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弗吉尼亚州中部23日下午发生
里氏5.8级地震，首都华盛顿、纽约等地震
感明显，白宫、国会大厦和五角大楼部分
紧急疏散，国家大教堂建筑部分受损。

这是美国东海岸67年来遭遇的最强
地震。尚无人员死亡或重伤报告。

这场不寻常的地震距“9·11”10周年
纪念日不到三周， 短暂引发恐怖袭击恐
慌。

民众短暂恐慌，疑遇到恐怖袭击
美国地震勘探局测定， 地震发生于

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3时51分（北京时间
24日1时51分）， 震中位于弗吉尼亚州小
镇米纳勒尔， 距离首府里士满大约60公
里，华盛顿西南方向大约135公里。

地震大约持续20秒至30秒， 震级5.8
级。美国东海岸南至南卡罗来纳州，北至
缅因州，以至中西部印第安纳州、密歇根
州和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都有震感。

会计师阿德里安·奥利维埃站在纽
约帝国大厦外，告诉美联社记者，地震发
生时，他在这座381米的全市最高建筑第
60层，人们跑下几十层楼梯逃生。

“我以为我可能心脏病犯了。我看到
所有人都在逃跑。我想，这是‘9·11’造成
的多疑。”

马蒂·威斯纳同在帝国大厦上班，
“我以为我们被一架飞机撞上了”。

在曼哈顿区南部、“9·11” 遇袭地纽
约世界贸易中心遗址附近， 一座26层的
联邦法院大楼开始摇晃， 数百人尖叫着
逃到街上。

损失不大，两核反应堆一度停机
五角大楼位于华盛顿郊外、 弗吉尼

亚州境内，地震时建筑持续晃动，人们一
边跑，一边喊“疏散！疏散！”

地震给这座最大联邦政府建筑造成
的主要损害是一根水管破裂。

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所有纪念馆和博
物馆关闭；在郊外罗纳德·里根国际机场，
一些天花板破裂，落下碎片；华盛顿市区
所有非要紧岗位的上班族被要求回家。

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发言人罗格·汉
纳说， 发电量1800兆瓦的北安娜核电站
位于震中附近，地震发生后，应急安全系
统启动，两座反应堆自动停机，后恢复正
常。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工作人员纷纷
离开大楼，疏散到街上，与亲朋好友互报
平安，以至移动通信网络一度堵塞。安保
部门稍后检查所有建筑，人们继续工作。

67年一遇，科罗拉多一天前地震
这次地震是纽约、 华盛顿等地居民

几十年来感觉到的最强烈地震， 也是弗
吉尼亚州自1897年贾尔斯县里氏5.9级地
震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

这次地震发生前一天， 美国西部科
罗拉多州发生地震， 科罗拉多州南部和
新墨西哥州北部一些食品杂货店摊铺被
震翻，一些住宅轻微受损。

与美国西海岸不时发生地震相比，
东海岸相对平静，尤其是弗吉尼亚州。而
西海岸自1900年以来仅加利福尼亚州就
发生50次强度不低于里氏5.8级的地震。

美联社报道， 美国东海岸上一次遭
遇相同强度的地震是1944年，在纽约。东
海岸历史上最大一次地震是1886年南卡
罗来纳州里氏7.3级地震。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快跑！67年最强地震撼动白宫
美东海岸发生5.8级地震 纽约等多城“震动” 民众恐慌误以为遭恐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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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灵通发 CP到 10661256，联通发 CP到 10621956，包月
定制 6元 /月，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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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有意参加本
次活动的耳鼻喉疾病患者可到：
长沙市开福区德雅路 109 号 (加
油站旁) 国防科大医院四楼耳鼻
喉中心。可搭乘：113�，131�，303�，
704 路公交车到德雅村站下车南
行 80 米。如需电话咨询可拨打：
400-0822-120����0731-89787373
（节假日照常上班）

