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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快讯

诗赞三沙

“发现三沙之美”作品精选

本报永兴岛4月25日电（记者刘
操）嫩绿水灵的永兴小白菜6.8元/斤、
鲜翠欲滴的永兴上海青6元/斤；从海南
本岛运来的娃娃菜8元/斤、大白菜5
元/斤……晚饭前，三沙永兴岛的居民
像往常一样前往蔬菜自选超市购买价
格实惠的菜品。

三沙设市3年多来，随着交通补给
能力的增强及岛礁温室大棚等基础设
施增多，三沙物资供应日趋完善，曾经
岛礁居民“愁青菜”、“愁水果”的时光
已成历史，三沙的物价水平长期平稳
有序。

生活物资品种多价格稳

三沙市船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5年，“三沙1号”每月平均4趟往返
海南本岛和永兴岛之间，在平安运行
的51个航次里运输货物2万多吨，较
之前“琼沙3号”运输量显著增加。岛
上的物资充足了，三沙岛礁的物价长

期稳定。
永兴岛的北京路被岛上居民形象

地比喻为三沙的“王府井”。三沙设市3
年多来，这里对外营业的临街铺面达到
了10间。在永兴超市内，记者发现，这
里的货品价格与海口、三亚等地市内超
市货物价格相差无几。其中，一瓶矿泉
水的价格为2元，一瓶175ml洗发水的
价格为15元，一包150g花生的价格为
6元。超市服务员介绍：“超市供应商品
货量充足，价格平稳。”

北京路上的水果店则每天不间断
供应新鲜水果，水果被摆放在冷鲜柜
中，以4月20日当天的价格为例，苹果
12元/斤，圣女果10元/斤、青枣10元/斤、
梨9元/斤、西瓜4元/斤。紧临水果店
的一家鸭脖店也每天不间断供应熟食，
其中鸭爪45元/斤，鸭脖45元/斤，鸭架
35元/斤。

在加强运输补给的同时，为了满
足蔬菜供应，三沙市与驻岛单位合作
搭建5个高性能温室大棚。今年2月

6日，三沙市永兴岛上的居民自选超
市正式开张，货架上便宜又新鲜的果
蔬改变了驻岛军警民以往“吃菜难”的
状况。

“现在好了，在岛上就能买到刚种
出来的新鲜蔬菜，而且价格也不贵！”
永兴岛渔民黄良丰拿起一棵新鲜的小
白菜感叹道，自己上岛快十年了，从原
来的“吃菜难”，到现在在岛上就能买
到新鲜且价格不高的蔬菜，大家都非
常高兴。

岛礁小店价格亲民

在永兴岛，海岛居民不仅可以不限
时不限量选购生活必需品，在工作之余
也有放松消费的好去处。

永兴美食园去年在北京路上开
业，店内主营烧烤、啤酒。服务员介
绍，店内烧烤大多数在10元/串以下的
价格，其中韭菜4元/串、豆腐干5元/
串、牛肉6元/串、田螺6元/串，而啤酒

为4元/罐。因为价格实惠，休闲广场
几乎夜夜满客，辛苦了一天的人们吃
点烧烤，听听音乐，喝上解暑的冰镇饮
料，甚是欢快。

而在北京路上的咖啡馆内，奶茶类
饮品的售价为 18 元/杯—25 元/杯不
等，茶饮品的价格为46元/壶—68元/
壶不等。坐在咖啡馆门口凉亭的岛礁
居民，在品尝饮品的同时还会点十几
元/份的薯条、脆皮香蕉、南瓜饼、榴莲
酥等小吃品尝。

为了增加收入，永兴岛的一些渔
民家庭做起了小规模的渔家乐，为岛
礁居民烹饪菜肴。记者走访渔民村发
现，在渔民家供应的菜品中，炒青菜、
豆腐、鸡蛋均为20元/盘，鱼类等海鲜
价格也较实惠。

“因为岛上的物资齐备了，我们
的菜品价格都是平价透明的，再加上
我们的海鲜是西沙出品，因此这里的
生意很好。”经营餐饮店的永兴岛渔
民说。

随着交通补给能力的增强及岛礁温室大棚等基础设施增多

三沙物资供应充足价格亲民

■ 本报记者 刘操

4月的三沙已是高温烈日相伴的季
节。每个白天，在赵述岛码头上，一位黝
黑的精壮汉子一边吆喝指挥，一边和工
人一起搬运建筑材料，沉重的钢筋在他
肩膀留下明显油污和锈迹。这个汉子叫
梁峰，是三沙赵述社区党支部书记。经
常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南端的村官，但他
说：“自己是渔民们的‘管家’，轻活重活
都要干，只有渔民舒服，岛礁越来越好，
自己才称职。”

