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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快讯

三沙人物志

■ 本报记者 刘操

绿化行动
促岛礁活力无限

设市以来，三沙就把绿化岛礁作为
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先后组织专家到西
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等岛礁开展科学调
研，规划选择适应岛礁生长的30多个
树种，并多种次开展绿化岛礁行动。

西沙洲曾几何时还是一片荒芜的
沙洲，岛礁上没有一棵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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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永乐群岛的鸭公岛，作为珊瑚
碎屑岛的这里以前仅有一棵树。“岛上
日晒强、不易保持水分，在珊瑚石上种
树难度非常大。”鸭公岛社区居委会主
任叶兴彬深有体会。他和儿子曾在岛
上试种了40多棵椰子树，但很快便一
棵棵死去，父子俩受到的打击不小。

2012年底，肖杰在调研时，鼓励叶
兴彬带领渔民植树造林、改善居住条
件，并要求市国土部门全力支持。这才
重新燃起了叶兴彬的绿岛梦。几番挑
选后，生命力旺盛的木麻黄最终被确定
为岛上绿化树种。

在一座座被广袤大海包围的三沙岛
礁种树，缺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西沙
洲最缺的是淡水！”三沙市国土与资源环
境保护局负责人史国宁说，在少土缺水
的西沙洲上，为了种活植被，过去需要从
赵述岛租船运输淡水至此，非常不易。

去年，西沙洲绿化工程投入2000
多万元，陆续安装了海水淡化设备、雨
水收集池系统、水泵等设备。仅在去年
7月前后，西沙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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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万多株等。

岛礁绿化
今年力争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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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
本缺少绿色的七连屿上，一株株绿苗
茁壮成长，一片片绿色耀人眼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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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5 年三沙市共种植各类苗
木30多万株的基础上，今年，三沙市
计划在全市各岛礁新种植50万株各
种树苗，新增绿化草皮面积 1000
亩。新种植苗木主要以椰子树、抗风
桐等树苗为主导，以大王棕、三角梅
等苗木点缀种植，并采取军地协同配
合的模式。

“在西沙洲，我们针对北风对树木
生长影响比较大的情况，计划种植一些
防风族团群落，对防风树种进行加强。”
史国宁表示，以西沙洲的绿化为例，今
年三沙岛礁的绿化力争精益求精，做出
一岛一特色，组织专家对各个岛礁进行
科学调研，规划选择适合各岛礁生长的
树种，引进适合各岛礁生长、还能结出
果实的热带果树品种。

在史国宁心目中，通过大规模的
绿化岛礁行动，未来三沙岛礁种满各
种花木，花果飘香的景象将变为现
实。“我们要科学研究规划，突出每个
岛的特色，在每个岛种植不同的果木、
不同的乔木。”

“三沙设市3年多，随着海水淡化
工程逐步覆盖西沙各岛礁，缺淡水的难
题得以解决，越来越多的绿化植被在岛
礁上存活下来。”史国宁介绍，目前，永
兴岛供水（海水淡化）及配套管网工程
建成后，日产淡化水为1000吨。除永
兴岛外，赵述岛、鸭公岛、晋卿岛、北岛、
甘泉岛和银屿岛等有居民居住的小岛
都建有海水淡化厂，保证了绿化岛礁等
工作用水之需。

资源的循环利用也在三沙的绿化
岛礁行动中发挥了作用。在三沙市“一
号项目”的环保中心内，郁郁葱葱的植
被让人眼前一亮。从去年8月份永兴
岛污水处理厂投入使用开始，永兴岛的
环卫工们每天都用经过处理过的中水
来浇灌这些植被。

海上花园城市
全社会参与构筑

在3月12日植树节当天，在三沙永
兴学校老师们的带领下，10多位小学生
提着水桶前往永兴岛的椰树林为树苗
浇水。“希望让孩子们从小体会到环境
对三沙岛礁的重要性，也让他们能够在
日常的生活中学会爱护身边的环境。”
永兴学校校长李赞宗表示。

