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沙渔民社区党支

部由设市前的2个
在去年，三沙重点吸收岛礁优秀青年

全市新发展10名渔民党员

渔民党员人数成倍增长

发展到
现在的6个

仅永乐工委全年就吸收发展渔民党员6名

渔民党员人数增加到了13名

名

确定入党积极分子

25 至今年6月基层党组织发展至91个

党员人数由去年的290多名增加到今年的351名

基层党组织 名党员91 351
至今年6月三沙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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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赞三沙活动作品选登

海上森林丹绿野
三沙锦绣中华名

本报永兴岛6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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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美》，作者为冯学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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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抹晚霞明三沙
本报永兴岛6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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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霞明》，作者为黎大
宁，作品拍摄地点为三沙永兴岛环岛路西边。

黎大宁在来信中说，这是他在西沙看到最
美的晚霞之一，给该图取名为《晚霞明》，面对美
景心里却记挂着母亲的病情，只能默默祝福母
亲身体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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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沙市召开干部大会
暨“两学一做”专题党课

进一步提升“精气神”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

员洪媛媛）近日，三沙市召开干部大会暨“两学
一做”专题党课，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以《学
习井冈山精神 弘扬红色基因 做好三沙维权工
作》为题，结合日前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市
委书记市长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的学习经历，
为全市党员干部讲授一堂内容丰富的“两学一
做”专题党课。

会议指出，三沙“精气神”就是三沙的红色
基因，是推动三沙各项工作的动力和思想武器，
三沙人要努力学习井冈山精神，总结设市近4
年来的实践经验，将井冈山红色基因注入三沙
人“忧国、为民、实干、创新”的精神中，进一步提
升三沙“精气神”。

会议强调，三沙人要把“革命理想高于天”
的信仰力量和“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的气概化作推进三沙政权建设的强大动力；要
把“唤起工农千百万”和“更加众志成城”的群众
路线变作改善三沙军民生产生活条件和军警民
联防联控、维权执法的强大力量；把“有盐同咸，
无盐同淡”和“自带干粮去办公”的艰苦奋斗作
风运用到三沙维权建设全过程；把“靠实事求是
吃饭”和“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决
策权”的思想路线，贯穿于三沙维权维稳保护开
发的始终和全过程；要通过学习井冈山精神，组
织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让井冈山红色基因
飘扬在浩瀚的祖宗海上。

结合学习井冈山精神，会议还部署了三沙
市下一步要继续推进的九项重点工作。

■ 本报记者 刘操

在浩瀚南海岛礁之上，一个党支
部就是一个战斗堡垒，党建工作至关
重要。三沙设市近4年来，三沙基层
党建工作制度日益完善，基层政权不
断延伸和拓展，国旗党旗高高飘扬，国
家和党的意志不断实现、巩固，基层党
组织和党员已成为三沙维权、维稳、保
护、开发的先锋旗帜。

政权建设向基层延伸

如果说大海的蔚蓝是三沙人最引
以为傲的颜色，那么旗帜的鲜红便是
带来力量的颜色。

“我们有了第一个海上党支部！”
望着在阳光映照下熠熠生辉的牌匾，

三沙永兴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冯明芳激
动地说。2015年，为了解决渔民党员
组织生活少的现状，永兴边防派出所
与永兴社区居委会积极创新流动党员
管理模式，把党支部建设扩展到渔船
上、岛礁上，为风里来雨里去的渔民党
员建立一个温暖的家。

去年，三沙市相继出台《加强岛礁
基层党建工作的意见》等指导性文件。
至今年6月基层党组织发展至91个，党
员人数由去年的290多名增加到今年
的351名，共计增加了60多人。三沙政
权组织建设由机关向岛礁基层延伸，由
西沙向南沙扩展，基层政权实现西、南
沙群岛有居民的岛礁全覆盖。

“千方百计把党旗插在岛礁和船
只上！”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说，为
让基层党组织更充分发挥作用，三沙

市专门成立市渔业公司党委，由一名
副市长兼公司党委书记，每条渔船配
专职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

基层党员充满活力

“以前渔民靠自己的力量运淡水
和食物，连上下岛都是个问题。”三沙
晋卿社区居委会主任王雄告诉记者。

“如今的生活是以前想都不敢想
的。”王雄坐在居委会办公室的电脑桌
前说，现在岛上有了海水淡化、有电、
有网络、有通讯信号，还有在建的渔民
定居点、执法救助中心等。

