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尼遇強震 世盟總會長報平安
香港文匯報訊 世界自由民主

聯盟總會長、「立法院」前副院
長饒穎奇日前出訪尼泊爾，出席
由世盟籌錢所蓋的學校落成典
禮，原本打昨算昨晚搭機返台，
但午間機場關閉。歷經這場強
震，他受訪時報平安，但對於當
下搖晃厲害，仍餘悸猶存。
回想下午地震發生當時，饒穎

奇說，他們坐在車內，地震搖晃

得相當厲害，原本大家在車上處
變不驚，但馬路兩旁房子搖晃，
相當危險，他們趕緊全從車上跑
到車外，並且跑到空曠的地方避
難。後來，則是請司機把車子開
回旅館。
馬英九獲知後，立即透過「駐

印度代表處」轉達對尼國慰問，
並指示「行政院」與「外交部」
與尼國接洽，提供必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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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網站消息，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就尼泊爾當日發生
強烈地震向尼泊爾總統亞達夫致慰問電。

表沉痛哀悼 願提供救援
慰問電稱：「驚悉貴國發生強烈地震，
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我謹代表
中國政府和人民，並以我個人的名義，對
不幸遇難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對遇難者家

屬和受傷人員表示誠摯的慰問。我相信，
在總統先生和尼泊爾政府領導下，尼泊爾
人民一定能夠共克時艱、戰勝災害。在此
危急時刻，中國人民堅定同尼泊爾人民站
在一起，中方願向尼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救
災援助。」

中國國際救援隊將赴尼
李克強總理昨日亦就尼泊爾地震向尼泊

爾總理柯伊拉臘致慰問電。慰問電稱：
「痛悉尼泊爾發生強烈地震，造成重大人
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我謹代表中國政府和
人民，對不幸遇難者表示沉痛哀悼，對遇
難者家屬和受傷人員表示誠摯慰問。尼泊
爾是中國的親密友好鄰邦。我們對尼泊爾
人民的遭遇感同身受，願根據尼方救災需
求提供緊急援助。我相信，在總理閣下的
領導下，尼泊爾政府和人民一定能夠戰勝

災害，早日重建家園。」
據了解，由北京軍區第38集團軍某工

兵團40名救援隊員等組成的中國國際救
援隊及部分裝備、6隻搜救犬，將前往尼
泊爾參加地震救援。這些隊員全部參加過
國內救援，20%的隊員執行過國際援救任
務。目前隊員及裝備已集結完畢，計劃於
26日晨6時從北京南苑機場出發。
中國地震局啟動三級地震應急響應，

西藏啟
動地震應急
預案二級響應。
中國國家減災委、民政部緊急啟動國
家Ⅳ級救災應急響應。據西藏自治區
民政廳報告，受地震災害影響較重的聶拉
木、吉隆、薩嘎等三縣工作組已趕到災區
開展人員搜救、轉移安置群眾、核查災情
等工作。

習李向尼泊爾總統總理致慰問電

目前已有16名中
國公民在尼泊

爾地震中遇難。尼泊
爾境內4人：其中1
人為位於震央附近的
博克拉的中國遊客，
另一人為登山者，此
外還有2名中國企業
員工死亡，多名中國
企業員工受傷，正在
全力救治。中國境內
12人：西藏日喀則
聶拉木縣樟木鎮地震救援現場確認，目
前當地已有7人遇難，餘震不斷。日喀則
吉隆縣5人死亡，13人受傷。

中國登山者骨折 港教師安全
尼泊爾地震觸發珠穆朗瑪峰雪崩，據

尼泊爾旅遊部最新消息，雪崩已導致至
少10名在南坡的登山者死亡，死亡人數
很可能繼續增加。目前中國登山者尚無
死亡消息，中國登山協會正在積極協助
救援。據北京走走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官
方微信報道，正在珠峰南坡大本營的韓
子君稱目前有兩名中國選手骨折，還有
幾位皮外傷。「整個大本營幾乎全被埋
了」，「傷員被安排在統一帳篷，傷口
已做處理」，「四十幾個中國人被
困。」
中國登山協會告訴新華社記者，目前

