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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湖北监利6月3日电 6
月3日一大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冒着大雨，再赴客船翻
沉现场，统筹指挥救援工作，看望在一线
争分夺秒、在恶劣天气中通宵作业、轮番
下水的潜水员等救援人员。

江岸边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李克强向
正在轮换休息的潜水员们致以问候，关切
询问他们的身体情况、水下状况，称赞潜
水员们了不起，给遇险乘客带来生的希
望。他说，现在还有几百位乘客在沉船
内，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你们作为专
业力量能够直接发挥作用，人民群众对你
们寄予厚望，担子重千钧。大家在挑战体
能极限，抓住一分一秒救援的同时，也要
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安全。请转达对正在
水下作业的潜水员的问候。

码头边的趸船上，救援人员刚刚搜
救出几具遇难乘客的遗体。李克强及随
行人员向逝者鞠躬默哀，表达尊重。

随后，李克强登上指挥船，再次驶往
客船翻沉现场江面。指挥船抵达沉船附
近时，李克强冒雨登上甲板。他说，生命
至上，哪怕有一线希望，也要用百分的努
力、万分的奋斗，抓紧搜救人员，这是我
们应尽的责任。调集的装备要统筹、科
学、更有针对性地施救。

李克强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向奋战在

救援一线的部队、武警官兵和工作人员
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救援任务很艰巨，
需要大家全力投入，连续作战。相信你
们一定能够善始善终把任务完成好，不
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6月2日下午，李克强还来到湖北省
监利县人民医院，看望客船翻沉事件获
救伤员。

2日晚，李克强在湖北监利县连夜
召开会议，他就做好下一步救援工作提
出六点要求。

第一，要继续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救
人。哪怕有一线希望，也绝不放弃。今
晚解放军和地方救援力量要通夜作战，
潜水员要反复下，挨舱摸，争取再创造奇
迹，也要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

第二，继续调集救援设备，加大救援
力度，科学施救。

第三，继续调集专业医务人员特别是
心理抚慰人员，切实做好伤员救治工作。

第四，做好乘客家属抚慰，有关部门
和地方都要负起责任，把工作做实做细，
让每一位家属得到安慰。

第五，组织机制要统一。前后方、中
央、地方、军队相互协调配合，做好救援
工作。

第六，国务院成立事件调查组，把事
件原因实事求是调查清楚。

李克强再赴客船翻沉现场看望救援人员，并在部署下一步救援工作时要求

国务院成立调查组调查事故原因

据新华社武汉 6 月 3 日电
（记者王贤）记者在“东方之星”翻
沉事件救援现场获悉，截至3日
19时，救援人员已打捞出21具遇
难者遗体。目前，“东方之星”翻
沉事件已发现26具遗体，另有14
名幸存者。

6月3日，救援人员对“东方
之星”客轮的底部进行切割作业
以便救援。

截至6月3日19时

已发现26具遗体
另有14名幸存者

新华社北京6月3日新媒体专电 截
至记者发稿时，“东方之星”客轮倾覆已
超过40个小时，救援还在继续。现场
200多位潜水员轮番下水，搜寻可能存在
的幸存者。“现场情况非常复杂。潜水作
业难度很大。”负责现场水下救援指挥的
中国海军工程大学专家李其修说。

困难一 水下能见度低

李其修说，长江水比较浑浊，再加上
连日暴雨，加重了水的浑浊度，潜水员在
水下的能见度低，视距短。一次下水要呆
1个小时左右，目前，潜水员基本靠手来探
查，虽然有强光手电筒，但在浑浊的水下
什么也看不见，给摸排带来很大难度。

困难二 水速快

正常情况下，流速超过 1.5 米／

秒，按照潜水规定就不能实施潜水。但
现场实测显示，暴雨之后，长江流速加
快，除靠近岸边的一侧流速相对较慢外，
沉船区域部分位置水流速度高达1.8米
／秒。“救人是第一要务，虽然危险，潜水
员仍然冒险下潜。”李其修说。

