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 � 贵州地震监测台网
中心的工作人员刘宇表
示， 地震监测报告有自
动速报和人工速报两
种， 地震监测台站传送
到台网的信号通过软件
自动生成自动速报，自
动速报有时会有误差，
因此会有人工速报，两
者形成互补。最后，根据
两个速报汇总成一份由
地震位置、震源、震级等
综合信息的报告传送给
国家地震台网中心经过
审核后发布，层层审核，
非常严格。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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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报”地震引起的连锁反应
� � 1 月 4 日， 新年第一个工作
日，14 时 30 分, 澎湃新闻发布消
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
定，2015 年 01 月 04 日 14 时 30
分在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附近
发生 6.9 级左右地震， 最终结果
以正式速报为准。 ”

消息一经发布，便像病毒一
样开始疯狂传播， 引起各界关
注。 然而随后十几分钟内，剧情
则出现重大“逆转”。

14 时 43 分澎湃新闻发布辟
谣信息称：“此信息为地震台网
自动后台录入信息，后经编辑人
工核实，此信息不实，向各位用
户致歉。 ”

14 时 48 分中国地震台网通
过微博发布声明：“网传今日 14
时 30 分江西发生 6.9 级地震为
不实消息，中国地震台网亦未发
布相关内容。 ”

然而， 地震消息虽被辟谣，
但在这一剧情逆转 18 分钟之
间，众多民间救援力量已经启动
了“四级响应”，进入“备勤” (集
结、清点)状态，准备“兵发九江”。
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在辟谣后
并未停止。

公益组织开启“四级响应”

6.9 级的地震信息被媒体推
送之后， 引发的不仅是大量转
载，《公益时报》了解到，在这期
间部分民间救援队伍已经启动
了机构救灾“四级响应”机制，物
资、人员集结到位。

“对于各民间救援队伍来
说，一旦收到灾害信息，没时间
判定真、假，四级响应就会启动，
暂且都认为信息真实。‘四级响
应’过程中，信息收集、人口分
布、建筑规模、交通、地理、气候、
历史地震情况，甚至连横幅都在
这个时候完成，但同步也会对信
息真伪进行研判，一旦被证明误
判，则这些前期准备资源会形成
一定浪费。 ”江西省上饶市横峰
县公益救援队总教官简格民对
《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简格民有着多年民间救援
经历，在他看来民间组织的救援
使命都很清晰，一旦接收到地震
等相关信息便会马上启动相应
响应机制进行应对。

之所以快速备灾开启“四级
响应”， 简格民觉得还有一个原
因，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民
间力量渴望通过应急响应提升
组织的社会知晓度，从而获得更
多资助资源。

记者在登陆专门为民间组
织提供救灾信息的卓明灾害信
息服务中心官方微博卓明震援
通讯社时，也看到微博编辑发出
感慨，“在卓明微信圈里，好多周
围的队伍启动全员备勤，都开始
整理装备准备出发了。 有的差点
退了马上出行的机票，有的直接
从单位打车回家准备响应的 (赔
我们打车钱、误工费)。 好在基本
上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是怎么回
事了。 ”

平安星减防灾教育中心负

责人刘宝宗也对《公益时报》表
示，1 月 4 日收到江西地震消息
后，他们就立即启动了“四级响
应”。

始创于汶川地震后的平安
星减防灾教育中心是一家专注
于防灾减灾领域的专业民间公
益组织。

“如此大的误报，在近几年
来还是第一次，那个地方常年无
地震，设防水平肯定较低，中部
人口密度又大，说实话，听到这
消息确实惊出一身冷汗。 ”刘宝
宗说。

得到灾害信息的第一时间，
机构就已经开始“备勤”了。

“首先，清点可出勤人员 ；
其次，清点装备；最后，启动信
息员核实信息真伪。 这个过程
中， 人员和清点装备都是必须
的， 我们需要能拉得出、 打得
响。 ”刘宝宗说。

两家公益救援机构都启动
了“四级响应”，但最终，这条不
断接力传递的信息却被证明是
一起误报。

“很庆幸核实到最后是一场
误报，即便这样，备勤对民间机
构来说也值得。 ”刘宝宗有些尴
尬地补充道。

误判后被“浪费”的力量

“四级响应”虽然最终被终
止，在此前的启动已经给机构带
来了影响。

平安星防灾减灾中心在进
入四级响应后，开始了一系列流
程化响应。“搜集信息”、“整理装
备”、“队长副队长总部就位”、
“信息员启动”和“资源方对接”。

刘宝宗表示前面几步都是
自己队伍内部事务，但最后一步
“与资源方对接”有些尴尬。

因为辟谣前，刘宝宗已经与
长期参与救灾的资方的伙伴进
行了电话沟通。

“联系的‘资源方’更多都是
以往救援过程中一些合作企业
或机构，他们一般只是提供物资
或资金支助，但如果此时通知资
源方准备物资，证实误判后又通
知资源方取消，这对于民间救援
机构本身和合作方来说，都是伤
害，因为无论哪方的准备都需要
人员和时间成本。 ”刘宝宗说。

