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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火红的夕阳缓
缓消失在海平面上，热
闹了一天的三沙永兴
岛也逐渐安静了下来，
三三两两的岛上渔民
享受着迎面的海风，望
着“海岛别墅”般的渔
民定居点，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当全新的水上飞
机迎着浪花飞抵三沙
市鸭公岛，空乘人员将
装有青椒、黄瓜、猪肉、
水果的保鲜箱从飞机
上卸下，派送给鸭公岛
渔民，让渔民们吃上新
鲜蔬菜的难题已不再
难。

当海面上传来汽
笛长鸣声，以往出行难
的三沙居民看着“三沙
一号”或是“琼沙三号”
补给船高频次驶入永
兴岛码头，他们与海南
本岛的距离不再遥远。

三沙设市三年多
来，始终把改善民生、
提高军民幸福指数作
为党委、政府工作的重
中之重，伴随着一个个
项目建成使用，生活服
务设施的日趋完善，越
来越多的三沙人感受
到，“幸福三沙”的概念
并非空泛，而是真正实
实在在！

2015年，“三沙一号”全年安全运
行 51航次，运输人员 3万人次，物资

2.1万吨，11月完成赴南沙首次补给。

3年时间，三沙市在5个岛礁安装
了海水淡化设备，解决了居民用水和绿
化用水。渔民用上了太阳能、村村通、
户户通，能收看到50多个电视频道。

三沙市规定对渔民实行驻岛补贴，
渔民一年驻岛满180天的都发放。

三沙市财政安排 1000万元专项
资金支持西沙渔民转产转业，积极发展
岛礁服务业。目前，西沙群岛已有5家
渔家乐开张，80多名渔民实现转型就
业。

伴随着一个个项目建成使用，生活服务设施日趋完善

笑脸洋溢乐享“幸福三沙”

■ 本报记者 刘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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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空立体交通系统见雏形

以前在永兴岛上，一两个月没有一
班船过来是常事。因为物资补给不畅，
以前岛上最紧俏的是蔬菜。而即便有
蔬菜，因为电力不足没有冰箱，多数时
候也只能吃冬瓜、南瓜等耐储存的菜
……很多老西沙回忆起多年前的时光，
对于这样的场景依然记忆深刻。

三沙岛礁，远离海南本岛。“春节
过后，海上风平浪静是捕捞作业的最佳
时候，但也是渔民上下岛最难的时候，
如果错过了渔业生产的最佳时间，渔民
收入损失很大。”对于常年在三沙捕鱼
的老渔民来说，便利的交通是他们最急
切的期盼。

在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眼中，
三沙某些时候出现的生活难、工作难、
管控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交通难。“这
么宽阔的海域，这么遥远的地方，这么
恶劣的海上环境，没有交通的改善，很
多问题都解决不了，幸福指数也提不
高，基础设施建设也非常难。”

对此，三沙设市之初就通过增开
“琼沙3号”航班，租用飞机、客轮，来解
决三沙的交通难题。

2015年1月，三沙市委市政府排除
万难，建造7800吨的“三沙1号”投入
使用。它拥有456个舱位，能抗10级
风力。在去年，“三沙一号”全年安全运
行51航次，运输人员3万人次，物资2.1
万吨，11月完成赴南沙首次补给。

三沙市船务局负责人向记者提供
了一组数据：截至2015年年底，“三沙1
号”每月往返海南本岛至永兴岛4—5
趟，“琼沙3号”每月往返海南本岛至永
兴岛2—3趟。平均不到一周时间就有
一班船期给在三沙工作生活的所有人
吃了“定心丸”。

“三沙1号”投入使用，不仅仅让渔
民的回家更快了，更让大家看到一种希
望——今后，不再为一张小小的船票发
愁，不再为久久的守候焦心……与此同
时，“琼沙3号”交通补给船也继续执行

多航次的运行，三沙市政府还不定期租
用“椰香公主号”，三沙的交通难题切切
实实得到了解决。

天气晴好的时候，一艘艘载满货品
的冲锋舟驰骋在浪花里，往返于各个岛
礁之间，冲锋舟将三沙的一个个小岛礁

“无距离”串联了起来；而最新的水上飞
机交通工具也给三沙岛际交通带来了更
多的惊喜和变化，能够快速度为渔民进
行补给；“甘泉岛”号岛际交通船在西沙
海域常态化运行……如今，三沙的海空
立体交通系统已经初见雏形。

教育医疗全方位保障

由于没有学校和幼儿园，以前永兴
岛的适龄儿童大多远离父母留在岛外
的学校就读，或在老家跟随老人，成为
留守儿童。

去年12月，三沙终于有了琅琅的
读书声，一座具有热带海洋特色的现代
化建筑在三沙永兴岛建成并投入使用，
结束三沙市没有学校的历史，填补了三
沙市的教育空白。新建成的学校包括
教学楼、档案馆等设施。学校日常管理
及师资队伍由琼台师范学校委派，一名
副校长、四名小学及幼教老师和一名生
活老师已到位。永兴学校办学分幼儿
园、小学和职业教育，面向驻岛部队官
兵、干部职工、居民及其学龄子女招生，
六名驻岛职工和渔民的子女已入学，学
杂费全部免除。

