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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心发现，三亚·亚特兰蒂斯
内，无论是大堂、餐厅还是客房设
计，均体现出艺术与美感的巧妙结
合。据悉，该度假区由80余家国际
著名的建筑和设计机构联手打造，
国际元素与东方元素、琼岛元素在

此交融，印有祥云图纹的现代灯饰、
运用东方理念设计的木艺家具等，颇
具设计巧思。

新人们来到三亚，如何同时饱
览各国美食、满足挑剔的味蕾？度
假区中，21家汇聚了各国精品美食

的餐厅相继亮相，涵盖了世界名厨
餐厅、海底餐厅、日式料理、新加坡
美食等，通过打造“美食+文化”融合
产品，推动琼岛美食与世界美食的
互动与交流。

海洋元素与饮食文化相结合也

是亚特兰蒂斯的亮点之一。海南日
报记者在奥西亚诺海底餐厅看到，串
联起位于酒店内的水族馆，透过巨型
落地窗，游客可饱览绚烂迷人的海底
景致，各式海洋生物自在畅游。

（本报三亚6月2日电）

三亚·亚特兰蒂斯位于国家海岸海棠湾，占地面积达54万平方米，是汇集酒店、水世界、水族馆、国际会展、餐饮、娱乐、购物、演
艺八大业态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是三亚旅游迈向3.0时代的重要标志。婚礼活动中，将为来参加婚礼的全国战疫英雄提供客房、
水世界水族馆畅玩体验、C秀表演、婚礼场地、餐食等优质服务。

海洋元素，是三亚·亚特兰蒂斯
的一大魅力。该度假区由复星旅文
投资逾百亿元兴建、受柯兹纳国际管
理，占地逾54万平方米，是一座汇集
酒店、水世界、水族馆、国际会展、餐
饮、娱乐、购物、演艺八大业态于一体
的度假胜地，不仅坐拥一线海景风
光，还设有海底套房、水世界、水族馆

等一系列亲海产品，百对新人前来能
近距离感受琼岛独特的海洋魅力。

步入三亚·亚特兰蒂斯，犹如进
入梦幻多姿的海洋王国——自中庭
步下，长16.5米的观景幕墙映入眼
帘，这便是大使环礁湖，也是水族馆
最大展示池，各具特色的数万尾海洋
生物在其中自在遨游，置身其间，可

与上万海洋生灵共度时光。
“百对新人来到亚特兰蒂斯，可享

受到水世界水族馆无限次畅玩体验。
其中，在‘失落的空间’水族馆中，展示
池体数量达30个，展示生物种类280
多种，新人可近距离观赏鲨鱼、魟鱼等
大型展示鱼类及五彩斑斓的珊瑚等。”
三亚·亚特兰蒂斯工作人员介绍，针对

不同层次的潜水爱好者，水族馆还推
出多种潜水活动，能亲身探索海洋世
界的奇幻，近距离观赏海洋生物。

值得一提的是，亚特兰蒂斯内还
建有海豚与海狮露天互动栖息地及
保护地——海豚小岛，作为海洋哺乳
动物教育基地，游客还能亲近海豚、
海狮，了解如何精心照顾海洋生物。

“我从小到大还从未见过大海，
在我的想象中，滨海城市的生活简单
而美好。这次特别期待能去三亚办
婚礼，我还想牵着爱人的手去海边看
日落，在海天一色美景间向她告白。”
即将前来参加最美婚礼的湖南援鄂

护师陈建明说。
亚特兰蒂斯精心为百对新人提供

一线海景婚房，尽享“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的舒心体验。“酒店拥有1314间
全海景客房，寓意着‘一生一世’，对于
前来办婚礼、蜜月度假的新人情侣来

说蕴含甜蜜寓意和美好祝福。”为给百
对新人留下美好浪漫的回忆，三亚婚
庆旅游协会还将邀请专业婚庆公司为
新人布置特色婚房，并送上社会各界
为新人们准备的城市礼物惊喜礼包。

