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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6日宣
布，7月29日在法属留尼汪岛发现
的飞机残骸经确认属于马来西亚
航空公司MH370航班客机。

按照纳吉布的说法，调查人员
“最终确认”，在法属留尼汪岛发现
的襟副翼来自MH370客机。“我们
现在有物证表明，MH370航班悲
剧地终结于南印度洋。”

纳吉布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
坡作出上述表述后大约半小时，法
国巴黎共和国副检察官塞尔日·马
科维亚克在法国首都巴黎一场新
闻发布会上说，初步检测结果显
示，被发现的襟副翼属于一架波音
777型客机，与MH370机型相同，
因此这块残骸有“很大可能”来自
MH370。

不过，马科维亚克说，调查人
员将从6日开始对残骸进行进一步
检测，数天后就其来源作出最终结
论，以“向遇难者家属提供完整而
可靠的信息”。

郜婕（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马方和法方
表态有些不同

新华社吉隆坡8月6日电（记
者林昊 赵博超）马来西亚交通部
长廖中莱6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表示，马方宣布在法属留尼汪岛
发现的飞机残骸属于马来西亚航空
公司MH370航班客机，这一表述
与法国方面的表态并不矛盾。

廖中莱表示，马方根据技术人
员和专家意见，作出了非常谨慎的
判断。他介绍说，调查人员在鉴定
襟副翼时发现了维修封条，与马航
的记录相符。其颜色、保养记录也
与马方记录一致。技术层面和整个
客观环境的信息都指明，这一襟副
翼属于MH370航班。

他强调，马来西亚与法国方面的
表态并不矛盾。马方尊重法国方面
认为需要做出进一步鉴定的看法，且
马方也认为需要进行进一步鉴定，例
如对喷漆和序列号等信息的调查。
另外，马方调查人员在留尼汪岛上收
集了其他一些疑似残骸，将交由法国
当局鉴定是否属于MH370航班。

对于下一步搜索，廖中莱表示
将等待联合调查组的意见，并希望
马来西亚、中国和澳大利亚尽快举
行部长级磋商，商讨下一阶段措
施。同时，马来西亚政府希望马航
方面加速与家属磋商，以便就赔偿
事宜达成一致。

马方解释为何判断
残骸属MH370

马政府望马航就赔偿
事宜与家属磋商

新华社北京 8 月 6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 莹 6 日 就 确 认 寻 获
MH370 客机残骸事发
表谈话时表示，中国政
府对包括中国乘客在内
的机上所有人员遭遇的
不幸表示痛心和哀悼，
对他们的家属表示深切
同情和诚挚慰问。

华春莹说，8月6日，
马方宣布，经鉴定，7月
29日在法属留尼汪岛发
现的飞机残骸属于马航
MH370客机。鉴定结果
印证了马航MH370客机
失事的结论。

华春莹说，“我们要
求马方认真履行有关承
诺，继续调查客机失事原
因，全力做好善后相关工
作，切实保障乘客家属的
合法权益。”

留尼汪岛飞机残骸“确认”属马航MH370客机

中方要求马方做好善后工作
新华社日本广岛8月6日电（记者刘秀玲）

日本广岛市6日举行原子弹爆炸70周年纪念活
动。作为首相，安倍晋三在纪念仪式上发表例行
讲话，但没有提到“无核三原则”。

自1994年以来，每位首相在纪念仪式讲话中都
会提到“无核三原则”，安倍此次没有提到尚属首次。

虽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澄清说讲话并
没有特别的含义，而且安倍在随后与核爆受害者
会面时表示要坚持“无核三原则”，但讲话中的这
点变化也引起日本媒体猜测。

“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
核武器”。这三项原则最早于1967年12月由当
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国会答辩中提出，日本
国会1971年通过决议将其规定为日本的国策。

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5日在国会答辩中称，
根据审议中的安保法案，日本自卫队“从法律条文
上”可以为他国军队运送核武器。

由于安倍推行安保法案企图解禁集体自卫
权，活动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纪念仪式会场外举
行了抗议活动。他们举着“不能容忍安倍参加广
岛原子弹爆炸70周年纪念活动”“反对战争法案”
等标语在和平纪念公园周边进行游行。有参加者
在现场还喊出“反对安保法案”的口号。

今年广岛市发表的“和平宣言”没有直接提及
安保法案，而是间接表达了对宪法的拥护。广岛
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说：“各国执政者应该
以相互信赖为基础，建立起不依赖武力的安保体
制。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全世界推广日本宪
法和平主义展示的真正的和平发展道路。”

