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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吉隆坡6月6日电 马来西亚沙巴州旅游部长马西
迪6日说， 救援人员在遭到地震波及的著名旅游景点基纳巴卢山
上又发现9具遇难者遗体，此次地震遇难者人数升至11人。

中国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总领馆工作人员向记者确
认，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后失踪，目前当地有关部门正在开
展搜救工作，总领馆方面将密切跟进事态进展。

马来西亚5日上午发生5.9级地震， 震中位于沙巴州拉瑙
西北16公里处，震源深度54公里。

马来西亚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1人

1中国公民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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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21时30分许， 重庆东方轮船
公司所属旅游客船“东方之星”轮在由南
京驶往重庆途中，突遇龙卷风顷刻翻沉，
狂风暴雨， 巨浪滔滔，456名旅客和船员
陷入绝境。

生命大于天！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在国务院工作组直接指挥
下，湖北、湖南、重庆等地党委和政府，中
央有关部门统一行动，人民解放军、武警
部队及海事部门迅速调集力量， 一场举
国动员的搜救行动迅速展开。

生死竞速
上下同心，分秒必争搜救生命

接报后，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
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
指示， 要求国务院即派工作组赶赴现场
指导搜救工作，湖北省、重庆市及有关方
面组织足够力量全力开展搜救， 并妥善
做好相关善后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立即批示，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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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部2日凌晨启动一级应急
响应， 连夜召开应急领导小组第一次会
议，迅速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作出工
作部署；公安部紧急调集治安、消防、交
警等警种，协调海警、交通公安等各方力
量立即行动； 国家卫计委立即组织事件
周边地区卫生救援力量， 紧急驰援； 水
利部、气象局、安监总局、民政部、旅游
局、 保监会等部门纷纷实施相关应急处
置工作。

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是主力军、
突击队———

海军三大舰队和海军工程大学、广
州军区派出200余名潜水员紧急赶赴现
场，下潜到一个又一个舱室，连续作战，
通宵达旦；

武警湖北总队抽调武汉、荆州、荆门、
宜昌支队共1000多名官兵、40艘冲锋舟，
赶赴现场展开搜救和外围警戒等任务；

截至5日上午，军队和武警部队共投
入3424人，民兵预备役1745人，空军直升
机1架和舟艇149艘，工程机械59台，在水
面、水下、陆地和空中全力以赴投入救援
行动；

相关地方党委政府主动配合行
动———

湖北省启动水上搜救一级应急响
应。 长江海事局和事发地及附近下游党
委政府组织力量沿江搜救；

湖南岳阳市仅4日一天就出动搜救
船只400多条，救护车20台，冲锋舟11艘，
参与搜救人员达2000多人；

上海、江苏、重庆、浙江、福建、山东、
天津等地陆续派出工作组，赶到现场，协
助救援和处理善后。

……
调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 采取一

切可以采取的措施，不惜一切代价，全力
救人。

———调集最先进的搜救船舶、 切割
机、供氧设备，抽调专家和潜水员等专业
人员，集中国家最强的搜救力量。

———沿岸、航道、公路、飞机都为搜
救力量开绿灯， 确保畅通无阻， 建立起
水、陆、空综合搜救大平台，为搜救创造
一切条件。

———北京、武汉、长沙……130多名
重症救治、呼吸科、心血管、急救等方面
的医疗专家和心理干预专家， 迅速赶往
事件现场， 组成10个专家组配合地方医
院开展救援。目前，事件中获救的伤员均
得到良好治疗。

为降低救援现场的水位， 长江防办
从2日开始，三次进行调度，将三峡水库
的下泄流量从每秒17200立方米减少至
7000立方米。

主动发布权威信息， 是回应社会关
切的有效渠道。截至6日下午，有关部门
已在事件现场召开了13场新闻发布会，
交通运输部、卫计委、民政部、人民解放
军及湖北省等相关负责人到会发布情
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及时、准确、公开、
透明地传递救助、打捞、调查等信息。

事件发生后，美联社、路透社、CNN、
BBC等62家境外媒体先后抵达湖北监
利，就事件救援、家属安置及善后处理等
采访报道。事件前方指挥部还3次组织境
外媒体赶赴事故现场采访。

