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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9月15日电（记者黄媛
艳）旅游达人“海蓝”在深度体验了“海棠
湾45分钟旅游圈”后，今天在腾讯微博
广场首页发布的关于海棠湾旅游的微
博，引发热议。随着海棠湾旅游开发差
异化步伐的日渐稳健，今年1月—8月，
该湾区接待游客202万余人次，其中一
线海景酒店接待人数同比增长83%，淡
季单月单体酒店的最高客房出租率甚至
能达到80%；旅游收入8.5亿元，同比增

长43%。
“酒店最近天天客满，不仅会议团火

热，这个月还有4场婚礼，家庭游也很兴
旺。”凯宾斯基酒店销售经理鲍梦迪说。
通过举办“国民幸福新标配”、“年会天堂
在海棠湾”等体验活动及系列推介活动，
海棠湾旅游深挖会奖游、家庭游和婚庆蜜
月游市场，仅今年前8个月，该湾区一线
海景酒店就已接待会议团队242场次。

酒店一房难求，周末尤其难订房是
海棠湾酒店的一大特色。进入9月旅游
淡季以来，得益于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
（下称“免税店”）“游+购”旅游模式的拉
动，海棠湾呈现人财两旺的局面。位于

免税店附近的海棠湾天房洲际度假酒店
的传媒经理吴丹透露，免税店开业后，一
些客人往往选择“度假+购物”的方式，
直接带动酒店开房率的提高。

除了不断推出旅游新产品、新业态，
海棠湾也积极通过打造45分钟旅游圈，与
亚龙湾等度假湾区形成差异，做出特色。

“湾区内不仅有‘神州第一泉’南田
温泉、铁炉港、伊斯兰古墓群、蜈支洲岛、
椰子洲岛等美景古迹，还有总长13.8公
里的原生态内河水系，总面积8平方公
里的潟湖以及丰富的湿地资源。此外，
从湾区出发，45分钟车程内都是惊喜，
我们致力于为游客打造‘一站式’度假的

悠然体验。”海棠湾旅游局局长叶凯中透
露，45分钟车程内不仅有呀诺达、槟榔
谷、七仙岭等森林旅游和人文旅游资源，
往东北面还有陵水南湾猴岛、万宁石梅
湾，西南面则有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
园等度假资源。

为更好地向外界推介“海棠湾45分
钟旅游圈”的旅游资源，9月12日至14
日，该湾区特地从网络、新媒体招募了15
名各地的旅游达人，体验湾区度假生活。

“这里不仅酒店等度假设施一流，而
且各具特色，呀诺达、后海渔排等度假资
源等有效补充了湾区滨海特色的单一，
让大家既能看到山，也能体验到人文特

色。”旅游达人钱晶认为。
然而，虽然旅游产品不断推陈出新，

差异化特色明显，但由于开发时间较短，
湾区可进入性差、旅游综合配套、旅游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不健全等问题，依旧困
扰着来此度假的游客。

对此，海棠湾管委会副主任吴钟斌表
示，海棠湾的发展日新月异，目前正逐步
完善相关旅游配套，包括水系疏浚工程和
沿水系商业街的抓紧建设、海棠湾风情小
镇建设的逐步推进等；为解决交通出行难
问题，该湾区除了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开设
公交专线，也将投放数百台仅供湾区内行
驶的出租车，由当地失地农民经营。

打造45分钟旅游圈 推出“游+购”旅游模式

海棠湾旅游新思路：差异化+一站式
旅游新 观察

本报嘉积9月15日电（记者蔡倩）
在琼海市潭门镇，一家主打“闯海”文化
的特色渔家乐——“渔家小屋”预计将于
今年国庆期间开业，建成后将具备近300
人的餐饮接待能力，并配套10间民宿。

新建的“渔家小屋”距离琼海市潭门
大桥仅5分钟车程，是潭门镇日新村当地
渔民所开办的一处渔家旅游休闲地，从里
到外都透着浓厚的渔家风情和耕海文化。

前厅走廊是一面由各式渔网组成的
渔网墙，记者注意到，墙上的每张渔网都

贴上了标签，标明渔网类型、适合捕捞的
季节等信息。

在渔家小屋的庭院外墙上，墙面上还
有渔家祖训、渔家顺口溜、渔家称呼等民
俗文化。其中一句“活鱼逆流而上，死鱼
顺流而下”的训诫，更反映出潭门渔民世
世代代不畏风浪、吃苦耐劳的耕海精神。

