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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地震活动进入高发期
中国大陆进入新的地震活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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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底，第23次日本－欧盟峰会将在东京举
行。日本共同社11日报道，日本提议在峰会后发
布一份涉及东海和南海局势的声明，意在向中国
施压。

共同社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
本建议，这份声明“强调需要……避免可能增加
东海和南海紧张局势的单边行动，包括使用武力
和胁迫”。

另一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声明内容还包括
“我们强调需要通过积极外交接触和遵守国际法
原则，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

根据报道，对于日本方面的建议，欧盟正在
征求28个成员国的意见。

记者查阅最近几次的日本－欧盟峰会声明
发现，峰会主要涉及经济议题，特别是如何推进
自贸协议谈判，较少涉及东海和南海局势，更没
有就此单独发表过声明。

因此，日本此次趁峰会之机向欧盟兜售涉东
海南海声明，显然想把这一议题纳入主要议程，
背后目的在于拉拢欧盟为其政策站台和背书，从
而在国际舞台上向中国施压。

媒体注意到，自去年以来，日本多次利用类
似的国际场合，兜售和强推涉及东海和南海问题
的声明。虽然这些声明没有明指中国，但日本的
意图却非常明显。

今年4月15日，在德国吕贝克举行的G7外
长会单独通过了一份关于海洋安全问题的声明，
涉及南海和东海局势。这在G7近40年历史上尚
属首次。

在G7成员国中，日本事实上是这份声明的
重要且唯一的推手，台前幕后做了大量工作。日
本外务省一名高级官员对共同社透露，在G7成
员国中，日本是“唯一一个来自亚洲的成员国”，
努力说服G7制定有关海洋安全问题的文件。

此外，有外交人士透露，将于今年6月在德国
举行的G7峰会上，日本政府可能还会继续推动
讨论南海和东海问题。

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是欧盟主要经济合作
伙伴。长期以来，欧盟从“做生意的角度”、“经济
的角度”出发，不愿看到东亚局势紧张而导致经
济市场不稳，损及欧盟在东亚地区的利益。因
此，对于这次日本试图利用欧盟施压中国的意
图，欧盟许多成员国很难接招。

张伟（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日本向欧盟
兜售涉东海南海声明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
吴晶晶、杨维汉）今年以来，我国大陆
地区发生5级以上地震9次；2014年，
我国发生了5次6级以上地震，1次7
级以上地震……公众普遍感觉近年来
我国地震频次很高。那么，我国地震
形势究竟如何？为何我国地震频发？
全球地震活动是否已进入活跃期？

我国平均每年4次强震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
主任蒋海昆表示，我国地震活动频
次高、强度大、分布广，这使得我国
始终面临着强烈地震的威胁。一是
频次高，中国大陆每年平均发生 20
次 5级以上、3.8次 6级以上及0.6次
7级以上地震。这意味着，平均来看
我国每年就可能遭受到 4次以上的
强烈地震袭击。二是强度大，2000
年以来全球共发生18次 8级以上地
震，绝大多数发生在海洋，而我国大

陆地区就发生过 2 次 8 级以上地
震。三是分布广，我国大陆有 30个
省份发生过 6 级以上地震，19 个省
份发生过 7 级以上地震，12 个省份
发生过8级以上地震。

“还需要指出的是，以往没有强
震记载的地方并不意味着以后就不
发生强震，例如青海和四川历史上
就没有发生 8 级地震的记载，但
2001 年青海发生了昆仑山口西 8.1
级地震，2008年四川发生了汶川8.0
级地震。这样的地震活动态势，使
得我国始终面临着强烈地震的威
胁。”蒋海昆说。

中国大陆三面“受挤”

地震频发与我国大陆区域构造运
动密不可分。据介绍，我国地处欧亚
板块东段，北面有稳定的蒙古地台阻
挡，西南部受印度板块向北东方向的
碰撞挤压，东部受到太平洋板块向西

偏北方向的俯冲推挤，处于三面“受
挤”的状态。印度板块向北东方向的
碰撞挤压强烈导致中国大陆西部直接
剧烈隆起，形成世界屋脊——青藏高
原，伴随有强烈的地震活动。受太平
洋板块俯冲的影响，我国东部的地震
活动也较强。

