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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风物

三沙快讯

■ 本报记者 刘操

阳光明媚、视野开阔的时候，站在三
沙首府永兴岛的最高处，往西北方远眺，
可以隐约看到一座座小岛沙洲串起珍珠
项链，轻轻地摇曳在南海姑娘的颈项上，
这就是七连屿。

乘冲锋舟从永兴岛出发半个小时，
七连屿的轮廓就会渐渐清晰起来，白沙
千里的海滩、整齐崭新的办公楼、绿荫如
盖的岛洲灌木……20平方公里美丽珊
瑚礁盘镶嵌的南海明珠让到访者大饱眼
福、记忆深刻。

在三沙设市的3年多时间里，七连
屿这片热土和绚丽海疆因为民生基础设
施的不断建设、绿化岛礁的环保措施逐
步完善变得越来越美。

岛上的设施
毛毡简易房村落将成历史

赵述岛是七连屿两个有渔民长期居
住的海岛之一，是七连屿的第三大岛。
因为附近海域海产丰富，来自琼海等地
的渔民们祖祖辈辈以远洋捕捞为生，他
们驶进浩瀚的大海，凭着技艺享受着大
自然对他们的馈赠。

这里的岛民常年保持在200到300
名左右，63岁的琼海潭门籍老渔民陈民
监就是其中一位，15年前，他来到赵述
岛安营扎寨，和岛上的渔民们乘船前往
中沙、南沙打鱼。

绕着赵述岛走上一周，岛东、南、北
三面都是海滩岩，到处散落着渔民从海

上捞上来的各式各样的贝壳，还有一些
残破的砗磲。岛的西部是一片海滩地，
这里集中居住着赵述岛居民，数十座矮
小简陋的毛毡简易房，围成了一个不小
的村落。

陈民监就用木板和油毡搭建起“蜗
居”的家，供五口人居住。虽然用上了铁
柱固定，每逢台风来临，仍抵挡不住暴风
雨的肆虐。“每次刮台风，简易房里的木
板、窗户、锅碗瓢盆都被打得乱飞，电视
机、风扇还会被水泡。”每年的台风季，都
是陈民监最为发愁的时候。

与陈民监一样，8年前，潘爱娟和丈
夫从琼海来到赵述岛居住，住的简易房
被台风掀翻过5次。“这次要是能住到新
楼房里，台风来就再也不会担心屋子会
倒，彻夜不眠了。”

曾经的赵述岛渔民的居住条件非常
简陋，乱搭乱建，道路都是蛇行迂回小
道，错中交叉，照明电路像蜘蛛网一样。
能从简易棚屋搬进一个挡风遮雨的家，
成了赵述岛渔民们最大的期待。

今年“五一”，赵述岛居民点项目首
批27套居民房开工建设，此次项目计划
建设67套新房。建成后，所有岛上渔民
都可搬进楼房居住，告别台风天在棚屋
里风吹雨淋的日子。经过三个多月的建
设，目前渔民定居点有5栋楼房已经有
了雏形。七连屿工委书记王春说，首批
楼房有望今年年底前完工。

王春还说，赵述岛渔民定居点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6158平方米，建筑布局要
呈围合状集中分布，中间利用集散广场
和商业步行街，将南北两侧居住组团连

接起来，构成一个别具海岛风情的渔民
定居点。

岛上的绿化
荒岛变翠绿梦渐实现

七连屿上的西沙洲是个无人居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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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是岛礁的生命。”三沙人在
设市后以驰而不息的精神，久久为功的
韧劲，大力推进岛礁绿化工作，让“沙洲”
变“绿洲”。

短短几年时间，西沙洲已经有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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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在赵述岛，环岛路两侧景观树
木郁郁葱葱、错落有致，岛上生机无限。