4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召开会议， 听取国务院事件救援和处
置工作组关于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情况
的汇报，就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部署。习
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要求各有关方面以对人民生命安全
高度负责的态度， 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
力量，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争分夺
秒抓紧做好各项工作。

科学救援
为生命增加希望

4日晚8时许，夜幕降临，一轮明月驱
散几天的阴雨缠绵。

江面上，发动机的轰鸣声此起彼伏，两
艘大型起吊船开始作业：钢缆从水下穿过船
体，吊钩固定，船体翻转扶正，抽排水……

攻克难关，小心翼翼，稳步推进。经
过不眠不休近24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翻
沉的“东方之星”整体浮出水面。

严密组织，有力指挥———
国务院成立由副总理马凯任总指挥

的搜救指挥部，统筹协调有关部门、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 地方搜救力量， 有序施
救，科学施救，精准施救。

设立前方指挥中心， 保障现场搜救
人员顺畅作业、迅速搜救。

科学分工，各负其责———
来自海军、 海事等部门的潜水员负

责按船体图纸摸排船舱； 水面搜索由海
事及武警部队负责； 岸上搜救主要由武
警和群众联合完成； 空军直升机负责事
发现场和下游江面的低空搜救……

在沉船顶部，一共3个小组同时潜水救
援。一个潜水救援小组正常配置6人，其中
一个潜水员、一个备用潜水员、一个人负责
信号、一个人负责供氧的软管、一个人听电

话、一个人指挥。
科学救援，选配最强力量装备———
事发后24小时内， 交通运输部门协

调各类船艇共110多艘。 上海打捞局、东
海救助局挑选了具有丰富海事救助和打
捞经验的24人精干救助力量， 携带潜水
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海军工程大学、中船
708所、大连海事大学、国家气象中心等
单位的船舶制造、海工设备、气象水文专
家也陆续赶到。

截至5日下午， 共有7艘打捞船在现
场工作，参与搜救的船艇达157艘，现场
投入二维图像声呐2台套、 侧扫声呐1台
套、多波束设备1台套、水下电视2台套、
潜水设备4台套。

为了给现场救援提供精准水文信
息， 湖北省启动水上搜救气象应急保障
服务一级响应， 监利水文站实时进行现
场应急监测。沉船断面流量、平均流速、
最大流速、水深、水温等信息，每隔半小
时就会更新传递给一线救援指挥部。

不断遴选最优施救方案———
2日上午， 经过救援蛙人水下探摸

后，三种救援方案提交讨论：切割船体；
吊起船体；潜水员水下探摸搜寻。

现场指挥部确定了先期救援方案：
潜水员先通过敲击寻找水下被困者，进
而通过钻孔等方式向船舱内注入压缩空

气或氧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 船底气垫层的空

气越来越稀薄， 空气中的部分氧气逐渐
融入水中。“拖延越久， 幸存者生还的几
率就越小。在实现船体相对固定前提下，
切割将为处于底舱的幸存者带来更多生
的希望。”海军工程大学专家李其修说。

事发后48小时， 船体第一次切割开
始进行，之后是第二次、第三次……

参照国际惯例———
“对于船体翻覆事故，无论国际还是

国内都有完整的一套预案， 有一定的指
导性原则。 要在掌握事故船只及所在流
域的天气、水文、船体等基本情况后，以
最快速度制定科学的救助方案。”交通运
输部救助打捞局副局长张建新说。

4日傍晚， 前方指挥部灯火通明。此
时，已距船舶翻沉近70个小时。

必须尽快确定有无生命迹象。
基于约70个小时的人工水下搜索和

生命探测仪的结果，参照国际惯例，再有
生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指挥部决定，
对救援方案进一步调整优化， 制定整体
扶正救助打捞方案。

