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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赞三沙

三沙快讯

“发现三沙之美”作品精选

三沙人物志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我们自发成立了‘党员突击队’，
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确保三
沙1号轮安全运行。”

“党员干部踊跃参与到赵述岛植
树活动中来，带领渔民为小岛增绿，共
建家园。”……

在三沙党员的讲述中，我们更加
了解到三沙发展离不开坚强的政权组
织，离不开党员的无私奉献。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迎接三沙设市四周年的到来，6月28
日至7月1日，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
杰率基层政权调研组先后乘三沙1号
轮、综合执法1号船、冲锋舟等，赶赴
永兴岛、晋卿岛、赵述岛等岛礁，深入
工委、管委会及岛礁社区，开展基层党
建工作调研，凝聚三沙“精气神”。

擎好先锋模范作用

6月24日晚八点，三沙的会议又
一次在船上召开。

“三沙1号轮党支部成立一年半
来，已经发展了8名正式党员和一名
预备党员，大家以‘学’促‘做’，把保障

船只安全航行当作己任。”三沙1号轮
党支部书记丁秀景汇报说，三沙1号
轮自首航以来，打破了交通难的瓶颈，
安全运行78个航次，航行33000海
里，运送车辆3300辆，运送军警民4.6
万多人。

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成绩背后展
现着基层政权的力量。

“海上风浪大，海况复杂，每当接
到急难险重任务时，冲在前头的都是
党员。”三沙1号轮“党员突击队”队长
羊春刚深知保障航行安全的重要性，
也明白身为一名党员，不仅要掌好轮
船的舵，更要为其他工作人员带好头、
掌好舵。综合执法1号船90后党员
吴毓梁认为这是一种责任和担当，更
是一种使命。

船行至赵述岛，比碧蓝的海水更
吸引人的是满目绿意。“三沙岛礁上要

种活一棵树不容易啊，赵述岛能从荒
岛变绿洲，凝结着党员的汗水和心
血。”调研组建议七连屿工委打造党员
林，继续调动和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

“三沙的建设发展，需要凝聚‘忧
国、为民、实干、创新’的精气神，不断
打造一支政治强、作风硬、业务精和水
平高的党支部。”肖杰说。

让党旗在岛礁上飘扬

“离港离岸不离党，跟着党旗闯南
海。”对渔民们来说，三沙能从一座座
小岛变成一个家，与三沙的基层党建
工作分不开。

三沙海域广、岛屿多，渔民居住较
为分散，党员组织生活较少。为了解
决这一现状，2015年，永兴边防派出

所与永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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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如今的三沙，上学有学校、看病
有医院、用电有太阳能、娱乐有广播电
视网络、购物有商业街……以往没有
淡水、没有电的艰苦条件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七连屿工委、管委会书记王
春回忆，改变要从2014年7月24日七
连屿工委、管委会的挂牌成立说起。
西沙洲如今绿树成荫、赵述岛在建的
渔民定居点、渔民转产转业后的新生
活都与岛礁基层政权建设密切相关。

三沙发展离不开“红色基因”

6月30日一大早，大家围坐在赵
述岛崭新的‘五所合一’办公楼前，在

树荫下吹着海风，憧憬着住进‘海岛别
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
生活！”渔民党员乐不可支。

“赵述岛的发展变化离不开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离不开赵述岛
社区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肖杰
关切地问候渔民党员，“老詹、老
蒋，你们原来常潜水的要注意血
压！”“小李，你要把岛上的妇女同志
团结好！”

“各党支部要继续健全党组织、
发展新党员，要关心他们的生产生
活、身体和家庭情况。”调研组一遍
遍叮嘱。

为了这份叮咛，永乐工委书记蒋
维权去年先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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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会书记王春去年累
计7个月时间扎根七连屿岛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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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天下，碧海旁，红旗正迎风猎猎
飘扬……

（本报永兴岛7月4日电）

本报永兴岛7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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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日》，作者为蔡华文，作品拍摄
地点为三沙永乐群岛。