“新种植的千余棵椰子树在海风中沙沙
作响，长势非常好。”王春说，在原本缺少
绿色调的七连屿上，一株株绿苗破土而
出，一片片绿色耀人眼目。

如今的赵述岛好像镶嵌在白沙碧海
上的一颗美丽“翡翠”。其中的秘密，就
在于沿路修建的同样长度的蓄水沟，可
以收集雨水浇灌树木、花草和瓜菜。如
今连海域生态监控设备也在赵述岛安了
家，多举并施力保岛礁的生态环境。

七连屿岛礁的亮化工程也在同步
展开。三沙设市后，赵述岛上建设了一
条长1.6公里、宽3米的环岛路。出于

对环境的考虑，道路路面铺设的材料采
用不规则蜂窝石和路沿石，道路与自然
景观有机融合，绿化带总面积约5000
平方米。今年6月，所有的灯柱都投入
了使用，灯柱白天充分吸收太阳能，夜
幕降临后，工作人员会调试灯柱让它们
亮起来。

每当夜幕降临，在三沙赵述岛上，
25盏明亮的太阳能灯柱会准时开启，将
这片岛礁装扮成一串闪亮的“珍珠项
链”——璀璨的灯光为在风浪里耕海归
来的渔民们照明了回家的方向。

不仅如此，针对赵述岛长期以来堆
集了大量的生活垃圾和生产作业存留的
螺壳，七连屿管委会安排赵述居委会组
织开展了多次清理整治环境卫生劳动，
共清理垃圾50吨，清除环岛路2.2千米
两旁的杂草。

环境好了，“海鸟不登赵述岛”成为
了历史，曾经绝迹的白鹭又重新飞回了
赵述岛。

岛上的生活
渔民感慨和琼海老家没差别

住进赵述岛小渔村，女人们正忙着
把男人们清晨打捞上来的贝壳、海鱼和
海参清理加工，晒在自家房前的竹排
上。远处的鸭子忙着钻到海里觅食，嘎
嘎地叫唤着。

临了午饭，赵述岛上热情的渔民会
邀请客人到自己的家中，请客人们品尝
早晨刚打上来的海鲜，边吃边聊。席间，
他们会向客人们介绍赵述岛未来的建设

规划。“未来的赵述岛会有属于我们的码
头，会有漂亮、整洁的房屋，过几年，你们
再来，赵述岛就会大变样。”

曾几何时，被大海包围的赵述岛
上，因为缺水少电，渔民正常生产生活
举步维艰。潘爱娟说：“因没有淡水，喝
雨水、用雨水成了没法选择、没法逃避
的事。”

从三沙设市一周年至今，赵述岛上
的海水淡化设备从日产40吨到100吨，
这使得赵述岛渔民基本告别了靠接雨水
和交通艇运送淡水的历史，用水越来越
方便。

“三沙设市三年多赵述岛变化巨大，
我们是亲眼见证者，我们的生活一年比
一年红火了。”陈民监说。

如今赵述岛不仅有海水淡化厂，两
台24小时供电的150千瓦发电机，渔民
家家有电视机、冰柜，还有太阳能、村村
通、户户通，渔民能收看到50多个电视
频道。还有冲锋舟来往于永兴岛与赵述
岛之间，半小时一趟，大米、食油、淡水、
蔬菜源源不断地运上岛来。

“以前连喝的水都缺少，现在什么
生活物资都可以买到了，儿子捕鱼回家
可以先洗个热水澡。”陈民监感慨，自己
在赵述岛上和在琼海老家的生活没了
差别。

七连屿上，其他岛礁的建设也没有
止步，按照七连屿工委、管委会的工作计
划，今年将推动北岛中岛南岛环岛道路
工程、北岛简易码头及航道等项目的动
工建设。

（本报永兴岛8月10日电）

不毛之地变绿洲 毛毡房变别墅 水电供给不再难

七连屿：“珍珠项链”更璀璨

三沙市
公安消防支队获批成立

本报永兴岛 8月 10日电（记者王玉洁 通
讯员王蓓蓓）记者从近日举行的三沙市消防建
设工作座谈会上获悉，三沙市公安消防支队已
正式获批，下达的数十个人员编制将有效解决
人员紧缺问题，保障三沙岛礁消防安全工作顺
利开展。

