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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快讯

■ 本报记者 刘操

48岁的三沙市永兴社区居委会副
主任卢勒是地地道道的“老西沙”。他
最擅长的是夜潜深海，天气好的夜晚，
穿上潜水服的他会潜入约30米深的海
底，对猎物精挑细选，捕捞海珍。但也
因为长期在海底作业，他被诊断患有

“潜水病”。幸运的是，三沙市人民医院
去年开始投入了高压氧舱设备，卢勒在
捕鱼间歇期就会走进医院接受高压氧
舱治疗。

为所有岛上居民提供低于市场价
的药品，为潜水作业的渔民配置高压氧
舱治疗，为岛上渔民免费义诊……过去
3年多时间里，随着三沙医疗建设的逐
渐完备，三沙市人民医院为越来越多的
三沙居民提供了健康保障，三沙市居民

“小病不出岛，大病不出三沙市”的愿望
正在逐步实现。

医疗条件和设施改善
翻天覆地

在2013年以前，三沙医院基础设施
简陋，仅仅为600平方米的旧楼房。医
疗人才也长期匮乏，多年来由全省各市
县医院轮流派出医疗队赴三沙市人民
医院值守。

三沙设市3年多来，一直将医疗保
障作为重要的民生工作。2013年7月
19日，三沙市人民医院正式挂牌投入使
用。医院按照一级医院建设，二级医院
配置，总投资1800万元，占地面积2388
平方米，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目前已
改造建成崭新的门诊楼和住院楼，设有
30张病床。

崭新的医院大楼不仅成为永兴岛北
京路上一道靓丽的风景，也成为了在三
沙驻守军民心目中的“守护神”。配备X
光、彩超、心电监护仪、高压氧舱等先进
的医疗设备，增设诊疗自动化设备、监控
与广播系统……从那时起，无论大病小
病，被送往这里的三沙人都能获得先进
医疗仪器检查、第一时间救治的待遇。

今年2月19日，在三沙海域作业的

琼海籍渔民何书太，不慎从4.5米高的
甲板摔下，伤势严重，生命垂危。险情
发生后，经过近10个小时的海上接力，
21日上午10时，何书太被送到永兴岛
市人民医院。三沙市人民医院医生迅
速对其进行了CT检测，并进行紧急救
治，使其脱离了生命危险。“这在以前是
不可想象的，三沙市人民医院的建成使
用给我们渔民带来了安全的保障！”永
兴岛的渔民们表示。

三沙市政府近日向记者提供了一
组数据，2012年，从1月份到11月份，三
沙市人民医院诊疗病号 716人；2013
年，从1月份到12月份，诊疗病号1137
人；2014年，从1月份到11月份，诊疗病
号增加至2205人；从今年初到9月份，
诊疗病号人数2259人。随着三沙市医
疗体系的不断发展，三沙市人民医院的
就诊人数也逐年增加。不仅如此，三沙
市人民医院救治危重病人的能力也有了
显著提升，今年以来已救治危重病人二
十余人。

“药品的种类更多，价格更优了。”
三沙市人民医院医生陈洪强表示，三沙
设市后，在岛上看病的所有人，可以按

照药品的成本价格在三沙市人民医院
购买药品。

而在其他岛礁，三沙市通过培训岛
礁卫生员，在赵述、晋卿等岛礁建立了
一批卫生室，改善了社区医疗条件，给
岛礁作业的渔民和驻岛部队官兵吃下
一颗“定心丸”。

岛内外知名医院
助力三沙医疗

钟贞浩今年28岁，是海南医学院附
属医院一名骨科医生。今年4月初，当
接到“去永兴岛三沙市人民医院协助工
作”的通知时，钟贞浩二话没说，立即收
拾行囊，隔日便启程。“我们是年轻人，
年轻人就应该到艰苦的地方锻炼。”

今年4月18日凌晨2点多钟，永兴
岛一名建筑工人在工地腿部受伤，本该
轮休的钟贞浩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到医
院，一直忙到清晨。在三沙工作期间，
钟贞浩每天接诊量为20人左右。“这里
的病人主要是以皮外伤居多，来的患者
大多需要进行紧急处置。”

这是三沙市加强医护人才队伍建

设的一个缩影，三沙设市以来，市政府
先后与海南省人民医院、海南医学院签
署合作协议、加强医疗服务合作，由省
人民医院选派技术骨干、海南医学院选
派医疗人员组成医疗队赴三沙市人民
医院驻诊，借助省级医院的资源优势和
人才优势，不断提高诊疗服务水平。

“全年都会有大医院的医生在我们
这里。”陈洪强说，大医院的医生们给三
沙医院带来了最规范的治疗流程和专
业的救治方法。此外，三沙设市后，省
内大医院的骨干专家们也定期或不定
期前往三沙，为当地军民开展义诊、免
费派发药物等活动。

