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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湖北监利6月2日电（记
者陈二厚）6月1日晚，重庆东方轮船公
司一艘载有456人的客轮在长江突遇龙
卷风发生翻沉。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2日一早，李克强代表习近平总书
记急飞事件现场，指挥救援和应急处置
工作。

李克强在飞机上召开紧急会议，
听取交通部等有关部门和解放军、武
警部队负责人汇报，部署救援和应急
处置工作。他要求，要以对人民生命

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调集一切可以
动员的力量，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
施，争分夺秒做好人员搜救。要为各
种搜救力量开绿灯，确保畅通无阻。
调集专业医务人员，全力救治被救人
员。国务院成立搜救指挥部，统筹协
调各方面搜救力量。设立前方指挥
中心，保障现场搜救顺畅作业。通过
三峡大坝减少长江水速和下泄流量，
降低救援难度。做好应急救援资金
拨付、乘客家属抚慰、事件原因调查

等相关工作。及时、准确、充分发布
救援进展的权威信息。有关部门和
地方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
和上述部署要求，紧急行动，同心协
力，做好救援工作，尽最大努力搜救
人员。

在武汉一下飞机，李克强就紧急驱
车200多公里，赶往位于监利县的客轮
翻沉现场。途中，李克强与前方保持密
切电话沟通，了解救援进展，并对救援
工作提出要求。

抵达监利县码头后，李克强冒着小
雨，踩着泥泞湿滑的道路，登上指挥船，
迅速驶往沉船现场江面。在船上，他听
取长江航道管理局等部门汇报，与大家
共同研究确定下一步救援方案。他反
复强调，人命大于天，当前最关键、最重
要的是搜救人员，每一分钟都非常宝
贵，一刻也不能放松，要千方百计，尽最
大努力，任何可以救人的方案和措施都
不能放弃。

在江面指挥搜救一个多小时后，李

克强回到码头，他对周边的救援官兵和
工作人员说，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你们
肩负重担，要总结刚才救人的成功经
验，珍惜一分一秒，不怕疲劳，不舍昼
夜，向极限挑战，通力配合，千方百计救
出更多的乘客。

在岸边临时搭建的板房指挥部里，
李克强召集湖北、湖南省负责人和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召开现场会。同时，他要
求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认真细致地做
好善后工作。

李克强急赴客船翻沉事件现场指挥救援工作时强调

争分夺秒做好人员搜救

当张辉再次踏上一块
石头时，他无法相信自己
已经获救了。这名43岁
的旅行社工作人员从天黑
漂游到天亮，成为在长江
沉没的“东方之星”游轮上
最早获救的12人之一。

目前，仍然有 400 多
人没有被找到。

综合新华社武汉6月2日电 记者从现场救援
指挥部了解到，在长江湖北监利段客船翻沉现场，
交通部门、武警部队、湖北省等已组织3000多人参
与搜救。

目前打捞救援范围已扩大至下游150公里处
的武汉至赤壁水域，重点搜寻河滩地等区域，下一
步还要继续扩大至下游220公里处。

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沉船处已设标，船舶呈
倒扣状，已有重型吊机到达现场，来自消防和部队
的救援蛙人开始下水搜救。据介绍，事故水域水深
约15米。

长江海事局副局长李江表示，除了在船底用
生命探测仪探测外，还有6名专业潜水员入舱探
摸，进行水下救援，同时，使用设备将压缩空气灌
入船舱内。

据悉，长航部门已调动11艘航标船，46艘冲锋
舟，14艘海巡艇，2艘港航艇，17艘社会船舶艇，15
艘渔船及7艘公安船，共计112艘搜救船舶。此外，
还有5艘共1760吨的打捞船预计3日晚前到位。

记者另从长江航运管理部门获悉，在长江翻沉的
游轮“东方之星”船长和轮机长已被长航公安部门控
制。根据对已被救起的船长和轮机长单独询问，均反
映船舶在航行途中突遇龙卷风瞬间翻沉。

初步调查显示，船舶没有超载，配足了救生衣。

获救的船长和轮机长
被公安机关控制
搜救范围将扩至下游220公里处

新华社武汉6月2日电（记者黄艳 沈翀 李
伟）记者2日从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2日上午，
长江委防办对三峡水库进行三次调度，减少出库流
量，从17200立方米每秒减少到7000立方米每秒，
为长江沉船救援创造条件。

陈桂亚表示，由于降雨原因，长江水位近日呈
上涨趋势，紧急减少水库出库流量可以减缓水位上
涨趋势，为救援创造有利环境。预计2日晚上，调度
的影响将达监利江段。

为便利救援

三峡水库进行三次调度
减少出库流量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林晖 熊丰）中国气象
局专家组2日宣布，长江沉船事发时段当地出现龙
卷风，风力在12级以上。

