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头的螺丝钉，不仅需要钉得住，还
要立得牢，侯昌洪就牢牢钉住了长江头的
水域清洁，筑牢了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

那是 2018年 2月 18日，正值大年初三，
天刚蒙蒙亮，习惯早起的侯昌洪看到工作
群里有船员反映江面出现了些许油星。30
年工作经历形成的职业敏感马上让他警觉
起来。考虑到江上可能突发溢油事故，他
甚至来不及和家人解释，胡乱套上一件外
套就奔向了凛冽的寒风中。

在路上，侯昌洪一边通知上游海事部
门往下游开展巡查，自己也乘海巡艇往上
游赶去。第一时间发现溢油源头后，他立
刻联系了当地政府、环保、航道等部门，成
立了现场清污指挥部，经验丰富的侯昌洪
成了临时负责人。

看着江面漂浮的油污，侯昌洪暗下决
心：“绝不让一滴油污流出江安辖区，必须
保障江安和下游泸州地区居民用水安全！”

决心是下了，可现场情况远比想象复
杂。恰逢春节，江安海事处人手少，溢油应
急设备也较为缺乏，侯昌洪只能一人顶三
人用，既当组织者，又是指挥员，还是操作
工。

一番紧张地忙碌过后，侯昌洪才发现，
自己右手无名指突然不能正常伸直了，可
现场处置油污的任务仍然繁重，他无暇多
想，一转身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当中。

川南的冬天寒风呼啸，江面异常湿
冷。整整 3天，侯昌洪在现场一边指挥清理
油污，一边关注水质监测，饿了就抓紧时间

扒两口盒饭，累了就在海巡艇上眯一小会
儿。直到 2 月 21 日，辖区每一处水质都检
测达标后他才回到海事处。

直到这时，侯昌洪才想起手上的伤。
到医院医生一诊断，他以为的一次“小意
外”竟是无名指上第一根指节和第二根指
节连接处的肌腱完全断裂。由于治疗不及
时，必须往无名指中竖直打入一根等长的
钢钉进行固定，同时需要切开肌腱断裂处
的皮肤，打入螺钉固定。

只住了三天院，侯昌洪就带着包扎成
“馒头”的手回到了工作岗位上。直到一个
月后，钢钉才被取出，可固定肌腱的螺钉，
却需要永久留在手指里。

“没啥嘛，现在已经不痛了，就是不太
美观，有点影响形象而已。”对于手指的
伤，侯昌洪不以为意地笑了笑。可侯昌洪
的同事却告诉记者，侯昌洪的右手现在已
经不能负重了。

“在日常检查中，侯处长总是反复和船
员强调维护长江生态的重要性，宜宾又处
于长江上游，他心中的那根‘绿色的弦’，
怕是比任何人都绷得紧。”宜宾江安海巡执
法大队赵志豪谈道。

2017 年下半年至 2018 年 5 月，宜宾市
政府要求在短期内将沿江 18 个砂石堆场
的 1200 余万吨砂石集中转运出宜宾。一
时间，江安辖区船舶流量激增，每天进出
港的船舶达到 70 至 80 艘，是平时的 8 到 9
倍。而当时正值枯水期，川江航道水流
急、水位浅，为船舶的安全通航带来极大

威胁。
时间短、船舶多、运输量大、安全压力

大，怎么办？侯昌洪咬咬牙，二话没说，带
着海事人员白天驻守砂石转运现场，严防
船舶超吃水和超载，晚上再回到办公室处
理相应的台账信息直到凌晨。由于措施
得当，砂石转运期间，侯昌洪所在辖区未
发生一起砂石船舶安全及防污事故。

江安海事处成立以来，侯昌洪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的生态要求，带领着海事人员积极配合地
方政府开展长江干流岸线清理整治，强化
监督执法，取缔、拆解了非法养殖网箱船、
长期停运报废港作船、采挖砂石运输船、餐
饮船等各类船舶 23艘，并取缔了沿江 20余
座非法码头。

少了曾经堆成小山的砂石和飞沙走石
的道路，如今，在宜宾，船在江中走，人如画
中游。江岸边树木葱茏，绿草丛生，沿江居
民纷纷为美丽长江点赞。

“绝不让一滴油污流出江安辖区”

