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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媛艳

随着中国婚庆行业的快速发展，如
何角逐该行业的大蛋糕，成为国内有着
诸多资源优势的地区共同面临的问题，
海南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婚庆人才的
缺乏，使得我省长期处于婚庆产业链的
下游，尽快补足短板是迫切的。可是，海
南婚庆人才缺，缺在哪？

我省婚庆行业“人才渴”

“恕我直言，海南的婚庆行业属于中
等线以下。”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庆行业
委员会总干事，全国婚庆行业服务标准

编制小组负责人史康宁表示，由于海南
婚庆行业发展起步晚，发展相对较慢，行
业产业链尚未形成，没有在国内叫得响
的婚庆品牌，整个行业的社会认知度较
低，并且从业人员整体职业技能较低。

三亚市旅游协会本月曾举办了海南省
首期婚礼策划师培训班，邀请国内婚礼行
业知名人士前来授课，可现实却让老师们
大吃一惊。内地婚礼普遍使用的全息影
像技术，许多学员竟一无所知；中西式婚
礼的文化差别，没人能很好地回答……

“婚礼主持人的门槛并不高。现在
的关键是海南，尤其是三亚的婚庆市场

未完全打开，淡旺季明显，所以不能很好
地吸引知名主持人入驻。”省民族歌舞团
主持人、兼职婚庆主持人郭游洲认为。

海南婚庆旅游市场在岛外，服务在岛
内。海南的婚庆产业处在产业链的下端，未
能直接面对客人，导致海南的婚庆企业利
润低，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一些企业不重视
行业的建设，价格战成为引客的方式之一。

人才短板如何补齐

“培训不仅教授道具、流程以及婚礼
举办的实战技巧，更重要的是思维的培

训，如何在与客人的有效沟通中实现共
赢，这对我们明年在琼海举办的900人
婚礼大有启发。”三亚爱美盛开婚礼策划
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陈女士说，有效的行
业培训，对于人才的培养大有裨益。

无论是举办我省首期婚礼策划师培
训班，还是首次在我省设立全国婚礼主
持人大赛分赛区，史康宁都亲力亲为。
史康宁认为，破解婚庆人才匮乏关键还
是解决“走出去”和“请进来”的问题，通
过在省内举办培训，参加国内外知名的
婚庆活动，转变海南婚庆从业者的思维
观念，提升其职业技能。同时，海南还可

与国内顶级的婚庆公司建立战略合作，
共享客源的同时，能有效地在实战中，培
养海南自己的婚庆力量。

三亚市旅游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三
亚正致力于制定婚庆产业发展规划，完
善婚庆旅游服务标准，通过举办天涯海
角国际婚庆节和三亚目的地婚博会等大
型活动，参加北京婚博会等国内知名展
会，培育一批合法经营、诚信服务、影响
市场的品牌服务商，开发一批受市场喜
欢的婚庆产品，培养一批优秀婚庆人才，
不断提升三亚婚庆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本报三亚7月31日电）

知名婚庆旅游品牌较少，婚庆策划缺少创新，从业人员职业技能较低

海南婚庆业，呼唤“高大上”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记者许春
媚 通讯员钟礼元）超强台风“威马逊”造
成海口全市各乡村旅游点的旅游基础设
施受损，严重影响了旅游接待工作。经
过紧张的灾后自救与重建，目前11家有
较强接待能力的乡村旅游点已开业，但
由于台风中蔬菜大棚及种植作物遭到损
毁，乡村旅游点提供的瓜果蔬菜采摘项
目仍无法正常进行，住宿和餐饮项目不
受影响，这是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旅游主
管部门获悉的。

喂小羊、磨豆腐、玩荡秋千……今
天下午，海口开心农场里，几位家长带
着孩子兴致勃勃地玩耍着，一幅其乐
融融的景象。台风的影响好像已经远
去，只有一些树木的断枝仍在提醒着
人们这里不久前遭遇到的“磨难”。“今
天我们这儿的客房入住率已经达到了
70%。”海口开心农场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虽然台风导致农场许多建筑物、
植物、标识牌等基础设施不同程度损
毁，但在灾后第二天农场就迅速组织
人手展开自救，当天晚上就基本恢复
了住宿接待功能。经过连天来的重
建，“目前吃、住、玩等各个项目都已基

