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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高考时! 这是一场

牵动无数人心" 引来万众瞩目的

考试! 今年#全国有约
!"#

万考生

走进考场! 祝愿广大考生放平心

态#轻装上阵#发挥出应有水平#

取得满意成绩!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

苦寒来!可以想像#你们大多数人

都经过了超过十年的寒窗苦读!

你们怀着美好的梦想" 真诚的渴

望#以无数的辛劳和汗水#为你们

无悔的青春年华打底!如今#你们

就要走入考场去$圆梦%#难免会

有莫名的兴奋和激动# 或是小小

的紧张和焦虑!请深呼吸#放平心

态#轻松应考吧!

家里 # 父母

用饱含深情

的细小行

动 关 爱

着 你

们 &社

会上 #

关 爱

也 无

所 不

在! $爱

心 车 % 已

行 动 起 来 #

高考专用停车

位也已开辟出来 #营

养专家很久前就开始支招# 各行

各业都在为你们提供帮助# 营造

温馨考试环境! 你们也当放下包

袱#一心一意走进考场#争取全身

心投入#迸发你们的激情#呈现你

们的精彩!

高考不仅是对知识储备 "学

习效果的测试#也是对你们心态"

心智的考验! 只有放平心态才能

细致备考! 把心收一收"静一静#

保持一份从容# 提前备好证件和

各种考试用具#并做好妥帖安排#

力争不犯迟到或忘带证件等低级

错误# 才能为考场上的正常乃至

超水平发挥做好心理准备!

这些年来# 我国高等教育一

直在向大众化教育发展! 当你们

多年以后回首就会发现#高考固然

重要#但对漫长人生而言#也不过

只是一个节点而已! 重视高考但

又不给自己太多压力#以轻松的心

情"平和的心态去应对就是了!

顺利考上理想大

学是我们憧憬的

结果#其实人

生之路更

当珍惜

漫 长

的 过

程 !

以 平

和 心

态 面

对每一

段经历 #

把每一段经

历都当成宝贵财

富#过得充实而精彩#

我们的人生之路就始终有鲜花相

伴#少些不必要的遗憾和烦恼!

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轻松上

阵#沉着应对#细致作答#用考场上

的精彩表现放飞青春梦想#迎接美

好明天!

!本栏文图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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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长江客船翻沉事件

对人民高度负责
!!!"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救援行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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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时间$ 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

结&

交通运输部
-

日凌晨启动一级应

急响应'公安部紧急调集治安%消防%交

警等各方力量立即行动'

水利部%气象局%安监总局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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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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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名官兵%

4#

艘冲

锋舟$赶赴现场展开搜救和外围警戒等

任务'

截至
!

日上午$军队和武警部队共

投入
54-4

人$ 民兵预备役
,64!

人$空

军直升机
,

架和舟艇
,4"

艘$工程机械

!"

台$在水面%水下%陆地和空中全力以

赴投入救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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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降低救援现场的水位$长江防办

从
-

日开始$三次进行调度$将三峡水

库的下泄流量从每秒
,6-33

立方米减

少至
6333

立方米&

对此$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评论

说$中国政府为调节长江的水流和水深

做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主动发布权威信息$是回应社会关

切的有效渠道& 截至
.

日下午$有关部

门已在事件现场召开了
,5

场新闻发布

会$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地传递救助%

打捞%调查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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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灾难时期树

立了负责任国家领导人的形象& #法国

(世界报)说&

科学救援$$$组织有序% 优化决

策%为生命增加希望

4

日晚
7

时许$夜幕降临$一轮明月

驱散几天的阴雨缠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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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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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发后
-4

小时内$ 交通运输部门

协调各类船艇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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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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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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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下午$共有
6

艘打捞船在

现场工作$ 参与搜救的船艇达
,!6

艘$

现场投入二维图像声呐
-

台套%侧扫声

呐
,

台套%多波束设备
,

台套%水下电

视
-

台套%潜水设备
4

台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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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一$可能最快实施$但可能造

成气垫层漏气后船体下沉'

方案二$需要调集大型船舶$时间

来不及'

方案三$是当时条件下$挽救幸存

者最可行的办法&

-4

小时内$ 要尽最大力量找到幸

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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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舱室一个舱室进行检查& 只