6月2日上午，中国气象局派出专家组到长江
沉船江段现场查看。综合气象监测、气象雷达监测
资料和现场查看分析，专家认为，事发时段当地出
现龙卷风，风力12级以上，龙卷主体位于江面，水平
尺度不足1公里，龙卷持续时间15至20分钟，属局
地性、小尺度、突发性强对流灾害天气。

据武汉中心气象台预报，沉船区域2日多云有
短时阵雨，晚间降雨强度会增大，3日到4日监利仍
将有小到中雨。1日19时起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
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命令。

中国气象局：

沉船时段当地发生
12级以上龙卷风

搜救进展

新华社湖南岳阳6月2日新媒体专电（记者
刘景洋 明星 牟旭）记者从岳阳长江水上搜救中
心获悉，1日22：10左右，该中心接到危险品运输
船铜工化666船员来电，称该船在岳阳市华容县
洪山天字一号码头北岸因暴雨抛锚时，看见两个
人离该船20米处往下漂，因雨太大无法施救便报
警。后经核实，铜工化666船员看到的两人即为

“东方之星”生还人员。
记者2日下午辗转联系上了铜工化666船长李

永军，他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铜工化666是一艘运输危险品的船只，1日从湖

北枝城卸完货空船返回铜陵。李永军说，“当时雨大
的不得了，我估计至少7级风，江面上能见度很差，就
像下雾一样，雷达被雨干扰了都扫不到东西。”

大约21：10，铜工化666顺流而下，与逆流而上
的“东方之星”交汇。李永军说，当时两船距离大约
有30米，但已经很难看清“东方之星”。由于天气太
差，21：30左右，铜工化666在北岸抛锚。

李永军说，抛锚后他和船员没有睡觉，到船上
的客厅聊天。大约22：10左右，突然听见江上有人
喊“救命”。“当时根本看不清，听声音判断，离我们
有一、二十米”，接着又看到一个人，“这次能看清，
抱着救生圈。雨太大，根本没法施救，我就冲他喊，
往岸边游！”

铜工化666船立即向岳阳长江水上搜救中心报
警。海事局的记录显示，接报后海巡艇12215冒风
雨于23：51救起两人，两人告知“东方之星”翻沉。

报警船长回忆：

雨太大，根本没法施救

据新华社南京6月 2日新媒体专
电（记者杨绍功）记者2日在上海协和
国际旅行社南京分公司获取一份由

“东方之星”游船乘客的家属提供的
旅行社宣传单，其中显示该游船此次
行程一共11天，白天停靠游玩，晚上
开船赶路。

根据行程单的安排，6月1日是行
程第五天，按行程，当天游客上岸游览

“赤壁古战场”及相关名胜古迹。而6

月2日的预定行程则是游船停靠荆州，
游客上岸游览“荆州古城”。行程在第
11天结束，当天抵达重庆，游玩相关景
点后，游客可以选择当天下午的一班火
车返回，或加价留宿推迟返回。

本次游程价格最高的是一等舱
平铺 2298 元、最低是三等舱上铺
1098 元。游船每个房间都有空调、
独立卫生间、淋浴、电视。上岸游览
费用另计。

乘客家属提供行程单

失事当天游览赤壁古战场回忆这段经历，张辉说的最多的就
是“遗憾”。“每个屋子里醒目的位置都有
救生衣，游轮也是敞开式的，如果不是
（翻的）这么快，应该会有更多人获救。”
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哭了起来。

隶属长江海事局的岳阳海事局政委
汪阳生告诉新华社记者，做了10多年的
救援工作，这样的情况还很少遇到。

“一条船突然在很短时间内失联，连求
救信号都来不及发出，实在太快了。”他说。

长江海事局海上险情历史数据报告
表显示，6月1日22时10分，指挥中心
接到一个船员来电，该船因暴风雨抛锚
时看到两个人沿江往下漂，一个穿着救
生衣一个抱救生圈，因风雨太大无法施
救，特报警。

目前有112艘船和3000多人参与
救援。截至记者发稿时，已经救起了14
名幸存者。 记者白旭、明星、牟旭

(新华社岳阳6月2日新媒体专电）

最初的时候，他看到四周有十几二十
个人和他一样漂在水面，还有人在呼救。

约 5 分钟后，他还能听到三四名
求救者的声音，半小时后，就什么也
听不见了。

此后，张辉又经历了四次大的风
浪。“雨打在脸上，像冰雹一样疼。”他
说。“一浪接一浪地把我淹没，我就闭住
呼吸，但还是喝了很多水。”