今年4月，潭门大桥开通后，游客往
返博鳌、潭门两地日渐频繁。日新村村民
陈庭雄四兄弟与表亲何声传嗅到了商机，
在自家的5亩地上开始规划兴建渔家乐。

用闯海文化包装渔家乐

潭门渔民开设“渔家小屋”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杨春虹）今天，
又有50余名因受俄罗斯南方十字旅游公司破产
而滞留海南的俄罗斯游客顺利踏上返程，这是继
昨天600多名返程受阻俄罗斯游客顺利返程后又
一批返程的俄罗斯游客。海南日报记者今天从省
旅游委获悉，目前返程受阻的俄罗斯团队游客已
于今天全部顺利返程，而余下的50余名自由签的
俄罗斯游客将根据自己的需求继续海南行程。

9月11日，省旅游委获悉因俄罗斯南方十字
旅游公司宣布破产，导致正在海南旅游的740名
俄罗斯游客返程受阻，其中三亚472人，万宁166
人，乐东102人。这些游客分布在22家酒店。为
了保障俄罗斯游客在海南旅游期间的全面安全和
顺利返程，省旅游委一方面积极上报国家旅游局
并通过外事部门上报外交部，同时多渠道帮助游
客解决返程受阻问题。

根据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省旅游委派出工作
组与三亚、万宁、乐东等市县政府共同研究具体解
决方案，并组织协调相关旅游企业妥善处理。本
着“游客至上，人文关怀”的宗旨，要求俄罗斯南方
十字旅游公司在海南的地接社和22家酒店共同
安抚俄罗斯游客，确保所有游客的合法权益、人身
财产安全，并对游客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

俄旅游公司破产致游客返程受阻

我省全力协助
俄游客归国

9月13日，数十名摄影爱好者扛着长枪短炮来到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荣
堂村，深入“七十二洞”探幽，拍摄神奇的溶岩地貌。这些溶岩隧道群位于海口
市火山口雷琼世界地质公园方圆5公里的范围内，洞中套洞，洞洞相连。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海口：

深山藏洞天

9 月 13
日，在海口火
山口的一个农
家乐里，一家
人在开心地垂
钓 ，其 乐 融
融。周末，海
口周边的农家
乐景点吸引了
不少市民。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本报三亚9月15日电（记者黄媛艳）进入9
月传统旅游淡季，我省许多涉旅机构开始将闲暇
时间充分利用，举办多样的慈善活动，既塑造良好
的品牌形象和旅游目的地形象，也较好地传递了
人文关怀的企业文化内涵。

9月14日，2014“美高梅杯”高尔夫邀请赛暨
支持光明连接脑残疾儿童小型慈善拍卖行动成功
落下帷幕，来自企业界、旅游界的80余位精英，通
过拍卖数十家慈善机构提供的房券、机票、奢侈品
包、一线电子产品等16个拍品、光明连接脑残疾儿
童小果的画作，以及嘉宾现金捐赠和慈善高尔夫
券，共为三亚光明连接脑残疾儿童中心的孩子们，
筹得善款13.86万元，用于日常复健开销。

帮助孩子，大家共同努力。9月12日，三亚
亚龙湾瑞吉度假酒店也举办了2014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点点滴滴为儿童挑战赛”慈善晚宴，120
余名受邀嘉宾拍卖共筹得善款4万余元以及晚宴
收入，捐赠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用于帮助孩子健
康成长。

回馈社会、塑造品牌形象

我省多家酒店举办
儿童慈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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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思锐

如果执法者能够对假证贩子高声揽
客行为不再熟视无睹，能够对喷在马路上、
围墙上、公交站牌上的办证电话顺藤摸瓜，
能够时时抓、处处查，又何愁除之不尽？

法院判决书能改写，“想判房子给谁

就给谁”，办假教师证开价150元 问你喜
欢教什么专业；出生证明当天能办好，想
哪天生日自己选……海口南大桥成假证

“超市”，城市毒瘤何日能除？（详见9月
15日《南国都市报》08、09版）

若不是公交车司机发生车祸找人顶
包被识破后，交待其所持的假驾驶证是
在南大桥下办的，恐怕南大桥下的假证
市场依然会风平浪静，而不会被卷入舆
论漩涡。要知道，南大桥下的假证“市
场”，不是一日两日，而是经年累月，已经
成为路人皆知的一个“品牌”，成为了南
大桥的另类“形象”。笔者不禁想问，为
何在这座桥下，一直被公安机关严厉打

击的假证贩子和相关制假团伙，打不掉、
除不尽？

办假证之所以猖獗，一个重要原因
是打击不力。有人说“剪不断理还乱”的
是贴小广告的，“春风吹又生”的是办假
证的。打击假证贩子、假证团伙之所以
陷入旷日持久的“游击战”，固然有其作
案人数多、流动性大、隐蔽度高、单笔涉
案金额小等现实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
应是执法者执法不主动、一阵风，才使得
这些假证贩子有了可乘之机，敢于长期
占据此地，形成“品牌”。