未来五年，三沙将以天蓝、水
清、岛绿、城市洁净为目标建设海上
花园城市，这不仅需要三沙市加大
对绿化岛礁的投入，更需要全社会
的热情参与。

为此，三沙市积极探索和推进“互
联网+”树木认养模式，并推出了“美丽
三沙”微信公众服务平台。去年7月，
在三沙市成立三周年之际，“互联网+”
树木认养在永兴岛正式启动，成立渔民
专业合作社承接管理与养护工作，选拔
管理人员并进行培训。今年2月，肖杰
在赵述岛慰问期间正式认养了赵述岛
的第一棵树，“互联网＋”树木认养试点
工作在三沙市七连屿管委会正式拉开
帷幕，第一批推出的500棵椰子树在不
到24小时内被全国热烈响应的网友一
抢而空。

不仅如此，更有三沙本土企业陆续
将针叶樱桃、诺尼果等树苗运抵三沙进
行种植，在为岛礁添绿的同时积极发展
三沙特色产业。

记者获悉，三沙市还将进一步完
善永兴岛、赵述岛新增区域的植物绿
化工程设计，推进项目实施；加快优化
完善北岛环岛路绿化工程设计，推进
项目的实施；结合旅游主题加快优化
完善永乐群岛植树绿化设计与实施方
案的编制工作，推进项目的立项与实
施。“赵述岛、永兴岛的新增区域已经
做好规划，并马上进行绿化的实施工
作。”史国宁说。

（本报永兴岛3月28日电）

三沙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绿化岛礁行动

南海岛礁添新绿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刘泽运

四年前，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毕业的
他毅然放弃优越的就业机会，报考了海
南边防总队。入伍集训结束后，他孤身
一人登上开往三沙的船只，成为祖国最
南端的一名边防警官。在三沙驻守岛
礁的日子里，他勤学勤践迅速成为所里
的业务骨干，被委以重任负责边防派出
所船舶管理。他，就是三沙边防支队永
兴边防派出所干事王康总。

船舶管理的“活电脑”

2013年是三沙设市后各项建设刚
刚起步的时候，来往三沙的船舶较为频
繁，每年来往三沙的船舶近370艘次，
流动人口21600人次，加之外来务工人
员较多，给船舶管理和码头治安带来极
大挑战。

“要走近他们，才能了解真实的情
况，排除治安隐患。”王康总经常放弃休

息时间，到船上、码头、港口或渔民村与
渔民交流。他还深入各小岛为列管船
舶编出船名号，时间久了，做到了提名
知船，提船知名。经统计，几年时间，
王康总开展码头治安巡逻180余次，检
查进出港船舶635艘次、渔船民2398
人次。日积月累，对三沙渔船和渔民
十分熟悉的王康总被战友们称为“活
电脑”。

2014年2月3日上午，琼海潭门一
位渔民来到派出所寻找与自己失去联
系的亲人。王康总问：“你兄弟叫什么
名字？”那名群众说：“叫郑文儒。”话音
刚落，就听到王康总说：“他是三沙
0001026号船老大，今天海上有风，小
型渔船不会出海的，我现在就和你一起
去渔民村找他。”到了渔民村，王康总不
一会就找到了郑文儒。

去年1月30日，临近年关，王康总
为了能让已婚的同事回家和妻儿团聚，
主动申请春节期间到小岛值班。小岛
的环境更为恶劣，又是台风天气，王康
总刚去没几天就开始高烧不下。岛上
基本没什么医疗设施，王康总头痛欲
裂，东西也吃不下，经常恶心呕吐，脸色

苍白，但他仍坚守岗位，每天拖着病体
挨家挨户查看防风情况。

过了大半个月，一起守岛的战士实
在担心他身体撑不住，偷偷向支队领导
汇报，支队领导“严令”王康总立刻回海
南本岛看病。经诊断，王康总患的是“立
克次体病毒感染”引起的“斑疹伤寒”，住
了一个多礼拜的院才把病情稳定下来。
对于身边人的不解，王康总说：“履职尽
责是军人本色，我们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而是自己要问心无愧！”

