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2日，“纪念我国收复南海诸岛70周年”图片展在海南省博物馆隆重开幕，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据了解，此次图片展于12月13日至18日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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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70年前的12月12日，被永远地
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中国政府派
出接收专员、政府人员、海军官兵登上
太平岛，竖立主权碑，标志着被日本侵
占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重新回到祖
国的怀抱。

12月12日上午启幕的“纪念我
国收复南海诸岛70周年”图片展，就
是为了纪念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
时刻而举办的。展板上，被收复的南
海诸岛经由保护、开发、建设而发生的
巨变，引得观展者连连驻足，频频用手
机记录这些丰富详实的历史信息。

对“三沙人”更添敬意

“看到此情此景，我非常感动，也
非常激动。”站在一块展示南海诸岛考
古成果的展板前，年过古稀的中国社

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雪慧感
触颇多。她是专程从北京来琼参加展
览开幕式的，因为盼着再次亲近这片
陌生而又熟悉的土地已经太久太久。

张雪慧的丈夫，是被授予“南沙
卫士”荣誉称号的中国民族大学教授
王恒杰。从1991年到1995年，罹患
肺癌的王恒杰多次赴西沙群岛和南
沙群岛进行考古工作，所发现的一批
古代遗物，证明了我国先民在南海的
活动远比人们想象的要频繁，范围也
更广阔。

张雪慧说，它们的存在证明，中国
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
及相关海域，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
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
管辖。她希望，在对南海诸岛进行展
览活动、宣传报道时，人们能更多地把
目光聚集到岛礁考古工作、成果上来，

“因为古代遗物是南海属于中国的最
有力的证据。”

在她接受采访时，身旁几位年轻
的观众一直静静聆听。他们闻讯而
来，在观展后直言“不虚此行”，“从前
对南海诸岛的认识很表面、很浅显。
这个展览理顺了南海诸岛建设发展的
历史脉络，很清晰、很深刻。”让他们印
象最深的是，展览不仅通过新旧图片
对比带给观众直观的视觉感受，还通
过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还原
了这段辉煌的征程，“读着这些故事，
我们对守护、开发、建设南海诸岛的

‘三沙人’更添一分敬意！”
走出展厅的市民和游客纷纷表

示：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
从历史还是法理角度来看，中国对南
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
主权。

助三沙更好更快发展

“此次图片展的举办，对70年前

的先辈也是一种告慰，更有力地彰
显了我国政府有决心、有能力、有办
法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坚定捍卫南
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三沙市委书
记、市长肖杰介绍，刚刚闭幕的三沙
市党代会、人代会，选举产生了新一
届三沙领导班子，也描绘了三沙发
展新的蓝图。

三沙市委市政府特别邀请参加展
览开幕式的中国太平洋学会、中国海
洋学会、中国南海研究院等单位专家
学者，参加当天下午举行的三沙市建
设发展研讨会，就是希望为三沙更好
更快发展广开言路。

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
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国强提出，
三沙市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建设和发
展肩负着维护稳定与维护权益的双重
使命。在未来发展中，三沙应该进一
步明确思路、进一步统筹规划、进一步
科学布局，主动与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进行有机衔接，主动融入和参与到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中，聚焦
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
元合作平台，努力打造绿色、健康、智
力、和平的海上丝绸之路新驿站。

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学院
教授栾维新则对三沙实施陆海统筹提
出了几点建议。他希望，未来三沙能
够构建起“基地-岛礁”网络体系，放
大岛礁支点作用；对陆岸基地与其远
程服务的岛礁这对功能互联的共生体
进行统筹考虑，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推进各类示范区或试验区建设，为海
洋强国建设进行长远储备；探索构建
远岛生命支持体系，实现边远岛礁能
源、淡水、蔬菜等维持基本生活物资的
自给。

研讨气氛十分热烈，与会的其他
专家也纷纷建言献策，为了共同建设
一个更加美好的三沙。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

三沙市委市政府举办系列活动，纪念我国收复南海诸岛70周年

聆听历史的回响，鸣响前进的鼓角 诗人数度登岛
留下佳作无数

本报永兴岛12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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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本月底结束。本周
推出的诗歌作品，来自诗人村夫的《把忠诚献给
三沙》。

村夫自三沙设市4年多来，曾数度登岛，无
论是在“三沙一号”轮船上，还是在永兴岛、石
屿、晋卿岛、鸭公岛等岛礁，处处都留有他的身
影和诗歌佳作，代表作有《赋三沙》《老龙头的默
守》等。2014年1月，永兴岛北京路商业街建
成时，村夫赞许其是“三沙王府井”，该称谓至今
在岛上沿用，被传为佳话。

