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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地震烈度9級隱患大
汛期將至 地質災害風險加重

鍾勉表示，蘆山 「4．20」強烈地震造成了嚴重
損失，截至24日下午6點，全省累計有200多萬人受災
，196人遇難，21人失蹤，13484人受傷，其中雅安8
個縣有110萬人受災、176人遇難、19人失蹤、12030
人受傷（重傷995人）。經過幾天的緊張救援， 「目
前災區交通、通訊基本恢復，受傷群眾得到有效救治
，受災群眾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損毀嚴重經濟損失大
四川省在新聞發布會上提供的最新資料顯示，蘆

山 「4．20」強烈地震有五個特點。一是震級高。震
級里氏7.0級、烈度9度，屬於強烈地震，烈度6度以
上的區域涉及250個鄉鎮。二是波及面廣，造成雅安
等十多個市州、100餘個縣受災。三是餘震多。到二
十四日下午6點，累計發生餘震4228次，其中4級以上
25次。四是救援難。震中區域的幾個縣和地震重災的
鄉鎮都處於山區，震後主要道路中斷，之後多次滑坡
，救災工作的難度加大。五是地震災害隱患形勢非常
嚴峻。地震災區本來就是地質災害多發地區，加之地
震造成了山體破裂，目前又將進入汛期，地質災害防
治任務非常繁重。

鍾勉表示，災區房屋損毀嚴重，累計農村住房倒
塌18.63萬間、嚴重受損43萬間；城鎮住房倒塌6700多
間、嚴重受損8萬多間。基礎設施，包括公路、橋樑
、電力、通信、水電站、水庫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救援火速展開已救475人
鍾勉介紹，地震發生後四川省立即啟動了7級地

震應急預案和地震應急響應機制。震後1小時內，國
內專業救援力量都相繼出動，駐川部隊也緊急出動，
以最快速度趕到重災縣和重災鄉鎮，全力投入搶險救
援。震發當天共有救援隊伍166支、34759人進入災區。

「目前，已經累計從廢墟中救出475人，累計出
動醫護衛生人員12000多人，救治傷員24147人次，累
計住院治療6200多人，轉到省市醫院救治790多人。
」鍾勉說，地震後四川省迅速調集專業設備和隊伍，
打通災區生命通道。

重點防治地質災害
目前災區累計轉移安置29.5萬人，已調運到災區

救災帳篷6.9萬頂、棉被21.7萬床、衣物1.5萬件、摺疊
床1萬餘張、食品和飲用水2351噸。另外，四川省抗
災救災指揮部已決定在省、市、縣三級啟動實施地質
災害防治的應急預案，重災地雅安市全市範圍也啟動
了地質災害防治預案一級響應。災區把防範次生災害
作為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汶川災後建房經受考驗
此外，針對媒體提出的 「此次地震中為什麼會有

大量房屋損毀？汶川地震後，按8級抗震九度設防標
準設計施工重建的房屋為什麼出現了損毀？」的提問
，四川省住建廳的總規劃師邱建表示，從專家普查的
初步結果可以看出，（汶川）災後重建項目沒有一個
是全部塌下來的，所以說它的主體結構是好的，沒有
垮下來。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二十五日電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近日就蘆山地震災區次生地質
災害防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四川省委、
省政府和國土資源部等部門迅速行動，制
定並完善相關措施，切實做好地質災害防
範治理工作，全力保證災區群眾的生命財
產安全。

避免造成新傷亡
蘆山地震災區地形地貌十分複雜，屬

於地質災害多發地區，地震造成山體破裂
，加上餘震頻發，一旦連續下雨，極易發
生嚴重次生地質災害。汶川等國內外抗震
救災經驗表明，地震發生後，必須高度重
視防範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地質災
害。

4月22日，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

求四川省和有關部門在繼續全力做好人員
搜救、傷員救治、災民安置的同時，迅速
評估次生地質災害的破壞風險，特別要充
分考慮強震和降雨疊加導致次生地質災害
加劇的情況。要組織專門力量，認真排查
重點防範區域的災害隱患，詳細制定監測
預警、有效撤離和應急救援各種預案，盡
最大努力防範次生地質災害造成新的人員
傷亡和財產損失。

4月23日下午，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上強調，要千方百計
防止次生地質災害的發生。

他指出，我特別擔心的是，大震之後
餘震頻發，陰雨連綿，容易發生塌方、滾
石等次生地質災害，四川省和有關部門
要加強監測預警和應急防範，引導群眾安
全避險，避免造成新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
失。