“这种与全球构造运动相关的长
时期地质变动历史形成的构造格局及
构造运动状态将始终存在，换言之，中
国大陆地区三面‘受挤’的状态将始终
存在。”蒋海昆说。

西南地区是我国地震灾害频发的
区域，去年不到半年时间发生了4次6
级以上地震。专家说，西南地区位于
印度板块推挤中国大陆的东部触角阿
萨姆区域附近，也位于我国南北地震
带中南部的川滇菱形构造块体及其边
缘区域，构造运动十分剧烈，地震活动
也十分频繁。类似去年的活动情况在
历史上也出现过，例如1973年、1976
年、1989年和1995年等。

未来还可能有7级以上地震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
长张晓东介绍，全球地震活动以2004
年12月26日苏门答腊9.0级地震为标
志，进入了地震活动的高发期，到目前
为止共发生8级以上地震15次，9级以
上地震2次，呈现了类似20世纪前半
叶全球大地震多发的状态。

“目前的研究表明，中国大陆及周边
地区7级以上地震活动同全球地震大震
活动有着准同步演化的特征，2008年以
来6年间共发生1次8级地震和4次7级
地震。这种现象已经表明，中国大陆进
入了新的地震活跃期。”张晓东说。

地震专家研究分析认为，目前的地震
活跃期还没有马上结束的迹象，未来几年
还有继续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可能，6级
以上强地震活动可能会比较频繁，地震活
动的主体区域位于南北地震带和新疆天
山地区，地震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你的房子够坚固能抗震么？如
何让建筑在地震中屹立不倒，从而
减少人员伤亡？记者专访了我国地
震与防灾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
士谢礼立。

震级相当的两次地震
遇难人数悬殊

2014 年 8 月发生的鲁甸地震为
6.5 级，2014 年 10 月景谷地震为 6.6
级。两者震级相当，释放的能量接
近。鲁甸地震中超过 600人遇难，而
景谷地震人员伤亡情况轻得多，震后
24小时，1人遇难。

“地震伤亡情况，不完全取决于震
级，还与人口密度，震源深浅，人员聚居
区与震中距离，地基和房屋质量等因素
密切相关。”谢礼立说。

鲁甸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65
人，属于人口稠密地区和国家级贫困
县。农村房屋老旧，砖混合结构、夯土墙
承重。而景谷人口密度为39人，当地木
结构民居抗震性较好。

“景谷木结构房子，倒下来不至于
压死人。鲁甸民居土坯结构质量大，惯
性力、地震力、破坏力与质量成正比，所
以造成较重伤亡。修建农村建筑一定
要做到地基好一点、屋盖轻一点、连接
牢一点。这样才能防止整体倒塌。”谢
礼立说。

六大环节
保证你的房子更抗震

地震中大部分人员伤亡是房屋倒塌
导致的。如何让房屋更结实更抗震？“严
格按抗震标准建造房屋，在地震中就没
有大问题。”谢礼立认为，应该从以下六
环节增强房屋抗震性。

首先是正确选择场地，避免把房屋建
在山坡、河谷等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和地基
不稳定的地区。二是正确的设计。三是
严格按照建筑图纸正确施工和监理，不允
许偷工减料。四是按照不同地区受地震
威胁的大小、频度对建筑物进行科学设
防。五是不能随意改变房屋用途或修改
结构格局如拆除承重墙。尤其不能私自
将住宅当仓库使用，盛放重物。第六正确
使用和维护房屋。

谢礼立认为，以上六点是一个整体，
缺少哪一点都会带来隐患。如果真正做
到以上六点，房屋在地震中的安全就有
保障。

花在房屋抗震上的钱，值！

“很多人担心抗震的房子要多花很
多钱。其实不然，以抗烈度为九度的地
震为例，抗震设计和施工的成本相当于
结构成本的15％到20％。这个钱不会
白花，不但能抵抗地震保护生命，还能够
使房屋寿命相应地延长30％以上。从
市场角度讲，抗震性能作为一种附加值，
也是房屋的卖点之一。”谢礼立说。

