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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南海通信“战天斗海”；他们，为美丽三沙奉献青春

在三沙，聆听青春的故事
■ 本报记者 缪影影

潮起潮落，船来船往，在
年轻的三沙市，有一群意气风
发的青年，将梦想在古老岛礁
上驻扎，让青春的旗帜在云飞
浪卷处飘扬……

在他们身上，青年不仅是
一个生理名词，更是一个心理
名词，他们将信念、梦想、奉献
拧成一股奋斗的力量，铸造成
生命中一个个激越的时刻。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
三沙市喜讯频传：三沙市公安
局科员吴楚卿荣获第二十一
届“海南青年五四奖章”，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三沙网络建维团队荣获“海南
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以及“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殊荣。

在这个点燃青春激情、释
放青春力量的节日里，让我们一
起走近这群南海岛礁上的青年
标杆，听听他们的故事。

三沙快讯

在祖国最南端、也是最年轻的城市
——三沙市，有这样一个25岁的年轻
人，守着自小立下的南海梦，默默耕耘、
奉献，将青春的身影写在波澜壮阔的大
海上，他就是三沙市公安局民警吴楚卿。

因一份热爱乐守三沙

2012年，吴楚卿考入三沙市公安
局，开始了他轮班驻岛的工作生涯。

初次登岛，银白的沙滩，蔚蓝的海

水，及永兴岛上安静和乐的氛围，让吴
楚卿一瞬间爱上了这里。

在平日工作中，吴楚卿主要负责人
口管理等内勤工作。吴楚卿说，他最先
接触的工作便是帮岛民办理居住证，但是
系统里却只有永兴岛北京路一条信息。

“所以我只好一条路一条路地走，收集信
息，连续三天，才把岛上有名字的道路都
统计完成。”

正如吴楚卿所讲，他的日常工作多
为基础信息采集工作，三沙市各个岛

礁、各个路段，甚至各个房屋都要详细、
准确地录入公安人口管理系统。然而，
在骄阳时时在、暴雨随时到、“三高”周
身绕的海岛上，若不是凭着一份热爱，
很难安心于此，乐守于此。

凭着这份热爱，他还积极推广省公
安厅各项新业务，使三沙市居住证制证
率、身份证办理速度、重复户口清理等
多个工作都在全省名列前茅，居民身份
证办理速度也较其他市县缩短了一半，
得到了岛上居民的一致好评。

主动请缨驻守赵述岛

2013年“十一”前夕，超强台风“蝴
蝶”横扫西沙群岛，永乐群岛抛锚五艘
渔船，三艘沉没，一百多名渔民落水，三
沙市立刻展开抗风搜救行动。

那年的整个“十一”假期，吴楚卿与
一名同事轮番在西沙某水警区搜救指
挥室24小时值守，非值班期间，还承担
了每天搜救后勤保障工作，共为90余
架次的搜救飞机共200余名机组人员
提供了地面后勤保障服务，然而他却每
天休息不到5小时。

2014年三沙市七连屿工作委员会
成立后，吴楚卿主动请缨前往西沙赵述
岛驻扎。吴楚卿驻岛之初，赵述岛缺水
少电、交通不便，通讯也时常会出问
题。但他并没有因此打退堂鼓，而是与
渔民同吃同住，长期驻扎值守，半年多
时间里，已驻岛150余天。

为了能和渔民们打成一片，吴楚
卿在岛上还开始自学海南话。吴楚卿
说，虽然驻岛时间仅几年，但他俨然已
是“老三沙”，对岛上的一景一物，大事
小情，都熟悉且感情深厚。“我已经把
三沙当成第二个家了。”吴楚卿笑着
说。 （本报海口5月4日讯）

在美丽的三沙，有这样一个特殊的
青年团队，他们不像驻岛士兵那样经年
累月地驻守在三沙的岛礁上，却被称为
南海最美的“通信兵”。

这个33人的团队叫做海南移动三
沙网络建维团队。他们都是学识精湛的
技术人才，承担着西沙、南沙群岛多个岛
礁上20个基站的设备维护、通讯安全保
障和通信抢险修复等工作。如今，三沙
之上，这20个基站，以天为幕，以海为
席，已然“海疆万里远，音信瞬时达”。

“战天斗海”保通信

2003年 4月，西沙永兴岛基站开
通，移动通信网络首次实现了对祖国南
端蓝色国土的覆盖。“移动永兴岛基站开
通的那一刻，我们和在场的官兵一起欢
呼起来。”那场景，陈泽纲仍记忆犹新。

