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巴马19日在白宫接受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说，美国政
府把搜寻马航失联客机视为“重点”工作，正调动一切可用
资源协助搜寻。

这是自马航MH370航班8日凌晨失联后， 奥巴马首
次就这一事件公开表态。

奥巴马承诺，美方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为搜寻行
动贡献一切可用资源，包括联邦调查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
员会的力量。

美军第七舰队发言人威廉·马克斯20日表示， 暂时
无法向记者提供更多信息， 但美军一架P-8“海神” 巡
逻机目前正在澳大利亚珀斯以西的海上执行搜寻任务。

美国广播公司当天援引美军第七舰队发言人的话
澄清说，当天美军参与搜索的P-8“海神”巡逻机所获得
的“体积较大”物体的雷达波，是典型的雷达回波，与马航
失联客机无关。 （综合新华社3月20日电）

美国
调动一切可用资源搜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0日说， 中方高度关注澳
方发布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已立即指示中国驻澳使领馆
同澳方保持密切沟通， 协助澳方开展搜救。 中方随时准
备根据事件最新进展情况， 做好各项相关工作安排。

中国海军3月20日立即调整搜救计划， 组织搜救舰
艇编队赴南印度洋发现疑似失联客机残骸的海域开展
搜救行动。 目前， 海军执行搜救任务的两支舰艇编队分
别距离疑似海域2300多海里和3100多海里， 中方舰船
最快5天达到。

正在澳大利亚珀斯港口锚地停泊的我国“雪龙”号极
地科考船已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得到指令将第一时间出
发前往发现疑似失联马航客机碎片的海域开展搜救。 疑
似水域距澳大利亚珀斯港口有1000多海里，“雪龙”船如
果前往需要4天左右时间。

中国
海军编队赶赴南印度洋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军方一架“猎户座”海上巡逻机最先飞往发
现疑似物体的海域。 飞机飞抵相关海域需要约4小时，执
行搜索任务2小时，然后返航。

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20日说，澳大利亚皇家空军P-3
‘猎户座’海上巡逻机的机组成员未能定位这些残骸。海域
的云量和降雨限制了能见度。 澳方共派出4架飞机前往
搜寻。截至记者发稿时，已有三架飞机返回珀斯附近的皮
尔斯空军基地。记者从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处获悉，
三架已返航的飞机均无功而返。

此外，澳军方派出了一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前
往相关海域投放定位浮标， 浮标可以记录海流等水文信
息，帮助建立模型用于搜索。一艘商船于当地时间20日
18时左右抵达相关海域，澳军方的一艘军舰也已转向前
往相关海域，但抵达还需数日。

空军暂未发现疑似碎片

◎责任编辑 孟姣燕◎

这张3月19日拍摄的照片显示的是澳大利亚皇家空军飞行员拉塞尔·亚当斯驾驶 “猎户座” 海上巡逻机搜寻失联客机。 新华社发

习近平同澳总理通电话

感谢澳方合作
与通报搜救情况

!!"#$!

!"#$%&'!""" ()*+,'
-./012345678 #$#%& 9:
;<=' >?@ABC(DEF*GH
IJK L"#$MNOPQR>SJ6
TU-./0123@ADEF*GH
IJVWX'YZ[\]78^_K

-./0123@ABC(DEF
*GHIJ'`abcd78'Yab1
2eF*fghijklmK

n+ !'()(o'"#pq4Irst

DEF*GH )(*$uKUvwxV]y'"#
$zZ{_-./0123|}~@As
�� ���IJ #+'u��e�����
�'�4}��? #!'uK

��'LOP����
��$�"#$����
��T���DC(�?
�' �IJ���DC(
� #,! u' �4}�I
J +-""uK "%&#

¡�¢£¤¥¦§¨© ) ª (.
«¬'¡�¢£¤ #-')# ]T®
¯O'°-¥O ! ±²m¯'³±
¯3 $$+,+.  :'´Oµ¶�·¸
� #!''! ¹/7±º§O # ±K »
Y¼µ¶/< ) ª½¾¿ÀÁO
ÂT ) ±¡�¢£¤Ã¯K ÄÅ
]®¯Æ' ¯ÇÈÉÊË !,.* 9
:'/<Ì¿ÍÎÏÐOÂÑÒ¢
¯K

) ª½¾¿'µ¶¹/¡�¢£
¤O¯ÓÔ' Õ ) ª # «Ö×ØÙ
/<§O .))  :ÚÛ²m¯Ü
Æ') ª #$ «' ÝÞ/<ßàáâ'
ã%²± $.)  :²m¯' ��ä
/<zåàOÂ ! ± )+  Ò:w
m¯h #' ± )''' :æm¯' ç¯
3ÊË *&$ Ò:K

è]®¯O'µ¶/<éOÂ #
± $$+  Ò:²m¯E' zã% &

±wm¯'³±¯3 !'.!+ :'´O
# ±êëìÚÛ7±'ÒÂí #!+++
:ÚÛ¯3K îEzOÂ #&- ±ï
m¯�)& ±æm¯h #'** ±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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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聚焦 ２０14年3月21日 星期五8

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官员20日说，澳
方在南印度洋中发现了“极可能”与马航
失联客机有关的物体，这一消息无疑是迄
今涉及失联客机搜寻“最突出的线索”。

疑似碎片卫星图发布
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20日在议会说：

“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已收到可能与马航
失联客机MH370航班的搜寻有关的、基于
卫星信息的消息。 在专家对卫星图像进行
分析后，已发现两个与搜寻工作有关的物
体。 ”他说，这是“最新的、可信的信息”。

随后， 澳海事安全局官员约翰·扬20

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两个疑似物体是通
过卫星照片发现的。 澳海事部门目前已公
布相关卫星图像。 据报道，澳方发布的相
关卫星图片来自美国商用卫星运营商数
字地球公司，图片摄于3月16日。

