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1” 日本大地震周年记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日本政府9日说， 去
年 “3·11” 大地震和海啸后， 自杀人数大幅
度增加。

内阁和警察厅发布数据显示 ， 2011年
30651人自杀， 连续14年超过3万人。 2011年
5月的自杀人数比2010年同期增加20%， 其
中不少是30多岁的男子。

日本官员认为 ， 这与地震和海啸引发
的焦虑相关。

内阁府一名官员说： “灾难发生后， 整
个日本社会陷入焦虑……可能是导致自杀
人数攀升的因素之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显示 ， 日本
是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2011年3月11日， 日
本东北部沿海遭遇地震及海啸。 以下是过去
一年间关联这场灾难的主要事件：

2011年
3月11日， 里氏9.0级地震袭击宫城县

附近海域， 地震引发的海啸严重破坏东部和
东北部太平洋沿岸， 触发福岛第一核电站辐
射泄漏。

3月13日， 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把这场
灾难称作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最严重危机”，要求调遣10万名自卫队成员
参与救灾。

4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把这场灾难命名
为“东日本大地震”。

6月20日， 日本国会通过 《复兴基本法
案》， 标志着重建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8月26日， 国会通过促进可再生能源特
别措施法案。 菅直人宣布辞职。

9月2日， 新任首相野田佳彦组建内阁。
11月30日， 国会同意政府提高所得税

税率， 以保证灾后重建资金。
12月27日， 日本政府小组委员会修订

防灾计划， 加强针对海啸的防护措施。
2012年
2月10日， 日本成立复兴厅， 专职应对

灾区重建。
3月9日 ， 日本警察厅公布 ， 大地震和

海啸致死15854人， 仍有3167人下落不明。

①上图： 2011年3月11日， 在日本宫城县
名取市， 强烈地震引发的海啸袭击一处居民
区。 下图为2012年3月1日同一地点的情形。

②上图： 2011年3月11日， 日本宫城县
的仙台机场被海啸淹没。 下图为2012年3月2
日同一地点的情形。

③上图： 2011年3月14日， 日本岩手县
山田市地震海啸过后房倒屋塌。 下图为2012
年3月1日同一地点的情形。

④上图： 2011年3月11日， 日本福岛县
岩城地震后燃起大火。 下图为2012年3月7日
同一地点的情形。 新华社发

日本震后自杀多 ■相关链接

日本地震周年大事记

2012年3月3日， 在日本东北部的小镇，
即将满周岁的婴儿攥着曾祖母的手指。 这名
婴儿于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当天在宫
城县石卷市红十字医院降生。 新华社发

野田誓言建设“新日本”

④

一年前， 一场9级地震撼动日本列岛；特
大海啸横扫日本东北海岸； 福岛核泄漏事故
重创日本社会。 15850人死亡，3283人失踪，日
本国土面积约3%的地域受困于核污染， 社会
财富损失难以估算。

一年中，地震摇撼的不仅仅是板块和岩层，
也摇撼着日本既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

一年中，核泄漏改变的不仅仅是福岛人，
也在重塑许多日本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有毁灭，有呈现，有再生，有反思。 在一场
特大灾难的时间轴线上， 一周年， 可哀悼逝
者，可慰藉生者，但远不足以抚平伤痕，亦远
不足以走出阴影。

重建路漫漫

特大海啸给灾区留下了海量废墟。 日本
环境省估算， 仅宫城、 岩手和福岛三县共产
生灾害废墟2253万吨， 其中已完成分拣、 回
收和掩埋最终处理的只占全部的5.6%。 但如
果依靠县内设施独自处理， 宫城和岩手县仅
消化灾害废墟就分别需耗时19年和11年。

没有人愿意在一片狼藉的废墟堆上重建
家园。 遍布东北灾区的废墟堆如未能及时清
理， 震后重建只能是纸上谈兵。 但目前只有
青森县、 山形县以及东京都开始接收和处理
灾区废墟。 一项民调显示， 超过86%的市区
町村地方自治体因担心焚烧废墟会导致放射
性物质扩散， 而不愿接纳灾区废墟。

在跨越废墟这一障碍的同时， 日本政府
还需要跨越“人心壁垒”，让民众对灾区重建
建立信心。 今年2月10日，由首相亲自挂帅的
复兴厅正式挂牌，复兴经费也陆续到位，但最
新的民调显示，72%的民众认为灾后重建“没
有前进”，其中东北地区民众近八成不满复兴
进程。

福岛地凄凄

福岛的最大敌人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放
射性物质，200万福岛人的最大战斗是“除染”
———清除、 减少起居生活环境中的放射性物
质。 而在动辄以数十年、数百年计半衰期的放
射性物质前面，福岛人的抗争显得那么无助。