解民危难的“急先锋”

每年三沙的防台工作都非常艰巨，
身为船管民警的王康总经常会在台风
来临之前及时深入辖区开展防风工作
宣传，帮助渔民加固房屋，协助渔民将
船舶吊上岸防风。在2014年的超强台
风“威马逊”过境时，王康总冲在了最前
面。“在最危急的时刻，我们是群众最先
想到能帮助他们的人，我们不冲在前面
就会愧对他们。”

白天，他顶着狂风暴雨加入海上救
助行动；夜晚，他冒着生命危险查看村

庄和渔船的防风情况。那时，派出所的
板房漏水严重，王康总每天很晚回来，
随便找块干燥地儿就能睡着，第二天天
还没亮便又立刻投入救援工作。期间，
他先后救助被困群众10余人次，疏散渔
民70余人，加固渔船41艘，挽救渔船民
经济损失50万元，被三沙市委、市政府
评为“抗风救灾和灾后重建先进个人”。

在王康总的工作日记上，记录的都
是辖区群众的困难和需求，并力所能及
地帮他们解决困难，大家都称他为“贴
心的王警官”。

2015年是晋卿岛渔民黄良吉驻岛
的第33个年头，今年60多岁的他与老
伴在岛上以捕鱼和开小卖部为生。由于
晋卿岛上开发建设的需要，渔民需搭建
临时房屋暂住。由于搭建房屋力不从
心，老两口只好跻身在几平方米的小卖
部里生活。得知情况后，王康总主动带
领2名驻岛战士帮助黄良吉夫妇搭建临
时渔民房屋。小岛每天高温高辐射，王
康总的皮肤被晒得红里发黑，但他没有
丝毫怨言。他将自己最炙热的青春热血
洒向了这个祖国最南端的地级市。

（本报永兴岛3月28日电）

人民武警报社原副社长、高级
记者刘立献

心系三沙近卅载
今朝登岛终圆梦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刘泽云

“‘你为什么这样安心在西沙呢？’蒋
日标感情深沉地对我说：‘西沙是祖国的
领土，她不能没有人守卫啊！’”这是《人民
武警报》于1988年12月13日刊登的新
闻报道《巍巍礁石立西沙》中的一句话。
作者是该报的记者刘立献。当时32岁
的他在三亚采访时巧遇回海南本岛休假
的西沙边防派出所所长蒋日标。蒋日标
对西沙艰苦工作的讲述对刘立献的触动
极大，从那时起，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到祖国最南端的岛礁采访成了他的一个
梦想。今年3月，刘立献终于圆梦。

在当年采访蒋日标的报道中，刘立
献记录了边防战士们的艰苦西沙岁月：

“平时所里每月顶多有10天能吃上青
菜，其余时间只能吃野菜，岛上的淡水更
是珍贵如油，一年四季洗脸、刷牙、洗澡
都是用咸水，天长日久，大家的头发变红
了，牙齿变黄了，皮肤变黑了。”“这些还
好受，最难受的是台风季节。今年8月
23日的8号台风席卷西沙，把所里的门
窗全打碎了，干部战士一个个趴在床上
不敢动，一天一夜水米没沾牙。”

“三沙对于我们新闻工作者而言有
最好的新闻素材，必须到那里才更能体
会！”在之后的29年里，刘立献一直在
寻找前往三沙采访的机会。

经过多次的等待，3月7日，前往三
沙的船票终于拿到了，刘立献非常兴
奋。“到西沙是一次圆梦的采访之旅，可
以看看我们祖国最南端地级市的发展，
也可以看看我们驻岛官兵的执勤、训练
和生活。”

