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關注南海捕魚安全
瓊海漁港登船探望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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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國家主席習近平8日下午
來到海南省瓊海市潭門鎮考察。他登上
遠洋南海的深海捕魚船，與當地數十位
漁民交談，詢問遠航安全和生活狀況，
並合影留念。

【本報訊】中國首個為南海海域及周邊國家和地區
服務的多語種廣播─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南海之聲」
（FM101.0）9日正式開播。

據中新社報道， 「南海之聲」旨在服務於中國將南
海打造成 「和平之海」、 「合作之海」的外交努力，同
時服務於世居南海中國漁民，滿足南海周邊國家和地區
民眾、中外過往船隻船員的文化資訊需求。

據介紹， 「南海之聲」將採用漢語普通話、英語、
越南語、馬來語、菲律賓語和印尼語等六種語言，通過
調頻、中波和短波三種方式廣播，節目覆蓋菲律賓、越
南、印尼等南海周邊國家、海南省本島以及中國南海海
域。

「南海之聲」開播當日， 「南海之聲」多語種網站
也同步上線。

據《長江日報》報道，登上捕魚船後，習近平向漁
民們表示問候，詳細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並對出海捕
魚安全予以關注，叮囑漁民注意人身安全。

此次習近平來訪，一路沒有歡迎橫幅，數千民眾在
家門口為主席來訪鼓掌，而習近平也揮手致意。當地漁
民稱，習主席平易、隨和。

漁民：習主席平易隨和
兩天前剛剛率領船隊從南海捕魚歸來的盧傳安，未

曾想到這次歸來會受到如此大的慰問和關注。8日下午4
時許，習近平主席一行從博鰲亞洲論壇驅車來到臨近的
潭門鎮，登上瓊瓊海09045號深海捕撈船─它的船長
正是明星漁民、在當地漁民中被稱為 「海博士」的盧傳
安。

「當時只有激動」，回想起習近平主席登上漁船的
那一刻，43歲的盧傳安心情至今難以平服。從深海捕魚
歸來，他的兩艘船並排停到了潭門老港口旁。老港口旁
的水泥路是鎮裡的主幹道，今年剛修好，拉貨的車可以
直接由外開到船前交易，而習主席乘坐的白色中巴車正
是沿這條路開進來的。當時，盧傳安正和數十名船員整
理漁網，查看捕獲的魚貨。

「他上船跟每一位漁民都握了手。問的都是家常的
話，問我們去南海安不安全。」盧傳安稱，習主席關心
的都是漁民的生活問題。

登上船後，習近平走到漁民中間，指甲板下的魚
艙詢問品種， 「我告訴他是馬鮫魚」，漁民老陳搶回
答了兩個問題。習主席接問： 「這魚有多大？」他又
搶答道： 「一斤多。」大家都圍他，一問一答，很
隨和，比料想的還要隨和。老陳說習主席的問題大家都
搶答，七嘴八舌，氣氛不尷尬。他在電視裡已對習主
席有了印象， 「沒有架子，這一次沒想到更和氣。」

此後，在船長盧傳安帶領下，習近平進入船艙內。
這艘長近30米的深海捕撈船，除長10餘米的甲板，後面
的區域就是供26名船員休息和吃飯的生活區。上下兩層
架子床，船的另一頭是做飯的地方。 「主席詳細問我船
員住得怎樣、吃得怎樣，吃什麼米。」盧傳安領習近
平在船內繞了個圈，回到甲板上後，兩艘船上的漁民圍
留下了合影。

十餘分鐘後，習近平向漁民揮手道別，也向岸上的
群眾道別離開了潭門鎮。

博鰲鎮到潭門鎮，其實只有一橋之隔。
數里農田之外的潭門，是傳統的漁民小鎮。兩地

相交的橋尚未修好，前往潭門鎮仍是走瓊海郊外的另
一條岔道。

潭門鎮的港口內，靜靜地停靠數百艘大大小小
的漁船。站在老港旁，抬頭望遠，博鰲高高的樓房煞
是醒目，這裡卻很難找到一棟高於五層的樓房。

不過，這一切並不能削弱外界對潭門小鎮的關注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8日視察了潭門鎮，向當地漁民
了解南海漁業安全。

黃岩島事件仍然令人記憶清晰。去年，潭門鎮12
艘漁船，在黃岩島海域捕魚時，遭菲律賓軍艦騷擾。

從地理位置上看，歸屬海南瓊海的潭門鎮臨海，
因耕作面積狹小，潭門人出遠海潛水捕撈。潭門港數
百年來都是重要的出海港，是我國南海漁業生產的重
要母港，尤其是南沙漁船靠泊的 「大本營」。

