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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永兴岛3月1日电（记者王红卫 李佳
飞 通讯员洪媛媛）近日，三沙市“十大双拥工程”
之一——永兴一横路正式投入使用。

永兴一横路连接永兴岛上重要站点，但曾
经却是一条只有两米宽的土路，坑洼不平，杂草
丛生，人员、车辆进出十分不便，尤其是到了晚
上因为没有照明设备，人员经过都要冒着被蛇
咬的危险。2014年，三沙市委、市政府将永兴
一横路建设列入“十大双拥工程”，出资100多
万元建设了这条长265米，宽3.5米的道路，并
为其配备了照明设备，极大改善了人员、车辆的
出行条件。

三沙永兴一横路
投入使用

■ 本报记者 王红卫

2月17日上午11时许，伴随着美
丽鸥鸟，“三沙1号”缓缓驶进永兴港码
头。

天是湛蓝的，海是碧绿的。鸥鸟在
天空自由飞翔，各种色彩斑斓的珊瑚、
贝壳，在透亮的海水里清晰可见。初到
三沙，记者便为三沙的美丽、澄净所感
动和吸引、陶醉。

走在永兴岛新修的宽敞、整洁的马
路上，身旁不时走过身着迷彩服、海魂
衫的战士，或者皮肤黝黑、笑容灿烂的
渔民兄弟。

“看，北极星。”耀眼的阳光刚刚谢

出天幕，在三沙岛礁蓝丝缎的夜幕上，
便开始闪现碎钻一样的群星。身旁的
同事，指着天空，惊喜不已。

夜深沉，星空逐渐密集，至深夜时
分，已是满天繁星，美不胜收。

“在三沙最大的幸福就是，深夜躺
在甲板上观看满天繁星，真的有一种儿
时的感觉，好像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一
位海警战士告诉记者。

这里的海，从岸边由近到远，海水由
浅到深、蓝绿更迭，变化莫测，美轮美奂。
在浅海的各色礁盘上，花纹清晰通透，闪
着熠熠光斑，犹如沉睡海底的瑰宝。

三沙的美，让人印象深刻。而三沙
人对这份美丽的守护，也格外的认真、

细致。
三沙市七连屿管委会北岛居委会

面积仅有0.27 平方公里，常住居民 3
户。居民陈山告诉记者：“为了方便我
们生活，同时更重要的也为了更好地保
护岛上环境，三沙市委、市政府去年投
资几万元，还特意为我们3户人修建了
一个环保公厕。”

“这是我们人工孵化的海龟，已经一
个多月大了，趁着节日的喜庆，一会儿把
它们放生了。”在北岛逗留期间，三沙市
七连屿管委会副主任黎明端出两盆约掌
心大小的海龟幼崽对记者说，这都是渔
民在海滩、草地捡来龟蛋，人工孵化的。
不然，这些龟蛋极易被鸟兽吃掉。

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告诉记
者，三沙市海洋及岛礁资源，虽然总体
而言可谓丰富多样，但相对一个岛礁个
体而言，每个岛礁生物数量少、生物链
短、稳定性差，生态系统脆弱。因此，保
护任务任重道远，一点马虎不得。

记者从三沙市政府了解到，三沙设
市后对外公布的第一个文件就是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其后，植树造
林、增殖放流……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
保护一道，拉开了新三沙的壮丽画卷。

春节短暂的停留，让记者记住了三
沙的美，也记住了三沙人守卫这份美丽
的付出与执着。

（本报永兴岛3月1日电）

守护这份美丽 一点都不马虎

本报讯 (记者李佳飞 王红卫 特约记者郭诗
琳)2月21日上午11时许，经过约3个小时的航
程，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乘坐海警“万宁”
号轮船从三沙永兴岛到达甘泉岛。蓝天碧海
中间，一处绿树繁茂的岛礁上，三角梅花开正
艳，渔民们用木板搭建的板房，远远看去，整齐
而雅观。

“甘泉岛原是一座无人居住的小岛，上面的植
被很丰富，有麻枫桐树、羊角树、黑皮树等，还有唐
宋时期的居住遗址。甘泉岛有一口水井，泉水甘
甜可以饮用。这里被列为国家第六批重点文物保
护区。”一上岛，肖杰就向记者介绍。