侯昌洪（左一）正在现场查看辖区通航环境。

“钉钉子精神”，就是有着敢于担当
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攻坚克难的
力量和一往无前的劲头。在同事们眼
中，侯昌洪这位如兄亦如友的领导，就
有着钉钉子精神，对工作踏石留印、抓
铁有痕，对待病魔也能乐观积极，有着
压不垮的精神脊梁。

每天早晨上班之前，侯昌洪都要在
长江边走上一圈，巡查江面、记录水位，
及时把水位、气象信息发在辖区船主工
作群里；有时半夜，侯昌洪还会假扮乘
客前去渡口“查岗”，考验船主在停航后
是否冒险发航……对工作“不知疲倦”，
是同事们对他的一致印象。可这个“不
知疲倦”的侯昌洪，却几度让同事们红
了眼眶。

今年 4 月，侯昌洪被诊断患胃贲门
癌，之后癌细胞转移至肝脏和肺部，医
生表示已无法进行手术切除，只能进行
介入治疗和化疗。经过三次化疗后，他
的同事们悄悄发现，以前说话中气十足
的他，现在说话却有些有气无力，身体
渐渐消瘦了，头发稀疏了，脸色也显得
苍白了，一根手指粗的管道从左手臂扎
入，在皮肤之下直延伸到胃部，侯昌洪
每两天就需要到医院忍着病痛疏通管
道……

逆境之下，阵地不失，反而锤炼出了坚强的
灵魂。侯昌洪身体状况告急，同事们多次劝他好
好养病，单位领导甚至下达了命令：请侯昌洪同
志务必回家休息！可他从未因此停下工作脚步，
除了治病化疗，他依然坚持出现场、跑检查、签文
件。

面对侯昌洪的坚持，江安海事处负责党建工
作的侯洪春也深有感触：“现在他的身体状况其
实不太允许他长时间工作了，局里领导也要求处
里的年轻同志把工作扛起来，可是侯处长自己每
天还是坚持来单位，有时候我们尽量自己解决问
题，不拿工作去打扰他，可他一来就主动问，有时
候文件不给他签他还要生气。”

“他就是闲不住！”宜宾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处
长陈杰告诉记者，中秋节前夕，江安辖区一艘船
舶防污染设备不能正常使用，当时侯昌洪正在成
都进行第三次化疗，还主动致电询问事情进展。

“其实还能接到他的电话，我感觉就是件很幸福
的事情，真希望还能接他的电话接个几十年
……”说完这话，陈杰也泪水涟涟。

宜宾海事局人事教育处处长黎香虎谈道：
“侯昌洪在工作中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却
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了扎扎实实，江安有他在，大
家放心。”

同事、领导的关心侯昌洪不是不知道，可身
为宜宾海事人的一份子，侯昌洪有自己的坚持。
他语气坚定地说：“宜宾海事局正是据上游、争上
游的关键阶段，我怎么能掉链子？而且江安海事
处队伍成员还年轻，工作方式方法还不成熟，我
一走，他们怎么办？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在一天，
就要干好一天……”

面对丈夫的选择，侯昌洪的妻子偷偷抹起了
眼泪，但还是支持他。她表示 :“他为这份工作操
心了一辈子，现在他既放不下，工作也是他的寄
托，我愿意支持他……”

30 年执着坚守，侯昌洪化作了长江头的一颗
“螺丝钉”，钉得住、立得牢、叫得响，他是“长江头
的螺丝钉”，也是人们心中深深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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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螺丝钉虽然渺小，却能撑起船民
的一片天，“侯昌洪”也成为船民心中“叫
得响”的名字。

“侯处长为人非常朴实，待人热情，一
直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所以我改了我的
船籍港，就愿意搬到他的辖区来。”已与
侯昌洪结识了近 30 年的船主廖其由衷说
道。

今年 63 岁的廖其是土生土长的江安
人，20世纪 80年代开始就在宜宾市江安县
和兴文县经营矿山。那个时候船舶少，运
力十分紧张，把矿石从江安运到重庆涪陵
都是一件难事，廖其常常一筹莫展。

