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情的三亚如此美丽
!

董保延

名家简介!董保延!云南省作家协

会理事!云南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去三亚的路极其现代! 没有山高坡
陡!没有峰回路转"去三亚的路格外惬意!

应接不暇的绿岛丽色!一路相随的椰风海
韵# 未进城!就先见识了作为三亚标志之
一的亚龙湾! 其海滩绵延数十公里为三
亚之最# 白色的沙滩柔软洁净!临海一面
天高海阔视野无边! 靠背三面群峰环绕
绿树婆娑!碧海$银滩$绿林!使这片宝地
多了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比如那海!昼夜
涛声却不喧嚣"比如那滩!松软绵长且不
烫脚"比如那林!四季常绿月月果香# 徜
徉于大海和岛屿!天蓝蓝水蓝蓝!那海水
之清澈透明是别的地方没有见过的!此
番情景我儿时在昆明的大观河$在海埂是
不难领略的!可惜!现在却要到千里之外
的海南才可以满足了# 三亚!与你的第一

次接触竟是如此亲密如此感叹! 三亚!真
的有些情深深意朦朦#

原以为到海南除五指山区外就没有
什么山可圈可点的了!可是当南山风景区
出现在面前时! 我情不自禁地叫起来%想
不到呀! 在水一方竟隐藏着如此美丽的
山# 南山又称鳌山!传说是南海神鳌的栖
息地# 从山下直冲云霄的这段为 &长寿
谷'!沿途溪水潺潺!鸟语啾啾!峭岩突兀!

林木苍劲!在或动或静!或流或止中!传递
着关于佛教文化的内涵# 在一醒目山石
上!镌刻着启功先生所书的&寿比南山'几
个字!仿佛表达着另一层意思%山不在高!

有志就灵# 望着几位年过古稀甚至耄耋操
一口地道东北腔的游客那又拜又叹的模
样!我突然发现!石头与生命在这邂逅之间
是一定会碰撞出火花来的# 石在!火就不灭!

生命之永恒!在天之涯地之角的南山石上找
到了灵感#远方萦绕而来的阵阵鼓鸣钟声!似
给南山的生命演绎装上了美妙的翅膀!向着
辽海天飘荡$飘荡#

终于站在&天涯'$&海角'的大礁石面
前了! 曾经若干次在电影电视照片里见过
的海南岛的标志! 真正到了实地却给人几
许失望!没有了高大雄伟的感觉!少了些想
象当中的气派! 那刻在石上的字更是比例
失调!加上人们都朝这儿挤!熙熙攘攘!擦
肩接踵!风景已经被彻底破坏了#倒是距此
不远处立于海中的&南海一柱'礁石还有些
特点! 那以海天一色石韵刚劲为背景的存
照倒成了我此行的最好纪念# 尽管天涯海
角不如印象中那般美好! 但漫步海滩的心
情依然是愉快的# 正午的阳光毫不客气地
照耀在身上! 仿佛非让我们进行汗水与海
水的交流# 于是!赤足光背!接受海的抚摩"

扑入大海!亲吻海的波浪#海边居民常常拥
到你身旁! 推销他们从海里寻到的各种物
品(((((珍珠$珊瑚$贝壳$海龟$海带$海
鱼$海虾等等# 当然!最吸引我的!自然是那
些顺海边一字排开的椰子摊!现选现剥!背
靠椰树眺望大海!喝干椰汁品椰肉!其滋味
其心态!恐怕是只此一处独有的# 那一刻!

我突然想到了&鹿回头'的传说!那变成了
美丽姑娘的&鹿'所以留下来不该是因为
大海苍茫无路可走!分明是这方水土这方
人产生的魅力呀#

曾到过渤海黄海东海! 而唯有此行
南海的感觉特别#毕竟!南海的水多情山
多情人多情!南海外面还有海!南海的故
事最精彩# 如果把三亚比做祖国南端一
座瞭望台!那么!从这里看出去的大海风
景!是最辽阔的# #郑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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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沙拉夫的两次感谢
亚龙湾接待过不少重要人物! 但从未

接待过如此多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博
鳌论坛年会期间!

!!

个国家和地区的元首
和政府首脑! 分别下榻湾内的

"

家五星级
酒店#

红树林度假酒店负责接待巴基斯坦和
斯里兰卡两国元首!出于安全考虑!直到

#

月
!

日! 酒店方才得到有关部门的正式通
知# 短短十天时间内!红树林酒店在管理$

服务$ 餐饮等各方面经受了一次前所未有
的考验#

&我昨天和我的同事说!这也许是你
们人生中最难得的经历# '酒店总经理助
理刘宏娟说起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时还
是难掩兴奋!她最自豪的是!巴基斯坦总
统穆沙拉夫两次向她们表示感谢!而穆沙
拉夫身边的人透露%&这种情况!以前真的
很少见# '

"中式点心很好吃#

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都是伊斯兰国
家# 出于尊重 !红树林酒店在装饰$饮食
等方面都做了特殊的准备 # 刘宏娟和同
事们一方面和有关部门沟通 ! 一方面主
动上网收集资料! 将总统套房的装饰全
部重新布置#

考虑到巴基斯坦穆斯林客人的习惯!