排查出2375處隱患
4月23日當天，四川省 「4．20」蘆山

7.0級地震抗震救災指揮部召開會議，貫徹
落實習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強調要本對
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高度負責的態度，把防
範次生地質災害作為一項緊迫任務來抓，
加強餘震和氣象監測，加強地質災害隱患
點排查，加強群眾安全教育，確保受災群
眾安全安置。決定雅安市從4月23日20時
起啟動地質災害防治預案一級響應，通過
電視、廣播、報紙、網絡等各種媒體，向
社會和公眾公布重大地質災害隱患點。

截至24日18時，地震災區排查出地質
災害隱患點2375處。同時，對196個臨時
安置區及過渡安置點進行了地質災害危害
性評估工作，共覆核已建重大地質災害治
理工程247處。

習近平批示力防次生災害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5日下午舉行新聞
發布會，四川省常務副省長鍾勉和民政部
、中國地震局有關負責人介紹四川雅安蘆
山 「4．20」 強烈地震災情及抗震救災情況
。最新資料顯示，蘆山地震震級里氏7.0級
、烈度9度。震災區是地質災害多發地區，
山體破裂和汛期的來臨使地質災害防治任
務非常繁重。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二十五日電】

【本報訊】據新華網消息：有記者問到
「目前災區還有多少人存在飲用水困難？跟

進水源的尋找工作進展如何？」四川常務副
省長鍾勉指出，地震發生後災區的飲用水確
實出現了問題，那就是水廠受損，水管道受
到破壞，還有一些水源，比如水庫受到破壞
，確實使災區群眾的安全飲水受到了影響。
但是經過環保專家和水利專家的普查，地震
災區的飲用水、地表水、水質沒有受到污染
，水質是安全的。

道路阻斷礙物資發放
針對有人質疑災區物資分配存在歧視現

象，鍾勉指出，救災就是救人，因此凡是在
災區受災的人員都是救助的對象，人不分東
西南北，不分民族和國籍，只要在這個區域
內受災的群眾都是救助的對象。

蘆山強烈地震發生後，有災民在微博上
反映雖然有大批物資運抵，但是他們沒有在

第一時間領到，還有缺帳篷和缺食物的情況
。面對這樣的質疑，鍾勉回應說，有關部門
在地震發生後第一時間就向災區發出儲備物
資，但是由於道路阻斷等原因，在應急搶險
前三天發生這種情況確實是可能的。

蘆山汶川地震無關聯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二十五日電】此前

有專家認為今次蘆山地震與當年的汶川地震
存在聯繫。

中國地震局賑災應急救援司司長趙明表
示，汶川地震和蘆山地震都處在龍門山斷裂
帶上，整個龍門山長度約500多公里，汶川地
震破裂的長度大概是330公里，這次蘆山地震
破裂的長度不到40公里，這兩個地震之間的
餘震區相差了大概50公里，也就是說這兩個
地震是在同一個斷裂帶上發生的不同地震。大
多數專家目前持的態度是兩個孤立事件，當然
還需要專家們進一步研究。

【本報訊】據中新社消息： 「我在這兒幹了33年，還
從來沒碰到過這怪事兒。」50歲的楊明學端下巴，盯
剛從冰箱拿出的已被凍成一坨的死魚，百思不得其解。楊
明學是四川雅安天全縣思經鄉水廠的廠長，他養的這些金
魚並不是為了觀賞，而是用來測定水廠所取水質是否符合
飲用要求，這些魚也就被當地人俗稱為 「測毒金魚」。

「怪事兒」發生在蘆山地震後的第四天：23日晚8時
許，楊明學發現他所養的160條 「測毒金魚」幾乎全部 「
暴斃」，只剩下幾條半死不活的在池底掙扎。 「有問題！
」楊明學趕緊關閉了清水池的閘門，同時通知該鄉所有居
民不要飲用自來水。思經鄉政府也在第一時間向縣裡匯報
，並向衛生檢疫部門送去了死魚的樣本以供鑒定。

