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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據中國地震台網正式

測定，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海域5日6時55分發生3.5級地震，

震源深度12公里。港珠澳大橋管理局透露，位於今次震中北邊

的港珠澳大橋，在震後監控未發現明顯異常，各系統運行正常。

廣東省應急管理廳當日也指出，目前未接到相關人員傷亡及災害

情況報告，近幾日原震區發生4級以上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珠海香洲海域發生3.5級地震
廣深港等多地有震感 大橋不受影響運行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俞鯤武
漢報道）武漢市衛健委5日晚8
時33分發佈消息稱，截至2020
年1月5日早上8時，該市共報
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診
斷患者59例，其中重症患者7
例，其餘患者生命體徵總體穩
定，目前所有患者均在武漢市醫
療機構接受隔離治療，無死亡病
例。在59例患者中，病例最早
發病時間為2019年12月12日，
最晚發病時間為12月29日；已
經追蹤到163名密切接觸者並進
行醫學觀察，密切接觸者的追蹤
工作仍在進行中。截至目前，初
步調查表明，未發現明確的人傳
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官方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
毒 、 傳 染 性 非 典 型 肺 炎
（SARS）和中東呼吸綜合症
（MERS）等呼吸道病原，病原
鑒定和病因溯源工作仍在進一步
進行中。

密切接觸者暫無異常
武漢市官方表示，目前採取的

防控措施有：全力救治患者；對
所有病例均開展隔離治療；繼續
在全市醫療機構開展相關病例搜
索和回顧性調查；認真開展密切
接觸者追蹤，對已經追蹤到的密
切接觸者按規定落實醫學觀察，
目前沒有發現發熱等異常症狀；
對華南海鮮城採取休市措施，並
開展環境衛生處置和進一步的衛
生學調查；積極開展流行病學調
查；配合國家和省開展病原鑒定
（包括核酸檢測和病毒分離培
養）和病因溯源，防控工作正有
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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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華南海鮮
城已經休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鯤攝

近年廣東地震數據
（部分）

據統計資料顯示，過去五年，廣東
共發生三級以上地震19次，其中3.0
級到3.9級19次，4.0級以上0次，最
大兩次分別為2015年9月24日在汕尾
市陸豐市發生的3.8級地震和2015年
11月22日在湛江市徐聞縣發生的3.8
級地震。

◆地震級別：3.5級地震
時間：2020年1月5日6時55分
地點：珠海市香洲區海域
情況：震源深度12公里，震中鄰近

與香港交界處，廣深港等多
地有震感，目前未接到相關
人員傷亡及災害情況報告。

◆地震級別：3.8級地震
時間：2015年11月22日
地點：湛江市徐聞縣
情況：震源深度9公里；與徐聞僅

相隔瓊州海峽的海口市主城
區有明顯震感；無人員傷亡
報告。

◆地震級別：3.8級地震
時間：2015年9月24日

地點：汕尾市陸豐市

情況：震源深度16公里；深圳、汕
頭、潮州等多地有震感；沒
有收到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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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香洲海域5日早晨發生3.5級地震，港珠澳大橋並沒有受到影響，運作正
常。圖為港珠澳大橋。 資料圖片

廣東省應急管理廳5日上午透露，珠
海市香洲區海域3.5級地震後發生

餘震2次，最大震級2.1級；海洋監測站
沒有發現明顯海嘯波和明顯潮位變化。
該廳與廣東省地震局會商分析研判：震
中與最近陸地距離約30公里，震源深度
12公里，近幾日原震區發生4級以上地
震的可能性不大。同時，該廳電話連線
有震感的珠海、深圳、廣州、東莞等市
應急管理局，要求密切關注地震影響，

做好相關預防措施。

暫無傷亡及次生災害
地震發生後，珠海、廣州、深圳、香
港等多地部分網民都反映「有震感」。
珠海市科創局地震科負責人透露，地震
發生後，萬山群島島上居民有明顯震
感，香洲區以及其他區域震感不明顯；
截至5日9時，珠海未收到人員傷亡和
衍生的次生災害發生。廣東省地震局預

報研究中心專家分析說，此次地震中心
位置在珠海香洲區的海域（北緯22.07
度，東經113.85度），鄰近與香港交界
處，廣深港等多地有震感屬正常情況。
至於位於今次震中北邊、距離較近的港

珠澳大橋是否有恙？大橋管理局有關負責
人表示，震中距橋區最近約30公里，經震
後監控查看大橋結構監測數據，未發現明
顯異常，各系統運行正常，目前大橋總工
辦技術人員正對監測數據作進一步專業分
析。「大橋監控中心設有包括地震等大橋
結構健康監測，目前顯示一切正常。因大
橋研究與設計時了解到此區域歷史上未有
較大的地震發生過，且大橋抗震設防等級
較高，安裝了減隔震支座，3.5級地震對
大橋結構沒有什麼影響的。」
廣東省地震局預報研究中心專家也指

出，港珠澳大橋設計建造可防禦的烈度
達到八、九級，而三級左右的地震一般
烈度為二、三級，所以今次珠海地震不
會對橋體本身產生較大影響。
珠海市地震局相關專家表示，自有嚴格

