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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南海网承办的三
沙新闻网 !"#$"%#&%'$()"&*$+ 昨日上线运
行!与南海网联合开展对三沙市成立大会
暨揭牌仪式进行滚动报道!引起国内外网
友的广泛关注"

截至 ,-日下午 .时!三沙新闻网共计
发文字报道 /--篇! 图片 012幅! 视频 .0

条"网站上线后 ,/小时内!页面访问量达到
,1&.万人次!呈现出地市级新闻网站的访问
量#井喷$现象!其中海南网友占 .13!国内
网友占 -,3!其余国外网友占 003% 仅仅以
三沙新闻网为入口!收看三沙市成立大会暨
揭牌仪式滚动报道的网友!就达 ,40万人次"

南海网整合开通的三沙新闻网!由三
沙新闻&三沙机构&三沙智库&三沙社区 /

大板块! ,/个热门子栏目构成!将依托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强大的专业采编力量!以
专题化思路! 全面报道三沙政治经济建
设!渔业&能源和旅游等资源开发!社会管
理和民生事务! 历史文化和环境保护等!

利用互联网的独特优势!及时&准确&全面
向外界传递三沙发展动态"它是三沙新闻
资讯的权威发布平台!是外界了解海南三
沙动态的权威窗口"

三沙新闻网也引起了国内网络媒体
的普遍关注" 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凤
凰网等 ./ 家国内知名网站纷纷发来贺
电!祝贺三沙新闻网上线运行",.2多家网
站刊发了'三沙新闻网上线运行(新闻稿
件!0522多家网站转载三沙新闻网首发的
各类新闻稿共计 ,4,万篇次%

另据了解!三沙新闻网还将开通多语
种频道!以方便更多的外国网友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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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809 通讯员 ¡:0

它们在海天之间优雅飞翔! 轻盈地盘
旋!洁白的羽毛&鲜红的脚蹼在铺天盖地的
蓝色之中!特别抢眼%它们是西沙的生命!是
西沙的灵魂% 它们就是鲣鸟!国家 66级保护
野生动物%

她执着热情! 从 ,22. 年至 ,227 年之
间!出没风波里!多次前往西沙群岛的东岛!

执着地研究& 观察红脚鲣鸟及其栖息地!大
力呼吁保护这一南海的精灵% 她是曹垒!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国际
上首次系统地研究了西沙群岛红脚鲣鸟种
群现状和繁殖对策!填补了西太平洋区域关
于该物种研究的空白%

X5!'kl(Smno

1月 ,2日至 ,,日!记者电话采访了曹
垒以及她的导师刘 发!还有南海舰队政治
部副主任&原西沙水警区政委陈俨%

#她很执着!也很能吃苦% $,22/年 /月
0日!陈俨奉命上永兴岛履新!恰巧与曹垒
同船前往西沙%巧的是!陈俨 ,227年 /月离
开永兴岛!调往南海舰队% 曹垒和她的团队
在永兴岛上研究鲣鸟的时间!与他在岛上工
作的时间基本重合!而且部队为曹垒研究团
队提供了很多帮助!陈俨对曹垒在岛上的研
究工作可以说了如指掌!他们还共同合作了
一篇科普文章'那一抹掠过天际的羽白)**

西沙群岛的红脚鲣鸟(!在'中国国家地理(

杂志上发表%

+东岛上有一支西沙驻军的守备队!都
是男子汉% $陈俨笑说!整个东岛!就曹垒一
个女性!起居生活都在军营里!生活上的诸
多不便!也就不难想象了%

说起在东岛上的研究工作与生活!曹垒
说非常难忘%战士们的热情&诚恳!对鲣鸟的
爱护! 以及为她的研究工作提供的无私帮
助!她都难以忘怀%

每天一大早! 守岛战士开着拖拉机把
曹垒从营地送到树林里!晚上再接她回来%

时间长了! 战士们对曹垒的研究工作和方
法也略知一二! 通过培训后! 当曹垒离岛
时!守岛战士就主动担负起观察&记录红脚
鲣岛的任务%

pqefYZgrsj

随着人类对海洋开发利用程度日深!人
进鸟退!西沙红脚鲣鸟的种群数量也在急剧
下滑!目前仅在东岛有分布%

,22.年! 研究水鸟的曹垒争取到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沙群岛红脚鲣
鸟繁殖生态学研究$! 从此与这种美丽的鸟
儿结下了不解之缘%

