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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快讯

诗赞三沙

“诗赞三沙”活动
已收到350首诗歌

本报永兴岛5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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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近350位诗歌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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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专
业撰稿人郑名富创作诗歌《三沙，海
边的早晨》来表达对三沙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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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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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三沙之美”作品精选

三沙人物志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28年前，在海口当兵的他，毅然
写了请愿书，要求到西沙来驻守；4年
前，三沙设市，已退伍转业26年之久
的他，再次向单位递交请愿书，主动
要求来三沙驻岛。

两写请愿书，乐守天涯，“辉哥”的
故事早已在三沙岛礁传成一段佳话。

“辉哥”真名叫张文辉，是三沙海
事局一名普通干部。今年48岁的他
是湖北武汉人，至今也说不清，从内
地来的自己，对三沙和大海的这般眷
念从何而起。

“三沙像个美丽的姑娘，第一次
跟她结缘要追溯到1988年了。”张文

辉说，当时不到20岁的自己在海口
某部队服役，是个雷达兵。“有一天，
我将一张请愿书递到部队领导手中，
要求去驻守西沙，就这样来到了永兴
岛。”

当年，永兴岛条件相当艰苦，缺
电少水。这次驻岛只有三个月，吃了
很多苦头，但张文辉却把三沙牢牢印
在了自己心底。2012年，三沙设市，
已经退伍转业到海事部门多年的他，
再次萌生了要来驻岛的念头。

这是时隔24年，张文辉再次提笔
写请愿书，为了同一个方向——三沙。

恰逢三沙海事局设立，因为熟悉
岛上生活条件，张文辉很顺利成为其
中一员。然而，顺利的背后却是张文
辉对家庭的深深愧疚。2012年，张
文辉的女儿正上高二，面临学业压
力，女儿多次表示不想让他去。

犹豫，再犹豫，张文辉还是决定
走。“知道我怎么走的吗？我偷偷地，
趁着女儿住校期间，登船上了永兴
岛。”言语间，这个48岁的汉子用双
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张文辉真的愧
疚了：“这么多年，我不是个令女儿满
意的父亲。”

带着对女儿的思念，张文辉全身
心投入工作。三沙设市以来，三沙海
事局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三沙辖
区行使海事管理职责，积极开展海事
监督管理工作。他牢牢记住自己的
使命：巡航执法、海上搜救。

2013年，强台风“蝴蝶”正面袭
击三沙市，6艘渔船沉没，52名渔民
失踪，80多艘渔船受损搁浅。随即，
在祖国最南端的西沙海域，一场海陆
空立体搜救行动展开，张文辉便是其
中一员，期间，他被玻璃砸伤手臂，但

却坚持不下火线，连续6天6夜，协调
船舶开展救援工作。

张文辉说，在三沙海事局工作，
每15天算一个班次，每次都能遇到
一两次搜救任务。据了解，近年来，
三沙海事局大力推进辖区应急处置
能力建设，不断提升三沙海上搜救分
中心装备实力，去年成功救助了58
名海上遇难游客或渔民，救助成功率
达到100%。

多年来，张文辉和他的同事们，
用自己的奉献，在守护海上航行安
全，保护海洋环境、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积
极贡献。

三沙还有很多像张文辉一样
的奉献者，在他们的血液里，“爱岛
如家、乐守天涯”的西沙精神涓涓
流淌……（本报永兴岛5月23日电）

退伍老兵张文辉数十载的三沙情：

两写请愿书 两次守三沙

■ 本报记者 刘操

隔着浩瀚的南海，三沙这座浪花
上的城市，同样歌舞相伴，书香流韵。
设市三年多来，三沙一直重视文化的
挖掘、宣传和弘扬，诸多的文艺演出、
书画活动等被引入岛礁。图书室、图
书馆加快建设，“全民阅读”成为岛礁
新风尚……

日前，三沙举行建市以来首次以
文化为主题的研讨会，邀请我省文化
宣传的行家，从文化宣传、创意等方面
把脉建言，为三沙维权建设、文化发
展、宣传报道出谋划策。

三沙文化发展渐入佳境

物质生活条件愈发完善，文体生
活越来越丰富，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三沙岛礁上的文化建设也在不断发
展，展示“幸福三沙”的风貌，更让居民
切实体会到这4个字的内涵所在。

“三沙没有本土的文化名家，但三

沙是一个对文化名家很有吸引力的地
方。”在三沙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黄
晓华看来，三沙开展文化工作“请文化”
非常重要。三沙设市以来，先后邀请和
组织中国文联、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到三
沙市岛礁开展文化慰问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月，中国出
版集团与三沙市共建三沙图书馆。今
后的每一年，中国出版集团都会向三
沙岛礁捐赠一批精品图书。

