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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紧急应对“东方之星”旅游客船翻沉事件——

生 命 救 援 一 刻 不 停

据新华社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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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 日晚，从南京驶往重庆的客船
“东方之星”轮在长江中游湖北监利水域
翻沉，船上共有 458 人，其中旅客 406 人，
各方正展开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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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事客轮于 1994 年建造 中间曾进行翻修

“有人上来了。”2 日 15 时 08 分，在
露出水面的沉船底部平台，顺着一名工
作人员手指的方向，一名穿着救生设备
的年轻小伙子从水里露出。救援人员马
上用棉被将他包裹起来，抬上担架，一旁
待命的医疗海巡船迅速送往岸边等候的
救护车⋯⋯

此时，离事件发生已经接近 18 个小
时。现场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一场与时间
赛跑的生命大营救。

被救小伙子的救生设备，是一名叫
官东的潜水员脱下后给他穿的，在潜水
员的帮助下，他穿着救生装备自行浮出
了水面。

6月 1日晚上 21时多，一艘载有 458
人的游轮在长江湖北监利段翻沉，事故
牵动亿万人的心。救援人员发现，船中
仍可能有幸存者，便往船里灌输氧气，生
命探测仪伸向船底。

14 时 46 分 ， 多 名 潜 水 员 陆 续 下
水 ， 3 根 绳 子 绑 住 救 援 人 员 及 设 备 ，
放入江中。武警总医院的医务人员拿
着担架和被子，站在沉船底部平台，
随时准备救援。停在岸边的 12242 号
海巡船紧急驶往沉船附近，准备运输
随时可能被救出的幸存者。旁边另 2
艘船迅速驶离，让出救援通道。靠近

岸边的另一艘海巡船，也紧急驶向沉
船位置附近待命。

15 时 08 分，一位年轻小伙子从水
中浮出获救。在医疗海巡船上，医生对
这名小伙子进行初步检查后，由停靠岸
边的救护车转移到医院进一步治疗。

就在这时，现场有人喊：“又上来一
个！”大家一看，发现是位潜水员。这名
潜水员说，获救小伙子今年 21 岁，重庆
人，发现他时，他正蜷缩在一个气垫层
内，空间很狭窄，一片漆黑。由于船体结
构很复杂，他们花费很长时间才走出气
垫层。

“怎样才能让小伙子上岸？”他和另
一名叫官东的潜水员商量后，由官东将
自己的救生设备给这名小伙子，让小伙
子自己游出水面。官东自己则不用救生
设备，浮游出水。

在监利县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
医院的医生对获救小伙子进行了详细检
查和观察，目前这个小伙子生命体征平
稳，神志清醒。

15 时 20 分许，天空下起大雨，救援
工作面临不利影响，但生命大营救仍在
紧张有序进行。

文/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湖北监利 6月 2日电）

与时间赛跑的生命大营救

图为一名

失事落水者被

成功救起。

刘金汉摄

（上接第一版） 这是一次具备混搭特点的深度融合。刘
兴胜是公司董事长，也是中科院西安光机所的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我带的博士生就在公司工作，因为我领
衔的课题与产业方向密切相关，博士生主要侧重于基础
研究。”刘兴胜认为，“企业要做好产品，主导价值应该
是研究客户的前沿需求并牵动学科发展。创新课题的唯
一来源就是市场”。因此，人才、设备、机构、生产、
经费投入等所有要素都应该围绕一个目标，那就是“创
造好产品”。另一方面，中科院西安光机所既是他的学
术研究平台，同时还是炬光科技公司的重要股东。双方
共同建立了“超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封装技术产学研示
范基地”，西安光机所研究人员负责理论模拟研究，炬
光科技团队着重解决产业中的技术与工艺难题，研究新
技术及开发新产品。在刘兴胜看来，这种以企业为主体
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模式带来的优势就是“依托国家创
新战略，创新效率极大提高。”据介绍，7 年间，立足

“国际化、品牌化”的战略目标，炬光科技每年投入大
量研发经费，先后开发出 12 大系列百余款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激光器产品，企业年收入连年保持近 50%的
稳定增长。目前，炬光品牌已占据国内 25%的市场份
额，海外市场增长也十分迅速，2014 年出口销售收入
占比达到 51%。

“我们卖鸡蛋，但老母鸡一定要自己养”

走进西安炬光科技公司新建成的研发生产大楼，第
一眼看到的不是传说中的超大功率半导体激光器产品，
而是展柜里层层叠叠的专利证书和各类研发、工程中心
的标牌。这两年，虽然公司的业绩和市场估值大幅上
升，但刘兴胜心中最大的资产还是他的创新团队。

