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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枪击丧子之殇

米切尔·德沃特和梅丽莎·威利未曾
谋面， 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德沃特是
佛罗里达州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人， 威利
则是来自马里兰州南部小镇的家庭主
妇 。 然而一件事让他们的命运发生交
错 ： 他们的孩子都在校园枪击案中死
去， 如今他们已经成为能分享彼此痛苦
与悲伤的朋友。 事实上， 校园枪击案引
发的丧子之殇在全美弥漫， 无数父母正
承受着枪支暴力所带来的痛苦。 对于他
们， 生活还将继续， 但这场灾难带来的
痛苦难以磨灭。

G20峰会，领导人专机成了焦点话题
每逢重要国际会议 ， 除会议本

身外 ， 各国领导人的专机 、 专车也

会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 今年的

G20 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也不例外。

会议还未开始，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专

机就出现了故障， 只得半路返回德国

迫降， 最后换乘德国空军专机前往马

德里， 再转乘民航班机前往阿根廷，

一番折腾导致她错过了 G20 峰会的

开幕式。

与此同时， ”于当时即将卸任的

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来说， 与他

同时 “卸任 ” 的还有他的总统专

机———一架波音 787-8 “梦想客机”，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德国总理经历小小空
中惊魂

11 月 29 日晚， 默克尔与德国政

府代表团成员走上空客 A340 政府专

机， 准备从柏林出发前往布宜诺斯艾

利斯参加 G20 峰会 。 没想到起飞大

约一个小时后， 专机在荷兰上空突然

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 在那一刻 ， 德

国相关部门或许已经把心脏提到了

嗓子眼 。 好在机长通过海事卫星电

话， 及时与地面取得联系， 并随后通

知默克尔和代表团中断飞行， 返回波

恩机场。

折腾了一晚后， 默克尔于 11 月

30 日上午搭乘德国空军的专机 ， 首

先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并在马德

里换乘西班牙航空的民航班机前往阿

根廷首都。 有同机的乘客在该航班的

商务舱里拍到了默克尔的照片， 这张

照片也燃爆社交网络。 另据德国媒体

报道， 28 岁的阿根廷小伙阿古斯丁·

阿圭罗正好是默克尔的邻座。 当时他

坐在商务舱， 在距离起飞前 10 分钟，

默克尔突然坐到他身边， 随后德国财

政部长肖尔茨及其助手和保镖也进入

商务舱。 据阿圭罗回忆， 默克尔看上

去十分放松， 长达 13 个小时的旅途

中， 她喝酸奶、 阅读、 小睡。 降落前

一小时左右， 默克尔前往驾驶舱， 与

机长合影。 本来， 默克尔的丈夫阿希

姆·绍尔也要随团参加峰会， 但由于

这一波折， 他最终取消了布宜诺斯艾

利斯之行。

以严谨著称的德国， 政府专机居

然出现了故障， 让人大吃一惊。 在德

国执政党即将举行党首选举之时， 这

样的故障似乎又隐藏了一丝阴谋论的

味道。 不过， 就目前信息披露来看，

故障并非人为破坏所致。

据 《明镜》 周刊报道， 由于专机

的通信系统 “大范围” 故障， 导致了

默克尔的空中惊魂。 默克尔在波恩也

”媒体表示： “那是严重故障。 幸运

的是， 我们有优秀的机组人员和最有

经验的飞行员。” 随后， 德国空军的

初步调查也显示， 可能是飞机通信系

统的配电箱出了故障， 好在卫星电话

连在了另一个配电箱上， 因此机长能

及时与地面取得联系。 调查也排除了

人为破坏的可能。 不过， 众所周知，