面对有着悠久、厚重而灿烂的文化，
三沙在设市后在“寻访”“征集”文化上下
了不少功夫。设市之后，三沙先后举办

“三沙梦·中国心”三沙歌曲、诗歌、图片
征集活动，“寻到”许多优秀的文化作品。

不仅如此，三沙还持续开展“见证
波澜岁月”三沙史料史实寻访活动。
其中包括与中央新影集团合作打造三
沙“口述历史”工程。

弘扬三沙社会正能量

如何立足于三沙的实际，策划更

有特色、更有影响力的文化宣传活动，
开发更有创意、更受大众欢迎的文化
产品成为研讨会热议的焦点。

新华社海南分社社长凌广志表
示，大学生是海洋强国战略的生力军，
可以在全国高校做一些关于三沙歌
曲、图片展的策划，将其作为宣传三
沙、强化海洋强国的一个很好的抓手。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副社长、总经
理翁朝健表示，三沙建设后3年多来
变化巨大，很多三沙曾经的建设者、老
渔民对三沙的变化感受一定会很深
刻。“如果把这些人请回来，让他们述
说三沙的巨变一定会很精彩。”

海南日报高级记者、省摄影家协
会主席、国务院特贴专家王军认为，可
以借鉴三沙荣誉市民的做法，对拍摄
三沙珍贵、有意义老照片并愿意提供
给三沙的人授予“三沙摄影师”称号。

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卫
淑霞也考虑做一些关于海洋文化的普
及读本，涵盖青少年、小学生等人群。

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表示，三

沙文化宣传要深刻领会中央对三沙战
略决策的意图，紧密围绕三沙军民如
何落实国家战略，在一片浩瀚的南海
工作、生活、劳动、建设，多挖掘这方面
的素材更加能弘扬社会正能量。

融入创意打造特色文化产品

“要让创意的氛围融入到三沙每个
工作者的血脉里、思想里。”肖杰要求，
自觉按照创意思维做工作，这也是三沙
精气神中创新的一种体现，使到三沙的
工作更加充满着生机、充满着活力。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三沙草帽、冰
箱贴等系列旅游纪念品受到代表热
捧。黄晓华介绍，近年来，三沙不断寻
求好的创意，打造特色文化产品。与
此同时，三沙市工商局积极向国家申
请注册岛礁地名商标。目前已有281
个岛礁的2952件商标被核准。

三沙特色文化产品的特征在哪
里？肖杰认为，三沙让全国人民感受
到这片祖宗海的神圣、神奇和神秘，正

是这种独特性，三沙文化宣传创意工
作才会更有作为和发展空间。“三沙任
何纪念品、文化产品，如果脱离了三沙
的神圣，就显得不庄重、不庄严，就站
不到国家大局的高度上。”

“更路簿是祖宗海的见证，把更路
簿做好了也就是保护了祖宗海。”翁朝
健表示，海南日报今年拿出100万元
开展更路簿的传承工作，希望三沙市
委市政府也能够一起投入到更路簿的
传承工作中。通过网络新媒体等科技
手段，传播给侨二代、侨三代，让他们
永远记住南海是我们的祖宗海。

南海网首席执行官韩潮光认为，
国人对三沙的关注度之高、爱国情绪
之高涨令人震撼。南海网联合国内
40多家网站进行微博直播岛礁升旗，
三天时间两个多亿的点击量。“通过这
件事，我们应该去好好思考三沙的文
化创意宣传工作制高点在哪、在国家
海洋公园建设中寻找三沙文化创意结
合点等。”

（本报永兴岛5月23日电）

组织系列精彩活动、策划特色文化宣传、凝聚创意打造特色产品

正能量创意连连 三沙文化热潮涌 三沙与省委党校
签订合作协议
将在办学、科研等方面开展合作

本报永兴岛5月23日电 （记者刘操）今
天，三沙市与海南省委党校合作启动仪式在海
口临时办事处举行，这标志着三沙市在维权维
稳，岛礁特色党建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又有了
新的进展、新的创意。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办学、培训、科研、干部
双向挂职等方面开展合作，如将在三沙设立“中
共海南省委党校三沙教研基地”，围绕三沙市重
点工作，协助三沙市办好各类培训班；根据三沙
市提供的科研方向，省委党校组织科研力量围
绕三沙市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协助做好
科研申报、立项工作；双方可以根据需求，互派
干部、教师到有关岗位挂职锻炼等等，实现优势
互补、互利共赢。

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表示，三沙市与省
委党校签订合作协议，将进一步推进三沙的特
色党建工作。党建工作是党的第一工程，设市
以来，三沙在政权建设、基础建设、民生建设，以
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所取得突破性进展，这
与加强党建工作密不可分，下一步要不断加强
基层党建工作，在浩瀚的祖宗海上实现党校远
程教育培训，让维权工作迈向新的台阶。

