载 132 名乘客和 5 名
机组人员，28 日晚 9 时许从加拿大
多伦多起飞，午夜时分在哈利法克
斯斯坦菲尔德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
跑道。

机场发言人彼得·斯伯威说，事发
时机场突然停电，随后备用发电机启
动，跑道被重新照亮。“我们的确断了
电，但暂时无法确定两起事件之间是
否有关联”。

针对媒体关于客机在降落时机翼

被电线缠绕的报道，斯伯威没有予以证
实，只说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介入
调查以查明原因。

英国广播公司先前报道称，客机冲
出跑道后撞上了灯塔。

雪天路滑？

法新社报道，客机冲出跑道时正在
下雪，天气状况不佳，能见度较差。

现场画面显示，客机机头受损，周
围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

说起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许多乘
客和家属直呼“吓坏了”。

60岁的商人马克·马格努斯当时在
飞机上。他说，客机最终停下时位于

“机场的最远端”。他描述，自己听到了
疑似飞机扯断电线的声音，这可能是导
致机场停电的原因。

闫洁（新华社特稿）

加航客机冲出跑道25人受伤

对消防员而言，训练演习可谓家常便饭。不
过，英国《每日电讯报》29日报道，几名英国消防
员在一处废弃的平房进行消防演习时，竟发现几
捆合计9万英镑（约合13万美元）的巨额现金。

这处平房位于英国多塞特郡的克赖斯特彻
奇，房产属于一家住房协会，曾作为老年看护中
心。不过，该房屋已经空置了大约18个月。

目前，这些现金已交给多塞特郡警方，警方正
在调查这笔巨款的来源及归属。

刘曦(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废宅惊现巨款

由于沙特阿拉伯等国战机近日持
续对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等地的胡塞武
装组织目标实施空袭，联合国28日已
撤离部分在也门的工作人员。

“果断风暴”空袭行动28日进入第
三天。一名在萨那工作的国际援助机
构外籍人员告诉法新社记者：“一晚上
都是爆炸声，窗户不断震动。人们想
要离开，但没有飞离这里的航班。”

萨那国际机场跑道等设施在日前
的空袭中受损，机场官员28日称民用
飞机跑道已经修复。

一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表示，由于
也门安全形势恶化，已有超过200名
联合国工作人员和多国外交人员、企
业员工28日下午从萨那国际机场乘飞
机离开，只留下部分提供“必要人道援
助”的人员。有消息称，这些人将会被

转移至约旦等国。
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别顾

问贝努马尔也已离开也门，前往埃
及沙姆沙伊赫参加 28 日举行的阿
盟峰会。

另外，沙特通讯社28日报道，沙特
海军已经从南部亚丁市转移86名外交
官，但没有公开他们的国籍。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两架航

班也已待命，准备接回滞留也门的巴
方人员。

巴基斯坦外交部声明说：“按总理
指示，巴基斯坦政府正为紧急疏散巴
基斯坦民众和驻也门使馆人员安排一
切必要措施。”

外交部称，巴基斯坦约有3000名
公民滞留也门。12辆大巴28日将向
西部港口运送大约500名巴方人员。

在那里，两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
航班已经准备就绪。

“我们还在和也门的邻国联系，以
便那些没有获得签证的巴基斯坦人更
为安全地离开，”巴基斯坦外交部说。

巴方先前称，撤离滞留人员难度
不小，也门境内主要机场基本瘫痪，通
往仍在运营机场的道路又不安全。

陈立希（新华社特稿）

萨那国际机场跑道已经修复

多国人员撤离也门

第 26 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阿
盟）首脑会议29日在埃及沙姆沙伊
赫闭幕。会议决定组建阿拉伯国家
联合部队，并要求也门胡塞武装组
织交出武器、撤出所有占领区域。

本届阿盟峰会通过了主题为
“维护阿拉伯国家安全”的《沙姆沙
伊赫宣言》。宣言说，阿拉伯国家决
心共同应对当前地区安全面临的挑
战以及不断升级的安全局势，并对
此采取预防行动，尤其是在应对暴
力和恐怖主义方面。宣言还要求也
门胡塞武装组织交出武器，并撤出
包括首都萨那在内的所有占领区
域，尽快恢复也门的安全稳定。

埃及总统塞西当天在闭幕式上
说，阿拉伯国家联合部队承担的任
务包括，应相关国家要求对领土安
全和国家主权受到直接威胁的成员
国实施迅速的军事介入，以及被授
权执行的其他任务。此外，一个负
责商讨联合部队组建事宜和运行机
制的高级别委员会将在一个月内成
立，联合部队组建的最终结果将在
三个月内通过专门会议公布。

