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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快讯

海岛新春今非昔比

“年轻的时候在永兴岛过年孤孤单
单的，什么物资都缺，现在不同了。”三沙
市永兴事务管理局职工符天文今年54
岁，在永兴岛上工作了30年，其中有15
年都在岛上过春节。岛上如今最大的变
化是物资充足、设施完备。

“那时候没有冰箱，只能吃一些冬
瓜、南瓜等耐储存的菜，很艰苦。”符天文
的记忆中，以前岛上最紧俏的年货是蔬
菜。如今，“三沙一号”、“琼沙三号”两艘
交通补给船每月多次交替补给，符天文
再也不愁“年货”了。

“现在过年岛上人多了，政府会把大
家组织起来，一起吃饭，一起娱乐，也不
觉得孤单。”符天文告诉记者，随着三沙
设市，自己在永兴岛的工作待遇也变得
越来越好，不仅有了驻岛补贴，而且驻岛
时间也由原来的每年10个月变成了现
在的半年。“即使春节不回家，一年中也
会有充裕的时间回万宁老家陪亲人了。”

2月4日，41年前曾在西沙服役的
老兵王当琳重返永兴岛，岛上翻天覆地
的变化有时会让他觉得陌生。“我们年轻
的时候上岛，只有几栋平房，现在设施很
多，很现代化了。”老人说，1974年春节
和战友们在广金岛上过年，水产公司给
战士们杀了一头80斤的猪犒劳慰问他
们，那就是当年唯一的年货。

看着一栋栋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
北京路步行街上超市、理发店、咖啡店、
水果店一应俱全，老人感慨国家的富强：

“如今在永兴岛和在海口过年相比也区
别不大。”

乐守天涯工作过年

2月10日清晨6点半，永兴岛上的
一家基础设施建设单位的工地上，王同
新和工友们开始了一天紧张繁忙的工
作：“早上太阳不太烈，我们工作起来效
率高。”4个半小时挥汗如雨的露天作业
结束，他们才回到工地旁临时搭起的板
房吃饭、休息。

板房不大，刚好能放下4张上下铺
的床和一张小桌，供 8名工人生活居
住。王同新上岛前带了一台小电视机
来，上岛后又安装上卫星电视接收器，工
友们一有时间就围在电视机前看节目。
除夕夜怎么过？王同新谋划着在板房里

和工友们吃上一顿年夜饭，喝上几杯酒，
然后大家一起看春晚。“希望春节的时候
我们的电视信号正常。”他笑着说。

“我告诉家里人，今年春节在三沙为
祖国做建设，不遗憾！”王同新和工友们
异口同声说。

春节期间，像他们一样坚守在三沙
岗位上的人还有很多。

“工作之余单位会安排一些文体活
动，比如猜谜、踩气球、卡拉OK、体育比赛
等等，让大家聚到一起感受岛上过节的喜
庆。”春节期间，三沙市气象局局长助理陈
长丘和10多名职工将昼夜坚守岗位，每
天及时发布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的天
气预报，将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准确及时地
传递到以往难以到达的南海海域，为作业

渔船和过往船只保驾护航。“大家深知自
己工作的神圣、重要，从来没有什么怨
言，努力为在岛上过节的军民和单位提
供好春节气象服务。”陈长丘说。

军营里，解放军187医院麻醉科医生
张力军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三个岛上春
节。这些天，他一直很忙碌，为岛上渔民
挨家挨户走访巡诊，带去药品和治疗建
议，他对此已经很习惯。“岛上过春节气氛
也很热烈啊，有热闹的晚会、璀璨的烟花
……”他说，三沙需要大家的奉献付出。

渔家新年有新期盼

“过年有大米、有菜、有肉，三沙的日
子一天比一天红火。”63岁的渔民林尤

辉，像所有在海上辛勤作业了一年的三
沙渔民们一样，正在欢喜盼望着春节的
到来。

对长年在海上漂泊的渔民们来说，
一年到头难得与家人团聚，因此对过年
特别看重。据渔民们介绍，春节期间，三
沙的渔民们会分外忙碌，张罗亲朋聚会
吃饭喝酒，邀请戏班唱戏，组织渔歌对唱
等节庆活动。在琼海潭门的村庄里，每
到春节，“鱼灯”队就会敲锣打鼓走村串
巷，演出“鱼儿戏龙珠”、“渔翁来钓”等节
目，给渔家人带去吉祥喜庆的好兆头。

