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 20 日报道， 当天即日本大地

震发生后的第 9天，搜救人员在宫城县石卷市救出了两名

幸存者，两人均神志清醒。

据报道，两人发生地震时都在厨房，地震后靠吃冰箱

里的酸奶等食物度过了 9天时间。 获救后，老妇说自己没

有受伤，但其孙子体温偏低。

日本警察厅 20 日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 18 时，日本

大地震及海啸已造成 8277人死亡，另有 12722人失踪。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警察厅说，受福岛第一核电

站核泄漏事故影响，福岛县不少民众迁移到其他县。 目前

还有约 35.5万人在各地的 2100多个避难所生活。

日本大地震后，日本几大汽车生产商全部或部分关闭

了位于震区的工厂。虽然全面评估地震给日本汽车行业带

来的损失还为时尚早，但高盛预计，工厂关闭将令日本汽

车厂每天的损失高达 1.5亿美元。 其中丰田每天损失超过

7300万美元，本田、日产和铃木分别损失 2500万美元。

（综合新华社、《都市快报》、《北京晚报》等消息）

日本共同社 19日报道，福岛县有 67 人因福岛第一核

电站事故受到辐射，但辐射量不足以对健康造成影响。

此外， 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官员 19 日上午在记者

会上表示，核电站附近居民并非完全不能外出，但居民外

出时应尽量开车减少徒步， 穿着长袖衣服不要露出肌肤，

同时避免被雨水淋到。

日本国土地理院 19 日宣布，由于 11 日在日本东北部

海域发生的里氏 9级强震，位于震中西北部的宫城县牡鹿

半岛向震中所在的东南方向移动了约 5.3 米，同时下沉了

约 1.2米，这是日本有观测史以来最大的地壳变动记录。

日本文部科学省 19 日说，福岛县周边栃木、群马、新

潟、千叶、埼玉和东京的自来水检测出微量放射性碘，其中

栃木和群马的自来水同时测出放射性铯，但放射物质含量

没有超标。 厚生劳动省说，饮用这种含微量放射物质的自

来水不会威胁健康， 但如果放射物质含量超出规定标准，

民众应避免饮用。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 19 日说， 在福岛第一核

电站附近地区的牛奶和菠菜中检测出放射性物质超标，但

对人体健康不构成威胁。

枝野幸男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放射性物质超

标牛奶在福岛县内取样， 取样地点在福岛第一核电站 30

公里以外；超标菠菜从邻近的茨城县取样。 这些食品对人

体健康没有影响。

枝野幸男强调，目前仅在牛奶和菠菜中检测出放射性

物质超标，其他产品的检测正在进行中。

东京电力公司 20 日宣布，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工

作人员当天成功恢复 2 号机组的外部电力供应，这将

有助重启冷却系统，为“高烧不断”的反应堆进行有效

降温。

工作人员当天下午恢复了对 2 号机组的外部供

电。 东京电力公司表示，供电恢复后，工作人员将尝试

重启反应堆内的辐射监测系统、主控室的照明以及可

为反应堆堆芯和乏燃料池降温的冷却系统。

经多方努力， 核电站工作人员在 19 日将外部供

电电缆与 1号和 2号机组接通。 但由于许多仪器在海

啸中被海水浸泡，因此工作人员花费了一段时间进行

测试。

当天，除了恢复 2 号机组供电，日本自卫队及消

防队员还继续对 3号和 4号机组开展注水降温作业。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 20 日说， 福岛第一核电站 5

号机组反应堆内的温度降到了 100 摄氏度以下，已经

进入安全状态。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 当地时间 20 日 14

时 30分（北京时间 1 3 时 3 0 分）左右，5 号机组反应堆

的水温下降到了不足 100 摄氏度，进入安全的“低温

停止”状态。 另外，曾一度上升的该机组乏燃料池水

温，也在 14 时（北京时间 1 3 时）下降到 35.2 摄氏度，

与正常时的数值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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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电力公司 20 日下午宣布， 福岛第一核