然而，海岛的网络建设困难重重，
要“战天斗海”，克服岛礁高温高盐高湿
度、交通运输周期过长、频率及雷达干

扰等许多常规建站中从未遇到的难题。
2010年，陈泽纲和团队携26箱设

备抵达南沙永暑礁建站。但40多摄氏
度的太阳直射在身上火辣辣的痛。衣
服穿在身上太热，脱了马上晒脱皮。在
这样环境下，他们有的人在水泥地上曝
晒着用仪器作测试，有的人还要爬上高
高的铁塔安装天线。有时，一阵暴雨袭
来，无处躲藏的他们立刻成了落汤鸡。

然而，更严峻的挑战则来自技术层
面。陈泽纲说，南沙建站，技术复杂，他
接触到的一些技术甚至此前闻所未
闻。所幸的是，这些技术难题在多方面
的配合下终于顺利解决。

如今，经过艰苦努力，中国移动已
先后在西沙、南沙群岛13个岛礁开通
了20个基站，向途经南海的过往船只
郑重宣告：“Welcome to China”。

为修基站驻岛整月

2008年10月，受台风影响，西沙中

建岛的通信基站受损严重，岛上的通信
中断近四个月，迫切需要修复。

而面对可以载他们离开的补给船，
三沙建维团队苏训和他的5个队友犹豫
了。队员们心里很清楚，如果错过这艘
补给船，下一艘船至少要再等一个月。
在一个面积约1平方公里的岛礁上能坚
持一个月吗？

最终还是留下的声音压倒了离开的
声音。“既然来了，就一定要把基站修好，
大不了在这里蹲一个月。”苏训坚定地说。

补给船缓缓驶离，一群维护人员在
烈日和海浪的侵袭下开始了紧锣密鼓
的工作。他们连晚饭都没吃，一直干到
夜里10点多，终于把中建岛中断了四
个月的通信修复了！

干完活的那天晚上，官兵们“开闸
放水”，把囤积了一个月的淡水全部贡
献给了他们洗澡。“去过三沙岛礁的人，
都知道淡水对于官兵们生活的重要性，
这些子弟兵却这般慷慨，这是我们最感
动、最难忘的。”苏训说道。

生死就在一瞬间

2012年2月中旬，吴勇鹏和队友吴
经接到了前往南沙“七礁八岛”开展基
站巡视和维护工作的任务。

当两人从美济礁返回时，意想不到
的情况发生了。吴勇鹏说，他们完成基
站维护任务后，驾着皮艇驶向补给船，
未曾想海面突然暗涌翻腾，皮艇难以靠
近补给船。“不曾想此时又突然下起暴
雨，我们瞬间被淋成了落汤鸡。”就这
样，吴经和吴勇鹏在海浪和雨水的折腾
下，度过极为难熬的两个钟头。

然而真正的惊险还在后面。
跟随补给船返回三亚时，由于补给

船无法靠近港口，港口方面派了一艘拖
船出海接人。“不曾想由于风浪太大，拖
船都没办法靠近补给船，最后只能放下
一艘小艇，让我们坐小艇转移到拖船
上。但是，无论小艇还是拖船，都在风
浪的裹挟下剧烈晃动，而我们需要走过
临时架设的悬桥，从小艇转移到拖船上，
稍不留神就可能跌进海里。”吴经说。

“虽然惊险，但是想到驻岛官兵们常
年在岛上，只能靠电话与家人联系，我们
就觉得做的一切都值得。”吴经坚定地说。

本报永兴岛 5月 4日电（记者刘
操）为了确保重点项目顺利推进，向三
沙设市三周年献礼，三沙市近日制定
了详细的《重点项目责任分工表》（以
下简称《分工表》），明确了一批重点项
目的进展情况、目标任务、存在问题、
解决措施和责任人，全面吹响了重点
项目建设的“集结号”。以备受关注的
三沙永兴学校为例，《分工表》提出，永
兴学校计划今年8月份进行内部装修
并投入使用。

道路建设方面，今年6月将完成晋

卿路、将军路、海南路、永兴路、中山路
的建设。驻岛渔民住房需求也将得到
解决，永兴渔民定居点一期5栋住宅楼
将在7月完成，赵述岛渔民定居点一期
（27户）将在12月全部完成。银屿渔民
定居点、晋卿岛渔民定居点预计7月中
旬开工建设。