为了飞行安全， 一般民航客机都有冗

余设计， 这种通信系统 “大范围” 故

障十分罕见， 更不要说政府专机了。

默克尔的这次空中惊魂， 多少有一些

诡异。

墨西哥新总统卖专机
遭质疑

从 G20 峰会回来， 培尼亚·涅托

就把墨西哥总统职位交给了洛佩斯·

奥夫拉多尔 。 12 月 1 日 ， 洛佩斯正

式就任总统一职。 与此同时， 为涅托

服务的总统专机也将被新总统卖掉。

据报道， 这架飞机于 12 月 3 日离开

墨西哥飞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预期

在那里出售。

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 ，

墨西哥的总统专机是一架波音 787-8

“梦想客机”， 由该国前总统卡尔德隆

于 2012 年以 2.18 亿美元的价格定

制， 2016 年交付。

为何这架几乎全新且造价高昂的

总统专机要被卖掉？ 原来洛佩斯在竞

选时就打出了节俭的口号， 并多次表

示要卖掉总统专机。 他还表示， 专机

卖掉后， 他出行或出访就将乘坐民航

班机或走陆路。

然而， 他的这一想法很快就遇到

挫折， 并遭到了民众的质疑。 据美联

社报道， 今年 9 月 20 日， 洛佩斯结

束”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的访问后，

准备乘坐民航班机返回墨西哥城。 由

于墨西哥城下大雨， 飞机在机场延误

了四个小时。 有乘客拍摄了他在飞机

上等待时的一段讲话。 他表示： “我

不会再登上总统专机 。 我会感到羞

耻， （因为） 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的

国家却拥有这么豪华的专机。” 然而，

民众”于他的这番讲话并不买账。 据

BBC 报道 ， 墨西哥城市民阿吉拉尔

认为， 既然政府已经花费巨资买了总

统专机， 就应该充分利用。 一国总统

遭遇飞机延误而滞留机场， “这很不

正常”。 另一位市民米兰达也有类似

的担心： 要是总统去参加国际会议时

发生延误了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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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印度》 12 月 3 日

发力中的印度

11 月 19 日 ， 印度总理莫迪在一
场聚集了内阁部长、 外交官、 行业领导
者的高级别会议上发表演讲表示， 政府
将致力于将印度经济规模扩大一倍， 至
5 万亿美元， 努力使印度进入世界银行
营商环境排名前 50。 为此莫迪表示 ，

政府正与各州不断磋商， 以简化并加快
经商审批程序。

《纽约客》 12 月 10 日

一张跨越 26 年的封面

本期封面由艺术家爱德华·格雷26

年前提交至《纽约客》。 1992年，新编辑
蒂娜·布朗想为该杂志注入活力。她认为
格雷的幽默与风格十分适合 《纽约客》，

然而当时格雷尚未为《纽约客》创作过封
面。格雷发给布朗两张画作，其中一张作
为1992年12月21日的封面发表， 另外
一张在26年后的今天终于问世。

50 英镑

每逢圣诞节， 英国的家长们难

免为给孩子的老师送礼发愁。 英国

一所私立女校明确告诉家长， 今年

圣诞节给每位教师的礼物价值限制

在 50 英镑。 做出上述决定的圣海

伦和圣凯瑟琳学校位于牛津郡阿宾

登 ， 是英国一所知名私立女校 。

《泰晤士报 》 4 日援引学校财务主

管戴维·埃利的话报道， 学校是公

益机构 ， 因此有必要在这些方面

“严加管理”。

1.2 万人

德国制药和农用化学品巨头拜

耳公司宣布将大幅裁员， 出售旗下

部分品牌 。 全球 11.8 万员工到

2021 年底将裁减 1.2 万人。 其中 ，

拜耳作物科学部门将裁减超过

4000 个工作岗位 。 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 (CNN) 称， 这是受拜耳今

年早些时候实现收购美国同行孟山

都公司的影响。

一周封面

一周数字

”于绝大多数人，“领导人专机”