的科學記錄以來，珠海未發生過破壞性
（5級以上）地震，從已掌握的技術和知
識來分析，珠海發生大地震的可能性都極
低。目前珠海已建成16個覆蓋全市的地震
監測點，24小時實時監測，正進一步了解
震後具體情況。

這兩天「白衣天使小姐姐在昆明街頭救活昏迷少年」的視頻火

遍網絡，感動了無數人。這位小姐姐是雲南省第二人民醫院血管

病中心外科監護室的一名護士，名叫楊昆娥，她自己的成長故事

也是一段傳奇。11歲前沒上過學，住過牛棚，拾過荒，隨後父母

雙亡。後來在愛心人士的幫助下，通過自己的努力完成了學業。

■《人民日報》新聞客戶端

神州大地 ■責任編輯：楊家鈺 ■版面設計：房雍

人來人往的街頭
年輕的護士把少年
從生命危險的邊緣救醒後
還脫掉外衣給少年穿上
讓少年偎依着自己等待急救車的到來
這成為寒冬裡最溫暖的一幕

經歷坎坷卻堅韌不拔
楊昆娥的童年和少年時期是悲傷的
1991年她出生在雲南玉溪
從小跟着父母到昆明打工
住在西郊黑林鋪一個牛棚裡
11歲之前沒有上過一天學

因為家庭貧困
父親在她12歲時因病去世
她只有靠拾荒和母親相依為命
生活雖然困苦
母女倆卻依然樂觀而堅韌

然而不久母親也因病去世了
楊昆娥成了一名孤兒
家中雖然貧寒
但楊昆娥強烈地渴望讀書
11歲以前楊昆娥沒有去過學校讀書
只能在家中自學
為了鼓勵自己不要放棄
倔強的她曾經
照着一本《楊家將》的連環畫
畫了一幅穆桂英出征的畫

2002年初
楊昆娥11歲時
命運出現了轉折
一位好心人將她的情況
反映給了雲南省青基會

2003年
雲南省青基會

通過希望工程救助楊昆娥
12歲的她走進昆明市西山區
黑林鋪團山小學的課堂
成為一名三年級學生

雖然每天上學來回要走6公里山路
卻高興得像做夢一樣
回憶起當年的情景
楊昆娥仍難掩激動
團山小學免除了包括校服、水費、
上機費、春遊等一切費用
給予了楊昆娥最大程度的幫助
老師和同學會單獨給她「開小灶」
幫她補習

學習機會來之不易
小昆娥銘記感恩、刻苦用功
家裡沒電沒桌子
她就坐在小板凳上點着蠟燭學習
入學第一個學期
考出了語文95分、數學90分的成績
學校破格讓她直接跳級到
四年級下學期

銘記感恩回報社會
2006年7月14日
經雲南省青基會推薦
媒體對楊昆娥的故事進行了報道
對她的經歷給予了高度的關注
西山一中校長給她帶來錄取通
知書
初中三年的學雜費全免

初中後
楊昆娥考上了昆明學院醫學中專部
通過努力
她報考了昆明醫科大學
繼續教育護理專業
如今本科畢業已經兩年

2005年2月22日
楊昆娥成為
雲南「希望工程助學進城計劃」
形象代言人
她曾先後榮獲
中國青基會「希望工程20周年希望之星」
雲南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
「雲南希望工程20年希望之星」
昆明學院「青春勵志之星」等多項榮譽稱號

從小得到希望工程的「養育」
楊昆娥懂得知恩圖報
懂得堅強自立和關愛
一顆愛心的種子
也在心裡萌芽直到長大

她會主動為其他志願者做飯洗衣服
她看到乞討的人總會給錢
別人勸她不要給
她卻說十個人裡有一個是真的
那就做對了
她經常到養老院參與志願服務工作
到街頭分發愛心傳單開展公益宣傳

這個從小得到
希望工程「養育」的小姑娘
這個被眾多公益人稱作
「正能量中轉站」的小姑娘
正用自己的青春
書寫一個關於
感恩、回報、好好活下去的故事

從一名實習護士
到一名正式的醫護工作者
她將救死扶傷的信念銘刻於心

在愛心病房裡

經常能見到楊昆娥和同事
為孩子診療的身影
她經常和同事一起去山區
走訪先心病的孩子
對貧困山區的孩子進行先心病篩查

每到假期
她都會到省青基金會做志願者
她說自己就像雲南希望工程的「女兒」一樣
「傳遞愛心，助人自助」

2019年底
楊昆娥當選雲南省青基會理事
她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去幫助他人
把愛和奉獻傳遞下去

被救少年生命已無大礙
楊昆娥在街頭搶救的小男孩
怎麼樣了？
據醫院方面消息

目前
被救少年生命體徵平穩
已無大礙

面對男孩家屬的感謝
楊昆娥說
只要是醫護人員
看見這樣的事情
都會奮不顧身去搶救的

醫院的病房外陽光遍灑大地
病房內楊昆娥和同事們依舊在忙碌着
這個冬天格外溫暖
想起多年前自己畫下的穆桂英畫像
楊昆娥會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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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心病房
裡，經常能見
到楊昆娥和同
事為孩子診療
的身影。

網上圖片

■■童年的楊童年的楊
昆娥坐在小昆娥坐在小
板凳上點蠟板凳上點蠟
燭學習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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