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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快讯

诗赞三沙

“发现三沙之美”作品精选

三沙人物志

■ 本报记者 刘操

白沙千里的海滩、崭新明亮的办公
楼、海岛别墅般的渔民定居点、绿荫如
盖的岛洲植被、渔民微笑着的黝黑面庞
……4月28日，来自北京的艺术家们登
上三沙赵述岛，由衷地感慨这片热土和
清澈海疆的绚丽多彩。

赵述社区党支部书记梁峰早已习惯
了这样的赞叹，在他心目中，渔民们的幸
福之路已经开启，那个曾经是“垃圾围
岛”、水电匮乏之地的赵述岛已成历史。

“自来水流了起来，路灯亮了起来，
航道通了起来，菜种了起来，树长了起
来，网络通了起来，老百姓笑了起来
……”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用七句
话概括赵述岛的巨变。

治环境 搬渔村
给渔民搭起舒适家园

赵述岛是三沙七连屿居住渔民最
多的海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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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连屿管委会副主任黎明2014年
刚刚来到赵述岛工作时，绕着赵述岛走
上一周，发现这里到处堆积着海上捞上
来的各式各样的贝壳。“渔民将螺肉取
走就堆起来，下雨后就会流出污水，再
到太阳下暴晒，气味刺鼻。”

2014年7月，三沙市成立七连屿工
委、管委会，改善岛礁居民居住环境成

了头等大事。蓄水罐旁堆积的几十吨
螺壳，每一铲子铲下去，都臭气扑鼻，蟑
螂蚊虫蜂拥而出。工委干部带着渔民
站在垃圾堆上，也不顾得往脚上爬的蟑
螂和虫子。

“岛上的环境卫生一天一个样。”黎
明说，半个多月下来，大家共清理了社区
5个大型垃圾点，足足用手推车装了500
多个来回，岛上的“脏乱”问题解决了。

曾经的赵述岛，岛上几乎没有像样
的建筑，西部是一片海滩地，集中居住
着渔民，数十座矮小简陋的毛毡房杂乱
地围出小村落来，道路都是迂回小道，
错中交叉，照明电路像蜘蛛网一样。

64岁的琼海潭门老渔民陈民监在岛
上生活16年，此前一直是用木板和油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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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决岛礁渔民居住问题，赵述岛
开展了大规模的渔民搬迁。村干部挨
家挨户为渔民丈量，向管委会申请搬迁
补贴，让渔民安心。盖新房材料是问
题，在管委会的协调努力下，村干部带
头前往永兴岛运来材料，一趟又一趟。
一个月时间，赵述岛就拆除了90栋大小
房屋，拆除面积达1726.7平方米，建设
用地上的39户渔民全部搬迁到指定的
临时居住区。

去年“五一”，赵述岛居民点项目首
批27套居民房开工建设，如今，9栋渔

民楼已初显雏形，7栋已经封顶，渔民们
期盼的乔迁之日已为期不远。

修道路 通水电
畅通渔民回家路

在梁峰十几年的驻岛记忆中，生活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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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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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赵述岛渔民都
有过这样的经历：“因没有淡水，喝雨
水、用雨水成了没法选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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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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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补给也是赵述岛曾经的难
题。建设赵述岛简易码头时，渔民们主
动轮番潜水下海作业，仅用半个月时间
挖出了600立方米的港池，仅用一天时
间，将50多根钢管一锤一锤打入海底，
铺上60多块木板，建起了一个临时停靠

码头。从此，人们再上赵述岛，再也不
用涉水上岸，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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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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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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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环岛路两旁
2.2千米的杂草也被修整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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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灯亮走，我们就可以回家
了！”璀璨的灯光为在风浪里耕海归来
的渔民照明了回家的方向。