省公安消防总队副总队长杨发在会上表示，
三沙公安消防支队获批将对三沙消防事业发展起
到积极意义，希望三沙从立足实际、立足长远的角
度入手，推动三沙公安消防支队的各项建设任务，
解决好消防营房建设等问题，为三沙各项经济事业
的蓬勃发展保驾护航。

三沙市委常委、副市长冯文海介绍，在海南
省公安消防总队的支持下，三沙消防已提前介
入开展工作，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随着消
防人员的上岛，岛礁消防应急有所增强，居民消
防意识有所提高，消防工作也从永兴岛很好的
拓展到周边岛礁。当前，在做好三沙市公安消
防支队的筹备工作的同时，还要因地制宜积极
推进场地建设，尽早完成挂牌，安排人员上岛，
使消防工作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常态化，加强
周边岛礁消防巡查工作，更好地推动三沙岛礁
消防工作建设。

赵述岛投放2座灯浮标

渔民进出港有了指路灯

本报永兴岛8月10日电（记者王玉洁 通讯
员陈明川）近日，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西
沙航标处在三沙市七连屿工委、管委会组织的干
部和渔民的协助下，在赵述岛顺利完成2座灯浮
标的投放工作。

据了解，赵述岛上有多处天然的渔船停靠码
头，但也存在浅点多，礁石多、水道拐弯多、海流急
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没有航标，夜晚及雨雾天气
进出渔船及其他船只极易发生搁浅、触礁等意外
事故。

岛上居住的60多户200多居民一直盼望拥
有清晰的航标标示，而这2座灯浮标可为进出赵
述岛港口的船舶和渔民提供导航服务及航行安全
保障。

本报永兴岛8月10日电（记者王
玉洁 通讯员洪媛媛）三沙市近日召
开加大打击海上非法旅游座谈会，会
议传达了省委、省政府关于打击非法
旅游的相关会议精神，要求从源头上
遏制海上非法旅游，各个部门要形成
军警民联合执法体系，多种措施并
举，落实好打击非法旅游工作。

会议指出，当前非法旅游有死灰复
燃的趋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政
府专门做了安排和部署。三沙市委市
政府要落实好省委、省政府的指示要
求，联合边防、海警等部队，以及三沙市
的执法局、工商局和相关工委，相互配
合，严厉打击海上非法旅游活动。

会议要求，市船务局要在审批程序

上严格管控，对上下岛人员进行审核；
工商局要主动和“椰香公主号”邮轮接
触了解情况；要依靠沿海市县的属地作
用，加强联合，从源头上对非法旅游的
行为进行遏制；相关工委要教育辖区渔
民，发动群众力量来打击非法旅游，做
到发现情况及时汇报，坚决不参与非法
旅游活动。

此外，三沙市要迅速行动，积极跟踪
非法旅游的相关情报，形成属地跟踪常
态，联合边防、海警、执法局等多部门，壮
大打击非法旅游的骨干力量，加大巡航
检查，对非法旅游的船只进行遣送或抓
扣。对具有违法犯罪行为的，要由公安
部门侦察并移交给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多方合力逐步形成规范的管理程序。

三沙打击海上非法旅游

探索有三沙特色
的项目管理办法

本报永兴岛8月10日电（记者王玉洁 通讯
员王蓓蓓）8月6日，三沙召开市委常委（政府常
务）扩大会议，听取三沙重点项目专项检查情况汇
报，审议政府投资项目环评实施办法等。

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在会上强调，项
目管理来不得半点马虎，要切实落实“三严三
实”要求，扎实推进项目管理，不断探索、完善
具有三沙特色、符合三沙实际的项目管理办
法。

今年7月1日—14日，三沙对全市重点项目
进行了专项检查，就健全项目审批、招投标、合同
管理、施工管理、竣工验收、项目资金管理等相关
机制提出了建议。会议要求，要细化问题，落实责
任，抓好整改，建章立制，使项目管理更加标准化、
规范化。