要有半点希望$ 我们就要尽万分努力$

绝不放弃, #部队领导给潜水员下达了

这样的命令&

事发后
47

小时$ 船体第一次切割

开始进行$之后是第二次%第三次**

必须尽快确定有无生命迹象&

基于约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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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严谨施救$给生命以最大的负

责和尊重&

守望相助$$$给生者以温暖%给逝

者以尊严

"救人$决不放弃, #再恶劣的条件$

也挡不住抢救生命的脚步&

-

日
,-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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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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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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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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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上的一个个对勾$是对生命的承

诺&

,!3

公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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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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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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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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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监利人$您的亲人,沉船家属

可致电$为您提供免费车辆接送服务& #

监利农民杨永智给自己的朋友群发短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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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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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监利县人民医院$朱红美病情平

稳& 她说$有党和政府的帮助$心里踏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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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难中$我们上下同心$举国相助$

坚定前行&

!!!!!!.

月
,

日
-,

时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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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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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3456789:

按照传统习俗$

+

日是"东方之星#

号客船遇难人员的"头七#祭日&上午
!

时$ 沉船救援现场举行了哀悼遇难者

活动$ 现场所有人员面向遇难船舶肃

立默哀
,

分钟$ 现场船舶同时鸣笛
,

分钟$表达对逝者的哀悼&

清晨
-

点多开始$ 长江江面下起

淅淅沥沥的小雨$ 救援工作仍在紧张

进行& 为了哀悼逝者$参与救援的人员

在起吊船上搭起一个简易祭台$ 上面

摆满蜡烛%香%黄色的菊花&

$

时
-#

分

许$江面船舶列好队$静静寄托哀思&

与此同时$ 一些遇难者家属所在

地的前方工作组$ 也组织遇难家属或

在宾馆$或在江边设置简易祭台$供遇

难者家属哀悼&

!

时$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宣布

哀悼活动开始&在沉船救援现场仍在参

与救援的所有人员停下手上工作$脱帽

伫立$面向遇难船舶默哀$包括数十家

媒体新闻工作者在内的其他在场人员

纷纷低头$肃立致哀&同时$停泊在附近

水域的所有船舶拉响鸣笛$途经沉船救

援现场的船只也放慢速度$鸣响汽笛&

"这么多天来努力搜寻$主要是为

了使逝者早日得到安宁$ 使遇难者家

属早日得到安慰& #参与救援的武汉航

道救助打捞队潜水员汪毕华说$ 我们

心情无比沉重$ 再次向遇难者表示沉

痛哀悼&

哀悼遇难者活动持续了三分钟 $

随后$救援人员继续投入工作$尽全力

搜寻遇难者&

!本栏文图均据新华社电"

遗物出舱 江边哀悼哀悼亲人

默哀

鼓励应考

加油

河南迎来麦收高峰
预计小麦单产高于上年

新华社郑州
#

月
#

日电 -记

者宋晓东. 记者从河南省农机局

获悉$截止到
-

日
.+

时 $河南省

已收获小麦面积
/$-0

万亩$占小

麦播种总面积的
,-1

$ 迎来麦收

高峰&根据农业部门预测$今年河

南省小麦成产三因素呈 "两增一

减# 趋势$ 预计小麦单产高于上

年$小麦生产形势良好&

据了解$ 目前河南省黄河以

南小麦大面积成熟$开始大割$麦

收迎来高峰& 截止到
-

日
.+

时$

河南省已收获小麦面积
/$-0

万

亩$ 其中机收面积
/$#,

万亩$日

投入联合收割机达
!2-

万台 $日

收获小麦
-!"

万亩$ 机收率达到

!$3

& 目前$河南省邓州市麦收接

近尾声$新蔡县麦收九成$南阳%

信阳麦收已过七成$ 驻马店市超

过六成$ 豫北地区小麦也将陆续

成熟收割&

河南省农业厅种植业处副处

长李鑫介绍$ 今年河南省麦播面

积共
$.+#

万亩$ 比上年增加
0#

万亩&从小麦预产情况看$与去年

相比$亩穗数平均增
.2/.

万穗$穗

粒数增加
#2#$

粒$千粒重略减$成

产三因素呈现"两增一减#趋势$

预计今年河南省小麦单产高于上

年$小麦生产形势良好&

!!!!!!.

月
.

日# 联合收割机在开封市尉氏县张市镇王岗村的麦田里作

业!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