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从神秘失踪的MH370，到在乌克兰东
部冲突地区坠毁的MH17， 再到最近失事
的亚航QZ8501，2014年———

航空业历尽劫波
� � � � 2014年似乎是一个“航空灾难年”， 从神秘失踪的
MH370航班、到在乌克兰东部冲突地区坠毁的MH17航
班，再到最近失联的亚航QZ8501航班。重大航空事故频
发，加上离奇的情节和媒体放大效应，不禁会让许多人担
心，今年空难是不是有点太频繁了？航空旅行还安全吗？

并非航空史上最黑暗一年
有关航空安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并非近代航

空史上最黑暗的一年，而且全球航空依然安全。
据总部设在日内瓦的飞行事故档案局统计，2014年

是过去80多年来空难次数最少的一年。
飞行事故档案局统计，2014年全球已经发生111起空

难，其中包括失联的亚航客机，而上一次全球年度空难次数
只有111次还要追溯到1927年。

死亡人数情况严峻
虽然2014年空难次数不算高，但从死亡人数来看，情况

较为严峻。截至目前，今年已有1158人在各类空难中丧生。
根据飞行事故档案局的统计，如果失联亚航客机上

16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难以幸免，那么，今年空难致死人
数将增至1320人。2014年将成为2005年以来空难死亡
人数最多的一年。

按照航空安全网的统计，2013年共有265人在航空
事故中丧生，由此成为1945年以来最安全的航空年份。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近年来，全球航空安全记
录稳步提高，而这一大好趋势在2014年得到终结。

空难频发确实“奇怪”
回顾今年发生的空难，尤其是MH370和QZ8501航

班的离奇事件，确实让不少专家感到不解。毕竟，这两架
客机都装备有现代化的航空技术。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前负责人彼得·戈尔兹说：
“这很奇怪，并不常见……但我们还不知道真实情况。”

坐飞机依然安全
事实上，空难一旦发生，就会立即成为各路媒体关注

的头条， 这无意会放大空难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冲击。然
而，总体而言，乘坐飞机依然安全，每年空难死亡人数要
远远低于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

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说， 每年约有124万人死于道
路交通事故。而飞行事故档案局的统计显示，空难死亡人
数最高的年份是1972年，共有3346人死于空难。

根据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统计，2011年， 全球商业
航班次数已经增至3000万，乘坐飞机的旅客不断增加。

虽然2014年空难死亡人数创下近年来的新高，但戈
尔兹认为，同全球每年庞大的飞机乘客相比，这一数字所
占比例依然很低。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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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曾楚禹 肖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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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就亚洲航空公
司客机失事致电印尼总统佐科表示慰问。

习近平表示，惊悉亚洲航空公司印尼
分公司QZ8501航班 12月 28日在从印尼
泗水飞往新加坡途中坠毁，造成包括印尼
籍乘客在内的大量人员遇难。我谨代表中
国政府和人民，对贵国遭遇这起不幸事件
表示深切同情，对航班上所有遇难者表示
沉痛哀悼，对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客机残骸确认“现身”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中心 30日宣

布，搜救人员当天在中加里曼丹省附近海
域找到亚航失联客机的残骸并发现 6具
遇难者遗体，已经捞起3具。

印尼国家搜救中心当天举行新闻发
布会，宣布上午10时许至下午1时50分之
间在搜寻海域发现客机紧急逃生舱门等
物品及遇难者遗体。按印尼空军指挥官阿
古斯·德维·普特兰托的说法，发现残骸的
地点在中加里曼丹省庞卡兰布翁镇西南
大约105海里处，位于亚航客机与空中交
通控制塔台失去联系时的方位坐标偏东
南10公里处。

与印尼国家搜救中心提供的遗体数
字不同， 印尼海军发言人马纳汉·西莫朗
基尔30日晚些时候说， 一艘印尼军舰已

经从发现漂浮物的海域打捞起40多具遗
体，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搜救因天气原因暂时中断
印度尼西亚搜救人员30日表示， 由于

天气原因，亚航QZ8501客机搜索打捞工作
暂告停顿，待情况允许时将再度展开。

印尼国家搜救中心负责人亨利·班
邦·苏利斯提约说， 由于坠机海域天气条
件不佳，海浪高达2到3米，搜索行动短暂
中断。“一旦海浪高度下降，我们将借助船
上灯光继续搜索和打捞工作。”

寻找“黑匣子”成重中之重
按照程序，在找到残骸后，这起空难

的调查工作将随即启动。 除客机残骸外，
找到记录飞机最后时刻细节信息的“黑匣

子”将成为下一步搜寻工作的重中之重。
除黑匣子外，调查人员还需借助空难

发生时的天气云图、客机制造和保养记录
以及飞机起飞前和起飞过程中的地面数
据记录等“事实性信息”来综合分析事故
原因。航空专家先前认为，恶劣天气很可
能是导致亚航客机失事的罪魁祸首。

此外，调查人员还会对可能影响飞行
安全的人为因素展开调查，包括机组人员
和乘客的表现、背景以及航空公司管理层
一些可能引发飞行故障的决策等。客机坠
毁地点的图片和视频也将成为调查重要
的信息来源。通常情况下，空难调查将持
续数月甚至数年。

亚航客机再遭“惊魂”
亚洲航空公司旗下两架客机30日分

别在菲律宾和泰国发生冲出跑道事故和
返航事件，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菲律宾民航管理局官员 30日说，亚
航—飞龙航空公司一架从菲首都马尼拉
飞往菲中部城市卡利博的客机当天傍晚
在卡利博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事故
未造成人员伤亡。 这架空客A320客机载
有153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

另据 《曼谷邮报》30日报道， 亚航
FD3254航班当天上午从曼谷廊曼机场飞
往泰国东北部孔敬府，起飞不久即返航回
到廊曼机场。亚航泰国公司官员塔萨蓬表
示，返航原因是飞行员听到行李区发出异
响，因此决定返航进行安全检查。

报道说，经过检查，这架A320飞机被
认定没有故障， 约一小时后重新起飞，随
后安全抵达孔敬机场。 （综合新华社电）

亚航失联客机残骸确认“现身”，多具遗体打捞出水

习近平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 � � � 12月30日， 一架执行亚航失联航班搜救工作的印尼空军直升机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停靠。 新华社发

� � � � 12月30日， 失联客机乘客家属祈祷。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