会上审议的市政府投资项目环评实施办
法，与会人员结合三沙实际，提出要建立三沙
特色环评机制。该环评机制有 7个方面的创
新内容，一是实行早启动、全过程、总时限控
制，明确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到审批完成
的总时限，加快环评工作速度；二是环境影响
登记表实行“即办”机制，对填报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做到“随到随办”；三
是由三沙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专家对重
大项目环境保护进行把关、论证和指导，推动
环评工作顺利开展；四是提出了“事后补救”的
对策，既提高环评效率，又保证环评质量；五是
理顺环评经费管理，确保环评经费保障；六是
对大型重点项目建立绿色通道服务机制，实行
跟踪服务，加快审批进程；七是采取特色的信
息公示机制。

■ 本报记者 刘操

三沙设市三周年前，83岁的老军人
陈元墉和老伴从广州坐飞机来到海口，
又坐船前往三沙。旅途的艰辛挡不住
老人“回家”看一看的心愿，陈元墉感到
很兴奋，这是他1982年离开永兴岛后
的第一次回访。33年里，曾在西沙驻守
9年的他对那里始终牵挂。“时至今日，
西沙给我的印象依然非常深，那里的工
作虽然艰苦但很有意义，我感到很光
荣。”

1970年底，陈元墉从解放军总政
治部调至海军南海舰队榆林基地某大
队任副政委。次年，陈元墉奉命巡逻第
一次来到西沙永兴岛，坐在舢板船头的
他远远地望到，在浩瀚的大海上突然出
现了绿绿的树、白白的岛。“这就是我们
的岛礁，我们的领土。”陈元墉对西沙岛

礁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1973年，海军西沙巡防区成立，陈

元墉被派驻前往永兴岛任政委，从此开
启了长达9年之久的西沙驻岛生涯。

“通讯不便，经常没有蔬菜，远在北
京的亲属不能来探望……那是一段艰
苦的岁月，但所有人都觉得自豪。”陈元
墉的记忆回到30多年前，他和战士们
一起到没有路的永兴岛森林里找柴火，
和战友们一起装卸水泥变成“泥人”后，
跳进大海里冲洗。

在当时，按照规定，驻岛军官可以4
年轮换一次，但陈元墉始终向上级组织
表示：“只要需要我，我就在西沙干，不
必轮换。”陈元墉觉得，西沙的9年是自
己事业非常重要的9年。

因为工作突出，1974年1月西沙之
战中，陈元墉立三等功。1974年9月起
他又兼任中共西、南、中沙工委书记。

1977年任西沙水警区副政委。
陈元墉于 1982 年 8 月调任海军

广州舰艇学院院务部副政委。“离开
西沙不久，突发心肌梗塞，差点去世
了。”陈元墉说，虽然几十年间无法返
回西沙，但自己始终关注南海的建设
和变化。

3年多前，陈元墉获知了三沙设市
的消息，他立即给三沙市委书记、市长
肖杰写了封建议信，希望把在三沙工作
过的人的信息都输入到三沙户籍管理
的电子库里面。

他联系了几位当年西沙的战友，为
三沙市政府送去书法长卷。在前往永
兴岛的万吨巨轮“三沙1号”的甲板上，
陈元墉感慨西沙交通工具的完善进步，

“几十年前我们坐的船摇摇晃晃，现在
的船几乎感觉不到风浪了。”

这一次重返西沙，陈元墉还带着

“三沙市荣誉市民”的荣誉归来。
7月24日，在三沙永兴岛上，陈元

墉乘坐电瓶车参观岛礁，感慨岛上的惊
人变化。“几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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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望着整
齐的军营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强盛了，
军营里都有了塑胶跑道，说明我们国家
综合国力的提升。”

有战友鉴于他是西沙正式驻军的
首任领导，写诗说他是“西沙先驱”。
陈元墉以诗回答说：“先驱一说不敢
当，军人履职本正常。位轻何敢忘忧
国，边远怎能暗疏狂？最是三沙真宝
物，掠过千年耀祥光。如今愈看愈迷
恋，惜叹无缘枉断肠。但愿来者目光
炬，三沙必定更辉煌！回顾当年心堪
慰，认定此地是故乡。”