电站 3 号机组反应堆内部压力暂时稳定，目前没有直

接从安全壳向外释放蒸汽的必要。

20 日早间，3 号机组反应堆安全壳内部压力持续

上升，东京电力公司曾表示，如果通过压力控制池减

压无效，将不得不采取直接释放蒸汽的手段，但这样

做会增加放射性物质泄漏的风险。 为此，核电站内部

修复电源和注水的工作已经中止，工作人员撤退。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网站报道，东京电力公司

于当地时间下午 3时 30分宣布，3 号机组反应堆目前

不需要直接向外释放蒸汽，该公司将密切关注反应堆

内部压力状态。

日本政府首次表态

福岛第一核电站最终将被废弃

18 日晚，东京电力公司（东电）常务董事小森明生泪

洒新闻发布会现场，首次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向

民众“谢罪”。

“引发这样的事故真是十分让人痛恨，我们向民众，尤

其是向福岛县居民表示深深的歉意。 ”小森哽咽着说。

结束新闻发布会后，小森失声痛哭，并提出将尽快就

赔偿问题表态。

另外，有关核电站的存废问题，小森说，不排除使用混

凝土封存反应堆、废弃第一核电站。 这是东电高层首次提

出“封堆”的办法。 但小森也强调，现阶段的最主要任务仍

是帮助反应堆降温。

日本防卫相北泽俊美 19 日晚说， 自卫队直升机

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上空测得，1 号至 4 号机组的表面

温度均低于 100℃，“温度低于灾害对策总部的预期，

我们在乏燃料池中确保了一定的水量”。北泽认为，注

水措施达到了一定效果，今后打算继续通过注水的方

式来冷却机组。

由于担心 5 号和 6 号机组内氢气积聚引发爆炸，

东电 19 日已分别在两个机组的厂房顶部钻了数个小

洞，为厂房开了“天窗”。

东电说，19 日上午 5 号机组冷却功能恢复，6 号

机组乏燃料水池冷却功能也于 19日晚恢复。

注水降温初显成效

核泄漏·进展

2号机组外部供电恢复

5 号机组进入安全状态

3号机组内部压力暂时稳定

核泄漏·表情

东电董事流泪“谢罪”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险情持续超过一周。不少核电专

家介绍，日本方面的应对选项不多，但现在用混凝土封存

反应堆为时过早，可能使状况恶化。

一些专家认为，贸然封堆有风险。 美国俄亥俄州方济

会大学核工程师亚历克斯·希赫说，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状

况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不同。 为防止放射物质泄漏，第一

核电站的反应堆外设有多个保护层，向反应堆倾倒大量混

凝土或其他材料可能破坏反应堆压力容器，致使更多放射

物质泄漏。

希赫曾在切尔诺贝利居住，长期研究切尔诺贝利核电

站事故。“直升机从高处向下倾倒数以吨计的材料会造成

一些破坏。 ”他说，“这也许是个糟糕的主意……我希望他

们三思。 ”

核泄漏·分析

现在“封堆”为时过早

核泄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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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中放射物未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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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媒体报道，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枝野幸男 20 日

表示，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受到破坏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最终

将被废弃。 这是日本政府首次表态。

枝野幸男说，福岛核电站不再合适重新启用。据悉，抢

修队为了降低反应堆温度而注入海水，对反应堆造成一定

程度腐蚀，导致重要部件失效，因此，关闭核设施是不可避

免的。

3 月 19 日， 日本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和保安院将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等级从 4级提高为 5级。这是

日本迄今最为严重的核泄漏事故。

核泄漏·表态

核电站最终将被废弃

核电站初步“退烧”

新华社马尼拉 3 月 20 日电（记者 刘鹏）菲律宾地

震监测机构 20日说， 菲北部巴布延群岛当天下午发生里

氏 6.4级地震。 目前尚无有关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据菲火山和地震研究院官方网站通报，这次地震震中

位于北纬 18.95度、东经 121.33度，震源深度 50公里。

东南亚群岛国家菲律宾坐落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

因地壳板块相互碰撞地震频发，火山活动也颇为活跃。

俄罗斯将组建空天防御部队

新华社莫斯科 3月 18日电（记者 耿锐斌）俄罗斯国

防部长阿纳托利·谢尔久科夫 18 日在莫斯科宣布，俄计划

在 2011年组建空天防御部队。

菲律宾北部发生里氏 6 . 4 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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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电力公司董事小森明生流泪“谢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