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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前，如果接受新加坡年薪 60 万元的
工作，他本可以过上富足安逸的生活。但，他
选择了交通运输事业，把10年青春奉献给了中
国海事事业，留下了串串闪光的足迹。

3 个月前，如果早点去医院检查，他本可
以有更多时间为交通运输事业奋斗。但，面
对持续低烧、牙龈出血、淋巴结肿大等身体

“警报”，他坚持“等闲了再去看”，以致一到
医院就被医生“扣”下：白细胞是常人的
40—80倍！

从住院治疗到离世，不到7天。
一切都太突然。他还来不及跟70多岁的父

母见上最后一面，来不及跟妻子女儿说说后事
安排，来不及打开旅行箱给同事分发重庆小吃
……最后一刻，他仍挂念着手上未完成的几项
重点工作。

长江武汉海事局船员处处长牛百龙，这位
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交通技术
能手、长航系统优秀共产党员、海事系统“庆
文式”标兵、海军“井冈山”舰首位“荣誉舰
员”，年仅45岁就因急性白血病与世长辞。

“落下的工作我病好了
补上”

“ 如 果 早 来 一 星 期 ， 我 可 以 保 住 他 的
命！”面对家属和前来看望的同事，主治大夫
惋惜地说。

住院前一天，他刚从重庆出差回来。出差
前，牛百龙肿着右下巴、发着低烧。随后一连
4 天，他都顶着低烧坚持完成了工作。返程
时，他虚弱得连行李箱都拖不动了。牙龈肿
大、出血，低烧持续，脖子上的淋巴结足有乒
乓球大。

一看情况不妙，第二天，妻子硬逼着他去
了医院。化验结果出来后，医生都不敢相信：
白细胞指数达到 378，是正常人的 40—80 倍，
他怎么还能坚持那么久？

住院第二天，同事们得知了消息，纷纷赶
到医院看望。他还笑着对同事们说，“都要保
重身体啊！”随后，他给部门同事打了电话，
交待手上急需办理的重点工作。

住院第三天，单位领导去探望，刚做完化
疗的他，说话已经很吃力，却开玩笑地说：

“刚好可以在住院期间把没空思考的问题理一
理，为下一步几个大课题搭个框架。”

住院第四天，他的肺部已经感染，喘得厉
害的他还不时翻一下手机里的工作群，怕耽误
了什么工作。

住院第五天，医生给他上了呼吸机。鉴于
他十分严重的身体状况，妻子发信息婉拒了单
位众多同事的探望。

2018年12月29日凌晨，牛百龙停止了呼吸。
从被“押”进医院，到永远离开，仅仅 6

天多。
这一次，他本来以为只是感冒发烧，很快

就会没事的，因为以前身体的诸多不适，都被
他一拖再拖给拖过去了，尽管家人和同事好几
次催他去全面检查。

弥留之际，他对妻子说：“行李箱里放着
给同事们带的重庆小吃，一定要记得送去
啊。”他对来看他的同事说：“给大家添麻烦
了，落下的工作我病好了补上。”

可是，大家没能等到他“把工作补上”，
他就怀着对工作的热爱、对同事朋友的感激、
对家人的亏欠，走了。他相信自己能很快好起
来，一直没让妻子把病情告诉在江苏老家的父
母，以致没能见到他们最后一面。

“对爸爸印象最深的，就是经常出差。每
次出门前他都会回头一笑，可是现在再也见不
到了！”送别时，女儿哭泣着说。旁边精神有
些恍惚的老父亲，只是在颤巍巍地不停念叨：

“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为什么……”
“且看夕阳西下，一轮红日忆朝霞；又见

耕牛晚归，无鞭在耳自奋蹄。”牛百龙的 QQ

空间里，依然有他留下的两行诗。他的心里总
是装着工作、家人，唯独忘记了自己的身体。

“这就是牛老师睡了 3
年的沙发”

如果不是选择成就梦想，他本可过得很富
足、很安逸。但他毅然选择了成为一名头顶国
徽、肩戴海事章的交通海事人。

2008 年，技术精湛、小有名气的
远洋船长牛百龙，同时有两个摆在面
前的机会：一个是被新加坡国际化学
品分析协会“相中”，担任协会安全检
查官，年薪达60万元。为表达诚意，
外方甚至已开始为他办理护照。另
一个是长江海事局的职位，这是他
10年航海生涯中一直期待的梦想。

