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次地震对九寨沟生态破

坏程度如何？震后恢复如何保证

生态优先？应采取人工恢复还是

等待自然恢复？大熊猫栖息是否

受到影响？新京报记者就前述问

题采访了相关专家。

1、 地震对九寨沟生态有何

影响？

专家：对原有景观造成巨大

破坏

此次地震对九寨沟的生态

影响如何？ 环保专家彭应登认

为，栈道、停车场等基础设施的

恢复不难实现。

至于诺日朗瀑布是否有可

能修复，他认为，受损的景观只

能修复，不能恢复，而断流的瀑

布要通过生态修复来进行复原，

几乎不可能。

2、如何保证生态优先？

专家：避免使用人工材料和

建造人工工程

九寨沟地震救灾指挥部曾

表示“将保证生态优先” 。 对于

如何做到生态优先，中科院山地

灾害与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中科院成都山地所研究员

何思明认为，九寨沟震区包括坝

体景观和水的修复，水的修复可

以通过清淤以及对坡面的泥土

等进行拦挡来实现。

3、人工干预还是自然恢复？

专家：道路、旅游系统可适

当人工干预

修复是采取人工还是等待

自然恢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教授、 旅游专家王富德认为，九

寨沟属于世界自然遗产，地震造

成一些景点受损， 这是天灾，也

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管美与

丑，都是大自然的作品，并不影

响其自然遗产的身份。 因此，原

则上尽量不进行人为扰动和修

复。从旅游角度可以进行适当的

人工修复。 道路系统、旅游接待

系统等方面，可进行适度修复。

4、九寨沟旅游何时能恢复？

专家：要过安全、景观质量、

基建“三道关”

对于公众关心的九寨沟旅

游何时能恢复的问题，王富德认

为，“一般来看需要和地质部门

密切联系，进行勘测，掌握地质

情况才能决定。” 王富德表示，何

时恢复景区旅游取决于地质部

门的评估，其他设施建设之后才

会考虑。

王富德建议，以后九寨沟适

合发展“软旅游” ，人类要尊重

自然、敬畏自然。比如，住宿设施

在选址、设计、规划等方面，都要

考虑地质等因素，尽量做到小巧

玲珑、强软结合，做好防震措施，

不追求华而不实的东西。

5、大熊猫栖息是否受影响？

专家：破坏情况有限，整体

影响小于汶川地震

九寨沟是大熊猫栖息地之

一，此次地震对当地大熊猫有哪

些影响？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

究所研究员罗鹏分析，九寨沟区

域分布的大熊猫并不多，从目前

已知的情况来看，对大熊猫栖息

地破坏的情况有限，整体影响小

于 2008年的汶川地震。

天下

TIANXIA

A08

2017�年8月13日 星期日 编辑／版式 王敏 校对／周少俊

招聘公告

云岩区水东社区服务中心公开招聘，

党建工作部文秘人员及计算机（网络）管

理人员。

岗位需求：大学本科毕业。 具有党委、

政府部门、社区、乡镇、街道、中大型国有

企业党委部门文秘等工作经历，熟悉掌握

党委、政府公文撰写，文字能力较强者，应

聘计算机、网络管理人员年龄不限。 待遇

从优。 工资面议。

报名时间：8 月 8 日 -8 月 20 日

报名地址： 云岩区水东社区服务中心

（未来方舟 G1 组团 15 栋）A 座 201 室

报名电话：85626589�

����������联系人：孙 慧

地震致多个景点不同程度受损，专家建议避免人为修复———

九寨沟景区恢复将三步走

8月 8 日 21 时 19 分， 四川

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 7.0 级地

震， 地震致九寨沟景区灾情严

重，多个景点不同程度受损。 据

九寨沟管理局通报，著名景点火

花海出现长 50米、 深约 12�米、

宽 20 米的决口；86 版西游记取

景之一———诺日朗瀑布岩体坍

塌……

针对公众关注的九寨沟景

区将如何修复重建，新京报记者

从九寨沟景区管理局获悉，景区

灾后重建将分为清障、 巩固山

体、修复环境“三步走” 。目前道

路清障已开始。

目前，九寨沟景区内的道路

清障工作已经开始。景区管理局

工作人员罗吉塔告诉新京报记

者，仅 11 日当天，就有近 10 辆

卡车进入景区，从地震外侧地带

开始清理路障。 “预计几天后就

能进入位于地震核心地带的熊

猫海。 ”

