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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回了趟平木老家，听母

亲说我们那里又要逢会了。逢会就

是农村人说的物资交流大会，每年

的四月初八前后，农家人把家里收

获的农副产品都拿到集市上售卖，

什么东西都有从过年时挂的腊肉到

女人们农闲绣的鞋垫、做的布鞋，

还有新割的毛竹编的竹篮、竹筐，

锄地用的锄头、 铁锨，真是应有尽

有、琳琅满目。

到时候满街挂满衣服，小贩

们扯着嗓门吆喝着招揽顾客，也有

把货物挂在手上，从上街走到下街

来回兜售。小孩子们最喜欢把货物

担在担子上的货郎担了，这些走街

串巷的货郎担用只扁担挑着两口箱

子，里面都是些玩具杂耍花花绿绿

的。我小时候就爱跑去看热闹，和

一大群孩子围着货郎担，艳羡的看

着货郎摆弄他的玩意儿，有吱吱

叫的喇叭还有各种惟妙惟肖的小泥

人，孙悟空、猪八戒……看的久了，

货郎也偶尔送我一粒糖果，我总是

不敢吃，怕吃了被货郎拐跑，因为

母亲总是告诫我不要吃陌生人给的

东西。不知道现在担担子赶交流会

的货郎还有没有。

每逢交流会，主办的村上总是

会请上一台大戏在街头唱好几天，

一些老头老太太总是奔听戏去的，

我听不懂戏文，总觉得他们穿的花

花绿绿的在台上咿咿呀呀的唱，一

点劲也没有，我不知道包括我奶奶

在内的这些白天晚上都听戏的人是

否听的懂，因为他们都不识字，而

我还是上过学的，我都听不懂，他

们怎么能听的懂？后来我明白了，

看戏是其次，主要是以看戏的名义

在这里放松一下平时的疲劳，顺便

和街坊邻居唠唠家常。

其实最吸引我的还要数街上

炸麻花、卖油糕的了，总是觉得手

里攥根麻花，听着耳朵里嘈杂的

声音于我也是一种幸福。还有卖一

种美食叫洋芋糍粑和洋芋搅团，洋

芋糍粑是一种以土豆为主要原料的

饭食，先将土豆洗净去皮，用特制

的工具磨成糊状，然后裹上纱布滤

出淀粉，放上盐、花椒，等水开的

时候用手搓成条状煮到锅里，熟了

的时候放上自家种的白菜辣椒炒的

菜，平木臊子等调味料，洋芋糍粑

就做好了。真是香气扑鼻，让人垂

涎欲滴。

又一年的农资交流大会开始

了，家乡的街上应该还是熙熙攘攘，

还有走街串巷的货郎，还有一台大

戏在鞭炮中咿呀的唱起来，还有卖

洋芋糍粑卖麻花买油糕的摊位，还

有我爱看戏的母亲，一如当年的老

太太一样……我是真的应该回去看

看了，回去陪母亲去看看戏，哪怕

我还是听不懂，也愿意听她给周围

老太太炫耀，“这是我闺女！”的

满足。

你的第一声啼

哭在地震中，我没

想到；你诞生在车

棚里，我也没想到；

你一出生就享受这

么多的爱的阳光，

我还没想到；人们都亲昵地叫你地震宝宝，我更没

想到。

现在，你闭上了大眼睛，我的地震宝宝。你睡

吧，睡吧，我可爱的地震宝宝！我不想让你一出生

就看到地动山摇，我不想让你刚出世就听到痛哭惨

叫，我不想让你一出生就看到房倒屋塌，我不想让

你刚出世就听到凄厉的哀嚎，我不想让你一出生就

看到巨石堵住交通要道，我不想让你刚出世就听到

灾区人民饥寒交迫，缺医少药，我不想让你一出生

就看到淋漓的鲜血、累累的伤痕、未寒的尸体和惊

恐的小鸟，我不想让你刚出世就听到余震不断，困

难重重，人们在危难中饱受煎熬。

没睡多久，你醒了，这里看看，那里瞧瞧，我

的地震宝宝。看吧，看吧，我可爱的地震宝宝！我

想让你一出生就看到医生为你奔忙的身影和脸上的

微笑，我想让你刚出世就知道习近平爷爷为咱雅安

灾区日夜操劳，我想让你一出生就看到李克强爷爷

