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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 日，第二十届布鲁塞尔世界葡萄酒评比大赛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图为一名葡萄酒专家在
品鉴葡萄酒。 均为新华社发

纽约市政府日前宣布，计划将市内的公用付费电话
亭改建为能够提供免费无线网络信号的信息亭，以期提
高宽带网络覆盖率，预计最早将于今年 10月开始实施。

5月 1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使用的航天飞机专
用运输机——由波音 747 客机改装的 NASA905 在拆
解后抵达休斯敦约翰逊太空中心安家落户。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新疆乌鲁木齐
火车南站日前发生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后，
美国、南非、白俄罗斯、新加坡、卡塔尔、柬
埔寨等国政府纷纷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玛丽·哈夫 1 日在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谴责乌鲁木齐
火车南站发生的“针对无辜平民的可怕和
可憎的暴力行径”。她同时向受害者及其
家人以及受这一灾难影响的所有人表示

“哀悼和同情”。
南非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最强烈地谴

责”这一恐怖袭击案件。声明说，“恐怖主

义不管以什么方式出现，也不管发生在哪
里，都是不可容忍的”，南非政府向中国政
府和人民，特别是恐怖袭击受害者的家属
表示慰问，并希望伤者早日康复。

白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德米特
里·米隆齐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白俄罗斯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行
为。他说，白俄罗斯认为，恐怖主义是人
类向前发展的共同敌人，是人类社会的毒
瘤之一，必须予以坚决打击和清除。白俄
罗斯支持中国政府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
的主张和行动，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表示真

挚慰问。
新加坡外交部发言人说，新加坡强烈

谴责发生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的爆炸事
件。这一针对无辜民众的暴力行径卑鄙、
懦弱，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站不住脚。我
们向受害者及其家庭表达最深切的哀悼，
祝愿伤者尽快康复。

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乌鲁木
齐火车南站发生的爆炸事件，认为这是一
起有悖人类道德价值观的犯罪行为。声明
还向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受害者家属表示
慰问，希望受伤人员尽快痊愈。

卡塔尔外交大臣阿提亚表示，卡塔尔
谴责这种恐怖袭击事件，支持中国为维护
国家安全与稳定所付出的努力。

柬埔寨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言人贵
光对新华社记者说，新疆发生的恐怖主义
事件令人愤慨，不能容忍。柬埔寨一向对
各种形式的恐怖活动予以谴责。柬埔寨
全力支持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打击各种恐怖
活动。

柬埔寨国会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主
席强文说，柬埔寨坚决支持中国采取严厉
措施，铲除恐怖主义。

这是一场庄严的撤离仪式。
4 月 29 日，澳大利亚珀斯附近的皮尔

斯空军基地，参与搜寻马航 MH370 航班的
中、澳等多国空军部队在这里集体合影，
为数周来的密切合作画上句号。

前一天，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宣布，
国际联合搜寻将“进入新阶段”；5 月 1 日，
马航方面发表声明说，我们必须面对马航
客机失踪这一事实。

自事件发端以来，从祈祷机上人员平
安到希冀早日揭开谜底，挥之不去的焦灼
与哀伤始终与我们相伴；而今，难以言表
的不甘与隐痛依然在心中弥漫……

近两个月来，为了生命、牵挂生命、感
动生命的日日夜夜，让人刻骨铭心。

为了生命搜救的黄金期

“晚安，马来西亚 370。”它是 3 月 8 日
凌晨 1 时 19 分，马来西亚地面人员收到
的、来自马航 370 航班的信息。

谁能想到，这短短数语，竟是它留给
世界的最后问候。

彼时，这架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航班正
安然飞行。机上 239 人的国籍，除了 154 名
中国乘客，还有来自美、法、澳、印尼等 10多
个国家的旅客，以及马来西亚的机组人员。

6 时 30 分的北京，国际到港的大屏幕
上，马航 370航班的备注栏中出现用红色字
体标注的“延误”。又过了不久，一则可怕
的消息在世界各个角落流传开来——马航
证实：这架航班失去联系。中午时分，“延
误”变成“取消”，最后消失在大屏幕上。

为了乘客生还的希望，第一时间，中
国领导人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全
力以赴参与救援工作；第一时间，中国外
交部等部门启动救援应急机制；第一时
间，包括中国在内的十多个国家的搜救力
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赶赴客机
最有可能的失联地点——泰国湾与南海。