国防科大医院“秋季耳鼻喉疾病健康普查活动”正式启动
热烈庆祝国防科大医院与解放军总医院远程医

疗服务平台开通。 时逢秋季耳鼻喉疾病高发季节，
医院于 8 月 12 日———9 月 12 日期间特推出“秋季
耳鼻喉疾病健康免费普查活动”。 届时，国内知名耳
鼻喉专家将莅临国防科大医院为耳鼻喉疾病患者提
供免费诊治。 活动期间凡患有：慢性鼻炎、过敏性鼻
炎、鼻息肉、鼻窦炎、鼻出血、咽喉炎、扁桃腺炎、声
带息肉、中耳炎、耳鸣、鼾症等耳鼻喉疾病患者均可
接受免费鼻内窥镜、耳内窥镜、咽喉内窥镜检查。

■相关链接：
据耳鼻喉诊疗中心覃艾球主任介绍， 耳鼻喉诊

疗中心是国防科大医院重点发展的学科之一， 中心
引进耳鼻咽喉内窥镜系统、杰西等离子治疗仪、微波
治疗仪、红光治疗仪、耳鼻喉综合诊疗台、听力检测
仪等先进设备。 中心设有过敏性鼻炎专科、 鼾症专
科、耳科、鼻科、咽喉科五大特色专科。 中心可开展：
低温等离子技术、过敏源测试、过敏性鼻炎脱敏治疗
及各种耳鼻喉头颈外科内镜手术、显微手术等。

8月23日， 在美国
首都华盛顿，人们疏散
到世界银行总部大楼
外躲避。 新华社 图

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24日
宣布将日本国债评级从Aa2下调一档至
Aa3，主要理由是该国财政赤字巨大以及
债务负担不断增加。穆迪同时警告，日本
首相更迭过于频繁， 使得政策缺乏一贯
性。 受此消息影响，24日东京股市日经
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下跌1.07%。

这是穆迪9年来首次下调日本主权信

用评级。穆迪在一份声明中说，过去5年，
日本首相频繁更迭，对有效实施长期财政
政策造成障碍。

穆迪指出，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事
故影响了日本从经济衰退中复苏的进程，
使得日本通缩状况趋于恶化，旨在克服财
政赤字问题的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改
革也愈发困难。

穆迪下调日本主权信用评级

据俄罗斯媒体24日报道，俄总统梅德
韦杰夫与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当
天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封闭的军事重
镇“索斯诺维博尔”举行了会谈。会谈共持
续了约2小时10分钟。 这是金正日作为朝
鲜最高领导人第三次访问俄罗斯。

金正日在会谈中向梅德韦杰夫表示，

朝鲜准备无条件返回六方会谈，并将在谈
判期间做好停止生产核材料以及停止核
试验的准备。

据报道， 梅德韦杰夫在会谈后表示，
双方一致同意，将制定通过朝鲜向韩国出
口天然气的管道铺设方案。

■均据新华社

梅德韦杰夫军事重镇会金正日

震中位于拥有400多名居民的美国弗吉尼亚州小镇米纳勒尔。在小镇中心，有的房
屋屋顶受损，有的店铺橱窗被毁，小镇的居民回忆起地震那一刻，至今还心有余悸。

当地时间13时51分地震发生时，米纳勒尔镇居民切尔西·罗奇正在家中，两个年幼
的孩子在玩耍，丈夫在午睡。

“四周突然开始晃了起来，”罗奇说。她吓得惊叫，摇晃中打不开家门，直到约1分钟
后地震结束他们全家才跑到街上。在街上，她仍然能听到窗户和房屋咯吱作响。随着余
震来袭，地底下还传来隆隆的响声和震动。■据新华社

“四周突然晃了起来”
小镇居民吓得惊叫，心有余悸

专家认为，弗吉尼亚此次地震“不同寻常”。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地震专家彭志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美国东海岸

发生如此震级地震“非常罕见”，但也并非意外，因为此前也有过先例。但他认为目前地震原
因尚不好推测。

此次地震震级并不算高，但在东海岸很多地区都有震感。彭志刚说，这主要是因为东
部地壳结构比较坚固，同样震级的地震震波传递得比西部地震要远。

他还说，地震发生后，不少美国人惊慌失措，主要原因是美国东部的人不习惯地
震，人们对地震后该怎么办还不是特别清楚。 ■据新华社

此次地震“非常罕见” 东部居民“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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