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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祭忆
新华社记者

6月10日下午，湖南华容县顺尖洲长江副航道
水域，转移完遇难者遗体和遗物、减轻负载之后只
剩下躯壳的“东方之星”号客船，停泊在距离沉船
地点9公里的地方。 起重船“巨臂”牵引钢缆托着
它，旁边伴泊着几艘海事船和搜救船。

几个小时前， 伴随着刺穿江天的汽笛声，“东
方之星”在拖船和起重船的悬吊拖带下，如步履蹒
跚者，被搀扶缓离沉船水域。

长江干堤上行人稀少。偶有路人停下一瞥，又
匆匆离去。在连日来不分昼夜、不惜代价的打捞救
援之后，这一刻开始归于静谧。

然而，对许多人而言，十天前那个吞噬了数百
条生命的黑夜，和随之而来的震惊悲伤、扼腕叹息、
动容思念，都成为铭刻在生命里的长江记忆……

惊惧：
生与死的距离，只有一两分钟

已是沉船事故之后的第十天， 可那个黑夜依
旧让人心悸。

5月28日，重庆东方轮船公司的客船“东方之
星”，从南京起航，计划6月7日抵达重庆。船上年龄
最大的乘客83岁，最小的才3岁。

1日晚9时过后， 一些老人已经睡下。 船舱二
楼，导游张辉正在安排游览行程。

船上，“东方之星”大副程林、谭健正在工作。
船舱最底部， 年轻的四川籍船员陈书涵正在

给柴油机加油。
船舱外，风雨大作，电闪雷鸣。 当张辉从二楼

右侧的办公室走回左侧卧室时，船已倾斜了。“一
些小瓶子滚落，我捡起来，它们又滚落了。 ”

此时，在船上的程林和谭健，感受到了船体的
剧烈倾斜。

从张辉捡起瓶子，到整艘船翻沉、倒扣在江水
中，只有短短一两分钟。张辉和同事江庚在慌乱中
抓住了救生衣，艰难地爬出船舱窗户。

“求生的本能，让我看见窗户就往上爬。 ”张辉
说，“幸运的是，我一爬出窗口，就浮上了江面。 ”

“活下去！别放弃！”来不及说更多彼此鼓励的
言语，江水中的江庚和张辉就被一个大浪打散了。

船舱里的程林和谭健， 也被突如其来的江水
冲出了船舱。 夜黑，雨大，风疾，他们看不清江岸，
只能拼命地游，再拼命地游。

张辉、江庚、程林、谭健，随着冰冷的江水漂游
了很久，有人呼救被救起，有人游上岸，被人发现
后送往医院……

此时， 本来在底舱的陈书涵， 由于船体的翻
转，反而处在了船只的“顶层”。

水越来越多， 漂浮着柴油的水面迅速淹没了
陈书涵的身体，“淹到脖子那儿， 还留了一点点呼
吸空间”。在狭小的空间里，氧气越来越少，陈书涵
在黑暗和恐惧中等待着救援……

扼腕：
救援的行程从来没有这样让人煎熬

搜索、救援！ 沉船噩耗传来，一场生命至上的
大规模救援行动迅速展开。

不讲条件、不惜代价，湖北、湖南、重庆、江苏、
上海等地全力投入搜救、善后。 数千名解放军、武
警、公安、医护人员奔赴现场。多家中央企业，全力
提供通信、燃 油、饮水、直升机等保障……

2日下午，被困约17个小时后，陈书涵被无私让
出潜水装备的海军工程大学潜水员官东救出。

6月3日，在湖北监利接受治疗的江庚，通过新
华社的报道得知张辉在漂游10个小时后被湖南渔
民救起，正在岳阳第一人民医院接受救治，激动得
热泪盈眶。

作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所在单位的湖南湘
雅二医院，2日清晨即应国家卫生计生委紧急征
召，向湖北派出了包括骨科专家、呼吸内科专家、
重症医学专家等在内的应急救援队。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盼望伤员出现。”3
日，医疗救援队队长陶澄说。

