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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赞三沙

三沙快讯

我的祖宗海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南海有多么深，问那天上高高的
云……”采访中，李前三随口就哼起自
己这两天新“作”的曲子。没有严格的
乐谱和专业的技法，凭借着自己有感
而发写下的歌词和那份对南海最真挚
的感情，李前三先后已经“作”了3首
曲子。除了歌曲，李前三还写下了几
首诗歌、几篇散文。

穿过永兴岛渔民村，几间小屋就
是李前三的家。“风浪大不出海的时候
我就写写东西。”他拿出几张有些破损
的纸，向记者展示着他的创作作品：

“我从小就爱读书，但是那个年代嘛，
读到高中就不读了。可是我也从未放
弃过学习。”如今李前三现在依然通过
媒体、书籍等途径进行学习。

说到李前三的文字作品，一篇篇
简单直白的文字里常常包含了国家新
政、国际时事、南海局势等等。“我没事
就会看看新闻，南海与我的生活息息

相关，这里发生什么事我当然都要关
注咯！”李前三笑着说。正如他所言，
南海与自己息息相关，所以南海也就
成为了他创作时的灵感之源。

“我常年在南海上打鱼，几十年来
经历风风雨雨，也有几次是从死亡边
缘上回来的。”李前三用质朴的语言说
道，自己并不会像专业作家一样特意
搜集写作素材，“我这个人就是性格开
朗，看到什么就写什么！”以大海为家，
与日月同行的李前三“作”下的第一支
曲就是《太阳月亮我爱你》，而他的每

一首歌里除了能让人听到与时俱进的
时代感外，还饱含他个人对南海这片
祖宗海的深情。

他告诉记者，三沙设市之后因为
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自己回琼海的
时间就少了。“也正是因为现在生活在
三沙，我们才能更加明显地感觉到国
家对我们渔民的关心，让我们过上了
好日子。”李前三说，他就是想通过自
己的作品从一个南海渔民的角度表达
世界和平的愿望。

李前三家的门框边紧挨着自家

捕捞行的营业执照，还挂着一个他自
己用硬质塑料管制作的笛子，彩色的
装饰、孔上贴的笛膜，细节一样不少。
闲来无事时，他就会吹上一些自己心
里想到的调子。“哆来咪……几个基本
的音调我都懂，所以自己也会吹一吹，
当个消遣。”渔民李前三搞创作还引来
了央视等媒体的关注。坐在自家小屋
前的李前三笑着说：“我没想过出版作
品，也没什么规划，一切都是随心而
来！我就是要用文字记录我最爱的这
片南海！” （本报永兴岛6月20日电）

利用打鱼闲暇创作歌曲、诗歌、散文

渔民李前三：用文字记下深爱的南海

“发现三沙之美”作品精选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这是关于水上航行安全方面的
要点，您可以翻阅了解！”

6月19日三沙海事局工作人员
来到鸭公岛上，为岛礁上的居民作水
上交通安全知识宣讲活动，这个“水上
交通安全知识上岛礁”宣传活动是三
沙海事局正在进行的“安全生产月”中
的重要一环。

根据国家交通运输部安委会
的工作安排，今年，三沙海事局将

“安全生产月”活动提前到了 5 月
中旬开始。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里，三沙海事局陆续开展“打造本
质安全，共享平安交通”为主题的
宣讲活动，“6·16”全国安全生产
宣传咨询日活动、安全生产法治
宣传和安全事故警示教育活动、
2016 年三沙市海上应急反应综合
演习等。

从岛礁到渔村实现全覆盖

通常意义上，三沙的码头等区域
是三沙海事局的主要宣传监管范围。
但在设计这次的安全生产月活动时，
海事局将“阵线”前推，上岛礁、进学
校、入渔村，不仅仅是让船务、码头等
涉水单位“警钟长鸣”，也要让生活在
岛上的普通民众都能够熟知水上交通
安全的有关要点。在6月16日全国
统一的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当天，三
沙海事局制作宣传展板、设置咨询台，
发挥海事青年志愿者力量上门宣传水
上交通安全知识。

“在岛礁渔村我们主要提供航行
安全、水上救生等方面的咨询，不少渔
民、工人们都来和我们咨询。”通航管
理处的工作人员孙于翔说，安全须知
等一些相关知识要点单从文字来看往
往都比较生硬，这样面对面的交流让

这些信息可以最直白地传递给本地居
民。

三沙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处长高方
武介绍，除此之外，海事局还通过组织
培训班、举办专题讲座等形式，增强涉
水从业人员水上交通安全法律意识和
安全责任意识。

从5月13日开始，三沙海事局工
作人员就前往码头检查，人员是否持
证上岗、船舶是否适航都是检查重点。

从船到人“一个不少”

船和人是水上交通安全的关键要
素。为了切实做好“安全生产月”工
作，三沙海事局从船到人，“一个都不
能少”！

三沙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郑
超带队走访经营管理着“三沙一号”和

“琼沙三号”的三沙市船务管理局、三
沙江鹏船务发展有限公司以及海峡股

份三亚分公司，向这些船务工作一线
单位明确安全责任，推进工作落实。

6月19日乘坐“北部湾之星”赴
鸭公岛的船舶监督处处长蔡华文介
绍：“北部湾之星是游客往返海南本岛
与三沙3个岛屿间的重要交通工具，
我们这次就是对西沙旅游航线做一个
现场监管。”