把忠诚献给三沙
■ 村夫

也许 情爱无涯
我只想把我的忠诚献予她
因为那片蔚蓝
给我生命的遐想
因为那顷碧绿
让我此生无憾
爱三沙
我们走过了风风雨雨
建三沙
我们洒下了毕生的血汗
忠诚 不是表白
他镌刻在南海的
每一片沙滩
每一座礁盘
每一朵浪花

渔民世代守护
我们的祖宗海

本报永兴岛12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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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随手拍活动将于本月底结束，
本期我们选登的作品为《我的祖宗海》，作者是
周晓刚，拍摄地点为永乐群岛海域。

周晓刚说，这张图片拍摄于 2009 年 8
月。当时他随渔船去南海拍摄资料，航行到西
沙永乐群岛海域时，天气突变，晴朗的天空突
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我乘坐的
船晃动很大，透过船窗远眺，只见茫茫的大海
上一艘渔船，船尾旗杆上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船拖着2只小船，正在艰难地前行，我
深受感动和震撼，就在此时拍摄下这张照片。”
周晓刚表示，正是海南渔民世世代代用自己的
智慧、生命，以不怕输、不畏难、勇往直前的渔
家精神，在守护我们的“祖宗海”，演绎、传承
着南海的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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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赞三沙

“发现三沙之美”作品精选

我的祖宗海 周晓刚 摄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刘妞

在近日闭幕的第三届中国青年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上，“情系海岛，
爱洒南疆”三沙行志愿服务项目不
仅夺得银奖，也赢得不少参赛队伍
的敬意。

这支团队很特别，他们在三沙这
块热土上奉献爱心，以志愿者力量充
盈了三沙市永兴学校的教育工作；这
支团队又很普通，用不少志愿者的话
说，他们不过是尽绵薄之力参与三沙
发展建设。因情系海岛，一年来，已
有19名来自琼台师范学院的志愿者
教师上岛，每次支教一个学期，把爱

洒向南疆。
在三沙市永兴学校建成的同时，

琼台师范学院就开始面向本校招募、
选派志愿者上岛，筹办学校工作。

“能到三沙支教，不仅是精彩的
体验，更是一种荣誉。”校图书馆助理
杨艳红心动了，她开始做家人思想工
作，最终得到了家人及孩子的理解和
支持，开启永兴岛支教之旅。

琼台师范学院团委书记柳善文
告诉记者，永兴学校校长李赞宗和支
教老师唐华玲这对“夫妻档”也是志
愿者。2015年三沙市永兴学校启用
时，时任琼台师范学院团委副书记的
李赞宗作为支教老师来到永兴岛，负

责永兴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工作。今
年，唐华玲带着5岁的儿子，毅然把

“家”搬到了三沙。
“三沙需要我，我就留下来。”如

今，支教老师已经迎来了第三批，李
赞宗说，他仍愿意坚守。

柳善文说，这就是“情系海岛，爱
洒南疆”三沙行志愿服务项目的初
衷，不仅要支持学校的发展，更愿将
志愿服务精神传承下去。

三沙常年高温、高湿、高盐。初
上岛时，不少志愿者因水土不服，身
体毛病不断。“我得过重度感冒，皮
肤也常过敏，他们都笑话我要在岛
上把能得的病都得个遍了。”杨艳红

说，还有的老师因为风湿病发作，饱
受失眠痛楚。

虽然志愿者里女性居多，但平时
很少听到她们诉苦。“倒是常看到他
们在微信群里讨论教学工作，比如又
请了美术老师画墙绘，图书室又办了
阅读活动等。”柳善文很受感动，志愿
者们总是报喜不报忧。

为了丰富孩子们的生活，志愿服
务团队招募了拥有美术、数学、英文、
绘画等各类专长的志愿者，既有幼儿
园教师，也有高校教师。他们常说，

“只要有一个学生在，我们就会守护
在这里。”

（本报永兴岛12月12日电）

三沙行志愿服务项目获全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

情系海岛 爱洒南疆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洪媛媛

12月8日至12月10日，三沙迎
来了14位国内诗人的到访，诗人们
在永兴岛参观了永兴学校、北京路步
行街、永兴居委会、石岛，为三沙市永
兴学校捐赠了各自优秀的诗集、文学
作品……三沙之美、三沙建设给诗人
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想象之外的美丽和诗意