然而，这样的盼望，没有成为现实。 救援人员
叹惋，“使劲赶，拼命救，但……”

“我们的海巡艇小， 看到倒扣着的‘东方之
星’，就像看到一头大象倒在水里，束手无策。 ”对
岳阳地方海事局局长李白才而言， 救援从一开始
就充满了焦急与无奈。

2日凌晨1点， 岳阳地方海事局接到事故信息
赶往事发现场。 5点，天微微亮，“湘海巡15002”海
巡船上的李白才把探照灯打到最亮最远， 却还是
没发现漂浮物。“我想，大多数人可能都没出舱。我
们在沉船旁边急得不行，却满身力气无处使。 ”

也是在凌晨１点，大型起重船“湘岳工001”
船长王寿军，接到了赴现场参与救援的消息。“湘
岳工001”即刻从湖南沅江市启程。

沅江市离事发的大马洲水域有约220公里，
而起重船在水中速度仅每小时11公里， 那一路王
寿军感觉“行程从来没有这样让人煎熬”。

随后不久，起重船“湘救捞02”船队迅即从长
沙出发。

为确保起重船及时、安全达到，沿线的长沙、岳
阳地方海事局、长沙航道局派出10艘海巡艇、3艘航
政艇接力护航，又调集2艘大马力拖轮进行拖航。

长江江面上， 一支搜救联合舰队在雨雾中乘
风破浪，奋力前行。

有着16年船龄的王大轩， 是其中一艘拖船的
船长。2日天黑时，他们的船进入洞庭湖。洞庭湖水
天茫茫，一望无际。那一天雷电交加、风大雨大。尽
管行内有“洞庭不夜航”的规矩，可船队却毅然决
定“能走就走”。“那么多人在等我们救，顾不得那
么多。 ”王大轩说。

“湘岳工001”于2日傍晚抵达现场。 随后，“湘
救捞02”船队于3日上午抵达。

6日上午，起重船开始扶正沉船作业。 11名船
员害怕残破的船体再添伤痕， 操作得万分谨慎。

“船扶正过来那一刻，所有人都心头一紧，心情非
常沉重，完全没有以往救捞成功的感觉。 ”

“湘岳工001”的另一位船长、身高一米八的
魁梧汉子武万杭，从业29年，第一次哭了。 那是在

“东方之星”被打捞出水的那一刻，他看见遇难者
的遗体卡在窗户上，保持着向外挣脱的姿势。

“打捞过好多艘沉船，每回心里多少有点成就
感。 只有这一次，面对这么多人遇难，悲伤把我们
所有人都淹没了。 ”武万杭哽咽着说。

从2日到6日，“湘海巡15002” 承担了运送救
援人员、潜水衣等物资的工作。李白才一直在指挥
搜救，连续工作了80多个小时，没有停歇。

“我很惭愧。 对不起，我们能救的人太少了。 ”
李白才喃喃自语。

动容：
给逝者尊严，用力所能及的方式

驾驶舱的时钟，停在了9点33分10秒；生活用
具和旅行照片沾满淤泥散落一地， 过道里是浸湿
的床单棉被；客舱里的木制高低床东倒西歪，红色
电话座机的听筒悬在半空中； 航行路线图指示着
本该到达的目的地， 而不少柜子里还整齐摆放着
来不及穿上的救生衣……

这是新华社记者跟随第一批搜救人员进入东
方之星船舱见到的画面。

船体扶正出水的第二天，天气炎热。搜救人员
穿戴全套防护装备进行作业，衣服干了又湿，湿了
又干。舱内空气混杂着腐烂的气味，带着双层口罩
也难以阻挡。

船舱内部到处都是锋利的铁皮铁钉和断裂的
木板， 不少人在工作过程中被割伤扎伤， 鲜血直
流，不得不打破伤风针。 渗漏的积水混合着血液，
滴落在身上。

现场一位部队防疫消毒员告诉记者，从5日22
点进舱到6日19点， 他们身负几十斤重的消毒设
备， 连续工作了20多个小时。 每当发现遇难者遗
体，都先采取防疫措施，然后消防战士破拆船体，
移除障碍，再将遗体装入双层黄色转运袋。转运过
程中用绳索与担架固定，按照6人一组抬担架的方
式搬运。