绿岛礁 引文化
渔嫂跳起了广场舞

如今的赵述岛，环岛路两侧景观树
木郁郁葱葱、错落有致，岛上生机无
限。在烈日炎炎的时候，渔民们喜欢在
树荫下搭起吊床，打上一个盹儿。

“新种植的千余棵椰子树在海风中
沙沙作响，长势非常好。”七连屿工委书
记王春说，如今的赵述岛上植被种类越
来越多，连今年新种植的针叶樱桃都已
经开了花，一片片绿色耀人眼目。

今年春节，七连屿工委又创新性地
启动“互联网+”行动，通过网络认领认
养500多棵椰子树，将全国人民对三沙
的热情化作片片绿荫，美化、绿化赵述
家园。环境好了，“海鸟不登赵述岛”成
为了历史，在环岛路上转上一圈，不时
会发现白鹭的踪影。

丰富岛礁渔民业余生活也在如火
如荼地开展。赵述社区居委会一楼的
图书阅览室里每天人头攒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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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峰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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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连屿工委还购置了音响设备，组
织渔嫂跳起了广场舞，使祖国最南端的
广场舞成为七连屿的一张“文化名
片”。为尊重居民文化风俗，工委还帮
助渔民新建了岛礁“兄弟庙”、“土地
庙”，供渔民们在特殊的日子里进行祭
祀。

海岛生活，无拘无束。为了把赵述
岛建成文明的家园，工委给每户渔民家
里安装了水表、电表，在一定额度内免
费，超出部分实行阶梯式收费，“逼”着渔
民养成了节约资源的良好习惯。工委以
此为突破口，制定《文明公约》，并将具体
内容写在一块大牌子上，立于综合楼前，
供渔民们学习并对照自己的行为，一股
文明新风在赵述岛上吹拂不息。

（本报永兴岛5月2日电）

治理环境 完善设施 绿化岛礁 丰富文化

美丽蝶变赵述岛 渔民畅享新幸福
三沙市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部署会议

开展“两学一做”
争创“四个典范”

本报永兴岛5月2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员
洪媛媛）4月29日，三沙市召开“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部署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省委有关会议精
神，部署安排三沙市“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
会议要求，要将“两学一做”和三沙维权、维稳、保
护、开发紧密结合，营造出人人争当党员标兵、事
事争创“四个典范”的良好氛围。

结合三沙工作实际，会议就三沙市下一步开
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出了10项措施：一要
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二要坚持从实际出
发，分层次、分类指导，典型引路，根据不同的党
员群体、领导机关、党员干部，作出不同安排；三
要围绕学习方案、计划和主题，进行入脑、入心
的学习，做到内化于心，外践于行；四要结合实
际，创新方式，在岛礁上、渔船上、交通船上讲党
课，在风浪里讲党课；五要按照要求召开党支部
专题组织生活会；六要按照要求开展民主评议党
员活动；七要鼓励大家立足岗位作贡献；八要履
行好主体责任，层层落实；九要强化组织保障，
抓好当前“两学一做”的学习和准备工作；十要
结合三沙市岛礁建设管理、渔船管理运行、争创

“四个典范”等各项中心工作，开展好“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并通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
中心工作的开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会上，三沙市还启动了“三沙e支部”微信平
台。据了解，“三沙e支部”微信平台开辟有“学党
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等栏目，该
平台可以创建会议群，召开网上会议，也可以通过

“在线考试”栏目参加党的知识考试。

本报永兴岛5月2日电 （记者刘
操）4月27日，2016年“春雨工程”文化
志愿者边疆行——北京市东城区与三
沙市文化交流活动在永兴岛拉开序幕，
15名艺术大师展示技艺、赠送作品，与
驻市军警民交流文化，为三沙这片渴望
文化滋养的热土洒下“甘霖”。

雕漆技艺、北京玉雕、北京绢人、
“葡萄常”料器、北京面人……在永兴
岛的活动现场，来自北京市东城区的
文化志愿者现场为驻市军民展示技
艺，并将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钟连盛
的景泰蓝富贵观音瓶、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常弘的葡萄料器以及著名书

