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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贴心换新人舒心
本报三亚6月8日电（记者李艳玫）“这是一

场值得铭记一生的海岛浪漫婚礼，我们感受到了三
亚这座城市的满满热情。三亚，我们还会再来的！”
6月8日，来自山东省的刘小童与丈夫刘维超带着
不舍登上了回家的飞机。

当天，为期4天3晚的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
礼落下帷幕，来自15个省市的百对新人结束三亚
浪漫之旅后，陆续返程。而社会各界贴心的服务
与安排让新人们感受到三亚满满的诚意。

“从踏上三亚之旅开始，我们就感受到了贴心
周到的服务。四川航空不仅为我们提供免费的往
返机票，还提供了优先办理值机和行李托运、优先
登机，并准备了欢迎仪式，这是我最难忘的一次乘
机体验。”来自温州的新人杨文静说。

“三亚天气炎热，出发前我们还收到工作人员
的暖心嘱咐，准备好防晒霜、遮阳伞等，做好防晒
措施。三亚各界对抗疫一线工作者的支持，让我
们倍感温暖。”来自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侯琦说。

而为让新人们以最美的形象、最佳的状态参加
婚礼，主办方还为新人们提供百余套全新婚纱和西
装，款式多样，充分满足新人们的个性化需求。此
外，三亚联动近20家爱心婚拍摄影机构，派出专业
化妆师、摄影师，为新人提供婚礼化妆、婚纱拍摄
等优质服务，让新人们在三亚留下美好纪念。

本报三亚6月8日电（记者梁君
穷）6月8日，“山河无恙 三亚等你”全
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圆满落下帷幕，
在4天3晚的甜蜜旅程中，战疫英雄
新人们在三亚留下了爱的纪念。为助
百对新人圆梦，社会各界特别是三亚
的近50家企业以各种形式支持此次
活动，也让三亚社会凝聚了共识，形成
了崇敬英雄的浓厚氛围。

“三亚·亚特兰蒂斯是此次婚礼的
主会场，作为一站式娱乐休闲及综合旅
游度假目的地，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也

始终将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三亚·亚
特兰蒂斯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获悉此次
活动后，他们主动联系主办方希望能尽
一份力，向战疫英雄致以最真挚的祝
福，助新人们参与一场圆满的婚礼。

据悉，三亚·亚特兰蒂斯还将为参
与此次活动的战疫新人，以及报名但
因故未前来的新人们提供一次户外草
坪免租优惠，有效期至2021年12月
31日，旨在让每一对新人不留遗憾。

“在这次温馨浪漫的活动中，我
们作为景区企业，也在婚礼上为新

人们带去黎族歌舞表演，并邀请新
人们到景区游览，让他们在风景中
感受爱的甜蜜。”槟榔谷景区负责人
介绍。三亚南山景区负责人也表
示：“南山景区今年持续开展暖心活
动，包括支持此次最美婚礼活动，都
旨在向战疫英雄们致以诚挚的慰问
和崇高的敬意。”

“在特殊时刻，为国家、社会贡献
力量，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
开展了新人‘牵手走天涯’活动，让大
家在天涯海角度过难忘时光。”三亚旅

文集团董事长、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郑聪辉说。

为表达对战疫英雄的敬意，四川
航空为部分新人提供了免费往返机
票。“一直以来，川航积极践行社会责
任，为驰援疫区的医疗队员保驾护航，
向全国医务工作者提供金熊猫高端会
员优享服务权益、里程赠送等特别礼
遇。”四川航空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次活动意义重大，整体效果很
好，我们也以一场大型空中无人机集
体婚礼秀向战疫英雄致敬。”一飞（海

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齐俊桐介绍，
此次活动呈现的效果很好，企业参与
其中既是表达对战疫英雄的敬意，同
时也倡导全社会向他们学习。

此外，三亚多家爱心企业设计、打
造的城市礼物也让新人们在此次旅程
中感受到三亚的用心与温情。“我们结
合不同新人的故事，为他们设计独一
无二的城市礼物，以这份特别的心意
感谢抗疫一线工作者的辛劳付出。”三
亚鹿先生巧克力食品有限公司销售部
负责人于程程说。

三亚·亚特兰蒂斯
三亚市旅游行业协会联合会
四川航空
吉祥航空
一飞（海南）科技有限公司

最美婚礼
新人返程

6月8日，参加全国
战疫英雄最美婚礼的新
人们圆满结束行程，告别
三亚。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三亚落幕