困难三 水温寒冷

和地震等岸上发生的灾难性事件不
同，虽然进入初夏，水温在20摄氏度左
右，但潜水员长时间在水中停留，身体仍
会感觉寒冷。不适感增加后，将直接影
响救援效率。

困难四 被救人员情绪失控

李其修介绍，由于长期被困在黑
暗、寒冷的水中，不少幸存者身心受
损，基本处于心理崩溃边缘，在见到潜

水员后会出现死死抱住潜水员、对正
确救援指令接受度较低等情况。潜水
员在找到生还者之后，要和被救者做
简单的沟通，还要指导救援者正确佩
戴潜水装具、获得正常呼吸，更重要的
是，还要确保顺利通过狭窄通道，把生
还者带出。

“但在极端环境下，很多患者依从度
低，很难正确接受指令。”李其修说，为了
尽快解救生还者，潜水员官东在前一天
的救援中解下自己的呼吸装备给生还者
系上，和伙伴配合以最快速度将生还者
带离，为营救赢得了宝贵时间。

困难五：水下环境复杂

“对潜水员来说，直上直下是最安全
的。”李其修说，但因救援需要，潜水员必
须深入船体，其携带的管子、绑在身上的
信号绳等非常容易被沉船内的门板、机

器等杂物缠绕，一旦锋利的杂物损害救
援设备，会对潜水员的生命造成巨大威
胁。

李其修说，潜水员官东在救出生
还者后，被暗流卷入深水区，并导致身
上信号绳被船体杂物缠绕。在氧气即
将耗尽的情况下，官东果断割断信号
绳，丢掉潜水压载装具和无气的气瓶，
从水流深处迅速潜游出水面。由于上
升速度快，出水后，他双眼通红、鼻孔
流血、耳朵胀痛。

虽然不少潜水员整整30个小时没
有休息，身体极度疲惫，但仍然一次又
一次的下潜，一个房间接着一个房间
地摸排可能存在的幸存者。能打开的
房间都要打开排查，实在不能打开的
就通过敲击传递信号、探寻生命信息，
他说，“在船舱分布示意图上，每一个
被摸排过的房间都会被打上一个钩，
确保没有遗漏。”

现场水下救援指挥专家表示

大难题困扰水下救援

6月3日，正在湖北监利县人
民医院救治伤员的湖南湘雅二医
院医疗救援队队长陶澄告诉记
者，目前，医院收治的年龄最小的
伤员是21岁的四川籍船员陈书
涵。事故发生时，他正在船舱的
最底部给船用柴油机灌柴油，然
后船突然就倾覆了。

头顶是倒扣的“东方之星”巨
轮，身下是湍急的长江，他被困在
一个一人大的房间，上方全是机
舱和机器，满是油污，呼吸困难。
除了湍急的江水声，小陈什么也
听不见，他就在黑暗中等着，不知
道时间，不知道位置，不知道身边
还有没有其他人——活着的人，
或者遗体。

当小陈见到前来救他的潜水
员时，他说自己已经几近崩溃，一
心“等死”……

当时，海军工程大学潜水分
队潜水员官东，在水下来回地寻
找。因为感觉到上方有人，官东
奋力想向上游。等他游出水面，
探照灯的光线中，果然看到了无
限恐惧和绝望的小陈。

小陈很激动！经历了近20个
小时的无助和绝望，他无法平静。

在等待另一名潜水员过来支援
时，官东陪他聊天、谈心，大约10来
分钟，小陈的情绪慢慢稳定了下来。

这个过程中，另一名潜水员
魏鹏飞赶来支援。于是，他们教
小陈带头盔，然后给他戴好，再给
他做思想工作。

眼见着氧气快要见底了，官
东来不及多想，把自己的呼吸器
戴在了小陈头上，然后努力和魏
鹏飞一起将小陈带出水。

“他被送往医院的时候，生命
体征稳定，但是比较虚弱。后来
听他说，在事故发生后，他被扣在
舱里，水越来越多，水面上漂着柴
油，淹到了脖子那儿，还留有一点
呼吸空间。”陶澄告诉记者。目
前，他家人正从四川赶往湖北监
利县人民医院。 (据新华社电）

