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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毛”岛礁种树，绿化用水是大
问题。根据西沙洲绿化规划方案，西沙
洲绿化工程计划投入2000多万元，陆
续安装海水淡化设备、雨水收集池系
统、水泵等设备，并配备专业的管理人
员，对岛礁植被进行专业管护……

6月28日，从“琼沙三号”轮上卸下
的海水淡化、发电机组等设备被陆续运
往西沙洲。西沙洲上的简易码头、海水
淡化、太阳能发电等设施的建设进入到

了冲刺阶段。
“ 西 沙 洲 计 划 种 植 苗 木 总 数

178561株。”史国宁表示，待绿化设备
完全调试好，三沙市计划在设市3周年
前后，新一轮大规模种植岛礁植被将启
动。新种植的苗木包括以椰子树、抗风
桐为主的乔木31743株；以草海桐为主
的灌木114318株；以蜘蛛兰、马鞍藤为
主的地被32500株。

植树新技术也在被三沙人不断探

索。今年5月，三沙市国土资源局和省
农科院专家到沙土环境类似的内蒙古
鄂尔多斯考察、学习种树技术，并将“瓶
装植树法”引入。史国宁介绍，“瓶装植
树法”已经应用到永兴岛污水处理厂、
垃圾转运站旁边的绿化工程中。

西沙洲绿树的繁茂只是三沙开展岛
礁植树绿化行动的一个成功缩影。三沙
市成立以后，制定了岛礁植树绿化规划，
一期一期工程的实施，一棵树一棵树的

种，如今包括赵述、晋卿、银屿、鸭公等岛
礁的绿化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记
者近日在赵述岛环岛路看到，两侧景观
树木郁郁葱葱、错落有致，岛上生机无
限。“我们已经制定了岛礁绿化的目标：
绿化率超过60%。”莫北勋说。

“树是岛礁的生命。”三沙人以驰
而不息的精神，久久为功的韧劲，大力
推进岛礁绿化工作，让更多“沙洲”变

“绿洲”。 （本报永兴岛7月7日电）

海水淡化、发电机组设备“登岛”，近18万株苗木将陆续种植

西沙洲的绿岛梦指日可待
■ 本报记者 刘操

西沙洲面积仅为0.22平方公里，是
个无人居住的珊瑚岛，组成结构主要为
白色沙粒和珊瑚碎石。曾几何时，这里
还是一片荒芜的沙洲。到访者只能在
此欣赏银白色迷人的沙滩和霞光映射
的海面，但心里总会莫名地感到“缺了”
生机勃勃的绿色。

为了岛礁的绿色梦想，辛勤的三沙
人在西沙洲开始了漫长人工栽种植被

及开展生态保护工程。“西沙洲最缺的
是淡水！”三沙市国土局副调研员史国
宁说，在少土缺水的西沙洲上，为了养
活植被，过去常常需要从赵述岛租船运
输淡水到西沙洲，非常不易。

去年7月，三沙市启动二期岛礁绿化
工程——西沙洲绿化工程，但障碍横亘
依旧不少。省农科院园林花卉研究所副
所长洪世军说，由于西沙洲没有码头，运

送树苗的船只只能在离岛2公里处停泊，
再借助渔民的小船，将其拉到岛上，再通
过人工搬运至种植点，工程量十分浩大。

三沙市国土局干部莫北勋先行“开
路”，运了1500株木麻黄上岛，还随船
运去了90吨土、椰糠，200多斤保水剂
等。每隔几个月，莫北勋就要拍一些照
片，记录这批木麻黄的成长过程。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来，在七连

屿工委、管委会工作人员和辖区居民
的精心照料下，这批木麻黄如今已有2
米高。

近日，记者登上西沙洲，这里已经
有了全新的模样，岛上中部已经基本被
绿色植被覆盖，一大片木麻黄树枝繁叶
茂，生机盎然，不时随着海风摇曳，与岛
上的白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除了碧
海蓝天外，西沙洲上又多了绿影婆娑。

白沙上
有了绿色

绿岛梦
不再遥远

本报永兴岛7月7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员
蔚涛泽）日前，三沙市公安边防支队永兴边防派
出所被共青团中央、公安部等18个部委联合授予
全国“青年文明号”光荣称号。

三沙市永兴边防派出所是设在祖国最南端的
派出所。近年来，派出所官兵遍访了西沙群岛各
岛屿、礁盘、沙洲等，累计走访渔民5000余人次，
积极为群众做好事、解难事，开展“送法律、送文
化、送医疗、送温暖”活动，发放法律、海洋保护等
宣传资料，放映爱国教育、法律宣传片。参与抗击
台风等各类救灾60余次，救助受伤、病危渔民群
众200余人次，救助并转移遇险、遇灾作业渔船
220余艘次、渔民1500余人次，挽回群众财产损
失价值人民币上亿元。