误报消息传来，刘宝宗只得
取消刚刚准备好的备勤状态。 正
副两名队长、几名信息员与资方
商量准备送达的数件救灾应急
包裹都得取消。

有着多次在地震、爆炸等救
援现场经验的简格民也觉得误
判给机构和资助方会造成不悦，
如果多次出现，可能就会降低今
后双方合作意愿。

“救灾涉及经费来源、人员
构成和资助方合作。 前者是面向
社会化开展，长期进行救援的机
构都会很快派人前去探访，争分
夺秒订好机票飞往灾区，结果证
实误报造成退票等部分经济损

失。 后者，一旦沟通需要捐赠伙
伴加入， 事后又被证明误报，取
消合作，这时民间救援机构就给
捐赠方造成减分印象。 ”简格民
说。

好在这次从信息产生到被
辟谣，时间跨度并不长，相对来
说损失并不大，但肯定会消耗一
定民间力量。

“震情”以谁为准?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
况呢？ 民间机构开启四级响

应，究竟应该以哪个消息为准
呢？

在简格民看来，更多还应以
政府发布为准。

“国家在设备、水文、气象、
物资保障等方面掌握信息远优
于民间，更多还应以政府信息为
准。 同时地震公布信息等级和灾
害制度是一个相对的东西，中国
国内的灾害信息应该结合国内
实际情况，并非国外地震台网公
布一个数据我们就要按照这个
数据启动相应救灾预案。 ”简格
民说。

据《公益时报》了解，当前，
民政部门已经制定了一套灾害
防御手册，通过民政系统已经分
发至基层乡镇，损毁程度都会以
图示方式标出，看着就能够初步
判断灾情程度。

此外， 还需要建立统一的
“四级响应”标准。 当前，民间“响
应机制” 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各
个机构之间响应标准不一。

根据简格民介绍，壹基金救
援队在当前就做到了中、小型灾
害全部响应，并与合作伙伴保持
良好合作，哪里有灾难，壹基金
就会携合作伙伴进入，中国扶贫
基金会人道救援网络也有着自
身响应机制。

“民间队伍与队伍之间有着
一些差别， 有的靠着国家减灾
委、民政部发布数据来展开响应
级别，有的根据民间组织自身设
置的救援网络获取数据展开响
应。 ”简格民说，“目前来看，国家
防灾减灾委、民政部制定了相应
灾情状况响应级别，物资、资金
从哪儿来都很清楚，民间也大多
按照这个制定了机构自身的应
急响应制度。 ”

� � 在看到地震消息时， 务必
按以下流程处理：

1.报告有决策权限的响应
责任人，一般是队伍负责人

2.响应人初步决定启动哪
一级别的响应预案。 响应预案
应该按照队伍能力提前准备并
通过演练验证， 比如卓明制定
了四级响应制度， 一级为巨灾
响应，四级为知情响应，按照灾
害主要影响区划范围划分。

3. 搜集核查地震三要素，
包括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US鄄
GS、欧洲地中海地震信息中心
等专业网站， 和社交网站上的
用户反应 (如微博 、贴吧 、微信
QQ 群等)。 台网中心在鲁甸地
震和尼泊尔地震时就晚了一小
会播发准确消息， 国外网站也
是如此， 重大地震他们还有格
外的人工审核机制， 而且有时
会因为瞬时点击过多短暂不能
访问， 所以也不是台网中心没

发就是没事。
4. 联系灾发地所在人员，

核实震感大致属于几度烈度
(参照烈度感知表)，周围损失状
况如何。 如果是强烈地震震中
可能会联系不上， 周边地区的
震感也可以作为参考。

5. 搜集灾发地人口密度、
行政区划、 建筑质量、 地理水
文、交通道路、经济水平 、文化
信仰等。

6.如有精通地震知识的研
判人员， 速判地震可能造成的
损失，以及当地抵御风险、应对
损失的能力。

7.指挥人员根据以上信息
修正响应等级，确定是否响应，
或者调动多少资源参与。

8.具体行动。 制定路线、准
备装备、立即出发，时间就是生
命。

（据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
官方微博卓明震援通讯社）

民间组织地震应急响应机制

澎湃发布的地震消息

澎湃道歉 中国地震台网发布的辟谣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