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三沙市永兴岛，几名
战士在蔬菜生产基地种植蔬
菜。

在永兴岛、琛航岛、东岛等
岛礁蔬菜生产基地，种菜不用
泥土，只需把蔬菜种子置入特
制的塑料泡沫里，放进营养液
里培育；绞碎的椰糠和沙混合，
配上肥料培育改良后，种植的
辣椒、黄瓜两个月就可以采摘。

如今，西沙岛礁蔬菜生产
旺季自给率可达70%，淡季达
30%，在气候恶劣情况下也能
保障驻岛军民吃上新鲜蔬菜。

这些得益于新栽培技术的
运用，新技术比传统种植方法
节水1/3，生产周期缩短5天至
10天，西沙岛礁的蔬菜产量显
著提高。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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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篇

分布于我国西沙、南沙等沿海，石笔海胆形态特性体椭圆形，壳坚厚。长轴较长，可
达8-10厘米。反口面隆起，口面平坦，围口部特别宽大，周缘不凹陷。大棘极强大粗
壮，长等于或大于壳的长径，其基部为圆柱状，上端膨大成球棒状或三棱形。口面的大
棘扁平，末端扩大成鸭嘴状。反口面另有大小不等、短壮的大棘，顶上平滑呈现多角形，
中棘为楔形，密集于壳的表面。

石笔海胆大棘一般为深浅不均匀的浅褐色或灰褐色，也有灰色或黑紫色，末端常有
1-3条浅色环带，口面的大棘末端常为红色。中棘为白色、褐色或紫黑色。栖息于沿岸
珊瑚礁洞穴内，有时在水深20米处也能发现，4月间产卵。 （本报记者 刘操 整理）

石笔海胆

加强党风廉政
三沙风清气正

获此殊荣，得益于三沙设市以来，
三沙市委坚持发挥政治领导核心作
用，加强作风建设，认真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不忘初心、奋勇前进，扛起守好建设
好祖国南大门的政治担当，以一天也
不耽误的精神开展工作，把党旗插到
岛礁、船上，真实地履行了维权、维稳、
保护、开发的神圣使命。

“市纪委温馨提醒：在双休日、节假
日期间，如非执行公务，请自觉将公车
开回本单位存放；严禁公款吃喝送礼
……”每逢节假日，这样的信息内容都
会以短信的形式发到三沙市每一个领导
干部手机上，时刻提醒大家廉洁自律。

自设市以来，三沙市委坚持落实
“两个责任”，抓党风廉政建设，确保三
沙风清气正。市委经常性听取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汇报，召开了专
题会议，把党风建设与“维权、维稳、保
护、开发”各项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

落实、同检查。建立项目法人，引进第
三方审计提前介入，加强预防职务犯
罪工作，建立廉政风险制度，加强廉政
风险防控工作，查找出195个廉政风
险点，制定了445条风险防控措施。
此外，全市29个部门、企事业单位均签
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项目业主单
位在签订工程建设或政府采购合同的
同时均签订了工程廉洁责任协议书。

正是这种从小处着眼，防微杜渐，
切实抓好作风建设的诸多举措，使得
三沙市党风政风行风建设获得了社会
各界一致好评。

扎实推进党建
祖宗海上党旗飘

三沙，设市时间最短、人口最少、
地位最特殊，陆地面积最小，海洋面积
最大，管辖面积也最大……为守好、管
好、建好三沙，三沙市委始终把党建放
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扎实推进党
的建设。从市委书记亲自抓，市委班
子集体抓，到各级党组织一起抓，层层
抓、级级负责，政权建设由虚变实，由

机关向基层延伸，由岛礁向船上拓展，
党旗插到岛礁、船舶上。

目前，三沙已发展4个工委、1个
市直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委、1个
基层党委、6个党总支、90个党支部，
党员达到556名。完成岛礁村级“两
委”换届工作，社区“两委”班子实现
100%的“一肩挑”，进一步配强配齐居
委会干部，实现了岛礁上有人管事、做
事、有人办事。

