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0日凌晨，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中星6C”卫星发射升空。 新华社发

2019年3月11日 星期一
总编办主办 编辑:李鹏国内国际新闻A4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 3 月 10 日电
（记者王守宝） 埃塞俄比亚总理办公室
10 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埃塞俄比亚
航空公司的客机当天上午在埃塞境内坠
毁。据埃塞俄比亚广播公司发布的消
息，客机上 157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
遇难。

据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从埃塞
俄比亚航空初步核实的情况，有 8 名中
国公民乘坐该航班。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当天发表声明

说，失事客机机型为波音 737，于当地时
间 8 时 38 分从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起飞，计划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飞
机起飞后不久在距首都约 45 公里的比
绍夫图附近坠毁，机上载有 149 名乘客
和8名机组人员。

目前，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埃塞俄
比亚总理阿比已经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
对遇难者家属的深切慰问。

埃塞俄比亚航空是在非洲国家航
空公司中运营效益较好的航空公司，也

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航空公司。
另据新华社 3 月 10 日电 失事客机

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302航班。失事
原因没有明确。媒体报道，当天能见度
良好。

追踪全球航班飞行状况的专业网
站“24 小 时 飞 行 雷 达 网 站 ”（Flightra-
dar24.com）说，失事客机起飞后垂直速
度不稳定。

根据登记文件，这架客机去年 11
月中旬交付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波

音晚些时候确认失事客机是一架波音
737 MAX 8。

去年 10 月，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
公司一架波音 737 MAX 8 型客机从
印尼首都雅加达起飞后不久坠海，189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失事客机
当年 8 月投入运营。

狮航空难原因仍在调查。波音方
面说，已提供安全执飞 737 MAX 8 型
飞机的所有信息，对 737 MAX 系列飞
机的安全性能有信心。

其中包括8名中国公民

埃塞俄比亚一架客机坠毁

机上157人全部遇难

据新华社基辅 3 月 9 日电（记
者陈俊锋 钟忠） 乌克兰总统波罗
申科 9 日宣布，乌需要拥有精确制
导、能打击“敌对国家”后方的导弹，
乌“不应该再犯签署《布达佩斯备忘
录》那样的错误”。

他说，乌将制订国家导弹发展
计划，这在国家安全领域“具有划时
代的象征意义”，“俄罗斯和美国目
前已宣布停止履行《中导条约》，我
们当然也不必再受限于苏联解体后

乌方在导弹射程上承担的相关国际
义务”。

他说：“我们需要拥有更大射程
的精确制导武器，以遏制侵略者、提
高国防可靠性。”

1994 年，美国、英国、俄罗斯和
乌克兰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签署

《布达佩斯备忘录》。它规定，乌承诺
放弃苏联时期部署在其境内的核武
器，美、英、俄作为担保方，保证乌主
权和领土完整。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发展更大射程精确制导武器

据新华社 3 月 10 日电 希腊一
项研究显示，对血压控制较好的高
血压患者而言，午睡有助降低血压，
效果类似其他已知降压手段。

阿斯克莱皮翁综合医院研究人
员招募 212 名平均年龄 62 岁的志
愿者。他们都是高血压患者，其中
女性刚刚超过半数，四分之一为烟
民或糖尿病患者。研究人员让他们
佩戴动态血压监测仪，评估并记录
24 小时血压变化、午休时间、生活
习惯和关联动脉硬化程度的脉搏波
传导速度。

计入年龄、性别、生活习惯和用
药等影响血压的因素后，研究人员
发现，午休的志愿者24小时收缩压
平均值比不午休者低 5.3 毫米汞
柱，舒张压低 3.3 毫米汞柱。另外，

午休时间越长，收缩压降低得越明
显。平均每午休 1 小时，24 小时收
缩压平均值减少3毫米汞柱。

参与研究的心脏科医生马诺
利斯·卡利斯特拉托斯说：“我们当
然不想鼓励人们白天连续数小时
睡觉⋯⋯即使两组人服药量相同、
血压都控制得不错，午休者血压降
低的幅度仍较大。”

