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之星长江翻沉 追踪

逃出船舱，胡坚跃、老吴、老谢三个陌生人的

命运竟然出现了一个交点。

看麻将的胡坚跃被甩出了船舱，睁开眼时，看

到了两个从船上掉下来的救生圈。他一蹭，抓住了

救生圈。把一个救生圈套在身体上，一个扣在自己

的胳膊上，死死地拽着。

水性不好的胡坚跃趴到救生圈上歇了会，这

时，一只手搭到了他的游泳圈上，是老谢，同样只

是初识水性的他累坏了，不停地喘气。

同时拉着一个救生圈， 胡坚跃和老谢两人

并没有说话，大家都有各自的顾虑。胡坚跃怕

老谢“乱动，搞不好都要沉的。”老谢担心1个

救生圈撑不起2个人的重量， 脚上一直不停地

划水，碰到一只船上冲出来的塑料桶，他连忙

把双脚翘上去增加浮力。

老吴露出水面时，船已经底朝天了。他没有游

走，爬上了朝天的船底。然而，反扣的船底并非安

全之处，边上水泡不停地冒出来，老吴意识到船体

还在下沉！他将身上的衣服脱了，拧成绳子捆在自

己的腰上，“横切”江水向岸边拼命游去。

大约20多分钟后，老吴游上了岸。他在黑暗中

喊了两声“有人吗？救命啊！”声音淹没在风雨声中。

这时胡坚跃和老谢还在江中挣扎， 他们只要

看到灯光就一起喊“救命，救命”。

3名幸存者生死瞬间

房间突然冲出水柱 一抬头船顶没了

东方之星游轮翻沉第7天，确认的遇难者人数上升，而幸存者人数还是14人，这其中包括在翻船瞬间逃生的3名

旅行团游客。现在，他们回忆着灾难发生前的各张乘客面孔，还原那场灾难发生细节，拼凑逃生中的巧合……

与往常一样，这次的三峡夕阳红旅行团在出

发的第5天抵达赤壁古战场，准备在晚上11时抵达

下一站荆州。吃完晚饭，老吴在甲板上听了一会

儿街坊讲三国，回到421房间与老伴聊家常。住在

三等舱的胡坚跃觉得闷热，到3层麻将室看牌。

老谢的住处与老吴相距不远，住在二等舱，4

人间有2个高低床， 夫妻俩与一对来自无锡的母

子同住，老母亲75岁。灾难发生前他到船尾收完衣

服， 提醒乘客关窗避雨的服务员又敲门进来，帮

忙把两张高低床往里挪。

服务员刚出去，船身开始倾斜。

胡坚跃在麻将室门口感到船摇晃的角度“有

点不对了”。

老吴的杯子倒在了床头柜上，没有回转顺势

滚落到地上，滑到对着窗户的门口。他赶紧起身

去捡。老谢眼见杯子要倒，赶紧上去扶，“这个杯

子要200多元，我站起身来保护它。”

船继续倾斜，老谢忘不了当时的“恐怖”。他

先撞到了墙上， 又一屁股坐到了房间的立柜上，

玻璃碎裂的声音、铝合金窗框的刺耳摩擦声、床、

衣柜倒地后的响声混杂在一起。随后，背后突然

感到一股水柱像消防龙头一样冲出来，他已看不

到房间里的其他3个人，再一抬头船顶居然没了，

直接看到了“天”。他被水推出了窗外。

翻

船

上岸的老吴正想着快点向外发出求救信号。大

约又走了半小时， 他看到一艘停在岸边的工程船，

高声喊，“有人吗？有人吗？”听到呼喊，船上的灯开

了， 船员打开手电筒看到了岸上的老吴。 老吴说，

“船上的人要给我雨衣、雨伞，我说先别管我，赶紧

报警，下面有艘船翻了，几百人在里面。”

