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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映峰
忠诚守望的“识途老马”

人物名片：1962 年出生，
59 岁，从事航管、港航、海监、
海事工作 40 年

从漳州东山到龙海石码，1个多
小时的车程，却成了许映峰眼里“最
远的距离”。远离亲人、聚少离多，
这是基层海事人的行业特点，也是
许映峰过去 40 年的工作与生活写
照。

2010 年 6 月，还在东山海事处
工作的老许接到妻子急电：“爸爸中
风摔倒了，手臂骨折，神智有点不清
楚！”

电话那头是心急如焚的母亲和
妻子，而这头却是人命关天的渔船
搜救任务，怎么办？

他一边交代家人赶紧送医院救
治，一边继续和同事们忙着搜救。
当所有遇险人员都安全获救，并处
理好后续工作，已是晚上 8 点了。
老许顾不上吃饭，交接完工作后，连
夜搭上最后一班车赶往 100 多公里
外的龙海。

一路风尘仆仆，老许不仅要照
料年迈的老父亲，还要把海事工作
扛在肩上。

四十年来，他见证了漳州港口、
航运业的起起落落，九龙江的潮水
规律、沿江数座大桥的净空高度、渡
船的船主变更、船厂在建船舶资料、
码头经营情况、水上客运航班等等，
他无不烂熟于心。同事们称他是

“老石码（识马）”，一匹识途的“老
马”，遇到复杂的历史问题问他准没
错，经历过历次机构变革的老许一
直就是活档案、活地图。

光阴流转，工作岗位几经变换，
而他的选择始终如一，“到基层一线
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对于人们称他为“孝子”“好人”
“邻家贴心大哥”，满头白发的许映峰
笑着说，无论工作、生活，都要有一颗
炽热的心，把事业当追求，把人民当
亲人，永远保持赤胆忠心和满腔热
情，就能不惧岁月更迭，永葆青春。

何庆佑
醉心钻研的“学习达人”

人物名片：1964 年出生，
57 岁，从事港航 、海监 、海事
工作 37 年

记者第一次见到何庆佑，他正
对着一本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上交通法》认真地做着笔记。办公
桌上、文件栏里，塞满了各种专业书
籍，海事管理的、船检技术的，每一
本书上都有他标注过的痕迹。“爱钻
研、爱学习”，是同事们对他的评价。

近年来，随着现代海事治理体
系建设的推进，海事法规越来越多，
执法越来越规范，细节要求也越来
越多。“活到老，学到老。时代发展
这么快，不学习、不钻研，怎么能跟
得上？”这是何庆佑坚守了几十年的
信条。

“除了参加上级组织的各类培
训和技能比武竞赛之外，海事执法

业务流程、各类船舶法定检验技术
规则、综合管理体系都要学习”。无
数个夜晚，为了搞清楚工作中遇到
的问题，何庆佑查条款、查案例、问
同事，不眠不休、死磕到底。他说只
有多学习才能做到不偏差、不出错。

今年 5月，何庆佑被抽调参加福
建海事局举办的船舶安全检查理论
知识考试。“年纪大了，注意力会下
降，但学习的脚步不能停。”他决定
与时间赛跑，一遍又一遍地复习着
厚厚的题库。功夫不负有心人，一
个月后的考试中，漳州海事局平均
分在全省排名第二，何庆佑则是漳
州海事局个人第一名。

“我只想踏踏实实地把知识学
好、把工作做得更好！”问及获得荣
誉时的感受，他这样说。

直面考验，迎难而上，钻得进
去，研究透彻，何庆佑把学习进行到
底。

张建辉
勇于担当的“拼命三郎”

人物名片：1964 年出生，
57 岁，从事港航 、海监 、海事
工作 39 年

龙海地处九龙江入海口，受利
益驱动，沿岸曾无序发展了许多砂
石堆放场、中转场、洗砂场，洗砂、堆
砂转运业务既破坏了九龙江生态环
境，也对航运构成安全隐患。

2020年，在龙海海事处的不懈推
动下，当地政府下决心重拳出击，铁
腕治理辖区内长期存在的非法采运

砂船顽疾，由公安、海警、海事、海洋
渔业、自然资源等多部门联合行动，
对非法采运砂船实施“清零”行动。

张建辉主动请缨，加入专项整
治行动工作专班，每天和“80 后”