不过随着三沙设施的完善，如今留
在岛屿上过年的渔民也有不少。“一到过
年，政府就会送来米、肉等慰问礼物。”老
林说，在岛上过年，心里也是暖暖的。

春节前，30岁的渔民阿勇把在文昌
上学的儿子接到了永兴岛上，加上父母、
妻子，一家五口人团团圆圆在岛上过
年。“年货么岛上现在不愁，家里有鸡，再
买一点肉，捕一点鱼就够了。”

从15岁就来到三沙捕鱼的阿勇，喜
欢岛上春节的安乐、舒服。“最近几年，来
永兴岛的人越来越多，我的鱼也卖到了
全国各地。”收入的增加让阿勇觉得岛上
生活很不错。

按照渔民过年的习俗，大年三十这
天，阿勇全家会早早做饭，拜祭祖先，鸣
放鞭炮庆“团年”。阿勇则要去船上张贴
对联，在船头贴上“福”字，还要在船头、
船尾、主桅上张贴“顺风得利”、“一帆风
顺”等“红额”，竖起彩旗、挂上灯笼，把渔
船装点一新。“就是希望来年在海上有更
好的收获，也祝福我们三沙渔民的生活
越来越兴旺！”

（本报永兴岛2月16日电）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彭青林
通讯员洪媛媛）三沙市近日召开全市干
部大会，传达贯彻省“两会”精神。三沙
市委书记、市长肖杰指出，三沙市今年要
着力推进8个方面的工作，落实《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的有关部署。

肖杰认为，2014年，三沙市在政权
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作、生态环
境保护、军民融合式发展等各方面都取
得新的成效，成为海南工作、海南社会
经济发展新的亮点和重要组成部分，也
履行了守好祖国南大门的责任担当。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对三沙市建设

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在建设
海洋强省的进程中，三沙作为“浪花上
的城市”义不容辞，应该打好三沙品牌、
下好三沙棋，为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做出
更大的贡献。

肖杰表示，三沙市在进一步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做好维权、维稳、
保护、开发，不断加强政权、基础设施、
民生改善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各项工作
的基础上，要着力推进如下8项工作：

一是进一步推进三沙重要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计划的实施；二是积极推
进钢质渔船的运营管理，使其成为海洋

渔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三是进一步按照
报告的要求，加快发展三沙特色经济，
包括建设三沙渔业发展公司、旅游公司
等，争取引进一些大型企业在三沙落
户，更好地承载下一步开发建设的需
要；四是加快三沙渔民转产转业计划，
为现代渔业和岛礁服务业的发展服务；
五是加强与中国交建等央企、国开行等
金融机构、北京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
合作，为三沙的发展提供智力保障；六
是争取各个方面政策的支持；七是加快
岛礁植树绿化、岛礁修复、海洋生态保
护工作站等工作的实施，强化生态环境

保护；八是创新政府的管理机制，加大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吸引更多人
才，凝聚正能量。

会议要求，三沙市各部门要结合实
际，研究切实可行的贯彻落实措施，并
加强督促、抓好落实。会议还部署了春
节前后的重点工作：落实好春节期间船
舶航运、交通出行、社会和谐等各项安
全工作，过一个廉洁、守纪、幸福、和谐、
安全、文明的春节；切实做好渔船管理
运行的准备工作；继续推进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加强西沙
群岛海域常态化管控等。

“中国网事·感动海南2014”年
度网络人物评选

三沙“最美夫妻哨”
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彭青林 见习记者刘操 通讯员
王蓓蓓）近日，“中国网事·感动海南2014”年度网
络人物评选活动揭晓。三沙市“最美夫妻哨”赵
述岛民兵吴忠灿、曹烈珠夫妇榜上有名，被评为

“中国网事·感动海南2014”年度网络人物。
吴忠灿是三沙市七连屿民兵连指导员，曹烈

珠是民兵班长。他们是一对夫妻，都是琼海市潭
门镇人。夫妻俩驻守在七连屿赵述岛已有八个
年头。八年来，每年春节万家团圆时，留下守岛
护岛已经成为他们这么多年的习惯，无论条件多
么甘苦，夫妇俩一直坚持让五星红旗在南海上空
飘扬。三沙市成立后，筹划成立三沙海上民兵
连，夫妻俩抢着报了名。他们驻守的赵述岛也就
成了中国最南端的民兵哨所。

