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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要变“拖欧”吗？

美大反转停飞波音737�MAX型号客机的背后

委政府宣布全国范围内复工复课

新研究称饮食与痴呆症不相关

英国议会下院定于14日就是
否推迟 “脱欧” 进行表决。 该机
构此前已于12日否决了英国政府
与欧盟达成的 “脱欧” 协议， 并
于13日投票反对 “无协议脱欧”。

现在距29日英国“脱欧”最后
期限已经不远。 在英国国内各派
难以达成有效共识的情况下，推
迟“脱欧”似乎成了一个较为稳妥
和安全的选项。但围绕如何推迟、
推迟多久， 相关各方仍在激烈博
弈，英国“脱欧”前景依旧不明。

首相向“疑欧派”发话

有观点认为，推迟“脱欧”期
限可能使英国“脱欧”由此一拖再
拖，“脱欧” 将可能演变成没有终
点的“拖欧”。

不过这并非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希望看到的。在前两个选项
已被否决的情况下， 她仍在为短
期内实现“脱欧”作出努力。

根据14日即将表决的推迟
“脱欧”动议案，如果议员们能在3
月20日前就 “脱欧” 方案达成妥
协，英国将把“脱欧”最后期限推
迟到6月30日，否则“脱欧”期限将
被延长更多。

这项政府动议案中提到的两

个时间节点十分关键。 分析人士
指出，如果议员们能在3月20日前
就“脱欧”方案达成妥协，特雷莎·
梅就可以赶在3月21日至22日召
开的欧盟春季峰会上正式提出
“脱欧”推迟的期限。 而将这一期
限定在6月30日， 则可以让英国
避开7月初开始举行的新一届欧
洲议会会议， 这就意味着英国不
必参加定于5月底举行的欧洲议
会选举。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
雷莎·梅13日晚向“疑欧派”议员
发话， 要求他们下周支持她和布
鲁塞尔达成的“脱欧”方案，否则
就将面临更长的“脱欧”延期。

分析人士指出， 更长的延期
意味着英国必须参加欧洲议会选
举，而这将使“脱欧”面临更多不
确定性，“脱欧” 的最终实现也很
可能变得遥遥无期，这显然是“疑
欧派”特别是“硬脱欧”支持者所
不愿看到的。特雷莎·梅的意图是
以这种前景逼迫“疑欧派”议员支
持政府的“脱欧”方案。

能否如愿尚难预料

然而 ， 特雷莎·梅的上述
策 略能否打破僵局仍然存在不

确定性。
在英国， “脱欧” 已成为一

个高度分裂的议题， 即便是反对
英国政府 “脱欧” 协议的议员们
也是诉求各不相同。 12日的议会
投票结果显示 ， 虽然反对特雷
莎·梅 “脱欧” 方案的议员人数
比1月进行的上次表决时有所下
降， 但依然比支持 “脱欧” 方案
的议员多出149人。

从欧盟方面看， 欧盟及其成
员国大体上对推迟 “脱欧” 持积
极态度， 但也要求英国进一步明
确 “脱欧” 的前景和选项。 欧盟
委员会13日表示， 虽然英国议会
投票反对 “无协议脱欧”， 但这
还不够， 需要找到英国议会所能
接受的一项协议。 爱尔兰总理利
奥·瓦拉德卡说， 欧盟想要知道
英国推迟 “脱欧” 的目的所在。

舆论普遍认为， 如果英国请
求推迟 “脱欧”， 欧盟方面原则
上不会反对， 但会在推迟时间、
目标以及下一步行动计划等方面
提出要求 。 对欧盟来说 ， 英国
“无协议脱欧” 固然是个糟糕的
情况， 但推迟 “脱欧” 也可能给
欧盟在法律和制度上造成一些不
易解决的障碍。

据新华社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声令
下 ， 美 国 13 日 宣 布 波 音 737
MAX系列客机停飞令 。 就在一
天前， 美国还拒绝国际社会的呼
声， 称其评估没有显示出涉事系
列客机有系统性性能问题， 因此
没有理由停飞。