法家张广志的国画作品等十五件艺
术作品，捐赠给三沙市。曲艺表演艺
术家为岛礁居民表演了精彩的相声
和快板。

北京市东城区还组织艺术家们与
驻市部队进行交流，向驻市部队赠送了
100万元慰问金。

4月28日，文化志愿者、非遗传承
人走进三沙市永兴学校，教学生们捏面
人、做毛猴、扎风筝，给孩子们上了一堂
生动的艺术实践课。

“相传道光年间，在北京宣武门外
骡马市大街有一家名为‘南庆仁堂’的
药铺……”上午9时，毛猴制作技艺人

肖静来到永兴学校幼儿园大班的课堂
上。“这是蝉蜕，用来做小猴子的头和
四肢，这是辛夷，也就是玉兰花苞，是
做小猴子的身体。”肖静一边给孩子们
发制作毛猴的材料，一边仔细讲解每
种材料的用法，手把手教孩子们粘毛
猴的技巧。

在永兴学校小学部，北京面人的传
承人彭小平教师生们捏小狮子。“捏面
人的手法讲究捏、搓、揉、掀，最常用的
就是圆形、水滴形和面条……”彭小平
从捏面人的基本功教起，带着孩子们
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捏面人的魅
力。 一根牙签、一个底座、几团彩色

面团，在彭小平和师生们的巧手下，仅
仅十多分钟一个个可爱的卡通狮子就
做好了。

三沙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艺
术大师的技艺展示，将使地处偏远岛
礁的三沙军民长见识、开眼界，使祖国
南、北之间的文化在这里得以交流、交
融、交汇，同时通过文化交流活动，使
北京市东城区与三沙市增强友谊，增
进了解，为双方下一步开展更广泛和
深入合作奠定良好基础。希望北京市
东城区与三沙市不断加强合作与交
流，共同推动三沙市的文化建设水平
再上新台阶。

渔家乐卖渔货
银屿渔民喜增收

本报永兴岛5月2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员
洪 媛 媛）“这是什么鱼干？”“这串手链多少
钱？”……4月15日上午，北部湾号邮轮照例停泊
在三沙市永乐群岛海域，船上的300多名游客登
上了银屿。

小海参干150元/斤、大海参干400元/斤、腊
鱼干60元/斤……这些平时收购时很难卖出这个
价格的渔货，此时已经成为游客们的抢手货。在
渔民李遴君的渔摊上，仅十几分钟，上百斤渔货就
被游客“洗劫一空”。

北部湾号每月前往西沙海域五六次，每个航
次游客们都有半天时间在银屿观光、吃渔家乐，购
买渔货。过去渔民很难卖出好价钱的渔货，现在
有了游客的到来，经常是供不应求，渔民在偏远的
岛礁上有了好收入。因此，每当北部湾号的游客
们到来时，渔民们就会在门前的长桌上摆满渔货
和各种工艺品。仅这半天时间，每个摊位平均收
入就在3000元左右。

李遴君说，北部湾号以及以前的椰香公主号，
给渔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每户居民每月收
入要比过去至少增加5000元到8000元。

这是世上最美的海
碧波无垠
水天一色
百鸟翩跹

这是世上最美的岛
磐坚湾柔
沙细浪白
绿影婆娑

这是世上最美的人
烈日风暴
军民并肩
守护圣土

从三沙风景的明信片里
我读懂了她的美
从潭门渔民黝黑的脸庞上
我领略到耕海犁浪的苦乐
榆林港的汽笛声声
昭示着当代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岛礁卫生员李海云：

希望一年365天
渔民小病不出岛
■ 本报记者 刘操

去年1月，做了十几年渔民的李海
云有了一份新的工作。在赵述岛居委
会办公室里面，穿着整洁的她作为岛礁
上的“赤脚医生”，每天在此坐诊给渔民
看病开药。

李海云今年38岁，11年前和做渔
民的丈夫来到赵述岛生活，丈夫下海作
业捕鱼，她负责开船。

2014年，七连屿管委会进驻赵述
岛，“改善渔民生活，建立岛礁卫生室，
使百姓小病不出岛便能得到医治”被提
到了议程。当时，已经是赵述社区居委
会委员的李海云被选拔到海口，在海医
附院里接受半年的培训。