三沙的环保设施建设也将更上一
层楼。三沙设市后动工的第一个项目
永兴岛污水处理和西沙群岛垃圾收集
转运工程，如今已进入到最后的收尾
冲刺阶段，项目所需大型设备已运抵

工作间并安装妥当，7月即可完全竣工
投入使用。

绿化岛礁方面，赵述岛环岛路绿化
工程总绿化面积约5000平方米，目前
项目正在种植道路两侧植物，将在7月
完工。岛礁（西沙洲）植树绿化项目规
划总用地面积为22.88万平方米，种植
椰子树、抗风桐等植物，同时配套建设
管理用房、高桩简易码头、化粪池、蓄水
池及相关公用配套设施，项目计划5月
中旬开工建设。

岛礁的修复也同步展开，羚羊礁整

治修复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计划在7
月开工建设。

为方便船舶停靠，在码头建设方面，
赵述岛码头工程计划6月份完成招标，7
月份开工。永兴岛综合码头工程计划5
月底前批复项目初设，7月份开工。

根据“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建设
南海资源开发服务保障基地和海上救
援基地”目标，三沙将加快策划完善三
沙应急救援基地建设。《分工表》明确提
出，海上应急救援基础设施项目计划7
月完成初设审批。

码头、道路、定居点、环保设施同步加紧建设

三沙项目建设吹响“集结号”

赵述岛渔民定居点
项目正式开工

本报永兴岛5月4日电（记者缪影影）一阵
热闹的鞭炮声后，几台挖掘机开始破土动工
……5月1日，三沙市赵述岛渔民定居点正式开
工。

“等渔民定居点建好了，我们就不再怕台风
了。希望能快些建好，我们能尽快搬进去！”岛
上的居民潘家秋难掩内心的喜悦，一脸期待地
说。

据了解，赵述岛渔民定居点工程将建设45
栋住宅楼，同时还配有排水、电力、消防、道路、绿
化等外围配套工程，可供200多人居住，工程分两
期完成。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提
高群众幸福指数。

目前，永兴岛渔民定居点的19栋楼房。下
一步还将建设晋卿岛、鸭公岛等岛礁的渔民定
居点。

七连屿北岛
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本报永兴岛5月4日电（记者缪影影）5月1
日，三沙市驻岛值班人员在七连屿北岛开展增殖
放流活动，20多只海龟放归大海。

当天上午，太阳热辣。三沙市驻岛值班人员
冒着炎炎烈日，从永兴岛乘坐冲锋舟抵达北岛，和
渔民们一起，把一只只小海龟放进海水中。

据了解，近年来，三沙市加大了对海洋和岛礁
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很多
海龟重新回到一些岛礁产卵。为了保护好这些海
龟蛋，渔民们在海水涨潮前，将海龟蛋捡回来，通
过人工孵化小海龟。等小海龟长到一定程度后，
再将他们放生。

从 2012 年至 2014 年，三沙市分别在西沙
海域和中沙海域开展6次增殖放流活动。经统
计共放流东风螺275万粒，石斑鱼2.1万尾、麒
麟菜3吨、马氏珍珠贝2万粒、企鹅珍珠贝2万
粒。此外，三沙市还将进一步完善增殖放流机
制，并计划在一些高速洄游的物种上安装卫星
定位系统。

爱民固边
讲身边的故事

本报永兴岛5月4日电（记者缪影影）三沙市
公安边防支队近日在永兴岛与各驻岛单位、渔民
召开以“谈感受、讲故事、给点赞”为主题的爱民固
边成果宣传座谈会。

“台风‘海燕’来时，我回了老家，边防派出所
官兵帮我加固了房屋，把渔船拖上了岸；今年1月，
我在西沙洲潜水作业时减压病发作，也是边防官
兵们及时营救救了我的命……”永兴岛的渔民彭
立平以鞠躬的方式表达了对边防官兵的感谢。

据了解，爱民固边战略实施十年来，三沙公
安边防支队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紧贴中心任务需要，积极拓展一线海岛
警务工作，进一步增进警民关系，提升群众安全
感和满意度。

针对三沙市行政设置变化的实际，三沙边防
支队开展爱民固边文明生态村建设。目前，经三
沙市委组织部批准，9个行政社区居委会中的6
个被命名为爱民固边文明生态社区并统一进行
建设。

深化军警民防控一体化运作模式。近年来，
支队与驻岛涉海部门积极探索联合治安巡逻检
查、海上联合救助、海上联合巡航执法、联合审批
监护、兄弟单位情况通报、信息资源共享等军警民
防控一体化运作模式，共开展陆地联合治安巡逻
120余次，海上联合巡航60余次，切实维护了边
防辖区社会治安稳定。

