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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市揭牌成立这一天 2012·7·24

霞 光 洒 满 三 沙
!!!"#$%&'()*+,-./0123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 $%& '() *+,

南海还不平静!波涛依然汹涌!但风雨过后!太阳
冲破了云层!以她金色的光芒辉映着万顷碧波!让温
暖弥漫着永兴岛的每个角落"

这是一个让大海永远铭记的日子" 永兴岛上!人
头攒动" 红色的拱门上写着#热烈祝贺三沙市成立$%

红色的气球悬在空中!&蓝色海洋 金色三沙$&美丽的
三沙 可爱的家乡$ 在每一个三沙人的心里面引起了
共鸣!在那一片蔚蓝的海洋中掀起了波澜'(

国旗升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三沙市委员会)三沙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三沙市人民政府)三沙
警备区 !个牌子上的红布揭去! 成立于 "#$#年的西
南中沙工作委员会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新的三沙市政
权踏上了新的征程"

一群白鸽高高飞起!那是和平的象征!那是希望
的希冀!那是造福全人类的一种使命"

此刻!浩瀚的我国南海上!难以计数的礁)沙)洲)

岛)滩!一定听到了雄壮的国歌声!一定听到了*西沙!

我可爱的家乡+的悠扬旋律!一定感受到了此地的喜
庆%

此刻!在曾母暗沙!这祖国最南端的国土!走过了
#$%%年历程的珊瑚礁丘!正以每年 &'(毫米的速度在
不停地长高%

此刻!从皑皑雪山到辽阔草原!从茫茫戈壁到奔
腾的黄河)长江!从偏僻小村到车水马龙的天安门!都
投来关注的目光%

此刻!离此不远的西沙海域!只有 &户人家的北
岛上!国旗在简易的竹竿上猎猎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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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人们期待已久%

&国家设立三沙市!是个大喜讯% 我听到时!高兴
得跳起来!这是老西沙人一代又一代的梦想%$西南中
沙工委第八任书记徐天仁说%

&三沙市的设立!是南海军民盼望已久的一件大
事!现在美梦成真!我深感自豪) $徐天仁的继任者)现
为省林业厅厅长的关进平这样说%

新一代西沙人陈儒丰也感到&特别高兴)特别兴
奋$%从 *月 ("日设立三沙市的消息正式公布的那一
天起!作为西南中沙群岛后勤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的他
就带领同事投入紧张的工作!加班加点!为挂牌仪式
筹备&粮草$%

就在不久前!西沙人郑心全在琼海市老家的小楼
房刚刚落成!家事国事迎来了双喜%为迎接这一天!他
提前结束休假!匆匆赶来永兴岛!担负起了他水电保
障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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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可以告慰先祖%

列队的帆船缓缓行驶在茫茫的南海!穿越缭绕的
迷雾% 那是我们的先祖在远航)在探索)在开辟((

("%%多年前!我国古代探海家黄贵遍探南海!画
出了涨海图!并献给了汉武帝% 自此!南海就有了&涨
海$的别称%而中华民族发现并开发南海的历史!要远
远早于此%

一批批典籍留下了先祖探索南海的足迹% 秦汉
时期! 南海已是当时重要的海上航路% 秦统一六国
外!设南海郡!管辖整个南海诸岛,*汉书+中有南海
航海的记录,三国*扶南传+记述到&涨海$,南宋*诸
蕃志+说到!南海之&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床+塘,!

上下渺茫!水天一色$!其中的长沙)石塘!指的是南
海诸岛%

郑和七下西洋!途经南海诸岛!早已为世人所知%

海南渔民的更路簿!记录了明清以来海南先祖航
行南海的航向)航程等%他们穿过恶浪险滩!开辟出了
一条捕捞的黄金水道!也航行出了闻名遐迩的&海上
丝绸之路$%

正如*三沙设市记+所说-&秦谓涨海!汉曰七洲洋
((千年建制沿革!一统绵延% $

今天!三沙市就是一个新的&南海郡$!它管辖的
海洋面积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面积的四分之
一!成为我国人口最少)面积却是最大的城市%

&

这一天!意义十分重大%

三沙地处南海前沿!海洋资源丰富!区位优势突

出!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在推动南海开发建设和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三沙市的设立!是党中央经略南海和推进国际旅
游岛建设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三沙市的设立!是国家加强对西南中沙群岛的岛
礁及其海域管理和开发建设) 保护我国南海海洋环
境!维护我国南海主权的重大举措!也是我省履行管
理职能!更好地将国家赋予的南海管辖权落到实处的
重大行动%

三沙市的设立! 有利于为海南发展积蓄力量!是
海南继建省办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
战略后迎来的又一次重大机遇.

三沙市的设立!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国防意
义.