本恢复。”
据了解，灾后乡村旅游点接待恢复

速度较快的是秀英区，其中火山泉休闲
农庄、开心农场和羊山休闲公园已经全
面恢复营业，南海休闲农庄、绿枫农庄、
西海岸一号农庄也已恢复基本营业接
待。琼山区除荷塘印象休闲山庄、泮边
休闲农庄因未通电无法经营外，绿野仙
踪生态庄园、龙鳞村、本立村、田心村等
均已恢复基本营业。同时，龙华区的龙
浩农业观光园也已恢复基本营业接
待。而美兰区由于灾情较为严重，几家
重要的乡村旅游点仍未恢复接待。其
中海口红树林乡村旅游区在此次台风
中损失惨重，栈道、浮动码头、游船等设
施损毁严重，目前正在紧张抢修中，而
连理枝渔家乐与仙江湾农家乐也由于
受损严重，预计恢复开业还需要一定的
时间。

海口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说，由于
这些旅游景区和乡村旅游点大部分在郊
区，远离城市，台风后水电、建材、人工等
要素供给艰巨，对灾后重建进度造成了
一定的影响，预计全面恢复旅游接待仍
需一定时间。

海口11家乡村旅游点恢复营业
瓜果蔬菜采摘项目仍无法正常进行，住宿和餐饮项目不受影响

本报三亚7月31日电（记者张靖超 通讯员
林建喜）昨天上午，三亚市工商局与旅游委等部
门在三亚南山景区不二法门前，举行创建诚信经
营示范单位授牌仪式，三亚南山景区获此殊荣。

三亚市工商局负责人林汉明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南山景区在服务环境、诚信经营及经营服
务措施等方面符合国家相关要求，是全市文明经
商方面的标杆。

他认为，对于旅游景区景点来说，抓诚信创
建，服务是关键，要切实把创建活动和提高服务
水平紧密结合起来，使成果惠及更多游客。把创
建诚信贯穿于日常接待服务工作中，切实提高接
待服务水平。而且还要把诚信这一经营理念通
过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和物质建设逐步与生产经
营、企业管理、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融为一体，使
其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而使诚信创建活动
和企业文化建设齐头并进，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
强大的动力。

据悉，南山文化旅游区是我国首批的5A景
区，以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历史文化渊源
成为享誉国内外的佛教文化主题旅游风景区。

三亚南山景区被授予
诚信经营示范单位

7月31日下午，天气晴好，游客来到海口市府城镇新潭村赏荷消暑。尽管超强台风“威马逊”的创痕处处可见，但人们自己
动手恢复村容村貌，修通道路，新潭村美丽依旧。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本报保城7月31日电（记者易建阳 特约记
者黄青文）当下正是红毛丹成熟的季节，红彤彤的
果实挂满枝头惹人爱。昨日，广东亲子自驾游旅
行团100余人乘车来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体
验红毛丹采摘之旅。

从7月25日起至10月25日，保亭县开展为
期三个月的红毛丹采摘旅游季暨乡村旅游推介活
动。活动以“品南国珍宝红毛丹·赏雨林温泉黎苗
风”为主题，把景区、温泉酒店、农乐乐和乡村果园
有机串联组合，引导景区、酒店、农乐乐和果园进
行产品组合，以黎乡野趣、亲子乐游、黎苗文化探
奇之旅3条水果采摘主题线路，打造集水果采摘、
观光旅游、农乐乐特色菜肴为一体的美丽乡村游。

昨天下午，中山电台快乐888与广州广之旅
旅行社共同组织26辆车111名游客，来到保亭县
山丹丹果园，体验红毛丹采摘之旅。游客们有的
爬上红毛丹树采摘成熟的果实品尝，有的一家子
围着红毛丹果照相留影，有的搬来箱子选购红毛
丹果，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广东亲子游旅行团
保亭采摘红毛丹