在搜救的主战场，迅速聚集了 40 余艘
船只和近 40 架飞机，多颗卫星为搜救护
航，形成空中、海上、水下立体搜救国际力
量体系，昼夜不舍，分秒必争……

在飞机失联一周之后，马方根据失联
客机卫星“待机”信号的分析和推算宣布：
客机很可能在中途折向印度洋，并沿着南
北两道弧线——南从印度尼西亚延伸到
南印度洋，北从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边境到泰国北部——飞行了数小时。

从苍茫林海，到峭拔高山，从隐秘陆
地，到无边海洋，面对这片面积相当于整
个澳大利亚的广袤区域，国际社会立即重
新调整力量：参与搜寻的队伍在迅速扩
大，采取的方式亦突破常规。

为了生命尊严的守望

“我怀着深深的悲痛与遗憾告诉大家，根据海事卫星组织的新数
据，MH370 客机已终结于南印度洋。”3 月 24 日 22 时许，纳吉布总理宣
布了这个令人心碎的消息。

但这一宣布，并不意味着搜寻的终结。一张海空搜寻大网迅速铺
开：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军机先后赶赴目标海域，挪威“圣彼得堡”号
货轮临时改变航向展开搜寻。

中国成为搜寻工作的中坚力量。调用 20 多颗卫星，军机起飞，舰
船劈浪。中国空军 2 架伊尔－76 飞机飞赴澳大利亚；“雪龙”号科考船
临时改线直奔疑似漂浮物海域；昆仑山舰、千岛湖舰和海口舰等加速奔
向南印度洋；“海巡 01”“南海救 115”等船只也日夜兼程前往；中国海上
搜救中心协调 60 余艘中国过往商船参与搜寻……

世界上最顶尖的设备也不断加入搜寻行列：英国皇家海军派出的
“特拉法尔加”级核潜艇“不懈”号和“回声”号测量船，美方提供的拖曳
声波定位仪和“蓝鳍金枪鱼”自主式水下航行器，相继抵达相关海域，为
寻找黑匣子再增力量。

悲剧中找寻前行的启示

后续的搜寻难度更大，任务更重，时间也可能持续更长。但是，困
难并不能停止搜寻的脚步。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已明确表
示，搜寻工作将全力以赴，绝不松懈。

打捞黑匣子、了解与其一起深潜于海底的事件真相以及善后赔偿，
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 50 多天来，事件的思考与启示已逐渐展现：
挑战面前，人类命运共同体该如何更好地合作与前行。

事件留下的谜团和遗憾，令人不禁问道：突发事件的国际信息共
享、合作协调机制如何更加完善？国际航班的跟踪系统应怎样改进？
飞机厂商和卫星组织的数据可否更公开、更共享？……

事件也发出沉重的叩问：在这个人类能在遥远的外星球精准着陆、
定位的时代，偌大一架客机怎么会在最先进民用、军事雷达的注视中，
走失得无影无踪？

在迷雾中寻找“隧道尽头的那一丝光明”，始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
轨迹。当文明注定以人为核心，世界为每位飞机乘客提供更多的安全
答案，就是我们能在马航事件中，得到的痛楚而珍贵的文明升华。

每一次人类的灾难都是一座纪念碑，铭刻着沉痛的教训，也凝聚着
人性的光辉。人们的责任，就是在面对灾难和未知的挑战中勇敢而智
慧地前行。

即使印度洋可能成为马航 370 事件悲剧性的终点，但它更应该成
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一个具有警示性的起点。

（据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据新华社喀布尔5月3日电 由于连日
暴雨，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省 2日发生山
体滑坡。阿富汗国家灾难管理局局长穆罕
默德·卡卡尔 3 日对新华社记者说，据他所
掌握的数据，灾害致死人数在 600人至 900
人之间，这一数字可能进一步上升。