三沙市的设立!不仅是海南的盛事!也是中华民
族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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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给人们新希望/

对三沙市!党中央)国务院寄予厚望!海南省委)

省政府寄予厚望!人民寄予厚望%

省委)省政府在发来的贺电中说!希望三沙市建
设成为国家维护南海主权和开发南海资源的重要基
地!希望三沙市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把三沙
保卫好!保护好!建设好!发展好%省委)省政府希望它

建成独具特色)独具魅力的海岛城市%

负责永兴岛海上运输和物资补给的琼沙 &号轮
政委刘学军特别希望政府多造些船!以方便三沙市群
众的交通%

驻永兴岛海军军官许卫华希望加强导航保障!改
善官兵生活条件%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西沙海洋观测研究
站执行副站长陈偿希望!三沙市的设立能吸引全国的
海洋科研工作者加入他们的团队!一起开展南海海洋
研究%

还住在木板房里的永兴村渔民希望能住上坚固
的楼房!希望永兴岛上能建一所学校!让远在海南本
岛上上学的子女能到父母身边读书%

七连屿村党支部书记梁锋希望三沙市发展海上
生态养殖!既增加渔民收入!又能保护海洋环境%

长年在西沙羚羊礁捕鱼的黄耀坚说!在永乐大环
礁的小环礁上!有个泻湖!湖里有美丽的珊瑚!有色彩
鲜艳的热带鱼!希望三沙市开发羚羊礁的旅游% 他打
趣说!到时!他们渔民就可以转行了!只须带着游客捕
鱼就能有钱收%

要把三沙市建成独具特色) 独具魅力的海岛城
市% 省委领导这样明确要求%

潮平岸阔催人进!风正扬帆当有为% 此刻!朝霞
洒满三沙!此刻!南海风光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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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南海 岛礁列布 秦谓涨海 汉曰七洲洋
唐始开辖制 长沙石塘隶于琼州
千年建制沿革 一统绵延 渔民耕海
更路成簿 南海诸岛成先民生存之地
汉通海上丝绸之路 元郭守敬四海测验
明郑和七下西洋 南海岛礁赫然史册
清末李准率师巡航 踏勘诸岛宣我主张
明清乃成南海疆域 民国终定南海版图
新中国盛 海南建省 承辖西南中沙
今三沙设市 立府永兴 睦邻四方 固我海疆
和平发展 共享安康 镌石记之 以为永志

ABCDEF

CDEGHIJ

#$%

&'()*

!"#!+ $, !#-

-./01!23456789:;<=>

?@AB"#78CDEFGH>IJ$F>IJ$K>IJLMN#

9:;<=>?%

% , #% -

EFGOPQRSTUV=WXYUZ[\]^_

!EFGQ-`[RUS5TaU23b:=>?VcPQ-`[

RUdefg\h"#ijklm2ngEFG=>?g.ofpq

rst%

%, #& -

KuvT7wxyvz#{|fp&K4Q-}~v

EFG=>�lz'%

% , !' -

=>?VcPQR`[g��������# ��

��=Rz�#��H>IJ$F>IJ�K>IJ#�

!"

��z#

�-

!!##

�Q%

% , !! -

=>?VcPQ-`[RU`[��qrA1#�

�

$"

�`[��%

% , !( -

=>?VcPQ-`[RUVcYUZ��# UZ

������_?c<o���%�����PQR�TU ¡#¢

£��Vc¡?¤%

% , !) -

K�EFGHFK>IJ�TCD# K�=>?T

b:#¢£¡K�=>?TTa$�T$¥¦%

%, !)-

(

KLM N

)

OP

QR

ST

UV

&;WXYTTZ

$

"

!'

?#&;W[\]^_S`abc&;WdJecX<=>fg$hi

jklm$noc<=>ppqr$ C9stuvwAxyz L{ |

"$

"

!'

?}~#�EF���%&;

WF%WIJ�CD?99�stB�)�%

CDEh����l&1�l&;#���l

��']�h�RcE����R$����

��Q�R��l��$

C9stuvwAxyz L� |

"#

&;WXYT$

C9stuvwAxyz  ¡ |

$

&1�l&;#���l��']�h

¢R£¤Qz¥¦Q�$

C9stuvwAxyz  § |

#$

"

!'

?¨#&��&;'©

ª&;W[\]�Z«¨^cC¬

fg$hi®¯°(�lDC�l

�)$

%

hi±®(]C²³�)$

C9stuvwAxyz L{ |

.$%/0123456

EF%EIJ´&;Wµ¶lXYTSTab

$

"

!'

?c<=>·¸fg$ &;WlXY¹bº»¼

½]Xl¾h#&;Wl¿ÀÁÂXS�ÃÄ5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