亲临灾区指挥从容有力，志在必胜，我想让你刚出

世就看到解放军叔叔为抢救生命、打通要道与时间

赛跑，我想让你一出生就看到医护人员为拯救生命

向死神开战，并频传捷报，我想让你刚出世就看到

直升飞机在雅安上空飞降，把急需的物资送来，把

重伤员送往成都等大医院治疗，我想让你一出生就

看到面对灾难疼痛、那坚强的微笑和灾区生产自救

的浪潮，我想让你刚出世就看到雅安不哭，芦山不

倒，正朝着重建的方向迅跑 , 我想让你一出生就

看到全国人民那无数双援手和为灾区加油鼓劲那动

容的暖流、动心的精神面貌……

好像你刚出生就非常的懂事，我的地震宝宝。

看吧，听吧，我可爱的地震宝宝！妈妈我拖着虚弱

的身体也加入抗震救灾的行列，抢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小事，妈妈深知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大家有一

个共同的心愿：加快灾区重建的步伐，让雅安雄起，

把雅安建设得更加

美好！

地震宝宝，我可

爱的地震宝宝。幼

苗要生长，小树要

长高，我想到；让

你从小有一颗感恩的心，好好学习，长大了报效祖

国和人民，我也想到；风雨彩虹，灾区人民壮志凌云，

脚踏实地，大展宏图，我还想到；让雅安不辜负党

和人民的期望，昂首阔步，走在全国的前列，我更

想到。 

地震宝宝，我可爱的地震宝宝。想着想着，不

知什么时候，妈妈我也睡着。梦到许多事情非常美

好！我梦见你长大成人。我送你参军入伍，成了一

名解放军战士，守卫在祖国的边防前哨。你用钢枪

打击一切来犯的豺狼虎豹，当地震等灾难来临的时

候，你和当年雅安抗震救灾的战士一样，冲锋陷阵，

为抢救生命和人民的财产，屡建功劳。我梦见你从

北京医科大学毕业，成了一名白衣战士，为人民群

众巡医治病，不辞辛劳。你跨越千山万水，走遍祖

国各地，把健康带给千家万户，给无数病患者带来

了欢笑。当地震等灾难来临的时候，你和当年雅安

抗震救灾的白衣战士一样，奋不顾身，救死扶伤，

让死神望而却步，仓皇而逃。功劳簿上有你的姓名，

妈妈为你感到骄傲自豪。我梦见你从中国科技大学

毕业，成了一名科技工作者，可上九天探究星空的

神奇，可下五洋探寻海洋的奥妙，可预测地震等灾

难来临的准确时间，免除像雅安这样的灾难，妈妈

为你喝彩，为你叫好！我梦见你才华横溢，当选了

党和国家的领导。你和习近平、李克强爷爷一样，

雄才大略，运筹帷幄，顺利地解决了钓鱼岛、台湾

回归等问题，完成了祖国统一之大业，让祖国繁荣

昌盛，让人民生活幸福，让世界各国折服敬仰，都

夸中国伟大，都夸中国真好！

地震宝宝，我可爱的地震宝宝。妈妈梦醒时分，

红日出东方，灿烂的阳光把雅安的山水照耀。妈妈

又加入灾区重建的大军，去奋战，去拼搏，为雅安

雄起，为实现中国梦再立汗马功劳！

快快长大吧，地震宝宝，我可爱的地震宝宝！

我的地震宝宝 
□冯殿礼 

逢      会
□杨宝侠

什么是非法集资：
目 前 关 于 非 法 集 资

还 没 有 唯 一 的 准 法 定 概
念，而且刑法也没有规定
非法集资罪的罪名，非法
集资一般是以高额回报的
利诱，以合法的外衣如出
具企业工商执照、税务登
记、司法公证等骗取群众
信任；或者利用亲朋好友
的关系拉拢群众参与；或
者在能人引领和利用名人
代言虚假广告的方式误导
舆论，欺骗群众，拉人上
钩；或用短期兑现的方式，
开始是按时足额兑现先期
投入者的本息，然后是拆
东墙补西墙，用后集资人
的钱兑付先前的本息，等
达到一定规模后，便秘密
转移资金、携款潜逃。