守望相助
给生者以温暖，给逝者以尊严

截至6日12时，已确认的遇难者人数
升至396人，幸存者为14人，仍有46人下
落不明。

几天来，对生命的期盼，将所有人的
心紧紧联在一起。

“救人，决不放弃！”再恶劣的条件，
也挡不住抢救生命的脚步。

2日12时52分，在水下浸泡十多个小
时后， 海军工程大学潜水员官东在船舱
里发现了朱红美。

“江水很冷，刺得头皮发疼。水也很浑
浊，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水里面到处漂浮着
被子、脸盆等各种杂物，稍不小心就撞到舱
壁，好不容易才爬进船舱。”官东事后说。

他把自己的潜水头盔给了朱红美，
自己只留了一个呼吸器， 同另一名潜水
员一前一后护着朱红美安全脱险。

当天下午，官东再次潜入水中救出船
舶加油工陈书涵，并在水底将自己的呼吸
装备摘下让给被救者。自己出水后，双眼
通红、鼻孔流血、耳朵胀痛，满头油污。

海军现场副总指挥董焱说：“我们一直
对舱内、舱外及周边区域进行地毯式搜索，
不漏掉一个舱位，不漏掉一个人。在船舱分
布示意图上， 每一个被摸排过的房间都会
被打上一个勾，确保没有遗漏。”

150公里，220公里……事件发生后，有
关部门出动大量搜救船舶， 动员沿江群众，
在下游水域拉网式搜寻，不断扩大打捞救援
范围，12人在水上获救。目前，搜寻范围自长
江中游事发水域扩大至上海吴淞口。

连日来，长江江面上，解放军和武警
部队救援官兵、公安、海事、航务、救助打
捞、 沿途群众等各方力量筑起了一道道
生命之堤。通宵达旦的现场搜救，只为多
一次生命奇迹。

为避免伤及可能幸存的人员， 在船
体切割作业中， 搜救人员采取了氧割方
法，每一步作业都十分谨慎。

“谁也不知道船里是否还有幸存者，我
们必须反复研判。” 现场一名指挥人员介
绍，两个探孔打开后，均未发现生命迹象。

随后，救援人员又迅速将其封上，以
尽量保持船体内遗体的完整。 这是对逝
者的尊重。

5日实施的打捞扶正作业中，主要难
点是穿引吊索钢缆， 施工中会不停地碰
到遇难者遗体。

“秉着尊重生命的原则，这时我们会马
上停止施工， 先配合有关人员转移遗体。”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徐成光说，这时候，
潜水员就会重新调整穿引钢缆的位置。

在后方， 遇难者家属和干部群众携
手并肩，无论相识还是不相识，灾难面前
人们相帮相助。

乘客家属来了，1200多名干部“一对
一”展开接待工作。监利县公布24小时办
公电话，以帮助家属了解救援进展。

在进入监利的高速路口， 许多私家
车主聚集在进口两旁， 等待需要帮助的
乘客家属，协助他们登记资料，送上食品
饮料，免费提供车辆运送服务。

在监利， 来来往往的许多车辆都系
上了黄丝带，只需要招手示意，车辆就会
停下，免费搭载客人到达目的地。

当地百姓主动腾出住房接待家属。
高考在即， 预定了酒店的考生和家长也
主动腾出房间。

事件发生后，广州市殡仪馆副馆长、入
殓师王辉邀集3名志愿者一起赶到监利。4人
通宵未眠，为死难者入殓，还生命以尊严。

“我们与他们，生者与逝者，或许素
昧平生，但痛彻之感，举国相同。”互联网
上，这条微博引发了广泛共鸣。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对人民高度负责
———“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救援行动综述

6月6日，湖北省消防官兵在破拆“东方之星”船体。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胡泽汇）在今天进行的2015年
亚洲田径锦标赛中，中国选手李玲以4米66的成绩打破她自己
保持的4米65的女子撑杆跳亚洲纪录。这也是本届亚锦赛打破
的第二项亚洲纪录。

女子撑杆跳是中国队今天的重头项目， 亚洲纪录保持者李
玲状态出色，在第二次过4米20之后，果断弃跳4米30，直接攻4米
40。结果在4米40这个高度上一跃而过，就此锁定冠军。最终，她
以领先第二名、 另一位中国选手徐慧琴36厘米的绝对优势夺冠。
这已不是李玲第一次完成破纪录的壮举，2013年的全运会上，李
玲以4米6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一举打破亚洲纪录。