电话中!谈到红脚鲣鸟!曹垒的声音里
就透着一种母性的爱护之情%+非常美丽&非

常优雅&非常温和!也很坚强%它们能在茫茫
大海上飞行数百公里而不迷失方向!即使遇
到大风大浪!也能准确地找到回家的路%$曹
垒告诉记者!她把拍到的红脚鲣鸟的相片制
成书签!分送给亲朋好友!向人们介绍这种
鲜为人知的海鸟%

经过数年如一日的研究与观察!曹垒研
究团队发现!东岛红脚鲣鸟繁殖种群是我国
迄今所知的唯一繁殖种群!约有 .4--万对!

约占世界繁殖种群数量的 02!!是太平洋西
部最大的繁殖种群!也是世界第二大繁殖种
群% 红脚鲣鸟的繁殖周期非常长!约为 ,72

天8.22天,成鸟为了寻觅食物!每天单程要
飞行 -290-2公里, 受距离和飞行负荷能力
限制!成鸟每天带回来的食物非常有限--

这些研究成果填补了西太平洋区域关于红
脚鲣鸟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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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脚鲣鸟筑巢在高大的白避霜花树
上!东岛野放的牛群以该树为食物!它们的
未来令人担忧, 台风对它的伤害也很大!人
类活动对它的干扰更大%$曹垒建议!要加强
对其栖息地的保护%

陈俨也告诉记者!,22: 年 0, 月 0. 日
至 0-日!0/级台风 +尤特$ 以每秒超过 -2

米的速度正面袭击西沙!东岛几乎所有的鲣

鸟鸟巢都被摧毁!幼鸟的死亡率几近 0223%

+我在西沙近 :年!深深感觉海鸟是西
沙的灵魂!是西沙的生命% 西沙因为有了这
些鸟儿!才会显得生气勃勃% $陈俨说!是曹
垒的研究! 让他和驻岛官兵对鲣鸟及其它
海鸟有了更深的认识! 才了解到保护海鸟
以及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为
此!陈俨曾多次邀请曹垒!为驻鸟官兵作海
鸟研究的专题报告! 以提高官兵爱鸟护鸟
的意识%

曹垒说! 由于环境的退化和人类的干
扰!现在只有红脚鲣鸟和黑腹军舰鸟在东岛
树林里繁殖!而且数量也下降了!尤其是黑
腹军舰鸟!数量更少%

曹垒的导师&中国鸟类协会理事长刘
发告诉记者!红脚鲣鸟是海岛生态环境的指
示性物种!曹垒的研究非常有意义!为如何
保护西沙海鸟及其生存环境提供了科学的
依据%

采访中!刘 发&陈俨&曹垒都急切地
建议!随着三沙市的设立!要更加重视东岛
原生态环境的保护!一切以保护为前提!不
要因为建设而砍伐东岛上的白避霜花树!

将东岛鲣鸟自然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以加强和促进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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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在+爱我三沙$庆祝海南省三沙市
成立大型文艺晚会上!主题歌'我的南海我
的爱(以磅礴激昂的气势&厚重深沉的情感
深深感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激起强烈的
情感共鸣%这首歌的词曲作者王艳梅是我省
著名音乐人!曾经创作歌曲'永远的邀请(%