根据日本气象厅2月底发布的数据， 福岛
核事故以来， 向大气中泄漏的放射性物质总量
已相当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泄漏总量的30%左
右。 而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的说法，至今，福岛第
一核电站仍每小时泄漏1000万贝克勒尔放射性
物质。

今年3月初，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政
府计划投入至少1万亿日元用于福岛核电站
周边核污染区的除染。 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
全民规模的大行动。 掘地三尺，栽培向日葵，
高压水枪冲洗，扫落叶，甚至剥树皮。 然而，除
染效果如何，尚有待时间检验。

由于对除污效果存在质疑，福岛第一核电
站周边地区不少民众纷纷远走他乡。 对于国土
狭小且土地私有的日本而言， 大量人口集团迁
移绝非易事，但随着核事故处理旷日持久，福岛
人口流失问题日趋严重。研究显示，按照现在的
趋势，30年后福岛县人口将减半。

列岛心惶惶

事故改变的不仅仅是福岛人的生存状态，
也在重新塑造许多日本人的生活行为方式， 甚
至开始动摇日本社会的一些传统价值观。

今年2月 ， 来自南国冲绳的一条消息 ，
让北国的青森人郁闷了。 为了让冲绳的孩子
体验雪的感觉， 青森每年冬天会运送一些雪
到冲绳。 然而， 今年却有冲绳的家长提出反
对意见 ， 理由是担心雪中含有放射性物
质———尽管青森距离福岛核电站足有三四百
公里。

这是日本列岛人心惶惶的一年。
如果以核心受灾区为圆心， 在日本列岛

画出半径不同的圆圈， 在每一道圆圈上摆放
上温度计，不难发现，民众对这场灾难的感受
存在“温度差”。 这既是空间上的温度差，也是
理智与情感的“温度差”。 涉及福岛时尤其如
此，一方面，日本各地经常大张旗鼓举行购买
福岛物产展会。 另一方面，媒体不时刊载辐射
未超标的福岛工业产品遭拒的新闻， 甚至传
出不让挂福岛车牌的汽车泊位的极端例子。

事故雾重重

对核污染的强烈不安背后， 是日本民众
对政府处理核泄漏事故上日积月累的不信任
感。 近期， 日本海内外陆续公布一些官方和
民间报告， 无一例外将矛头指向日本政府在
事故之初的种种失策和失误。

日本政府刚刚公布的原子能灾害对策本
部议事记录概要， 显示去年3月11日夜在首
相官邸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 就有与会者指
出福岛第一核电站堆芯熔毁的可能性。 但日
本政府不仅未采纳这一意见， 还撤换了在翌
日新闻发布会上提及堆芯熔毁可能性的原子
能安全保安院官员。 直到去年5月， 日本官
方才证实承认堆芯熔毁。

民间人士设立的“福岛核事故独立检证
委员会 ” 在听取前首相菅直人等上百名核
泄漏事故处理当事人的证词后 ，也在2月份
公布的报告中直指核泄漏事故处理过程中
的“人祸”因素。 报告举例说，围绕是否公布
SPEEDI（放射性预测网络系统 ）测算结果 ，
负责测算的文部科学省和有公布职权的
原子能安全委员会互相推诿 ，都不想承担
公布的后果责任 。

临近一周年之际， 日本政府首次组织海
内外媒体进入福岛第一核电站采访， 但记者
们基本只能坐在密封的巴士内绕着东电和政
府选定的路线走马观花一番。 福岛核电站内
部的真相， 依然裹在迷雾之中。 公众只能通
过东电的新闻官， 时不时获悉如污水泄漏、
温度计失效、 水管冻裂等零碎消息。

防灾情急急

“3·11”颠覆了日本地震和防灾方面的许多
“常识”甚至基本理念。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许
多日本地震学专家异口同声：这是“超出设想”
的地震。然而，对受灾沿岸地区地层堆积的勘查
显示，历史上类似地震和海啸并非没有先例。由
此，一门称为“地震考古学”的学科正在兴起，其
研究成果也受到地方自治体的高度重视。

日本官方和民间也以“3·11”为契机，开始调
整防灾、减灾思路。 日本气象厅调整了海啸警报
发布模式。 “3·11”地震后发布的海啸预警远小于
实际海啸高度，也是导致部分沿海住民避难不及
的原因。 调整后，只要发生8级以上地震，气象厅
发布的海啸警报将用“巨大”、“高”等措辞，而不
再是可能产生误导的具体海啸高度预测。

“3·11”地震发生前，作为震源地的区域
原本不在日本地震学界的重点防范区。 震后，
地震界重新审视和检点了 “高危” 板块和地
域，作出了一系列调整。 例如，对于此前孤立
设定的日本“东海大地震”、“东南海大地震”、
“南海大地震”， 最近地震学家提出要另行设
定三个地震“连动”的可能性。