今年元旦期间，永兴学校引进了省
内最先进的电化教学设备。三沙市政
府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学校将进一
步强化管理，完善制度，积极做好教学、
安全、管理等各项工作，把学校建设成
教学质量优、安全防范严、管理模式新
的优质综合性学校。除了现阶段开设
的小学、幼儿园、职业教育培训内容，还
要整合资源，积极争取设立大专、本科
的成人教育函授点，为三沙军民提供再
学习、再深造的机会。积极探索、研究，
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和管理模式，努力

把永兴学校打造成海南一流的精品特
色学校。

三沙设市三年多来，作为重要的民
生工作的医疗保障也取得了质的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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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穿上潜水服潜入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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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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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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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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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呼吸机等一批设备，三沙
市医疗条件将进一步得到改善。

“海岛别墅”拔地而起

安居方能乐业。如果说三沙市人
民医院的建成使用，给渔民们更多的是
关键时刻的安全保障的话，那么住房条
件的改善，对岛上的居民来说，无疑是
更加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从去年7月起，在三沙永兴居委会
办公楼两旁，3栋全新气派的小洋楼吸
引了人们的目光，楼内铺有明亮的瓷
砖，安装了结实的门窗，每个卧室都安
有温馨的灯饰，洗手间内布置了现代化

的卫浴设备。这里是永兴岛渔民定居
点，渔民们在三沙的家园。

“不敢相信我们住的新房这么气
派。”这是64岁的西沙老渔民林友辉从
未想像过的事情。14年前，他只身从
文昌老家来到永兴岛，靠出海拖钓打渔
为生。之后，他在永兴岛建了几间简陋
平房，儿子、儿媳、孙子也陆续搬到岛上
跟他一起居住。

永兴岛渔民定居点一期工程于
2014年2月开始动工，总建筑面积为
4566.27 平方米，计划新建19栋住宅
楼，1栋配套服务用房及相应的室外配
套工程。从那时起，林友辉几乎每天都
会到离家近在咫尺的工地上去望一望，

“看着我们的家园一天天建起来，每天
的生活都有盼头。”

3栋气派“海岛别墅”的建成只是
一个开始，按照计划，岛上登记在册的
渔民都可以入住新建的渔民定居点。
除永兴岛外，三沙其他岛礁驻岛渔民的
住房需求也将得到解决。如今，永兴
3、4号职工宿舍开工建设，赵述岛15幢
渔民安居楼主体结构基本建成，晋卿、
银屿渔民安居工程开工建设，必将大大
改善军民生产生活条件。

去年底，在银屿社区的工地上一片
繁忙景象，经过两个月的房屋拆迁、地
面平整、项目找点、材料运输等准备工
作后，银屿居委会综合楼、渔民定居点
项目主体建筑正式开工打下地基。碧
波环绕的三沙银屿岛礁上机器轰鸣，烈
日下，挖掘机、工程车在工地上频繁驶
入，工人忙得热火朝天。

银屿居委会主任李遴君说，为了早
日能让渔民们过这种生活，三沙市做了
大量工作，确保2016年年底渔民能够
搬入新居。

上学有学校，看病有医院，用电有
太阳能，娱乐有广播电视，健身有体育
馆，购物有商业街…… 三沙居民的生
活有了巨大变化，精神文化生活也变得
越来越丰富。他们的笑容，源自内心；
他们的感激，发自肺腑。

(本报永兴岛1月27日电)

■ 本报记者 刘操

火红的夕阳映照着灌木葱郁、沙堤环
绕的赵述岛，美如仙境。每天傍晚，三沙
七连屿工委办公楼前的空地就成了岛上
最热闹的地方，辛勤劳作了一天的渔民们
来到这里开展娱乐活动。此时，旋律欢快
的乐曲响起，渔民欢快地跳起广场舞来。
欢愉的舞姿为边陲小岛带来了幸福的气
息，也成了赵述岛每天独特的风景线。

这是三沙设市三年来丰富岛礁渔民
业余生活，积极引导他们开展文体活动的
一个缩影。虽然地处边陲，但居住在这里
的人们每天欢歌笑语不断。新建成的三
沙体育馆每天傍晚时分热闹非凡，乒乓
球、篮球、羽毛球……忙碌了一天的人们
在这里挥汗如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收
获健康。去年12月31日，三沙市首届体
育运动会在三沙市永兴岛开幕。在为期
7天的比赛中，11支代表队的600多名选
手在球类、田径、群众性趣味项目三大类
比赛中争取好成绩。

北京路是永兴岛上最热闹的市政主
干道。如果不是随处可见的“三沙”字眼，
很多人甚至都会忘记这里的周边正被茫
茫大海所包围，仿佛走进了海口市区某条
海港风情的特色街道。

每当夜幕降临，北京路上的各家店铺
都会亮起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来自岛上各
条战线的工作者们都会汇聚到这里，在商
品琳琅满目的超市内购物，在一旁的渔家
乐里吃饭，在理发店里理个满意的发型。

(本报永兴岛1月27日电)

随着岛礁上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

渔民业余生活
丰富又多彩

三沙市永兴岛，从万宁市和乐转学来的李青在三沙市永兴学校的滑梯上玩
得很开心。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吴亚铁 摄

永兴渔民定居点工程一期项目竣工。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吴亚铁 摄

数说三沙之民生

制表/王凤龙

u yu

华彩华彩““十二五十二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