侯昌洪得知情况后，就帮忙到处联系

船舶，帮助他解决了好几次运力紧张难
题。正因为有了这次接触，2009 年，廖其
把在涪陵运输化工原料的散货船船籍港
从重庆江津改到了宜宾江安。

“我是打心底里感谢他，他真心为我们
船方出点子、讲谋划，是个实心实意为我
们百姓造福的人。”廖其感激地说。

在采访过程中，这样的评价，记者不止
听到过一次。同样与侯昌洪认识了近 30
年的井口渡口渡船船主宋洪银赞赏道：

“他人可以，很可以。”
时光回溯到 2018 年 7 月，汹涌的洪水

冲毁了江安海事辖区井口渡口南岸的江渔
沱码头，渡船因此封航。这处渡口是长江

南北两岸怡乐镇与井口镇群众走亲访友和
贩卖果蔬的关键通道，2017 年该渡口年渡
运量达 6万余人，年渡运货物 20余万吨。

生产生活受阻，不少群众就乘坐无动
力的自用船或渔船过渡。“这些无资质的
船舶安全条件太差，救生衣都没有，实在
危险。”江安海事处副处长张林告诉记
者。面对此情此景，侯昌洪也忧心忡忡，

“连群众的安全过渡需求都保证不了，还
要我们海事干什么？”

为了尽快让渡口恢复运营，侯昌洪前
后巡查井口渡口 30余次，广泛听取民情民
意。又走访乡镇、相关部门 10 余次，5 次
上交报告。最后当地政府决定出资修复

码头，海事部门配合加强水工安全监管，
终于用最短的时间修复了码头。

渡船停运期间，船主没了收入，侯昌洪
又多方奔走，为宋洪银争取到了停工补偿
金 14000元。

谈起侯昌洪，宋洪银非常感激：“侯昌
洪对渡船安全的要求从不放松，但对我们
的关心也从不少一分，非常负责任，总是
站在我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把我们的事当
成他自己的事来做，真是没见过这样的
人。”

面对船员的一声声感激，侯昌洪笑着
说道：“都是我们海事人员该做的嘛，四川
正在打造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我们能做
的便是发挥好海事力量，着力服务好群
众。船员都很不容易，工作辛苦，我们不
帮他，谁来帮他呢？”

“因为侯昌洪，我把船籍港迁到了江安”

行船险，川江更险。自古以来，川江就
是弯曲狭窄、暗礁林立，夏季洪水汹涌陡
变，冬季多雾水位枯浅。然而，川江越险，
越需要海事人去守护。侯昌洪，正是怀着
这样的信念，像钉子一样钉在川江。

在侯昌洪的徒弟王斌看来，他从“入门
师父”侯昌洪身上学到最多的，便是在岗
位上做好每一件小事，做一颗能钉得住的
螺丝钉。

1990 年，侯昌洪从重庆河运学校轮机
专业毕业，由于成绩优异，进入宜宾市江
安县航务管理处工作。

2007 年汛期来临前，为消除汛期渡运
安全隐患，侯昌洪和王斌每天迎着朝霞出
发，载着星辉而归，一寸寸洗刷、一笔笔上
漆，一个渡口忙上一整天，最终花了大半
个月时间让辖区十多个渡口的警戒标志
焕然一新。

2007 年盛夏，长江江安段要铺设过江
光缆，侯昌洪带队吃住在偏僻的农村为施
工水域护航。天气十分闷热，蚊子出奇的
多，大伙儿都被咬得满身包。侯昌洪白天
到城里办公事，路过家门而不入，晚上还
是回到村里与队员同住，没缺席过一天。
王斌说：“侯处长不喜欢说，却总是身体力
行地做，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到极致，

他是位平凡的海事人，却是我最佩服的
人。”

从江安县航务管理处科员，到业务股
股长，再到副处长，26 年里，侯昌洪牢牢地

钉在了长江头，也交出了亮丽的“成绩
单”。 26 年间他从未接到过一起群众投
诉，先后 3次被江安县政府评为年度“安全
先进个人”，12 次被江安县交通运输局评
为“安全先进个人”，8次被评为“优秀共产
党员”，3次被评为“年度先进个人”……