1978年出生的梁峰是琼海潭门镇墨
香村委会锦面村人，23岁从部队退伍后，
他和父亲、弟弟一起来到三沙赵述岛捕鱼
作业，梁峰称之为“向大海讨生活”。那时
候，梁峰家搭建的房子非常简陋。“就拿一
些竹竿，还有一些海上漂来的板，随便钉
一下，就住下了。”梁峰的记忆中，风一大，
岸上的家就自个儿跑去了海里。

梁峰说，这里最难的事是缺少淡水，
南海经常会刮台风，有时一刮就影响一
个月，没有船过来给岛上的渔民补给。

“我们在村委会的旧房接一点水来喝，很
脏，也只能拿来喝。”梁峰苦笑着回忆，有
时自己一个月没洗过一次澡。

岛礁上的艰辛磨练了梁峰坚毅勤恳
的性格。因为能干事，又有部队从军经
历，2007年，年轻的梁峰被渔民们选为
赵述岛村委会主任。“村民选我，我不能
是一个摆设，要带头，只有你干多了，村
民才会支持你。”虽然收入微少，但梁峰
的干劲一点都不弱，只要是村里的事他
准是冲在最前面。

一次，梁峰和渔民们从岛外运输材料
返程，快靠近小岛时却突然狂风大作。“平
时再大浪都不怕，但那时候很害怕，货又
不是我的，是村里面的，不仅要保证人的
安全，还要保证货、船的安全。”在巨浪翻
滚的海面上，梁峰一面指挥船，一面大声
呼喊给大家提气。整整在海面上折腾了3
个多小时，船才靠岸，梁峰才松了一口气。

三沙设市后，推进岛礁环境整治。
赵述岛因为渔民常年聚居，垃圾基本上
随手丢在房前屋后，日积月累垃圾成山，
不仅又脏又臭，还招引蚊虫。梁峰瞅准
了这个难啃的骨头，想把垃圾做分类。
想法虽好可做起来不易，很多渔民不听
他的，随便倾倒垃圾。梁峰默默从自己
做起，哪里有垃圾，就到哪里捡。“时间长
了，大伙看在眼里，也跟着干，开始定点
处理垃圾，并展开了垃圾分类，有的还做
了二次利用。”

赵述岛上的渔民多年来生产生活条
件艰苦，尤其是大伙都居住在海边的沙
滩上，不仅潮湿，而且容易遭受台风的侵
袭。在管委会的领导下，梁峰就带着大
伙开始了村里最大规模的搬迁。梁峰带
领村干部挨家挨户为渔民丈量，向管委
会申请补贴，让他们安心。盖新房材料
是问题，梁峰带头前往永兴岛运来材料，
一趟又一趟。“岛礁就是渔民的家园，我
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我们在自己的
家园上生活得更好。”

发电站、海水淡化厂、管线铺设、植
树绿化……在赵述岛的诸多建设中，梁
峰也都冲在了最前面，凡事亲力亲为。
如今，梁峰喜欢站在赵述岛的环岛路上
眺望，在他眼中，远处是一片无尽蔚蓝，
低头环顾，四周翠绿尽收眼底，不知名的
小花点缀其中，别有一番韵味。

（本报永兴岛4月25日电）

赵述社区党支部书记梁峰：

渔民“管家”
助岛礁大变样

三沙人物志

本报永兴岛4月25日电（记者刘操）海南日
报与三沙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诗赞三沙”主题
诗歌征集活动启动至今，70余名读者以上百首诗
歌赞扬三沙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璀璨的历史人文，
讴歌三沙设市3年多来的建设发展成就。

本次诗歌征集，主题为“诗赞三沙”，语言要清
新明快，内容要积极向上。参赛作品需注明作者
姓名、性别、年龄和联系电话等。如有作品背后的
故事，可在作品描述中详细介绍，根据照片的情感
与故事的内容情况，我们将不定期挑选照片故事
进行刊发。

征集结束后，主办方将组织有关专家对参赛
作品评奖，并对获奖作品予以奖励。

本次活动的投稿地址是：海口市金盘路30号
海南日报社13楼，邮编：570216，同时需要注明

“三沙诗歌”字样。邮箱：sssg2016@163.com。

“诗赞三沙”主题诗歌征集活动反响热烈

百首诗歌赞三沙
本报永兴岛4月25日电 （记者

刘操）由海南日报社和三沙市委宣传
部联合举办的“发现三沙之美”手机
随手拍活动自 4月 12日启动以来，
三沙游客、岛礁居民、三沙工作者踊
跃参与，本期我们选登的作品为《永

