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昨晨致电央视驻墨西哥

记者曹卿云，她告诉记者，地震发

生在当地时间 12 点多， 她当时正

在墨西哥政府大楼内办事，突然感

到一阵眩晕。 随后，大楼内的广播

迅速响起， 告诫大家不要慌张，按

照秩序离开大楼。所有人情绪都很

平静，没有出现混乱的情况。 目前

墨西哥政府正在组织人员前往震

中地区展开救助工作。

据曹卿云介绍，目前还没有此

次地震造成死亡的报告，只有小部

分简易房屋倒塌，并无大的财产损

失。 墨西哥地处地震带，历史上多

次发生地震，建筑结构抗震性比较

好，民众对于地震的防范意识都很

强。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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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震昨晨惊扰墨西哥

首都震感明显 11人受伤

约 1600座房屋受损 暂无中国公民伤亡

据美国媒体昨晨报道， 北京时

间 21 日 2 时 2 分（当地时间 2 0 日

1 2 时 2 分）， 墨西哥发生 7.8 级地

震， 包括首都墨西哥城在内的中部

和南部地区震感明显。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数据， 震中

位于墨西哥南部的格雷罗州奥梅特

佩克市以东大约 24 公里，震源深度

大约为 15 公里， 距首都 300 多公

里。 截至北京时间 21 日 6 时 25 分，

一共发生了 9 次余震。

据墨西哥媒体报道， 目前已有

11 人受伤， 大约 1600 座房屋受损，

60 座房屋倒塌。 墨西哥相关部门负

责人表示， 震区多为混凝土结构建

筑，因此没有出现大规模伤亡。

［强震来袭］

墨西哥城机场一度关闭

人行天桥倒塌

地震发生时，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建

筑物摇晃，市中心一些建筑物内天花板落

灰、窗户受损，大量居民涌向街头，手机信

号暂时中断，电力也一度中断。

一座人行天桥倒塌，砸中一辆小型客

车，没有伤亡报告。 孔德萨区一座楼房濒

临倒塌。

地震发生时，有两趟通往震区的列车

紧急停车。 墨西哥城机场一度关闭，墨西

哥国内的多趟航班停飞。 目前铁路需要时

间恢复，机场已经恢复运行。

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在个人

微博留言称，没有接到重大损失报告。 墨

西哥城市长埃布拉德表示，从他乘坐直升

机视察的情况来看，墨西哥城的建筑物没

有明显的损坏。

另据报道，美国白宫表示，正在墨西

哥旅游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大女儿玛丽

亚安然无恙。

［亲历者说］

“从屋子的一边

被晃到另一边”

在距震中较近的格雷罗州瓦华潘市，

旅店老板埃斯特拉达说， 旅店没有大损

坏，这是他经历的震感最强、持续最久的

一次地震。

一所学校的老师说， 地震发生时，靠

近门口的学生都跑了出去，而距离门口较

远的同学都迅速躲在桌子下面。 她说，地

震非常剧烈，而且持续时间很长。

地震发生后，墨西哥城内的很多人都

从房屋中跑出来， 聚集在独立广场上，不

少人不停地打电话联系自己的亲友。

据《纽约时报》报道，地震到来之前没

有任何预兆。 62岁的贝拉斯克斯站在一座

商场外，“我有些气闷， 一度感觉就要昏

倒”。

报道说，一些人由于受到惊吓，哭了

起来。 消防队员赶到后，开始检查危险建

筑，并安抚惊魂未定的人们。

从酒店跑出来的阿齐兹说，尽管房子

晃动得很厉害， 但他没有看到有房屋倾

斜，“地震发生时， 屋内的电话滑落到地

上，我从屋子的一边被晃到另一边。 ”

墨西哥历年大地震

1985 年 9 月 墨西哥

西南太平洋底发生 8.1 级地

震， 墨西哥城受损严重，近

万人死亡。

1995 年 墨西哥中部

沿岸发生 8.0 级地震， 造成

51 人死亡。

1999 年 墨西哥南部

瓦哈卡州发生 7.5 级地震，

至少造成 20 人丧生。

1999 年 6 月 墨西哥

中东部发生 6.7 级地震，共

17 人死亡，200 多人受伤，

几百座房屋损毁。

2010 年 4 月 墨西哥

下加利福尼亚州发生 7.2 级

地震，造成 2 人死亡、100 多

人受伤。

2011 年 12 月 墨西

哥南部格雷罗州发生 6.5 级

地震，造成 3 人死亡。

［全面防震］

震区房屋抗震结构好 避免大伤亡

震区阿卡普尔市负责保护灾民部门的

发言人表示，由于房屋的抗震结构好，另外

震区的高层建筑不多， 因此很多房屋没有

受损，人员也并没有太大伤亡。

1985 年， 墨西哥曾发生里氏 8.1 级强

烈地震，顷刻间夺走了近万人的生命。 那场

惨痛的大灾难至今仍令墨西哥人心有余

悸。 过去的近 30 年，墨西哥政府一直致力

于为本国居民建立地震预警系统、 改善房

屋质量。

墨西哥修改了相关建筑规范， 将墨西

哥城易受地震影响区域房屋的抗震能力从

地震前的里氏 7.5级调整至里氏 8.5级。 此

外， 政府还要求建在土质松软地基上的新

建筑物之间必须留有一定空间， 避免地震

发生时房屋互相碰撞而倒塌。

墨西哥城地震预警系统于 1991 年 8

月投入使用，向公众发布地震警报。 该系统

可以使墨西哥城 2000 万人口中的约 440

万人接收到警报信号。

［连线使馆］

尚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领事部工作人员

昨晨告诉记者， 使馆尚未收到中国公民伤

亡情况的报告。

据这名工作人员介绍， 地震发生地区

距离首都墨西哥城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

当地很少有华人生活。 墨西哥居住着约 7

万多华人， 主要聚集在首都墨西哥城周边

地区。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墨西哥国内

情况平稳， 使馆正在密切关注地震伤亡情

况，如有中国公民寻求帮助，可以拨打使馆

24小时值班电话：04455-54073017（在墨西

哥境内拨打），0052-155-54073017（从中国

拨打）。

［央视记者］

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政府大楼响起广播

3月 20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

哥城，警察聚集在地震中被毁坏的

桥梁和车辆旁。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

网消息， 墨西哥南部格雷罗州 20

日发生里氏 7.8 级地震，首

都墨西哥城震感明显。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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