在同行眼里，炬光科技不像一个企业而更像一个
研究院。有几个数字颇能代表刘兴胜的技术创新情
结。第一是研发人员占比：企业全员 289 人，研发人
员就有 130 多人，一半以上拥有国际 500 强知名企业
核心技术岗位任职经历，多人担任国内外学术组织和
会议的主席或高级成员；第二是研发投入：几乎每年
的研发投入占总投入比例都在 20%以上，近年来公司
扩股增资，但刘兴胜对股权投资者有一个硬条件，那
就是 8%的研发投入底线；第三是拥有 131 项授权技术
专利，其中国内外发明专利 26 项。“我们企业 80%以
上的产品都是自己研发的”，谈到创新，农家出身的
刘兴胜打了个比方，“我们卖鸡蛋，但老母鸡一定要
自己养”。刘兴胜所说的“老母鸡”，指的就是创新基
础研究和自主培养人才。

半导体激光器是把电能转化为光能效率最高的新技
术，广泛应用于激光通信、光存储、光陀螺、激光打
印、测距以及雷达、显示夜视等领域。虽然看起来是个

“小东西”，但分寸之间不仅浓缩着跨学科的高技术高工
艺要求，同时也考量光电技术基础研究能力。“在 2 毫
米×500 微米的面积上要产生 100 瓦的热能，散热是技
术关键，更牵涉理论依据。”很多人不相信企业还会去
做基础研究，刘兴胜率领技术团队衔枚疾进，研究涉及
热管理、热应力、热疲劳、材料失效分析等多方面。近
几年，刘兴胜在国内外电子封装领域和光电领域权威期
刊和会议上发表了 120 多篇学术论文。2014 年，刘兴
胜还撰写了国际上第一本研究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封装
的专著。

芯片和封装技术工艺是大功率半导体激光器的核
心，现在，刘兴胜和他的团队已经把创新攻关的目标锁
定在完全为外国垄断的半导体激光器的芯片制造领域，

“目前，我们参与的芯片项目已经拿出了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样片。”刘兴胜胸有成竹地说。

4 年前，记者曾经采访

过刘兴胜博士，那时他带领

60 多位骨干还“蜗居”在 280

多平方米的小空间里。如

今，走出孵化器的炬光科技已是行业翘楚，企业宽敞的厂

区、崭新的研发大楼和激光器封装车间令人刮目相看。从

一名科技人员到成功的创业者，刘兴胜的故事浓缩着时代

进步的中国梦，也印证着蕴藏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背

后的“高功率”能量。

相较于企业家，刘兴胜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科

学家，但是，他认为科学家创新课题的唯一来源应该是市

场需求而不是闭门造车。因此，他每次面试新入职工程

师时，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如果你在路上开车，车坏了你

会怎样？”其实，这没有标准答案，刘兴胜的目的在于考量

对方解决问题的方法思路。“方法比知识更重要”。满足

市场需求，创新市场空间，科学家创业的优势体现在科学

的方法和思维，尤其在高技术领域，统筹整合研究与研

发，这也许就是以产业牵动学科，以研究支撑创新的“芯”

动力所在。

鼓励更多的科学家去创业
张 毅

本版编辑 徐 胥 王宝会

本报讯 “东方之星”旅游客船翻沉
事件发生后，各级部门立即采取紧急措
施，争分夺秒全力开展搜救。

交通运输部：
112 艘各类船舶参与救

援，搜救范围将扩至发生地
下游 220 公里处

据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 6 月 2 日 18 时许，从沉船现场已救出
19人，其中 14人生还。

在 2 日 22 点多举行的“东方之星”沉
船事件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
部部长杨传堂说，只要有一分希望，就要
百分百努力。他介绍说，交通、海事、海
军等共同作战，潜水员已经到位，科学合
理地分配下水检查。目前，救援工作坚
持有序、有力、有效，将继续做好人员搜
救工作。从长沙调来的 500 吨级大型打
捞工程船 18 时许已到达现场。另一艘
500 吨级打捞船也将于 3 日早上到达。4
艘救助打捞船陆续到位后，现场救助打
捞船的总起重能力将达 1760吨。

据介绍，交通运输部目前已组织 112
艘各类船舶参与救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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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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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将扩大搜救范围至距事件发生地下
游 220 公里处的武汉新滩，重点加强沿
江河滩、回水区的搜寻。

6 月 2 日凌晨，“东方之星”轮翻沉事
件发生后，交通运输部立即启动一级应
急响应，连夜召开应对长江中游“东方之
星”轮翻沉应急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迅
速成立由部长杨传堂为组长、副部长何
建中为副组长的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立
即开展各项应急工作。杨传堂要求，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批示精
神，一是把人命救助作为当前的首要任
务，全力组织搜救遇险人员。二是在湖
北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下，切实发挥专
业搜救力量的骨干作用，加强现场搜救
组织和交通管控。三是多方协调搜救力
量，统一组织，明确分工，形成救助合力。