除了船和人，据了解，借此次“安
全生产月”活动，三沙海事局对运输货
品也进行了进一步的监督管理。

让安全意识扎根心头

安全是第一原则也是第一职责。
在三沙，水上交通安全更显重要。

已经上岛4个月的建筑工人老李
告诉记者，通过和工作人员的交流，自
己第一次对海上乘船注意事项有了全
面了解。

“6月16日当天我们在渔村提供

咨询时，不仅仅是岛上的老渔民，新入
岛的居民还有军人都很积极地来了解
水上救生、急救等等知识。”孙于翔说，

“三沙是海洋城市，因海而生，面海而
立，以前一些人在内陆不关心这些，可
现在来了三沙出行就得靠船，所以‘乘
船时遇到紧急情况时，应该怎么办’等
等这些问题都是大家迫切关心的。”

“作为旅游船舶，北部湾之星时刻
把安全二字放在首位。”北部湾之星船
长盖思德说：“安全不是喊出来的，对
于我们这些天天在海上跑的人来说，
绝不只是在安全生产月里才关注。”

“不仅仅是在这个月里，我们还将
持续通过常态化和专项安全宣传教育
相结合的方式，传播安全知识，让安全
意识落实在人心，为三沙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创造条
件，为建设幸福美丽三沙夯实基础！”
三沙海事局局长邹先芝说。

（本报永兴岛6月20日电）

本报永兴岛6月20日电（记者刘操）海南
日报社与三沙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诗赞三
沙”主题诗歌征集活动持续火爆。本期选登的
作品为《满江红 三沙》，作者为张旭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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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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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13楼
邮编：570216
邮箱：sssg2016@163.com
（需要注明“三沙诗歌”字样）

诗赞三沙活动作品选登

南国风光迎新客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现有一广东台山籍渔船船员在
永兴岛东南方向17海里处突发中风，
请立即了解情况，组织救助！”6月17
日早晨，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渔
民的求助报警，随即在南海上开始了
一场争分夺秒的紧急生命救助。

接到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电话，
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值班人员立即
联系渔船，了解病人情况、船舶位置
及大约抵港时间。根据船长反馈，病
人一早醒来发现自己无法说话，右手
右腿也不能灵活活动。

按照当前相关机制，这艘广东省
的渔船最先联系广东省搜救中心，因
渔船是在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辖区
内作业，前者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海
南省海上搜救中心。

在与我省海上搜救中心取得联系
后，渔船按照中心要求全速开往永兴岛！

和渔船确认基本情况后的三沙
海上搜救分中心值班人员，将情况火
速汇报给三沙市委值班室。该市委
值班室启动应急预案，联系该市人民
医院等相关搜救单位。

与此同时，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

值班人员与西沙某水警区协调泊位，
为渔船靠港作好准备。

由于该渔船之前从未停靠过这
个码头，为保险起见，船员们用小艇
将病人送了进来。上午约10时30
分，病人及陪同人员一行乘小艇进入
港湾。此时，早已等候在码头的救护
车将病人送往三沙市人民医院。

“病人早上6时出现症状，发病的
时候右侧肢体偏瘫，伴有失语症状。
入院后病人没有明显的呕吐症状，也
没有明显的颅高压表现，但有一些烦
躁，不过基本都在控制范围内。我们

给予了一些预防性的治疗，稳定生命
体征。现在初步判断是一个急性脑
血管意外，梗塞可能性比较大，但不
排除出血。病人需要及时下岛做
CT，以不耽误进一步治疗。”三沙市人
民医院医生林润说。

“按照以往经验，中风病人都需
要立即转移。”凭借着丰富的救助经
验，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的工作人员
在病人还未抵达永兴岛时就提前与
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联系，遵照程
序，飞行队将派飞机来转移病人。可
不凑巧的是，飞行队的救助飞机正在

珠海进行维护，无法派机！情急之
下，三沙市委值班室与西沙某场站进
行协调，第一时间调动直升机将病人
转移至解放军425医院。在转移过
程中，三沙市人民医院派医生全程陪
同。

“目前病人生命体征还算平稳，
病人属于大面积的急性脑血管梗塞，
病情较重。目前处在进一步观察和
复查中。”解放军425医院急诊科彭
医生说：“在永兴岛上的及时医疗处
理，对病人的治疗是很有帮助的！”

（本报永兴岛6月20日电）

三沙多部门配合联动，启动应急预案

争分夺秒抢救海上中风船员

本报永兴岛6月20日电（记者尤梦瑜 通
讯员洪媛媛）近日，三沙市2016年社区“两委”
干部换届选举第二期培训班开课，来自永兴、赵
述、晋卿等社区居委会的20多名基层骨干参加
了培训。

此次培训学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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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并邀请省民政厅等有关
方面专家就我省换届工作当中应注意的事项、
安全保密教育和相关知识以及基层党支部改选
等进行了专题授课。此外，还组织培训学员观
看了在选举过程中容易出现的拉票、贿选等反
面教材专题片。

三沙针对社区“两委”
干部换届选举展开培训

本报永兴岛6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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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映海天》，
作者为叶龙斌，作品拍摄地点为三沙永兴岛
永石路海边。

叶龙斌在来信中说，傍晚时分，夕阳西下，
天空红霞满天，与平静的海面交互辉映，形成一
幅壮丽的霞映海天画卷，令人心旷神怡。站在
永兴岛与石岛相连的永石路海边，用手机记录
此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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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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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霞映海天心神往

《霞映海天》 叶龙斌 摄

南海茫茫，碧水澈，星辰日月。
临诸岛，翠珠散落，椰风舞跃。
多少时光怅寥廓，几回春夏叹沉默。
灯塔起，万吨货。
丝绸路，更宽阔。
看风云潮涌，运筹帷幄。
千帆勇士不言苦，万里海疆永不破。
结同心、筑南国风光，迎新客。

满江红 三沙
作者：张旭忠

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工作人员和三沙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在接到病人后马上对其进行救治。 三沙市海事局提供

三沙海事局多点多面落实安全生产月

让“安全”为幸福三沙保驾护航

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