海上救助
让医疗体系覆盖更广

今年9月20日，渔船“台山292”上
1名渔民在作业时被打断肋骨，肺部被
刺破，导致内出血，被紧急送往三沙市
人民医院接受救治。与此同时，三沙市
海事局向交通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发出请求：“伤员需要紧急送往三亚市
进行救治，请求直升机前往救助。”接到

救助信息后，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立即
安排三亚基地救助直升机前往三沙，将
受伤渔民及1名陪同送回三亚进行救
治。

三沙海事局负责人欧阳雄表示，三
沙市自2013年7月份成立三沙海上搜
救分中心，共接各类海上报警事件27
宗，涉及遇险人员870人，协调派出救助
船舶201艘次，飞机56架次，成功救助
808人，人命救助成功率达92.9%。今
年前三季度分中心共接各类海上报警
事件10宗，涉及遇险人员31人，人员救
助成功率达100%。

在“三沙1号”船上设立了直升机停
机坪，为海上应急救援提供了流动的保
障…… 三沙医疗救助任务不仅仅在岛
礁上，更在200万平方公里海域上。

在今年10月底的调研活动中，三沙
市委书记、市长肖杰强调要求三沙市人
民医院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培训，提高医
疗设备的使用效益。“你们除了普通的治
疗，还面对着20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应
急救援，是急救医院。”调研中，肖杰要求
院方围绕海上应急救援的需要添置设
备，探索海上病人救助的新方法，积极构
建适合三沙实际的医疗救援体系。

“把永兴医院建设成二甲医院，医
疗能力达到二甲医院的水平，加强和交
通、海事、救捞部门的合作，加快建设三
沙海上应急、航标、救捞等相关设施；加
强军地合作，推进军民共建，共筑海上
医疗救援的钢铁长城。”肖杰强调，面对
20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的救援，以及建
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历
史重任，三沙人要用更宽广的视野，更
有前瞻性的眼光，筹划好三沙未来3年
的医疗救援工作。他要求，要将三沙的
医疗卫生项目化、机制化、政策化，实现
常态化的管理和运行，推动三沙的医疗
卫生、再上新台阶。

记者获悉，目前，由中央投资1520
万元，三沙市财政配套380万元的新增
医疗设备项目正在组织招标中，将新增
核磁共振、便携呼吸机、肺功能等一批设
备，三沙市医疗条件将进一步得到改善。

（本报永兴岛11月23日电）

南海岛礁医疗救援体系日益完备

“大病不出三沙”梦想渐成真

本报永兴岛11月23日电（记者刘操 见习
记者李磊 通讯员洪媛媛）近日，为加强和规范三
沙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保障幸福三沙、美丽三
沙、阳光三沙的建设，三沙市人民检察院正式出
台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三沙不仅需要建设，更要塑造一个风清气正
的工作环境，让三沙的阳光蓝天不受雾霾的影
响。”三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彦青表示，三沙
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依法行政和廉洁从政，《意
见》是从三沙实际出发，根据三沙办公、地域、责任
等方面的特点起草的一部方案，能够保证三沙工
作的有效开展，保障幸福三沙、美丽三沙、阳光三
沙的建设。

《意见》指出，三沙环境艰苦，交通不便，具有
办公机制复杂，海上维权形势复杂等特殊性。根
据三沙实际，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将围绕重点预防
人员、重点预防单位、重点预防环节、重点预防犯
罪类型四大方面开展。

《意见》表示，针对三沙政权建设、海洋维权和
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要重点预防国家工作人员泄
露国家秘密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针对三沙设市
起步阶段，建设项目多，资金量大，管理难度大等
特点，要重点预防国家资金使用中的贪污、贿赂、
挪用等经济类犯罪。

此外，为协调推动三沙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有序开展，下一步，三沙将成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领导小组，集中时间和力量，对重点单位、项目、人
员和环节开展预防调查；开展预防警示教育和咨
询宣传等。

三沙加强预防
职务犯罪工作

本报永兴岛11月23日电（记者刘操 见习
记者李磊 通讯员洪媛媛）11月 20日，省委组织
部专项调研组赴三沙调研基层党建工作。三
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强调，三沙不断探索和
构建三沙特色党建的道路，党建工作成为三沙
各项发展“巨变”的思想和政治基础，基层党组
织和党员在维护国家主权中发挥着“定海神
针”的作用。

三沙与其他市县不同，肩负着维护国家主权
和海洋权益的特殊使命。设市以来，三沙始终将
政权建设和党建工作放在首要位置。3年多来的
实践证明，三沙每一个岛礁上的党支部都是维权
的战斗堡垒，每一名党员都是一面旗帜，在维护国
家主权中发挥着“定海神针”的作用。