三沙市永乐群岛工委书记蒋维权
表示，坚持基层党建优先保障的原则，
永乐工委新增投入1000多万元，建设
晋卿、鸭公等“五所合一”综合楼，各岛

礁社区全部建立了党建工作办公室，进
一步改善社区党组织办公活动条件。

走进三沙永兴社区居委会“五所合
一”综合楼，可以看到活动室、医务室、阅
览室、人大代表之家、海上流动党支部、
民兵之家等一应俱全。冯明芳说，随着
政权的建设，社区规范管理制度、党支
部办公室会议纪要等制度也得以落实。

不仅如此，三沙永兴、赵述等8个
岛礁社区还实现了党员现代远程教育
系统覆盖，更好地激发岛礁基层党组
织的凝聚力和活力。

先锋模范助力发展

政权建设的有效推动完善，离不
开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党员干部。

上岛16年之久，连续四届担任永

兴社区（村）“两委”负责人的符载畴，去
年5月前往北京帮渔民卖海鲜的他突
发脑溢血，昏迷至今。就在他病发之
前，他还在筹划成立渔民合作社，“他当
时说，合作社成立了，渔民们可以领取
工资和参与分红！”

蒋维权在去年先后48次深入永乐
群岛各岛礁开展调研，在休渔期，开展党
务干部“应知、应会、应做”的党建知识培
训班，提高了社区党支部“一帮人”应对
和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能力。七连屿工
委书记王春去年累计7个月时间扎根七
连屿岛礁。而永兴（镇）工委书记陈儒丰
走访党员群众20多人次，破解渔民生产
生活等方面的问题30多宗……

这些优秀的基层党员代表成为了
三沙人心中的精神榜样。

（本报永兴岛6月27日电）

建市近四年来深入推进政权建设，基层党组织成为坚如磐石的战斗堡垒

三沙飘扬的旗帜

天宽洋阔任吾程，巨浪狂风百舸争。
岛屿暗滩描画景，石洲丽日掠鸥鲸。
礁挨涛扫千斑泪，云裹霞飞万曲情。
海上森林丹绿野，三沙锦绣中华名。

诗赞三沙

三沙快讯

“发现三沙之美”作品精选

三沙美
冯学敬

“大块头”梅花参
现身西沙

“琼沙3号”轮党支部发挥堡垒作用，9年来出色完成相关保障任务

生命之舟 党徽闪耀

2010年9月底，连续的强降雨让
文昌受灾严重，“琼沙3号”轮党支部立
即行动，组织党员和部分船员参与救
灾。在一次转移受灾群众的途中，积
水里的渔网缠住了救生艇的螺旋桨，
党员曹炳垂二话不说跳进污秽的泥水
中，多次潜入船底，直到将渔网清理干
净，防止了救生艇倾覆的危险。

去年10月，在岗位技能比武活
动中，党支部组织全体船员对轮船进
行了持续1星期的全面保养工作。
在清洁储水舱时，党员们主动请缨带
头进入密闭闷热的淡水舱，两天时间
里把3个舱室全部清洗完毕，为国家
节约了两万多元的进厂清洗费……

这样的情况在“琼沙3号”上并不

少见。
上个月，“琼沙3号”全体党员来

到永兴岛“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
碑”前再一次举起党旗，重温入党宣
誓时的那份诚挚与炽热。他们的汗
水与坚守是对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
海洋权益的贡献，也让飘扬的党旗更
加鲜亮。 （本报文城6月27日电）

6 月 25 日，暂
无任务的“琼沙 3
号”轮抛锚停泊在
文昌清澜港。轮政
委、党支部书记刘
学军正带领着支部
里其他5位党员抓
紧时间学习党章。

从2007年2月
下水以来，“琼沙3
号”轮不畏艰险完
成 任 务 ：共 完 成
234 个航次，安全
航行 91390 海里，
为岛上运送物资
45476 吨，接送上
下岛人员 115331
人次，从未发生过
航行事故。

