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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一日是天堂，住一周是人间，住
一月是地狱。”有人曾如此形容祖国最
南端——三沙的艰苦条件。然而，总有
一群“观天人”年复一年地坚守在三沙
岛礁上，他们基本摸清了天的脾性，每
日每时，风有多猛，浪有多高，雨有多
大，云有多密，都了如指掌，测定得准确
无误。

海南省三沙市气象局预测减灾科科
长孙立，就是这群“观天人”中的一员。
34岁的他驻守三沙10年，与艰苦孤寂相
伴，用行动诠释着“准确、及时、创新、奉
献”的气象精神。2019年6月份，孙立获
得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荣誉
称号。

上岛：身与心的考验

高温暴晒、年均日照近3000小时，
强烈的紫外线辐射下，只有忍受和适
应；从阳光明媚到雨骤风狂，就在一瞬
间，且台风多发；常年吃不到新鲜蔬菜，
饮用水全靠补给……在 2016年底未通
航前，从海南文昌市清澜港出发，乘坐
补给船“琼沙三号”经过近 17个小时的
海上颠簸，才能抵达 330公里外的西沙
永兴岛。

1957年，一群气象人开始活跃在这
片岛礁上，气象台站入驻此地，成为三
沙市气象局前身。

对大多数人而言，三沙有着太多未
知和冒险。“我父亲也是一名气象人，曾
在这里从事高空气象探测工作，我出生
时他正好在岛上驻守，没有机会下岛看
我。”可冥冥之中，循着父亲奋斗过的轨
迹，孙立毅然接过父辈手中的接力棒，

“小时候住的大院里好多叔叔都去过三
沙观测气象，听他们讲在岛上艰苦的条
件下还能苦中作乐，我也一早萌生了对
气象、对三沙的好奇和兴趣。”

2009 年大学一毕业，孙立被分配
到三沙市气象局工作，从事地面气象测
报，“当时的心情可以说是一半紧张、一
半激动，终于要亲眼见证大家口中的那
个‘三沙’了”。

想象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上岛
后需要面对的不是坦途，而是历练。三
沙有“四高”——高温、高盐、高湿、高日
照。孙立与同事常常被晒得皮肤红肿
甚至起泡，去室外检修设备一圈回来，
能被晒掉一层皮。“除了暴晒，空气湿得
能捏出水来，驻岛没几年，风湿骨病就
找上了门。”现在，即便在大太阳天里，
孙立也要戴着厚厚的护膝。

这样的日常考验渐渐变得稀松平
常，可挑战仍层出不穷。2011 年 6 月
份，孙立被派驻到更远的珊瑚岛。他至
今仍记得第一次乘船去珊瑚岛时的“煎
熬”：当时没有预约乘船，那天刚好碰上
一条小渔船去珊瑚岛，就赶紧上船随行
了，否则下一船还不知要等多久。渔船
上萦绕着浓烈的鱼腥味，胃也跟着海浪
一起翻滚，吐累了睡、睡醒了接着吐，孙
立在海上漂了三天三夜……

这只是刚开了个头。“岛上年代久
远的土砖房没有门，雨稍大一点屋里就
会灌进风和雨，没想到珊瑚岛气象站的

条件比永兴岛还要艰苦。”令孙立印象
深刻的是岛上的物资补给困难，有时一
个月只有一两趟船经过，最常吃的蔬菜
就是容易保存的土豆和包菜。

孙立和另外两名观测员分三班监
测气象，天气越恶劣，越要往外冲，为的
是保护好观测仪器、采集一手观测数
据。等到下一批同事换班，孙立已在珊
瑚岛上驻守了近4个月。

然而，无论环境多么艰苦，都没把
孙立“吓跑”。“气象观测数据是准确预
报天气的基础，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
命安全，一刻也不能中断。”这 10年，
从西沙到南沙，有人值守的岛礁，孙立
几乎“守”了个遍。在他看来，最初做
地面观测员的那几年，纵然多是累和
苦，却也给自己今后的预报工作打下了
坚实基础。