非 法 集 资 涉 及 面 广，
危害极大。它扰乱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秩序，影响金融
市场的健康发展；严重损害
群众利益， 影响社会稳定，
极易引发群体事件。它损害
了政府的声誉和形象。非法
集资活动往往以“响应国家
林业政策”、“支持生态环境
保护”等为名，行违法犯罪
之实，既影响了国家政策的
贯彻执行，又严重损害了政
府的声誉和形象。

非法集资活动的主要
基本特征：一是未经有权
机关依法批准；二是向社
会不特定对象即社会公众
筹集资金；三是承诺在一
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货币、
实物、股权等其他形式的
还本付息；四是以合法形
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目的。

非法集资活动的常见
形式 :

(1) 借种植、养殖、项
目 开 发、 庄 园 开 发、 生
态环保投资等名义非法集
资；(2) 以发行或变相发行
股票、债券、彩票、投资
基金等权利凭证或者以期
货交易、典当为名进行非
法集资；(3) 通过认领股份、
入股分红进行非法集资；
(4) 通过会员卡、会员证、
席位证、优惠卡、消费卡
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5)
以商品销售与返租、回购
与转让、发展会员、商家
加盟与“快进积分法”等
方式进行非法集资；(6) 利
用民间“会”、“社”等组
织或者地下钱庄进行非法
集资；(7) 利用现代电子网
络技术构造的“虚拟”产
品，如“电子商铺”、“电
子百货”投资委托经营、
到期回购等方式进行非法
集资；(8) 对物业、地产等
资产进行等份分割，通过
出售其份额的处置权进行
非法集资；(9) 以签订商品
经销合同等形式进行非法
集资；(10) 利用传销或秘
密串联的形式非法集资；
(11) 利用互联网设立投资
基金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12) 利用“电子黄金投资”
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地震知识问与答  

1．什么是地震？
答：广义地说，地震是地球表层的震

动；根据震动性质不同可分为三类：

天然地震指自然界发生的地震现象；

人工地震 指由爆破、核试验等   人为因

素引起的地面震动；脉动指由于大气活动、

海浪冲击等原因引起的 地球表层的经常

性微动。

狭义而言，人们平时所说的地震是指

能够形成灾害的天然地震。

2．什么是地震预报？
答：地震预报是针对破坏性地震而言

的，是在破坏性地震发生前作出预报，使

人们可以防备。

地震预报三要素指地震发生的时间、

地点、震级。完整的地震预报这三个要素

缺一不可。

地震预报按时间尺度可作如下划分：

长期预报是指对未来 10 年内可能发

生破坏性地震的地域的预报。

中期预报是指对未来一二年内可能发

生破坏性地震的地域和强度的预报。

短期预报是指对 3 个月内将要发生地

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预报。

临震预报是指对 10 日内将要发生地

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预报。

3．地震能预报吗？
答：地震预报是世界公认的科学难题，

在国内外都处于探索阶段，大约从 20 世

纪五六十年代才开始进行研究。我国地震

预报的全面研究起步于 1966 年河北邢台

地震，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

进展，曾经不同程度地预报过一些破坏性

地震。

但是实践表明，目前所观测到的各种

可能与地震有关的现象，都呈现出极大的

不确定性；所作出的预报，特别是短临预

报，主要是经验性的。

当前我国地震预报的水平和现状是：

——对地震前兆现象有所了解，但远

远没有达到规律性的认识；

——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对某些类型的

地震，作出一定程度的预报；

——对中长期预报有一定的认识，但

短临预报成功率还很低。

4．你知道地震预报应当由谁发布吗？
答：面向社会发布地震预报是一件十

分严肃的事情。

为了加强对地震预报的管理，规范发

布地震预报的行为，1998 年 12 月 2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了《地震预报

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

统一发布制度。”具体规定主要是：

全国性的地震长期预报和地震中期预

报，由国务院发布。

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地

震长期预报、地震中期预报、地震短期预

报和临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发布。

已经发布地震短期预报的地区，如果

发现明显临震异常，在紧急情况下，当地

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发布 48 小时之内的

临震预报，并同时向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及其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机构和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报告。

北京市的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

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北京市人民

政府负责地震工作的机构，组织召开地震

震情会商会，提出地震预报意见，经国务

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组织评审后，报国务

院批准，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

5．什么是地震谣传？
答：有时，会有一些关于地震的“消息”