永乐群岛
系列基础设施动工

本报永兴岛 5月 4 日电（记者缪影影）记
者从三沙市相关部门获悉，近日，永乐群岛综
合执法救助中心在永乐工委驻地晋卿岛开
工，同时羚羊礁防洪楼也开工建设，这标志着
三沙市永乐群岛的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即将
全面建设。

永乐群岛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括永乐群岛综
合执法救助中心，晋卿、鸭公、银屿、羚羊四个岛礁
的渔民定居点项目，晋卿岛、甘泉岛环岛路项目以
及五个岛礁的1500吨级简易码头工程。所有工
程项目计划今年内全部开工，目前，综合执法救助
中心、晋卿岛渔民定居点、羚羊礁防洪楼项目已经
动工。

“我们将按照协议规定，按时按质完成工
期。”综合执法救助中心项目施工方负责人陆宇
阳介绍，他们主要负责晋卿岛办公大楼和宿舍大
楼建设。目前，各种机械设备都已经运抵岛上，
施工人员已有30多名到位。

永乐群岛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改善永乐
群岛地区岛礁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升居民生
活幸福指数。同时，永乐群岛作为三沙市唯一开
放旅游的区域，基础设施的完善，将更好地服务三
沙旅游经济的发展。同时，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桥头堡，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对三沙市服
务“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海上驿站的作用，将有重
要的意义。

■ 本报记者 缪影影

“生在陆地长在陆地，满身的毛
孔里都积淀着风沙的我，可以骄傲地
告诉所有的人，在我雪白的眉毛和头
发里，溅满了南海的风浪，那万里碧
波中的西沙、中沙和南沙，就是我的
家乡。”

这是著名作曲家吕远在讲述自
己与三沙渊源时，写下的一段话。近
日，年已86岁的吕远，再次来到海口
为三沙献上新作《我的祖宗海》。“目
前，歌曲已创作、录制完毕，我这次就
是来向家乡人民交差的。”吕远笑呵
呵地说。

从最初广为传唱的《西沙，我可爱
的家乡》，到近年深入人心的《我爱三
沙》、《我的三沙我做主》，再到如今的
《我的祖宗海》，40年间，著名词曲作家
吕远与三沙的情谊，历久弥新，愈加深
厚。

1974年1月，西沙自卫反击战打
响。随海政文工团来西沙体验生活、
慰问驻岛部队的吕远，第一次走进了
美丽却也条件艰苦的南海，从此他便
与三沙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里的海水清澈，天空湛蓝，是
众人想象中的美丽乐园；但烈日炙烤、
设施缺乏，却也让战士、渔民们经受着
难以想象的考验。”各个岛屿上艰苦的
生活环境给吕远留下了深刻印象。战
士们在如此的环境下驻岛守边，让吕
远颇为感慨。他决心要创作一首歌，
歌唱西沙，因为那里是我们一代代人
艰辛守卫的家乡。

也许是巧合，更是缘分，那一次的
旅程中，吕远与词作者苏圻雄相识，一
见如故的两人，随后合作了《西沙，我
可爱的家乡》、《飞翔吧海燕》和《人民
海军战歌》等脍炙人口的歌曲。

2012年三沙设市时，吕远与苏圻
雄再次携手献歌《我爱三沙》，同时，
两人成为三沙市首批荣誉市民。
2014年，三沙设市两周年之际，这对
老搭档又走到了一起，为挚爱的三沙
写下新的乐章——《我的三沙我做
主》。

2013年，再次回到三沙，吕远看到
永兴岛上的变化后，欣喜不已。“三沙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已经成为南海上
一颗耀眼的明珠。三沙在大踏步前
进，这与祖国的强盛是分不开的。”吕
远感叹。

如今，再次回到海南，他又为可爱
的家乡三沙，谱写了新的乐章——《我
的祖宗海》。

“此次我再度歌唱家乡，我的情感
更加深沉、更加底气十足。”吕远说，三
沙自古都是我们的海域，在三沙迅速
发展的时刻，我们更要歌唱《我的祖宗
海》，表达我们的情感。

“如果三沙需要我，我依然会坚持
创作。”如今年已86岁的吕远坚定地
说。

（本报海口5月4日讯）

中国著名词曲作家吕远：

万里碧波的三沙
是我的家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三沙网络建维团队成员。 三沙市公安局科员吴楚卿。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李文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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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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