'我的南海我的爱(也因此被称为'永远的邀
请(的姊妹篇%

+这首歌是从我胸中喷薄而出的%$今天
下午! 王艳梅与海南日报记者谈到这首歌
曲!仍心潮难平%

'|}~�����(

'我的南海我的爱(时长 /分 27秒!王
艳梅接到晚会策划任务后的第 .天就把歌
词写了出来%

1月 .日下午!海南省文联作协党组书
记&文联主席张萍从省委宣传部接到筹办庆
祝三沙市成立晚会任务后!回到办公室向王
艳梅交待尽快拿出一个方案!并且要求要做

主题性策划%

要在 02 多天里排出一台既具有政治
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又兼具历史感与时代
感的大型文艺晚会!难度可想而知% 接到任
务的王艳梅思路开始了高速运转!她十分清
楚这台晚会的重大意义!+越是急就章就越
马虎不得. $王艳梅对记者说%

在筹备晚会的过程中!王艳梅想!一定
要有一首歌能够提纲挈领!将整台晚会的艺
术性及重大意义烘托出来% +这也就是我后
来创作出'我的南海我的爱(最初的想法% $

王艳梅说%

��������

+这是一首先出歌词再谱曲的歌曲% $王
艳梅告诉记者!筹备这台晚会期间!她正在
上省委组织部举办的处级干部选学课!她选
择了与南海问题战略及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有关的课程%

那些日子!王艳梅脑袋里就想着一件事!

那就是这台晚会的主题歌应该具有怎样的风
格和气势%回到家!她把我国历代关于南海的
有关记载和渊源从远古到当代一路梳理下
来%+写歌颂南海的歌!必须要有历史依据!证
明南海是我国固有的领土% $王艳梅说%

在创作这首歌时!王艳梅说她一直处于
兴奋的状态!+心里特别激动!总想找到一个
出口来释放内心对海南省成立三沙市的自
豪感!这首歌便是一个佐证% $期间!她不断
与张萍沟通!交换意见% 最终!歌曲三易其
稿!歌名也最终被定为'我的南海我的爱(!

歌曲的气势和感情色彩一下子凸显出来了%

�����������

'我的南海我的爱(由智军配器!亚洲爱
乐乐团演奏录制!总政歌舞团著名歌唱家张
海庆演唱%

王艳梅介绍!'我的南海我的爱(这首作
品为单二部曲式!在旋律上采用了升 ;羽调
式进行创作!力求体现历史的厚重感&沧桑

感! 歌曲采用男声独唱与混声合唱伴唱结
合!交响乐队编配!使作品更加恢弘大气!富
有张力% '我的南海我的爱( 前后录制了两
版%演唱者张海庆在试唱时就称赞该曲磅礴
大气!极具艺术感%在录制第一版时!他以艺
术歌曲的处理方法!采用接近咏叹调的演唱
感觉% 为了配合舞蹈的演绎!使歌曲节奏更
加规范!王艳梅与歌唱家商量!录制了晚会
演出使用的第二版%

短短十六行歌词!将南海历代是我国固
有领土的事实与历史沧桑!通过铿锵有力的
字句表达出来% 整首作品跌宕起伏&古朴苍
劲%+听后使人热血沸腾!心情激奋%$晚会结
束后!不断有观众高度赞扬这首歌%

身为海南省文联艺研室主任!海南省音
乐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的王艳梅!在定居
海南的 05年间! 早已将海南当成自己的第
二故乡!怀着对海南深沉的爱!为海南创作
了许多优秀歌曲作品! 其中 055-年创作的
'永远的邀请(!更是传唱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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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昨天上午!在三沙市成立大会暨揭牌仪
式之后!三沙市地名碑在永兴岛码头正式揭
碑! 三沙市多了一处极具纪念意义的景观%

作为海南省委& 省政府送给三沙市的 +礼
物$! 三沙市地名碑巍峨屹立于三沙市永兴
岛西渔码头%

这个重达 :7 吨的+庞然大物$是如何
矗立在永兴岛码头上的/ 碑文的撰写以及
碑身的刻制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碑上
'三沙市设市记(表达了些什么/ 壮美的石
碑背后都有些什么故事/ 今天下午!记者
采访了省政府秘书长徐庄!请他解密石碑
制作过程%