“90 后”的年轻同事一起，对辖区内
的砂船逐一登记、排查，并守候在九
龙江入海口水域，查扣每一艘过往
的嫌疑船舶。

“啃下砂船整治这根‘硬骨头’，
心里有把握吗？”记者问。“困难远比
想象的要多，但战胜困难就是要有
一股子拼劲！”张建辉说。

打砂行动开展以来，几乎所有
假期，他和同事们不是在单位值勤
就是在趸船上值班。“我在船上睡觉
的时间比在家里多多了。”张建辉笑
着说。

砂船整治牵动各方利益。“多数
砂船船员并不愿意主动配合，要登
上十余米高的砂船，对我们来说，是
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人身安全都
有隐患。”张建辉告诉记者。

困难面前，张建辉和同事们并
没有退却。他们搞起了小发明。在
日复一日的“爬船”经历中，几位老
同志总结要点，画图纸、改设计，发
明了一种既便于携带又便于攀爬的
舷梯，既安全又牢固。张建辉说，有
了这个舷梯，再也不用担心人身安
全了。

在张建辉和同事们的努力下，
龙海辖区登记的 79 艘砂船注销了
71 艘、查扣了 8 艘，砂船安全隐患得
到彻底治理。

“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都留
在了这里，你后悔吗？”张建辉这样
回答：“看着船舶和人们能够安全地
往返，很有成就感。为这样的事业
奉献青春，很值得，也是我的荣幸！”

王海波
勇毅前行的“开路先锋”

人物名片：1965 年出生，
56 岁，从事港航 、海监 、海事
工作 38 年

1983 年就进入海事系统的王海
波，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老兵”。曾
是射击运动员的他，在搜救行动中
总是冲在最前面，成为同事眼里的

“开路先锋”。
大块头、说话浑厚有力、做事干

脆利落，是王海波留给记者的最初
印象。“有老王在，我们都很安心。”
同事们说，多年来，王海波始终对自
己高标准、严要求，保持强健的体
格，保持冲锋在前的状态。

2016 年 7 月 2 日，“粤南澳 XX”
轮由于主机故障停车在菜屿列岛附

近漂航，船上有 8 名船员，事发水域
附近有多处暗礁，风大浪急，情况十
分危急。

当时在海巡执法支队工作的王
海波接到指令后，立即与同事紧急
出动，乘坐“海巡 08707”一路颠簸，
迅速赶到现场，指挥协同另一艘公
务巡逻船和两艘渔船组织施救。当
时海上涌浪比较大，海巡艇靠上遇
难船比较困难，王海波冒着危险，凭
着过硬的技术，指挥海巡艇慢慢向
遇险船舶靠拢，终于将其拖离危险
区域，遇险人员全部转危为安！

如今的王海波，已转岗到龙海
海事处，成为岛民口中的“海岛卫
士”。

九龙江入海口有个远近闻名的
玉枕岛，连接陆岛的玉枕渡口是个
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渡，它是 7000
多名玉枕岛居民进出岛的唯一交通
方式。检查设施设备、培训安全技
能、巡查沿线水域、宣传安全知识、
组织防抗台风……为了这条渡运航
线的安全，王海波总是一丝不苟，操
碎了心。

“我的名字注定了我这一生都
与江海结缘。”王海波爽朗地笑着。
已经 56 岁的他，丝毫看不出疲倦。
时刻准备着，为了人们的安全，在风
浪里冲锋、在碧波上前行，或许这正
是他青春常驻的密码。

老骥千里有壮心
——记漳州海事局“60后”“F4”组合

□ 全媒记者 王有哲 通讯员 陈惠萍 文/图

在漳州海事局采访时，有一群人始终让记者
无法忘却。他们已过天命之年，两鬓斑白，而且
都当上了爷爷、外公。

也正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顶风雨、冒酷
暑、战严寒，奋战在码头、水域，巡航路、查渡口、
登船头，像众多“80 后”“90 后”小伙子们一样，冲
在海事工作第一线，日夜守护着这片江海的安