如何与海共舞、听涛入眠？海南

日报记者了解到，该酒店还设有水底
套房。在以海洋元素为主题的水底
套房内，海洋风格流线型造型的家具
颇具特色，透过卧室和浴室的落地窗
即可欣赏水族馆大使环礁湖的壮丽
景致，与奇趣曼妙的海洋生物共居。

1314间海景房 蕴含甜蜜寓意

各国美食 满足挑剔的味蕾

亲海产品 感受海洋魅力

三亚礼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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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

数万尾海洋生物陪伴 住一线海景婚房 尽享各国星级美食

这场婚礼令人向往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能参加这场婚礼我俩都很开心。
因为这场婚礼上的新人都是跟我们一
样在疫情期间坚守岗位的人，这样的婚
礼比自己的个人婚礼要有意义得多。”6
月2日下午，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科医
生寇莉洁在电话里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我们已经在做攻略了，特别期待能在
三亚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

用最古老的方式去见你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在门诊

从晚上看（诊）到了凌晨，看了六七十
个病人。”寇莉洁清楚地记得，那天，有
位病人看完病后，特意跟她说了一句

“新春快乐”，“让我觉得很温暖。”
河南省人民医院是全省的新冠

肺炎病人定点收治医院，作为呼吸科
医生，本计划在2月2日和男友唐哲
领证结婚的90后寇莉洁毅然“披挂
上阵”。工作期间，寇莉洁以院为家，
这对“从开始谈恋爱就基本天天待在
一起”的情侣一直没能见到面，只能
通过电话和视频聊以慰藉。

2月，穿着防护服的寇莉洁手捧一
颗“爱心”的照片在网络上传开了。“当
时正是疫情严重的时候，所以医务人
员就用采血管摆出了两张图样，一个
是‘中国抗疫必胜’，另一个就是那颗
爱心。我们把图摆在门诊入口，想借
此为病患们加油鼓劲。”寇莉洁笑道，

下班后，自己才猛然想起那天恰好是
情人节，便托护士给自己拍了那张照
片，作为节日礼物送给了唐哲。

3月1日那天，正在隔离休整的寇
莉洁突然接到了唐哲的电话。“你走到
窗边往外看看。”唐哲说。寇莉洁推开
窗户，只见空旷的地面上，一个小小的
人影正在冲着自己的方向用力挥手。

原来，那天是二人相识一周年纪
念日。唐哲专程从家里徒步而来，走
了十多公里，用最古老的方式，去和自
己的心上人相会。“听他说完后，我整
个人都融化了。”寇莉洁回味至今。

和你一起去看碧海蓝天
3月10日，结束隔离的寇莉洁被

同事牵着走出了隔离区。远远地，寇
莉洁看见了手捧鲜花站在警戒线外
的唐哲。“战友”们唱跳着连夜排练的
舞蹈《今天你要嫁给我》，将寇莉洁送
到了唐哲手中。

“完全没想到还有这样一个惊
喜。”寇莉洁说，自己和唐哲都是行
事低调的人，原本已经跳过了求婚
这一步，定好了领证和婚礼的日子，
但在自己内心深处，依然暗自期待
着一个求婚，“这场求婚要大大超出
我的预期。”

求婚当天，两人就去民政局领
了结婚证。回到家里，满眼的气球、
亲近的闺蜜、想念的美食……又一
个惊喜在等待着寇莉洁。正在寇莉

洁感动之时，唐哲播放了一个短视
频，回顾两人的相爱之路。情难自
禁的寇莉洁一时红了眼眶，“哭得稀
里哗啦的。”

得知要举办全国战疫英雄最美
婚礼的消息后，两人毫不犹豫地报了
名。“一则是觉得这样的婚礼特别有
意义，二则是因为三亚特别美。”寇
莉洁说，“我看过唐哲以前在海南拍
的照片，碧海蓝天让人心驰神往。”

报名后，唐哲就着手做起了海
南攻略：“我要和她一起去蜈支洲
岛，去海边吃一顿海鲜，尝一尝有名
的椰子鸡，吹着海风吃一碗最正宗
的清补凉。”

（本报海口6月2日讯）

去海边吃海鲜，尝一尝椰子鸡，吹着海风吃清补凉——

河南女医生期盼与恋人共赴三亚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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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黄祥