21岁加油工
被轮船倒扣水中
近20小时获救

6月3日，救援人员在沉船现场搬运一
具遇难者遗体。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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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记者张媛 朱佳妮）
对于个别国家称中方在南海问题上要遵守国际规
范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日表示，中
方反对对国际法进行随意曲解，这样做如果不是

“双重标准”，只能是另有所图。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针

对中方在南海的岛礁建设活动，日本内阁官房长
官菅义伟1日称，避免引发紧张局势轮番升级的
单方面行动、根据法治原则采取行动极其重要。
中国应在遵守国际规范同时，为地区和全球问题
发挥协调性作用。美方领导人也称，不应通过将
他国排挤出去的方式宣示主权，也不应通过非国
际法手段进行主权声索。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近期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不断
提及国际法，如果他们仔细研究过相关国际法，那
么请告诉我们，哪条国际法禁止中国在自己拥有
主权的岛礁上进行合理建设？哪条国际法允许一
国舰机对其他国家岛礁进行抵近侦察？哪条国际
法允许一国以航行自由为名损害其他国家主权和
正当合法权益？”

“我们反对对国际法进行随意曲解，这样做如
果不是‘双重标准’，只能是另有所图。”她说。

华春莹再次重申，中方有关活动合法、合情、
合理，中国是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维护者和建设
者。中国不做违反国际法、损人利己的事，同时坚
定依法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她说，希望有关国家客观、公正看待有关问
题，真正为亚太和平稳定与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方反对在南海问题上
对国际法进行随意曲解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最高检3日消息，四
名地方厅级干部分别涉嫌受贿等犯罪被检察机关
查办。

日前，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天津市
河北区政协原主席崔志勇（正厅级）以涉嫌受贿犯
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
在进行中。

经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天津市东丽
区人民检察院日前依法对天津市城乡规划建设交
通工委原书记沈东海（正厅级）以涉嫌受贿、滥用
职权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
工作正在进行中。

日前，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山西省
晋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建
中（正厅级）以涉嫌受贿犯罪决定逮捕。案件侦查
工作正在进行中。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日前决定，依法对
核工业208大队原大队长刘正林（副厅级）以涉嫌
受贿、挪用公款犯罪立案侦查。案件侦查工作正
在进行中。

四名地方厅级干部
被检察机关查办

6月3日，在江岸边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李克强向正在轮换休息的潜水员致以问候，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情况和水下状况。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突发的船难令人震惊，也给不熟悉水运的人们带来一系列疑问：为
什么龙卷风能“瞬间”掀翻客船？而一旦遇上船难，普通人又该如何自救？

上海海事局通航处处长黄建伟告
诉记者，每年5月中旬到6月中旬会出
现长江气旋，或者叫江淮气旋，是产生
在长江和淮河之间、由冷气团和暖气团
相交形成的气旋。可以说，在这个时段
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同时，

“东方之星”处于南北向的航道上，正是
比较容易兴浪的航向。

黄建伟说，船要保持平稳航行，一是

要有浮性，二是要有稳性，使得船舶达到
平衡状态。当外力作用大于船舶的浮性
和稳性时，船舶就会出现翻沉。而内河
船舶本身的抗风能力就比海船要差。“东
方之星”水面以上有8－9米，水面以下
只有3.2米，船舶的吃水浅；而海船的大
部分在水面以下，吃水较深。

目前，发布的消息是船舶遭遇了
9.2级的龙卷风，这对船舶的破坏力是

极大的。自从1999年11月24日渤海
湾发生沉船事故并导致280人丧生后，
一般船舶遇到8级风就不会再开船，而
是抛锚避风。8级风通常就是临界点。

同时，在外力作用下，如果船舶本
身就存在稳性不足的问题，倾覆的可能
性就会更大。比如韩国的“岁月号”就
是因为船舶进行过改造，导致其稳性不
够，一点点外力就容易导致船舶倾覆。