宁，把青春书写在大江大海里。
究竟是怎样的力量，让他们初心不改、信念

不移，甘愿远离城市的繁华，扎根基层，像一座
灯塔，照亮每艘航船远行的方向？

带着疑问，近日，记者来到漳州龙海海事处
石码海巡执法大队，走近这个被人们称作“漳州
海事 F4”的“60 后”四人组合。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服务，真
的为我们解决了不少难题。”10月 21
日，天津港轮驳公司一大早就送来
锦旗，感谢天津新港海事局闸东海
巡执法大队，在船舶规范管理、船员
普法培训、船舶技术改造和防污染
隐患查纠方面提供的帮助。

情系企业办实事，优质服务解
难题。今年以来，闸东海巡执法大
队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深入航运企业和广大船员之
中，以实际行动为人民群众办好实
事，已收到相对人赠送的四面锦旗。

解疑惑
法规宣传疏“痛点”

“你们把科普单页塑封起来了
啊！”5 月 19 日，闸东海巡执法大队
执法人员王永松在对“盛丰 1 号”轮
检查时，发现船员把他们不久前派
发的《渤海水域船舶水污染物排放
规定知多少》普法宣传单页塑封后，
贴在了驾驶台上。

“这个宣传册纯干货，不啰嗦，
塑封起来免得皱了破了。”船员小张
笑着说。

今年 4 月，执法人员在复盘总结
案件时，发现不少船员对于水污染
物排放规定不清楚，本着“为民办实
事”的态度，他们积极调查船员在水
污染物排放知识方面的盲点与模糊
点，将船舶垃圾、含有污水、生活污
水排放的相关要求梳理后，印成科
普单页，派发给船员们。

“本来只计划做一两期的，后来
船员们不断提出印发其他内容科普
单页的需求，我们就一期接一期地
做到现在。”闸东海巡执法大队队长
杨洪方介绍说，此后，他们又相继编
制并派发了《船员值班饮酒危害》
《海船最低安全配员发生哪些变化》
《船舶明火作业操作规范知多少》《<
船舶进出港管理办法>发布，海事小

哥来圈重点啦！》等科普单页，为船
员们答疑解惑。

其中，《<船舶进出港管理办法>
发布，海事小哥来圈重点啦！》是对
今年 9 月 1 日生效的《船舶进出港管
理办法》的解释说明。8 月底，执法
人员在走访活动中了解到，船员们
对即将生效的法规了解不够深入。
为更好地满足船员需求，青年骨干
们迅速行动，加班加点编初稿，经过
队内讨论，局内征求意见和反复修
改，科普单页在 9 月初印发，及时、
快速地解答了船员对于新规定的疑
惑。

目前科普单页已经出了 6 期，
发放了 500 多份。杨洪方介绍说，
他们始终坚持根据船员反映的新情
况新问题进行动态更新，做到“船
员 有 N 个 疑 惑 ，海 事 就 有 N 个 解
答”，执法为民，执法便民，希望通
过解决船员心中的疑问盲点，来帮
助广大船员知法懂法、维护好自己
的合法权益。

送安全
流动课堂补“漏点”

10 月 19 日，执法人员走进中交
博迈科码头，为厂区航修船舶、明火
作业单位和码头管理单位送去“明
火作业”定制化培训课堂。课堂上，
执法人员与企业人员就作业中的注
意事项、典型事故与处罚分析等内
容，热火朝天地讨论……

“与海事工作人员面对面、点对
点提出问题，让我们对明火作业要
求认识更全面、更准确，希望海事部
门多举办类似活动。”活动结束后，

“瑞源 166”轮船长陈志强说。
今年 3 月起，结合“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闸东海巡执法大队
多次走访调研企业，发现船员对船
舶值班值守规定、无线电专项整治、
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法》

等方面内容有困惑，就有针对性地
举办了多场“海事安全流动课堂”。
目前，已有 126 名船员通过参与面对
面的沟通交流，增强了法律意识，弥
补了业务知识与法律知识盲区，此
项活动得到航企船员的一致好评。

去隐患
综合治理除“难点”