据了解，“中国网事·网络感动人物”，主要
评选在网民中有较大影响力、或在本年度引起
网络广泛关注的人物。今年是该活动首次落地
海南评选。

三沙部署打击非法旅游

依法从严从重从快
处理相关责任人

本报讯（记者彭青林 见习记者刘
操 特约记者郭诗琳）三沙市日前召开紧
急会议，对打击西沙非法旅游进行再次
部署，加快调查进度，加强打击力度。

会议要求，立即成立由三沙市政
府领导牵头的相关工作领导小组，加
强打击西沙非法旅游的组织领导。同
时，成立6个工作组，各负其责分头开
展工作，并派出专案组加大调查力度，
尽快查清事实真相，掌握违法情况。
会议还要求，一旦查明事实，对确实涉
及到违法违规的行为及组织者要依法
从严、从重、从快处理，对相关责任人
进行问责。

据了解，近期网络曝光了一些网
民私自参加西沙非法海钓旅游活动。
获悉网络舆情后，三沙市迅速反应，第
一时间展开调查，并采取相应管控措
施。市委书记、市长肖杰当天即要求
三沙市有关部门，及时了解真实情况，
进一步加强对西沙非法旅游活动的防
控和打击力度，并及时向省旅游委报
告了相关情况。

此前，三沙市已召开专题会议，对加
强西沙旅游监管、打击西沙非法旅游等
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要求市执法部门
与海警、边防加强合作，加大巡逻检查力
度，严厉查处和打击渔船非法旅游活动，
各管委会要加强对所管辖岛礁及其海域
的监控，发现非法旅游活动及时上报，海
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要将游客名单报市
公安局审查等。

2月10日，三沙市政府在永兴岛召开
开展整治海上非法旅游工作协调会，传达
了海南省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近期印发的《海南省专项整治海上非法
旅游工作方案》，并与相关职能部门对打
击海上非法旅游工作进行沟通协调。

会议提出，将以西沙海域为重点开
展专项整治海上非法旅游工作，整治范
围包括：渔船主或渔民利用渔船非法招
揽、组织游客赴西沙海域开展海上旅游
活动，或者以出租渔船方式提供交通工
具为其他组织、个人在西沙海域开展非
法旅游活动服务；企业、社会组织或个人
非法招揽、组织游客赴西沙海域开展海
上旅游活动，或者租赁船舶自行组织本
单位员工赴西沙海域岛礁开展旅游活
动；游客租赁船舶自行前往西沙海域开
展旅游活动；在西沙海域非法组织经营
的垂钓、观光、潜水、海岛露营的海上旅
游活动；游客在西沙海域及岛礁非法捕
猎、采挖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以及其他
破坏海岸及海洋生态行为；企业社会组
织或个人通过互联网非法发布赴西沙旅
游线路产品信息，制作散发赴西沙旅游
的宣传广告或其他宣传品，或者向渔船、
海钓俱乐部及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非法
组织西沙旅游提供客源。

整治期间，有关部门将组成海上旅
游联合执法队，由省海洋与渔业厅牵头，
省公安边防总队、省海警总队、海南省海
事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参加。

春节拥军慰问团
慰问海警三支队

本报讯（记者彭青林 通讯员黎阳宝）三沙市
春节拥军慰问团日前来到海南省边防总队海警
第三支队，为官兵们送上来自三沙的新春祝福，
并举行座谈。

受市委书记、市长肖杰委托，市委常委、副市
长冯文海介绍了设市两年多来，在政权建设、基
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双拥等工作取
得的成就。他表示，海警三支队积极执法，为三
沙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两年多来，海警三
支队与三沙市同甘苦、共患难，是三沙靠得住、信
得过的好伙伴，双方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并希望
双方以后一如既往地加强沟通交流，共同为维护
国家的海洋权益并肩作战。

海警三支队支队长丁文刚表示，过去一年，
海南海警三支队在执法工作中取得良好的成绩，
这与三沙市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希望三沙市
继续给予海南海警三支队关爱，双方加强合作交
流，为管控好三沙海域共同努力。

■ 本报记者 罗清锐 彭青林

“我们要真正融入到三沙渔民的生
活中去。”1月29日，从三沙永兴岛出发
前往永乐群岛采访，同行的有著名摄影
师焦波和他的团队。他说，面对美丽的
三沙，他们根本无需剧本，要做的只是
用镜头真实记录祖国的蓝色海疆。

作为摄影师，焦波曾历时30年为父
母拍摄了12000多张照片，这些作品后
来集结出版发行为《俺爹俺娘》，在社会
上引起极大反响。这次来到三沙，焦波
是为一部三沙记录片做一些准备工作。