蔡华文是三沙市海事局的一位工作人员，
他在投稿来信中说，拍摄照片时，自己正在永乐
群岛海域的旅游船上开展西沙旅游航线现场监
管工作。当时正值傍晚时分，热浪还未退去，斜
阳西下，放出万丈金光，此刻的南海静谧温柔，
勤劳的西沙渔民正在海上捕鱼，蓝海、云层、斜
阳、渔船和谐共处，非常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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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庆祝建党95周年，三沙开展基层党建专题调研

祖宗海上，红旗迎风飘扬
覆盖西、南沙群
岛有居民居住
的岛礁

68岁诗歌爱好者
献诗赞三沙

本报永兴岛 7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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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国各地诗
歌爱好者发来诗歌赞美三沙美丽的
自然风光和璀璨的历史人文。本
周，68岁的诗歌爱好者李焕蕃创作
诗歌《七律·畅游三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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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律·畅游三沙
作者：李焕蕃

天晴水暖三沙游，风清碧海荡轻舟。
浪波卷起千堆雪，云影惊飞数只鸥。
孤鹜落霞呈特色，夕阳虹彩映蜃楼。
永兴岛上碑前立，缅想英雄勇与谋。 追日。 蔡华文 摄

三沙落日美
西沙渔民勤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6月中旬，三沙海事局船舶监督
处（船员管理处）处长蔡华文刚刚领回

“直属海事系统十大杰出青年”的荣
誉。今年5月，他还荣获了“2016海
南青年五四奖章”。

荣誉是对他个人表现的肯定，而
在蔡华文看来这更是大家对海事工
作的理解和支持。

刚到三沙时，蔡华文面对的还是
诸多的不理解，“我们处处管着人家
的船舶，甚至还罚人家。不少人觉得
我们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工作了。”

正是这样的不理解和“冲突”让
蔡华文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好”！在
领导的支持下，他从零起步摸索前
行：牵头起草相关驻岛工作制度、指
南，建立了工作台账，启用各类业务
管理软件系统，运行了管理体系；起
草相关文件，制定相关应急预案和手
册，确保海南省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
成立……

在防抗台风“蝴蝶”期间，有一次，
蔡华文在凌晨1时接到船舶的求救电
话后，立即和同事乘船出海指挥救
助。恶劣的天气让救援船在风浪中左
摇右摆，差点遇险。被救的船长和船
员热泪盈眶握着蔡华文的手说：“在南
海航行，你们就是我们的天使！”

其实，在防台期间，这样的工作
节奏是蔡华文和同事们的常态。而
蔡华文有一次则因为通宵救助后立
即搭船返回海口，晕乎乎的他在回到
办公室后还在呕吐。

还记得2012年初次登岛时，皮

肤被三沙的太阳晒伤又痒又疼，岛上
的水让自己的头发洗完好似打了蜡
一样……可现在，蔡华文却说：“三沙
对我来说，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家！”

4年里，蔡华文往返三沙50余
次，航行约两万公里，相当于从南极
到北极的距离。这样的工作性质也
让蔡华文对家人感到甚是亏欠。

“2014年的春节我驻守在永兴岛上，
当春晚上《时间都去哪了》这首歌响
起时，我满脑子都是双鬓斑白的父
母。”蔡华文眼眶湿润着说。

（本报永兴岛7月4日电）

永兴岛新种
近百株花梨苗木

本报永兴岛7月4日电（记者王玉洁）植树
恰逢甘霖，6月29日上午，三沙在永兴岛新种
植了新百株花梨苗木，苗木刚刚入圃便迎来一
阵大雨，为树苗补足了水分。

海南黄花梨是海南的珍贵物种，具有较强
的生命力，是比较适合在岛礁恶劣环境下成长
的树种之一。此次栽种的花梨苗木由海南花梨
文化研究会捐赠，连续3年来，该研究会一直向
三沙捐赠珍贵的花梨木树苗，这一次数量最多。

设市近四年来，三沙市先后在西沙洲等岛
礁种植椰子树、木麻黄、草海桐等树木30多万
株，成活率达90%以上，令昔日西沙洲、鸭公
岛、银屿等荒岛变成绿洲，极大地改善了岛礁的
生态环境。

