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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快讯

诗赞三沙“发现三沙之美”作品精选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初夏的夜晚，在我国南海深处的
华阳礁和赤瓜礁上，两座巍然矗立的
灯塔发出射程达22海里的光束，刺破
静寂黑暗的海面，伸向远方……它们
被亲切地称为守护南海的“平安灯”。

在赞誉背后，有一群平均年龄不
过30出头的年轻团队始终如履薄冰，
像守护生命一样呵护着这两座灯塔。

他们，就是被称为“天涯标兵”、在
南海最深处守护平安航程的西沙南沙
航标处南海灯塔建设团队。获悉该团
队获评“2015年度海洋人物”后，他们
周边的人们说：“他们无愧于荣誉！”

为了同一个方向

南海，是全球海上交通最繁忙水
域之一，民用导航助航设施建设显得
尤为重要。2013年，南海航海保障中
心从西沙永兴岛出发，一路向南，大力
推进“航保南进”，设航标、绘海图、建
基站、点灯塔……西沙南沙航标处南

海灯塔建设团队就在那时正式组建。
今年32岁的习诗富是湖北襄阳

人，在团队成立之际，就加入西沙南沙
航标处南海灯塔建设团队。“也许很多
人不知道我的工作是干什么的，但我
觉得它意义重大。”习诗富说。

三沙水域航保建设和值守工作，要
求每一个团队成员都能够熟练掌握各
种航标科技。

何明爱是这个团队的领头人，也
是首批驻守永兴岛的航标技术骨干，
参加工作以来，主动参与航标新标准
的制定，认真钻研航标科技创新研发，
并获得国家专利，如今仍然奋战在航
海保障建设一线；

程洪是南海航海保障中心下属最
大的广州航标处的技术骨干，由于专业
水平过硬，航标管理经验丰富，当年8
月，他率队开展西沙水域5个灯塔（桩）
建设勘察选址就取得了显著成果；

隋永举、左敏、常鹏……这样的例
子还有许多，他们在三沙航保建设的
热潮中，坚定选择了同一个方向，加入
到南海灯塔建设团队中，担负起守护

平安航程的神圣使命。
“在航海者眼中，灯塔就是‘海上

平安灯’。”西沙南沙航标处航标科副
科长石峻峰说，当灯塔点亮的那一刻，
团队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克服困苦点亮灯塔

三沙水域海况复杂多变，经常大
风浓雾，岛上高温、高湿、高盐、高辐
射，长期缺淡水、缺蔬菜，生活设施极
不完善，要在这里设航标、建灯塔，必
须比在沿海海上作业付出百倍艰辛。
但常人眼里难以忍受的困难，在他们
身上却似乎根本不存在。

去年7月，华阳灯塔、赤瓜灯塔建
设进入封顶阶段，西沙南沙航标处灯
塔建设团队，受命执行灯器安装和灯
塔值守任务。在行船奔赴南海的路
上，水域海况复杂，正遇8月南海台风
期，狂风肆虐，巨浪汹涌，把船一会儿
抛向天空，一会儿沉到海底。

“在船舱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因晕船
而呕吐。”石峻峰说，经过2天3晚近1000

海里的海上航行，他们才到达华阳礁和赤
瓜礁，开始执行灯塔灯器安装任务。

在灯塔建设的现场，灯塔灯笼为密
闭施工，每天在高达45度以上的灯笼
中安装调试灯器，不到十分钟，每个人
都是汗如雨下，灯塔建设团队实行两班
轮换，一干就是好几个星期，每天晚上
回到宿舍，大家身上都是汗渍累累、盐
渍斑斑……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直
到两个灯塔的灯光调试到最佳状态。

功夫不负苦心人，不仅仅是这两
座灯塔，近年来，团队取得了累累硕果
——经过效能改造，老旧航标焕然一
新；重新测绘永兴岛港池海图，保障

“三沙一号”轮安全进港；新建永兴岛
综合码头临时导标和晋卿岛、北礁东
等四座灯桩……

“我们都是三沙人”

永兴岛周边水域岛礁密布，对于在
这片海域耕海牧渔的人们来说，水路交
通是最重要的出行方式，保障航行安全
就是为这里的居民“修好出行的路”。

深知肩上的重担，西沙南沙航标处
的灯塔建设团队进驻永兴岛之后，除了
完成港池航标效能改造，还积极融入岛
上生活，与驻岛官兵、政府人员、岛上居
民打成一片，主动走访当地渔民，努力
了解渔民兄弟需求，为大家解决困难。

在永兴岛新综合楼建设期间，何
明爱带着“天涯标兵”队员们连续三
天，帮助永兴岛综合事务管理局做好
大楼装修清理，耐心细致的工作得到
一致好评。

在台风“威马逊”途径永兴岛的日
子里，成员们顶风冒雨，赶在台风登陆
来临之前，帮助驻岛单位加固岛上设
施设备，和驻岛人员一起分享剩余不
多的补给食物和饮用水，与当地居民
一起搭起防风避难所，帮助渔民尽量
挽回因台风造成的经济损失。每次有
新的补给到达，他们也总是第一时间
和岛上居民分享。