洪昌洪所在的江安县航务管理处 2006
年、2009 年连续两次荣获交通运输部海事
局“全国海事系统文明执法示范窗口”，
2008-2009年获交通运输部“全国交通运输
行业文明示范窗口”，2011 年获得交通运
输部海事局“全国海事系统文明执法示范
窗口标兵”……

“钉子”不多言，不善言，却钉得住，他
用忠于内心的抉择代替了一切言行。

2016 年底，长江四川段水监体制改革
启动，长江干线四川宜宾、泸州段划归交
通运输部直管，并成立直属海事机构代替
原地方海事部门对长江干线进行监管。
在江安，一个崭新的江安海事处顺势而
生。

彼时，宜宾市航务管理局有 120 人和
侯昌洪一样，面临“留在地方”还是“选择
中央”的抉择，当时仅有 40 余人选择来到
长江海事系统，侯昌洪是率先做出选择
的，他也成为由 4 人组成的宜宾海事局江

安工作组负责人。
在时任宜宾市航务管理局局长、现任

宜宾海事局政委的严以立看来，侯昌洪的
抉择，足以显示其情怀，那便是他难以割
舍的“海事情结”。“他在地方海事，可以正
常升任处长，到了长江海事，职务不变，却
需要从头学习新的监管模式，工作压力增
大几倍，待遇也不如从前。他就像是扎在
长江头的一颗钉子，心中没有名利的衡
量，只有热爱的海事事业。”

谈到当初的选择，侯昌洪只是朴实地
笑着说：“我学习的就是这个专业，干了大
半辈子，舍不得，也放不下，既然要选，我
愿意选择更有使命感的海事工作。”

在体制改革最初的阵痛期，洪昌洪带
领江安海事处全处职工认真贯彻落实长
江海事局的安全监管制度、文件和要求，
分阶段开展“转模式、转作风”活动，并积
极向每一位来支援宜宾海事局建设的海
事人员学习经验，弥补不足。通过两年半
不懈努力，宜宾江安海事处克服了筹备之
初人员紧缺、办公条件艰苦和长江海事监
管经验薄弱等一项又一项困难，达到了辖
区安全、防污守护有力，内外安全形势稳
定的预期目标。

2019年，由于工作能力突出，侯昌洪分
别获得了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长
江海事局颁发的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江安
海事处先后获得 2018年度长江海事局先进
集体、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

“他就像是扎根长江头的一颗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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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记者 周佳玲

一捧冰泉，融雪山、钻岩缝、汇百
川，带着开天辟地的劲头，从青藏高
原蜿蜒而来，由西向东奔腾而去，与
金沙江、岷江相汇，始称长江，形成万
里长江第一城——四川宜宾。这里，
也是长江上游第一道生态屏障。

在宜宾，有一位如那捧冰泉一般
纯粹、执着的人，护绿岸、守川江、保
平安，一直默默守护着长江宜宾段水

域安全，从青葱岁月守到了两鬓渐白，一守
就 是 30 年 ！ 他 ，就 是 宜 宾 江 安 海 事 处 处
长、党支部书记——侯昌洪。

“祖国 70 周年华诞来啦，水上安全丝毫
不能放松，你们一定要加强值守，可不能懈
怠啊……”国庆期间，在宜宾江安二桥附近
的大桥维护趸船上，侯昌洪检查完相关消
防设施，临走前还转身嘱咐着船员一定多
加小心。

在侯昌洪的世界里，没有轰轰烈烈的
事迹，没有闻名全国的荣誉，有的只是一
颗受老百姓爱戴的真心，一份对待工作的
诚心，和一份积极面对生活的信心。长江
海事有数千名执法人员，他是其中那颗扎
根在长江头的“螺丝钉”。他用 30 年如一
日的坚守，钉住了长江头的水上安全和水
域清洁，以水为墨，书写着对祖国的无限
忠诚和对海事事业的无限热爱……

侯昌洪（左一）在政务大厅为船员答疑解
惑。 本文图片由长江海事局提供

侯昌洪（中）正在开展船舶安全检查。

侯昌洪（右）正在开展现场巡航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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