船员起先不相信，老吴反复解释后，他们拨通

报警电话。这是“东方之星”游轮翻沉后，发出的第

一个求救信号。

接警后，救援船先救起了老吴和老谢。这时，他

们正抱着2米多高的航标灯，边敲击边呼救。救援人

员高声说“不要叫了，我们知道，保存体力。”得救

之时， 胡坚跃和老谢已在漆黑的长江里漂了3个多

小时。

不久后，老吴也被接到了救援船上。

老吴穿着工程船船员给他的蓝色工作服，胡坚

跃、老谢披着吸油毯，在救援船上，“东方之星”游

轮上的3名幸存游客说着各自的逃生经历。

老谢今年63岁，江苏镇江人，目前他在距离监

利县城几十公里的新沟镇宾馆里等着老伴的消息。

“儿子来了，我劝他要坚强，逝者已去，生者还要生

活。我还在，是不幸中的万幸！”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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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纷飞，船笛齐鸣，人群肃立……7日9时，

长江湖北监利大马洲水域一片肃穆。 在 “东方之

星”客船翻沉的长江江段，人们举行简短而庄重的

仪式，“头七”日祭奠遇难者。6月1日风雨夜，载有

456名旅客和船员的重庆东方轮船公司 “东方之

星”游轮，在从南京驶往重庆途中，遭遇龙卷风翻

沉长江。

经过紧张搜救，432名遇难者遗体已被找到，

除14人生还外，仍有10人下落不明。

滚滚长江，寄托哀思。救援人员暂时停下

搜救作业，500多位一线救援人员代表， 分别

伫立在救援船只和长江岸边， 面对打捞出水

的“东方之星”，肃然默哀 3分钟。停靠在救

援现场的所有船舶同时鸣笛3分钟，江面上过

往船舶也放慢航速，鸣响汽笛，共同哀悼遇难

同胞。

海军工程大学潜水分队成员官东，现场潜

水救出两名幸存者。默哀完毕，他说：“希望遇

难者家属从悲痛中走出来， 更坚强地生活，我

们要团结，共同面对。”

武汉海事局的祝祺，默哀全程一直眼含泪水。

连日来，她一直在指挥船上参与后勤工作，今天才

第一次站到事发船舶面前。“想到这么多同胞永远

离去，特别难受。”祝祺说，“我们会努力救援，最

大限度保护逝者的尊严。”

参与现场报道的中外记者， 也暂时放下手中

的纸笔和相机，专门组成队列面向江面默哀。

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记者杨威说，客

船翻沉令人悲痛， 默哀活动是表达哀悼的重要方

式。作为新闻记者，及时报道好现场的情况和善后

进展，也是用实际行动表达悼念。

一些遇难者家属在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帮助

下，陆续来到“东方之星”客船失事现场附近的江

岸，遥望江面，为遇难亲人作“头七”祭。

他们有的在岸边点起香烛， 有的向江中抛撒

菊花， 有的大声呼唤着亲人的名字……表达内心

的悲恸，寄托自己的哀思。

58岁的幸存者吴建强，在船舶汽笛拉响时，掩

面痛哭。 与他同行的老伴未能及时逃生， 吴建强

说：“各方全力投入救援，我也知道老伴回不来了，

可我多么盼望着能再见她最后一面。”