12月8日上午，14名诗人抵达三
沙永兴岛，三沙秀美的风光和城市的
建设让诗人们赞叹不已。

“这片广袤无际的大海，这片朝

气蓬勃的热土，这些风景绮丽的海岛
都将融入到我们未来诗歌的创作
中。”诗人刘立云动情地说，来到三
沙，就像是走进了一个梦，看到漂亮
的大海，看到精神面貌蓬勃的军民，
看到处处洋溢着朝气的年轻城市，自
己的诗意被激起。

诗人路也感慨，三沙是一个出英
雄的地方，是充满光明和诚挚的诗意
之所。“诗人的创作写的是想象中的
地方，而三沙的风景则是想象之外的
美丽和诗意。”诗歌评论家李犁也由
衷赞美三沙。

在三沙永兴学校，诗人们和学校
师生朗诵了诗歌，给学校赠送了各自
的优秀诗集、文学作品等。“希望丰富

岛上军民的文化活动，从诗中带来另
一种启迪。”诗人们表示。

在永兴学校与孩子们在诗歌中
互动，是诗人李琦此行最深的记忆。
她说，有个小孩子虽然失去了父亲，
但能够在三沙这样一个充满爱的环
境中健康成长，这就是人民生活的安
详，就是这片土地上最庄严的命题。

三沙题材佳作未来可期

短短的3天行程，诗人们仍意犹
未尽，他们希望能创作出一批批歌颂
三沙的好诗，以表达对三沙绵绵不断
的深情。

诗人李元胜表示，此次活动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国诗人
写海洋的盛会，让全国的诗友都注意
到了蓝色海洋这样一个题材，此次活
动必将成为诗歌界的一个转折点。

诗人唐力说，在石岛看到了一望
无际的蔚蓝大海，海面浪花奔涌，感
受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美好，
相信自己会从此次采风活动获得灵
感，未来可能会以“南方之南”为主题
创作有关三沙的文学作品。

诗人郝随穗坦言，没来三沙之
前，觉得三沙离自己很远，此行虽然
短暂，但他和三沙之间建立起了某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三沙将成为
他未来创作中的一部分。

（本报永兴岛12月12日电）

在“面朝大海”之地 赞“春暖花开”之美
——14位诗人三沙采风侧记

三沙加强监督管理
建筑工程质量安全

本报永兴岛12月12日电（记者刘操 通
讯员洪媛媛）三沙市近日举办建筑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培训会，邀请专家就贯彻落实好
《三沙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暂行办法》进
行授课。

会议指出，希望通过这次培训，各单位、各
部门的项目负责人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建筑工
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和验收，明确政府在建筑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中所承担的责任和定位，认
真做好相关工作，做一个工作思路清晰的精明
业主，真正让三沙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管理走
上规范化。

据了解，为做好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
作，三沙市已成立了由国土资源与环境保护局
管理的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制定了管理办法，配
备了人员，并借调了富有施工管理经验的干部
前来挂职，充实和壮大了管理力量。

三沙快讯

■ 本报记者 刘操

12月8日，14名国内诗人来到三
沙市永兴岛采风，黑龙江省作家协会
副主席、诗人李琦是其中一位。从大
雪飘飞的哈尔滨来到阳光明媚的三
沙，李琦说，体会到了一种远在天涯的
南国气息，也收获了一种抵达遥远国
土的感动。

这是作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的李
琦第一次来到三沙。她说到访三沙
前，对这里的感觉很陌生、很新鲜。

在李琦看来，此次到访三沙，让自
己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了一个更加具体
的认识和强化。“会自然地把自己的命
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
片大海和这个家园的悠久历史，给我
们写作者情丝上那么深的打动。”

李琦在永兴岛的石岛上望向大
海，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大海的辽
阔、壮美在三沙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里
的海水像翡翠一样透明、澄澈，有一种
独有的安详、寂静。”

在三沙永兴学校，李琦被多位从
海口来三沙支教的年轻女教师所打
动。“她们都是很平凡但是很有理想的
年轻姑娘，她们选择到这个小岛上和
孩子们一起度过自己的青春岁月，很
了不起。”

短短3天的行程，李琦说自己获
得了很多创作素材。“这些素材会出现
在我以后的作品里。”

“这里的一切在几天前感到远在
天边，但是从此时此刻开始成为了我
心头的牵挂，我会永远记住今年12月
来到这个地方，从此在我的记忆里占
一个特殊的位置。”李琦说。

（本报永兴岛12月12日电）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诗人李琦：

“三沙从此时此刻起
成了我心头的牵挂”

名人看三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