“每个细节、每个动作，所有人都小心翼翼，不
能因为转运使哪怕一具遗体再受伤害。”这位消毒
员说。

同样小心翼翼的，还有法医汪升。供职于岳阳
市公安局君山分局的他， 从事法医已15年。 面对

“东方之星”遇难者遗体，他流着泪工作。
他轻轻地翻看衣着口袋，小心地提取DNA样

本、拍照，又无比细致的将每一份遗物仔细包好。
“轻轻擦去他们身上的污秽，触摸着已失去温

度的躯体，抚摸他们操劳一辈子的双手，我的心在
流泪。”6月4日为“东方之星”遇难者提供志愿服务
的入殓师王辉，在微信朋友圈里写下这样的文字。

王辉是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1998届毕业

生，现为广州市殡仪馆副馆长。 3日凌晨，接到母校
通知，他立即牵头组织校友提供志愿服务。

王乾、肖紫其、袁曾怡3名在各地的校友闻讯，
第一时间向单位请假，与王辉一同前往湖北。经过
12小时奔波，他们到达武汉殡仪馆。 3日晚，4人一
夜未眠，为18名遇难者入殓。

4日凌晨4时多送来了一位老人，男性，学者形
象，左手紧紧抓着一副眼镜。肖紫其的眼泪在眼眶
里打转，慢慢掰开他的手，细心擦拭，帮老人戴好
眼镜。“最后时刻 还紧紧抓着，应该是心爱之物，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 ”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共有在校师生18人
和校友志愿者8人提供志愿服务，这是全国首支参
与救援的殡葬专业志愿者服务队。

该校老师梁小花带着学生忙了一个通宵。“我
们用力所能及的方式，让每一个逝者走得有尊严。 ”

铭记：
一场救援行动，无数凡人善举

伴随救援行动，无数凡人善举不断涌现。
湖南岳阳洪市村砂石场村民冯凯敏， 今年53

岁，家住长江边。2日凌晨，正在冒雨修理砂石传送
带的他，突然隐约听到了呼救声。“我走到江边，确
认有人呼救，马上叫来一位伙伴，驾着船去救人。”
小船左冲右突，躲避着巨浪，终于划到了落水者江
庚身边。冯凯敏和同伴将筋疲力尽的江庚拉上船。
由于风浪太大，又花了两个多小时，才上了岸。

当记者来到长江南岸寻找冯凯敏，远远见他穿
着长长的防水裤走来。 因为一直忙着义务搜救，他
行色匆匆。几天来，他们又找到了两具遇难者遗体。

冯凯敏说：“就做了这么点事， 怎么来了这么
多记者采访？ ”说完，又投入到搜救中。

还有人从更远的地方赶来———蓝天救援队，
一个中国民间应急救援体系志愿者自发组成的团
体。 沉船第二天，他们集结了100多名志愿者，奔
赴沉船现场。 其中有大学老师、媒体从业人员、企
业家，他们坐高铁、乘飞机、自驾，带着拖曳式声
呐、水下声呐侧扫仪等专业设备，从北京、安徽、湖
南等地奔赴而来。

“只要有一个乘客没对上号， 搜救就不能停
止。 ”来自安徽阜阳的队员曹春雨说。

凡人善举在传递。在蓝天救援队给予帮助的同
时，也有人为他们提供帮助，刘军就是其中之一。

这些天，刘军经营的岳阳城市便捷酒店，免费
为66位蓝天救援队队员提供房间。“他们的负责人
见到我，反复说谢谢，我都懵了。应该谢谢他们啊，
汶川、玉树、尼泊尔地震，我都见过他们的名字。 ”