只有执法必严，才不会给假证贩子
和制假团伙留下侥幸的空间。如果执法

者能够对假证贩子高声揽客行为不再熟
视无睹，能够对喷在马路上、围墙上、公
交站牌上的办证电话顺藤摸瓜，能够时
时抓、处处查，又何愁除之不尽？

然而，即便打掉南大桥这一假证“品
牌”，也难保不会出现新的北大桥、东大
桥……治理假证毒瘤，根子上还是要杜
绝买假者获利之路，没有买假，造假售假
自然就没有市场。假证之危害不必多
说，公交车司机持假驾驶证上岗造成车
祸就是前车之鉴，然而一些人知假买假
甚至趋之若鹜的原因不外乎：办假证能
够显著获利，而且违法成本低、被查出的
概率更低。长期以来，囿于经验、技术等

原因，一些单位对假证缺乏甄别的能力
和技巧，即便查出一些造假者，处罚力度
也可能不足以形成震慑。如此种种，造
假者难免“前赴后继”。

买假者可耻！但有些买假者在可耻
之余还有着一丝可怜。买假者中不乏为
牟利而以身试法者，然而也不乏疲于应对
各种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证件、证明而
技穷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假证泛滥，
也是对证明泛滥的一种回应。君不见，办
理一些证明，名目之繁多、程序之复杂、耗
时之长久、奔波之艰辛……这些证明如果
能再精简些，办理能再方便些，假证市场
的“繁荣”是否也会少些“客户”呢？

如何才能让假证销声匿迹

■ 正言

据运管部门统计，目前海口整个公
交行业驾驶员缺口20%-30%。仅以海口
公交集团为例，按照公交车辆和公交车
驾驶员比例为1∶2.15的行业配置核算，
该集团现阶段公交驾驶员缺口700人左
右。（详见9月15日《南国都市报》07版）

持有A1驾驶证可驾驶大型载客汽
车等，持有 A3 驾驶证可驾驶核载 10 人
以上的城市公交车等，但是为何持有
A1、A3驾驶证的驾驶员，在我省成了“相
对稀有物种”？媒体披露了多方面的原
因。譬如我省正处在升级改造中的驾校
绝大多数无法提供大型车辆驾驶培训，
导致报名培训人员越来越少，以及“新交
规”实施后，报考人员通过率较低、培训
成本增加等“硬件”“软件”上的制约。

但是从交管部门披露的“A1与A3驾
驶员的保有量远远超出公交与公路客运
车辆数量”的统计，以及包括专业驾驶员
在内的求职人员早已在全国层面流动的
情况来看，更多的根源应该还是在公交、
公路客运驾驶员的职业付出，与其经济收
入、社会地位的预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这一点，从“公交司机待遇低且劳动
强度大”的业内感慨，便能得到印证。的
确，专业驾驶是一项“脑力+体力”劳动，
既需要熟练的专业技能作保障，还要承
受全神贯注的职业高压，甚至有时还会
因为天热、车堵等原因成为个别乘客的

“撒气筒”。因为未得到应有的价值尊
重，难免会有一些从业者出现职业认同
度下降、从业幸福感降低的情况，而就业
于他们更能得到保障、更能得到认同的
地区与行业。在这方面，早有闻名全国

的“湖南攸县的哥”，因为大环境的吸引，
跳槽转开货柜车等事例值得思考。

那么，如何求解公交线路逐年增加、
“海口公交集团驾驶员缺口达700人”这
一现实难题？笔者以为，关键还是在于抓
住改善从业环境这个“牛鼻子”——不仅
需要形成“公交为公众、公众爱公交”的舆
论氛围，还需要政府部门与运营企业对这
一行业大胆“破题”，创新“解题”，如保证
公交车道优化道路硬件，设立“带薪情绪
假”人性化关怀，试水两段、多段的中转换
工方式减轻驾驶员长距离、长时间工作负
担等，以谋求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

有了梧桐树，自有凤来栖。当公交
驾驶员们“上车放心顺心、下车舒心开
心”，工作生活得更有幸福、更有尊严，告
别了行业焦虑的时候，公交行业的用人
断层难题，自会迎刃而解。

公交驾驶员难招，难在行业焦虑

■ 海风纯

因俄罗斯南方十字旅行社宣布破产，740名正
在海南旅游的游客滞留岛内。我省第一时间采取
成立应急处理小组等多项措施，帮助滞留游客排
忧解难。9月14日，600余名游客分别从三亚凤凰
国际机场离港回俄。（详见9月15日本报A02版）

此次意外事件，让人始料未及，直接考验着海南
旅游的市场应急处理能力。令人欣慰的是，我省于
第一时间成立了应急处理小组，省政府、省旅游委、
相关市县、企业多方联动，积极做好了客人的安抚和
安置工作，让俄罗斯游客顺利返程。