5月 12日一大早，天津滨海新区
政法委牵头组织农委、海事、渔政等
7 家单位联合开展新港船厂旧址水
域非法涉渔小船清理行动。

依托前期天津新港海事局提供
的涉渔小船活动规律，此次行动总
计清理 10 艘涉渔小型非法船舶和违
规存放的大量渔网渔具，依法驱离 3
艘非法靠泊铁质渔船，形成了“属地
政府主导、各部门协同联动”的海上
综合治理格局，解决了涉渔小船非

法停靠的顽疾隐患。
天津新港船厂自 2017 年搬迁临

港区以后，旧址水域基本处于废弃
状态。 2020 年前后，一些涉渔小船

“呼朋唤友”，聚集旧址水域，给船厂
造成极大困扰，也给水上安全环境
带来不小的隐患。

面对此问题，闸东海巡执法大队
主动作为，巡查调研 60余次，准确摸
排情况后，3 次走访属地政府相关部
门，说明隐患危害，提出行动建议，推
动了船厂旧址水域隐患治理工作。

“海事真是老百姓的贴心人，困
扰船厂的顽疾终于得到彻底改善和
治理，为你们点赞！”船厂规建部部
长张晶称赞说。

“安全工作要久久为功，驰而不
息。”新港海事局副局长焦玉会告诉
记者，新港海事局将不忘初心，秉持
人民至上的理念为民解难，为服务
交通强国建设贡献积极力量。

情系企业办实事 优质服务解难题

天津新港海事局闸东海巡执法大队深入一线

□ 全媒记者 杨柳 通讯员 刘兴旺

嘉兴海事推动辖区海船
船员百分百接种新冠疫苗

本报讯（全媒记者 陈俊
杰 通讯员 王成义）记者从
嘉兴海事局了解到，截至 10
月 30 日，嘉兴辖区航运公司
所属海船船员已接种新冠疫
苗 498 人次，100%做到“应接
尽接”。

2021 年初，嘉兴市启动
重点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嘉兴海事局加强宣传引
导，督促辖区航运公司严格
落实船员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主体责任，要求航运公司加
速推进船员疫苗接种，将船
员完成疫苗接种作为上船任
职的前置条件，原则上做到

“先接种再上船”。
嘉兴海事局还将服务前

移，为辖区航运公司提供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相关信息，
提醒公司做好船员疫苗接种
期间的船舶值班值守，实时
监控船舶动态，做好上下船、
转运以及接种期间的个人防

护，确保船舶在泊安全。
同时，嘉兴海事局积极

向嘉兴市政府汇报，并协调
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相关部
门，推动建立到港国内航行
船舶船员疫苗接种工作机
制。10 月 28 日，由嘉兴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
于加快推进我市国内航行船
舶船员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
作的通知》，明确国内航行船
舶船员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方
案，对到港国内航行船舶船
员实现码头至疫苗接种点之
间“点对点”闭环转运及疫苗
接种。

目前，在嘉兴港区已设
立相应疫苗接种点（或流动
接种点），符合接种条件的到
港国内航行海船船员可通过
所在航运公司（或代理）向嘉
兴海事局提前申请并接受疫
苗接种。

海事人员化身“主播”
开设船员防诈骗直播课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杨

柳 通讯员 王晓华）记者 11
月 1日从潍坊海事局获悉，针
对船员被“黑中介”诈骗的案
例频发的现象，潍坊海事局
政务中心副主任赵超化身

“赵主播”，通过直播课给船
员讲解防诈骗知识。

赵超在抖音直播开设船
员“防诈防骗防忽悠”直播课
堂，直播共计 50分钟，观看直
播人数达 534人次，打通了为
民服务“零距离”，切实提高

船员防诈骗意识。
直播过程中，赵超为观

众总结了船员一般遇到的黑
中介诈骗 6 种手段，提出了
选择合法的船务机构、包考
包过不可信、合同签订要小
心、上船前沟通细节、谨防高
薪骗局和要有合理的心理预
期等应对措施。

赵超还在直播中解答了
网友关于船员考试、船员证
书等方面的问题，得到了船
员朋友的真心点赞。

新港海事局执法人员进行水域治理工作，联合船厂人员共同劝离违
规停靠渔船。 李晨光 摄

何庆佑、许映峰、王海波、张建辉（从左至右）在海巡艇码头研究改进他们的“小发明”——爬船舷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