三沙设市后，为不断拓展基层政权、加强基
层党建，先后成立了永乐工委、管委会，七连屿工
委、管委会和永兴（镇）工委、管委会，并在原有3
个村委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居民委员会，目前居委
会的数量已增加到9个。甘泉居委会是三沙设
市两周年之际新成立的一个居委会，管辖渔民9
户12人。

尽管小岛不大，但是记者看到，甘泉居委会
的板房上挂着4块牌子：三沙市甘泉社区居民委
员会、三沙文物保护站、三沙甘泉岛文物保护站、
三沙甘泉岛海洋与动植物保护站。岛上不仅有
海水淡化厂、发电站，还有专用的通讯设备，可随
时与周边岛礁的渔民通话，还能与远处的陆地实
施通讯。

为了让大家过一个丰足的春节，慰问团特
地为当地渔民带来了米、油、新鲜的水果、蔬菜
等物资。渔民们告诉记者，这是三沙设市以
来，甘泉岛上第一次有渔民守岛过年，守岛渔
民共4人。

“守岛渔民不容易，他们牺牲与家人团聚的时
光，乐守岛礁，以宣誓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尊严。”
看望渔民后，肖杰深有感触。

甘泉岛居民
首次驻岛过年

亲人久别重逢

过年，是万家团圆的时刻；新年，最
大的幸福就是与家人团聚。

2月16日17时30分，承载着太多
与亲人团聚的期冀，运载着258名三沙
市工作人员及家属、部队官兵和军嫂的

“三沙1号”，徐徐驶离海口港，向三沙市
政府驻地永兴岛进发。

据介绍，这是“三沙1号”开通三沙航
线以来，第8次驶往永兴岛。同时也是羊
年春节到来前，最后一班上岛的航次。

肖杰说，为喜迎佳节欢度新春，三沙
市委、市政府已提前策划了慰问、游园、
联欢晚会等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即
将登岛过年的人们，个个心潮澎湃，大家
多少都显得有些兴奋。

“三沙设市以后，我们真是‘借光'
了，交通方便了，生活条件也大为改善，
明显感觉人气旺了，也热闹了很多。”军
嫂于海娇已是第5次上永兴岛探亲了，
此次探亲，她还带上了从江西赶来的公
公婆婆和4岁的小女儿。

2月17日上午11时许，经过17个
小时的航程，“三沙1号”徐徐靠岸，缓缓
驶进永兴港码头。

在湛蓝的天空下，清澈的海面波光闪
闪，三沙市永兴岛映入眼前。昏沉一宿，

多少有些疲惫的人们，再次兴奋起来。
下船后，随即就是一幕亲人久别重

逢，相拥庆祝的感人场景。

战士乐守天涯

登岛后，眼前的永兴岛，一派节日的
喜庆气象。永兴港码头彩旗飘飘，北京
路沿途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各部队营区
也早已贴起了鲜红的迎新对联……

第二天就是除夕。
18日清晨7时许，三沙市永兴岛上

的“兄弟庙”前非常热闹。“兄弟庙”位于
永兴码头，庙门面朝大海，10平方米左
右的庙内摆满了白酒、肉食、水果等祭祀
品，未燃尽的香插满整个香炉，庙中供奉
着的是“108兄弟”，喻意“出海就是兄
弟，遇事互相帮助”。

“在海上谁都可能会遇到困难，对渔
民来说，团结协作，互相帮助非常重要。”
永兴社区渔民卢勒说，祭拜兄弟庙就是
为了弘扬有困难相互帮助的精神，同时
祈求出海平安、生活顺利。

临近中午，海军西沙某水警区食堂
里的大圆桌上摆满了面团、饺子皮和饺
子馅，肖杰和众多官兵、军嫂们忙着擀皮
包饺子。

“大年三十必须要吃饺子的，包饺子
寓意吉祥。”肖杰为官兵们送上羊年祝

福：“饺子谐音娇子，祝福你们在新的一
年中取得骄人成绩。”

除夕夜，武警三沙边防支队的战士
们依然在辖区执勤。在某种意义上，新
春佳节对于他们来说和平时没什么不
同，边防检查、岛屿巡逻、治安管控，他们
用“爱国爱岛、乐守天涯”的精神守护着
南海各岛礁的安宁。