“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位于甘肃南部
的文县有两个村庄。汶川地震前，两村新
农村建设，政府每户补贴了五千元钱。汶
川特大地震来袭，周围房子倒了一大片，
而这两个村的房子不但没倒，甚至没发生
任何轻微的破坏。震前科学预防，把房子
建得更抗震要比震后救灾、救济或重建更
有价值，更重要。”谢礼立说，“这里面建设
者、投资者和政府监管部门要各司其职。”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综合新华社5月12日电 尼泊尔
12日再次发生强烈地震，截至北京时
间12日21时已造成36人死亡、逾千人
受伤。预计随着更多信息汇总，伤亡人
数可能进一步增加。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
12日 15时 5分，尼泊尔发生7.5级地
震。震中位于北纬27.8度，东经86.1
度，震源深度10千米。强震发生于当

地时间中午时分，随后又发生至少5次
较强余震。据了解，本次地震震中位于
尼泊尔北部山区辛杜帕尔乔克，而印度
北部、中国西藏等地有震感。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政务参赞程
霁12日表示，目前暂未收到有关此次
地震中方在尼人员伤亡的报告。

根据尼泊尔内政部公布的数字，当
天在尼北部山区辛杜帕尔乔克发生的

强震已造成36人死亡、1117人受伤。
当地媒体报道的死亡人数已达47人。

加德满都市中心公务员医院的医
生告诉新华社记者，这次强震后送来的
伤员已超过千人。

新的强震造成了通信不畅。尼泊
尔唯一的国际机场特里布文国际机场
也被迫关闭约一个半小时。

尼泊尔政府在地震后迅速召开紧

急内阁会议，总理柯伊拉腊呼吁公众携
手展开救援。

15时48分，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
正在西藏樟木镇施工的中国武警交通
救援大队吴爱军，他说，从樟木镇至友
谊桥口岸的道路出现数个塌方点，现已
中断。地震发生时，周围山体滚石不
断，从中尼边境友谊桥中国侧能看到尼
境内大量滚石和塌方涌入尼方立宾村。

16时03分，驻樟木镇留守指挥部
总指挥普琼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樟木镇
一些房屋再次被损毁，在樟木值守的公
安干警无伤亡，并已撤离至樟木镇医院
和樟木宾馆的空旷地带。

聂拉木边检站站长蒲方爱说，此次
地震震感非常强烈，全体官兵已及时转
移到安全地带，无人员伤亡，当前余震
不断。

你的房屋，
抗震吗？

全球每年发生多少地震？

地球上每年约发生500多万次地
震，也就是说，每天要发生上万次地
震。不过，它们之中绝大多数太小或离
我们太远，人们感觉不到。真正能对人
类造成严重危害的地震，全世界每年大约
有一二十次；能造成唐山、汶川这样特别
严重灾害的地震，每年约有一两次。

为什么同一个地震
不同机构说的震级不一样？

世界各国对地震震级的参数标准有
一定差异。当前，最基本的震级标度有4
种：地方性震级ML、体波震级（mb和
mB）、面波震级MS和矩震级MW。比如
尼泊尔地震我国测得8.1级是面波震级，
而美国测得7.9级是矩震级。

地震烈度与震级有什么不同？

地震烈度是衡量地震影响和破坏
程度的一把“尺子”。震级反映地震本
身的大小，只与地震释放的能量多少有
关；而烈度则反映的是地震的后果，一

次地震后不同地点烈度不同。因此，一
次地震只有一个震级，而烈度则各地不
同。一般而言，震中地区烈度最高，随
着震中距加大，烈度逐渐减小。

世界上有几个主要地震带？

世界上主要有三大地震带：
——环太平洋地震带，分布在太平

洋周围，包括南北美洲太平洋沿岸和从
阿留申群岛、堪察加半岛、日本列岛南
下至我国台湾省，再经菲律宾群岛转向
东南，直到新西兰。这里是全球分布最
广、地震最多的地震带，所释放的能量
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三。

——欧亚地震带，从地中海向东，
一支经中亚至喜马拉雅山，然后向南经
我国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
至印度尼西亚；另一支从中亚向东北延
伸，至堪察加，分布比较零散。