兴岛晚霞》，作者为张帅、作品拍摄地
点为三沙永兴岛。

张帅在投稿来信中说，这张图
拍摄的是傍晚三沙永兴岛的海边，
当时是在夕阳西下后，夜幕降临前，
我与好友悠闲地漫步在海边，看到
此番美景。

“云朵倒映在海上，海水退潮后
露出星星点点的礁石，落日的余晖把

西边天际的云霞变得美轮美奂，当时
我深深地被这番美景所折服，于是拍
下了这张照片。”

此次活动的征集作品为手机上传
的图片，每幅参赛作品文件名上注明
作品名及作品描述，并提供作者的真
实姓名、手机号、拍摄地。

如有作品背后的故事，可在作品
描述中详细介绍，根据照片的情感与

故事的内容情况，我们将不定期挑选
照片故事进行刊发。

征集结束后，主办方将组织有关
专家对参赛作品评奖，并对获奖作品
予以奖励。

本次活动的投稿地址是：海口市
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13楼，邮编：
570216，同时需要注明“三沙随手拍”
字样。邮箱：ssssp2016@163.com。

晚霞映碧海 三沙美如画

本报永兴岛4月25日电（记者刘操）为摸清
三沙市岛礁医学媒介生物、植物及昆虫、畜禽类本
底情况，为三沙岛屿建立相关资料库提供科学数
据，海南检验检疫局于今年3月起在三沙市开展
为期12个月的本底调查。

3月28日至31日，海南检验检疫局三沙植物
及昆虫本底调查技术小组奔赴三沙，对永兴岛等
地的昆虫、植物进行了重点采集，并在岛上设置了
实蝇诱捕点。调查人员白天网捕采集，夜晚灯光
诱捕，初步了解了永兴岛及石岛的昆虫、植物分布
现状，采集昆虫标本800余头，采集植物样品63
个，涉及多种重要经济类群。

4月15日，海南检验检疫局畜禽类本底调查
技术小组前往三沙，对永兴岛等地的禽类进行了
重点采集。调查人员对永兴岛上禽类的血液、唾
液进行提取，检查它们的健康状况。

海南检验检疫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本底
调查，检验检疫部门对三沙永兴岛及其周边岛屿
植物及昆虫、畜禽种类有了初步了解，为防止外来
有害生物入侵，保护三沙生态安全，服务三沙绿色
发展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三沙开展检验检疫
本底调查助力生态安全

本报永兴岛4月25日电（记者刘操）4月21
日上午，中国银行与三沙市政府在三沙永兴岛举
行捐赠仪式。仪式上，中国银行向三沙市政府捐
赠100万元支持三沙岛礁绿化工程，分5年每年
捐赠5万元共25万元支持三沙教育事业。

三沙的岛屿生态环境脆弱，由珊瑚礁形成的
岛屿少土缺水，植物生存环境恶劣，但只有种树才
能防风固岛。树是岛礁的生命，岛礁绿化是保护
和改善三沙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中国银行
海南省分行副行长闫华说，参与三沙环境生态保
护，支持三沙岛礁绿化工程，是中国银行应尽的责
任。三沙岛礁上的每一棵绿树，都承载着大家对
祖国最南端领土的一片深情。

三沙市永兴学校是我国最南端的学校，从去
年10月开始招生，为在永兴岛上工作的机关干
部、驻军部队、居民、外来务工人员的适龄子女就
近提供学前、小学教育。为支持三沙教育事业的
发展，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启动“三沙市永兴学校
爱心助学项目”，鼓励和支持在永兴学校上学的学
生，克服岛上生活和学习条件艰苦的困难，帮助他
们完成求学梦。据了解，该项目自今年启动后将
持续5年，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每年向永兴学校
捐款5万元作为助学金发放给学生，项目总投入
共计25万元。

中国银行捐125万支持
三沙岛礁绿化和教育事业

■ 本报记者 刘操

第八届书香节的馥郁芳
香正飘香海南岛。隔着浩瀚
的南海，三沙这座浪花上的
城市，同样书香流韵。在永
兴社区居委会的新大楼内，
永兴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卢勒
每天会准时打开图书阅览室
的门，永兴岛的渔民们忙碌
之余纷纷来到这里品读历
史、开阔视野、学一些实用技
术，来一场知识盛宴。这只
是一个缩影，三沙设市以来，
岛礁文化设施日益完善，文
化生活愈加丰富，虽然交通
不便、生产生活条件艰苦，但
岛礁居民们对从书本中获取
知识的热情却一直高涨。

“我们这里的图书阅览室是综合性
的，书都是别人赠送的。”三沙市永兴社
区居委会代理主任冯明芳指着居委会
图书阅览室8个摆满图书的书架说，三
沙设市之后，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爱心
人士来到永兴岛赠送图书，图书的种类
日益增多，渔民们的读书热情也被激发
出来。