“西沙的海水清澈纯洁，自然风光非
常秀丽，展现了我们祖国的辽阔、富饶、
美丽！”在三沙永兴岛接受记者采访时，
刘立献想起了用70年代电影《南海风
云》的主题歌来赞美三沙：“云飞浪卷的
南海上，有一串明珠闪耀着光芒……”

初到三沙，刘立献惊讶于这里基础
设施建设之良好。“三沙很多设施很完
善，海上有巨轮航行，街上车辆穿梭，岛
礁上绿树成荫，环境也非常漂亮。”

刘立献走在永兴岛北京路步行街
上，对这里的理发店、蔬菜超市印象深
刻。“通过三沙设市三年多的发展和建
设，这里的人们生活更舒适、更幸福了。”

几天的采访时间虽然短暂，但在刘立
献脑海里已经有了好多鲜活的新闻素材，
他说：“能够感受到，我们扎根天涯海角的
官兵们是最可敬、可爱的人，他们的精神
如29年前一样值得我们学习、崇敬。”

（本报永兴岛3月28日电）

三沙边防支队永兴边防派出所干事王康总

无悔青春守海岛 为民解忧冲在前

三沙今年开展项目建设
共94个
力争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本报永兴岛3月28日电（记者刘操）三沙市日
前召开2016年项目管理协调会。会议要求，要进
一步明确任务，细化措施，按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加
快完成今年各项目建设任务。据悉，2016年三沙
市共有中央投资项目25个，市投资项目69个。

会议指出，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是
贯彻落实省委书记罗保铭“四个典范”的关键之
年、是实施三沙规划的重要之年。项目多，任务
重。各单位各部门要了解任务、把握形势、明确责
任、细化措施。在项目统筹、规划、建设中加强责
任感，建立标准规范，加强管理协调能力。在岛礁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继续落实渔民定居点的规
划设计工作，要通过盘活资金，加快建设岛礁水、
电、垃圾和污水处理等民生工程。

会议强调，要在三沙设市三年的建设基础上，
加强项目规范化建设，在确保项目进度、质量的同
时，使三沙的每个项目都经得起考验，将三沙市打
造成美丽的南海明珠，为三沙未来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

三沙打造岛礁水电
双保险升级版

本报永兴岛3月28日电（记者刘操）在三沙七
连屿工委成立前，赵述岛等岛礁渔民们用的都是补
给的桶装水。现如今，自来水管通到每家每户，渔
民们用上了海水淡化水，解决了生活用水难题。而
随着赵述岛水电的全岛覆盖，渔民们还在家门前各
自打理菜园，其乐融融地过起了幸福生活。

三沙设市3年多来，高度重视岛礁居民的基
础民生工作，积极解决岛礁水电问题，为岛礁居民
的幸福生活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记者从三沙市有
关部门获悉，站在“十三五”的新起点上，三沙将打
造水电建设升级版，实施新一轮岛礁供水、供电双
保险工程，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安全运行和
保障供应的能力。

在供水工程方面，三沙将进一步推进其他居
民岛礁40吨—100吨海水淡化设备的储备及配
备，以及海水淡化相关管网的配套，实现双保险，
并可根据发展需要，逐步扩大产量。此外，还要加
快研究建造5000吨级大型补给船的前期工作，加
强岛礁蓄水的相关设施建设，采用最先进的设备，
新建符合环保要求的岛礁污水处理系统，进一步
完善污水处理工艺。

记者日前获悉，截至今年3月，永兴岛供水
（海水淡化）及配套管网工程（日生产淡水能力
1000吨，年生产能力为47万吨的供水工程）已完
成综合水池主体工程，完成主管6.8公里，含支管
5.5公里。

在供电工程方面，三沙将做好永兴岛2000千
瓦发电厂建设，加快各个居民岛礁40千瓦—150
千瓦发电的双机组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实现安
全保障、管理和运行，继续推进太阳能落户工程，
以及保障供电、油料等相关设施的建设，并逐步探
索波浪能、潮汐能等新型海上能源的供应。