3日晚，刘军的酒店前后来了三批队员。 许多
人已两天一夜没有合眼。“他们不吃饭，倒头就睡。
我们就买了些泡面、八宝粥、水果送到房间。 ”面对
记者的采访，刘军说：“跟他们比，我做得太少了。 ”

岳阳市12家出租汽车公司、1770台出租汽车
组成志愿车队，免费服务遇难者家属、救援人员，
巴陵古城到处飘扬着黄丝带。截至9日15时，“黄丝
带”出租车已接待乘客家属16批次、150多人，其中
转送监利7批次、60多人。

长江之畔的人们，难以忘记灾难带来的每一分
疼痛，人们同样铭记，凡人善举带来的每一丝温暖。

叩问：
等待一个至关重要的答案，让逝者安息

这样的镜头令人无法忘却———
湖南岳阳，长江南岸，大堤上泥泞的芦苇地被

人们踩出了一条小路， 一直通往江边离沉船位置
距离最近的地方。

5日傍晚，当沉船被缓缓拖吊出水面，关注的
人群突然安静了下来，远远的，所有人，被眼前的
灾难景象震住了。

江流如泣，残阳如血，落日的余晖投向了最后
的“东方之星”。 那艘数日前还象征着快乐旅程的
客船，搭载着许多人的父亲、母亲、妻子、丈夫、女
儿、儿子，驶向了终点。

“一定要让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再发生！ ”岸边，
一位始终坚守现场的救捞专家沉痛地对记者说。

目前，国务院“东方之星”号客船翻沉事件调
查组已全面展开调查。据悉，虽然客船翻沉涉及诸
多因素，原因极为复杂，但调查组将彻底查明事件
原因，确保调查工作的真实性、科学性和权威性，
让调查结论经得起科学和历史的检验。

（新华网长沙６月１１日新媒体专电）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何力柱

【微档案】
张常华,男，1959年生，冷水江市第五

中学教师。1976年在新化县架桥小学教
书，其后在坪溪中学、第五中学任教。先后
四次荣获“冷水江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两次被冷水江市人民政府记三等功。

【故事】
每天，张常华都会用包背着口服药、

棉签、酒精和打胰岛素的“笔”等来学校。
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学校离医院又远，
他必须自己当“医生”，定时用药控制血
糖。同事们亲切地称他“背包哥”。

艰辛付出的背后，是累累硕果。作为
学校思想品德学科的把关老师，张常华连
续20余年担任初中毕业班的思品教学，
每年的成绩从未低于全市前五名。

6月5日上午，驱车行驶山路十八弯
后，湖南日报记者来到坐落于锡矿山山
头的冷水江市第五中学。眼前的张常华
瘦瘦小小，脸色发黄，说话声音也不大。

共事多年的校长张跃民说：“以前

的张老师可不是现在这副模样，劲头可
足了，尤其是打篮球，技术可好了。可惜
病痛拖垮了他的身体。 为了控制血糖，
他吃得不多，体质也越来越弱。”

张常华曾经历两次手术，第一次是
糖尿病引发并发症， 并伴有尿道结石，
还导致了严重肾积水。手术后医生叮嘱
他卧床一周，可他放心不下即将中考的
毕业生， 不到5天， 就强行出院去了学
校， 当时身上还带着20厘米长的引流
管。由于术后恢复差，虚弱的他被迫再
上手术台。没料到，接受第二次手术后
的他竟然又出现在讲台上，并坚持要指
导学生复习完知识点才罢休。 那一年，
张常华担任的初三思品学科成绩获得
全市第三的好成绩。