他們正在全力協調直升飛機前往營地進
行救援。有消息說，直升飛機可能在明
早抵達現場。
香港中學教師曾燕紅昨日亦身處大本

營，事發後一度失去聯絡，昨晚證實安
全。她去年嘗試征服珠峰失敗，今月初
抵達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準備再度挑
戰珠峰。曾燕紅的 facebook(fb)專頁
「海拔 8848.44 米上的課堂」昨晚表
示，雖然還未能與曾老師直接聯絡，但
登山隊指曾老師目前情況安全。

邊鎮房塌路毀通信斷
尼泊爾地震波及西藏，與震央毗鄰的

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聶拉木縣、薩嘎
縣、定日縣、首府拉薩震感非常強烈，
大量房屋出現裂痕、部分房屋倒塌，道
路損毀、通信中斷。

據中新社報道，西藏日喀則市聶拉木
縣縣委書記王平稱，受強震影響，聶拉
木縣城七成左右的房屋出現裂縫或倒
塌，1名83歲的女性因房屋倒塌遇難。
拉薩市震感明顯，不少人在微博中表

示，「家裡晃得厲害，燈在搖，桌子也
在動」、「剛剛好像地震了，整個房子
都在搖」。
據正在定日縣參加春季登山活動的西

藏自治區登山管理中心辦公室主任白瑪
描述，地震發生時，所有人都慌忙跑到
了街道上。
據央視報道，受地震影響，西藏日喀

則通往樟木口岸318國道中斷。吉隆口
岸通訊中斷，房屋倒塌嚴重。

數百中國同胞在尼避難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

確認，兩名在中尼邊境吉隆口岸務工的
中國公民遇難，數百中國同胞在尼緊急
避難。央視連線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
的中國水力電力對外公司戴晨介紹說，
多名員工受傷，其中一名女員工傷勢比
較嚴重，正在全力救治。使館已經啟動
應急機制，保證在尼中國公民以及遊客
的生命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地震台網測
定，在尼泊爾發生8.1級地震三小時後，
北京時間17時17分，西藏日喀則地區定
日縣（北緯28.4度，東經87.3度）發生
5.9級地震，震源深度約20公里。多名地
震專家指出，這並非尼泊爾地震的餘
震，但兩者之間有一定的關聯。
據中新網報道，中國地震台網中心地
震預報部主任蔣海昆研究員指出，「這
不是尼泊爾8.1級地震的餘震，是另外一
次地震。」
中國地震台網中心研究員孫士鋐亦指
出，這不是餘震，但兩者之間應該有一
定的關聯。

更強震可能性不大
「因為像8.1級大地震發生後，地震波

要向外圍擴散。在擴散過程中，對周邊
一些已經積累一定能量的地區，可能會
觸發一些地震。」
孫士鋐舉例說，比如2004年12月26日

印尼8.7級地震發生後，就在當天，中國
西南地區發生了一連串4-5級地震。這些
地震也是受到了印尼地震波及的影響。
對於兩者之間的關聯，蔣海昆分析，

此次西藏5.9級地震，實際上是被尼泊爾
8.1級地震產生的應力擾動的結果。
「之所以容易被擾動，說明青藏地塊

的應力背景是相對比較高的。因為如果
應力背景不高的話，這樣一個引力擾動
是不會產生地震的。」蔣海昆說。
談及這一斷裂帶上近期有無可能出現

更強地震時，專家均表示「可能性不
大」。

/,��&���&	8�'	

/�,

��

�
�
�
4

�
�
�
4

�
�
�

�


�

�
,	

:
)

*
�
�
)

��)