肖杰指出，3年多来，三沙市积极改善基础设
施条件，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服务能力得到有
效提升。三沙还积极发展渔民党员，涌现了一批
优秀的基层党员，在维权维稳和带领渔民转产转
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三沙党建工作还具有军
民融合的特点，在各级党委班子的构建中，吸纳了
包括海军、警备区、边防等部队参与。

据了解，三沙设市3年多来，三沙党组织建设
广度、深度不断拓展，实现有居民岛礁全覆盖，基
层党支部由设市前17个发展到现在的38个，党
员数量由设市前191名发展到现在307名。

三沙基层党组织
成维权“定海神针”

本报永兴岛11月23日电（记者刘操 见习
记者李磊 通讯员彭子娥）11月19日到21日，农
业部副部长于康震乘坐三沙综合执法1号船赴西
沙群岛调研渔业、渔民转产转业的情况。他强调，
三沙要加快产业发展，加快渔民转产转业步伐，持
续促进渔民增产增收。

调研组一行乘坐冲锋艇先后来到鸭公岛和晋
卿岛，实地察看了岛上的生态环境改善情况，渔民
发展渔家乐的情况等。11月20日，调研组一行
又来到赵述岛考察。

结合此次调研，于康震提出要加快渔民转产
转业步伐，尽快实行退捕上岸，减船转产；大力发
展旅游业，提高渔民收入，改善渔民生活条件；推
进渔港渔业补给基地建设；加强对渔民安全生产
的培训，提高渔民的法律意识和环保意识，科学合
理捕捞；强化执法监督，取缔三无船只；要逐步完
善渔船管理制度，坚决打击海上违法行为，维护国
家海洋主权。

农业部调研组调研
三沙渔业
建议渔民加快转产转业步伐

本报永兴岛11月23日电（记者刘操 见习
记者李磊 通讯员王蓓蓓）近日，记者从三沙市政
府获悉，三沙市政府与省文体厅启动西沙群岛水
下文化遗产保护监测工作，以及编制三沙海域水
下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据介绍，近年来三沙在文物保护工作方面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近日国家文物局正式批
准甘泉岛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立项，对推进文物利
用与文物旅游资源开发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沙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三沙海域有着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做好规划解决核心保护
问题的基础上，要注重挖掘资源优势，通过保护开
发带动旅游业的发展，做好旅游配套服务，推动岛
礁基础设施建设。

省文体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配合做好
三沙文物保护工作，在继续调研挖掘的基础上，做
好保护开发等工作。

甘泉岛遗址保护
规划编制立项获批

■ 本报记者 刘操

一日三沙人，终身三沙情。海口长
流中学教师王绥抚退休已经5年了，儿
时到过西沙的经历让他每每想起都感
慨良多。“在我的印象和脑海里，三沙是
一首美丽的诗，也是一支动听的歌。”
2012年三沙设市，想再去祖国最南端
地级市探望的心愿一直在王绥抚的脑
海中萦绕。近日，这个梦想终于实现，
这名老教师也因此书写了118首诗歌
编成诗集抒发自己的情感。

30多年前世外桃源式的
三沙记忆

王绥抚的三沙情结起于电影《南海
风云》。从那时起，年少的他心灵里就
烙上了“西沙”两个字。“影片中的插曲
《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它那抒情优美
的旋律，与歌词中所描写的西沙秀丽的
风光，深深地打动了我。”

后来，王绥抚又读到了当时著名作
家浩然写的长篇小说《西沙儿女》，他被
文中诗意一样的语言描写的绮丽风光
和人物故事所感动。从那时起，他便对
西沙无限向往。

1980年代初，王绥抚终于等来了机
会。偶然的机会，王绥抚怀着向往和好奇
心，乘坐一位好友伯父的渔船去西沙捕捞。

但踏上永兴岛后，王绥抚眼中的西
沙并非自己想象中的那样，这里高温、
高湿、高盐度、高辐射、缺淡水，环境较
为恶劣，生活较为艰苦。“岛上使人感到
很荒凉，很沉寂。这里的渔民住的都是
一些破旧的木板房。”

王绥抚说，尽管如此，自己还是喜欢
西沙。“喜欢她那碧海蓝天，喜欢她那绿
岛银滩，还有那美丽的珠贝，奇异的珊瑚
和白色精灵般的鲣鸟。更喜欢她那世外
桃源式的幽静、自在的生活境界。”

