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项 作品名 作者

一等奖 《三沙梦》 词：刘 鹏 曲：谷玉梅

二等奖 《醉三沙》 词：李俊伟 曲：牛蕊

《三沙恋》 词：陈维东 曲：刘章

三等奖 《美丽的三沙》 词曲：吴沙

《梦里三沙》 词：刘海 曲：谈戈

《三沙，我美丽的家乡》 词：殷德平 曲：刘哲

优秀奖 《放歌三沙去巡航》 词：裴英杰 曲：黄远舫 哆哆来

《阳光三沙》 词：蒋平 曲：夏正华

《三沙花》 词：徐宗德 曲：刘续红

《三沙梦中国心》 词：陈维东 曲：张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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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永兴岛7月24日电（记者金
昌波）永兴岛有线电视数字化改造项目
今天顺利完成，驻岛干部职工、部队官
兵和渔民群众用上了数字电视，看上了
高清电视节目。

为提高岛上电视的收看质量，丰富
驻岛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三沙市由政
府出资对永兴岛有线电视进行数字化
整体转换。该项目从电视设备的采购，
前端机房设备的搭建，传输网络的建
设，以及高清机顶盒的安装，以及电视

节目的配置，都由三沙市委宣传部统一
组织实施，用户不用花一分钱。

项目完成后，通过使用高清数
字电视机顶盒，用户可以收看 84套
数字电视节目，其中 15套高清数字
节目，69套标清数字电视节目，涵盖
了央视各频道，省、自治区、直辖市
卫视，三沙卫视以及体育、娱乐、资
讯等专业卫视。用户可选择收看的
电视节目数量明显增多，电视画面
也比以前更为清晰。

本报永兴岛7月24日电（记者周
元）由于少土缺水，三沙不少岛礁植
被稀少，甚至是不毛之地。为了改
善岛礁的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三
沙市今天启动了西沙洲绿化工程，
首批 300丛木麻黄在此安家。以西
沙洲为试点，三沙将逐步在岛礁上
开展全面绿化。

从永兴岛乘船1个多小时，便达
到了西沙洲。西沙洲是个无人居住
的珊瑚小岛，岛上全是白色沙粒和
珊瑚碎石，在岛中央，有一小片郁郁
葱葱的木麻黄林。“那是我们2008年
种的，长得很好，现在有一人多高
了。”赵述岛渔民吴淑天自豪地告诉
记者。由于西沙洲上无人居住，淡

水又非常有限，这些木麻黄平时多
亏了居住在附近赵述岛的渔民过来
护理。

不过，一小片树林还远远不能覆
盖全岛。为了全面绿化岛礁，今天，三
沙市政府又向西沙洲运送了300丛木
麻黄苗和 90吨混合了椰子糠的土。
在驻市军警民代表的共同努力下，这
些绿色希望开始在这小岛上扎根立
足。与以往不同的是，西沙洲绿化工
程计划投入1000多万元，陆续配套建
设海水淡化工程和管理用房，配备专
业的管理人员，对岛礁植被进行长期
的专业管护。

据介绍，为了防止岛礁的海岸线
被侵蚀，保护岛礁地理和自然环境，三

沙设市以来，大力推行种树植草、绿化
环境活动，截至目前已在各岛礁共植
树 4900 棵，其中，永兴岛种植 3100
棵、七连屿各岛礁种植1000棵、永乐
群岛各岛礁种植800棵，树木的成活
率超过八成。今年，三沙市将继续在
西沙各岛礁开展植树绿化行动，并以
西沙洲作为试点全面进行绿化，逐步
向各岛礁推进。

“绿化岛礁不仅防风固沙，保护
生态环境，改善渔民生活条件，更促
进岛礁建设和海洋环境保护，维护
了国家在南海的主权和利益，我们
将深入持久地把这项工作开展下
去。”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告诉
记者。

本报永兴岛7月24日电（记者金
昌波）记者昨日获悉，三沙市永乐群岛
岛礁间航道在晋卿岛完成疏浚通航，标
志着三沙市西沙群岛人居岛礁航道全
面开通。永乐群岛岛礁间航道的开通，
将彻底改变群岛内各岛礁渔民生活现
状，解决渔民“最后一海里”的出行难
题，为行政执法、岛礁建设、渔民生活、
防台避风提供更多便利。