卡利斯特拉托斯说，这项研究的
发现“意义重大，因为血压哪怕仅降
低2毫米汞柱，也能将心脏病发作等
心 血 管 疾 病 发 病 风 险 降 低 最 多
10％”。另外，研究显示，午休的降压
效果堪比改变其他生活方式，例如，
减少盐和酒精摄入量可使血压降低3
至5毫米汞柱。相比之下，低剂量降
压药能使血压降低5至7毫米汞柱。

研究显示：

午睡有助降低血压
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9 日电（记者刘

阳） 美国联邦航空局 9 日发表声明说，
当天一架波音737客机因行李舱冒烟在
美国新泽西州一机场紧急迫降，机上乘
客被疏散，其中2人受轻伤。

根据声明，加拿大跨大西洋航空公
司942航班当天上午从加拿大蒙特利尔
市飞往美国南部劳德代尔堡市。飞行途
中，机组人员在行李舱检测到烟雾，怀疑
发生火情，飞机随后在新泽西州纽瓦克
国际机场紧急迫降。

跨大西洋航空公司发言人说，这架
航班上有 189 名乘客，他们在飞机迫降
后立即被疏散。

纽瓦克机场方面在社交媒体上说，
有2名乘客受轻伤。

此次事故导致纽瓦克机场短暂关
闭。相关部门仍在调查事故原因。

因行李舱冒烟

美国一架客机
紧急迫降

据新华社 3 月 10 日电 都知道
适当运动有益健康，美国国家癌症
研究所一项研究显示，即便步入晚
年才开始运动，也同样有益，关联死
亡风险降低。

研究涉及 31.5 万余名 50 岁至
71 岁的研究对象。研究人员了解
他们青少年、青年、壮年、中老年时
期的体育活动习惯以及健康信息。
十多年随访后，研究人员发现，与一
贯不参加体育活动的研究对象相
比，一贯坚持中高强度体育活动的
研究对象全因死亡风险低 29％至
36％；年轻时不运动、从 40 岁至 61
岁的中老年时期才开始体育活动的
研究对象比从不运动的同龄人全因
死亡风险降低 35％，死于心血管疾

病的风险降低43％。
研究人员在由《美国医学会杂

志·网络开放》期刊 8 日刊出的文章
中写道，尽管长期坚持体育活动对
降低死亡风险可能有重要作用，但
这项研究提供的证据显示，即便步
入中老年才开始体育活动，也可能
获得差不多大的健康益处。

研究人员发现，年轻时喜欢体
育活动、但中老年不运动的研究对
象可能“丢失所有健康益处”。

论文第一作者佩德罗·圣莫里
斯说，依据有氧运动指南建议，成年
人一周应完成至少150分钟中等强
度的有氧运动或 75 分钟高强度剧
烈运动，或者运动量相当的中、高强
度运动。

运动健身，60岁开始也不晚

新华社西昌 3 月 10 日电（记者陈
芳 胡喆）“芯级箭体直径9.5米级、近
地轨道运载能力 50 吨至 140 吨、奔月
转移轨道运载能力15吨至50吨、奔火
转移轨道运载能力12吨至44吨⋯⋯”
这是我国正在进行关键技术深化论证
的重型运载火箭长征九号研制的一系
列指标。记者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
300次发射现场采访时了解到，我国重
型运载火箭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任务规
划预计将于2030年前后实现首飞。

“长征九号运载火箭是航天强国
的重要支撑，是大规格利用空间资源

的基础，是开展大规模深空探测的前
提。”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院长郝照
平介绍，长征九号运载火箭目前进展
顺利，重型火箭总体方案已经通过了
集团级专家评审，各分系统方案基本
明确。

“如果在大推力发动机、大直径结
构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实现突破，长征
九号运载火箭将有望在 2030 年前后
实现首飞，这将大幅提升我国自主进
入空间能力，极大地支撑我国科技强
国和航天强国建设。”郝照平说。

经过近几年的攻关努力，长征九

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已经取得阶段
性成果。长征九号运载火箭箭体直径
9.5 米，全箭总长近百米，运载能力是
现有中国火箭最大运载能力的 5 倍
多，最大运载能力和综合性能指标将
达到国际运载火箭的先进水平。