他毅然选择了用青春成就梦想。
“牛船长，你真的想好了吗？要

知道，今后的年收入可能还赶不上
你的月收入。”面试时，海事主考官
很诧异地问。

“我出生于农民家庭，按理说更
需要钱，但我更希望能够利用所学
为国家服务，为交通运输事业服
务，让生命更有意义！”牛百龙朴实
地笑着回答。

加入海事队伍后的10年里，他
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在武汉
海事局交管中心、指挥中心、船员
管理处等部门锤炼本领，勤奋钻
研，书写了一篇篇忠于职守、勇于
担当的奉献篇章。特别是自2016年
3 月起，担任武汉海事局指挥中心
主任的 3 年时间里，他用忠诚、敬
业，创造了突出业绩。

作为局指挥中心负责人，他要
和同事负责长江武汉段水上应急搜救指挥协调
工作，24小时运行。为此，他时刻绷着“险情
就是命令”这根弦，手机24小时开机。

3 年时间里，他带领同事共发布实施各类
安全预警 323 次，为船舶提供信息服务 7 万余
次；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 （VTS） 共接收船舶
报告约 20 万艘次，远程纠正船舶违章 3155 余
起，成功避免险情 642余起，确保了武汉 VTS
覆盖水域内水上交通“零事故”。安全渡运旅
客约 2735 万人次、车辆约 170 万辆次，连续 3
年实现渡船的“零险情、零事故、零死亡”。

成绩的背后，是他忘我的付出。
“这就是牛老师睡了 3年的沙发！”指着一

张黑色有些发旧的沙发，武汉海事局指挥中心
科员王胜说。

每逢恶劣天气，牛百龙总是让同事回家休
息，自己却坚守在值班工作第一线。不知多少
个夜里，累了、困了，他就蜷缩在这个沙发上
休息。

而每到节假日，他总会出现在客渡、桥区
等重点监管现场。

“几乎每个重大节假日都能在客渡码头看
到他，自己悄悄地来，直到客流高峰过了才
走！”武汉海事局港区海事处处长海燕表示。

这就是牛百龙，交通运输系统、湖北省的先
进工作者，坚持脚踏实地，忠诚履职，只为让人
民群众享受更多的安全，得到更多的便利。

“参加护航是我一辈子最
大的骄傲”

“我也是船长出身，尽管我比他大，但还
是喜欢称呼他为‘牛老师’！”谈起牛百龙，武
汉轮渡分公司副经理张克强激动地说。

尽管在同事、船员眼里，牛百龙已经“很
牛很牛”，但他总在不断苦练内功，总是在把
完成好每一项任务作为提升潜力、锤炼意志的
阶梯，展现了一名海事人的担当。

由于“牛气”在外，2013年 8月起，牛百
龙奉命参加了海军第15批编队护航任务，赴亚
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商船反海盗护航行动。
当被选中时，他激动得一个晚上睡不着觉：“能
够参加护航，是我一辈子最大的骄傲。”

面对这份光荣的使命，这次为国效力的机
会，牛百龙充分利用自己在英语和航海方面的
特长，为护航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在编队指挥

舰“井冈山”舰上担任护航联络工作，负责亚丁
湾商船护航的相关联络、协调、跟踪以及协调海
盗袭击事件的应急处置等工作。他先后处理邮
件4000余封，收发海事卫星电话150余次，协助
完成中外船舶的护航任务 46 批次 181 艘次，其
中特殊护卫6批次18艘次……

“特别感谢牛百龙船长细致周到的沟通协
调！”接受过编队护卫的台塑“贵华”轮在来
信中写道。

“牛百龙同志政治觉悟高……充分展示了
贵部人员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精湛的业务能力，
体现了海事职工的昂扬精神风貌……”2014年
1 月 23 日，海军 999 编队指挥所特地向交通运
输部发来感谢信。同年，牛百龙被海军授予

“井冈山”舰首位“荣誉舰员”称号。
“我时刻告诫自己，一定要一丝不苟，仔

细认真，不能辜负组织的期望和信任！”在护
航归来的报告会上，牛百龙吐露了“真言”。

由于参与护航时舰炮声音导致右耳膜严重
受损，牛百龙经常耳鸣，每当与人说话时，都会
转过头去用左耳朵听。耳鸣实在受不了时，他
就拿点棉花塞到耳朵里。同事劝他多跑几个医
院去看看，他总说“等闲了再去看”……