8级风通常是临界点

那么一旦遇上船难该如何自救？
中国红十字会海峡两岸水上救生组织
教练员、培训师陈斌向记者讲述了船难
当中的自救要点。

首先，上船以后一定要认真观察。
“到船上以后，很多人不会熟悉船舱结
构，如果发生意外救生衣在哪里都不知
道。”陈斌告诉记者，上船后首先要留意
船上的应急标志，比如逃生通道、上下
楼、甲板集合点等等。这些看似简单的
准备工作，在危机发生时是非常有用
的。因为船舱内的空间狭小，一旦出现
危险，加之不熟悉船的内部构造，很容
易在舱内走失，延误逃生时间。

其次，要事先看好一些物品的位

置，比如救生衣、救生圈等。危险发生
时，要第一时间找到这些救生用品，穿
戴好后，迅速奔向甲板的集合点，寻找
救生艇等设备帮助逃生。

“船难中，第一时间听到广播通知
撤离，一定要穿上衣服注意保暖。”陈斌
告诉记者，一般来说不鼓励先跳船，因为
在水中，人体的体温丧失很快，而且也可
能会被水流带走不知去向，增加搜救难
度。如不得不弃船，也一定要先观察跳
船的地方。“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跳，
注意避开浅滩礁石。要迅速离开沉船，
如果船只倾覆，一定要向船头船尾跳。”

是否弃船，可以考虑几个先决条
件：第一，船长是否有指令；第二，是否

迫不得已必须弃船，如船舱走廊到处是
水或者船只已经倾覆；第三，周围有无
救援船及时接应。如果满足了其中任
意一个条件，就可以考虑弃船。

落水后，一定要迅速离开船体，以
防被漩涡再次吸入船只。同时应仰起
头，使身体倾斜。保持这种姿态几秒钟
后，借助救生衣的强大浮力，就可以慢
慢浮上水面。浮上水面后，不要将手举
出水面，要放在水下划水，使头部保持
在水面以上，以便呼吸空气。最重要的
是，一定要保持体力，当有人员来救援
时，要利用救生衣上的哨子、反光器
材，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

(据新华社北京6月3日新媒体专电)

是否弃船有三个先决条件

“东方之星”沉船时遭遇9.2级龙卷风

遇上船难如何正确自救？

6月3日，救援人员对客船“东方之
星”轮的底部进行切割作业以便救援。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据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记者韩洁 吕福
明）中国和韩国1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后，作为落
实这一协定的一个重要平台，烟台中韩产业园3
日在北京对外公布了园区规划蓝图。

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烟台市副市长
杨丽说，作为两国政府主推的园区，烟台中韩产业
园将与韩国中央政府指定的新万金开发区开展互
动合作，致力于发展成为中韩自贸区产业合作示
范区、东北亚综合国际物流枢纽、“一带一路”战略
合作平台和韩国元素突出的智慧型宜居新区。

根据烟台市政府披露的园区规划蓝图，未来
烟台中韩产业园将立足烟台资源条件和产业基
础，在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电子信
息、海洋工程及海洋技术等新兴产业，物流、商贸、
检验检测认证、金融保险、电子商务、文化创意、健
康服务、养生养老等现代服务业方面与韩国企业
开展务实合作，最终形成现代服务业聚集区、新兴
产业共生区和临港经济区“一园三区”空间格局。

中韩自贸协定签署后

我国首个中韩产业园
规划亮相

6月3日，参观者在参观东北抗日遗迹介绍
展板。当日，由东北地区15家重要抗战遗迹单位
发起的“东北抗战遗迹联盟”在长春正式成立，包
括吉林、辽宁、黑龙江地区的110家抗战遗迹管理
单位，这是中国东北地区首家保护研究展示抗战
遗迹的区域性民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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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春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