长征九号运载火箭的研制成功将
满足未来较长时期国内深空探测、载
人月球探测等国家重大科技活动的任
务需求。据初步统计测算，2030年前
后，重型火箭发射需求4到5发，2030
至 2035 年 发 射 需 求 10 次 左 右 ，到
2050年发射需求更多。

长征九号重型运载火箭——

有望在2030年前后实现首飞

新华社波哥大 3 月 9 日电（记者何
珊） 一架小型飞机9日在哥伦比亚中部
梅塔省坠毁，机上12人遇难。

据当地媒体报道，失事飞机为一架
道格拉斯 DC－3 型飞机。这架飞机当
天上午从哥伦比亚瓜维亚雷省瓜维亚雷
河畔圣何塞市起飞，计划飞往梅塔省比
亚维森西奥市，途中坠毁在梅塔省境内。

据报道，当地时间当天 10 时 40 分
左右，这架飞机出现紧急情况，随后飞行
员试图紧急着陆但没有成功。哥伦比亚
民航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很遗憾
地宣布：机上12人遇难。”

哥伦比亚有关方面正在调查事故原
因和乘客身份。

12人遇难

一架小型飞机在
哥伦比亚坠毁

据新华社 3 月 10 日电 土耳其航空
公司一架从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
飞往美国纽约市的客机9日在大西洋上
空遭遇强气流，30人受伤。

这架波音777型客机载有300多人，
飞行途中向美国联邦航空局报告险情。

客机降落美国最大城市45分钟前，
大西洋上空的强气流致使客机异常颠
簸。客舱内多人因为擦碰、撞击受伤，一
名机组人员腿部骨折。

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港务局发言人
史蒂夫·科尔曼说，客机9日下午5时35分
安全着陆，28人被送至纽约皇后区一家医
疗中心，另外两人被送至另一家医疗机构。

美联社报道，飞机降落前，数十辆救
护车排成一队、在纽约约翰·肯尼迪国际
机场航站楼外等待，以期尽快接运伤员。

《纽约邮报》报道，乘客泽夫·布鲁拉
杰向在机场迎接他的儿子讲述“地狱般
的乘机体验”：飞机突然上下颠簸，没有
系安全带的乘客头部撞上客舱顶部。

家住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穆罕默德·
霍克一家乘坐这架客机。他告诉《纽约
邮报》记者，飞机突然急速下降，颠簸持
续大约20分钟。“乘客都在尖叫，以为世
界末日到了。我们都在祈祷。”

运营这趟航班的土耳其航空公司
10 日发布声明，证实这架载有 326 名乘
客和18名机组成员的客机遭遇“异乎寻
常的气流”，为“不幸的乘机体验”向乘客
致歉，会密切留意受伤乘客状况并将动
用一切可用资源帮助他们。

这是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空域 9 日第
二起突发事件。新泽西州纽瓦克国际机
场当天早些时候因为一架客机紧急降落
而临时关闭机场跑道。

30人受伤

土航一架客机
遭遇强气流

据新华社西昌 3 月 10 日电（记者
李国利 王玉磊）10日凌晨，我国在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成功将“中星6C”卫星发射升空。

至此，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第
300 次飞行任务。资料显示，长征火
箭从第一次发射到第100次发射用了
37 年，从第 100 次发射到第 200 次发
射用了 7 年，从第 200 次发射到第
300次发射仅用4年多时间。

“其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累计发射
127枚长征火箭，约占43％，是我国目前
执行发射任务最多的航天发射中心。”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党委书记董重庆介绍说。
10 日 0 时 28 分，01 指挥员鄢利

清下达“点火”口令后，乳白色的长征
火箭腾空而起，成功将“中星6C”卫星
送入预定轨道。

“中星6C”卫星是中国卫通集团有
限公司所属的、用于广播和通信的地球
静止轨道通信卫星，可提供高质量的话
音、数据、广播电视传输业务。卫星定
点于东经130度，服务寿命15年。

始建于 1970 年的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主要承担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月
球探测卫星等中高轨和深空探测航天

