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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快讯

“发现三沙之美”作品精选

名人看三沙

■ 本报记者 刘操

永兴岛上，鲜艳的三角梅、鸡蛋
花等将一条条海岛公路装点成花街；
晋卿岛上，每当夜幕降临，一盏盏太
阳能路灯亮起，把环岛路照射得犹如
一串璀璨的珍珠；赵述岛上，游客在
有海岛设计元素的社区居委会办公
楼前合影留念……在三沙即将迎来
设市4周年之际，南海新城三沙的海
岛风格典范彰显，岛礁居民的生活环
境日益改善，正朝着每一处建筑、每
一个项目都建成有特色、有品位的艺
术品的目标前进。

一丛丛鲜花布满海上城市

今年7月，前来永兴岛工作的很
多人最直观的感受是，这里的鲜花比
以前多了很多，到处都是缤纷的色
彩。三沙市永兴事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为了建设“珍袖的海岛花
园城市”，今年他们考察并引进多

种适合永兴岛种植的花卉进行试
种，总结出了三角梅、鸡蛋花等适
合在高温、高盐、高日照、高腐蚀的
永兴岛植物。

在永兴岛宣德路上，曾经的脏乱
差已成为靓丽的海岛景点。如今，这
里更是种植了300多棵金钱榕和70
多棵小叶榄仁，并铺上了草皮，实现了
园林式改造。

这只是三沙力争建设成为浪花上
的花园城市的一个缩影。三沙市国土
资源局负责人史国宁表示，今年三沙
岛礁的绿化力争精益求精，做出一岛
一特色，组织专家对各个岛礁进行科
学调研，规划选择适合各岛礁生长的
树种，引进适合各岛礁生长、还能结出
果实的热带果树品种。

在史国宁心目中，通过大规模的
绿化岛礁行动，未来三沙岛礁种满各
种花木，花果飘香的景象将变为现
实。“我们要科学研究规划，突出每个
岛的特色，在每个岛种植不同的果木、
不同的乔木。”

一盏盏路灯照亮漆黑海岛

在三沙赵述岛上，每当夜幕降
临，这里25盏明亮的太阳能灯柱会
准时开启，将这片岛礁装扮成一串闪
亮的“珍珠项链”——璀璨的灯光为
在风浪里耕海归来的渔民们照明了
回家的方向。

64岁的琼海潭门籍老渔民陈民监
15年前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年纪大了，
他为儿子修建了渔船，将打渔的手艺也
传给了儿子。从儿子正式接班出海起，
陈民监开始变得很焦虑。只要是儿子
出海作业，每天晚饭后，陈民监就会走
出家门在岸边踱着步，焦急地等待儿子
的归来。“夜深了，我们赵述岛没有光
亮，如果遇到阴天看不见月亮，他们在
大海里很难找到家的方向。”

三沙设市后，赵述岛上建了一条
长1.6公里、宽3米的环岛路。出于对
环境的考虑，道路路面铺设的材料采
用不规则蜂窝石和路沿石，道路与自

然景观有机融合。在赵述岛环岛路
边，最新修建的25盏节能灯灯柱挺拔
显眼。

“太阳能灯柱不但美化了岛礁夜
景，也让所有赶海归来的渔民兄弟们
找到家的方向。”七连屿工委书记王春
说，“以前的赵述岛晚上漆黑一片，现
在这里晚上灯火通明，我再也不担心
儿子了。”陈民监说。

一栋栋新楼迎来居民笑容

在三沙的各个岛礁上，一栋栋别
具海岛风格的别墅拔地而起，给岛礁
装点一新的同时，也给渔民们带来生
活的惊喜和希望。

在三沙永兴居委会办公楼两旁，
全新气派的小洋楼装饰一新。永兴岛
渔民定居点一期工程于2014年2月
开始动工，计划新建19栋住宅楼。在
已建成的渔民住宅楼内，记者看到，这
里楼内铺有明亮的瓷砖，安装了结实
的门窗，每个卧室都安有温馨的灯饰，