在半个月的时间里，焦波和他年轻
的团队活跃在三沙的每一片土地上。
说起他的团队，焦波有一种特别的自豪
感。在2012年，焦波就是带领着这支

当时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团队，连续
373天驻扎在山东沂蒙山区的一个小
村子拍摄，真实记录下当代农村的生活
变迁。而就是这部名叫《乡村里的中
国》的作品，获得了包括中国电影华表
奖纪录片大奖等12个重要奖项。

在晋卿岛，焦波给岛上的渔民放映
了这部《乡村里的中国》，不少渔民看得
热泪盈眶，“焦老师”一下子多了很多粉
丝。“真正的乡村是什么样的，农民是什
么样的？农民和乡村首先要被了解，然
后被尊重。”他说，三沙岛礁上的这些渔
民，同样有鲜活的故事，他就是要用手
里的镜头将这些守护着祖国蓝色海疆
的勇士们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

“拍《乡村里的中国》，我们用了373
天，而这次拍三沙，我们也要真正融入

到三沙渔民的生活中去。”谈起即将要
开机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焦波说，跟拍
摄《乡村里的中国》一样，也没有准备剧
本，他们要做的只是用镜头真实记录。

对于焦波来说，记录已经是一种习
惯，不论是在船上还是在岛上，不论是
船员还是渔民，焦波总是会用他的手机
随手拍几张。

“采几片云，唤几缕风，折断一些相
思，一半揉进澄碧的大海，一半送给那
个行军礼的小战士！”“郁郁葱葱的小岛
上，因为有一口古井水甘可饮，故名甘
泉岛，我手捧清水尝了一口，十分清凉；
漫步岛上、清风拂面，四周景色养眼养
心。”“晋卿岛的早晨，我们的摄影师小
北川捡到一棵造型十分漂亮的珊瑚，清
新的大海充满了洁净的生机，我们恋恋

不舍地离开小岛，再向前进发！”
在他的朋友圈里，焦波用最优美的

语言、最绚丽的图片一路记录着自己在
三沙的所见所想。看得到的，只有三沙
的美丽；看不到的，还有焦波和他的团
队晕船的“一塌糊涂”，以及语言不通、
交通不便带来的困扰。焦波却说，这都
不是问题，他将再次起航向三沙。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

春节即将来临，但仍有许多人坚守在万里海疆

三沙海岛年味浓 工地红火迎新春

大家看三沙 焦波：用镜头记录祖国的蓝色海疆

三沙市部署贯彻落实省“两会”精神，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求

八项重大举措推进海洋强省建设

三沙市永兴岛，正在建设中的三沙市永兴学校及其配套设施项目。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羊年春节临近，中国最南端的城市——三沙市永兴岛上，依然阳光灿烂、碧海蓝
天，勾勒出一幅热烈而不失婉约的美好画卷。三沙的人们也都心情喜悦、神清气爽，
手里活却不停，加紧把这座美丽的海岛城市建设得更漂亮，欢欢喜喜过个年。

赏美景，不忘带走垃圾
在三沙市全富岛，游客欣赏美景的同时不忘捡走海

滩上的垃圾。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 见习记者 刘操 本报记者 彭青林

书法家走进三沙
写春联送祝福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操 记者彭青林）永兴岛
政府办公楼一层热闹非凡，6位省内著名书法家
挥毫泼墨，用一副副春联为三沙军民送上新年的
祝福。2月11日，三沙市政府、中国银行海南省
分行、省书法家协会共同在此举行“迎新春送春
联”军民慰问活动。

长案上红纸铺开，笔酣墨饱，或行云流水，或
苍劲有力，片刻间手起笔落，一副春联一气呵成，
来自永兴社区的老林禁不止吟诵起来：“锦绣河
山添锦绣，光明中国更光明。”他说：“比起印刷的
春联，手写的春联更有年味、更喜庆。”

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江寿男、黄荣生等6位
书法家纷纷表示，很高兴能来到祖国最南端的地
级市送春联，希望美丽的三沙未来建设得越来越
漂亮。

据悉，海南中行制定了“海洋强行”战略规
划，进一步发挥中行国际化、多元化、专业化、网
络化优势，将从更高层面支持和服务三沙市的全
方位开发建设和三沙企业的发展。

连线永兴岛

给航标体检
保春运安全

南海航海保障中心西沙航标处永兴站工作
人员爬上灯塔进行维护。

近日，为了确保春运期间西沙海域水上运输
安全，西沙航标处工作人员对永兴岛上的航标进
行维护和效能改造提升，保障船舶航行安全。

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