埃及军方官员说，这一联合部
队可由4万名精锐士兵组成，总部设
在开罗或沙特首都利雅得。部队装
备包括战斗机和战舰。

分析人士预计，联合部队的实
际设立并开始运作将至少需要数月
时间。美联社说，不太可能所有22
个阿盟成员国都派兵加入联合部
队。

塞西不久前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联合部队设想尤其得到约旦的
支持。美国战争研究所研究员阿
龙·里斯说，每一个国家都能贡献其
特有的优势，比如约旦以特种部队
闻名，埃及则有人力优势和邻近利
比亚的军事基地。

阿盟秘书长阿拉比将组建阿拉
伯国家联合部队称为“阿盟的新
生”，他同时表示联合部队不会干涉
叙利亚危机和巴勒斯坦问题等。针
对也门局势，阿拉比说，阿拉伯国家
对也门的军事干预将持续，直到胡
塞武装组织“交出武器并撤出所有
占领区域”。 （综合新华社电）

阿拉伯国家
将建联合部队
4万精兵配备战机和战舰

摧毁21枚“飞毛腿”导弹

与哈迪表态相应，沙特国王萨勒
曼誓言，沙特及其盟友对胡塞武装的
军事打击将持续，直至目标实现，也门
安全稳定。

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沙特原本预计空袭行动在一个月内结
束，但现在看来，“可能持续五到六个
月”。

按这名消息人士说法，最近3天
的空袭取得不小成果，摧毁武器包括
21枚“飞毛腿”导弹。

他说，沙特早在今年1月就已决
定军事干预。当时的卫星图像显示，
也门境内有“飞毛腿”导弹向沙特边界
移动痕迹。

“飞毛腿”导弹射程在 250公里
至650公里之间，一旦部署至也门北
部边境，沙特全境恐落入其射程范

围。也门军方据信有大约300枚“飞
毛腿”导弹，也门局势动荡以来，这
些导弹大部分落入胡塞武装和忠于
前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的共
和国卫队手中，后者同样为沙特及其
盟友空袭目标。

（综合新华社电）

关注
也门局势

关注
航空安全

这是3月29日在加拿大东部新斯科舍省城市哈利法克斯的斯坦菲尔德国
际机场拍摄的冲出跑道的空客A320客机。 新华社/路透

3月28日，在也
门第二大城市亚丁，
发生爆炸的军火库
现场浓烟滚滚。

数百名亚丁市
居民当天在准备抢
劫一座政府军遗留的
军火库时，仓库内的炸
弹发生爆炸，造成至少
17人死亡。

新华社发

新华社基多3月28日新媒体专电
（记者郝云甫）厄瓜多尔民航局28日在
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消息称，当日下
午厄瓜多尔科托帕希省发生一起小型
飞机坠毁事件，飞行员、正在厄进行环球
旅行的瑞士人埃里克·吉尤不幸遇难。

报道称，失事飞机为斯洛伐克
Aerospool公司生产的“动态”轻型
运动型螺旋桨单座飞机。吉尤驾机
从科托帕希省出发，在前往厄中部皮
钦查省的途中机毁人亡。

据悉，现年62岁的吉尤是一位药
商，一辈子酷爱飞行。他计划用20个
月的时间驾机周游34个国家。事故
发生前，他已游历南美洲的秘鲁、玻
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和巴西等国。

厄瓜多尔民航局说，救援人员已
经抵达事故现场，目前还不清楚事故
发生的具体原因。

瑞士驾机环球旅行者
殒命厄瓜多尔

总统哈迪呼吁继续军事打击

空袭或持续五六个月
沙特阿拉伯等国战机28日晚继续对也门境内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当天，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在

埃及城市沙姆沙伊赫举行，也门安全局势成为会议重要议题。也门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呼吁，
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友继续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直至其投降。

局势混乱 居民逃离

也门国防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
官员说，沙特等国战机28日晚对也门

首都萨那实施了至少2轮空袭，南部
郊区一处政府军营地遭袭击，暂无伤
亡人数报告。同时，也门西部荷台达
市的一处空军基地也遭战机袭击。

这是沙特等国继当地时间 26

日凌晨开始对萨那等地胡塞武装组
织控制的目标发动空袭后，继续对
也门实施空袭。大量萨那居民为躲
避战乱开始逃离市区，许多商铺也已
关闭。

在也门南部亚丁市，什叶派胡塞
武装组织28日仍在与支持哈迪的部
落武装在郊区交战。双方之间的交火
使恐慌情绪在亚丁市居民中蔓延，许
多居民开始抢劫政府设施。

胡塞武装车队被击中

法新社报道，27日入夜后的空袭
攻势为三天来最猛，目标包括胡塞武
装据点和弹药库。

胡塞武装27日夺下亚丁东北约

100公里的阿比扬省港口城市舍格
拉，首次获得通向阿拉伯海的出海
口。亚丁居民称，一支由装甲车、坦克
和军用卡车组成的胡塞武装车队28
日早些时候从舍格拉向亚丁开进，成
为“果断风暴”空袭目标。多辆汽车被
击中。

