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下面
这些地震常识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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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大约有一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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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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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

震预报的全面研究起步于1966年河北
邢台地震，经过4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
一定进展，曾经不同程度地预报过一些
破坏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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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家千
万不要听信谣传，一定要相信政府，相
信科学。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责任编辑 肖丽娟 李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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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玉树、芦山、鲁甸……一场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
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众志成城的救援重建让
灾区逐步获得新生。经验警示我们：人人提高安全意识，全
民参与防灾减灾，对灾害降临时减轻损失非常关键。

我国是自然灾害频发国家， 损失极其惨重。 数据显
示，中国是全球地震灾害最严重国家之一。上个世纪中国
大陆7级以上地震次数占全球大陆地震的1/3， 而地震造
成的人员死亡数量占了全球的1/2，全球死亡人数超过20
万人的7次地震，其中4次发生在中国。

经过一次次灾难考验， 如今我国的应急救援体系不
断健全，救灾效率不断提高，救灾能力大大提升。

不过，我国的应急救援体系仍存在薄弱环节，如城市
和城市群在防灾对策研究和应急准备方面的统一指挥、
信息共享、协同行动、联合保障等方面仍需加强。而除了
国家层面的组织指挥、应急保障以外，社会公众的参与程
度，同样需要进一步提高。

推动防灾减灾进课堂， 从中小学开始普及防灾减灾
知识，提升中小学生应对灾害的必要技能；加强常态化应
急演练和培训，提高群众应对灾害的反应速度，全面提升
群众应对灾害的能力，才能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尼泊尔再遇7.5级强震
●已致千余人伤亡 ●西藏多地有明显震感

综合新华社5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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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泊尔内政部12日说， 当天地震已造成36人死
亡，1117人受伤。预计随着更多信息汇总，伤亡人数
可能进一步增加。

记者在加德满都看到，建筑物在晃动，人们纷纷
冲到街上避险，到处是哭泣和惊呼声。地震停止几分
钟后，许多人在街上捂着胸口，惊魂未定。不少人忙
着打电话向亲朋好友报平安，但脸上的惊惧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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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边境受灾地区震感强烈， 西藏多地有明显震
感。 地震导致西藏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路段再次塌
方，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 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和印度
首都新德里也有明显震感。

据尼泊尔国家地震局测定，“4·25” 地震后已经
发生150多次余震，一些刚刚抢修过的道路和危房面
临再次受损的危险。 5月12日， 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救援人员在一处被地震损毁的建筑物旁准备展开搜救工作。

这些地震知识你知道吗

短评

防灾减灾重在全民参与

5月12日， 是汶川地震七周年纪念日， 北川群众和
从各地赶来的人们在北川老县城祭奠逝者， 寄托哀思。

寄
托
哀
思

5月12日是全国第七个防灾减灾日， 宁夏回族自治
区贺兰县举行大型抗震救灾卫生应急实战演练， 全县民
兵以及医疗、 卫生等部门的150余位工作人员和群众参
加了演练活动。

图为卫生救护人员在抗震救灾卫生应急实战演练现
场救助地震伤员。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未
雨
绸
缪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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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7周年之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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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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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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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正做到以上六点，房屋在地
震中的安全就有保障。

抓住六大环节
让房子更抗震

专家建议：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