潭門人因獨特的潛水作業捕魚方式，被稱作 「海
裡的漁民」。除近海捕撈外，潭門鎮漁民基本以黃岩
島為主進行海洋捕撈。潭門鎮漁民前往南沙海域捕魚
，早在明代的文獻史冊中就有記載。

目前，潭門鎮在南沙群島捕撈作業的漁船達162艘
，2012年潭門鎮漁民在南海捕撈業產值達4億元。當地
漁民不僅在南海傳統海域從事漁業生產，而且克服各種
艱難險阻，通過長期駐礁捕魚作業的方式，彰顯我國

在南海的主權存在，維護中國固有的領土和領海完整。
從去年底起，潭門鎮已有了大翻修，將打造成既

有南中國海風情又有鄉土文化特色的旅遊風情小鎮，
凸顯南海漁耕文化，展現千年漁鎮的生活方式。

在主幹街道上開桌球店的小羅稱，年關時鎮上就
變了個樣，水泥馬路替代了原來泥濘的碎石路。記者
看到，馬路兩旁的民居也已粉刷一新，門前柱廊用海
石花貼面，路燈也改成了船舵造型。

南潭門港2004年被農業部定為一級漁港，是海南
島通往南沙群島最近的港口之一，也是西、南、中、
東沙群島作業漁場後勤給養基地和深遠海魚貨的集散
銷售基地。

【本報訊】近日，網上出現一份號稱是內部講話
的文字，裡面提及要對所謂 「新三反人員」（即堅持
反黨、反國家、反民族立場的人員）進行清理。有個
別媒體以此為據加以發揮，加上一些外媒的炒作，令
一些讀者信以為真。

筆者在京工作多年，據向傳媒業界人士多方了解
，北京根本沒有召開類似會議，也沒有所謂 「新三反

」的說法。至於所謂對 「新三反人員」進行甄別、清
理的做法，更純屬空穴來風。個別媒體的報道儘管用
了一些諸如 「清洗」、 「整肅」之類聳人聽聞的詞彙
，卻沒有任何有說服力的內容，只不過是帶意識形
態的有色眼鏡、靠謠言來博眼球罷了。

實際上，中共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
民主開明之風徐來。官方媒體發布了一系列包括領導

人個人家庭情況的人物特稿，打破了以往的神秘感。
對領導人考察調研的報道，也不再是官媒的專利，甚
至很多普通百姓都通過微博進行即時播報。中央大力
氣改進會風、文風、作風的努力與成效有目共睹。

習李高層所傳遞的春風鼓蕩的正能量，令整個國
家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充滿生機活力。媒體人如果
能夠秉持公正客觀立場、放棄刻板成見，對於這些新
變化、新氣象，是不會覺察不到的。

當前，全國上下正在合力同心為實現 「中國夢」
而奮鬥。中央高層多次強調要把人民群眾的心聲反映
好，要樹立問題意識，善於發現問題、直面問題，積
極推動問題的解決。在此情形下， 「新三反」謠言不
攻自破。

鴨綠江邊，丹東一側遍
布大大小小的朝鮮飯店。落
地窗前，身艷麗民族服飾
的朝鮮姑娘儼然成為江畔一

道靚麗的風景。她們的 「微笑」和 「寡言」給記者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丹東這座邊境城市，除了門前靚麗的風景，
張貼中朝兩國國旗也成為朝鮮人在華開設飯店的顯
著特點。問其原因時，一家酒店的迎賓姑娘用生硬
的漢語向記者解釋， 「這代表中朝友誼萬歲。」當
再追問朝鮮情況時，姑娘卻連忙擺了擺手，隨後微
笑一言不發。在另一家朝鮮酒店前，看到記者的
鏡頭，朝鮮姑娘們立刻拉上窗簾，微笑示意記者
不要拍照。

來華工作的朝鮮姑娘，她們中絕大多數不願講
述自己的生活情況，對於故鄉朝鮮的話題更是諱莫

如深。雖在華生活多年，但她們似乎從未真正融入
到這個新的環境中。

知情人透露，多年前能來華工作的朝鮮人寥寥
無幾，而且都經過朝鮮官方層層審核，大多家庭背
景優越，且擁有大學學歷，可以稱得上 「根正苗紅
」。近幾年隨朝鮮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越來越
多的朝鮮姑娘以勞務派遣的形式進入中國工作，通
常以3年為限。這位知情人笑稱， 「雖與朝鮮聯繫斷
隔已久，但她們從未忘記來自哪裡，一直恪守 『紀
律』。縱使不在當前朝韓局勢緊張的前提下，仍是
沉默寡言。」

或許是受到太多關注，抑或是其他政治原因，
在鏡頭面前的她們總是本能躲避。對於這些朝鮮姑
娘來說，也許 「微笑」是職業的需要，但 「寡言」
卻是紀律的要求。

【本報丹東九日電】

【本報訊】中新社北京九日消息：9日，中國海監
50、26、66船編隊在中國釣魚島領海內巡航，並對日船
進行了監視取證。

來自中國國家海洋局的消息稱，巡航期間，中國海
監巡航編隊向日方嚴正聲明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
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要求日方船舶立即離開中國領
海，並對日船進行了監視取證。