1990年代末，王绥抚编辑出版诗
集《天涯新歌》时，在诗集的末尾添写了
几首关于西沙和南沙的小诗，以表达对

这一片海疆的热爱和眷恋之情。

三沙设市
激发创作灵感

2012年，三沙市设市，更激起了王绥
抚心中对三沙向往的波澜，也激起了他要
给这片蓝色国土写一部诗集的欲望。

凭借着自己印象中的三沙，再结合
媒体对三沙的报道，王绥抚开始了对三
沙诗集的创作——有写南海西沙的绮
丽风光，写三沙渔民的捕捞生活，写三
沙海岛的建设变化；有写水兵巡航保卫
海疆，写西沙女兵戍卫天涯，写两岸军
人共守南沙；还有写男女青年的无私奉
献，写青春爱情的缠绵思恋，写三沙人
物的先进事迹。

“我热切地希望能再去看一看西沙
现在的模样。”10月15日，在三沙市委宣
传部新闻中心的帮助下，王绥抚终于有
机会再一次来到了他热望已久的三沙。

在王绥抚眼中，如今的永兴岛与当

初已是今非昔比了。“岛上楼房耸立，到
处都兴起建设的热潮。已建起了三沙
市政府办公大楼、三沙市人民医院、海
洋科学综合实验站、气象局、银行、邮
政、电信，以及别墅式的新渔村居民住
宅区，还在兴建海水淡化厂、永兴学校
等。”王绥抚评价，岛上椰树掩映，绿草
如茵，花团锦簇，条条街道整洁漂亮，鲜
花点缀，俨然是一座热带的海岛花园。

三沙行给王绥抚带来的震撼甚大，
归来不久，他开始加紧创作诗集《蓝色
国土的诗笺》，有时一天写五六首诗，简
直是到了狂热的地步。近日，王绥抚为
三沙创作的诗已达到了118首。

“我想用写诗来表达我对南海三沙
的热爱之情，另一方面还想以此让更多
的人来认识和了解南海三沙。”被问及
自己创作诗集的初衷，王绥抚表示，“三
沙是祖国南海中最为美丽圣洁的一片
海域，所以我当然深深地爱着这片深蓝
纯净的国土。”

（本报永兴岛11月23日电）

海口退休教师情系三沙创作诗歌118首

用诗行描绘三沙情

■ 本报记者 刘操

“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东方
边防支队工作了10年的贺胜，去年主动
申请来三沙工作。领导劝他：“你已经
在东方安家了，换一个地方会不习惯
的。”但贺胜说：“祖国最南端的地级市
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我相信自己去了
也能够为那里做贡献”。

抱着这样的态度，去年12月，贺胜
乘船前往永兴岛。然而，第一次乘船的
经历就给了贺胜一个“下马威”——船
航行中颠簸得厉害，晕船的贺胜头痛欲
裂、呕吐不止。“即使到了永兴岛，喝了
两口稀饭还是呕吐。”

但这并没有吓倒贺胜。一天后，他
便开始了在三沙的工作。虽然时常遭
遇停电等小故障，但贺胜的心态很好：

“来之前做好了十足的心理准备，来了
之后感觉条件比想象中要好，这里有超
市、有银行，生活很便利，通过手机就可
以跟家人视频通话。”

今年 6 月，贺胜正式走马上任三
沙边防支队永兴边防派出所代理所
长。几个月下来，他总结自己的工作
是“压力不大、事情不少”。三沙治安
比较稳定，但相对而言，三沙岛上人
不少，向他们宣传法律知识，预防犯
罪尤为重要。为此，贺胜几乎每天走
村入户、通过和渔民、群众交流、交心
宣传法律法规，“不要打架、不要赌
博、不要吸毒，船舶要办理年审手
续。”贺胜说，自己工作的一个重要理
念是强化法律意识，带领大家学习法
律知识，让法律、法规在三沙最公平、
公正地体现出来。

长期以来，由于交通问题，一些岛
礁的渔民到永兴岛办理户口、船舶证
件非常不便，贺胜便想方设法帮助他
们。“我们帮他们核实，让他们不用来
回跑一趟。”今年9月，两次暴雨袭击
永兴岛，有外地作业渔船来永兴岛避
风。贺胜穿着雨衣迎着狂风暴雨跑到
船上，将渔民们拉回派出所休息，自己
却在船上帮着渔民固定船只。而每次
狂风暴雨过后，永兴岛上的渔民居住
的房子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贺
胜就和边防战士们帮他们修缮房屋。

在永兴岛履职即将一年的时间，
贺胜只有40天的时间返回海南本岛陪
伴家人。“三沙的治安环境一天比一天
好，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贺胜说。

（本报永兴岛11月23日电）

祖国最南端边防派出所所长贺胜：

把最规范的法律程序
带到三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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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的基础设施建设，三沙市赵述岛上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大大改善，幸福指数也大大提升。图为赵述岛上新建的政府办公楼。同时，三沙还推进赵述岛渔民定居
点的建设项目，一期拟新建17栋渔民定居房。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