永远是只闻其名而难窥其实的神秘存

在。除了拥有独特的用途和地位，它们

还往往是被赋予国家地位和领导人权

力的象征。 无论是在好莱坞大片中频

繁上镜的美国总统专机 “空军一号”，

还是常被拿来与之比较的俄罗斯总统

专机 “伊尔-96”，都像 “超级明星 ”那

样声名远播。 不过并非所有的领导人

专机都这般博人眼球。

未来 “空军一号 ”竟是
“二手机”，上家还是俄罗斯

“空军一号”只是无线电代号，并

不等同于任何一架特定的飞机。 只要

是隶属于美国空军的飞机， 无论哪一

架，从总统登上它起便升级为“空军一

号”。目前美国总统最常用的专机是两

架订购于1986年的波音747-2G4B民

航机，于1990年交付服役。

除了尾号不同，这两架“姊妹机”

在外观上几乎一模一样：机身以蓝、浅

蓝、白三色为主，印有偌大的“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字样；机尾部

分喷绘星条旗； 机翼上是美国空军的

标记和缩写； 前舱门的右下方还有一

处巨大的美国总统徽章。通常情况下，

这两架飞机都“如影随形”，总统可随

时换乘备用的副机继续旅程。

相比低调的外观，“空军一号”的内

部构造要奢华得多。 作为名副其实的

“空中白宫”，专机奉行“总统在地面能

做什么，在空中也能做”的原则，在近

400平方米的空间内配备了总统套房、

大会议室、厨房、餐厅甚至医疗中心。

不仅如此，“空军一号” 还具备担

任临时三军指挥中心的功能，堪称“空中

五角大楼”。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曾经披

露，“空军一号”共配置了87条电话线、10

台高级电脑和57架各类天线， 并配备有

一套定向武器系统和空”空、 空”地功

能的脉冲频率无线电通信设备。 前者可

以确定来袭导弹的方位， 并发射激光或

红外线光束，破坏导弹的制导系统，后者

则可在飞机受到核爆炸影响或外来电波

干扰时， 保证机上人员的安全和通信设

备的正常运转。

波音747-2G4B民航机的设计使用

寿命为20年。作为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的飞行记录远远达不到上述标准， 但它

毕竟已服役近30年， 因此早在2015年8

月， 美国空军就宣布将采用波音747-8

型客机取代现有的“空军一号”。 两年之

后当采购协议终于达成时， 人们发现未

来的总统专机竟然是“二手货”，更有意

思的是，上家居然还是“宿敌”俄罗斯。

《镜报》曾报道称，特朗普使用的专

机造价高达10亿美元， 那么未来升级版

的“空军一号”又价值几许呢？ 虽然空军

以相”低廉的价格获得了这两架飞机，

但平台采购成本与后续改装费用相比实

在是凤毛麟角。 根据美国空军此前公布

的信息，每架“空军一号”的合同价值接

近20亿美元， 波音公司将在2019年完成

设计并开始改装，预计2024年投入使用。

“伊尔-96”机上洗手间
改造耗资7.5万美元

各国领导人专机中， 能在软硬件方

面与“空军一号”一决高下的只有俄罗斯

总统普京的座驾———“伊尔-96”了。

“伊尔-96”是首架俄产宽体远程飞

机，苏联解体后，它一度被赋予“与波音

747竞争”的使命。然而，尽管拥有易于操

控等优势，“伊尔-96” 还是在与西方”