冯明芳最喜欢读有关海洋经济发
展、渔民生产作业方式、防风科普类等
方面的书。“我作为居委会干部，希望从

这些书里面得到启发，帮助渔民提高生
产技术，带动他们增收。也希望增强自
己的科学知识，抵御自然灾害的风险。”

在风浪大或是雨势大的天气里，不
必出海作业的渔民们都三五结伴往图
书阅览室里涌。“书就在家门口，就在眼
皮底下，与其打牌喝酒不如看书学习来
得有益、健康。”渔民们说，图书室的落

成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休闲方式。
像冯明芳一样，三沙岛礁的很多常

驻居民都有着浓厚的读书兴趣。三沙
市永兴学校成立之后，一项针对三沙岛
礁的军警民的问卷调查里，其中一个问
题是：“业余生活最需要的是什么。”很
多驻岛人员的答案都是：“希望能够有
更多的新书、好书来阅读。”

位于三沙市赵述社区居委会一楼
的图书阅览室同样每天人头攒动，岛上
的渔民、岛礁工地的工人业余生活中的
很多快乐都来自这里。“可以读红色书
籍，可以读历史文献，还可以从经济类
的书籍中了解现代企业运营的模式。”
赵述社区居委会主任梁峰说，今年，为
满足岛礁居民的看书需求，七连屿管委
会特地从海口新华书店购置了2000多
本新书补充进图书阅览室，让大家有更
多的读书选择。

4月21日，中国出版集团与三沙市
签署协议，共建中国最南端的海岛图书
馆——三沙图书馆。与此同时，中国出
版集团向三沙市捐赠首批1.3万册图
书，包括历史、文化、文学、艺术、音乐等
种类。

获赠图书的消息传开，边陲岛礁上
的居民们喜出望外。三沙警备区的涂
正军平时酷爱文学书籍，得知海岛图书
馆不久将建成，他表示：“以后，我们不
仅可以在军营的阅览室读书，更可以抽
出业余时间到图书馆去看种类更多，内

容更丰富的书籍来开阔视野、增长见
识，也更容易了解世情、国情、省情。”

《岳飞传》、《水浒传》、《传统故事精
选》……在永兴学校1楼临时摆放图书的
教室内，对历史非常感兴趣的永兴岛建
筑工人李敬义认真地翻看着。得知可以
在这里看书也可以借阅的消息，李敬义
兴奋地说：“以后工作之余有事情做啦。”

冯明芳也表示，很多渔民的孩子在

永兴学校读书，而三沙图书馆也建在永
兴学校内。日后，渔民们可以和他们的
孩子一起在图书馆里补充精神食粮。

“我们将策划举办各种引导全民阅
读的文化活动，激发岛礁之上更多人的
读书热情。”三沙市永兴学校负责人李
赞宗介绍，目前中国出版集团赠送的1
万多册书籍已经运抵学校，已开始供岛
礁居民阅读使用。未来，学校的三楼将

建成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等场所，并派
专人管理，为岛礁上的军警民提供便利
的阅读条件，满足多方面的需求。

不仅如此，三沙今年还将实现现有
居民岛礁无线WIFI全覆盖。此外，包
括“口述历史”影像库、系列纪录片、人
文图书、歌曲作品、微电影等一批文化
产品正在加快整理出版，多部推广宣传
片、影视剧、动画片、歌曲、音乐剧、动漫
游戏等系列产品也在计划中。岛礁渔
民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指日可待。

（本报永兴岛4月25日电）

到阅览室看书成为三沙常驻居民重要的休闲方式

三沙书香味正浓 岛礁文化渐丰富
南海岛礁飘书香

未来精神食粮更丰富

“发现三沙之美”手机随手拍活动投稿作品《永兴岛晚霞》。 张帅 摄

近日，三沙市永兴岛，海南检验检疫局技术人
员在采集畜禽样本。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我站在永兴岛向远处眺望
海上的船只像小蚂蚁
小蚂蚁上载着出海打渔的人
他们都是我的乡亲
正在为秋天打工
更远处是蓝天白云
蓝天白云下面有隐约的海鸟声传来
仿佛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
这样的场景，与世俗无关
它只属于辽阔的三沙
一艘渔船从我身边缓缓驶过
从船的名字看，它来自故乡潭门
我赶紧同他们打个招呼
他们的回音亲切又婉转
仿佛温暖的春风吹进我的心扉
这一刻，大海，彩云，海鸟，渔船
构成了一幅美轮美奂的图景

我站在永兴岛向远处眺望
作者：乐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