三沙市永兴边防派出所
获全国“青年文明号”称号

■ 本报记者 刘操

“老西沙”40年后重返三沙！7月1
日，著名表演艺术家唐国强赴三沙实地
采风。这是他阔别40年后再次来到西
沙岛礁，感慨万千的他说：“西沙的海水
依旧清澈纯洁，自然风光一点都没变！”

唐国强的西沙情结从学生时代开
启，在课文《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中，他
读到了西沙群岛的美丽。“当时产生了一
种特殊的向往，一定要去西沙看看。”

1975年，唐国强前往三沙拍摄自
己演艺生涯第一部电影《南海风云》。
对于40年前的影片拍摄场景，唐国强
至今印象深刻，“我们用氧气瓶、水下镜
头在水下拍摄一整天，当时的感觉是这
里的海水太美了，天然没有一点杂质，
像是到了人间仙境，我感觉自己能在这
里拍戏很幸运。”赵述岛的热带鱼，东岛
的鲣鸟，永兴岛的羊角树以及三沙独特
的热带自然奇观，都给唐国强留下了特
殊而又深刻的印象。

“就像《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歌曲告
诉我们的一样，西沙是我们世世代代生
在的地方，是我们中国的领土。”40年

来，唐国强一直对三沙魂牵梦绕。此次
前往三沙，不仅是重走他40年前的演
艺生涯起点，对于他而言，也是再一次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旅程。

在前往永兴岛的万吨巨轮“三沙1
号”的甲板上，唐国强感慨西沙交通工
具的完善进步，“40年前我们坐的船摇

摇晃晃，几乎所有的人都晕船了，而坐
在‘三沙1号’上非常舒服。”

早晨8时30分，抵达永兴岛，唐国
强又感慨岛上的变化惊人。“40年前永
兴岛上只有一栋两层高的小楼，现在这
上面楼房林立，道路等基础设施初具规
模。”他表示，三沙如今的变化，在40年

前无法想象。三沙设市给这里带来的
变化真的很大。

此后，唐国强又乘冲锋舟前往当年
影片的拍摄地赵述岛，他走访了岛上的
渔民村、海水淡化房、环岛路后欣喜地
说：“这里的自然风光跟40年前一样秀
丽，海水也如曾经般清澈，但岛上居民
的生活是越来越好，很多设施都建起来
了，也有很多设施正在兴建。”

唐国强指着赵述岛四周湛蓝的海
水说，如果能把这个地区开辟一个很
好的水下世界，这也是高端旅游很热
门的地方。“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三
沙，了解赵述岛丰富的资源，我渴望在
未来的10年间有更多的变化，我有机
会再来，也希望有机会去更远的南沙
海域看看。”

6月30日晚上，在前往三沙永兴岛
的“三沙1号”船上，市委书记、市长肖
杰会见了著名表演艺术家唐国强。肖
杰希望唐国强也能成为“三沙市荣誉市
民”，经常回三沙看一看。唐国强当即
表示，希望自己能成为“三沙市荣誉市
民”，为宣传三沙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报永兴岛7月7日电）

阔别40年后再来西沙，著名表演艺术家唐国强感慨:

生活越来越好 海水清澈依旧
名人
看三沙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今年 34岁的卢伟来自琼海潭门
镇，少年时的他并不理解父亲：不少老
渔民都让下一代转行另谋出路，曾是

“船老大”的父亲为什么却坚持要把自
己的儿子“扔到海里”。

卢伟到三沙来开船，且一开就是6
年，一年200多天漂在海上。

出海是一份责任

“以后就好好地为国家开船，家里
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这是卢伟2009
年来三沙工作时，父亲再三叮嘱他的一
句话。

带着父亲的嘱托和期望，卢伟逐渐
成长为三沙市综合执法2号船船长，他
和同事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海上生
产秩序，开展各种紧急救助。

刚来三沙时，卢伟一个月的工资才
3000多元，他始终理解不了，开了一辈
子船的父亲饱尝风浪里讨生活的危险
和艰辛，为何还要固执地坚持让自己来
三沙开船。慢慢地，他体会到了祖辈们
一直以来守望南海，以海为田、以船为
家的归属感。卢伟慢慢懂得，这是一位
老渔民对祖国对南海特殊的爱和感情。