肖杰指出，深化双方合作，将进一步提升三
沙干部的素质和精气神，通过加强培训，凝聚三
沙精气神，用“忧国、为民、实干、创新”的三沙精
气神武装每一位党员干部，着力改善岛礁军民
生产、生活条件，体现国家尊严。他提出，要加
强干部、人才培养，为三沙的发展，维权建设提
供“智库”和人才的支持。同时，希望省委党校
能够充分发挥党建工作的“智库”作用，深入三
沙开展针对性的调查研究，为建设“海洋强国”
献计献策。

三沙将组织系列
文化主题活动

本报永兴岛5月23日电 （记者刘操）今
天，记者从三沙市委宣传部获悉，三沙市将在设
市4周年期间到今年底前开展一系列文化主题
活动。

其中包括开展“印象·祖宗海”三沙图片征
集评选活动；中国出版集团签约作家三沙行活
动；与中央数字频道书画频道合作，组织全国著
名书法家三沙行活动；与北京市东城区文委深
化合作，开展工艺美术大师创作培训三沙行活
动；与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报合作，打造中
国摄影家协会创作基地；举办三沙歌曲音乐会
等。

三沙市综合执法支队
开展封闭式训练

本报永兴岛5月23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
员彭子娥）“立定、稍息、齐步跑……”“一、二、
三、四、一二三四……”整齐有力的跑步声，高昂
铿锵的口号声穿过微露的晨曦，在三沙民兵训
练基地上回荡。5月16日始，三沙市综合执法
支队开展了为期5天的封闭式训练。

训练期间，每天清晨6时半，伴随着清脆的
哨音在操场响起，身着黑色训练服的40多名参
训人员迅速集合，在教官的口令下晨跑、出早
操，精神抖擞地拉开一天的轮训任务，然后各自
整理内务、列队训练。

这次参训学员的年龄从23岁到50多岁不
等，但无论是烈日当头，还是星空伴月，他们忘
记年龄、忘记身份，即使脚上磨出了泡、正步踢
麻了腿，站军姿时累酸了腰，他们始终坚持不
懈、士气高昂。

波涛一阵阵 从远方涌过来
浓浓的晨雾 被清泠泠的风儿吹开
珊瑚礁一个个
如玩皮的小猴不停地晃动
港湾将腰伸
顺着金黄的沙滩像蛇爬行
鱼群把潮闹 激起浪花几米高
椰树、棕榈树一排排
摇得翠绿滚滚流
鸥鸟一声叫 杲杲的暾阳跃出水
座座岛屿 似出浴的新娘
霎时 都是霞光满布
在一片赪红赪红里
东西南北中 船舶一艘艘
汽笛呜呜响 回荡于九霄
人们把网撒 笑语飞扬扬
啊 三沙！ 你早晨的海边
真是诗、真是画、真是音乐
叫谁看见了都感触不已、都动情不已！

本报永兴岛5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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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
们选登的作品为《赶海人与南海落
日》（上图），作者为刘小利，作品拍摄
地点为三沙永兴岛。

刘小利在投稿来信中说，5月10
日傍晚，在三沙永兴岛完成了当天的
采访任务后，自己与刚刚下班的三沙
人民医院的医生护士一起到永兴岛

海边赶海，照片是在我们抵达永兴岛
民用码头附近海边时，在夕阳西下时
分拍摄的。

“永兴岛在三沙市设市后，生活
越来越方便，但对于常年驻守岛上
的三沙市民来说，在这里的生活比
我们想象的要更为丰富，其中赶海，
便是三沙永兴岛市民酷爱的一项活
动。每个月总有几天遇到大退潮，
这时候也是三沙市民出海赶海玩乐
的好时机。上苍赋予了南海海域丰

富的渔业资源，即使是赶海玩乐的
市民，也能在一个傍晚收获各类海
鲜、贝类。这张照片正是三沙市民
在退潮后赶海时拍摄的，一位赶海
的女孩在落日余晖下等候伙伴。”刘
小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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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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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海人与南海落日
赶海人与南海落日。 刘小利 摄

三沙举办社区两委干部换届选举培训

让基层战斗堡垒
更加稳固

本报永兴岛5月23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
员洪媛媛）5月19日，三沙市2016年社区两委
干部换届选举培训班开课，对社区居委会骨干
人员进行为期3天的换届等知识培训。

培训班邀请了海南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处和
社区建设处的专家，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
设工作的意见》《海南省救灾款物使用管理暂行
办法》等知识进行培训，专家还就我省换届工作
当中应注意的事项、省减灾救灾管理规定和相
关知识、基层党支部改选及相关知识进行了专
题授课。来自永兴、赵述、晋卿等9个社区居委
会的26名骨干参加此次培训。

三沙市有关负责人指出，社区两委作为政
权的基础组织，在三沙市维权维稳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做好社区两委干部换届选举是增强基
层组织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前提。要通
过社区两委干部的换届选举，不断提升社区建
设的水平，把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带
动渔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基层稳定的坚
强战斗堡垒。

三沙，海边的早晨
作者：郑名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