解放军和武警官兵：
海军三大舰队均派出救

援力量

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马宜明在“东
方之星”沉船事件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说，截至 6 月 2 日晚 21 时，军队和武
警官兵共出动 4628 人参与救援，海军三
大舰队均派出救援力量，全力搜救沉船
人员。

马宜明表示，截至 2 日晚 21 时，出动
民兵和预备役人员 1300 人，动用运八飞
机 2 架、直升机 8 架、68 艘各型艇舟、2 支
部队医疗救护队等参与救援工作。海军
三大舰队和海军工程大学、广州军区派
出 180 余名潜水员紧急赶赴现场。海军
工程大学潜水员到达现场后，连续搜救
出 2名生还者。

马宜明表示，按照相关安排，当夜将
挑灯夜战。“海军和海事部门人员将一个

舱室一个舱室进行检查。我们多一分努
力，被困者就多一分生还希望。只要有
半点希望，我们就要尽万分的努力，决不
放弃。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一定会全
力以赴。”

卫计委：
调配各地专家赶赴现场

救治伤员，并开展心理干预
工作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介绍说，多地
医疗专家已汇聚湖北监利，正全力救治
客船翻沉事件人员。截至 6 月 2 日 18
时，医疗机构累计接诊湖北翻船事件获
救人员 12 人。其中，6 人经检查后已离
院，6 名住院伤员经积极救治，均病情稳
定、生命体征平稳。

湖北省卫生计生部门从武汉各大医
院抽调了 130 多名重症救治、呼吸科、心
血管、急救、心理干预专家，组成了 10 个
专家组在事故现场和救治医院开展救
援。同时，湖北省监利县、湖南省岳阳市
共派出 260 多名医务人员及 80 台救护
车，在现场开展救援。湖北省境内沿江
的洪湖市、赤壁市都已做好了接收伤员
救治的准备。

李斌介绍说，与此同时，2 日凌晨，相
关部门从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紧急调派重症医学、骨科 5 名专家
赶赴现场，随后，根据伤员的伤势，又调

配了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复兴医院、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安定医院等骨科、呼吸内
科、心理干预等领域 14 名专家，并从海
军总医院调派两名专家。目前，这些专
家均已赶到监利县，参与伤员救治和心
理干预工作。

气象局：
启动应急保障服务Ⅰ级

响应，加强天气监测预警工作

为做好搜救气象保障服务，中国气
象局应急办、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等
单位及湖北、湖南等省气象局立即进入
特别工作状态。各单位根据有关突发公
共事件气象保障服务的要求，针对搜救
及时提供气象服务，加强天气监测预报
预警服务工作。

水上搜救气象应急保障服务Ⅰ级响
应机制启动后，湖北省气象局各机关处
室和直属单位，荆州、武汉、宜昌、襄阳、
咸宁、黄石、黄冈、鄂州市气象局立即进
入Ⅰ级应急响应状态。目前，湖北省气
象局已成立现场工作组，襄阳市气象局
移动气象台协助湖北监利开展监测预警
预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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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局：
紧急组织行业救援队，

配合做好搜救和善后工作

事件发生后，国家旅游局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成立国家旅游局工作组，指派
李世宏副局长随李克强总理率领的国务
院工作组赶赴现场。同时，局长李金早
要求湖北省旅游局负责人，全力以赴参
加搜救和善后工作，并与重庆市、上海市
旅游局负责人联系，要求指导相关企业
及时掌握游客信息，配合做好搜救和善
后工作。

6 月 2 日凌晨，湖北省旅游局立即
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按照湖北省人民政
府统一部署，全力配合各级地方政府做
好救援工作。湖北省旅游局要求全省旅
游行业，做好各项应急救援和支援准
备，随时待命。目前，湖北省已组织由
武汉、宜昌以及临近出事地域的荆州市
等主要旅游企业组成旅游行业救援队，
抽调 20 多台旅游大巴，随时待命出发
赶赴现场。

（综合本报记者 齐 慧 吴佳佳

杜 芳 郑 彬及新华社报道）

以产业牵动学科 以研究支撑研发

上图 6 月 2 日，救援人员在沉船现场对“东方之星”

轮展开营救。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左图 6 月 2 日，救援人员在事故发生地附近开展

救援。 荆州电视台供稿（新华社发）

（上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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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凯、杨晶参加上述活动。
交通运输部已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协调多艘船舶在

现场搜寻。湖北、湖南省主要负责同志已紧急赶赴现场
组织开展搜救工作。目前，搜救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