旅游新 资讯

旅游新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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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将临 严阵以待防风灾

7月12日14时许，“威马逊”在西太平
洋生成。海南省水文局对此高度关注。15
日，省水文局及时向各水文勘测大队、各水
文（位）站发出防御台风通知，要求各单位立
即动员，安排24小时值班，坚守岗位，及时
报告水情信息。

16日，局长符传君主持召开防御台风
“威马逊”紧急部署会议，启动“突发公共水
事件水文测报Ⅲ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
组赴一线督察指导。17日，省水文局再次组
织召开紧急会商会议，对台风“威马逊”的路
径、登陆时间、潮水位变化及可能出现的雨
情、汛情进行深入分析和会商，要求水文全
体职工要全力以赴做好防御台风测报工作，
及时做好水情信息的报送及预报分析工作。

18日8时，省水文局启动“突发公共水
事件水文测报Ⅰ级应急响应”，部署各基层
水文测站开始每隔1小时向省水文局报告水
情信息。

台风登陆 众志成城御风雨

7月18日15时30分，“威马逊”侵袭
琼州大地，全省普降暴雨、大暴雨，局部地区
特大暴雨，全省多个站点超警戒水位，部分
站点超历史最高水位，防汛形势异常严峻。

在抗台斗争中，局领导坚守前线。局
长符传君多次开会部署工作，并坚持带班，
靠前指挥。

副局长李龙兵连续三天三夜坚守省三
防办，每隔一个小时就将实时雨水情数据
进行研判，将分析成果及时通报给省三防
办及相关领导；通宵达旦分析雨情、水情变
化，进行洪水滚动预报，一个个准确、及时
的水文数据为各级部门做好防汛决策提供
了重要技术支撑及保障。

副书记邹小和为应急队负责人，16日
下午即赶往琼海嘉积水文站驻守。18日17
点，在确认嘉积水文站无重大影响后，邹小

和立马启程赶回海口局机关值班。20时，
台风大作中，实验室楼顶漏水严重，积水高
达脚踝处，实验室上百万的仪器设备有被水
浸泡受损的危险。邹小和当机立断，决定
立即转移设施设备，并和水质科副科长王
坚一起进入顶楼，冒雨进行排水，避免了仪
器设备受损。

18日台风登陆，副局长王琦顶着狂风暴
雨前往嘉积水文站、万宁水文站、港北潮水
位站等处进行指导。19日，又紧急前往定安
水位站、龙塘水文站指导测报工作。之后，
他马不停蹄赶回海口，坚持24小时值班。

18日下午，海口狂风暴雨、潮水暴涨，
海口潮水位站在风雨中飘摇。站里窗玻璃
碎了，风挟着暴雨瞬间刮进办公室，韩小敏
和邢月梅两位同志不顾个人安危，顶着狂风
骤雨继续观测潮水位，准确将雨情、潮水位
上报省局水情科与海口市三防办。18时，
省水文局获知该站危急，副局长王昌益带领
黄宇辉、周宁、马思奇、胡小刚几名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赶赴该站。树枝阻挡了道路，王昌
益一行不得不冒险下车清障，步行前往。一
到测站，王昌益立即带领工作人员转移、检
查各种设备，并向测站人员送上盒饭及移动
电源。不少同志留守监测，整夜未眠。

7月18日15时30分，自台风在文昌
翁田镇沿海登陆始，水文局就亮起长明灯，

“一声声”的电话传真声昼夜不息。
7月18日19时，海口潮位站报告发生

超警戒潮位，最高潮位3.83米，超警幅度
0.93米，风暴潮最大增水达2.55米；

7月19日1时，福才水文站报告发生
百年一遇洪水，洪峰水位203.48米，超警
戒水位7.48米，超历史洪水1.94米；

7月19日5时30分，宝桥水文站报告
发生超警戒水位，洪峰水位为23.21米，超
警戒水位0.21米；

7月19日12时，金江水位站报告超警
戒水位1.48米；

7月19日20时，定安水位站报告超警
戒水位0.26米；

7月20日1时，龙塘水文站报告超警
戒水位1.70米。

一组组准确无误的水情数据报送到国家
防总、珠江委防总和省三防办。据统计，本次
台风登陆过程中，水文局共计报送雨水情信
息27.9万条；发布洪水预报8次，发布综合
分析材料《水情通报》24期、《水情简报》7期。