执守：输与赢的交锋

由于常年驻岛，生活中的孙立似乎
总是那个缺席的人。母亲做手术全家
人只有他没到场；最好的朋友家里出了
变故他没能帮上忙；恋爱被分手，因为
两人相聚时间实在太少……“与时间打
架，永远是输家。”孙立在朋友圈写下了
这句话。

然而，作为守护防灾减灾第一道防
线的气象人，他却总是赢家——及时准
确的预报服务，一次次赢得与气象灾害
的赛跑、赢得人民满意的好口碑。

2016 年的一天，正在值班的孙立
发现雷达图上一条醒目的月牙状回
波，从海南岛方向汹汹而来。他意识
到，原本风和日丽的三沙海域很快会
出现“杀伤性”狂风暴雨。赶紧向有
关部门报告，提前发出预警，想尽办
法通知海上船只……在与时间赛跑
中，附近海域所有船只都收到了提示
信息，顺利回港。

“我们刚靠港就狂风大作，我第一
次意识到，天气预报能救命！”那天乘船

在海上采集样本的环境科研人员吴其
珍至今仍心有余悸：如果翻了船，不仅
辛苦采集的海水样本毁于一旦，船上十
几名科研人员也可能生死未卜。

变幻莫测的天气，暴雨、大风等致
命灾害，严重威胁着往来船只的安全。
台风是南海最常见的不速之客，“芭玛”

“蝴蝶”“贝碧嘉”……还有一些连名字
都没有的台风胚胎，哪个都不让人省
心。所以，防御的先手棋布设得到不到
位，要看天气预报准不准、快不快。“台
风天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孙立说。

气象人的“紧张”，换来的是灾害面
前百姓的安然。如今，我国台风预报水
平已领跑全球，每次台风登陆前，三沙
有关部门都会依据孙立和同事们提供
的预报，早早筑起“防御工事”，因台风
出现的伤亡，现在越来越少。

长此以往，这种天气预报幕后的贴
心与细致，让孙立收获了不少特别的

“朋友”。
南沙渔民林圣雄就是其中的一

位。每次出海前，他一定会给孙立打电
话，确认天气平稳后，才敢放心开船。

“报得很准！虽然我从没见过他，却百
分之百信任他。”在老林心里，自己与孙
立是“电话之交”，更是“生死之交”。

“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把未知的
灾害性天气及时准确预报出来，传递给
需要的人，奋力守住海上生命航线。”孙
立坚信，这是自己作为气象人的使命与
责任。为此，他将继续坚守下去。

锤炼：摸清天气脾性

从 843 型雷达到新一代多普勒天
气雷达，从纯人工观测到现在 14 个站
自动观测与人工观测相结合，从简陋土
房和木屋到舒适的办公楼、整洁的宿舍
楼，从缺肉少菜到有完备的冷藏室……
几十年来，三沙气象台站的变迁体现在
每一个细节中。

环境在变，气象人勤于思考、坚持

创新的精神不会变。“永兴岛的降水不
像内陆多受地形影响，预报降水有时比
台风还要难。”孙立深知，这与南海特殊
的地理位置、科研领域尚存诸多空白不
无关联。

这些“空白”，激发着孙立的斗
志。他翻遍南海所有历史观测资料，
归纳分析南海气候特征，积累总结预
报特殊天气的经验……凭着优异的预
报水平，孙立连续多年获评“全省优
秀预报员”。

创新，还体现在对预报方式与内
容、提升气象服务水平的不断探索。孙
立告诉记者，随着三沙海洋气象电台的
开通，在往来南海的数千艘船只上，常
年与风浪为伴的渔民、船长们，只要有
一台收音机，即可收到及时准确的天气
预报，不分国籍与地域。如今，这一服
务的覆盖半径已达1000海里。