洗手间内布置了现代化的卫浴。
永兴美食园去年在北京路上开

业，美食园内也按照三沙海岛风格设
计，设有西沙风格的户外餐厅，忙碌了
一天的人们聚到这里，吃点烧烤，听听
音乐，喝上解暑的饮料，甚是惬意。

同样在晋卿岛、赵述岛等三沙岛
礁，一栋栋精心设计的新建筑拔地而
起，在为岛礁居民提供生活便利的同
时，也让三沙海岛更具观赏性。

7月14日，三沙市委书记、市长
肖杰率调研组对永兴岛基础设施、民
生改善、生态环保等工作进行检查。
对重点工程建设后期绿化、装修等方
面，肖杰强调要做好树种的选择、园林
的美观设计，既要做到和周边环境的
协调统一，又要做到一处一景，处处可
拍照留念；在创造具有三沙特色海岛
风格典范的项目过程中，也要注重文
化挖掘和丰富，凝练出好的口号、好的
标语 ，为三沙岛礁建设锦上添花，使
其既有内涵又有三沙特色。

（本报永兴岛7月18日电）

三沙构建“袖珍的海岛花园城市”

草绿花红海岛城 房固灯亮新家园

■ 本报记者 刘操

7月初，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参
加了中国著名作家“文学三沙行”活
动，已经64岁的他在活动中，无论是
从大船爬下小艇，还是烈日下在岛屿
上行走，都显得劲头十足。在他心
中，三沙之行圆了他作为多年老兵的
一个心愿。“当兵几十年，东西南北的
边关基本走完，唯独三沙没有来过，
我要好好看看我们这片蓝色国土。”

亲临目睹三沙之美，王树增内心
激动：“三沙的风光不亚于全球任何

一个同纬度的海岛。”
在乘船通往一座座岛礁的旅途

中，王树增习惯地站在船头远眺这一
片蔚蓝，自豪感油然而生。“南海的风
光独特，看到国家这么辽阔的疆域，
这块水域这么纯净，这么富饶，值得
我们去守卫，一代一代去奉献。”

王树增坦言，作为一位老兵走边
防，看到守卫海防的战士们格外亲
切。“在这里，看到战友们军容严整、
士气高昂，我很放心，这片蓝色海疆
需要军人守卫、奉献。”

7月3日晚，王树增来到永兴岛，
做客西沙某水警区“哨兵大学堂”，为
驻岛军警民讲述《长征精神》。

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王树增

详实、深入地讲述了长征之路前所未
有的艰难困苦，穿插了大量在红军长
征过程中鲜为人知的生动感人的悲
壮故事。“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在这个时间节点，讲述红军
的血脉和传统，在和平时期鼓励天涯
海角的战士们来继承先辈们一往无
前的精神，非常重要。”

7月5日，王树增前往甘泉岛，特
意喝了一杯岛上甜水井中打出的
水。“有井水就有我们的先民，有我们
的先民就有我们生活过的遗迹，证明
了三沙自古以来是我们的领土，更证
明了我们先人勤劳、勇敢。”王树增希
望，人文涵义很重的甘泉岛在未来可
以成为三沙的一个景点。

同样，在赵述岛上，王树增走访
居委会、渔民生活区、环岛路，他感到
岛上的建设布局非常规划。他建议：

“三沙的每个岛礁都要有规划地开
发、建设，相信未来三沙会建设得更
好更美。”

“三沙人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他们
的乐观态度，他们热爱家乡的热情，以
及他们对未来生活的设想都是很让人
感动的，这是三沙最美的风景。”王树
增说，他希望以两年为约，到时再来三
沙，也希望相关部门多举办类似活动，
组织更多的作家、艺术家来到三沙，让
他们能创作出更多的文艺作品，多角
度全方位展示三沙的美。

（本报永兴岛7月18日电）

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室原主任、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

“三沙人是三沙最美的风景”

本报讯 （记者刘操）位于三沙
西沙群岛东北面弧形礁盘最南端的
晋卿岛，四周礁盘交错，每年都有南
海海龟前来产卵。不少海龟把卵产
在了地势低洼的沙滩上，海龟蛋容
易被海水淹掉，而即使孵化出的小
海龟直接回归大海，也容易被鱼吃

掉。为此，三沙市在晋卿岛上建设
了三沙市永乐群岛管理委员会海龟
繁殖保护站，给小海龟们一个温暖
的家。

今年初，三沙市永乐工委的工作
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一窝刚刚孵
化出来的小绿海龟，为避免意外发生，

工作人员对这批70多只小海龟进行
人工救护，并将它们带回了海龟繁殖
保护站“安家”。

7月4日，记者在由木屋搭建的
保护站内看到，屋里两个大水池里
数十只拳头大小的小海龟正在游
弋。这批小海龟在保护站中健康成

长，等时机成熟，这批海龟将被放归
大海。

记者获悉，三沙设市近四年来，积
极开展海龟等水生动物种群保护工
作，建设了多个海龟保护站，对保护海
洋资源、保护生态平衡起到非常好的
作用。

三沙给小海龟“安家”