新年新气象

19日零时许，璀璨的烟花，照亮了
永兴岛的夜空。和着人群幸福的欢呼
声，原本宁静的小岛，霎时沸腾了。

此时，在三沙市200万平方公里海
域内星罗棋布的大小岛礁，一同迎来这
个不平静的时刻。

在永兴岛向南800公里的南沙美济
礁渔业养殖基地，鞭炮声回荡在南沙静
谧的除夕夜。渔民林圣平和工友举起了
酒杯，说：“鸡肉、排骨、红烧鱼，这是一顿
很丰盛的年夜饭。”

“去年安装了卫星电视，这个春节不
用再放歌曲碟片了，我们也要看春晚。”
林圣平说，去年美济礁1万多条东星斑、
老虎斑、珍珠龙胆鱼长势良好，工人的生
活水平也不断改善，他期待一个更顺的
羊年。

在三沙市七连屿管委会北岛居委

会，这个岛面积仅有0.27平方公里、3户
居民的微型居委会，今年春节唯一留守
的居民陈山的家，新贴的春联，门口两个
直径1.5米的大红灯笼，使得孤岛的灯
光温馨、喜庆。

“春节期间守岛，主要是保护北岛
上的基础设施。”陈山常年赴南海打渔，
即使离家过年，他也觉得“没什么”，因
为都习惯了。但今年春节前，因为担心
陈山春节守岛孤单，儿子陈显发和外甥
郭俊仕便主动请缨陪同他一起守岛过
年。

当天上午，肖杰一行专程登岛，给他
们一家人送来了过年的青菜、水果、米面
油以及节日燃放的烟花。

傍晚，在由木板简易搭建的厨房内，
陈山宰鸡杀鱼，孩子们就地取材，半小时
内一小筐红口螺成为年夜饭的最好食
材。

“以前过年我也想爸爸，想留下来陪
他过年，但由于岛上条件差，生活不方
便，爸爸都没同意我留在岛上过年。但
三沙设市后，岛上的生活条件越来越
好。今年春节，我爸不但同意让我留在
岛上陪他一起过年，还让我带了我表
弟。”陈山17岁的儿子、目前在琼海市长
坡中学上高三的陈显发，拉着表弟的手
高兴地对记者说。

（本报永兴岛3月1日电）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很多工作人员家属及军嫂选择在岛上过年

三沙岛礁年味浓

■ 本报记者 王红卫 李佳飞
通讯员 侯坤

这次去西沙永兴岛之前，记者无意
中在网上看到这么一张照片：南海某小
岛上，一个脸庞黝黑的渔民站在一排倒
塌的房屋前，手里牢牢抓着竖在屋前的
一根旗杆，旗杆上面的五星红旗高高飘
在上空。图片配文显示是一次强台风
袭击西沙某小岛，这个渔民顾不上自家
倒塌的房屋，而是死死地抱着岛上的国
旗杆。

照片拍摄的是渔民的背影，文中
也未提及这个渔民的个人信息，但他
如铁礁石般古铜色的皮肤给记者留下
深刻印象，至今难忘。这次新春走基
层，记者有幸来到三沙警备区，就特别

想找到那位照片中的主人公——“西
沙黑”。

来到永兴岛，听说记者要寻找“西
沙黑”，三沙警备区司令员蔡喜宏推荐
记者去找找永兴岛民兵连连长卢勒。

卢勒，是海南琼海潭门人，2013年
7月，三沙海上民兵连成立，就被民兵们
推荐为连长。

大年初一，在永兴岛海边“兄弟
庙”，记者第一次见到卢勒，不到50岁
的他头发已脱落大半，脸上挂着西沙渔
民特有的黝黑。不禁让人想起那首“西
沙黑”：“太阳晒、海风吹，给咱一身阳刚
美……咱骄傲地称它是西沙黑。”

“我原来就是一位驻岛渔民，后
来还成了西沙永兴村委会首任村干
部，现在又成了一位民兵连长。身份

改变了很多次，但唯一不变的是热爱
西沙、守卫西沙的情怀。”来不及坐下
来认真接受采访，卢勒就对记者说：

“实在对不起，有话你就赶快问，一会
我还得赶紧去看看留岛守岁值班的
民兵小分队。”

这样的表述，让记者对他的性格有
了一个最直观的印象：有渔民的热情、
淳朴，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

没办法，记者只好跟随着他。
与队员们打招呼后，卢勒来找民兵

班长符国山准备出发去赵述岛。“赵述
岛也有一个民兵应急分队，我们去跟他
们聊下春节期间的注意事项。”