年复一年，孙立和同事们走访作业
船只问需求，不断优化天气预报；一点
点突破“最后一公里”，把预警信息传遍
渔场、港口、岛礁；开设微信公众号科普
知识，把防灾减灾意识播种到更多人心
里；建立南海区域长期气候观测模式，
帮助人们科学认识大气海洋状态，准确
把握海洋天气气候演变规律，为国家和
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服务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强有力保障。

如今，孙立还时时念着自己的“小
目标”。“在专业知识方面继续深造，在
业务能力上继续打磨，出现新的知识马
上去学习。”孙立说，他每年都会定下小
目标，按照这些小目标，一步一步扎实
向前，不断提升自己。

“做气象人，准确预报天气，是本
分。老百姓有期盼，我们就要全力以
赴。”孙立说，自己只是全国 11 万多气
象人中的一员。在高山、荒漠、海岛，还
有很多人默默坚守，做好气象监测预报
预警服务是大家共同的初心与追求。

“哪里需要我，我就愿意去哪里发光散
热。微光聚在一起，才是光芒。”

海南省三沙市气象局预测减灾科科长孙立——

岛 礁 观 天 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天气热，一定要保证水分，不然葡萄容易干死。”8月22日，
江西鹰潭市高新区小英王家村，60岁的王贵玉在自家葡萄园向
前来“取经”的村民介绍种植技巧。虽然腿脚不便，种植面积不
大，但是懂技术、热心肠的王贵玉已然是当地公认的葡萄种植能
手，经常有村民来向他请教。

“我们夫妻俩都是从小得了小儿麻痹症，行动不方便，干不
了重活，今天能过上好日子，靠的是党的好政策，还有四邻八方
的帮忙。这些年我种葡萄多少有点经验，传授给大家是应该
的。”王贵玉憨笑着说。

走进王贵玉家，屋内干净整洁，空调、冰箱、液晶电视等家电
一应俱全。屋后院子就是葡萄种植园，约2亩地，成熟的紫红色
葡萄已挂满枝头。王贵玉说，现在种着甜葡萄，过上甜日子，“苦
怕了”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过去，王贵玉干不了重活赚不了多少钱，靠着从小跟父亲学
的一点木匠手艺，在周边打打零工，一年收入不到2000元。为
了补贴家用，妻子严菊花经常去抓泥鳅卖钱，换点油、盐，几个月
吃不上一顿肉是常有的事。

尽管日子过得异常艰辛，可王贵玉始终想要早点摘掉“穷帽
子”。附近的小英王家村葡萄种植在当地远近闻名，村里许多人
靠种葡萄发家致富。王贵玉寻思着，正好家里后院有一片旱地，
何不利用起来也种葡萄。于是，他一砖一瓦垒支架、搭大棚，建
起了2亩葡萄园。

“第一年没经验，葡萄全部干死，可心疼了。”王贵玉说，后来
扶贫干部帮他打了一口灌溉井，方便浇灌。然而，第二年、第三
年葡萄还只是零星挂果。“别人能种得好，我为什么不行，虽然身
体原因种植规模大不了，但是这2亩葡萄，我一定能种好！”

去书店买书自学种植技术，到村里种植基地观摩学习，认真
总结 3 年种植失败原因，王贵玉渐渐摸到了种植葡萄的门道。

“种子、土壤、光照、水分都很重要，一点都疏忽不得。”
2016年，在王贵玉夫妻的悉心照料下，葡萄终于喜获丰收，

“真的是眼泪都掉下来了，总算是有了希望”。2018年，王贵玉
家的葡萄园产葡萄约 1500 斤，收入 8000 多元。当年，王贵玉
家顺利脱贫。

除了种植管理葡萄，平时王贵玉夫妻还到附近工厂打工，一
年有两万多元的收入。夫妻二人用勤劳与坚强，让家里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子越过越好，什么时候也带着老伴
出去旅游一下。”藤架下，王贵玉剪着葡萄，笑得很“甜”。