据了解，永乐群岛由十余个岛礁沙
洲组成，其中鸭公岛、晋卿岛等岛礁有渔
民居住，渔民经常往来补给并在潟湖内
作业，然而由于岛礁周边礁盘、珊瑚等错
综复杂，渔民只能碰运气在涨潮时靠岸，
不仅船舶经常搁浅造成安全隐患，而且
也给渔业作业和物资补给带来不便。

据三沙永乐群岛管委会主任蒋维权
介绍，目前晋卿岛周边总计开挖了1700

余米的航道，未来还将配套建设浮式码
头，更加方便渔民停泊、补给物资。

“虽然不能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
但是航道开通后可以改变渔民被迫

‘逐鱼群而居’的状态，方便的交通将
改善渔民的作业方式，使渔民在岛礁
上生活更加方便。”蒋维权表示，未来
三年三沙市计划在人居岛礁周边建
设配套港口码头，不仅能够拓宽旅游
业等发展空间，也可以让500吨垃圾
船、大型补给船停靠，届时岛礁居民
出行难的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岛礁
建设也将进一步加快。

➡永乐群岛多岛礁航道开通，方便
了岛上居民出行，7月22日，乘客乘坐
交通快艇前往永乐工委会下辖的甘泉
岛居委会。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本报永兴岛7月24日电（记者金昌
波 通讯员黄晓华）今晚，“三沙梦·中国
心”三沙网络歌曲征集评选揭晓晚会在
永兴岛举行，公布10件获奖作品名单，
并为驻岛军警民奉献一场歌舞演出。

据了解，由三沙市委宣传部主办的
“三沙梦·中国心”三沙网络歌曲征集活
动，于今年4月2日正式启动，截至7月
2日，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征作品
777件，这些作品风格多样，既有美声、
民族、通俗类的作品，也有本岛原生态

的哩哩美，不仅表达了对三沙美丽风光
的赞美与向往，也体现出爱三沙、爱祖
国的深厚感情。经过多轮评选，最终评
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共10件作
品，其中《三沙梦》获一等奖。

主办方介绍，接下来将通过电视、
广播、互联网、新媒体、等多种方式推广
这10件获奖作品。目前，正在积极准
备获奖作品CD和MV的制作。

当晚还举行了三沙市双拥艺术团
成立揭牌仪式。

7月24日，三沙市赵述岛居委会
办公楼竣工投入使用。

三沙赵述岛居委会办公楼“五合
一”建设项目于2013年5月动工，该
办公楼是集居委会办公、居民活动、避
风避险、民兵哨所、战时指挥所合一的
“五所合一”办公楼。

据介绍，居委会办公楼建成后，将
成为该区域的行政管理及指挥中心，
给日常工作管理、边防执勤、海上执法
人员提供办公与休息场所，为渔民提
供文化娱乐活动场所同时也为该区域
的岛礁开发利用、观光旅游、作战指
挥、民兵执勤、紧急避险和环境保护奠
定良好的基础。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84套数字电视节目
落户永兴岛

三沙网络歌曲征集评出10件获奖作品

《三沙梦》获一等奖

本报万城7月24日电（记者蔡倩 特约记者陈
循静 通讯员黄艳）今天下午，万宁团市委启动2014
年“我用双手挣路费”爱心助学签约活动，通过面向
社会征集爱心岗位，提供给贫困学子进行实习，帮助
解决上大学路费，助学子们圆大学梦，当天下午现场
签约34个爱心助学实习岗位。

据了解，从今年7月份起，万宁开展了2014年
“践行群众路线·服务学子最后一公里”希望工程圆
梦行动，将“我用双手挣路费”爱心助学活动作为一
项重要工作实施，向该市各镇党委，市委各部门，市
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党委），市直企事业各单位，
各人民团体，省驻万宁各单位，各爱心企业征集爱心
岗位。经审核合格的岗位向该市贫困的在校大学生
和高三毕业的品学兼优准大学生公布，经审核符合
条件的学子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合同后，经过一个
月的劳动，可获取1500元至2000元的爱心收入。