掐指算算，张常华已在第五中学工
作了30个年头，他见证了这所学校从兴
盛，到衰落，再到振兴的艰辛历程。“这
原是一座厂矿子弟学校，学生最多的时
候曾有1100多人，后来，随着厂矿的衰
落，最低谷时不到400人。划归地方教育
局管理后， 学校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目前在校生回升到了800余人。”张常华
用手指着挂满墙壁的锦旗———“湖南省
生态文明示范学校”、“湖南省勤工俭学
先进单位”、“湖南省安全文明学校”，脸
上洋溢着自豪。

“呆的时间久了，对学校有了感情。
再怎么困难，我也不愿意离开这里。”为
此， 张常华谢绝了多方伸来的“橄榄
枝”， 一方面为学校的发展积极出谋划
策， 另一方面则配合校长四处筹资。双
休日和寒暑假，张常华也会参与到担砖
瓦、刷油漆、种花草等校园基础设施建
设工作中来。

尽管学校取得了飞跃性发展，张常
华却从不揽功自居。作为分管教学的副
校长，他谢绝学校领导好意，依然执意
担任教学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6月12日，在湘雅二医院的病房里，
61岁的罗福卿恢复得不错， 面色红润，
与大女儿鲁才慧有说有笑。

罗福卿是湖南桃源人，身体一直不
太好，今年年初被查出患有肝硬化。

6月6日一大早，罗福卿起床后觉得
很不舒服，呕出
了一大口血。大
女儿一见慌了
神， 赶紧呼叫
120，把母亲送
到了湘雅二医
院。

急诊科医
生赶紧将罗福
卿送进抢救室。
一边准备进一
步检查，一边呼
叫消化科医生
前来会诊。没过
多久，罗福卿又
呕血了，足足有
700毫升。

消化科医
生龚勋随即赶
到。此时，罗福
卿血压急剧下
降， 高压只有
70， 低压低至
40， 心跳快到

每分钟120下，已经出现失血性休克。情
况危急。

当务之急是立刻输血。罗福卿被转
进了重症监护室。输血、补液、监护……
1个小时后，罗福卿的血压回升了，精神
也恢复了一些。守在门口的鲁才慧终于
松了一口气。

龚勋回忆说：“出现这么高频率的
呕血，很可能是因为胃里的静脉出现了
破裂，间歇性地出血。一旦积攒了一定
的量，她又会呕出来。要进一步治疗，需
要通过胃镜找到出血部位。当时，病人
病情很不稳定，做不了胃镜，我们只能
耐心地等待时机。”

当日下午3时许， 罗福卿又一次呕
血。这次的量更大，有1700毫升。这意味
着刚刚输进去的血全被呕出来了。伴随
而来的，还有病人浑身的疼痛。医护人
员一边进行新一轮的输血、补液，一边
给罗福卿轻揉大腿， 安慰着她：“阿姨，
你别怕。我们正在帮助你，你要坚强地
度过这个难关。”

情况越来越严重。当晚8时，罗福卿
又呕了更多的血，开始陷入昏迷，瞳孔
对光失去了反射。生命危在旦夕。

医护人员用手挤压血袋来加快输
血速度。 一般要20分钟输完的一袋血，
10多分钟就输完了。晚8时45分钟，罗福
卿的血压开始上升、稳定。晚10时，她慢
慢醒转过来。

救护跑赢了死神。
深夜12时多， 终于可以实施胃镜

了。龚勋看到胃里依然留有残血，找到
了曲张静脉和溃疡口， 注射了硬化剂，
控制住了病情。

背着药品到学校
精神抖擞把课上

———记冷水江市第五中学教师张常华

救护跑赢了死神

6月11日，花垣县龙潭镇，打泥炮选手展示她们制作的泥炮。今年4月以来，该县
启动“欢乐苗乡行”大型民间传统体育比赛活动，分期在各乡镇举行打泥炮、高脚马
等比赛。 石林荣 摄

湖南日报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

身边的美丽

寻找最可爱乡村教师

急诊室的故事
邮箱： hndaily@163.com

6月5日，张常华在给学生上课。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