器发射任务，近年迎来高密度发射任
务，特别是在 2018 年创造了全年 17
次发射全胜的新纪录。

“今年，中心仍将持续实施包括北
斗三号组网卫星等在内的高密度发
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张学宇说，

“面对压力和挑战，我们将牢固树立从
零开始思想，用不变的标准、万变的对
策，确保任务万无一失、圆满成功。”

“中星 6C”卫星和用于发射的长
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研制生产，发射、测控任务
由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负责。

我国成功发射“中星6C”卫星

新华社西昌 3 月 10 日电（记者陈
芳 胡喆） 3 月 10 日 0 时 28 分，长征
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点火起飞，成功将“中星6C”卫星送入
太空。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射
次数正式刷新为“300”，成为中国航
天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

“一代代航天人用智慧和汗水、担
当与毅力在航天发展进程中刻下了中
国印记，打造了‘长征’这一国际知名
的运载火箭自主品牌。”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董事长吴燕生说。

从 1970 年长征一号发射东方红

一号卫星至今，长征火箭先后有17种
型号投入使用，从最初的艰苦创业到
本世纪初的载人飞行、圆梦奔月，实现
了从无到有、从串联到捆绑、从一箭一
星到一箭多星、从发射卫星到发射飞
船和月球探测器等一系列重大跨越，
成功将 506 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具
备了发射任意地球轨道有效载荷能
力，入轨精度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自主研制的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是中国航天的主
力运载火箭，承担了我国 96.4％的发
射任务，发射航天器总质量占中国发

射总质量的99.2％。
长征火箭300次发射的成功率约

为 96％。与前 50 次发射相比，后 250
次发射的成功率明显提升且趋于稳定。

2018 年，长征火箭年发射连续成
功次数达到37次，首次独居世界航天
发射次数年度第一位，在近20年世界
各国航天发射中，是连续成功发射次
数最高的一年。

“太空探索无止境，伟大事业不止
步。”吴燕生表示，长征火箭圆满完成
此次发射任务，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
的新起点。

新纪录！

长征系列火箭完成第300次发射

这是“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
（3月10日摄）。

历时 121 天，航行 17000 余海
里，我国“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深
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圆满完成了
我国首次覆盖西南印度洋和中印度
洋的 TS10 深潜科考航次，于 3 月 10
日返回海南省三亚市。

“深海勇士”号在地质环境复
杂、多变的热液区海底，多次完成原

位监测设备的水下布放与回收，成
功实现了海底丢失潜标的追踪；完
成了一款国产深海成像声呐和两款
万米机械手的海底试验，验证了高
精度的水下搜寻、搜救作业和深海
水下试验能力。一系列成果和新数
据书写了中国载人深潜新历史，本
航次的完成，标志着我国载人深潜
运维能力大幅提升，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 新华社发

“深海勇士”号创中国载人深潜多项纪录

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记者
罗沙 阳建）“近年来，我国猝死人
数、意外伤害死亡人数均呈现上升
趋势。但是由于急救知识普及率
低，发生意外时容易失去‘黄金’抢
救时机。”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湖
南省委副主委、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谢资清认为，亟待在全社会特别是
大中学生群体中加强急救知识的普
及和培训。

谢资清说，不少发达国家已经
将急救知识设置为学校甚至幼儿园
的课程。相比之下，目前我国很多
地区学校尚未开设急救知识课程，
公众急救知识普及率不高，急救培
训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急救知识和相关技能应该纳

入初、高中以及大学新生的入学培
训或生命与健康教育课程内容，包
括外伤处置办法、心肺复苏实施要
点以及火灾、水灾、地震的逃生方法
等。”谢资清建议，要建立常态化教
育机制，针对学生不同年级不同阶
段的需求，编写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教案并在全国推广运用。

她同时建议，由各级财政安排
应急救护知识推广运用专项经费，
在教育培训经费中优先安排、重点
保证，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类学校确
保应急救护培训经费专款专用。此
外，还要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将
急救知识纳入教师培训体系或课
程，鼓励引导一定比例的教师取得
应急救护专业资质。

全国人大代表谢资清：

应在全社会普及急救知识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