深化作风建设
赢得岛礁百姓心

三沙要建设好一座座岛礁，夯实一
个个基层政权，做好一个个项目，靠的
是超强本领和特殊作风。三沙市委书
记、市长肖杰经常在会上强调，三沙使
命特殊、环境特殊，三沙的干部要“处三
沙之远忧其国，住岛礁之上为其民”。

加强作风建设，领导干部率先垂
范。市委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动了
整个班子成员不怕苦、不怕累，打造一
个高效、廉洁的领导集体，带动了整个
三沙市干部群众，让三沙人的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
对于在三沙工作的党员干部而

言，高温、高湿、高盐、强紫外线的艰苦
环境并不可怕，曾经相对枯燥与单调
的生活也从未动摇过他们投身三沙建
设的决心：“与年轻的三沙一起成长感
到光荣与自豪！”

如今，顶烈日，战酷暑，乘风破浪
……日渐成为三沙工作常态。三沙各
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扎根岛礁、乐守
天涯，涌现出一批先进代表和人物。
梁锋、陈儒丰分别被省委授予全省先
进党员和先进党务工作者称号，“琼沙
3号”轮党支部被党中央评为“全国先
进基层党组织”；“黑炭脸”王春扎根七
连屿拓荒岛礁、“三沙扶树哥”风雨中
奋力扶树、“南海纤夫”在海中艰难运
送树木等一个又一个感人故事蹿红网
络，感动了无数国人。

为营造风清气正、廉洁高效的政
治生态环境，在蔚蓝的祖宗海上书写
忠诚、干净、担当，努力实现“主权三
沙、美丽三沙、幸福三沙”的“三沙梦”，
三沙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本报永兴岛3月20日电）

石
笔
海
胆
。

本
报
记
者

宋
国
强

摄

■ 本报记者 刘操

三沙永兴岛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
太阳热辣，头顶烈日，建筑工人们有条
不紊地施工、搬运钢筋、操作设备，一
片热火朝天。他们在远离内陆的岛礁
上用辛勤的汗水建起一栋栋楼房、修
起一条条道路；他们甘于寂寞，在这片
蔚蓝的海域里用青春抒写着“变化”；
他们乐于奉献，在祖国最南边的疆域
中用泪水凝聚出家国情怀。

三沙重点项目负责人古芳东就是
他们中的一员。过去的几年时间，他
带领工人们在永兴岛先后建起了公用
住房、修筑了20多条道路，建立了垃
圾转运站、海水淡化厂、宣德景观路
……一个个项目建成，不仅让永兴岛
的面貌焕然一新，更是让驻岛军民的
生活有了质的跨越。

常驻三沙克服重重困难
抓建设

2012年9月，永兴岛公用住房项
目举行开工典礼。古芳东踏上永兴码
头的那一刻，心中五味杂陈，有欣喜、
有好奇，更多的却是解脱，当他回头看
着停泊岸边的“琼沙3号”船时，却又
是一阵天旋地转，强忍住呕吐的冲动。

“知道三沙艰苦，但没想到会这么
苦。”对于一个做了多年建设，长期以工
地为家的项目负责人，古芳东的骨子带
有江西人吃苦耐劳的韧劲，在接下永兴
公用住房项目这个“烫手山芋”时，他就
仔细了解过三沙的情况，做好了吃苦的
心理准备，但当他真正直面三沙的恶劣
条件之后，晕船几乎将他击退。

2013年7月，永兴岛公用住房项
目正式开工，古芳东带领着建筑队开
始了常驻三沙的生活。

天气炎热，水电紧缺，交通不便。

施工队板房里的空调形同虚设，泛黄
的岛水让一些工人得了皮肤病，船期
受天气影响很不稳定，材料运输、保存
困难……一个又一个岛礁建设中特有
的问题随之而来，“蝴蝶”台风的侵袭
更是让古芳东和同事们措手不及。