正是这一次次
的往返，让“琼沙3
号”轮成为岛礁的

“生命之舟”。而在
这背后，是“琼沙3
号”轮党支部率领
36 名船员奋勇前
行，无论在海上还
是陆地上，哪里有
需要，哪里就有他
们前行的身影。

作为三沙市交通和后勤补给的政
府公务船，“琼沙3号”承担着海南本岛
给西沙永兴岛军民补给淡水、生活物资
以及人员上下岛的重任。在“三沙1号”
下水前，西沙只有“琼沙3号”一艘交通
船。在三沙设市后，随着岛上人员的增
多，物资需求数量随之增加，应三沙市
委要求，“琼沙3号”每月增航到4次。

航次的增加意味着工作量的加
大，党员们发挥先锋带头作用，在每
次航行任务时带头上船执航。在党

员的带领下，许多船员也自愿放弃休
息，积极参与到增航中来。

大副林明昌妻子怀有身孕，但他
却依然坚守岗位。“老婆理解也支持
我，她知道我对这份工作感情深。”

虽然按规定船员们按照单双月轮
休，但只要接到航行任务，所有人必须
立刻到岗，“船上的工作是‘一个萝卜
一个坑’，所以，即便是在家休息，大家
也是24小时待命状态。”刘学军说。

2013年9月，台风“蝴蝶”正面袭击

三沙，岛上军民物资紧缺。海上10多级
的风力早已超出航行的安全范围，但刘
学军布置任务时，所有党员主动要求参
加执航。4米以上的浪高和台风的余威，
20多个小时的颠簸让不少老船员都吐
了。当他们将物资运送到晋卿岛上，看
到渔民们脸上的欣喜，大家都说再苦都
值得！

这样的补给任务是一份“普通”
的本职工作，可肩头的责任却是如此
的沉甸甸。

撸起袖子，轮机部轮机长麦树林
左小臂上的疤痕虽已浅淡，可依旧能
被一眼看出。

2013年6月20日晚上零点，静悄
悄的海面上一声“爆响”，正在行驶的“琼
沙3号”左主机排气管突然爆裂，船速骤
降，给航行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面对
突发状况，党支部迅速组织党员和业务
骨干抢修。

6月天气本就潮湿闷热，机舱内
温度高、噪音刺耳，而左主机排气管
的温度更是高达400多度。船上无法
进行焊接，麦树林凭借着丰富的经验
在判断了损坏程度后，最后决定用海
水、冰块等尽快冷却排气管后进行拆
除，再安装新管，恢复左主机动力。

麦树林和船员们戴着浸湿的手
套开始作业，“因为排气管温度高，手

套一碰到它就冒烟，即使完全浸湿也
很快就干了。”手套干了就再浸湿，如
此反复，在难以想象的高温下，几个
人就这样用最快的速度安上了新的
排气管，为防止新的意外事故，麦树
林彻夜守在排气管边上。

“当时脑子里就一个念头：用最
快的速度修好它。”麦树林说，自己是
一名党员，面对危险没有理由退缩。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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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市七连屿工委成立后，岛上居民的定居房开建，岛上两间已有近二十年历史的珊瑚石屋面临拆迁。经过考虑，工委决定保留并修复这
两间承载老辈人守护祖宗海历史、并具有见证意义的珊瑚石屋。目前，这两间珊瑚石屋已完成主体改造。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三沙：修复承载历史的珊瑚石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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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永兴岛6月27日电（记者
尤梦瑜）近日，三沙永兴岛上的中科院
南海所西沙海洋科学综合实验站收到
了一只渔民送来的梅花参。该梅花参
身长约70公分，重量达3.2公斤。

据西沙站工作人员介绍，虽然梅
花参是海参纲中较大的种类，但像这
样大小的梅花参近年来已是少见。

据了解，梅花参背面肉刺大，每
3至11个肉刺基部相连呈花瓣状，
故名“梅花参”。梅花参多生活在3
至10米的珊瑚砂底，泄殖腔中常有
隐鱼共生。因为梅花参个体大、品
质佳，所以成为可食用海参中较好
的品种。近些年来的过度捕捞令梅
花参的数量大幅锐减。

接下来，这只梅花参将继续在
西沙站“养伤”并作为西沙海域宝贵
的生态资源向外界展示。

渔民抓获的梅花参。
本报记者 尤梦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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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梅花参视频 《晚霞明》 黎大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