罗吉塔表示，按照管理局规

划，九寨沟景区灾后重建工作将

分步进行，首先实施道路清障保

证交通，然后巩固山体，最后才

是修复环境、重新营业。

8月 10日，来自成都理工大

学地质灾害防治实验室的师生

进入景区，勘察地质情况。 随队

的工作人员易树健表示，未来十

几天内，他们将勘察景区的破坏

情况，对地质结构不稳定的地段

进行登记。

罗吉塔介绍，专家勘测完成

后，将出具一份勘测报告。 有关

部门将综合考虑专家意见、清障

情况和环境修复进度，决定九寨

沟何时能重新对外营业。

“我个人估计，未来两三年内，

景区都将处于修复期。 ” 罗吉塔

说。

灾后，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

所的专家奔赴灾区勘探灾情。国

家地震安全性评定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

员、 副所长徐锡伟告诉记者，他

们一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弄清

楚在哪一条活动断层上产生了

此次 7.0级地震。

两天内，他们勘察了 301 国

道、甘海子、九寨天堂、五花海等

破坏最严重的一带，为了搞清楚

这条破坏带是否由于断层错动

造成。

据徐锡伟介绍，一般震级达

到 7 级左右， 应该会有断层错

动， 如果找到断层错动所在，便

可以进一步通过观测数据评估

现在的破坏程度，并为将来的避

难和防灾提供科学依据，进而减

轻灾害风险。

目前为止， 他们没有发现真

正沿着断层的地表错动，没有发现

有明显构造意义的地表破裂带，

“如果没有的话，灾害可能比同样

震级的地震要轻。 ”徐锡伟说。

雅安地震同样是 7.0 级，但

与此次九寨沟地震属两种类型。

前者属于逆断层，而后者是水平

错动的走滑断层。徐锡伟进一步

解释道，如果是同样震级，逆断

层的灾害会相对严重，但也要结

合灾害发生地带的分布特点。逆

断层一般是面状分布的灾害，而

走滑断层通常是长条状的断层。

九寨沟此次地震基本符合

走滑断层的特征。 “沿着滑坡崩

塌厉害的地方，基本是一从北西

走向的长条带，也正是滑坡崩塌

最严重的一带。 ”徐锡伟表示。

据《新京报》

勘测专家进入灾区

未发现地表破裂带

本报讯 记者从省红会获

悉，四川九寨沟地震以来，我省

红十字会第一时间与四川省红

十字会联系了解灾区物资需求

并做好救灾物资调运准备，目前

已收到各界捐款达 150余万元。

贵州省红十字会捐赠热线：

0851-86831178、86831361。

转账捐赠：

户名:贵州省红十字会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贵阳市

云岩支行

账号:132000159521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贵

阳市京瑞支行

账号:52001433600059999999

����短信捐赠：

1、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用

户 ： 发 送 数 字 1 或 2 至

1069999385，即为救灾捐款 1 元

或 2元（不含通信费）。

2、中国联通用户：发送数字

1 到 30 至 1069999385， 即为救

灾捐款 1 元到 30 元 （不含通信

费）。 （本报记者 张梅）

省红十字会

公布捐赠热线

■相关链接

五问景区修复

据新华社电 8 月 12 日， 国务院陕西安康京

昆高速“8·10” 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在

陕西西安成立，并召开全体会议。

在全体会议上，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副局长徐绍川等对事故调查及相关工

作进行部署，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深入开展

安全生产大检查， 有效防范坚决遏制重特大事

故。

会议要求，事故调查组要依法依规、严肃认真

地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

吸取事故教训， 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

生。深入做好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进一步加大对

重点行业领域及与人民群众生活出行密切相关的

领域的检查力度。进一步加大专项整治力度，强化

道路交通安全监管。进一步加大基础建设力度。严

格落实重大安全风险“一票否决” 制度，牢固树立

“隐患就是事故”的观念，促进安全生产形势进一

步稳定好转。

8 月 10 日 23 时许， 陕西安康市境内发生一

起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已造成 36 人死亡、13

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作出重要

批示，要求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最大程度减少

伤亡，做好善后工作。 同时要求成立国务院事

故调查组，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

问责。 事故调查组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牵头，

公安部、监察部、交通运输部、全国总工会、陕

西省政府负责人及有关地方、部门人员和专家

组成，并邀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派有关负责同志

参加事故调查。

京昆高速特大交通事故致 36 死

地震发生后，瀑布垮塌，多处出现断流 供图：东方 IC

震前的诺日朗瀑布风光秀丽 供图：东方 IC

国务院成立

事故调查组

图为事故现场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