致敬最可爱的人

“谢谢你们，为我
们精心策划这场唯美
浪漫的婚礼！你们都
是我们的证婚人，更
是我们的家人，这趟
旅程将会是我们终生
难忘的回忆。再见，
我们还会再来三亚
的！”6月8日，为期4
天3晚的全国战疫英
雄最美婚礼落下帷
幕，在婚礼主会场
——三亚·亚特兰蒂
斯大堂，准备返程的
新人们与活动主办
方、酒店工作人员一
一道别、表达感谢、互
送祝福，现场氛围温
馨感人。

天涯无所予，聊
赠一城喜。为表达三
亚始终与抗疫一线工
作者并肩前行、守望
相助的真挚情感，该
市联动各相关部门、
近50家爱心企业积极
参与，经过各有关单
位紧张筹备、精心策
划，汇聚我省优质婚
庆旅游资源，为全国
15个省市的百对战疫
英雄新人献上了一场
最美婚礼，以这份特
殊的城市礼物，向战
疫英雄表达崇高的
“三亚敬意”，彰显战
疫英雄甘于奉献、大
爱无疆的时代精神。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今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将全
国人民的心紧紧相连。白衣天使、科
研人员、武警战士、公安干警、社区工
作人员、志愿者等各行各业、千千万万
个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奋斗者，临危不
惧、挺身而出，聚涓滴之力，护山河无
恙。这其中，不乏新婚燕尔或是婚约
在即的新人，他们泪别爱人、取消婚
约，用无私奉献的行动，书写可歌可泣
的动人篇章。

琼鄂一家亲，天涯尚为邻。在疫
情肆虐的艰难时刻，海南始终与湖北
人民、全国人民并肩抗疫、同舟共济、

情谊相连，第一时间派出援助医疗队，
逆行出征护山河无恙；第一时间组织
专车专列满载优质瓜果菜，千里加急
驰援武汉；率先包机协助滞留三亚的
湖北旅客返回家乡……

如今，山河无恙，英雄凯旋。随着
我国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三亚
如何继续发力、扛起担当？“近年来，婚
庆旅游产业逐渐发展成为三亚最具优
势和特色的旅游业态之一。为向全国
战疫英雄表达崇高敬意，今年3月起，
三亚发挥婚庆旅游资源优势，积极谋
划、精心组织，共同为抗疫一线英雄打

造一场盛大婚礼，以各种形式为爱助
力，让新人们享受三亚优质的婚庆旅
游服务，在浪漫天涯海角开启一段新
的人生旅程。”三亚市委副书记、市政
府代理市长包洪文说。

丹心寸意，皆为有情。省委常委、
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批示举办全国战
役英雄最美婚礼活动，三亚市委宣传
部、市旅文局、市旅游推广局、市卫健
委等各相关部门积极响应，三亚·亚特
兰蒂斯、一飞（海南）科技、天涯海角景
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等近50家爱
心企业纷纷主动报名，拿出最优产品、

最优服务，以爱助力活动，为百对新人
呈现三亚最美婚庆旅游资源，体现三
亚“最美担当”。

“三亚·亚特兰蒂斯非常荣幸能为
战疫英雄的婚礼出一份力，共同见证英
雄新人们人生中的幸福时刻。”复星旅
文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钱建农说。此
次活动，三亚·亚特兰蒂斯除了给新人
准备甜蜜婚房、精美的餐食、C秀表演、
婚礼场地等，还为每对新人送上房券等
惊喜礼物，为所有报名参加此次婚礼活
动的新人免费提供一次户外草坪场地，
表达对战疫一线工作者的敬意。

全城联动 政企联手献礼英雄

海南文艺界人士自发创作沙画、歌曲等

为英雄新人
送上“琼岛贺礼”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徐慧玲

“为逆风而行的决定，作最好的证明，把风雨
一饮而尽，只为千万个家庭，这义无反顾的身影，
有同一个姓名……”6月6日晚，在三亚市海棠湾
畔，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婚宴晚会上，由海南本
土音乐人阿侬子黎带来的原创歌曲《逆风而行》，
以感人的歌词、真诚的言语、朴素的情感，重现抗
疫英雄不顾安危、奋勇拼搏的动人故事，令在场不
少抗疫英雄产生共鸣，湿润了眼眶。

“歌词写出了我们每一位战疫一线工作者的
心声，与爱人在婚礼现场一起听这首歌心里特别
有感触，感谢海南各界送给我们这份特殊的新婚
礼物。”从武汉前来参加最美婚礼的新人徐成说。