他告诉记者!1月 0-日下午!他接到省
委&省政府交办的要在三沙市成立大会暨揭
牌仪式当天!为三沙设市树大型地名记事纪
念碑的任务% 完成这样重大的石刻工程!要
经历从构思设计&确定碑制&立意拟文&修改
审定&选石刻制&海上运输&选址安装等诸多
必要过程! 且要做到环环相扣不得出错!才
能在既定时间内赶制完成%

时日屈指可数% 徐庄立即召集省接待
办&省政府研究室&省西南中沙工委&省测绘
地理信息局和中国南海研究院& 海南大学&

海南师大&省博物馆&省档案馆的有关专家
和学者!交待说明任务&分+碑文$和+制作$

两个组分头开展工作% 历经 -个日夜!,2日
上午!石碑完美收工%

如今!这块同时含有宣示主权!地理记
事!纪念三沙市设市!代表省委&省政府赠送
给三沙市的礼品等多重意义的石碑!已巍峨
屹立在三沙市西渔码头% 石碑正面!右边写
着0#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省三沙市$! 左边
写着0#公元二"一二年六月国务院批准设
立$! 中间是一幅包括三沙市在内的南海诸
岛图%碑的背面是落款为#中共海南省委&海
南省人民政府$的'三沙设市记(碑文%

首先是选材% #制碑石材选用了海南本
地出产的历史名石)))黄蜡石%$徐庄介绍!

碑体是一块重 :7吨!长 :42米!宽 04.米!高
-4-米的长方体!石质致密润泽!浑厚巍峨!

形似飘扬的旗帜%

石碑上的内容如何确定/ 首先是正面
的三沙市管辖的南海诸岛地图% 由省测绘
地理信息局的专家! 根据国家正式出版的
南海诸岛的标准地图放大提供% 地图的处
理非常讲究!石刻忠实于标准地图!国名地
名岛礁标注规范! 可清晰地看到南海上的
九段线!所有的海岸线都采用阴刻法!使岛
屿凸出%

石碑背面的'三沙设市记(是石碑内容
的重中之重%最初由研究室和海南师大草拟
了白话文和文言文两套碑文初稿!后确定采
用浅近文言文体% 01日上午!徐庄主持了由
多名省内外学者参与的集体改稿会% 经过 .

个多小时的你一言我一语!碑文内容基本成
型% 后又经数次修改!最终敲定了这篇 0:5

字的'三沙设市记(% 从秦汉到唐宋!从元明
清到新中国! 我国对南海的数千年建制沿
革!以及官方与民间在南海的活动等都浓缩
在这短短的 0:5字中%

石碑内容文体确定!字体采用魏碑和汉
隶!接着就到了雕刻环节!这也是一场与时

间的赛跑%在省接待办和省测绘局同志的指
导下!挑选来的能工巧匠搭起了脚手架在高
达 -米多的黄蜡石上精雕细刻!连选择耐日
照海蚀的油漆都下了功夫%

重达 :7吨的石碑!是如何穿越海洋!到
达 ,22多海里外的永兴岛的/ 徐庄透露!为
了运输这块石碑! 动用了 ,台吊机和平板
车% 搬运时为了保护石碑的基座不受损坏!

还用了厚厚的包裹% 运送石碑的船 1月 ,,

日从海口出发!1 月 ,. 日中午到达了三沙
市永兴岛%

如今! 这块承载了厚重历史意义的三
沙地名碑! 巍峨屹立于三沙市永兴岛西渔
码头% 每一位上岛的人!都将在双脚踏上永
兴岛那一刻! 首先目睹到三沙地名碑的风
采% 对此!徐庄透露!选址西渔码头为三沙
旅游添景!也是初衷之一% #这不但象征着
宣示主权! 也象征着三沙市对外开放的姿
态! 让三沙碑给游人上岛后留下第一个深
刻的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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