在社会上流传，它们并非是政府公开发布

的地震预报意见，而是地震谣传。

强烈地震灾害造成人们对地震的恐

惧，加之对地震知识和相关法规不够了

解，人们便容易偏听偏信一些无根据的、

所谓的“地震消息”，这是地震谣传得以

存在的土壤。产生地震谣传的具体原因

有：

①把一些自然现象，如由于气候返暖

果树二次开花，春季大地复苏解冻而引起

的翻砂、冒水等现象，误认为是地震异常。

②地震部门正常的业务活动，如野外

观测、地震考察、对某种前兆异常的落实、

地震会商、抗震会议、防震减灾宣传等，

引起的猜疑。

③来自海外蛊惑人心的宣传，或别有

用心的造谣。

④受封建迷信思想的蒙蔽而上当受

骗。

6．怎样识别地震谣传？
答：以下几种情况可以判定是地震谣

传：

①超过目前预报的实际水平，三要素

十分“精确”的所谓地震预报意见。如传

闻中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非常具体，甚

至发震时间精确到“上午”、“晚上”。

②跨国地震预报。如果传说地震是由

外国人预报的，那肯定是谣传，因为这既

不符合我国关于发布地震预报的规定，也

不符合国际间的约定。

③对地震后果过分渲染的传言。有时，

特别是强震发生后常会出现“某个地方将

要下陷”“某个地方要遭水淹”等等传言，

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也是不可信的。

7．听到地震谣传怎么办？
答：①不相信。尽管地震预测尚未过

关，但是有地震部门在进行监测研究，有

政府部门在组织和部署有关防震减灾工

作，因此不要相信毫无科学依据的地震谣

传。 ②不传播。应当相信，只要政府知道

破坏性地震将要发生，是绝对不会向人民

群众隐瞒的。因此如果听到地震谣传，千

万不要继续传播。③及时报告。当听到地

震传闻时，要及时向当地政府和地震部门

反映，协助地震部门平息谣传。④如果发

现动物、植物或地下水异常时，要及时向

地震部门报告，不要随意散布，地震部门

会采取措施及时进行调查核实。

8．什么是地震前兆？
答：地震前自然界出现的可能与地震

孕育、发生有关的各种征兆称作地震前兆。

大体有两类：

微观前兆　人的感官不易觉察，须用

仪器才能测量到的震前变化。例如，地面

的变形，地球的磁场、重力场的变化，地

下水化学成分的变化，小地震的活动等。

宏观前兆　人的感官能觉察到的地震

前兆。它们大多在临近地震发生时出现。

如井水的升降、变浑，动物行为反常，地声、

地光等。

观测微观前兆是科学家的工作；而发

现临近地震前的宏观前兆，则既要靠科学

家，也要靠广大群众。由于宏观前兆往往

在临近地震发生时出现，因此，了解它的

特点，学会识别它们，对防震减灾有重要

作用。

9．震前地下水为什么会有异常变化？
答：地震前地下岩层受力变形时，埋

藏在含水岩层里的地下水的状况也会跟着

改变。有时，含水层像饱含水的海绵一样，

在受力时把水挤出来；有时，隔水层破裂，

使原来分层流动的水掺和在一起；等等。

这些变化都有可能通过井水、泉水等反映

出来；这时，井或泉就成为人们观察地震

前兆的“窗口”。

10．震前地下水有哪些异常变化？
答：①水位、水量的反常变化。如天

旱时节井水水位上升，泉水水量增加；丰

水季节水位反而下降或泉水断流。有时还

出现井水自流、自喷等现象。②水质的变

化。如井水、泉水等变色、变味（如变苦、

变甜）、变浑，有异味等。③水温的变化。

水温超过正常变化范围。④其他。如翻花

冒泡、喷气发响、井壁变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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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后，人们在为灾区祈祷之余，也
渴望对地震知识多一些了解。五月是
宝鸡市第五个“防震减灾宣传月”，从
本期开始，本报联合县地震局共同摘
编节选出部分地震知识，向广大市民
朋友科普地震知识，以提高大家防震
减灾技能，共建平安和谐凤县。

地震知识问与答（一）

掌握地震自救常识 保护生命财产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