“人有公心，思考问题的角度就不一
样。”作为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宋庄镇
沙口村党总支书记，刘永强用7年时间，
与沙口村干部群众共同努力，把沙口打
造成国家级生态村、江苏省文明村。

2010 年 3 月份，37 岁的刘永强被
任命为沙口村党总支书记。当时，沙口
村是当地出了名的上访村，村庄建设
乱，承包经营乱，基层党建薄弱，干群关
系紧张。

刘永强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走访村民。全村 386户，一家不落。同
时，他请镇农经中心审查村集体财务，
很快找到问题症结。如何才能重塑大
家对村委会的信心呢？

刘永强想到村里虾塘的承包问
题。以前，村集体资源底数不清，承包
期一包 10 年、20 年，承包费一次性交
清，价格高低不一，有的承包价格一亩
一年才几十元钱，村干部亲戚朋友、关
系户、人情包、关系包情况十分严重，村
民们十分不满。“就从这事入手，一定会
有效果。”刘永强立即让人对全村的虾
塘重新丈量。当年 10 月份，村里 2600
亩虾塘合同到期，他全部收回到村里重

新发包并立下规矩，村干部及其直系亲
属一律不准参与村里资源、工程承包。

随后的招标会上，刘永强请来镇纪
委、农经中心坐镇监督，邀请电视台全
程录像。经过激烈角逐竞标，村集体承
包费收入由原来的每年 130 万元增长
到 360 万元。此举激发了村民对新村
委班子的信心。接着，刘永强一鼓作
气，又带领村干部清理乱占的宅基地，
拆除乱搭乱建，推动家家户户改厕等。
各种乱象得到了整治，群众心气顺了，
夸赞刘永强：“这才是真正的村干部。”

刘永强接任村党总支书记时，沙口
村集体非但没有 1分钱结余，反而还有
200 多万元外债。如何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成为摆在村两委面前最重要的
事情。

当时，沙口村最大资产是集体所有
的2600亩滩涂。“这片滩涂就像长在沙
口村的一只丑小鸭，虽然都知道它可以
成为金凤凰，但却一直没能发展起来。”
刘永强说，他接任后的第二件大事，就
是想办法盘活这片滩涂。经村里多次
研究，做大做强海水养殖产业，成为沙
口村民的共识。

2010 年冬天，刘永强带领村干部
和 10余名养殖大户，南下浙江、福建学
习虾蟹、贝类立体混养，科学管理和丰
厚效益让养殖户们眼界大开，更坚定了
刘永强做大做强养殖业的信心。回村
后，村里立刻投入 100 多万元，对养殖
塘清淤加深，整修生产路、进水渠、排水
渠，并为每家养殖户修建看护房。第二
年春天，全村 2600 亩塘子全部实行立
体养殖。

随后，刘永强又到淮海工学院（现
江苏海洋大学）聘请教授作技术顾问，
来村办培训班，到养殖塘现场指导。当
年底起捕，每亩养殖塘纯利润达 5000
多元。很快，滩涂养殖就成为了沙口村
的经济支柱，同时还带动了水产品冷
藏、加工、运输、销售等良性发展。

如今，沙口村从事水产品鲜活快运
的车辆已有 20多辆，每逢水产品起捕，
海鲜运输车天天往返于北京、上海、西
安、郑州等城市，年运销量达 2200 吨。
畅通了水产品流通渠道，解决了销售难
问题，更实现了养殖户塘头、活体销售，
仅此一项村民就增收400万元。

“现在在沙口村过日子，比在城里

还滋润！”70岁退休干部李承荣说，他卖
掉了城区住房，回到老家沙口安度晚
年。

李承荣这番话道出了村民的心
声。刘永强上任后，村容改善、设施配
套、乡风治理等多项同步发力：兴建新
农村服务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老年
活动中心、沙口剧场；为全村村民购买
合作医疗保险，实现全民合作医疗交费
全免。最值得一提的是建设“老年村”。