美国联邦航空局13日要求美
国各航空公司运营的所有波音
737 MAX型号飞机暂时停飞 ，
并暂时禁止该型号系列飞机在美
国领土上运行。

根据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声
明， 停飞决定基于最新收集的证
据以及13日上午获得的 “经过最
新处理的卫星数据”。 但该机构
没有透露是哪些新证据促使其态
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变。

3月10日 ， 埃塞俄比亚航空
公司一架波音737-8客机 （属于
737 MAX系列 ） 失事 ， 这是继
去年10月29日印度尼西亚狮子航
空公司同型号客机失事坠海之
后， 波音737-8客机发生的第二
起空难事故。

美联 邦 航 空 局 局 长 迈 克

尔·韦尔塔12日在接受当地媒体
采访时指出， 卫星数据显示两架失
事客机的运动轨迹相似。 美国众
议院运输和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
彼得·德法齐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
表示， 两起空难“可怕的相似”，均
出现了“不寻常的爬升和俯冲”。

两起空难均发生在客机起飞
后不久。 去年狮航客机失事调查
报告显示， 客机上某个迎角传感
器出现故障， 在短短10分钟的飞
行过程中， 客机机头被危险地向
下推了20多次。 迎角是一个重要
的飞行参数， 飞机必须在一定的
迎角范围内飞行， 否则可能有失
速的风险。 迎角传感器是测量飞
机迎角的装置。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首席执
行官特沃尔德·加布雷马里亚姆
对媒体说， 该公司失事客机机长也
曾向空中交通控制人员报告遇到飞
行控制问题， 并希望返回机场。

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
道， 美国飞行员曾在一个联邦数
据库中至少5次就737-8客机提
出抱怨， 有两个飞行员称驾驶该

型客机时出现意想不到的俯冲情
形， 其中一人写道， 打开自动驾
驶模式后的2到3秒内客机会掉头
向下， 触发客机安全系统警告响
起 “不要下降、 不要下降”。 还
有飞行员抱怨联邦航空局和波音
处理问题的方式。

对于前几天美国拒绝停飞波
音客机， 美国 《消费者报告》 杂
志航空问题顾问比尔·麦吉评价
道， 联邦航空局想要讨好飞机制
造商， 该部门在飞行安全问题上
本该更加主动。

曾担任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
员会主席的詹姆斯·霍尔在 《纽
约时报》 上发表评论文章称， 问
题的根本原因是2005年美国联邦
航空局的监管方式发生重大变
化。 该机构不再提名和监管自己
“任命的适航代表”， 而允许波音
和其他制造商选择自家雇员来认
证飞机安全性。 为了给这一改革
正名， 该机构当时说从2006年到
2015年将给航空业节省大约250
亿美元， “这种行业自我认证是
令人担忧的举动”。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委内瑞拉新闻和
通信部长罗德里格斯13日晚在电
视讲话中宣布， 鉴于委绝大多数
地区供电和供水已恢复正常， 委
将自14日起全国范围复工， 15日
起学校复课。

罗德里格斯说， 目前委全国
电力系统已 “百分之百恢复 ”，
绝大部分地区自来水供应正常 ，
首都加拉加斯70%地区已恢复自
来水供应 。 他呼吁民众节约能
源， 以确保良好的电力保障。

委内瑞拉多地7日下午停电。
这是委近年来持续时间最长、 影

响地区最广的一次大范围停电。
委政府此前称， 造成本次停电的
原因是该国最重要的古里水电站
遭反对派蓄意破坏以及美国参与
针对委电力系统的 “网络攻击”。
委电力供应逾六成来自水力发
电， 其中绝大多数发电量由古里
水电站提供。

停电发生后， 委政府努力恢
复 电 力 供 应 。 在 此 期 间 ， 委
国家电力系统又遭遇多次攻击，
全国多地通信网络和供水受到影
响， 并导致委全国范围数次停工
停课。

日本研发“药片式”内服体温计
新华社电 日本东北大学研

究人员最新发明一种 “药片式”
内服体温计， 可随排泄物排出体
外， 已经在狗身上成功测试。

日本东北大学发布新闻公报
介绍，这种内服体温计直径约9毫
米，厚约7毫米，只有一片药片大
小， 内含温度感应器和微型集成
电路等，外表是树脂材料。它不使
用对人体有害的纽扣电池， 而是
利用胃酸接触电极发电并存储在
电容器中， 可每隔30分钟测量一
次体内温度并发送数据。