央视报道
琼沙3号轮先进事迹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王蓓蓓）7月3日晚，央视《焦点访谈》栏目以《破
浪前行 撑起生命之舟》为题报道了全国先进基
层党组织琼沙3号轮党支部的先进事迹。

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大会上，100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100名全国
优秀党务工作者和300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受到表彰。其中，三沙市琼沙3号轮党支部荣
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光荣称号。

据报道，西沙群岛是我国辽阔南海诸岛中
非常重要的岛屿，三沙市政府所在地坐落于永
兴岛，离海南本岛最近的距离也有183海里，一
切的交通主要靠船运，把禽肉蔬果按期送上岛
这样看似平凡的工作，却关系到三沙当地群众
的生活，所以西沙不能没有船。

40多年来，从琼沙1号、2号到今天的琼沙
3号，党员换了一批又一批，琼沙3号轮党支部
始终把握这艘“生命之舟”的航向。在艰苦的环
境中，琼沙3号轮党员积极发挥主心骨作用，不
怕苦、不怕累、敢于担当、乐于奉献。

有一年春节，狂风骇浪持续了2个月，正常
航行被迫中断，永兴岛上千人补给告急。得知
这一消息后，琼沙3号轮船员万分焦急，大年初
一风浪稍微小点时，琼沙3号轮便立即决定顶
风启航，经过20多个小时航行终于把物资送上
永兴岛。

去年10月，强台风“彩虹”袭击清澜港，停泊
在港口避风的船只在狂风下相互乱撞，形势万分
危急，需要有人在船上随时应急抢险。为了保住
船，关键时刻，党员主动留下，看到党员不走，30
多名船员没有一个下船。在风雨交加的夜里，
大家共同奋战2个小时，终于排除了险情……

据统计，“琼沙3号”轮自2007年2月启航
以来，从未发生过航行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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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万人次，补给岛
上燃油2350吨，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
益作出了突出贡献。

驻岛4年来 甘于奉献 耐住寂寞

蔡华文：三沙是我不可或缺的家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三沙的各个岛礁都属于热带海洋
性气候，这里高温、高湿、高盐的气候
为居民的日常劳作带来了不小的考
验。特别是入夏以来，炙热的“烤晒”
让永兴岛上的白天静悄悄，而在夕阳
西下的傍晚，伴随着阵阵而来的海风，

岛上的精彩生活才真正开始……
炙烤使得岛上居民在白天都尽

量待在室内，即便是双休日街头也难
见较多人外出活动。

晚霞映照，华灯初上，永兴岛上
的居民迎来了傍晚的休闲时光。沿
着北京路散步，去篮球场打球，或是
几人成群下象棋……

午后时段，三沙咖啡店门口就已
有不少人来喝冰饮解暑，而到了傍晚

“黄金时段”这里更是一座难求。“我
们的冰激凌机一天平均可以做100
多个甜筒，很快就卖光了。”

紧邻隔壁的水果店在进入夏季以
来，补货量也是有所增加。“夏季的销量
肯定是要比冬季好的，特别是像西瓜等

夏季受欢迎的水果，一次补200斤的
话，3天也就卖完了。还好现在船次也
比较多。”水果店里的李师傅说。

“傍晚时的三沙是一天里最舒服
的，这个时候外出活动最凉快，所以
人也最多。”刚从海边赶海回来的小
黎笑着说。

（本报永兴岛7月4日电）

6月29日，三沙市晋卿岛，工人正给建设中的蔬菜种植中心安装太阳能顶棚。未来，这里
产出的蔬菜将供应本岛。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吴亚铁 摄晋卿岛：蔬菜种植中心施工忙

白天高强度的紫外线照射让傍晚成为永兴岛上最热闹的时候

夕阳西下的岛礁悠闲时光

三沙基层党组织发展至91个
党员人数由去年的290多名

增加到今年的351名

不断由机关向岛礁基层延伸
由西沙向南沙扩展

到今年6月 基层政权三沙的政权组织建设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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