蒙蒙细雨中的监利县城， 为遇难同胞祈福标

语随处可见。

“考虑到今天高考，我们取消了原计划在城区

中心的默哀祈福活动， 但志愿服务并未停止。”监

利县志愿者瞿志刚一早就忙着安排 “黄丝带”爱

心车载着遇难者家属， 前往江边祭奠致哀，“尽我

们的绵薄之力，让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无论你在哪里，请一起为逝者默哀。”在网

络世界，众多网友纷纷通过微博、微信发帖，或将

头像改为黑白，共同哀悼遇难者。

据新华社

雨纷飞 长江水 默哀泪……

七日祭

●昨日是遇难者“头七”，现场人员默哀3分钟，船舶鸣笛3分钟

●432名遇难者遗体已被找到，14人生还，仍有10人下落不明

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 国务院副

总理马凯6日上午

在湖北省监利县召

开国务院“东方之

星”号客轮翻沉事

件救援和处置工作

组专题会议， 安排

部署事件善后处理

各项工作， 要求以

对历史和人民高度

负责的态度， 深入

扎实做好事件原因

调查和遇难者家属

安抚工作。

马凯要求，各

有关部门和地方要

加强领导， 周密组

织，明确责任，把各

项工作落实到位。

要认真解决好家属

因亲人遇难产生的

实际困难和问题，

使他们切身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关怀和

温暖。 要切实关爱

家属， 有针对性地

开展情绪抚慰和心

理辅导。 要加强正

面宣传， 正确引导

舆论， 让人民群众

和遇难者家属充分

了解掌握党和政府

开展的各项工作。

要继续抓紧开展事

件调查工作， 对基

础资料、相关人员、

事发现场等进行全

面深入地调查取

证， 争取尽快对事

件成因及性质作出

经得起检验的结

论。

据新华社

香港主流民意

支持依法普选行政长官

签名、研讨、发声……随着香港

特区立法会审议及表决政改方案的

日期日益临近，香港社会各界支持行

政长官普选方案的意愿也越发一

致———无论政商名人还是基层民众，

香港市民均期望在政制发展的关键

时刻，为2017年顺利实现一人一票普

选特区行政长官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香港的大街小巷， 支持政改

方案通过的民意在各式各样的标语

中得到呈现。“2017， 一定要得”的

巨幅广告在道路旁清晰可见， 在铜

锣湾人流密集的渣甸坊，“政改继

续向前走 一人一票选特首”的横

幅，挂在了最为显眼的位置。

事实上， 自4月22日香港特区政

府公布《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公众咨询

报告及方案》以来，支持政改方案通

过的民意始终占据着香港社会主流。

近期的多个民调均显示，多数香港市

民希望在2017年实现行政长官普选。

香港民建联5月25日公布的第

三次民调结果显示，61.9%的香港受

访市民认为立法会应通过特区政府

公布的政改方案， 香港市民对2017

年实现行政长官普选的支持率再次

上升。港区妇联代表联谊会5月27日

公布的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问卷调

查报告显示，87%的受访市民希望

2017年一人一票选举行政长官，84%

受访者认为立法会议员有责任推动

香港选民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

民调结果在由香港 “保普选

反暴力”大联盟于香港各区发起的

“保民主 撑政改 反拉布 做选

民”大型签名行动中得到了印证。9

天时间里，大联盟共收集到1210771

个签名， 多个地区的团体也举办不

同类型的活动表达心声。

在元朗区，2017名市民参加了各

界团体举办的“齐心撑政改”大会，

各团体的代表批评反对派捆绑否决

政改方案是自私的行为，呼吁市民要

勇于向反对派议员发声， 要求他们

“还票于民”。在湾仔，全港各区工商

联连同青年成员举办 “商界青年

未来共建”签名活动，争取广大市民

签名支持行政长官普选方案。

香港长和系主席李嘉诚日前

表示， 如果政改方案不能通过，包

括他在内的所有人都是输家，对香

港所有人都是一个无奈的损失，是

很大的、不可估计的损失。恒基地

产主席李兆基表示，如果政改方案

通过， 立法会气氛将会更和谐，政

制议题及工程拨款开支等方面的

“拉布（冗长辩论、故意拖延）”将

会减少。和气生财，大家有商有量，

香港才会真正繁荣稳定，作为国际

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才可以巩固。全

国政协常委、新世界发展主席郑家

纯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

是政改关键时刻，政改方案若获立

法会通过，香港就海阔天空，否则

便前路不通。

据新华社

马凯：

做好善后工作

调查事件原因

6

月

7

日，在场人员脱帽默哀 新华社发

6

月

7

日，“东方之星” 号客船遇

难人员家属在长江边哀悼亲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