（本报永兴岛8月10日电）

日本炮楼：

南海上的
日军侵华罪证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南海浪卷沙叠，岛礁上的椰子树迎
风摇曳，三沙居民们在这片美丽的国土
上安居乐业，一派祥和。绿树掩映中，永
兴岛上赫然立着一座日本炮楼，无声地
诉说着70余年前日军侵华的罪恶。

1939年2月，日寇乘军舰占领海南
岛，同时进占西沙群岛，在永兴岛上修筑
日军炮楼和海防工事，长期掠夺我国资
源。据《三沙文丛》之《三沙风貌》一书介
绍，1939年4月28日，日本宣布“新南群
岛”划归台湾高雄县管辖，击毁太平岛上
的石碑，改立其国徽及“大日本帝国”石
碑，并将该岛改名为长岛，并立以碑，碑
文为：“大帝日本昭和十一年（1936年）
水路部台湾高雄，不许支那渔民登陆。”

其实，日本将魔爪伸向我国南海，并
非从二战时才开始。据《西南中沙群岛
志》记载，日本从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就对
我南海诸岛进行了一系列侵略与掠夺，
而且从不间断过染指南海的企图。

比如，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侵
占东沙群岛岛礁；1919年日本在南沙太
平岛修建码头；1921年，日本人在太平
岛盗采磷矿；1929年日本拉萨磷矿股份
有限公司停办，该公司开办期间偷运南
沙鸟粪磷矿2.6万余吨……

1938年日军驱走法国人，以武力侵
占南沙。当年7月，日本“南洋公司”从
南沙太平岛盗走鸟粪6.7万吨。

永兴岛上现存的日本炮楼修建于
1939年，位于永兴岛宣德路，占据着永
兴岛西侧制高点，与法国1933年侵占永
兴岛时建的法国炮楼遥相呼应。据了
解，日本炮楼高9米，为三层砖混结构，
四面开大窗户，平面呈方形，楼顶垛墙开
满窗花，建筑面积达20平方米。

与炮楼相邻的是“海军收复西沙群岛
纪念碑”，正面刻有“南海屏藩”四个大字，
一旁署名“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
四日张君然立”。颇具戏剧化的位置，凝
聚了多少西沙沧桑，这一座炮楼、一块石
碑，见证了中国百年历史的耻辱与崛起。

由于永兴岛气候恶劣多变，潮湿的
空气、大风、暴雨对炮楼建筑混凝土造成
严重侵蚀，多处损坏，这座近百年的日本
炮楼主体出现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2012年11月10日，三沙设市四个月后
便动工修复永兴岛上这一重要历史遗迹
——日本炮楼和法国炮楼，该工程由国
家文物局投资180多万元进行修复。

如今，日本炮楼修复工程早已竣
工，内有钢结构的楼梯和平台。秉着“坚
持修旧如旧”的原则，日本炮楼的安全隐
患已被消除。三沙市政府还在其周围增
设了玄武岩料石地面广场、游览通道、石
板凳和展示台等参观游览设施。现在，
日本炮楼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西
沙群岛的罪证，也成为驻岛军警民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

“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凝聚力量、圆
梦中华”，早已深深植入三沙人的心中。
在蓝天的映衬下，永兴岛上的五星红旗
格外鲜亮。 （本报永兴岛8月10日电）

名人看三沙

阔别33年后再来三沙，“三沙市荣誉市民”陈元墉感慨

人生重要的9年在西沙度过很光荣

全富岛海滩。本报记者 武威 摄

航拍三沙市赵述岛，建成的环岛公路清晰可见。由于以前缺乏淡水，岛上鲜见鸟类，赵述岛道路完工后，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吸引了白鹭、海鸥等不少鸟类来岛上饮水
栖息。 本报记者 宋国强 航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