据广岛市统计，当天约有5.5万人参加了纪
念活动，另有100个国家和地区派代表出席。

日本广岛核爆70周年

首相安倍讲话首次未提
“无核三原则”

不论人们多么不愿意相信，残酷的
事实无从回避。

8月6日，失联515天后，马来西亚总
理纳吉布宣布，证据显示，载有239人的

“MH370航班客机悲剧性地在南印度洋
终结”。机上有154名中国公民。

对亿万中国人和国际社会而言，这
515个日日夜夜的搜寻、守候、期盼，是
永难磨灭的记忆。

搜寻，不舍昼夜
2014年3月8日，一个平静复平常的

日子，一架普通民航客机以超越常理的航
行轨迹，蓦然颠覆人们对灾难的认知。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
在这天凌晨两时许，突然调转机头，脱离
吉隆坡至北京航线，与马空中交通控制
中心失去联络，并从所有沿海雷达上消
失。原因至今成谜。

消息立即惊动中南海，国家主席习
近平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中国政府
启动最高级别响应。18个小时内，中国
8艘舰船、5架直升机抵达疑似海域，进
行地毯式排查。

国际救援的合作暖流奔涌而来。马
来西亚、越南、美国、印度、泰国、印度尼
西亚、新加坡……据不完全统计，仅航班
失联头两个月，就先后有26个国家的

89架飞机和80多艘舰船参与到搜寻工
作中。这是航空史上最大范围、最大规
模的国际救援和搜索。

但是，谁也不曾料想到，这条搜寻之
路如此变化多端，搜救地点的转换轨迹
绵延万里，辗转大半个地球。

今年初，马来西亚民航局宣布，马航
MH370失事，推定机上全部239名乘客
及机组成员遇难，但搜寻工作并未中
止。4月，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中国召
开三方部长级会议，决定继续搜寻
MH370客机，并拟扩大搜寻海域。

茫茫大洋，海底捞针。但搜寻的努
力，永不言弃。

守望，不离不弃
苦涩漫长的等待之中，同胞手足的守

望相助、中国政府的不言放弃、国际救援
的协同合作，始终表达着一种信念。

2015年到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发
表新年贺词，再次表达中国政府永不放弃、
坚持搜寻的决心：“我们没有忘记他们，我
们一定要持续努力、想方设法找到他们。”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做百分之百
的努力。习近平主席的宣示，是中国行
动的最好注脚。中国政府动用包括21
颗卫星、19艘舰船、13架飞机、2500多
人次工作人员等大量资源，参与到这场

史无前例的搜寻工作中。
这世界上，最可宝贵的是生命。

515个日日夜夜，人们的心，和失联者亲
人的心，跳动在一起。

真相，执着期待
7月29日，一块长约两米的飞机残

骸在非洲法属留尼汪岛东部海岸被海滩
清洁工作者发现，残骸上镌有“BB670”
字样，里面粘满贝壳。一天后，人们在同
一片海滩又找到一块栗色手提箱碎片。

8月1日，飞机残骸和手提箱碎片运
抵巴黎，马方调查人员随后抵达。5日
起，由马来西亚、法国、澳大利亚和中国
技术人员组成的国际专家组在法国图卢
兹共同对残骸进行分析鉴定。

8月6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确
认寻获飞机残骸后说，马来西亚政府承
诺将尽一切努力找出事情的真相。

留尼汪岛上发现的残骸碎片，只是
展开进一步调查的重要一步。在更多残
骸被发现和鉴定之前，有关MH370的
真相依然迷雾重重。

永不言弃的搜寻背后，是对真相的
执着期待。

MH370，连同机上 239 个宝贵生
命，理应被永久地守望。

（据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永不言弃的守望
——写在确认寻获MH370客机残骸之际

确认MH370残骸意味着什么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6日宣布，在法属留尼汪岛发现的残骸“确认”属于马航MH370航班。而法国调查人员尽管语

气谨慎，也表示残骸“很大可能”来自MH370航班。
那么，这个结论意味着什么？

这是关键性的第一步，以直接的物证确认了人们心中早已存在但又不愿面对的推定：MH370的确已经在南印度洋
坠毁解体，乘客和机组成员无一幸免。对调查人员来说，好比一个拼图，留尼汪岛上的残骸是他们拿起的第一块。

负责分析残骸的法国调查人员说，
他们还会对残骸进行进一步测试。残
骸的图像显示，其正面有少量的损毁，
背面有粗糙的水平撕裂痕迹。由美国
移动卫星公司主导的一个独立调查小
组认为，这说明这块残骸在和飞机脱离
时飞机还在空中，正面的损毁表示飞机
当时处在高速、急剧的螺旋下降状态。