对于8月份在北京举行的田径世锦赛，李玲充满憧憬：“如
果能有一个很好的状态并且稳定的训练， 世锦赛应该能有更
好的成绩。”

田径亚锦赛女子撑杆跳

李玲再破亚洲纪录

客船翻沉事故发生后，监利越来越多的出租车和私家车绑上黄丝带，加入到
免费为家属、救援人员服务的行列。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王亮）中甲联赛第12轮比赛今
天展开，湖南湘涛在领先一球的情况下未能保住胜利果实，主
场与深圳宇恒1比1战平。比赛中，湘涛门将还扑出对手一粒点
球，能拿下1分实属不易。

本轮比赛前，深圳队积11分、排名第12位，领先湘涛1个名次。
湘涛本场比赛实力有所折损，卡贝萨斯因伤缺阵，队长斯蒂万因
为累积4张黄牌停赛一场，3名外援仅伊格尔一人出阵。 但比赛中
湘涛踢得比较主动，第31分钟伊格尔罚出任意球，刘玉圣头球破
门成功。可惜湘涛未能保住领先优势，第48分钟，深圳队桑格尔禁
区内得分，扳平了比分。此后，深圳队还获得一粒点球，湘涛守门
员董建宏发挥神勇成功扑出，力助球队拿下宝贵1分。

赛后，湘涛领队王海鸣表示，“球队阵容不整，赛前也立足
防守，尤其强调对对方的两名前场外援的防守，能拿下1分还
是比较满意。”

6月20日湘涛主场对阵吉林延边队的比赛将重返长沙贺
龙体育场举行。 此前， 由于贺龙体育场确定承接世预赛的比
赛，需要对草皮等设施进行升级，湘涛将两轮主场比赛改在益
阳奥体中心进行。目前，贺龙体育场相关升级工作基本就绪。

门将董建宏扑出点球

湘涛主场保住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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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5064 02 08 20 28 31 07+1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1
下期奖池：1358857647.50（元）

9677929 44033787

88067575806757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原计划2013年举行的第五次中日
财长对话于6月6日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重启， 中国财政部
长楼继伟和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共同主持了对话。
此次对话的举行， 被外界视为中日关系转暖的积极表现。

在开幕式上， 楼继伟提出三点建议。 他说， 中日分别是
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 双方要坦诚深入加强宏观经济政
策的沟通与协调， 共同推动两国以及全球经济复苏与发展。

楼继伟提出， 中日双方还要务实开放推动双边产业合
作。 两国财政部应做好双边经济合作的发动机和润滑剂， 推
进在财政预算、 社会保障、 应对老龄化等多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 为中日战略互补互惠关系注入新动力。

楼继伟还建议， 中日作为全球经济大国和推动亚洲区域
合作的发动机， 应在促进周边和域内国家经济发展、 改善全
球经济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日要利用好亚洲开发银行、
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和“10＋3” 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等东亚
财经合作机制， 为亚洲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和智力支持。

中日重启财长对话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王亮）记者今天从省篮协了解
到，第9届“惠民供销杯”湖南省直机关篮球赛将于6月25日开
幕，目前报名队伍已达50支，有望再创历史新高。

作为湖南业余篮球的传统品牌赛事， 湖南省直机关篮球
赛已经成功举办8届， 受到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企业的关注，每
年吸引大量球迷现场观战。

目前，已有50支队伍报名参赛。去年的比赛共有54支队
伍报名，创历届之最。今年报名日期截止在6月15日，因此参赛
队伍以及人数有望超越去年，再创历史新高。

省篮球协会秘书长王志诚表示：“我省的篮球氛围一直很
火爆，百姓对本土业余赛事的需求也水涨船高，省直机关篮球
赛报名队伍每年都在增加也是意料之中。”

据了解，本届比赛分为运动会组和综合组两个组别，比赛时
间为6月25日至7月10日，比赛地点将在报名结束后公布。

参赛队伍有望创新高
省直机关篮球赛月底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