手的较量中以失败告终。时至今日，古巴

航空公司成为全球唯一使用该机型从事

商业运营的公司 。 即便在俄罗斯 ，“伊

尔-96”也不再用于运送普通旅客，而是

由八架该型号飞机组成的特别航空中队

专门用于运送政府高级官员，包括普京。

一直以来， 俄罗斯官方都”总统专

机保持低调，直至2016年10月，它才在俄

国家电视台的镜头前首度曝光。 视频资

料显示，“伊尔-96” 除了为总统规划有

卧室和办公室，还配备了浴室、淋浴间和

休息区。 为了让爱运动的普京在空中也

能活动， 专机还辟出了一条又长又宽的

走道， 以及一间配有多种运动器械的健

身房。 负责”“伊尔-96”进行改造的沃

罗涅日飞机制造股份公司曾经透露，仅

洗手间的改造成本就高达7.5万美元。

俄罗斯总统专机， 绝非徒有其表。

“伊尔-96”的办公室内配备了全套最先

进的通讯设备， 可以实现与地面的无障

碍沟通，并且防止窃听拦截，非常时期甚

至可以在空中指挥作战。同时，专机还装

备了最新的 “警报器-3”全向报警自卫

装置， 可以在遭遇敌方拦截时第一时间

提醒机组人员采取防护措施。

停止生产多年，身为总统专机的“伊

尔-96” 或将迎来新生。 2008年与2013

年，俄罗斯先后发生两起波音737客机的

空难， 由此导致俄罗斯洲际航空委员会

在2015年底宣布暂停国内所有该机型的

飞行许可证。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伊柳

申航空集团宣布计划恢复被认为 “更加

安全”的“伊尔-96”型飞机的量产。

嫌丢人，萨科齐升级专机
遭狠批

并非所有的领导人专机都像 “空军

一号”和“伊尔-96”那般博人眼球，不

过抛开技术性硬件不谈， 一些小国领

导人的专机在内饰的奢华程度上却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富有的小国文莱，其

苏丹哈吉·哈桑纳尔·博尔亚基拥有包

括波音767和波音747在内的二十余架

私人飞机， 它们中的部分可谓金碧辉

煌，从安全带扣到水龙头，机上几乎所

有金属制品都被镀上真金。 沙特国王

萨勒曼·本·阿卜杜勒的专机甚至自带

电动扶梯。

事实上， 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专

机还是相”“低调”，出于成本和安全

的双重考虑，“一机多用” 或 “客机专

用”的模式相当普遍。

英国和日本是 “一机多用” 的典

型。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乘坐的专机由

一架空客330改装而成，归英国皇室所

有， 除了用作皇室成员和首相专机以

外， 还需要执行英国空军的空中加油

任务。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乘坐的是一

架波音747客机，1987年日本 “政府专

用机”采购预案获批后，两架波音747

客机于1991年交付日本并移交给航空

自卫队管理。

并非所有乘坐“经济型”专机的领

导人都心甘情愿地成为“空军一号”和

“伊尔-96”的陪衬。 2009年，时任法国

总统萨科齐赴匹兹堡出席G20峰会

时，发现自己的专机空客A319竟是各

国领导人专机中最寒酸的。 萨科齐于

是下令法国工程师们为其打造一款超

现代化的空中座驾， 新专机计划容纳

60多名乘客， 还为第一夫人布吕尼安

置一间宽敞舒适的浴室。 最终购买和

改装新专机让法国政府耗费了1.5亿

欧元， 而萨科齐本人也被批评人士视

为“不顾预算费用限制，只为满足一己

私欲”，在法国国内饱受批评。

提到一国领导人的“座驾”，除了

专机外，专车应是最受关注的。尤其是

财大气粗的美国，每次总统出访，都提

前将专车“陆军一号”运到出访地，这

一举动也吸引无数媒体和民众的关

注。那么，一国领导人的专车与普通汽

车有什么不同？ 领导人一般是如何选

择自己的座驾呢？

美国总统专车武装到牙齿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座驾 “陆军一

号 ”又被称作 “凯迪拉克一号 ”，绰号

“野兽”。 “陆军一号”价值150万美元，

全长5.49米，整个车体由高强度钢、铝

合金、钛合金和陶瓷等材料构成，非常

结实， 其防护性能甚至能与装甲车一

较高下。“陆军一号”车门厚达20厘米，