日本东北大学地震学教授松泽畅忧心忡
忡地指出，9级大地震给东日本板块和岩层带
来了剧烈变化，以致哪儿都有可能成为下一场
大地震的震源，“今后数十年内，日本可能变得
面目全非”。 （据新华社东京3月10日电）

� � 上图： 2011年3月15日， 日本宫城县气仙沼市海啸过后一片狼藉。 下图为2012年3月6日同一地点的情形。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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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路漫长 东瀛花再开

新华社记者 冯武勇

日本 “3·11” 地震一周年之际， 首相野
田佳彦在美国媒体发表文章 ， 承诺克服地
震 、 海啸和核电站事故三重灾难带来的挑
战， 建设 “新日本”。

野田感谢其他国家的援助和支持， 愿意
分享防灾减灾和核电站事故教训。

日本各地定于11日举行追悼仪式、 防灾
演习等活动， 纪念那场空前灾难。

拟建11座“未来城市”
野田10日在 《华盛顿邮报》 网络版发表

文章， 标题为 《地震一年后， 建设新日本》，
介绍一年来灾区重建、 重振经济和福岛第一
核电站辐射泄漏应对措施。

“3月11日铭刻在日本的集体意识中……
过去12个月，日本取得显著进步，”他说，“我
坚信， 这段困难时期必须并且将标志着日本
全面复兴的开始。 ”

他说，设立特别重建区并落实其他“开放
式重建”观念引导下的倡议，灾区将激发新一
轮国内外投资，创造就业机会，推动现有产业
恢复和强化创新。

包括大船渡、陆前高田、东松岛3个重灾
区在内，日本政府计划创建11座“未来城市”，
争取建成紧凑型城市， 发展使用智能电网和
大规模太阳能发电、离岸风电场的分散、环境
友好型能源生产。

他说，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
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在石油危机后构筑最节
能经济模式， 地震一周年之际，“我们的目标
不仅是使日本恢复到2011年3月11日以前， 更
要建设一个新日本。 我们下决心战胜这一历
史性考验。”

启动“日本·谢谢你”活动
“我们不会忘记这场灾难中逝去的爱人、

朋友和同事，”野田说，“不会忘记国际社会倾
注支持并表示与日本团结一致。 ”

野田说， 日本希望与世界共享减少和应
对灾害风险的知识， 借助高效利用能源和技
术创新的优势“创造一种可持续增长模式，与
世界分享”。

他同时承诺， 将继续致力于福岛核电站
事故受影响地区的清理。

在法国首都巴黎，大约2000人9日在巴黎
圣母院参加弥撒。 出生于重灾区宫城县的旅

法日本钢琴演奏家菅野纯在仪式上感谢法国
和其他国家向日本提供支持。

日本外务省自今年2月以来在大约130家
外 国 主 要 报 纸 和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等电视台发布广告，表达对国际社会
灾后援助的感激。

广告同时展示灾区重建状况， 希望打消
外国民众对当地产品和旅游景点的疑虑。

日本观光厅和政府观光局定于11日启动
“日本·谢谢你”活动，旨在以一系列面向外国
游客的旅游项目感谢各国对日本的支持。

全日本将再为遇难者默哀
日本政府定于11日下午在首都东京皇宫前

的国立剧场举行追悼仪式。一年前地震那一刻，
当地时间14时46分，全日本将为遇难者默哀。

届时， 首都圈主要私营铁路运营商旗下
数百列电车将停车，呼吁乘客默哀。 位于东京
银座商业区的和光百货大楼将鸣钟11响，一
分钟默哀后再次鸣钟11响。

分管日本皇室事务的宫内厅9日宣布，天
皇明仁将与皇后出席追悼仪式并致辞。

明仁现年78岁，上月18日接受心脏冠状动脉
搭桥手术。 宫内厅说，考虑天皇身体状况，出席时
间将从原先计划的40分钟缩短至20分钟左右。

日本驻海外大约200座大使馆和总领事
馆定于11日前后举行追悼仪式。

另外， 部分地方政府当天将组织防灾疏
散演习，以备今后可能发生的地震和海啸。 一
些演习模拟背景类似福岛第一核电站遭海啸
侵袭后失去电源的情况。

日本共同社报道，作为运营商代表，东京
电力公司社长西泽俊夫预计出席在福岛第一
核电站举行的默哀活动， 再次为这起26年来
最严重的核电站事故向公众道歉。

一些地方9日开始以宗教仪式为遇难者
祷告。 大阪府一所寺庙10日举行佛教法会，
点燃大约1.6万枝蜡烛并刻上每名遇难者的姓
名。

在宫城县石卷市雄胜町，人们用吊车把一
辆遭海啸冲上一座两层社区活动中心的大客车
缓缓移走。当天下着小雪，与去年3月11日相同。

客车运营企业的社长告诉《朝日新闻》记
者：“一年来，我们看着这辆客车坚持努力。 ”
今年春天，这家企业重新开业。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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