「嚇死我了，藍毗尼地震了，佛祖保佑沒事。」中國
商人楊先生從去年11月起就在加德滿都做生意，昨日
到達佛祖誕生地藍毗尼做修行，親身經歷了尼泊爾地
震。

楊先生表示，地震發生時，他和同伴共五人在韓國寺
剛剛吃過齋飯，就感覺到整個寺廟在晃動。「這裡的寺
廟建築抗震強度很高，但是還是明顯搖晃。」

由於親身經歷過雅安地震，楊先生當即就意識到地震
發生，他和同伴帶領韓國寺的尼泊爾工作人員、尼泊爾
當地群眾一起逃到了寺廟外的空曠地帶。「寺廟裡起碼
有四五十人」，楊先生表示，大家都不是非常驚慌，而
是很有秩序地逃生。

「藍毗尼震了兩次大的，加德滿都震了六次。」雖然
藍毗尼有強烈震感，但無房屋倒塌，「寺廟很多非常空
曠」，目前手機信號、水電供應等一切正常。楊先生
稱，晚上大家會到藍毗尼聖園廣場防備餘震。

成都商人免費派飯
此外，成都人李亮在尼泊爾加德滿都開了家「中華麵

館」，地震後，麵館雖有損毀，但萬幸人員安全。在與
親友報平安後，李亮重開麵館，做了不少應急準備安撫
遊客，並熬好稀飯等免費發放。 ■騰訊

西藏定日5.9級地震
專家稱非尼國餘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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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在西官兵在西
藏聶拉木縣藏聶拉木縣
轉移救治受轉移救治受
災群眾災群眾。。

中新社中新社

珠峰雪崩逾40華登山者被困 駐尼中企多人受傷

16中國人遇難 地震波及西藏

機場暫關閉 兩地旅客一度滯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胡

若璋）地震發生後，鄰近震央的
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機場一度關
閉，致本港兩個旅行團及內地攜
程61人旅團團友一度滯留當地。
機場傍晚重開，港兩團深夜返到
香港。目前中國航空公司正迅速
做好航班安排工作。
本港有兩個旅行團，分別屬於

美麗華旅遊及康泰旅行社合共26
人正在當地旅遊，幸好地震發生
一刻，全部團友都已安全抵達機
場。兩個團於昨深夜返到香港。
而由於當地首都加德滿都機場封
閉，本港機管局表示港龍及尼泊

爾航空，原本昨晚7時許各有一班
機開往加德滿都，均暫停辦理登
機手續。另外，中國駐尼泊爾大
使館則接獲2個香港家庭求助，分
別查詢2名居住當地家人的安全，
經大使館核實，確定2名香港人安
全，大使館表示高度關注事件。

機場曾突發停電
記者從攜程旅遊獲悉，攜程有

61名團友和自由行遊客正在尼泊
爾。這些遊客從全國出發，成都
中轉，以上海、北京為主。中國
遊客告訴當地媒體，地震時機場
曾突發停電。

■邊防部隊官兵救援群眾。
新華社

■吉隆縣吉隆鎮受災群眾在塑膠
棚下避雨。 新華社

■西藏日喀則市吉隆
鎮部分房屋倒塌，有
村民受傷。 中新社

■■吉隆縣吉隆縣
邊防大隊邊防大隊
派出所官派出所官
兵在吉隆兵在吉隆
鎮安撫受鎮安撫受
災群眾災群眾。。

新華社新華社

■■吉隆縣邊防大隊派吉隆縣邊防大隊派
出所官兵在吉隆縣吉出所官兵在吉隆縣吉
隆鎮幫助當地群眾轉隆鎮幫助當地群眾轉
移移。。 新華社新華社

■珠峰雪崩後的登山大本營現場。
網上圖片

尼泊爾尼泊爾

88..11級強震級強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尼泊爾昨午發生

8.1級強烈地震。地震波及西藏，與震央毗鄰的

西藏日喀則市多縣震感非常強烈，大

量房屋出現裂痕，道路損毀、通信中

斷，在尼泊爾地震三小時後，北京時

間17時17分，西藏定日縣發生5.9級地震。目前至少有16名中國公民

在尼泊爾地震中遇難，其中4人在尼泊爾境內，12人在中國境內，多

名中國企業員工受傷。另外，珠穆朗瑪峰雪崩逾40中國人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