《东方航讯》杂志的编辑巴兰坦认为，残
骸的状态可能告诉人们飞机是否以灾
难性的状态坠入印度洋，如果残骸上有
碳化痕迹，说明飞机可能起火或爆炸。

但专家们认为，即便残骸有助于
说明飞机的最终状态，但仍不能解释
为什么MH370会遭此厄运，关键信
息依然封存在黑匣子里。

法国航空安全专家格扎维埃·泰
特尔曼说，法国航空技术中心将使用

“超强的”高倍显微镜，研究襟副翼折
断的冲击角度和强度，同时希望找到
残骸上细微的化学痕迹，来判定飞机
是否有爆炸或者火灾的痕迹。

他认为，生物专家将对残骸上附
着的甲壳动物和微生物进行研究，解

答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残骸在水中待
了多长时间，甲壳动物的生长有特殊
的规律，通过研究可以判定他们在残
骸上的附着时间；二是判定这些甲壳
动物的品种，有一些甲壳动物只能在
南印度洋的寒冷水域中生长，这样就
可以判定残骸经过的水域，从而进一
步确认搜索区域。

澳大利亚副总理特拉斯曾表
示，在留尼汪发现的残骸符合搜救
工作使用的预测模型，澳方对目前
的搜索地依然充满信心。目前的搜
索工作集中在西澳大利亚沿海，这
个弧形的搜索区域是调查人员根据
掌握数据计算出的结果。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加
洛说，确认残骸可能帮助研究人员更

加细化他们的搜寻，但这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过程，准确度取决于飞机失踪
时间的长短。

海洋是容量超大的“溶剂”，如果
把三块不同形状和大小的物体在同
一时间从同一架飞机上扔到海里，随
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沿不同的路径
漂流，前进的方向取决于风、洋流或
是两者综合作用。

澳大利亚副总理特拉斯认为，
不太可能。他表示，发现的襟副翼
不可能对发现飞机主体残骸的所
在地提供太大帮助。但确认残骸
属于MH370 意味着，更多的飞机
残骸可能会被洋流带到留尼汪附

近。著名航空公司评级网站“航空
评级”的专家汤玛斯表示，印度洋
广袤而无法预测，有太多因素影响
着残骸的漂移，发现MH370 的任
何部件其实都需要时间和运气。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美国调查小组认为：

残骸被撕裂下来时飞机还在空中

能否找到爆炸、火灾的痕迹？

主要搜寻区域没有改变

还有可能找到MH370的主体残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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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法国巴黎共和国副检察官
塞尔日·马科维亚克。

新华社发

马航MH370客机追踪

新华社吉隆坡8月6日电（记者黄歆 林昊）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外长
阿尼法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第48届东盟外长
会议就全面有效完整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
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达成共识。

阿尼法表示，有关东盟共同体的建立是此次
东盟外长会议主要议题之一。会议还就有关南海
地区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就全面有效完整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达成共识。会议还就有关安全风险管控预防性措
施进行了讨论。东盟国家外长还同意在一些领域
给予挪威对话伙伴地位。

本月4日至6日，第48届东盟外长会议、中
国－东盟（10＋1）外长会、东盟与中日韩（10＋3）
外长会、东亚峰会外长会和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
在吉隆坡陆续举行。

阿尼法说，系列外长会议期间，东盟国家外长
与10个对话国外长还就共同关注的气候、环境、
跨国犯罪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东盟与中日韩
（10＋3）外长会对10＋3合作框架取得的进展表
示欢迎，并重申在各领域进行全面有效的合作。

东盟成立于1967年，成员国包括印度尼西亚、
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
寨和马来西亚。东盟外长会议是东盟组织机构主
要部分，是制定东盟基本政策的机构。2007年1
月，第12届东盟首脑会议决定在2015年建成以安
全、经济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支柱的东盟共同体。

东盟外长会
就南海地区相关问题
达成共识

8月6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朝鲜外务
相发言人李东日出席新闻发布会。

朝鲜外务相发言人李东日6日在吉隆坡举行
的发布会上表示，朝鲜外务相李洙墉当天在吉隆
坡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与日本外相岸田
文雄举行了双边会见。但他拒绝透露有关会见的
详细信息。 新华社记者 陈思涵 摄

日朝外长举行双边会见

8月6日，在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地铁站外，一
名警察为路人指路。

当地时间8月5日下午6点半，伦敦地铁交
通全面罢工，此次罢工将持续30小时，直至7日
恢复运营。早在今年7月初，伦敦地铁工会就因
不满过度工作制度与薪资比例，进行了超过24小
时的大罢工。 新华社/路透

伦敦地铁再现大罢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