酒店方特意从三亚的羊栏请了穆斯林的阿
訇!并买了全新的砧板$刀具$锅以及和厨
师的工作服))这一切均在穆斯林协会的
监督之下!盖完章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工序#

&穆沙拉夫特别喜欢吃中式小点心!'

林家福很得意 %&他有一次特地让我到他
面前!让警卫不要拦我 !告诉我中式点心
很好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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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静是红树林酒店总统套房的行政
副管家! 她印象最深的是 &

$%& '(&)*%+,

-.%/+%

'这句英文!从
#

月
01

日巴基斯坦人
员入住酒店开始! 巴方的后勤人员就经常
请王小静过去! 每次都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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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她&在
21

分钟之内将许多衣服
烫好送过去'#

王小静记得!仅
21

日一个晚上!她就和
自己的

3

个姐妹洗烫了
245

件衣服! 最后一
批衣服折叠整齐后!王小静看了一下手表!已
经是次日凌晨

6

点
71

分# &这的确是个考
验* ' 王小静说%&为保证按时完成客人的要
求! 我们把原来分在不同楼层的设备全部集
中在一起#

3

个人分工
5#

小时全天候工作# '

几天时间! 王小静的经历既紧张也有
趣#斯里兰卡总统房间需要大码的棉拖鞋!

她和同事以自己都难以想象的速度到三亚
市区其他高档酒店寻求帮助!不到

#1

分钟
就完成任务"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夸酒店的
浴袍不错! 她半夜到市区请人在一件崭新
的浴袍上绣上这位国防部长的名字! 让接
到这件特殊礼物的部长感动不已#

%把我的题字放在哪里& $

军人出身的穆沙拉夫看上去很和气!

很好说话!这是刘宏娟的感觉# &他只要觉
得你做得真的很好! 就一定会亲自表达他
的谢意# '

#

月
21

日! 穆沙拉夫一行到达酒店时!

看上去都很疲惫!但是酒店在沙滩吧特意准
备的晚宴让他们随后显得非常愉悦# 林家福
发挥了他的雕刻工夫!用各种瓜果!做了一
个很大的山水楼台雕刻展台!并在每一位客
人旁边都放了一盏海南传统的煤油灯!面前
是一份普洱茶饼做的菜单))&所有的客人
都将这份特殊的菜单带回去收藏了# '林家
福还沉浸在自己成功创意的激动中#

&

21

日晚上穆沙拉夫把所有为他们服
务的人员都叫了过去!表达谢意# '刘宏娟
说%&

26

日早上走的时候!他再次夸赞了中
式点心!对每一个在场的员工表达谢意# '

对酒店员工提出的合影要求! 穆沙拉
夫很爽快地满足了! 并认真地在特意准备
的留言簿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非常
感谢酒店的热情$ 好客以及给予我们的众
多礼遇# 我们希望再次回来入住# 感谢所
有员工'

8

并署名&穆沙拉夫
9

月
2:

日'#写
完后! 幽默的穆沙拉夫转身对刘宏娟说%

&你们会把我的题字放在哪里+ '

本报记者 柏彬 张谯星

'本报三亚
&

月
'4

日电(

三亚!在国事活动的那些日子

&

月
''

日)穆沙拉夫'右(前往三亚华宇皇冠假日酒店用餐)并亲笔为酒店留言签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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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的热情*

好客以及礼仪相待(#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名家看三亚

三亚投入5.84亿元改善民生
高中教育有望%两免一补#

本报三亚
&

月
'4

日电 #记者王勇$

三亚市今年将初步安排
7;39

亿元解决教
育$就业$医疗等民生问题!这是记者今天
从日前出台的 ,三亚市

5113

年财政预算
草案-中获悉的#

记者在 ,预算草案 -上看到 !今年 !

三亚市拟安排教育支出
:;<3

亿元!比去
年增长

55!

# 三亚市财政局负责人介
绍!要争取利用这些资金从

5113

年下半
年开始对高中教育阶段的学生实行 &两
免一补 '! 同时继续完善高校困难家庭

学生资助政策#

记者同时看到! 三亚市拟在今年安
排就业投入经费

5377

万元!加大对城市
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 "加大各种用工培
训 ! 以满足三亚服务行业的用工需求 #

为提高各类人员的收入水平 !三亚今年
还拟安排

2;:

亿元补助补贴经费 ! 平衡
和提高财政供养人员收入 "同时 !为提
高城乡人民的医疗服务水平 !三亚市还
拟加大医疗卫生的投入 !安排卫生支出
2;::

亿元!比去年增长
:";:!

"为加大对

环境的保护 ! 维护三亚发展生命线 !三
亚今年还准备安排

9"72

万元用于环境
保护#

三亚市财政局负责人表示 !

5113

年三亚经济形势预计还将保持去年的
增长势头 ! 市财政局将加大对旅游促
销等方面的投入 ! 促进旅游主导产业
的发展 !壮大产业税源 "通过对房地产
市场管理的投入 ! 确保地方财政收入
稳定增长 !以保障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
和谐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