“把别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
我们都是三沙人。”这句话如今已经成
为团队成员的口头禅。

（本报永兴岛5月30日电）

向着同一个方向，年轻的“天涯标兵”担负起守护平安航程的神圣使命

南海深处“点灯人”

■ 本报记者 刘操

在三沙赵述岛的东面，有一片银
白色的细沙滩，透过清澈的海水美丽
的珊瑚清晰可见。这里，是渔民的乐
园，每当夕阳西下，72岁的老渔民麦
运潘总喜欢提着箩筐到这里来，像过
去50多年一样，辛勤耕海，享受海洋
的馈赠。

数十年痴迷这片蔚蓝

麦运潘出生在潭门镇草堂居委会
一个渔民世家，15岁就跟随叔父出航
捕渔，远行南沙。

坐在岸边的石头上，翻开三沙地
图，麦云潘告诉记者：“南海的各个角
落我们都去过，哪里鱼多，哪里可以抓

到什么鱼，我们了如指掌。”
第一次潜到海底，麦运潘眼中的

海底世界斑斓奇妙：“南海的海洋生物
非常多，不仅仅鱼类有上百种，你一个
晚上随随便便就能捞一筐海参。”

潭门渔民耕作南海最擅长的是夜
潜，麦运潘也不例外，年轻时的夜晚，
他会穿上潜水服，带上鱼叉、网兜、手
电筒，从船上跳入海中，奋力潜入约30
米深的海底，对猎物精挑细选，捕捞海
珍。

“在蔚蓝色的大海上，看到翡翠般
的岛礁，你所有紧张、孤独、不愉快就
会一消而散。”麦运潘在20多年的海上
作业时光里，遇到过很多次大风浪，但
自己从未改变过初心，坚持每年出海。

1994年，长年出海作业的麦运潘
积累一定的资金，和亲人合伙购置了
一艘渔船，结队远行南沙。但遭遇海
上事故，连船带工具损失了60多万
元。那是一次惨痛的遭遇，一贫如洗

的麦云潘不想放弃自己的职业，最终
选择到七连屿的赵述岛讨生活。“有渔
民长期驻守赵述岛，我也跟着去了。”

精湛捕鱼技艺亮西沙

“刚上岛的时候体力好，在海上圈
起八卦网，在网心追着捞鱼。”在赵述
岛上，当时已经年逾50岁的麦云潘一
点不比小伙子差，潜水、捡螺、撒网、钓
鱼，样样精通。麦云潘的特长是懂得
根据潮水的起落选择下网收网，一般
一天的海上作业下来，他网兜里的鱼
都会比其他渔民更丰富。

后来，麦云潘的年纪逐渐大了，选
择较为轻松的“行盘”作为自己的捕捞
作业方式，在岛屿附近浅海的礁盘上，
他一边行走一边寻找捡拾公螺和割
蚵，有时候也会用一根一米多长的鱼
枪去刺中水中的鱼。

每天黄昏，站在赵述岛的岸边，望

向外礁盘的海面上，麦云潘总是行走
在没过膝盖的水里，用一根绳子将两
个漂浮在海上的筐子连在腰部，人一
走，筐子也跟着人的方向在“走”。

回到家后，他又会坐在岸边水里，
放下小刀，摘下水镜，然后将两个筐里
的公螺、红口螺等各种渔获逐一分
类。麦云潘会将分好的螺放回筐里，
又放回到海边的浅水里养着。“现在每
天白天出海，傍晚的时候偶尔在沙滩
边上下网，一天可以赚到100元。”麦
云潘对“退休后”的工作很满意。

忠实的南海守礁人

一年又一年，麦运潘已经成了赵
述岛上年龄最大的渔民，和儿子儿媳
一起居住。偶尔，他也会坐船回家探
亲，但更多的时候他就生活在赵述岛，
最长的时候1年半的时间也不曾下
岛。

七连屿工委成立后，渔民村整体
搬迁，麦云潘住进了崭新的油毡房，
原来的两间珊瑚石屋空了出来，工
委希望借用他的石屋开一个摄影
展，老麦二话没说，无偿提供出来。

“政府把石屋收拾得美，我看着也舒
服。”老麦说。

长年生活在西沙，麦云潘深爱着
这片养育他的祖宗海，而他自己也成
为了忠实的守礁人。

15年前，他独自一人前往西沙洲
附近海域作业，登岛时遇到了3名外
籍可疑人员。“他们登上我们的岛，还
想闯进我们的灯塔。”机智勇敢的麦云
潘对外籍人员打起手语，警告他们，岛
上有守礁人，你们不要靠近。最终，可
疑人员被吓跑。

一天天变老，工委的干部劝老麦回
家“安享晚年”，老麦不愿意。他说：“我
在南海生活习惯了，这里就是我的家。”

（本报永兴岛5月30日电）

72岁的麦运潘已深耕南海五十余载

“最老”驻岛渔翁的“不老”三沙情

本报永兴岛5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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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港湾》，
作者为王虎，作品拍摄地点为三沙
永兴岛。