一把细沙漏过指间勾连出感人画作，一句句
歌词在幸福旋律中传递真情，一段段肺腑之言表
达崇高敬意……为迎接全国战疫英雄前来三亚参
加最美婚礼，海南文艺界人士纷纷响应，通过制作
创意沙画、创作活动主题曲、录制送祝福视频等丰
富形式，以一份份“走心贺礼”为百对战疫英雄新
人送上真诚祝福和美好祝愿。

其中，海南沙画创作者何素丹在66秒唯美沙
画视频《山河无恙 三亚等你》中，以粉红色为基
调，巧妙运用多个场景的变幻，表达昔日战疫英雄
守护众人平安、今时众人护佑战疫英雄幸福的美
好祝愿。“很希望为战疫英雄做点什么，来表达内
心的致敬和感谢。”何素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希
望自己参与创作的沙画，为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
礼增添一抹来自海南沙画师的亮色和暖意。

“爱洒满天涯，在海角生根，这是生命最美的
旅程。千里路相逢，山兰醉新人，我们今生缘定在
鹿城……”日前，由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教师陈华
清作词的歌曲《缘定鹿城》，作为此次婚礼活动的
主题曲献给每一位抗疫工作者，“希望通过这份特
殊的礼物，表现出抗疫工作者的崇高精神，传递海
南最真诚的美好祝愿。”

“我创作《逆风而行》便是希望能用旋律记录
战疫英雄‘逆行’的感人事迹，这次能在婚礼活动
现场面对面为战疫英雄献唱这首歌，以这种方式
表达对他们无私奉献的感谢，我感到无比自豪。”
阿侬子黎说。 （本报三亚6月8日电）

诚挚祝福赠英雄
■ 罗安明

近日，在大海之滨，他们牵着爱人的手走上红
毯，走进婚姻殿堂，并携手游览了多个知名景区。
新人美景相辉映，世间佳话传天涯。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6月8日，结束浪
漫的海南之旅，返程回家。蓝天白云为他们送行，
930万海南人民送上诚挚祝福，愿“往后余生”开
心幸福每一天。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战疫英雄。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全国人民度过了一段难挨的时光。面对疫情，他
们响应祖国号召，逆行出征，奔赴抗疫一线。有人
白衣执甲在隔离病区争分夺秒救治患者，抢回一
条又一条生命；有人扎根防控一线，守好一道道关
卡，为居家观察的群众送菜送米；有人深入疫区，
用笔和镜头忠实记录，发回大量鲜活的资讯……
他们暂别家人、搁置团聚、放弃休息、藏起恐惧，唯
独没有卸下责任。他们的故事太多太感人，以至
于再优美的文字、再形象的譬喻、再细致的描写都
显得平淡而乏力。

抗疫连轴转，许多人牺牲了与恋人花前月下、
朝夕相处的机会，有人因此推迟了婚期。酒越放
越香，蜜越酿越甜。经过这段抗疫岁月，他们的爱
弥深、情弥坚。天涯海角有幸见证了他们执子之
手、情定终身。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他们的辛勤付出、爱
岗敬业、无私奉献，为推动疫情形势持续向好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美丽人格在一次次冲锋陷
阵中磨砺得愈发闪亮。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奋
斗者。掌声、鲜花和幸福的生活应该属于他们！

在这挥手告别之际，再次送上我们最真挚的
祝福！

近50家企业助力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

最优质的服务化作最真挚的祝福

三亚原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复星旅文上海复星泛秀演艺有限公司
海南美裕营销有限公司
三亚海角之恋巧克力有限公司

海南南山文化旅游区
三亚天涯海角旅游区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三亚热带天堂森林公园
三亚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

三亚爱我（IO）视觉婚纱摄影
三亚旅橙摄影
三亚海联能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粮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MARK100电影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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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心布置的一线海景房作为婚
房，数万尾海洋生物见证新人婚礼，体
验滨海风光、民俗风情、热带雨林等琼
岛元素相融的蜜月度假……此次最美
婚礼活动，三亚全城联动、全城参与，景
区、酒店、婚庆公司、航空公司等涉旅企
业全力支持，免费为百对战疫一线新人
提供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饮、婚拍、
婚礼策划等优质服务，联动各方优质
婚庆旅游资源，合作打造特色婚礼仪
式、晚会、蜜月度假体验等，共同为英
雄新人献上一场盛大的浪漫婚礼。

6月6日下午6时30分拉开序幕的
婚礼仪式和晚会，是此次活动中的浓墨
重彩之笔。童道驰率三亚市四套班子

领导为在场百对新人们祝福，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海南省支援湖北抗疫前方
指挥部总指挥陆志远为新人们证婚。
一个个融合海洋文化、红色文化、黎族
民俗文化的精彩演出、上台新人代表和
嘉宾一句句感人的话语，把晚会气氛营
造得浪漫温馨又感人。最后，500台无
人机飞上三亚海棠湾夜空，陆续组成