45分钟后，小船刚靠赵述岛码头，
两个渔民模样的人就迎了上来。卢勒
跟对方交接完带上来的物资，便聊了起

来。卢勒一项项交代着注意事项。临
别上了船，卢勒又冲着站在码头的人喊
道：“多往岛北礁石滩去看看，还有，最
近没下雨，海防公路上的树苗要注意浇
水……”

回过头他对记者说，因为赵述岛在
永兴岛前面，更靠近一线。过年期间容
易放松警惕，对守岛的民兵兄弟更要多
嘱咐几句。

上船后，卢勒跟记者聊了起来。这
时，记者向他问起之前看到的那张照
片，他摇了摇头，笑着说：“这个人不是
我。在西沙这里每个岛上，只要有人在
的地方，就一定有人守着国旗。人在国
旗在，我们每个民兵都有这种意识，不
单单是我一个人。”

（本报永兴岛3月1日电）

从驻岛渔民到村干部到民兵连长，身份变了，不变的是热爱西沙的情怀

卢勒：西沙岛上“黑连长”

“以前交通不便，物
资缺乏，每到春节，大家
都想着如何离开海岛回
家过年。如今，越来越多
的人选择到三沙过年。
三沙市各岛礁上的年味，
也越来越浓了。”今年春
节期间，同留守渔民、驻
岛官兵及坚守岗位的工
地建设者们一起在岛礁
过大年的三沙市委书记、
市长肖杰告诉记者。

的确，三沙设市以
后，岛礁上人气越来越
旺。

肖杰说，2014 年春
节前夕，三沙市安排“琼
沙3号”船、租用椰香公
主号邮轮、申请政务包机
运送工作人员和军嫂上
岛过年，共有500多人包
括100多名军嫂上岛与
亲人团聚。而今年春节
前，三沙市安排“琼沙3
号”出航一次，“三沙 1
号”连续出航两次，运送
了近800人包括200名军
嫂上岛与亲人共度新春
佳节。

除了人气旺，岛上
的物资也越来越丰富。

为了让上岛的人们
新 年 过 得 更 开 心 、舒
心。今年运输的各类补
给物资，也更为丰富。
三沙市永兴事务管理局
局长陈儒丰说，今年运
上岛的春节补给物资近
200 吨，比去年多出 3
倍，品种数量都有增加。

■ 本报记者 王红卫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郭诗琳 通讯员 洪媛媛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连线三沙

三沙市水警区的春节包饺子活动。通讯员 吴亚铁 摄

春节游园活动。通讯员 吴亚铁 摄

贴春联过年。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篮球赛上拉拉队在给队友们助威。
通讯员 吴亚铁 摄

春节前夕，三沙市交通补给船“三沙一号”靠
泊三沙市永兴岛码头，给三沙各岛礁居民运送了
一批包含有生活、生产物资的春节慰问品。这是
在羊年春节来临前三沙市给各岛礁居民运送的最
后一趟补给物资。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慰问物资送上岛礁

本报海口3月1日讯（记者周元 通讯员王
蓓蓓）三沙市近日在海口办公区召开市委常委（政
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省政府第三次廉政工作会
议精神，并结合三沙实际提出七条落实意见。

一是进一步加强三沙基层政权的建设，增强
基层政权的管理能力，逐步发挥基层政权在管理
当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加强三沙市公共财政资金
监管，依法做好财政预算、国库管理、会计核算等
各项工作，使公共资金管理更加规范、安全，有效；
三是进一步推进三沙重大项目提前引入第三方审
计、造价、咨询等重要机制，加强对项目办的规范
化管理、运作，真正发挥项目法人在项目管理中的
重要作用；四是进一步完善市招标采购中心，规范
政府采购和项目招投标；五是建立制度，加强教
育，坚决堵住在交通补给、综合执法、行政管理等
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些渎职行为，通过制度建设堵
塞漏洞；六是要主动担当，发扬三沙人担大当、干
大事的主动作为精神，结合三沙市2015年工作要
点和年度的90项工作，以及中央、省委省政府交
给三沙的其他各项重要工作，落实好三沙“维权、
维稳、保护、开发”的各项神圣使命；七是要认真落
实好中央八项规定和国务院、省政府有关廉政工
作要求，进一步弘扬三沙的精气神，发扬三沙人勇
于担当、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和实干的精神，做好
三沙市党风廉政工作。

三沙市从七方面
加强党风廉政工作

三沙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