據日本媒體4月9日報道，日本海上保安廳稱，當地
時間9日上午發現有3艘中國海監船駛入釣魚島海域。報
道稱，這是自去年9月日本將釣魚島 「國有化」以來，
中國公務船第36次駛入釣魚島海域。

日媒還報道稱，日本政府已將首相官邸危機管理中
心的 「情報聯絡室」，升格為 「官邸對策室」進行應
對。

根據中國官方發布的信息，中國海監50、26、66船
編隊上一次在中國釣魚島領海內巡航是在4月1日。

今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中國宣布整合海上執法力
量，重組後的國家海洋局以中國海警局名義統一開展海
上維權執法。

此前中國海上執法由中國海監、公安部邊防海警、
農業部中國漁政、海關總署海上緝私警察等多部門分頭
進行。

【本報記者
宋偉丹東九日電
】朝鮮半島的緊
張局勢瞬息萬變

，朝韓雙方邊境已呈劍拔弩張之勢。而在中朝邊
境的鴨綠江畔，遼寧丹東這座對朝貿易和旅遊來
往密切的城市，一切卻顯得風平浪靜。

記者今日走訪丹東的各大旅行社發現，熱門
的開城、板門店景點依舊接受預定，絲毫未受朝
鮮關閉開城工業園的影響。在丹東最大的赴朝旅
行社，丹東國旅負責人季先生稱，尚未接到任何
官方暫緩發團的通知，目前赴朝旅遊一切正常，
價格也未發生變化。而朝鮮駐丹東負責簽證工作
的觀光事務所也在正常運轉。季先生坦言，目前
赴朝客流相較往年有所下降，以其獨家經營的朝
鮮新義州一日遊為例，現在一周只能發三個團。
季先生說， 「主要還是當前氣溫偏低，未到旅遊
高峰期，半島局勢對赴朝遊的影響目前微乎其微
。」

在丹東火車站，作為赴朝旅遊的重要樞紐，
有59年歷史的中朝國際聯運旅客列車也在正常開
行。從丹東去往平壤的大陸遊客將全部乘坐這趟
列車。今年由隔日開行加密至每日開行後，客流
量一直穩定在百人左右。而在鴨綠江斷橋等景點
周圍，來自國內各地的遊客依舊忙拍照留念，
絲毫看不出任何緊張的氣氛。

時至午時，丹東口岸也顯出一片繁忙景象，
數十輛貨車排起長龍等待過關。一名長期從事對
朝出口貿易的貨主對記者表示，目前口岸一切正
常，貨物運輸仍以朝鮮緊缺的日用品為主，這次
出口的是一批服裝面料。對於目前半島的緊張局
勢，他很淡然地說， 「朝鮮缺什麼，我們運什麼
，絲毫沒影響。」

在丹東朝鮮人聚集區，很多店舖懸掛中朝
雙語招牌，但真正是朝鮮人經營的卻寥寥無幾。
一家五金店舖門前，來自朝鮮的中年男店主神情
憂鬱。今年以來他的生意情況並不樂觀，相比生
意，更讓他憂慮的是現在的局勢， 「我的妻子和
兒子還在家鄉，誰也不希望爆發戰爭。」

特稿

丹東見聞

潭門港：南沙漁船大本營

習近平8日下午來到海南省瓊海
市潭門鎮看望海上民兵連。聽說漁民
們維護海洋權益的感人事跡後，他說
，我很受感動，你們都是好樣的。黨
和政府會進一步關心你們。他叮囑大
家一定要注意出海安全，祝大家出海
打魚順利，打更多的魚，打大魚。

網絡圖片

習主席囑要注意出海安全

▶瓊海市潭門是傳統
的漁民小鎮，潭門港
內停靠數百艘大大
小小的漁船

資料圖片

▼8日，習近平在潭
門漁港登上一艘從南
沙捕魚回來的漁船，
看望漁民，還看了他
們捕的魚和他們的漁
船，祝願他們每次出
海都大豐收

網絡圖片

無中生有

海監編隊巡釣島監視日船

特寫

朝鮮姑娘在中國

南海之聲開播
多語種服務南海

東海艦隊安慶艦協同演練
8日，東海艦隊某水警區安慶艦與北海艦隊

某部直升機正在進行協同演練，提高了部隊作
戰能力。 中國海軍網

中朝口岸繁忙 赴朝遊如常

◀ 9日，
兩位意大
利遊客在
地處中朝
邊境的遼
寧丹東鴨
綠江斷橋
景區好奇
拍照
中新社

本報記者 宋偉

新三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