“‘智慧养殖’这套系统运行起来，不
仅能够控制鸡场的温度，还能记录阉鸡
养殖、宰杀、冷链、配送、销售等全过程，
这样我们就真的可以大胆养、放心养！”6
月2日，在定安县龙门镇红花岭村大井
村民小组冷泉阉鸡3号基地，谈起养鸡
事业，贫困户郑作辉信心满满。

郑作辉口中所说的“智慧养殖”系
统，是定安本土企业海南冷泉餐饮文
化管理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智慧养
殖大数据云平台”，该系统通过充分运
用物联网技术，将实现对养殖基地全
过程信息化、数字化、网格化管理，进
一步提高养殖的存活率，提升鸡肉品
质，让消费者吃上“放心鸡”。

“定安是美食文化之乡，自然条件
优越，仙沟牛肉、定安黑猪、定安粽子等
美食声名远扬，我们想把‘冷泉阉鸡’这
个品牌也打响起来，推广定安特色农产
品。”海南冷泉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出品总监陈明泰向海南日报记者谈起
了研发“智慧养殖”系统的初衷。

陈明泰是红花岭村人，2016年7
月，他和4位志同道合的合伙人创立了
海南冷泉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在海
口开起第一家门店，主要以定安独有的

富硒地、冷泉生态资源为依托，推出以
“冷泉阉鸡”为主的定安特色菜。

经过近一年的发展，门店的生意
越来越好，陈明泰便将规模化养殖提
上日程，并于2017年牵头成立了龙门
龙岭冷泉阉鸡专业合作社，以“公司+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从
养殖源头开始，抓好每一个环节，实现
了阉鸡养殖的生产标准化、社员职业
化、管理规范化、经营市场化。

“在推广定安美食的同时，我也要

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陈明泰说，合作
社和农户之间是合作模式，合作社给农
户提供鸡苗，养殖150天后，保底回收阉
鸡，再统一饲养120天后才能够出栏。

据了解，该合作社已经拓展到9个
养殖基地，总共占地400亩，2019年阉
鸡出栏量27万只。截至目前，合作社
阉鸡存栏量9万多只，合作社的农户也
达到了15户，其中就有9户贫困户。

“而‘智慧养殖’系统运行起来后，
不仅能够保证‘冷泉阉鸡’品牌标准化，

有效提升市场竞争力，也能够保证农户
的收益。”陈明泰介绍，基地里的每一只
鸡，在出生时就戴上了脚环，真正实现
一物一码，消费者可通过网络查询追溯
标签上的追溯码或通过移动终端扫描
二维码，就能了解阉鸡养殖、宰杀、冷
链、配送、终端销售等详细情况。

与此同时，“智慧养殖”系统还可以
配合预警系统，实时监控阉鸡的生长
环境，有效减少阉鸡的生病概率，提高
阉鸡存活率。 （本报定城6月2日电）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如果有数万尾海
洋生物见证新人婚礼，
有精心布置的一线海
景房作为婚房，蜜月中
能近距离感受海洋特
色艺术品的独特魅力，
尽享各国星级美食荟
萃的丰盛婚宴……这
样的新婚之旅是否令
人无限向往？

自今年3月起，在
三亚各相关部门、爱心
企业等精心策划、积极
联动下，全国战疫英雄
最美婚礼即将揭开神
秘面纱。其中，三亚·
亚特兰蒂斯作为婚礼
主会场，将为前来参加
婚礼的全国战疫英雄
提供客房、水世界水族
馆畅玩体验等优质服
务，为百对战疫英雄新
人献上“最美敬意”，以
此感谢抗疫一线工作
者的辛劳付出。日前，
海南日报记者专程探
秘三亚·亚特兰蒂斯，
提前了解即将在这座
奇幻海洋王国中举行
的梦幻婚礼。

定安“冷泉阉鸡”智慧养殖
扫码能掌握阉鸡养殖、宰杀、冷链、配送、终端销售等情况

6月1日

我省无新增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6月1日0-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6月1日24时，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169例，其中境外输入 1
例。住院病例1例，5月 29日出院转集中点隔
离，5月30日因复查咽拭子核酸阳性转医院住
院隔离。死亡病例6例，出院病例162例。