诗赞三沙

三沙召开会议部署
节点工作任务
凝聚正能量为三沙发展建设鼓劲加油

本报永兴岛7月18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
员王蓓蓓）在三沙即将迎来设市4周年之际，三
沙召开会议部署节点工作任务。会议要求，要
以“忧国、为民、实干、创新”的三沙精气神落实
好节点工作，运用新闻思维方式开展工作，做好
三沙宣传、展示三沙精神风貌，为三沙发展建设
鼓劲加油。

会议强调，节点工作要紧密围绕“主权三沙、
美丽三沙、幸福三沙”的主题开展，通过文化的挖
掘、管理的精细、严密的组织，推进政权建设、基础
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军民团结等
各项工作落实，助力“三沙梦”的早日实现。

会议要求，加强领导和统筹，紧锣密鼓制定
好组织保障、宣传方案，明确牵头单位、配合单
位，形成责任明晰、各方努力的一种合力。同时，
每一位单位负责人都要有新闻思维的理念，认
真研究、总结工作，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果展现
出三沙在政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生
态环保等方面取得的成效，以节点工作为契机，
做好三沙宣传，为三沙鼓劲加油，凝聚正能量。

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三沙救助重病渔民

本报永兴岛7月18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
员王蓓蓓 路瑞霞 郭金要）7月15日，交通运
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在三沙市琛航岛成功
救助1名重病渔民。

当天上午10时许，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珠
海总值班室接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救助信息：
在三沙市琛航岛上，“琼琼海02019”渔船上的
1名渔民腹部剧痛疑似肾结石，请求救助直升
机将其接回三亚救治。

接到救助信息后，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立
即安排三亚基地B-7341救助直升机执行任
务。10时 45 分，飞行计划得到批复后，B-
7341救助直升机从三亚起飞前往救助。经过
近2个小时，180海里的远距离飞行，中午12时
35分，B-7341救助直升机抵达琛航岛，并成功
接上重病渔民，前往永兴岛机场加油。下午15
时许，B-7341直升机从永兴岛起飞返航，两个
小时后，安全落地三亚关厢机场。随后，重病渔
民被送往三亚进一步救治。

三沙图片征集活动
进入评审阶段

本报永兴岛7月18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
员洪媛媛）日前，“印像·祖宗海”三沙图片征集
暨设市四周年摄影大赛正式进入评审阶段，5
名业内专家和相关学者将对已收到的5296幅
作品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将于7月23日公布。

在三沙设市四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三沙市
委宣传部举办三沙图片征集暨设市四周年摄影
大赛，面向全球征集三沙的新老照片，汇聚经典
佳作，展示三沙的沧桑巨变，弘扬三沙人的精、
气、神。

据了解，评审结果将于2016年7月23日
公布，所有获奖者均可获得由主办方颁发的荣
誉证书，历史图片的获奖作者，还将获得主办方
授予的“三沙市荣誉摄影师”称号。此外，所有
获奖作品可参展于北京王府井大街举办的三沙
设市四周年图片展。获奖者还将有机会获邀参
加主办方组织的摄影师“重访三沙”主题摄影活
动，优先加入三沙市摄影家协会。主办方将从
获奖者中选择一批摄影师，聘请为三沙市新闻
中心“特约摄影师”。

宝蕴祖宗南海域

本报永兴岛7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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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诗歌征集活动举办至今，得到了众多诗歌
爱好者的广泛参与。上周，66岁的海口市民陈
良真创作《七律·三沙海域》，表达自己浓浓的爱
国情怀和对三沙的美景由衷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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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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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海域
作者：陈良真

云蒸雾绕罩三沙，四季灵光映彩霞。
碧海浮礁白浪怒，蓝天搏鹄紫云嘉。
砗磲玛瑙金有价，玳瑁珍珠玉无瑕。
宝蕴祖宗南海域，自古驻岛是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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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扁舟醉人心
本报永兴岛7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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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扁舟》，作者为翁
国友，作品拍摄地点为三沙市赵述岛。

活动投稿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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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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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大力推动绿化岛礁行动
新种植苗木主

要以椰子树、抗风
桐等树苗为主导，
以大王棕、三角梅
等苗木点缀种植。

在2015年三沙市共种植各类苗木

30 多万株的基础上，今年，三沙市计

划在全市各岛礁新种植50 万株各种

树苗，新增绿化草皮面积10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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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工作人员在给小海龟喂食。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