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52011 年 3 月 5 日 星期六

编辑：侯艳天 组版：林佳
系

周末城事

郯城大冷天现蛇群
费县水井水位上升
村民疑是地震前兆

地震专家
揭开异常真相

天气还寒冷，郯城县沙墩镇株
柏村的坟地中却出现了蛇群。大旱
之年，费县上冶镇许家庄的一口百

年老井水位却突然上升。今年 2 月

中旬，这两个村庄出现的奇怪现象，

让村民担心不已：“这会不会是地震
前兆？”

村民们发现了异常后，迅速上
报给了临沂市地震局。市地震局非
常重视，派出专家到村里去调查。3

月 4 日，记者从临沂市地震局了解
到，这两起异常现象的调查结果已
经出来了。

“现在是蛇冬眠的时候，俺

村 一 片 坟 地 中 却 出 现 了 蛇

群……”2 月 12 日早上 7 点 40

分左右，市地震局值班室接到了

这样一个电话。电话是郯城县沙

墩镇株柏村村民张满金打来的。

按正常情况，冬眠的动物得

到“惊蛰”前后才会出来活动，而

当时刚刚立春，气温仍然很低，

冬眠的蛇出了洞，着实有些反
常，难道真是地震异常？

市地震局立刻派出技术人

员前往落实。据当时在现场调查

的市地震局监测预报科科长刘

莉说，不到 9 点，他们就在村民

的带领下到了那片坟地，但在那

里只发现了 3 条蛇，而且已经冻

僵。

市地震局技术人员前去调

查时，现场聚集了 20 多位村民。

有的村民说，早上还有七八条，

大小不一，现在都不知去向了。

另一位年长的村民则说，早上赶
集经过这里时看见此处有蛇群，

最大的蛇有碗口那么粗，十几米

长……

越说越离奇，技术人员也开

始半信半疑。临沂市地震局副局

长闫洪朋当时也在现场调查。他

说，在调查中，他们发现地面上

有好几个小圆洞。听村民说，这

片坟地有不少年头了，坟中藏有

蛇群也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有

十几米长的蛇出现，也过于离奇

了。于是技术人员便扩大了调查

范围，挨家挨户调查。

后来，技术人员在一户村

民家中，听说他邻居的孩子拆

房子曾拆出蛇来。技术人员迅

速赶到拆房的地点。经过市地

震局技术人员的调查，拆房的

村民叫张秀峰，那几天家里要
翻盖老宅子，2 月 1 0 日，他们

在老宅墙体基地两侧发现了两

窝冬眠的蛇，一窝 7 条，一窝 4

条。

“要是我把蛇埋地里就没

这事了……”3 月 4 日，记者联

系到郯城县沙墩镇株柏村的村

民张秀峰时，他不好意思地说，

因为风俗讲宅中的蛇不能杀，

于是，他就用筐提着，分两次将

宅中的十余条蛇放到阳光较为
充足的坟地，希望能将其放生。

临沂市地震局副局长闫洪

朋说，正是这 11 条蛇引起了村

民的恐慌。他们调查后认为，这

是人为所致，不属于地震异常，

并通过村委的大喇叭向村民澄

清了这一事件。

大冷天，郯城出现蛇群？

本报 3 月 4 日讯 (记者

邵琳)今年 6 月 1 日，山东省境

内宾馆酒店将正式取消免费“六

小件”。4 日，记者走访临沂市区

部分星级酒店后发现，个别酒店

已经不再向客房内统一配送免

费“六小件”，转为配送可以循环

使用的“有偿六小件”。

在鲁班沂州宾馆 11 楼客房
部，工作人员正在为每个房间配

备日用品，记者看到，宾馆提供

的“六小件”统一装在一个密封
的塑料杯里，包含折叠牙刷、折

叠梳子、牙膏、瓶装沐浴露等产
品。客房部主管李菲告诉记者，

这是宾馆试点推出的“有偿六小

件”，所有的洗漱用具都可以多

次循环使用，客人在退房时可以
带走。目前，鲁班沂州宾馆有 80

间商务房内都放上了这样的“有

偿六小件”。

李菲表示，从试点情况看，

半数以上的消费者对于取消“六

小件”还是比较支持。因为该条

款本意是节能降耗，减少污染和

浪费，因此多数消费者都能理

解。

除了鲁班沂州宾馆外，沂景

假日酒店、临沂宾馆等几家知名

星级酒店也已经逐步取消免费
“六小件”，仅在客人有需要时配

送。而陶然居大酒店、荣华大酒

店等依然为客房配送免费“六小

件”。陶然居大酒店主管李云雁

认为，长期以来消费者已经形成

了“入住酒店就有免费六小件”