他强调说，事发时部分当地居民外出
前往邻近村落参加婚礼，故而实际失踪人数
可能没有那么多。阿富汗中央政府派遣的
救援队正赶往现场，具体伤亡和失踪人数尚

待进一步同地方官员核对。
此前，联合国援阿使团援引来自当地

官员的数据说，失踪人数超过 2000人，多数
被埋在砂石中，恐无生还可能。由于灾害严
重，当地政府拟在受灾地点设立墓园并于 3
日晚些时候举行悼念仪式。

据当地媒体报道，2日的山体滑坡共发
生两次。第一次灾害发生后，众多居民自发
前往事发地点救援，随后山体滑坡再次发
生，导致大量人员被埋。事发村庄地处山区

之中，其背枕山体近一半土石垮塌滑坡，所
过之处房屋树木皆被夷平。

由于路况较差，大型救援设备很难进入
灾区，搜救工作收效甚微。目前只发现 3具
遇难者遗体，尚未发现生还者。救灾物资也
只能通过小型车辆和直升机运输进入灾区。

巴达赫尚省副省长贝达尔表示，当地
警方已经紧急转移近700户家庭、超过4000
名当地居民，以防二次灾害发生。世界粮食
计划署已经起运近80吨食物送往灾区。

阿富汗红新月会官员 2 日表示，超过
300 座房屋在灾害中被掩埋。红新月会已
就地组建志愿者团队，并向事发地区调遣医
疗设备以及食物和水等紧急救灾物资。但
由于道路年久失修，运送过程会相对缓慢。

联合国援阿使团表示，阿富汗国家灾
难局正领导和协调救援行动，联合国在阿各
机构正积极运转，提供协助。阿富汗总统卡
尔扎伊已下令让当地军队参与救援，阿富汗
第二副总统哈利利将前往灾区协调救灾。

综合新华社电 乌克兰南部黑海沿岸
城市敖德萨 5 月 2 日发生亲政府与反政府
两派民众冲突，导致 43 人死亡。俄罗斯外
交部 3 日发表声明，对这一冲突事件表示谴
责，称其为基辅当局“具有犯罪性质的不负
责任的又一表现”。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 2 日下
午，数千名亲政府民众和“黑海人”足球俱
乐部的球迷在敖德萨市内举行支持乌克兰
统一的游行。数百名支持联邦制的反政府
民众对游行队伍进行干扰和挑衅，于是双
方发生冲突。冲突双方使用了棍棒和枪
支，造成人员伤亡。

报道说，在冲突中，部分反政府人士躲
进工会大楼，并退到大楼顶层后向下扔燃
烧瓶，引燃楼房。火势越来越大后，有人企
图跳窗逃生，有 8 人当场摔死，23 人在浓烟

中被熏死。
据敖德萨市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在

下午的冲突和晚间工会大楼的火灾中共死
亡 43 人，伤 174 人，其中 25 人伤势非常严
重。敖德萨市政府当天决定 3 日至 5 日为
全市哀悼日。

俄外交部网站 3 日凌晨刊发的声明说，
乌克兰民族激进分子对实施联邦制以及宪
法改革的支持者实施恐怖活动，基辅当局
纵容这些激进分子。除在斯拉维扬斯克进
行的惩罚性行动以外，在敖德萨发生的悲
剧成为基辅当局使用武力和恐吓进行犯罪
的又一证明。

声明说，俄罗斯对敖德萨发生的新的
犯罪行为感到愤慨，并呼吁基辅当局及其
西方支持者结束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在
乌克兰人民面前担负起责任。

●据埃及官方通讯社中东社 5月 2日报道，埃及最高总统选
举委员会当天正式宣布前军方领导人塞西和左翼政治团体领导
人哈姆丁·萨巴希为符合条件的总统选举候选人。

●经过 4 个星期的庭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一家联
邦法院的陪审团 5月 2日就苹果与三星的第二轮专利诉讼案裁
定，三星侵犯苹果两项专利。加上此前法官裁定的一项专利侵
权，三星共需支付赔偿金近 1.2亿美元。

●一个国际科研小组 5月 2日说，他们利用新实验成功证实
了 117 号元素的存在，这一尚未命名的元素有望成为元素周期
表的最新成员。

●美国劳工部 5月 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美国非农业
部门新增就业岗位升至两年多以来最高水平，失业率则降至五
年多以来最低点。就业市场表现好于预期，增添人们对美国经
济随季节一起“冬去春来”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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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政府民众与反政府民众相互“叫板”

乌南部暴力冲突致 43人死亡

■简明新闻

（均据新华社电）

5月 3日，村民们在阿富汗巴达赫尚省发生山体滑坡的一处村庄祈祷。新华/法新

▶5月 3日，在乌克兰敖德萨市，几名警察在被烧毁的工会大楼外站岗。新华/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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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山阿富汗山体滑坡伤亡惨重体滑坡伤亡惨重
死亡人数至少600 失踪人数恐超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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