“海况复杂，危险总是如影随形。”
一年200多天漂在海上早已是卢伟的
生活常态，2013年台风“蝴蝶”刚过后
的一次紧急海上救助任务让卢伟印象

深刻。卢伟回忆，他们当晚出发，第二
天凌晨一两点才到达目的地，将帐篷和
补给分给需要救助的渔民。那时台风
余威仍存，海浪滔天，船员们躺在床上
都会被甩下来。开着这艘三沙市最大
的综合执法船，一次次地执行海上综合
执法任务以及救援任务，卢伟心里渐渐
明白，只有在三沙才知道自己肩上担着
什么样的责任。每当想到父亲的嘱咐
和身上的使命，对卢伟来说，风里来浪
里去的危险和漂在海上的孤独与辛苦
已经不算什么。

一部电话连接了牵挂

辽阔的大海在旁人眼中是涤荡心

灵的好去处，但在卢伟心里，这片广袤
的海洋既是自己深爱之地，也阻隔着自
己与家人的相聚。

每当想家时，他便和家人通个电
话，听听父母的唠叨和妻子的关心，逗
逗3岁的孩子。卢伟的手机里，存满了
孩子的照片和视频，他没事总爱拿出来
看看，缓解内心的思念之情。

“有时候孩子生病了，我也只能打
电话安慰辛苦的老婆。”讲起妻子的不
容易，卢伟的话语中充满了愧疚和自
责。心怀对祖国南海满腔的热爱，卢伟
觉得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是支撑他安心
守候“祖宗海”最强大的后盾。他深知，
自己一个人的海上工作，凝结了全家人
的奉献。 （本报永兴岛7月7日电）

本报永兴岛7月7日电（记者刘
操 通讯员王蓓蓓）6月29日晚，三沙
市委书记、市长肖杰主持召开设市三
周年系列活动工作落实情况汇报会。
肖杰指出，要用三沙人的壮志豪情，用
工作三年凝聚成的三沙精气神，按照
打造“璀璨明珠”的要求，以优异的成
绩向设市三周年献礼。

为迎接三沙设市三周年，三沙市
策划了“行船看三沙·扬帆正当时”主
题活动，包括“逐梦三沙”系列丛书发
布、“五小站”建设阶段成果展示、永兴
岛污水处理厂竣工等一系列活动，充
分展示三沙三年来在政权建设、生态
保护、民生改善、双拥工作等方面取得
的可喜成效。

会议要求，要将总体活动组织责
任进一步深化、细化，加强统筹，找准
问题的切入点；要根据实际情况对有
些活动进行调整；加大力度推进军警
民联防中心、民兵哨所等项目。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
振信心，鼓劲做好设市三周年前的冲刺
工作，加强各项工作的统筹领导，对存
在的问题及时报告，及时协调解决；要
拿出三年来凝聚成的三沙精气神，以

“一天也不耽误”的工作作风抓好落实。

三沙策划系列活动
献礼“设市三周年”

本报永兴岛7月7日电（记者刘
操）近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西沙站在三沙市开展“科学减灾 依法
应对”海洋科普宣传活动，面向驻岛军
警民宣传、普及海洋知识。

此次展览，围绕活动主题，以预
防风暴潮、海啸、海浪、赤潮等公众关
心的海洋灾害为重点，宣传海洋防灾
减灾。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西沙站站
长助理黎大宁表示，举办这个科普活
动，主要是对三沙渔民和驻岛官兵、干
部进行海洋科普知识的宣传。有利于
进一步增强全社会对海洋灾害风险的
防范意识，有利于普及海洋灾害自救
互救知识，有利于深入推进各级政府
综合减灾能力建设，有效减少海洋灾
害造成的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缪影影 通讯员
洪媛媛）三沙市人大常委会近日在海口办公区召
开了食品安全执法检查情况汇报会。会议听取了
三沙市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的工作情况，并对
下一步的执法检查进行了部署。

会议指出，三沙市始终将食品安全工作放在
重要位置。《食品安全法》颁布后，永兴事务管理
局、海口事务管理局、船务局等相关业务单位邀请
食品监督所专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并开展
了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根据《食品安全法》的相
关规定，各业务单位制定了严格的规章管理制度，
严把采购、验收、运输、入库贮存、加工关。改善硬
件设施，建立食品安全检测室，明确任务，将食品
安全责任落实到人。