“山河无恙、三亚等你”“缘定三亚、情满
天涯”“战疫英雄、新婚快乐”字样及战
疫英雄“卸甲披纱”画面，在场的许多新
人和嘉宾欢呼雀跃、为之泪目。

“本以为我们只会举行简单的婚
礼仪式，没想到三亚这么用心，打造了
一场浪漫唯美的海边婚礼，这曾是我

梦中才能见到的场景，太美了！”前来
参加婚礼的武汉抗疫一线志愿者张海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如何饱览琼岛迷人风光？在蜜月
度假中，南山、天涯海角、蜈支洲岛、亚
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槟榔谷等景
区纷纷为新人带来优质旅游产品，打
造走心甜蜜之旅。“景区工作人员非常
贴心，来到三亚就像回家一样，感谢三
亚的精心策划与安排。”武汉市中心医
院护士胡思敏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她
一直很想来三亚看海上观音，这次近
距离观赏，感受山海相融之美，心情特
别放松愉悦。

为给新人送上一份真诚贺礼，海

南社会各界还纷纷通过制作创意沙
画、创作活动主题曲、录制送祝福视频
等丰富形式，向前来参加婚礼活动的
战疫英雄新人送上真诚祝福。“婚宴晚
会上，当听到海南本土音乐人为战疫
英雄创作的歌曲《逆风而行》时，心里
特别感动。”广州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
医院护士刘桂容说。

此外，三亚市民还通过参与线上、
线下活动等形式，为新人们送上美好祝
愿。“抗疫期间，各行各业的工作者义无
反顾奔赴一线的故事深深感染了我们，
我真诚地祝福战疫英雄新人们新婚快
乐、幸福长久！”三亚市民吴苗苗通过转
发活动到朋友圈，将爱心广为传播。

全民参与 打造走心甜蜜之旅

“由衷向奋战在一线、守护大家的
战疫英雄表达感谢，并祝福各位新人
新婚快乐、甜甜蜜蜜！”“在2020年这
一非凡之年，三亚迎来全国各地战疫
英雄新人，光荣属于你们，幸福也属于
你们，祝各位新人新婚快乐、平安幸
福！”……6月6日晚，在婚礼晚会现
场，敬一丹、何炅、孟非、高群书、刘敏
涛、陈楚生等20余位国内知名演艺界
人士纷纷通过视频，向各位新人送上
新婚祝福，令不少在场新人感到惊喜。

此次婚礼活动，聚三亚全市最优
婚庆旅游资源，高定位、高水平、高水
准策划，活动范围辐射全国，不仅得到

国内众多演艺界人士点赞支持，还吸
引了近60家中央媒体、省市级主流媒
体关注、报道，包括中央电视台、南方
日报、解放日报、湖南日报、湖北电视
台、澎湃新闻、浙江在线、四川在线、东
方网、长沙晚报、齐鲁晚报、海南日报
等，他们纷纷通过报纸、网络、电视、电
台、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多样化平台，
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尽展三亚的
美好形象与热情态度，有力推动城市
知名度与美誉度提升。

“据不完全统计，自5月10日预
热活动启动以来，省内外媒体刊发各
类稿件逾500篇次，海南日报新浪微

博话题‘战疫英雄三亚最美婚礼’总阅
读量达到754万人次，百度检索关键
字‘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共有
230万个结果。”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
礼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仅6
月6日婚礼仪式当天，活动吸引了澎
湃新闻客户端、海南电视台海直播、南
海网椰视频、新浪海南、新华社现场
云、央视新闻移动网、中国长安网（中
国政法委官网）、海南日报新浪微博、
今日头条、浙江在线、一直播、抖音等
12个平台进行现场视频实时直播，共
吸引了236万人次在线观看。

作为此次婚礼活动的主要承办

方，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充分发挥宣传
优势，组建专业的宣传及活动策划团
队，以《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南海
网为主阵地，开辟“关注全国战疫英雄
最美婚礼”专栏，利用报纸、网络、官方
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号、头条号、客
户端等全媒体矩阵，为活动营造良好
舆论氛围，努力将此次活动办成既有
温度、又有深度的盛会，全面展示三亚
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良好城市形象。三
亚婚庆协会凭借多次举办大型婚庆活
动的经验，为抗疫英雄新人们提供优
质的服务。

（本报三亚6月8日电）

全国影响 传播三亚最美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