除开展“我用双手挣路费”爱心助学活动外，今
年万宁团市委将组织动员爱心企业和个人捐赠活
动，发动“三联三问三解”驻村单位开展爱心助学活
动。同时，万宁市政府还拨出专款进行资助。此外，
自7月1日起，考上大学的贫困学子还可通过“海南
助学”网申报助学资金。

本报三亚7月24日电（记者林容
宇）近日，三亚中院对被告人王某罗犯
故意伤害罪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王
某罗因持木棍殴打母亲容某致其死亡，
被三亚中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三亚中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某
罗，男，1981年7月出生于三亚市，黎
族，住在三亚市崖城镇。2013年3月7
日凌晨零时许，被告人王某罗回家发现
房门被锁住，便在外面叫母亲容某开

门，容某在卧室睡觉，没有回应。王某
罗随即用扫把将容某卧室的玻璃窗和
后门捅破，钻进容某卧室。随后，被告
人王某罗从屋外拿起一根约1.5米长的
木棍返回容某卧室，持木棍殴打容某。

被告人王某罗看到容某头部流血、
一动不动躺在床上后，离开容某卧室去
村中小卖部借手机联络其父亲王某。在
王某的质问下，被告人王某罗承认用木
棍殴打母亲容某的事实。当天中午，被
害人容某死亡。经鉴定，被害人容某系

生前头部被钝器打击造成重型闭合性颅
脑损伤死亡。三亚中院同时查明，被告
人王某罗经常殴打母亲容某，2012年1
月12日，曾因殴打容某被三亚市公安局
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200元。

三亚中院认为，被告人王某罗无视国
家法律，故意持木棍对母亲容某进行殴
打致其死亡，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伤害
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结束后，被告人王某罗表示不服
判决，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记者李关平 特约记者
黄培岳)台风“威马逊”来袭当日，海口市琼山公安分
局刑警大队一中队长刘强带领专案组15名民警，顶
风冒雨下村将一名杀人嫌犯抓获。

7月18日中午，刘强获悉一个可靠线索，17日
发生在甲子镇益民村龙井村小组后坡地的杀人嫌犯
高某清，出现在龙井村附近。

在暴风雨中，刘强带领民警进入龙井村周边无
人居住的窝棚、空屋开展搜捕，经过约4个小时顶风
冒雨搜捕，刘强等民警在龙井村外一处瓜地的窝棚
中将嫌犯高某清抓获，当将其带到车上后发现其腹
部受伤。

此时风雨肆虐，吹倒的树木将道路封堵，民警带
着嫌犯到附近新民派出所躲风，平常仅10来分钟的
路程，这次花了近2个小时。到了派出所休整后，看
到嫌犯腹部有伤，民警决定顶着暴风雨回海口市
区，民警陈育青告诉记者，途中杂物空中乱飞，有一
次两位民警下去清理障碍，一块铁片飞过来，幸亏民
警及时躲闪，铁片把雨刮器削掉了。几经辗转，民警
才将嫌犯安置到府城医院救治。

经警方初步审讯：案发当天，高某清在龙井村后
坡草地与死者吴某发生卖淫嫖娼行为，后两人发生
矛盾，吴某用高某清随身携带的西瓜刀将其刺伤，高
某清夺下西瓜刀将吴某杀害。

本报八所7月24日电 （记者杨勇 通讯员李
婕）东方两男子去他人家中，挖掘已约定出售的花梨
木树根，意外挖出一袋花梨木，临时起贪念，占为己
有。近日，东方法院以盗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郭某
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4000元；
被告人卢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
金3000元。

去年10月25日下午，郭某与陈某经他人介绍，
郭某以800元的价格购买陈某老宅里的花梨树头。
而后，郭某带上卢某，前去东方市八所镇陈某老宅前
空地挖掘已约定出售的黄花梨木树根，不料意外挖
出一塑料袋花梨木。郭某让卢某将该袋花梨木送到
他家，自己继续挖树根。卢某在送花梨木的路上，从
袋子里拿出四块藏在路边草丛中，事后带回自己家，
其余则送至郭某家。