有人出現腹痛腹瀉
楊明學事後才知道，早在地震發生後的次日，思經鄉

便有人出現了腹痛、腹瀉等不適症狀。死魚事件傳開後，
很多居民猜測，這些不適症狀的幕後元兇很可能就是自來
水。思經鄉自來水水源的清水池已於23日晚關閉，全鄉居
民已全部改飲外界援助的瓶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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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下午國新辦召開的 「蘆山地
震」發布會上，中外記者窮追不捨的
諸多問題，正是近些日子縈繞在國民
心目中的主要疑惑──8級抗震標準的
房屋為何經受不住7級地震的損害？大
批物資運抵了為何還有一些災民缺水
少糧缺醫少藥？募集善款為何官冷民
熱、如何保證信息透明專款專用？經
由官員和專家的坦誠回應，疑問逐一
消除，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公眾在獲取
賑災權威信息上的情緒焦慮。

民眾監督政府改進工作
與之前發生的汶川地震、玉樹地

震相比，此次蘆山地震之後，群情激
昂的民眾在感念天災無情、緬懷逝者
不幸的巨大悲痛之餘，更多了一些冷
靜反思的聲音，不少網民就如何構建
更加完善的國家災害應急機制展開熱
烈討論。應該說，相當一部分 「輿論
倒逼」，匯聚了公眾的群體智慧和創
造活力，是民眾在幫助政府部門改進
工作、彌補過失，而不是在製造麻煩
或藉故刁難，是在 「補天」，而不是
「拆台」。凡此種種，無一不是中國

社會正能量的體現，也恰是我們建設
公民社會的寶貴資源。

某種意義上講，理性的質疑也是
齊心賑災的一部分。他們質疑腐敗、
鞭撻醜陋，其背後善良的動機，就是
為了讓同胞的生命少一些威脅，讓他
們的家園早一天在廢墟上重建。正是
這些探求和維護真理的 「打破沙鍋問
到底」，才促進了政府工作的逐步完
善。此次賑災過程中，救援工作的快
速高效、遇難者名單的透明公開，正
是一些顯而易見的進步。

但是，在諸多質疑聲音中，卻必
須過濾掉一些非理性的口誅筆伐。連

日來的網絡上，各種誅心之論和悲觀、懷疑情緒大行
其道，有些人懷抱習慣性對抗思維，將地震進行時當
作群體肆意泄憤的時機。圍繞誰沒有資格募集善款
、誰在假慈悲賺眼球等話題，紛紛痛批、嘲弄、逼問
，充滿討伐激情，卻忘記了大難當前，救人才是第
一要務，吹毛求疵的過分苛責，亂揮大棒的道德審
判，都有可能磨損了最寶貴的善意和真心。

日本記者鹽則英一曾對2011年日本海嘯發生
後，日本媒體放棄派系爭鬥，全力報道災情的表
現如此評論： 「地震後，大家像是都有了默契的氛
圍，也許是因為大家沒有時間去罵人了，
必須首先應對地震。」此時此刻，
我們同樣需要這樣一種理性自省的
力量。 時時評評

曼玲

本次地震5特點
1.震級高
震級里氏7.0級、烈度9度，屬於強烈地震
2.波及面廣
造成雅安等十多個市州、100餘個縣受災
3.餘震多
至24日下午6點，累計發生餘震4228次
4.救援難
重災區都處於山區，震後主要道路中斷，之後多次
滑坡，加大救災工作難度
5.地震災害隱患形勢非常嚴峻
災區本來就是地質災害多發地區，加之地震造成山
體破裂，目前又將進入汛期，地質災害防治任務非
常繁重

測毒金魚死亡
天全居民飲水堪憂川官：救災不存在歧視

震後第六天，
蘆山縣城開始全城
大消毒。震後蘆山
有相當長一段時間
斷電斷水，正常的
生活秩序一度被打
亂。救援人員、志
願者以及居民所產
生的大量垃圾得不
到及時處理，成了
引發傳染病和流行
病的隱患之一。圖
為4月25日，北京
市傳染病防控衛生
應急隊工作人員在
蘆山縣城區滅殺蚊
蠅。 新華社

蘆山縣城大消毒

救援數據
475人獲救
12000多名

醫護衛生人員出動
24147人次傷員獲救治
6200多人住院治療

790多人轉到
省市醫院救治

（截至24日下午6點）

▲蘆山屬地質災害多發地區，地震造成山體破裂，加上餘震頻發，一旦連續下雨，
極易發生嚴重次生地質災害 新華社

◀習近平強調
，要千方百計
防止次生地質
災害的發生

資料圖片

▲4月25日，國新辦就蘆山強烈地震災情及抗震救
災工作情況舉行新聞發布會，左為四川省常務副
省長鍾勉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