王虎在投稿来信中说，在三沙

工作的一天傍晚，结束了一天的工
作，独自一人散步至永兴综合码
头，热浪还未退去，斜阳西下，放出
万丈金光，此刻的南海港湾微波不
兴，静谧温柔，几艘海轮静静地靠
在码头，蓝海、云层、斜阳、港湾、海
轮和谐共处，美丽醉人。“图片所表
现的就是傍晚三沙码头静谧安详

的氛围。”王虎表示。
“作为一名海事工作者，每天在

码头间穿行是我们的必修课。每次
上岛值班，都会忍不住去码头走走，
就好像去见一位老朋友。”王虎说，
三沙因海而立，向海而生，蓝色就是
三沙永恒的底色，而码头就是三沙
繁盛的无言工作站。每天，海轮从
遥远的天际，走进码头的怀抱，码头
将三沙与祖国大陆紧紧相连。物资
从这里转运，支援三沙建设发展和

人民生活；人员从这里往来，迎送一
批批的三沙建设者，码头让三沙生
生不息，码头就是三沙岛民幸福安
乐的希望所在。每一次船舶安全的
停靠码头，就是海事人最大的安慰
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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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美西沙落日 魅力金色港湾

三沙市委办党支部

召开“两学一做”
集中学习会

本报永兴岛5月30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员
洪媛媛）5月27日，三沙市委办党支部召开“两
学一做”集中学习会，组织党支部全体党员重温
入党誓词，并以讲课的形式集中学习党章。

会议指出，当前三沙市面临着更为重要的任
务、更为复杂的形势，希望市委办的同志们增强信
心、善于总结工作、提神提气，结合三沙使命的实
际，践行好“忧国、为民、实干、创新”的三沙“精气
神”。此外，市委办党支部在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中还要紧密结合个人的思想实际，联系党章、
联系工作，将实际的事情做具体、做细致、做严谨。

会议要求，三沙市委办党支部及每位党员
同志要严格按照通知要求，规定动作一个都不
拉，用好“三沙e支部”，抓好个人自学，写好个
人学习体会。同时，市委办党支部要通过开展
学习教育切实提升市委办的战斗力，做到学习
教育有记录，党员宗旨意识有提升，支部活力纪
律有加强。

儋州市慰问团
赴三沙慰问

本报永兴岛5月30日电（记者刘操）5月29
日，儋州市慰问团到三沙市考察慰问。在端午节
前夕，给驻岛军警民送上一份浓浓的节日祝福。

在欢迎仪式上，慰问团带来了极具儋州文
化特色的文艺节目，优美的舞蹈、嘹亮的歌
声……将现场的氛围都调动了起来，大家手牵
着手，一起唱一起跳，军民融合一家亲。

据了解，此次慰问活动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
实三沙市与儋州市在今年三月份签署的战略合
作协议，更好地促进双方在产业发展、民生建设、
双拥工作等方面合作的具体举措。在端午佳节
即将到来之际，著名的儋州粽子让长期驻扎在我
国边疆的军警民感受到节日的浓浓氛围。

中沙群岛：
隐伏在海下的暗沙群

中沙群岛古称红毛浅，共有30多个岛礁，
是由一群暗沙和暗礁组成的群岛。西距三沙市
西沙群岛的永兴岛约220公里，西北距海南岛
榆林港570多公里。位于北纬15°24′-16°
15′，东经113°40′-114°57′之间。

这是一片神秘而壮观的水域，水底彩色珊
瑚在明朗的阳光下清晰可见，突起的礁盘四周
形成了一道看不见的环型水下屏障，海水冲击
向上翻腾，拍出一线看不到头的白浪。

这就是中沙群岛常有的景象，除了黄岩岛
南面露出了水面，几乎所有岛礁都隐没于海面
之下，距海面约10米-26米。 （刘操辑）

“诗赞三沙”活动
持续火爆
近400位全国诗歌爱好者参与

本报永兴岛5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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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位全
国各地诗歌爱好者发来诗歌赞扬三沙美丽的自
然风光和璀璨的历史人文。本周，海南省作家
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叶传雄创作诗歌
《南海与赶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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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与赶海人
作者：叶传雄

南海波涛翻滚，大得望不到边
但赶海人说它很小，
仿佛水草丰茂的鄱阳湖
从海里跃出的太阳，彩霞环绕，很大很圆
但赶海人说它更小，宛如飞动的红轮
水天一色，白云袅袅，海鸥翩翩
一百座岛屿，
似迷恋人间美景的一百个仙女
她们日与海浪对话，夜邀明月轻吟唐诗
潮退时节，各类海鲜、贝类任人随意拾取
风声、潮声和笑声混合着飘向天空
赶海人捞起了笑语，
网住了诗意，收获了爱情
浩瀚的南海，是赶海人的天堂
退潮时的浅滩，
是赶海人和群鸟圆梦的乐园

三沙人物志

甘泉新知

金色港湾。 王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