“整整三个月，一袋水泥都没运上
来。”2013年9月29日强台风“蝴蝶”
之后，热带风暴、热带低压相继到来，
三沙市抓住一切可以开船的机会运送
物资补给上岛，仅有的一艘“琼沙3
号”运载能力十分有限，建筑队租用的
材料运输船也无法通航。长期缺乏建
筑材料，建筑队的工人没有活干，走了
一大半，待2014年年初天气转好，建
筑材料到位之后，工程队却又面临着

“用工荒”。

父亲患重病仍坚守一线
抓项目

“2014年7月24日以前永兴公用

住房必须完工，投入使用。”多少次，古
芳东午夜梦回想到时间又过去了一
天，就会惊醒：“简直是被时间赶着
跑。”

永兴岛公用住房项目进入最后冲
刺阶段，施工队的工人们加班加点，古
芳东更是日夜守在工地上。“按照这样
的速度，一定能赶上工期。”想到这里，
他才算舒了一口气。

然而，意外总是不期而至。父
亲脑淤血入院。这个消息对于古芳
东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回
家！去病床前照顾父亲，尽一份做
儿子的责任！”古芳东暗下决心，等
过两天船一来就立刻请假回老家照
顾父亲。

项目、工期。看着墙上的工期表，
古芳东深知，永兴公共住房项目在三
沙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更
清楚三沙这个中国最南端的新兴城市
肩负着怎样的历史重任。

“留下来，把项目做完。”经过反复

考虑，古芳东最终还是放弃了那张可
以回家的船票。开船那天，他在码头
上望着“琼沙3号”逐渐远去，泪流满
面。他就那么站着、望着，目光似乎穿
越了几千公里的距离看见家乡和亲
人。

2014年7月24日，永兴公用住房
项目如期完工，迎来了第一批客人。
古芳东甚至来不及喘口气，就又全身
心扑到另一个项目上了。

一条条道路的建成，永兴岛路网
结构初见雏形；海水淡化厂的投入使
用；垃圾转运站的完工，三沙市在环境
保护的路上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宣
德路景观改造工程的进行，为将三沙
打造成为滨海花园平添亮色……

“吃了常人不能吃的苦，感受到别
人感受不到的荣耀。”结缘三沙3年
多，看着自己与同事们辛勤建设的岛
礁日渐有了城市的样貌，古芳东黝黑
的脸上充满了满足感。

（本报永兴岛3月20日电）

三沙建设者古芳东：

汗水背后的责任与坚守
三沙人物志

■ 本报记者 刘操

海水澄碧，天空蔚蓝，气候宜人。今年初，
西沙邮轮旅游目的地永乐群岛一直备受国内外
游客追捧。银屿居委会主任李遴君一直很忙，
一边忙着接待椰香公主号邮轮纷至沓来的游
客，一边着手岛礁发展建设。

“海参干多少钱一斤？”“工艺项链怎么
卖？”……3月4日上午，长乐公主号邮轮首航抵
达三沙市永乐群岛海域，船上的200多名游客
登上了银屿。

小海参干150元/斤、大海参干400元/斤、
腊鱼干60元/斤……这些平时收购很难卖出价
格的渔货，此时已经成为游客们的抢手货。

按照西沙旅游线路的安排，每次邮轮抵达
三沙海域，游客们都有半天时间在银屿观光、吃
渔家乐，购买渔货。过去渔民很难卖出好价钱
的渔货，现在有了游客的到来，经常是供不应
求，渔民在偏远的岛礁上有了好收入。因此，每
当游客到来，渔民们就会在门前的长桌上摆满
渔货和各种工艺品。按照计算，仅这半天时间，
每个摊位平均收入就在3000元左右。

鸭公岛是西沙旅游航线的另一个目的地，
小岛上的渔家乐特别受欢迎。“来三沙的游客非
常青睐海鲜产品，我们捕来的鱼可以就地全部
销售出去。”鸭公岛渔民杨开琼说。

“我们这里环境越来越好，太阳能发电板相
继安装成功，通讯信号也实现了全覆盖。”李遴
君说，过去一年银屿又是一番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沙旅游线路日趋成熟，在靓丽的永乐群
岛上大批渔民实现转产转业，渔民们的幸福梦
想逐渐照进了现实。（本报永兴岛3月20日电）