防汛防台 顶风冒雨见忠诚

龙塘水文站坐落在龙塘镇南渡江畔，是
南渡江控制站。李其标是该站站长，他已经
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28年，称得上是水文

“老兵”。正是他，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准
确预测出了洪峰出现时间，测到了洪峰。

“大家把手机全部交到这里来，统一管
理。”18日16时站里开始停水停电，李其标
将手机统一管理，节约用电，确保发报。同
时启动备用电源，做好发电测流准备。

18日18时起，降雨量达到33mm/h，李
其标决定每2小时去自记台校核水位。水位
自记台距离站房有800米，李其标带着站里的
3名工作人员，打着手电筒，顶着强风艰难行
进。自记台的测船被大水冲翻进水，为了保护
好船尾机，局里派来指导的副队长吴明与李其
标决定尽快拆下船尾机。狂风使开门的阻力
变大，3个人合力推开自记台观测门，共同把

重120斤、船桨轻、船头重且锋利无比的船尾
机搬回自记台，21时测船被大水冲走。

18日21时，水文自记台遥测信号及电
话线路出现问题。为及时上报水情信息，每
隔1小时，吴明、李其标及站里工作人员冯祥
进就冒着狂风暴雨前往自记台人工观测水
位。从自记台看了水位回到办公室，挑出有
信号的手机，拿到空旷的地方用雨衣包住，
把雨水情信息发到局里。19日，台风影响
逐渐变小，看着观测整理的洪水线，李其标
凭借多年实战经验，断定龙塘洪峰会在20日
1时出现。李其标等4人冒着小雨来到河
边，河面上的漂浮物充满危险，稍大一点的
漂浮物随时可能把铅鱼的绳索割断。吴明、
石开碌打着夜间测流探照灯照着河面，在缆
道房外用望眼镜监视铅鱼的移动，防止铅鱼
与漂浮物相撞导致流速仪损坏。1时20分
结束测流，正好测到最高洪峰流量4150m3/
s，洪峰水位13.20米，超警戒水位1.7米。

由于停水停电，站里工作人员3天3夜
没洗澡，48小时没合眼，只是靠饼干、泡面饱
腹，唯一吃过的热饭是邻居送来的。李其标
在海口府城的家停水停电，只剩老婆一人点
着蜡烛，整晚清理家里的积水。“台风天水文
人谁都没有时间顾家。”李其标非常感谢老
婆能支持自己的工作，水文人有自己肩上的
责任，选择了这个行业，防风抗洪义不容辞。

恪尽职守 决胜千里显锋芒

受超强台风“威马逊”影响，7月19日
凌晨5时30分，昌化江宝桥站水位超警戒
0.21米，出现了18年以来最大洪水位，在
防汛测报的关键时刻，宝桥站全体职工在

队长谢卫宁的带领下，全力以赴，昼夜奋
战，充分发挥了水文人在防汛防涝、水情预
警预报的尖兵、骨干作用。

据省水文局部署，17日一大早，谢卫
宁来到了昌化江控制站，也是国家基本重
要水文站——宝桥水文站。他到站后立即
传达省水文局会议精神，部署各项防御工
作，检查各种测验设备设施。