他把救生衣系到自己的皮带上，尽
量靠近一侧游，希望有机会遇上船或港
口。他也的确遇上了一条船，但在大风
雨中，不知是他的呼救没被听到，还是船
上的人没看到他，他和第一次获救的机
会擦肩而过。

水里很冷，张辉不敢睡去。“我告诉
自己，再坚持一下就好了。”天快亮时，他
看到了岸。他抓住漂浮的树枝和芦苇，
拼命向岸边划。只有十几米的距离，他
却划了一个半小时。

第一脚踏上一块石头时，张辉怀疑
是幻觉。他手脚并用向前爬，上岸后几
乎没有力气站起来了。

他看到了灯塔，朝着有建筑物的方
向走，到了君山一个码头，随后被送进了
医院。

获救后，他给家里打电话，第一句话
就是“我还活着”。他的妻子和15岁的
儿子听说了翻船的事，本以为他凶多吉
少，接到电话后泣不成声。

5月28日，重庆东方轮船公司的游
轮“东方之星”号从南京启程，计划沿长
江逆流而上，6月7日抵达重庆。船上有
405名游客、46名船员和5名上海协和
国际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其中张辉是旅
行社方面的负责人。

1日，人们结束了在湖北赤壁的游
览后上船休息。如果不出意外，他们第
二天应该到荆州，也是这次旅游的精华
部分。

晚上9时过后，一些老人已经休息
了，张辉正在统计游客第二天的游览安
排，外面突然风雨大作，电闪雷鸣。

“雨大都打在船的右侧，很多房间都
已经进水了，就算把窗户关上也有水渗
进来。”张辉回忆道。

9时20分左右，不少房间进水的游

客忙着把打湿的被子和电视机搬到大
厅，张辉也从二楼右侧的办公室走回左
侧的卧室。这时，他发现船倾斜了。

“倾斜度很大，有45度。一些小的
瓶子已经开始滚落，我捡起来，它们又滚
落了。”他说。

张辉觉得不对劲了，跟同事说：“好
像碰上大麻烦了。”

话刚说完，突然船翻了，“只用了半
分钟到一分钟。”他说。

张辉和同事各抓起一件救生衣，抓
到时窗户就到了他头顶的位置。两人抓
住一切可以抓的东西向上爬，等到爬出
窗户，水已经到他们的脖子了。

“当时天很黑，船在继续翻，很危
险。”张辉不会游泳，也来不及穿上救生
衣，只好抓着救生衣一路漂下去。

幸存者讲述客轮沉没经过

风雨之夜，船身突然倾翻

突然翻船只用了不到一分钟

在寒冷江水中熬到天亮

连求救信号都来不及发出

“东方之星”长江陨落
船上共载456人，

目前14人生还，7人确认死亡。

1

2

3

6月1日21时30分许，由南京开往重庆的“东方之
星”游船在长江中游湖北监利水域发生翻沉事故。

事件发生后，截至2日晚21时许，已在水上救出12
人，打捞遗体5具；在沉船内救出2人，从船内打捞遗体2
具。目前已组织112艘各类船舶参与救援。

据最新统计，船上共有456人，其中旅客405人（多为
50-80岁的老年人），船员46人，导游5人。

旅客分别来自7个省市，上海97人，江苏204人，浙江
11人，天津43人，福建19人，安徽8人，山东23人。

图表来源：新华社数据新闻部

新华社重庆6月2日电（记者赵宇
飞 韩振）记者从重庆市相关部门了解
到，“东方之星”客轮隶属于重庆东方
轮船公司，该船于1994年建造，属于
使用15年以上的客船，中间曾进行翻
修，但尚未到达30年的客船强制报废
年限。

记者了解到，“东方之星”轮船
为长江普通旅游客船，船长 76.5 米，
型宽 11 米，型深 3.1 米，核定乘客定
额为 534 人，吃水深度 2.5 米左右。
轮船共有 534 个舱位，其中一等舱

44 个，二等舱 184 个，三等舱 306
个。

重庆东方轮船公司是经营长江旅
游客运的国内高级船务公司，为重庆
市国有重点水运企业，公司有多艘国
内豪华游轮。船上配有 GPS 导航系
统、卫星电视、电话、卡拉OK厅等设
备设施。

重庆东方轮船公司客轮均为重庆
市“市级文明船”，“东方王子”、“东方之
星”、“东方之珠”轮曾被国家有关部门
评为“部级文明船”。

翻沉客轮于1994年建造

新闻背景

6月2日，在南京家属安置点，
陈先生向记者展示岳父的生活照，请
求社会各界帮忙寻找。 新华社发

6月2日，救援人员在沉船现场
对“东方之星”轮展开营救。

新华社发

6月2日，救援人员在沉船现场将一名老人救援出水。 新华社发

天气状况

长宁

沙夹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