由于表现优异，牛百龙先后获得部省
（市）、部海事系统、长航系统多项荣誉。

就是这位对事业忠诚、有责任、有担当的
交通海事人，走了。在徒弟马作勋的论文上，
他的批注还没有抹去；他指导年轻海事人制作
的《做一颗敢于担当的螺丝钉》的视频还未播
放；他常说的“要用全球眼光来做长江海事的
事”话语还在同事耳旁萦绕……

牛百龙走时，武汉下了2018年冬天的第一
场大雪。上级领导、单位同事、武汉校友、船
舶单位相关人员都自发赶来，长长的送行队伍
里哽咽声、哭泣声此起彼伏，串串脚印，两行
热泪。

至今，一提起牛百龙，他的领导、同事依
然会哽咽难言。这样一位好干部、好兄弟、好
老师，怎么舍得让他走？

古人说：“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

傲。”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

拼出来、干出来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

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

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
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
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

伟大。在这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代，我
们绝不能有半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也绝不

能有丝毫犹豫不决、徘徊彷徨，必须统揽伟大
斗争、伟大工程、伟大
事业、伟大梦想，勇立
潮头、奋勇搏击。

——摘自习近平在庆祝
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 （2018 年 12 月 18 日）

进入缓冲间，穿上洁净的实验服，戴
好灭菌口罩和专用帽子，再换上实验室的
拖鞋，来自意大利的专家费凡便进入了细
胞房的风淋程序……

3月8日，早上8点，中国科学院生态
环境研究中心，环境科学楼 8层，超净细
胞实验室，费凡井然有序地开始了一天的
实验工作。这些流程是他每日进行细胞实
验的“必经之路”，这天早上，他要为学生示
范讲解单细胞种板的具体步骤。

自 2014 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
费凡成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引进的第一位
外籍研究员。在他眼里，学生的事情，一
直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费凡老师特别为我们着想，有一次，
我早上起床后看到一封新邮件，一看发送
时间，是凌晨4点！老师大半夜还在帮我们
修改论文。”费凡的学生梁小星现在回想起
这件事，还是满满的感激与心疼。

工作日勤恳认真，休息日享受生活，
一直是费凡的人生信条。

5年前，也是在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3
月，费凡终于来到他向往已久的中国，开始
了具有“费凡特色”的北京生活。

“Is the salmon fresh？How much is
it for one kilogram？（请问这三文鱼新鲜
吗？多少钱一公斤？） ”这个周末，费凡
又来到他最爱逛的北京市朝阳区三源里菜
市场，每次来他都会去这个摊位买三文
鱼。“这里很多摊主都会说英文，交流起
来很方便。”

北京之于费凡的意义，不在于物质上
的繁华，而在于真实的生活气息与深厚的
文化氛围。

新疆菜、东北菜、四川菜，馄饨、饺
子、馅饼……中国各个地方的特色美食，
也构成了费凡生活中的一抹亮色。作为资
深美食爱好者，费凡尤其喜欢吃饺子，最
爱猪肉豆角和虾仁馅。

左手在下，右手在上，先压平，再前
后来回擀动，办公室里，费凡开心地用双
手给我们比划擀面皮的动作，还展示了他

大年三十包饺子的照片。费凡说，之前
在美国时，他跟一位中国朋友学会了这
项技能，回意大利时他也常与家人一起
包饺子。

除了周末，春节假期也是费凡游玩北
京城的好机会。每年小年夜前后，学生们
都放假回家了，“留守”的费凡也不闲
着。费凡说，白天逛逛城市的景点和街头
巷尾，晚上回来看看电视，慢慢地已经成
为他在北京过年的仪式。

年节过后，冬去春来，桃红柳绿中，
费凡迎来了他在北京的第六个春天。惊蛰
未远，清明渐近，玉渊潭的樱花、大觉寺
的玉兰、中山公园的郁金香似乎都在卯足
了劲迎接自己的花期，而来自意大利的专
家费凡，也
在期待着它
们 的 盛 放 ，
期待着一个
姹紫嫣红的
北京。

伟大梦想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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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牛百
龙在武汉港区现场巡
航指挥。

▲牛百龙指导青年同
志进行电子巡航。

▲2013年，牛百龙护航亚丁湾时对井冈
山舰上相关人员进行英文车舵令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