卢某走后，郭某又单独挖出一件黄花梨根雕，并
带回家中。10月30日下午，陈某回老宅准备将埋
在地里的花梨木挖出时发现被盗。经东方市价格认
证中心鉴定，上述被盗的八块花梨木共34.5斤，价
值4.14万元，其中郭某单独挖出运回的一块花梨木
重16斤，价值1.92万元。

东方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郭某、卢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二被告人的行为均
已构成盗窃罪。

本报三亚7月24日电（记者林容宇 特约记者
罗佳 通讯员周君）7月21日，三亚警方在38小时内
迅速侦破一起特大故意杀人案件。

19日上午10时许，三亚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接报“在海棠湾镇藤桥海丰村3组某出租楼二层楼
出租房内发现两具尸体”。据了解，死者为刘某（男，
38岁，河南省泌阳县人），胡某（女，34岁，河南省泌
阳县人），两者系姘居关系。经现场勘察，确定两名
死者均被锐器砍断颈部动脉，失血过多死亡，且死亡
已超过24小时。三亚警方初步判定该案为恶性故
意杀人案。

三亚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李向明迅速指令成
立专案领导小组，抽调精兵强将，展开侦查。省长助
理、省公安厅厅长李富林对此案做了重要批示，并指
派刑警总队副总队长带队赶赴三亚指导破案。

专案组通过调查取证，锁定胡某前夫周某
（男，40岁，河南省泌阳县人）有作案的重大嫌疑，
21日零时许，三亚警方对周某进行突击审查，在
强大的审讯攻势和事实面前，周某如实交代了其
因感情纠纷而杀人的犯罪事实。至此，从接警到
告破仅用38小时。

目前，该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7月24日上午，应邀参加昌江桑蚕产业发展研讨会的西南大学国家桑蚕体系首
席科学家鲁成（中）等5位专家，由昌江黎族自治县相关部门人员陪同，在石碌镇山竹
沟村清坎村小组360亩桑田实地考察。此次为期两天的研讨会还邀请了省农业厅、
财政厅、科技厅及丝绸企业代表与会。

据介绍，该镇已种植桑田680亩，年初清坎村成立了首个桑蚕种养合作社，做为
昌江种桑养蚕试点，试种试养成功后将向全县推广。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黄玉宁 摄

西沙群岛人居岛礁航道全面开通
解决渔民“最后一海里”出行难题

三沙启动西沙洲绿化工程
计划投资千万元 试点岛礁全面绿化

三沙赵述岛居委会办公楼投入使用

5位专家会聚昌江
研讨发展桑蚕产业

夜归叫门不应 男子打死母亲
一审被判无期

购买花梨树根 挖出一袋花梨

东方两男子
起贪念变成贼

因感情纠纷
男子连杀两人

万宁启动“我用双手挣路费”助学活动

现场签约34个
爱心助学实习岗位

因纠纷嫖客杀死女子
警方暴风雨中追捕

三沙网络歌曲征集活动获奖名单

（制表/王凤龙）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李关
平 特约记者周平虎）今天，琼北车管所
在琼北驾驶人考场为琼北辖区的九个
市县：文昌、定安、琼海、万宁、澄迈、临
高、儋州、屯昌、洋浦的大学生举办驾驶
人科目二专场考试，第一批分两天参加
考试，共有1020名来自全国各地大学
的学生参加。当天，共有440人参加科

目二考试，合格率51%。
暑假期间，许多海南籍的在校大学

生利用放假返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但由于时间紧，学员多，如果按正常排
队待考，许多学生将会“半途而废”。

对此，琼北车管所急学生之所
急，特别为该所辖区各市县来自全国
各地57所高校的2000余名大学生组

织专场考试，此举受到学生及家长的
热烈欢迎。根据安排，预计8月份再
举办第二批大学生专场考试。琼北
片区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凭身份证原
件和大学生证原件通过辖区驾校申
请参加专场考试，今年参加高考的高
中毕业生也可凭身份证原件和录取
通知书原件申请。

琼北车管所为大学生办专场驾考
预计8月份举办第二批大学生专场考试，符合条件者可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