底盘12.7厘米厚，玻璃7.6厘米厚，可以

抵御一般枪械甚至火箭弹的袭击；车

胎使用具有防弹性能的凯芙拉材料，

胎内拥有特殊的钢圈， 因此即使爆胎

也能快速驶离袭击现场。 此外，“陆军

一号”的车身是“全封闭”的，可以防住化

学武器的攻击。

除了强悍的防护性能外 ，“陆军一

号”还是一座移动指挥中心，车上搭载必

备的通讯设备。后备厢里有氧气瓶、救火

设备，甚至还有和总统配型的血液制品。

如此强悍的配备， 无怪乎用于 “野

兽”的绰号。 总统专车武装到了牙齿，也

与美国总统是一项“高危”职业有关。 美

国建国200多年，已有四位总统在任上遇

刺身亡。

肯尼迪的这辆敞篷专车代号 “X-

100”， 是由林肯Continental型轿车改装

而来。该车的外观设计线条简洁，给人年

轻活力的感觉，与肯尼迪十分匹配。肯尼

迪遇刺后，“X-100”并没有退役，而是加

装了顶篷，强化了防弹装置，此后继续服

役了13年。现在，这辆车在密歇根州的亨

利·福特博物馆展出。

大多为展示本国汽车工业水平

今年5月7日， 普京第四次就任俄罗

斯总统时， 一改前三次就任时乘坐的总

统专车奔驰S-600， 而是改乘俄罗斯国

产轿车Kortezh，并在摩托车队护卫下驶

向总统宣誓就职仪式场地。 据俄罗斯卫

星通讯社报道，普京新座驾Kortezh的车

身颜色为传统的“总统黑”，采用大型进

气格栅和方形前大灯， 车牌两侧闪着蓝

色灯光。作为总统专车，该车的防护性也

达到了装甲车级别， 能抵御一般枪弹或

小型火箭弹的袭击。

据报道，Kortezh的出现意味着自苏

联解体后俄罗斯首次拥有了国产总统专

车。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领

导人一直乘坐“吉尔”牌国产车。 苏联解

体后， 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把座驾替

换成奔驰S系列，普京前三次和梅德韦杰

夫的总统任期内，奔驰S系列都是总统座

驾。 2012年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后就表

示，希望能坐上国产车。

Kortezh由俄中央汽车和发动机科

学研究院与一家俄罗斯汽车企业于2012

年开始联合开发， 保时捷公司参与了发

动机研发。 未来，Kortezh将推出民用版

本，预计售价9.5万至11.3万美元。

除普京孜孜以求国产专车外， 西方

主要工业强国领导人的座驾， 基本都是

本国产的。比如，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座驾

是DS7 CROSSBACK，DS是标致雪铁

龙旗下的高端品牌。 这辆车代表了法

国汽车工业的顶级水准， 配备了能根

据路面类型自动进行调节的智能悬挂

系统等。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专车是由

奥迪A8L改装而来。 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的座驾为一辆经过改装的丰田皇冠

混合动力版， 体现了日本汽车工业在

混合动力方面的成就。

前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的座驾

是一辆霍顿“政治家”，车身总长5.2米，

拥有宽大的车身和拉长的车头车尾。

不过， 去年霍顿在澳大利亚的最后一

家工厂已经关闭， 未来澳大利亚或许

已不再能提供国产的领导人专车了。

荷兰首相马克·吕特有一辆最平

民的专车———Gazelle牌自行车。 荷兰

民众经常能见到他骑自行车上下班。

吕特表示， 骑车上下班的原因大概有

三点，一是他喜欢骑车，骑车也可以锻

炼身体；二是在这个车来车往的时代，

他想将荷兰的这种自行车习俗一直传

承下去；三则是自行车相当环保。有意

思的是， 这辆Gazelle牌自行车并不属

于首相个人，而是属于政府的车队。

■本报记者 陆益峰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灵柩也是由 “空军一号” 从休斯敦运送至华盛顿。 视觉中国

■本报记者 陆纾文

■本报记者 陆益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