三沙企业获评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让雷锋精神在三沙
发扬光大

本报永兴岛3月28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员
彭子娥）他们到西沙洲、南沙洲、北岛、赵述岛等小
岛义务清扫海滩垃圾，不定期到其他岛礁为守岛
官兵免费理发，还成立爱心小组为岛礁上贫困家
庭送去温暖。日前，三沙市鼎鑫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鼎鑫公司）获评省委宣传部第二批“学雷锋
活动示范点”。

鼎鑫公司是隶属于三沙市永兴事务管理局管
理的国有企业，自2014年成立以来，常年坚持组
织员工学雷锋，做好事，用实际行动光大雷锋精
神，传播正能量。

为给渔民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鼎鑫公
司经常组织全体员工加入到渔民村义务清扫垃圾
的活动中。20名志愿者曾在烈日高温下，挥汗如
雨，用两天的时间，才把渔民南村的垃圾清理完，
很快又接着投入到北村的垃圾清理活动中。成立
两年来，鼎鑫公司员工参与维护生态净化宝岛等
志愿活动达130多人次。在志愿者们的不断努力
下，岛礁的卫生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由于岛礁生活不便，长期以来，驻岛官兵理发
都是一个难题。鼎鑫公司专门为驻岛官兵开了一
家理发店。这里的理发师都是专业人员，岛上官
兵理发，象征性收费每人每次5元，解决了驻岛官
兵理发难的问题。该理发店还推出了驻岛军人可
凭立功证书，享受免费理发的优惠活动。

平时工作空闲之余，鼎鑫公司还会组织理发
师不定期到其他岛礁为守岛官兵免费理发，并为
内部困难员工免费理发，为军民送餐、送货，义务
安装水电以及电器等等。

点滴付出汇成爱的海洋，人文关怀共建幸福
三沙。公司还搭建了“爱心储蓄罐”——一个快
捷透明的公益救助平台，员工们可根据个人意愿，
往“储蓄罐”里注入爱心资金，最高额度限定300
元，用于帮助困难家庭，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资
助贫困家庭孩子上学等。同时，他们还成立爱心
小组，秉承“居民无小事、服务暖人心”的工作理
念，定期组织志愿者上门了解贫困家庭的实际困
难和需求，给他们送去温暖。公司还给因突发脑
溢血住院的三沙市基层干部符载畴捐款2000元。

鼎鑫公司成立两年来，受到广大军警民的广
泛赞扬与好评。鼎鑫公司总经理李华东表示，公
司将继续为岛礁军警民做好服务，坚持深入基层，
了解困难群众的需求，传递爱心和正能量。同时
创新爱心活动的方式，让更多的爱心人士和爱心
单位参与其中，让爱心在这蔚蓝的海洋上蔓延。

通过开展岛礁绿化，三沙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图为在三沙市永兴岛上，白鹭
鸟与人和谐相处。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三沙市石岛风光醉游人。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名人看三沙

3 月 12 日上午，在
去年种下近两万棵各
类树苗的三沙岛礁西
沙洲，三沙市组织干部
职工带着植树工具，从
永兴岛乘船来到七连
屿的西沙洲，参加植树
活动。在一个多小时
里，他们种植了 100 棵
椰子树，为西沙洲增添
了新绿。如今，在往日
一片荒芜的沙洲岛礁
上，打鱼归来的三沙渔
民站在绿荫下，听着海
浪和椰风阵阵，望向枝
繁叶茂、生机盎然的岛
礁，自然和谐的生活并
不遥远。

这只是三沙绿化
岛礁的一个缩影。三
沙市将今年3月设为植
树月，新一轮的绿化岛
礁行动在三沙所属多
个岛礁随即启动，新种
了上千棵椰子树、木麻
黄和草海桐等树苗。
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
杰表示，岛礁绿化是三
沙保护生态环境的重
要举措，2016年计划在
辖区岛礁种植 50 万棵
树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