的消费观念，因此要取消“六小

件”，最关键的还是改变消费观

念，需要酒店以及相关主管部门

共同努力，逐步倡导消费者自备
洗漱用品。

临沂市政府节能办相关负
责人解释，根据省级主管部门要
求，今年 6 月 1 日之前为过渡

期，在这期间，酒店可以选择不
再将“六小件”配送至客房，而 6

月 1 日之后则全面取消免费‘六

小件’，改为明码标价有偿使用。

2 月 15 日，又一起异常事件

上报到了市地震局。正是大旱之

年，费县上冶镇许家庄的一处百

年老井，却突然出现水位上升的

现象。上升最厉害的时候，水位比
平常上升了 3 米。

这口百年老井，也是地震部
门的宏观观测水井，发现这一变
化的，正是该村的观测员许永全，

他马上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费县

地震局，接着又上报给市地震局。

2 月 15 日，临沂市地震局副

局长闫洪朋又带着技术人员前去

调查。而调查到的结果，也让他们

感觉颇感异常。

据闫洪朋介绍，当时，除了这

口百年老井出现水位上升，井南

侧的一条干枯多年的小沟渠内也
有水渗出，并有流动趋势。但在对

水井附近的上冶水库、泄洪道和

地形地貌进行勘察后，均未发现
明显异常。

最让技术人员不安的是，这

个村子正是蒙山山前断裂带经过

的地方。难道水位上升真是地震

异常？临沂市地震局的技术人员

又迅速上报省地震局，2 月 16 至

17 日省局预报中心主任专家又亲
临现场对异常变化进行落实。

闫洪朋介绍，一般来说，如果

排除了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但

仍未找到异常现象原因的话，就

要考虑水井是否受地质构造活动

的影响了，于是，由省、市、县地震

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扩大范

围继续开展调查落实。

但随后村中的另一个怪事，

让调查组找到了谜底。24 日，村里

查水表时，发现住在这口百年老

井 10 米之隔的村民柴世中，近期

家里竟然用了 300 多立方米的

水。但据柴世中说，现在家里只有

母亲一人生活，而她根本没用过

这么多水。

刘莉说，根据他们的调查，这

个村里通有自来水，一般来说，村

民只有吃喝才用自来水，平时洗

衣服则用家中的压水井，多数村

民同期的用水量也就 8 至 10 立

方米。

住在百年水井附近的村民，

家中用水突然异常增多，这个现

象引起了调查组的注意，他们随

即将柴世中家中的水闸关闭，结

果发现这口百年水井的水位，自 2

月 24 日开始下降，后逐步恢复正

常水位。

3 月 2 日，临沂市地震局作出

了分析结论，认为该井水位异常

变化与其西邻自来水变化有对应

关系，目前该水井水位已经恢复

正常，所以判断前一阶段异常是

由于水管跑水造成的，初步排除

地震异常。

费县一水井水位突然上升

这两年，受全球地震消息增

多的影响，公众对地震的关注度

升高，一些人也容易将一些异常

现象与地震结合。据临沂市地震

局不完全统计，从 2008 年至今，

他们共接到群众上报的各类异常

事件或现象近百起，特别是汶川

地震以后，上报的尤其多。

市地震局副局长闫洪朋介

绍，地震前兆观测、宏观异常都是

地震预报的方法。常见的前兆监

测手段包括地下水观测、电磁场

观测等。宏观异常主要包括动物
的习性异常，地下水水位的涨落、

水井翻花冒泡、地光、火球、果树

重花等。

市地震局副局长闫洪朋介

绍，从接到群众上报的异常现象
来看，地面隆起、水井温度上升、

水井突然变浑等相对常见，但这

些异常现象的发生时间及地点

比较分散，并且均找出异常原

因，并非地震异常。

“一个地方要发生 7 级左右的

地震，它的孕震构造达到方圆 60

公里的范围，震前出现的异常现象
会呈区域性分布，而不会仅仅出现
一两个异常现象”，闫洪朋说，个体

的、孤立的异常事件，是不能做为
地震前兆来看的。但如果大面积、

短时间内大量出现异常现象，则可

能是地震来临的信号。

其实，群众发现异常现象迅

速上报给地震部门，地震部门是

非常欢迎的。闫洪朋介绍，群众

的关心，发现异常现象后的积极

上报，有利于地震群测群防。

接到上报的异常现象，地震

部门也会非常重视，会迅速派出

技术人员前去调查。不过，调查
清楚原因并向群众进行科学解

释后，群众也会觉得其实让人担

忧的异常现象并没有那么神秘，

比如兰山区曾有一个澡堂老板，

反映抽出的地下水水温高达
40℃，非常奇怪，但调查后发现，

是潜水泵漏电将水“烧热”。

闫洪朋介绍，像郯城出现蛇

和费县水井水位上升的情况，一
开始群众也是非常惊慌，到郯城

的现场去调查时，很多村民马上

围过来诉说。但后来的调查结果

表明是虚惊一场，村民也就不再

害怕。

闫洪朋说，一些异常现象如

果找不出其原因，自然会让不明

就里的人们，与地震等自然灾难

联想在一起，这就需要调查落

实，并把结果公开透明，让人们

明明白白地知道，这到底是什么

原因造成的，这样才不会胡乱猜
测、恐慌。

据了解，临沂市的地震群防

群测工作，在全省都是靠前的。临

沂市共有包括国家基本台在内的

5 个专业台站，66 个群测群防观

测点，其中有深水井观测点、浅水

井观测点、泉水观测点、动物习性

观测点。

目前，全市所有乡镇、办事

处均配有地震观测员，个别县区
已经覆盖到村，像发现费县水井

水位上升的许永全，就是费县上

冶镇许家庄的地震观测员。

图文/ 本报记者 张纪珍

周广聪

多数异常现象没那么神秘

三年接上百起“怪事”，均排除地震异常

临沂星级酒店

试水“有偿六小件”

▲ 3 条冻僵的蛇(将蛇集中在一起所拍)。

▲许家庄观测井南侧(约 6 米)水

沟沟底水溢出现象。

▲许家庄观测井周围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