会议指出，保障食品安全是一项长期的、复杂
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目前，三沙
市食品安全监管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专业执
法监管力量和专业的食品检测人员。会议要求三
沙市政府及各有关方面要紧密联合三沙实际，建
立、健全和完善食品安全各项制度，切实杜绝食品
安全事故的发生。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开展食品安
全法执法检查的通知》和《2015年海南省人大常
委会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方案》的要求，结合三沙
实际，三沙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于7月上旬对全市
食品安全法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
查的重点有九项内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建
立和完善情况；配套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体系建设情况；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能力
建设情况；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工作开展情
况；食品行业诚信体系建设情况；食用农产品安全
监管情况；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食品摊贩监管情
况；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及长效机制建立情况；对进
一步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的意见和建议。

会后，三沙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实地检
查了海口事务管理局职工食堂及冷冻库，下一步
执法检查组将对“三沙1号”，永兴超市、永兴北京
路商业街，永兴职工食堂、食品冷冻库、饮用水池
及餐饮店进行实地检查。

三沙本月检查
食品安全监管情况

本报永兴岛7月7日电（记者刘操）历时50
天的“三沙梦·中国心”三沙诗歌征集活动得到社
会各界的热情关注和踊跃参与，截至7月1日零时
征集窗口关闭，共收到符合大赛要求的诗歌1021
首。目前，诗歌的网络投票正在进行，7月4日起
进入评审阶段。

此次举办三沙诗歌征集活动，旨在三沙设市
三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面向海内外华人征
集优秀作品，以诗歌这种最古老、最具文学特质又
最能表达感情的文学形式，描绘三沙美丽的自然
风光和璀璨的历史人文，讴歌三沙建市以来的建
设发展成就，弘扬三沙建设者的精气神，以进一步
宣传三沙形象，激发人们爱我三沙、爱我中华的情
感，为加快三沙建设发展汇聚强大动力。

活动自5月10日启动后，得到海内外的广泛
关注，参与热情高涨。从年逾八旬的老者到稚气
未脱的学生，从普通农民工到高校教师，从各部队
的老兵、新兵到海外华人、华侨，不同年龄、不同职
业、不同地域，一份份源自内心的笔触，是同一主
题下对三沙的浓浓真情与深刻感念。

80岁的陈傛征是第一批海军军嫂，她的丈夫
是原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员，曾参与创作
了海军电影《怒海轻骑》、《无名岛》。此次听闻三沙
市成立三周年举行诗歌大赛，动情地写了诗歌《一
封寄往天堂的信》。陈傛征的女儿关女士告诉记
者，母亲一边写一边落泪，既是对夫妻俩数十年海
军情的怀念，也为讴歌三沙市蒸蒸日上的发展。

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年仅9岁的钢琴诗人周
璐瑶，通过组诗《三沙中国梦》、《梦回三沙》、《美丽
三沙之恋》、《三沙点亮梦想》，表达了自己对三沙
的无限热爱和向往。

曾创作过《三沙恋》等多首关于三沙的歌词
的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陈维东，此次也积极参
加了三沙诗歌征集活动，他创作了一首诗歌《致
三沙》。

记者从主办方获悉，在参与投稿的作者中，还
不乏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作家，包括中国诗词协
会副会长郑万才，广东中华诗词学会理事、专业作
家苏俊，海南作协理事、海南诗社副社长王辉俊等
等。

此次诗歌征集活动由省文联指导，三沙市委
宣传部、省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由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协办，南海网、三沙市人民政府网、海南文艺网
承办。本次活动的作品征集时间为5月10日—6
月30日，征集的所有作品经初审合格后，已在南
海网、三沙市人民政府网、海南文艺网展示，并进
行网络投票。7月4日起进入专家评审阶段，评出
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三沙梦·中国心”三沙诗歌征集
活动反响热烈

千余诗歌诉深情

唐国强重走人生第一部影片拍摄地——三沙赵述岛。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海洋防灾减灾
宣传走进西沙

三沙市综合执法2号船船长卢伟一年200多天漂在海上

一个人的工作 凝结全家奉献

七
月
六
日
，三
沙
市
西
沙
洲
，工
作
人
员
正
在
调
试
海
水
淡
化
设
备
。
本
报
记
者

宋
国
强

摄

三沙
人物志

在设市之初，三沙人
便许下了一个“绿岛梦”，
如今他们的梦想在一步步
变为现实。在原本草木不
生的三沙市宣德群岛最西
端的西沙洲上，一株株绿
苗破土而出，一片片绿色
耀人眼目。近日，挖机、海
水淡化设备、发电机组等

“重装备”运抵西沙洲后，
新一轮大规模的绿化岛礁
行动即将启动。按照计
划，在本月三沙设市3周
年前后，178561株新苗木
将在这里陆续种植。西沙
洲“沙洲”变“绿洲”梦想不
再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