永乐群岛渔民生活质量显著改善

旅游促增收
海岛享富足

本报永兴岛3月20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
员彭子娥）三沙市日前组织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回头看”，注重抓好离退休党员干部学
习教育，进一步坚守党员本色，发挥老党员的
积极作用，为三沙发展增添正能量。

会议传达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回头看”
的开展背景和重要内涵，并提出了离休党支部
党员的相关责任义务。离退休党员纷纷表示，
通过学习和交流深深感受到党和国家对离退休
老同志的关怀和爱护，老党员应该为新党员做
出表率，为三沙的事业传递正能量，为构建“主
权三沙、美丽三沙、幸福三沙”发挥余热。

三沙注重离退休党员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本报永兴岛3月20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
员王虎 高华）记者从三沙海事局获悉，3月13
日，三沙市永兴岛附近的广东籍船上一被烫伤
的船员被成功救治。目前，该渔民伤情已经稳
定，乘飞机返回海南本岛医治。

据了解，3月13日15时05分，三沙市委值
班室接到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三沙海事局指
挥中心）报告，一船员被热水严重烫伤并开始发
高烧，由于病情危急急需接受治疗，请求给予协
助。核实完险情后，三沙市委值班室在第一时
间将相关情况通报西沙某水警区，启动应急预
案，并协调海警及指示三沙市人民医院做好救
援工作。22时05分，三沙海事局值班人员乘
坐海警支队救援船成功接到受伤船员。22时
30分，伤员到达永兴岛并被送往医院就医。

至3月14日，伤员病情已基本稳定。15时
55分，经三沙市委值班室协调，伤员乘坐民航
飞机返回海口接受进一步治疗。

三沙合力救助烫伤船员

本报永兴岛3月20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
员王蓓蓓）日前，三沙市委与国家海洋局第一海
洋研究所展开座谈，双方就永乐龙洞探测及西南
中沙珊瑚礁保护等事宜展开深入交流和探讨。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表
示，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以促进海洋科
技进步，为海洋资源环境管理、海洋国家安全和
海洋经济发展服务为宗旨，主要研究领域包含
海洋资源与环境地质等。他说，国家海洋局第
一海洋研究所一直非常关注南海测绘、海洋生
态环境，希望通过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精确测
量龙洞三维形态，明确其生态、水体特殊性，分
析其成因，为进一步提升龙洞的价值打下基
础。同时，通过对龙洞的探测，有助于更好地了
解三沙岛礁生态、稳定性等情况。

三沙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永乐龙洞这一
自然奇观备受社会关注，开展全面、科学、权威
的调查具有一定的意义。他希望国家海洋局第
一海洋研究所能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方案，将各
种风险点考虑周密，使科研有序进行，并力争调
查研究出成果，同时，建议结合三沙实际需求，
做好周边珊瑚礁本底调查，使三沙的珊瑚礁生
态系统得到更好地保护。

三沙与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座谈

加强科学考察
推进三沙生态发展

晌午时分是西沙太阳最毒
辣的时候，却也往往是三沙党员
干部们工作的时间。过去的一
年，三沙的干部们习惯迎着晨曦
乘船从永兴岛出发，经过数小时
的海上颠簸抵达所调研岛礁附
近，来不及休息，每一个人就顶
着烈日、冒着风险换乘冲锋舟，
前往目的地。

正是这种领导干部以身作
则、心系三沙发展的做法，使得
三沙市党风政风行风建设获得
了社会各界一致好评。2016
年海南省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社
会评价结果近日“出炉”，被评
价单位多达113家。其中，三
沙市委市政府因 2014 年和
2015年连续两年高分获得市
县党委政府与开发区党工委第
一名，被列为免评单位。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王蓓蓓

三沙市在全省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社会评价中连续两年获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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