——海岭地震带，分布在太平洋、大
西洋、印度洋中的海岭地区（海底山脉）。

什么叫地震活动的周期性？

通过对历史地震和现今地震大量

资料的统计，发现地震活动在时间上的
分布是不均匀的：一段时间发生地震较
多，震级较大，称为地震活跃期；另一段
时间发生地震较少，震级较小，称为地
震活动平静期。每个活跃期均可能发
生多次7级以上地震，甚至8级左右的
巨大地震。地震活动周期可分为几百
年的长周期和几十年的短周期；不同地
震带活动周期也不尽相同。

地震能预报吗？

地震预报是世界公认的科学难题，
在国内外都处于探索阶段，大约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开始进行研究。

但是实践表明，目前所观测到的各
种可能与地震有关的现象，都呈现出极
大的不确定性；所作出的预报，特别是
短临预报，主要是经验性的。

地震预报由谁发布？

我国政府于1998年发布了《地震预
报管理条例》，明确指出，地震预报只能由
各级政府发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发
布地震预报。

这些地震知识你知道吗？

尼尼泊泊尔尔再再发发77..55级地震级地震
已造成千余人伤亡，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我国西藏樟木镇一些房屋损毁

日本和美国宣布，自2017年起，美军将在位
于东京都福生市等地的横田基地部署新型运输机
CV－22型“鱼鹰”。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12
日在记者会上正式宣布这一决定。美国国防部也
于当地时间11日宣布这一消息。这将是“鱼鹰”
首次部署在美军普天间基地以外的日本本土，预
计将遭到当地民众反对。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2017年下半年先在
横田基地部署3架CV－22型“鱼鹰”，到2021年
最终将达到10架。

现阶段，美军在位于日本冲绳县宜野湾市的
普天间基地部署有24架海军陆战队用的MV－
22型“鱼鹰”运输机。

共同社报道，美军最初考虑把CV－22型部
署在冲绳县的嘉手纳美军基地。但鉴于已在普天
间基地有所部署，且美军正打算把普天间基地搬
迁至冲绳县名护市的边野古，为避免给冲绳造成
更大负担，从而决定把“鱼鹰”部署至横田基地。

美军横田基地占据东京都福生市、立川市、昭
岛市、武藏村山市以及瑞穗町的部分地区，面积大
约7.3平方公里，是驻日美军司令部所在地，也是
冲绳以外美军在日最大空军基地。

日本媒体报道，因担忧“鱼鹰”的安全性等，这
一部署计划预计将遭到横田基地周边民众的抵制
和反对。

另外，日本政府先前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采
购17架“鱼鹰”，主要用于加强在偏远岛屿的防卫
能力。 李良勇（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驻日美军首次
在冲绳外部署“鱼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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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我国消防官兵在抗震救
灾卫生应急实战演练现场对坍塌区域
进行破拆。 新华社发

5月12日，在尼泊尔加德
满都，人们在地震发生后彼此
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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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金边 5月 12日专电 （记者薛磊
李弘）柬埔寨名胜吴哥古迹管理机构日前确认，3
名外国人因在吴哥古迹内拍裸照而被警察当场
逮捕。

管理机构发言人昭孙凯雅说，这3名游客分
别是一名荷兰女子、一名意大利男子和一名阿根
廷男子。他们10日下午在吴哥古迹内的塔布隆
古寺拍摄裸照时，被寺庙里的警察当场逮捕。

这是今年以来在吴哥古迹内发生的第三起
外国游客因拍裸照被捕事件。今年早些时候，3
名法国男子和一对美国姐妹因此被捕并被驱逐
出境。

吴哥古迹内拍裸照

三名外国游客被逮捕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1日电（记者林小春）
美国航天局11日说，“黎明”号探测器发回的最新
照片初步揭开了谷神星上神秘亮斑的真相。

该机构当天发表声明说，5月3日和4日，“黎
明”号从距谷神星1.36万公里处拍摄的照片显
示，位于谷神星北半球的两个亮斑实际上是由多
个更小的亮点组成。

“黎明”号项目首席科学家克里斯·拉塞尔说：
“现在能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斑点的高亮度是由谷
神星表面高反射性物质反射太阳光造成的，而这
种反射性物质很可能是冰。”

谷神星神秘亮斑
很可能是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