本月15日，马来西亚当局确认马航失
联客机最后与卫星失去联系的地点可能
在南北两个“走廊”，其中南线从印度尼西
亚延伸到南印度洋。 之后，各方结束在南
海的搜寻行动，重新划定搜索范围。 南印
度洋区域的搜寻行动由澳大利亚主导。 澳
方根据美国运输安全局的最新分析，19日
缩小了搜索范围。

疑似物位置与客机航道高度吻合
约翰·扬说，卫星图像显示，两个疑似

物体尺寸非常大，大的一个长达24米，小的
长约5米， 附近还有一些小碎片。“两个物体
尺寸‘合理’，可能在水面浮沉。”根据波音公
司公布的数据， 从翼展与机身宽度数据估
测， 执飞MH370航班的波音777—200ER
型客机单侧机翼长度应在27.4米左右。

此外，发现疑似物体的地点位于珀斯
西南方向约2500公里处，澳方称这一位置
与之前确定的马航失联客机南部搜寻航
道高度吻合。 不过，约翰·扬同时也谨慎地

表示，过往商船上的集装箱可能会掉落部
分货物，因而不排除这两个物体为海运物
体残骸的可能性。

确认是否有关尚需数日
约翰·扬说， 发现疑似物体的相关海

域水深数千米，能见度很差，可能会对搜
寻工作造成阻碍，有关部门可能需要数日
才能汇报结果。

澳海事部门20日告诉新华社记者，目
前搜寻情况持续向好，但最终确认可疑物
体是否属于失联航班， 尚需数天时间。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澳在南印度洋发现失联客机迄今“最突出线索”

MH370踪迹或将浮出水面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3月20日晚， 国家主席习
近平同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通电话。

阿博特就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失联事件向习近平
表示慰问，并通报了澳方参与搜救工作进展最新情况。

习近平感谢阿博特通报及澳方给予的合作， 表示这
是一起非常不幸的事件。客机失联以来，包括154名中国
同胞、6名澳大利亚公民等在内的机上各国人员的生命安
危一直牵动着我们的心。我在第一时间就责成中方有关部
门全力以赴参与搜救，并做好一切应急处置工作。包括澳
大利亚在内的多国积极参加了搜救。我们对澳方在南线开
展的搜救工作表示赞赏。目前，搜救工作难度较大，有关海
域情况复杂，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希望澳方及有关各方继续全力以赴展开搜救，并在第一时
间向中方通报情况， 也希望澳方为中方搜救工作提供协
助。中方愿同澳方保持密切沟通和配合。值此困难时刻，中
澳真诚合作，显示出两国人民的心是相通的。

自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卫星图像显示
马航失联客机疑似残骸的消息后， 飞机、
船只立即起程前往确认。 只是， 专家分
析， 由于卫星所指海域以风大浪急著称，
从发现、 打捞残骸， 到最终确认这些属
于失联航班， 再到分析客机可能的失事
原因仍需时日。

锁定
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20日宣布， 澳

方在卫星图像上发现两个疑似马来西亚
航空公司MH370航班残骸的物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航空专家
瓦多克的话报道， 一般而言， 一旦飞机
在海上发现疑似残骸的物体， 便扔下一
个浮标， 帮助释放信号， 方便船只驶向
精确位置。

西澳大利亚大学海洋学教授克里沙·
帕迪亚拉齐告诉路透社记者， 如果失联
客机确实坠入海中， 出事海域应该距离
残骸出现地点大约300至400公里。

确认
澳大利亚海事局应急反应部门主管

约翰·扬说， 一旦锁定目标， 搜寻人员接
下来的任务就是确认这些残骸是否属于
失联的MH370航班。

这类经历曾发生于法航447航班客机
的搜寻过程中。

法航447航班客机2009年5月31日搭
载22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从巴西里约热内
卢飞往法国首都巴黎， 不久与地面失去
联系。

巴西搜寻人员6月4日打捞起一些发
现的残骸， 但证实这些物品并非来自失
事的空客A330型客机。

两天后， 搜寻人员在海上首先发现
一把蓝色坐椅， 调查人员随后核对坐椅

上的序列号， 以确定它是否属于失事客
机。 其他被寻获的物品包括一个公文包，
内有447航班的机票， 机票号码与航班上
一名乘客相符。

打捞
为确认残骸是否属于失联航班， 打

捞工作至关重要。
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恐专家贝蒂说，

如果商船能准确抵达雷达指示海域， 那
将为接下来的打捞工作提供不少便利。
这艘船可以作为第一批打捞人员的基地，
而且直升机可以在船上起落。

另外，客机“黑匣子”将对空难原因调
查起到重要作用。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
报》报道，俗称“黑匣子”的飞行数据记录
仪可以提供包括飞行高度、速度、机舱内
氧气情况、是否有烟雾等大约1000个方面
的数据，也能显示飞行员如何操控飞机。

困难
只是， 以上三个步骤任何一项都并

不容易。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海洋学家

埃里克·范塞比耶提醒， 如果失联客机确
实坠入海中， 它的残骸可能出现在距离
飞机失事地点100公里以外的海域。

海事局应急反应部门主管扬说， 卫
星图像指示海域眼下气象条件一般， 能
见度较差， 水深数千米且水文条件糟糕，
可能对搜寻行动构成障碍。

法航失事客机调查组花费大约2年时
间才找到“黑匣子”，其间动用了核潜艇、
水下机器人，耗费资金超过5000万美元。

范塞比耶预测， 寻找马航失联客机
“黑匣子”同样不简单。他说，那片海域平
均海深4000米，最深处可达8000米。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疑似残骸确认进行时

■搜救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