7月17日一整天，宝桥站没有降雨，7
月18日8时至18时，宝桥站降雨量也才
20毫米。但19时，雨开始渐渐变大，至23
时降雨量已达135毫米，而水位也开始慢
慢上涨。测流人员刚刚从缆道房施测了一
份流量回到办公室，天上突然像泼了一盆
水下来，强降雨开始了，7月18日23时至
19日0时，一个小时降雨量就达到了98.5
毫米，咆哮的洪水一涌而至，宝桥站的水位
就像坐过山车似的往上暴涨，19日凌晨1
时，站长郑济胜带着郑联强、洪成忠两位职
工开启缆道施测流量，当他们施测到起点
距330米处时，由于漂浮物太多，流速仪不
慎被树枝和野草给缠住了，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把铅鱼往回收，收回后才发现流速仪
被缠变形了。而这时洪峰即将到来，赶紧
派人回仓库取了新流速仪准备抢测洪峰。
4：30，由于缆道主索垂度太低，而洪水又涨
得快，主索已经快垂到水面了，漂浮物又
多，主索和循环索被水面漂浮物刮着呜呜
响，郑济胜果断下令全员撤离，当他们撤离
不到10分钟，循环索由于承受不住漂浮物
的拉扯，“砰”的一声断了，测流铅鱼宛如一
枚炮弹砸入了岸边的泥土中。流量没办法
施测，洪峰却如期而至，5时30分水位达到
了23.21米，超警戒0.21米，当时天空一片

漆黑，狂风夹着暴雨一阵又一阵，从1时至
5时的降雨量达到245.5毫米，连最基本的
浮标都无法投放，在这紧要关头，谢卫宁要
求大家每半个小时观测一次水位，虽然测
不到流量，但必须测到整个洪水位过程。
早晨6时刚过，天空开始蒙蒙发亮，水位还
没有完全退却，谢卫宁指挥大家准备测流
浮标，只要能见度稍微好一点，就利用浮标
施测，从7时开始一直到10时左右，在宝桥
站全体职工的不懈努力下，测到了退水段
的三次洪水流量，分别是22.70米、20.30
米、18.50米的流量。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这次防
台防汛战斗中，宝桥水文站全体职工的表
现得到了省局领导的充分肯定和赞扬，宝
桥水文人用“团结、拼搏、敬业、奉献”的行
业精神奏响了防台防汛的最强音，展现了
新时期水文人不怕困难，求实奋进，开拓进
取的精神风貌。

台风过后 全力以赴保恢复

7月25日—26日，根据省水务厅开展
灾后供水保障恢复情况检查工作部署，省
水文局局长符传君带领第三小组前往文昌
市检查指导灾后供水保障恢复工作。检查
组现场查看了东郊供水厂、同源水厂及4
个单井单塔供水工程，就生产设备抢修、灾
后生产恢复、水质及管网修复等情况与相
关负责人进行了座谈，提出进一步做好灾
后恢复城乡供排水保障工作措施。

对于集中供水的城镇水厂，应做好城
乡供水水源保障工作，组织供水企业加大
对水源地的巡视巡查力度，做到24小时值
班，及时清理保护区范围内动物尸体、泄洪
垃圾等污染物；提高对水源水质的检测频
率，及时掌握水质变化情况。

对于单村单井的农村供水工程，要解决
抽水上塔的问题，抓紧组织施工队抢修受损
管网及水塔，倒排工期，作为应急工程尽快实
施。以重灾区为重点，有关部门统一采购发
电机进行调配。（本版撰文：唐雪珂 巴风）

本版图片均由 省水文局 提供

众志成城御风雨
——海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抗击超强台风“威马逊”纪实

在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威马逊”来临前后，海南省水文干部

职工牢记使命担当、昼夜奋战一线，确保洪水来临时“顶得住、测

得到、报得出”，为我省防汛防台筑起一道坚不可破的堤防。

危难时刻，海南水文人挺身于暴雨洪水之中，战斗在洪峰浪

尖之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坚强的意志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做到

了准确预报。他们用智慧和坚韧，与狂风暴雨展开了一场惊心动

魄的较量，为防洪减灾、救灾抢险、转移群众发挥了重要技术支撑

作用，彰显了忠诚为民的本色，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抗台风赞歌。

“威马逊”期间，省水文局清澜潮水位站工作人员在人工校测水位。 工作人员在台风期间测流。 水情科工作人员向上级部门发送水情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