事件发生的责任虽然在俄方，但作为“东道主”
的海南并没有置身事外，而是积极采取措施，提供一
切尽可能的帮助，确保游客的利益。毕竟，在整个事
件中，游客是无辜的。特别是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省
旅游委作出的“将给予游客最大的关心和关爱，他们
住的酒店不变、服务不变、质量不变”的承诺，尤令俄
罗斯游客感动。这种承诺，彰显了海南的责任和担
当，也折射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开放与自信。

近年来，俄罗斯已成为海南旅游最大的外国
客源地。海南的椰风海韵、阳光、沙滩对俄罗斯客
人极富吸引力。他们在海南享受美景的同时，还
收获了温暖和友谊。此次事件后，许多俄罗斯游
客表示，对中方的帮助深表感谢，并希望以后还能
来海南旅游，这其实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

俄罗斯游客滞留事件也启示我们：遇到突发事
件并不可怕，只要政府部门与相关单位沉着应对，
不回避问题，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解决问题，一些矛
盾就能一一化解。如何更好地提升海南旅游的美
誉度，此次的化“危”为机就是一堂生动的实践课。

化“危”为机
提升海南旅游美誉度

据媒体报道，央企中交第二公路
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职工胡剑
兵，向南京市纪委和媒体曝出该单位
南京项目部“送礼清单”。其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一些送礼行为以前确实
存在。而曝出此事的胡剑兵则被单位
同事骂作“叛徒”。

面对该单位以春节慰问的形式向
有业务关联的南京方面人员送出的10
万元送礼清单，公众难免对其背后可能
牵涉的单位与单位、单位与个人、个人
与个人的不当利益输送心生腷臆：中央
严禁公款送礼的三令五申，在这一个案
中为何仍未能抵挡住潜规则的侵蚀；涉
及这一送礼清单的施工项目，有没有因
此降低建筑质量而给公共安全埋下隐
患？尤其是，本属光明正大地对违法违

纪情况进行举报的职工，竟被扣上了
“叛徒”的帽子，更引发公众对一些利益
黑链已盘根错节成利益黑网的担忧。

庆幸的是，南京市纪委随即对接
受购物卡的6名党员干部进行立案调
查，1名非党员企业职工交该区交通局
处理，收缴7人违纪所得。而且，在公
布这一结果的当天，南京市纪委又和
六合区纪委杀出一记“回马枪”，查出
包括六合区交通运输局局长在内的7
名人员闻风串供，制造及时上交购物
卡虚假证据，作假7人被纪检监察机关
从重处理。这正是：

举报黑金不畏难，哪怕叛徒声声寒。
反腐路上多正气，拍蝇打虎抱成团。
不染淤泥自身直，你争我赶做清莲。

（文/正言 图/美堂）

我想社会生活本来就是喧嚣的，或者说喧嚣
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本来面貌，没有
任何力量能让一个社会不喧嚣。关于真实，我想
也是社会更加重要的基础，真实不仅仅是一个社
会的本来面貌，也是事实的本来面貌，有时候喧嚣
掩盖真实，或者说是会掩盖真相，但是大多数的情
况下，喧嚣不可能永远掩盖真相，或者说不能永远
掩盖真实。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好的文学翻译家就是一位快乐的架桥人，促进
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而架桥的过程一言难尽。
我特别喜欢吃甜的食品，但知道苦瓜是一个好东西，
多少要吃一点。文学翻译就像吃苦瓜，吃起来很苦，
但苦中有乐。 ——巴黎中文《欧洲日报》编辑董纯

@人民日报：世界没有“大同”，但
并不妨碍人们努力营造一个相对平等
的世界，并不妨碍人们在社会行为准则
中将平等原则视为基石。人们通过法
律，确立了每个人都平等享有的权利；
通过政府调节，尽力弥合贫富差距；通
过社会保障，让人们平等地拥有公共服
务、社会救济。平等是社会和谐的基

础，也是人们永无止境的追求。
@中国青年报：庸俗化是党内生活

的腐蚀剂，使得正常、健康、积极的党内生
活平庸化、低级化，破坏党员干部的免疫
系统，削弱党的凝聚力、创造力，任其发展
必将损害党的形象和事业。当前党内生
活庸俗化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政治学习
流于表面、奉行明哲保身的哲学、党内关
系出现异化、民主集中制贯彻不力。

@财经：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可以接

受，但不能过度。财富的过度集中对竞争
力和经济增长没有好处。税收很重要，但
它只是可以有效缩小贫富差距的机制和
政策之一，教育和技能投资是关键政策。
要有公平的财政制度，为全民优质教育体
系、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