“政府免费送我们去学知识，我们都
很高兴，家人也非常支持。”在海医附院
里，李海云听老师传授医术，她逐渐掌握
了如何用双氧水给擦伤的人消毒，如何
给昏迷的人做心肺复苏、人工呼吸，更加
清楚了一些常见病的病症和治疗方法。

2015年1月，李海云“学成归来”，
她和另外一名岛礁卫生员开始为筹办
卫生室做准备。为了采购药品，她们要
乘坐冲锋舟前往永兴岛的三沙市人民
医院。最开始对使用体温计、血压仪等
医疗器械不习惯时，李海云还会给远在
海口或是永兴岛的专业老师们“去电”，
电话里，老师一边教，她一边操作。

岛礁上最常见的病情是感冒、拉肚
子、挫伤。九九颗粒、感康、整肠丸、双
氧水……每当渔民发生病情，李海云都
能准确地掌握病人的情况，给出对症的
药物进行治疗。“我们虽然不是专业的
医生，但是我们会想尽一切让渔民尽快
减轻病痛，如果我们治不了，就会立即
和永兴岛的医院联系”。

赵述岛的卫生室和城市的大医院
一样，需要有卫生员365天值班，他们的
工作更是延伸到了24小时里面。一次，
已经深夜12点多，刚刚进入梦乡的李海
云接到渔民的电话，自己被骨头扎到了
脚趾，希望她能过来帮忙处理下。李海
云立刻收拾起床，一路小跑到渔民家里
给他包扎、消毒。

去年是李海云登上赵述岛驻岛时间
最长的一年，一整年有303天在岛上工作
生活，连春节也没回家。“我们这里平均一
天会有10个人来看病，渔民们晚上11点
左右来拿药也是正常的。”李海云说，自己
时刻感到责任在肩，所以尽可能多地留在
岛上，这样有人生病可以照顾。

工作之余，李海云还会根据海岛不
同季节的气候特点，走进渔民家里告诉
他们如何预防常见病。岛上有时流感
病例增多，她会叮嘱大家多喝凉茶、板
蓝根颗粒，预防感冒。天气持续高温炎
热，她会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保证
体力再去工作。

“一个合格的医务人员学几年时间
都不够，我也要加强学习”。李海云给
自己制定了目标，她希望通过不断学习
和求教，让自己的医术迅速提升，既可
以帮到小岛上的人，也可以最终实现

“转产转业”。
（本报永兴岛5月2日电）

本报永兴岛 5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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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随手拍活动继续火热进行中，本
期选登的作品为《赵述岛岸边》，作
者为白政豪，作品拍摄地点为三沙

赵述岛。
白政豪在投稿来信中说，这张图

片拍摄的是清晨时分的三沙赵述岛
的岸边，当时蓝天白云下，几艘渔船
飘荡在清澈的海水里，岸边的草海桐
将这样的美景定格出来。“当时，刚刚
开始一天的工作，看到这样美的景
致，整个人都变得神清气爽起来，而
其实这只是三沙诸多美景中的一个

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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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将不定期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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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赞三沙”主题诗歌
征集活动持续火热

本报永兴岛5月2日电（记者刘操）上周，海
南日报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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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30余名读者发来数十
首诗歌赞扬三沙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璀璨的历史人
文。本期选登的作品为《三沙美》，作者为林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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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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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清赵述岛 翠绿静人心

2016年“春雨工程”文化志愿者边疆行

为三沙洒下文化甘霖

“发现三沙之美”手机随手拍活动投稿作品《赵述岛岸边》。白政豪 摄

三沙美
作者：林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