2013年春天，刘永强提出建设老年
村的建议，得到了全村大多数干群的支
持。他找到区规划设计院，按照60平方米
住房、20平方米小院的规格设计。一期
100栋房子在2014年10月份竣工，二期
60栋房子于今年7月份竣工。为确保分
配公平公正，制定了分配标准：困难家庭
老人优先；有两套房子家庭不参与首批分
房；房子产权归集体，不能转租转借……
老年村的建设，让敬老孝老蔚然成风。

刘永强坦言，这些年一路走来，有
付出、有收获，有汗水、有泪水，有喜悦、
有委屈。“但当我看到村庄一天天变美，
村民腰包一天天见鼓，村民的幸福和喜
悦挂在脸上，觉得所做的一切都值得。”

刚刚结束基层对口医疗贫困3个月
的帮扶工作，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
科医师王天昱顾不上休息，就马不停蹄
地忙着出诊了。从一名医学生成长为一
名青年医师，至今已届 15 载，王天昱从
来不曾后悔自己的选择。

王天昱至今记得，在授白大衣仪式
上，德高望重的老师亲手为自己穿上神
圣的白衣，如同初生之受洗，“‘健康所
系，性命相托’，当我举起右拳宣誓时，责
任的重量让我感到踏实”。王天昱坦言，
从选择学医，到从医路上10余年辛苦求
学工作，有困惑、迷惘甚或委屈，但正是
这份责任带来的踏实感和使命感，支撑
他一路走来。

外科医生需要临床科研并重。青年
医师独立手术的机会不多，往往从一些
辅助工作做起，例如腹腔镜手术中的扶
镜、建腔、缝合等，即使是做这些基础工
作，王天昱也会在术前认真演练，术中用
心操作，术后观看手术录像反复揣摩。
他深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通过
反复揣摩演练，熟练掌握了经尿道膀胱
肿瘤电切术、腹腔镜肾上腺肿瘤切除术、
腹腔镜肾癌根治术、腹腔镜肾部分切除
术等手术方法。他还承担了大量门诊工
作，有时一天接诊上百位病患。科研工
作他也从不懈怠，发表了多篇科研论文，2017 年至 2018 年，他
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访学期间，通过大量实验探索了“微
能量医学与干细胞”这一医学前沿领域。

2019 年 4 月份，王天昱响应医院号召，主动去国家级贫困
县安徽临泉县人民医院，开始为期 3 个月的对口医疗帮扶工
作。到达临泉县医院的第三天，王天昱就做了一例腹腔镜左肾
上腺肿瘤切除手术。陌生的土地和搭档，手术并不那么一帆风
顺，在一些环节助手甚至略显慌乱。“但我是主刀，我就要为这一
切负责，耐心鼓励、和颜悦色地舒缓助手的情绪，让大家保持镇
定最终完成手术，因为生命对于病人是唯一的。”王天昱说。

王天昱发现，对于怀疑患有嗜铬细胞瘤的患者，县里医院通
常不轻易收治手术。因为嗜铬细胞瘤术中可能会引发病人剧烈
血压波动，造成心脑血管意外甚至致死风险。这样的患者该如
何治疗？王天昱说：“其实可以手术，只是需要通过术前完善内
分泌功能检查和麻醉评估，明确患有嗜铬细胞瘤的患者可先服
用扩容药物，减少血压波动，大大减轻手术风险。”他将这一经验
分享给临泉县人民医院的同事，扩展了县级医院相关手术的范
围，并有效提高了安全性。

“基层医疗工作很辛苦，也很真实，相信这只是个开始。希
望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助力健康脱贫，让优质医疗服务更好地
惠及贫困患者，这样的工作最值得。”结束临泉工作后，王天昱坚
定地说。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宋庄镇沙口村党总支书记刘永强：

十年立乡野 只为富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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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玉：

摘了“穷帽子”过上“甜日子”
本报记者 王轶辰

孙立在调试永兴岛上的观测设备。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王贵玉在剪葡萄。 本报记者 王轶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