截至 6 月 1 日 24 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794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733人，尚有61人正
在接受集中医学观察。

截至6月 1日 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
病毒无症状感染者35例，累计解除隔离31例，
尚在医学观察 4例(3 例湖北输入,1 例浙江输
入)。35例无症状感染者中，海口市7例、三亚
市21例、东方市2例、陵水县1例、万宁市1例、
琼海市1例、乐东县1例（原三亚市报告病例，
按现住址归属乐东县）、定安县1例；28例为境
内，7例为境外输入（输入国为英国5例、荷兰1
例、西班牙1例）。

7月1日起三亚市减免
新能源汽车停车费
每天8时至22时1小时内免费停车，
22时至次日8时，停车免费

本报三亚6月2日电（记者梁君穷）为加快
提升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促进生态环境建设，
6月2日，三亚市发改委印发《三亚市新能源汽
车停放服务收费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规定了该市新能源汽车享受停放服务费
的减免优惠。《规定》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
行，有效期3年。

新能源汽车停在道路停车泊位，8时至22时
1小时内免收车辆停放服务费，22时至次日8
时，免收车辆停放服务费。停在实行政府定价的
立体停车设施及机场、车站、码头、交通枢纽站
配套的停车设施，30分钟内免收车辆停放服务
费。停在旅游景区、公立医疗机构、未具备议价
条件的住宅小区停车设施，以及政府全额投资建
设的非立体公共停车设施，1小时内免收车辆停
放服务费。停在实行政府定价的停车设施充电
的，2小时内免收车辆停放服务费。

“体育+教育+旅游”让运动更有趣

海岛亲子运动会线上启幕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王黎刚 赵优）由

海南省旅文厅、海南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2020海
岛亲子运动会6月1日启动。

活动通过线上形式开展，由海南省各市县旅
文局、教育局组织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和各
相关协会参与活动。活动共设置八个趣味性强
且易参与的项目，面向全国各地3至12岁适龄
儿童及其家庭成员广泛开展。通过少年儿童带
动家庭成员参与，营造良好的家庭运动氛围，促
进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琼中女足、海南国家冲浪集训队等海南运
动健儿们为活动助力，此外，前中国男篮队员
王仕鹏及花样滑冰世界冠军张丹为少年儿童
和家长示范简单有趣的亲子互动项目，同时对
互动项目进行理论讲解，促进体教融合。活动
示范视频具有海南特色自然风貌，将海南旅游
风貌通过线上体育活动进行全方位展示，对海
南的旅游资源进行推介。首届海岛亲子运动会
亮点多，趣味足，奖品丰富，通过赛事奖品“引
客”到海南，实现“体育带动旅游、线上带动线
下”的良性循环，也是体现体育旅游促进消费
有力的实践。

海口将有序开辟“路边摊”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日

报记者6月2日从海口市市政管理局获悉，为促
消费、保经济，按照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疫情
期间该市已经放宽店外经营。尤其是餐饮店、商
超、药店等，允许店外摆放经营，不做查处，做到
人性化执法。

此次中央文明办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
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
场、流动商贩列为考核内容。海口市政管理
局作为统筹单位，鼓励各区围绕促进就业和
经济发展开辟便民市场，各个区负责具体执
法和审批。

《海南省老年人优待证》
办理程序优化
7月1日起，可免费到住地乡镇、街道
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申请办理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马珂）6月1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为方便我省老年
人办理《海南省老年人优待证》（以下简称《优待
证》）和提高办证效率，根据国家、省“放管服”管理
有关规定和“最多跑一次”要求，省卫健委决定，从
2020年7月1日起，凡具备条件的市县，《优待证》
办理权限逐步下放到乡镇、街道办一级，具体由乡
镇、街道办便民服务中心负责组织本辖区老年优
待证办理工作。

➡ 6月2日，在三亚·亚特
兰蒂斯，酒店工作人员正在精
心布置客房。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