就这一说法，胡塞武装方面尚未
置评，暂不清楚伤亡情况。有居民称，
车队行进暂时受阻，但胡塞武装很快
予以支援，挺进亚丁的行动预计很快
恢复。

也门总统哈迪28日出席在埃及
举行的第26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阿

盟）首脑会议。他在讲话中呼吁也门
人民发起游行示威，捍卫他作为总统
的合法性，要求国际和地区军事力量
继续干预也门局势，“我敦促继续行
动，直至这一团伙宣布投降，离开其在
多个省份占据的领土、公共办公场所
并上交盗窃的武器。”

3月29日，土耳其桑利乌尔法省，由于下雨
路滑和能见度低，一辆面包车在桑利乌尔法－阿
克查卡拉公路上与一辆混凝土搅拌机相撞，紧随
其后的一辆小汽车也撞上，造成至少12人死亡、6
人受伤。死亡人数中有一些是叙利亚籍公民。这
是车祸现场（3月29日摄）。 新华社发

土耳其车祸12死6伤

英国媒体27日报道，英国国防部已要求空军
飞行员驾驶F35—B型隐形战机飞行时远离暴风
雨天气，原因是这一造价约1.1亿美元的战机存
在设计缺陷和技术问题，容易因“遭雷劈”而爆炸。

必须离风暴45公里以上

F35—B隐形战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
司研制。美国军方已经订购2500架战机，英军也
订购了14架，用以替代在新一代“伊丽莎白女王”
级航空母舰上的“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

英国空军网站还宣称，F－35战机是多功能战
机，能够在“任何天气”下飞行，“不论白天还是黑夜”。

只是，这一型号的战机被英军称作“闪电2
号”，却最怕闪电。英国国防部要求，F35—B隐
形战机不能在距离风暴45公里范围内飞行，而如
果在地面，飞行员必须确保在风暴距离小于17公
里时为战机遮盖避雷设施。

易着火 问题多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五角大楼近期一
份报告指出，“闪电2号”战机油箱遍布整个飞机，
存在安全隐患。1970年初帮助设计F－16战机
的前五角大楼分析师皮埃尔·斯波雷（音译）将“闪
电2号”战机油箱比作“被燃料围绕的喷灯”。飞
机一旦被闪电击中，便存在着火风险。

此外，官方宣传中，这架单座、单发动机战机
具备防弹的显示系统，能够360度观察机外状
况。然而，英国国防部认为，这项技术还不成熟。

苏格兰民族党国防事务发言人安格斯·罗伯
逊说，英国国防部“给这一战机命名“闪电”时，我
想他们（国防部）并没有意识到就是名字中的‘闪
电’让战机成为了废物”。 刘学（新华社特稿）

美F35—B战机设计存缺陷

“闪电”战机最惧闪电

俄罗斯联邦航天署署长伊戈尔·科马罗夫
28日说，这一机构将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共
同打造全新的轨道空间站，以期在未来替代国际
空间站。

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美将共同讨论新空
间站的建造方案，双方还同意把国际空间站项目
参与国纳入这一磋商进程。按科马罗夫的话说，
俄方就新空间站项目持“开放”态度，没有参与国
际空间站项目的国家今后也有可能加入，不过一
切的“第一步是国际空间站维持运行至2024年”。

就科马罗夫的表态，主管太空开发事务的俄
罗斯副总理德米特里·罗戈津似乎略显谨慎。他
当天在微博客网站上发帖说，俄罗斯政府将在研
究俄联邦航天署与美国国家航天局之间的商讨结
果后再做出决定。

国际空间站始建于1998年，是以美国和俄罗
斯为主、16个国家联合参与的国际项目，总投资
超过1000亿美元。按原先规划，国际空间站的使
用寿命截至2020年。 闫洁（新华社微特稿）

俄美拟共建新空间站

亚丁军火库
遭劫爆炸

新华社伦敦3月29日电 英国一名埃博拉患
者近日痊愈出院，她在治疗期间使用了中国生产
的药物MIL77，是世界上首个接受这种药物治疗
的埃博拉患者。

据英国媒体报道，这名患者名叫安娜·克洛
斯，今年25岁，是一名英国军方医务人员，此前在
埃博拉疫情重灾区塞拉利昂志愿当护士，不幸感
染埃博拉，被送回英国伦敦北部的皇家免费医院
治疗，现已康复出院。

该医院的专家表示，克洛斯是世界上首个接
受中国生产的MIL77这种“试验性药物”治疗的
埃博拉患者。不过，现在还不能确定这种药物在
她的康复过程中发挥了多少作用，对其确切疗效
还有待更多研究进一步证实。

英国一埃博拉患者
使用中国药物后痊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