研究小组已在狗身上成功测
试了这种体温计， 接下来还将开
展人体适用性试验。

据介绍， 人安静时的体内温
度是重要的健康指标之一。 使用
一般体温计测量体表温度时误差
较大， 直肠测量比较准确但又不
便操作。 相比之下， 这种一次性
内服体温计容易操作， 有助及早
发现疾病。

研究小组表示， 他们将把这
种内服体温计的成本控制在100
日元 （约合6元人民币） 以下。

新华社电 打开门或邮箱 ，
发现一个装有几十或上百 欧 元
现 金 的 信 封 ， 你 会 怎 么 办 ？
西 班 牙 北 部 村 庄 比 利 亚 拉 米
耶尔多名村民近日就遇到这种
怪事。

法新社13日援引当地官员的
话报道， 比利亚拉米耶尔村大约
15人自6日起， 或在自家门底下，
或在邮箱里， 发现装有钞票的褐
色信封。 有的信封上写着收件人
姓名 、 地址和诸如 “一家之公

主” 之类的短语， 文末画有一颗
心。 村民们猜测是谁如此慷慨、
钱来自何处、 有何目的， 却摸不
着头脑。

当地人好奇， 那位匿名行善
者为何从村子800多名居民中选
择这些人。 收到信封的有和儿子
住在一起的寡妇、 子女年幼的夫
妇、 膝下无子的老两口等， 彼此
之间没有明显联系。 部分西班牙
报纸报道这件事， 为匿名者的善
行点赞。

西班牙神秘人给村民发钱

新华社电 一项国际研究发
现， 成年人到中年后的饮食质量
与痴呆症的发病风险不存在 必
然 关 系 ， 不 过 研 究 人 员 也 表
示 未来还需更深入分析来验证
相关结论。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13日发表
新闻公报说， 该校与法国卫生和
医学研究所领衔的团队对超过
8000名成年人的长期健康数据进
行了深入分析， 这些成年人平均
年龄50岁， 其中有300多人在数
据收集期内患上痴呆症。 在这期
间， 研究人员通过定期的饮食调
查问卷来收集相关数据， 健康的

饮食主要指每餐包括更多蔬菜、
水果、 全谷物等。

这一团队发表在新一期 《美
国医学会杂志 》 上的 论 文 说 ，
他们没有观察到这些人的饮食
质量与痴呆症风险有明显关联。
不过， 研究人员表示， 他们还是
发现饮食质量与死亡率存在一定
关系。

报告作者之一、 伦敦大学学
院的塞韦里娜·萨比亚说， 未来
还需更多研究来探讨饮食与其他
生活方式结合能否预防痴呆症，
或者饮食质量对痴呆症风险较高
人群是否会产生影响。

新华社电 厄瓜多尔总统莫
雷诺13日说 ， 由于南美洲 国 家
联 盟 已 不 具 备 推 进 地 区 一 体
化进程的能力， 厄瓜多尔正式退
出该联盟。

莫雷诺说， 厄瓜多尔从即日
起将不再参加南美洲国家联盟的
活动， 也不再向该组织提供任何
资助。 他认为该组织已蜕变成阻
碍地区一体化的 “政治平台”。

他表示， 南美洲国家联盟已
名存实亡， 秘书长一职空缺达2
年， 大量工作人员流失。 近一年
来， 超过半数成员国未参加任何

活动。
莫雷诺还要求南美洲国家联

盟归还设立在基多的总部大楼，
并提议将空置的建筑捐给厄瓜多
尔一所大学。

南美洲国家联盟于2008年5
月成立， 成员国包括阿根廷、 玻
利维亚 、 巴西 、 哥伦比亚 、 智
利 、 厄瓜多尔 、 圭亚那 、 巴拉
圭、 秘鲁、 苏里南、 乌拉圭和委
内瑞拉12个南美国家， 旨在建设
一个多方参与和地区公认的一体
化机制， 在文化、 社会、 经济和
政治上谋求联盟。

厄瓜多尔宣布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