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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林）5月
20 日，由于谐音“我爱你”，
被许多网友赋予了新含义
——网络情人节。在这个被
年轻一代赋予特殊定义的日
子里，越来越多爱情题材电
影 也 选 择 在 此 期 间 上 映 ，

“5·20”也逐步发展成为继
“五一档”后又一值得关注的
电影档期。

据猫眼专业版显示，今
年“520”共有《我要我们在

一起》《情书》《白蛇传·情》
《骄阳》《幸福路上》等5部影
片上映。截至 18时，单日总
票房已超过1.6亿元，其中改
编自现实催泪长帖《与我十
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
了》的《我要我们在一起》更
是一路领跑，票房已超 7000
万元。值得一提的是，由“国
师”张艺谋指导的《悬崖之
上》票房也于昨日成功突破
十亿大关，成为中国影史第

85部破10亿影片。
“挺可惜的，没能订到情

侣厅。”在三亚 1+X 红树林
影城，记者遇见了想来影城
碰碰运气的小吴。他表示，

“520”想与女朋友看电影，
尽量不受外界干扰，但三亚
目前能满足他这个需求的影
院并不多，所以感觉有点遗
憾。“今天大家的观影热情特
别高，尤其是几部爱情片的
晚场，上座率都十分可观。”

三亚1+X红树林影城的王经
理告诉记者，“520”当天，在
场次没有明显增加的前提
下，观影人数比平时多一倍，
而情侣厅更是早早地被“抢
订”一空。

随后，记者在猫眼 app
上看到，市民的观影热情甚
至一度延续到 21 日凌晨。
由于恰逢《速度与激情 9》首
映，三亚多家影院的上座情
况都十分可观。

“听，一阵风吹过，是你在呼
唤我的声音……温暖的爱，海边
的风，有了你的存在，转角每一处
都是风景。”5 月 20 日，在这个充
满诗情画意的日子里，在三亚湾
畔、天涯海角游览区、大海边、椰
林深处、酒店草坪上……随处可
见情侣们相互依偎的浪漫场景，
婚纱摄影和婚庆蜜月游已成为这
个日子里三亚一道不可或缺的靓
丽风景。

“在‘520’这个甜蜜的日子，
在三亚酒店户外草坪上拍摄婚纱
照，很惬意。”来自湖南的张小姐
说，三亚的大海、蓝天、阳光太美
了，在这里拍摄婚纱照、度蜜月、
举行婚礼既浪漫又舒服。

亚龙湾海景国际度假酒店副
总经理李巧艳告诉记者，当天在
她们酒店拍摄婚纱照的情侣有10
多对。在海棠湾 9 号温泉度假酒
店 ，也 有 许 多 拍 摄 婚 纱 照 的 新
人。酒店婚庆工作人员介绍，今
年夏季酒店主推奢华的西式婚
礼，婚礼殿堂以金色和紫色为主
色调，大到主题设计，小到水晶吊

球装饰、衣物配饰、花饰布置，无
不体现设计者的匠心，为新人拼
起一张浪漫的爱情地图。

在海边，除经典的沙滩草坪婚
礼外，喜欢大海的新人还可以有
新选择，那就是海底婚礼。三亚
海棠湾天房洲际度假酒店就推出

的海底隧道婚礼，让情侣可以牵
着手，一边享受鱼儿在身边徜徉，
一边在亲友的见证下许下爱情誓
言。

“三亚气候好、环境好、资源
好，一年四季长夏无冬，这是婚纱
摄影的绝好条件，无与伦比。”三

亚拓璞柯婚纱摄影公司负责人
说，越来越多人希望在这个美丽
海岛留下幸福照片，市场需求越
来越大，他们接到的客人也比前
两年多，客人满意度也比较高。

天涯海角游览区作为三亚最
热门的外景婚纱拍摄地之一，在
高峰时段每天能接待近 200 对新
人同时拍摄婚纱照，景区内的“天
空之境”打卡点、“心心相映”爱情
主题雕塑、婚礼殿堂、风车花海等
让游客心动。

“太治愈了，爱情胜地天涯海
角名不虚传，这里的场景可以让
人拍上整整一天。”正在拍摄婚纱
照的游客刘欣怡和爱人陶醉在景
区的椰风海韵、绿树红花之中，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当天在三亚山海天万豪酒店
举行婚礼的杨先生说，来三亚举
办一场浪漫的海岛婚礼是他和太
太的心愿，此次选择在“520”举办
婚礼，无论是性价比还是舒适度
都非常满意。“就让大海蓝天和亲
朋好友一起见证我们永恒的爱
情！”杨先生说。

情侣情牵海角天涯
本报记者 胡拥军

本报讯（记者 黄珍）“520”
谐音“我爱你”，不少恋人选择
在这个充满寓意的日子里表达
爱意。在三亚各婚姻登记处，
这一天也迎来结婚登记高峰。
据市民政局统计，截至当日 19
时，三亚共有 341 对新人办理
结婚登记，登记人数接近平时
人数10倍。

不到 8 时，市政务服务中
心门口便排起长队，现场秩序
井然，不少男女青年手捧鲜
花，脸上洋溢着幸福。“我们预
约 8 点半到 9 点登记结婚，提
前半个多小时就来排队了，今
天日子好，人气旺也是意料之
中的。”正在排队的符女士说。

26岁的李小姐和王先生是
当天第一对领到结婚证的新
人，“‘520’是个充满爱意、值得
纪念的好日子，希望今后的每
一天都甜蜜幸福。”李小姐说。
陈女士是一位军嫂，在外地工

作，她专程请假飞到三亚办理
结婚手续。“我请了一周的假，
接下来准备在三亚拍摄婚纱
照。”陈女士介绍，她和老公是
高中校友，之所以选择“520”登
记结婚，是因为日子好记又有
意义，以后每个结婚纪念日都
是对彼此的一次表白。

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相关
负责人介绍，他们提前半小时
开门，从 8 时开始为新人办理
婚姻登记服务。“我们工作人
员也火力全开，加班加点为新
人们服务，全力满足新人们在
这 个 日 子 里 登 记 结 婚 的 愿
望。”此外，现场还设立表白
墙，供新人们表白示爱、合影
留念。

当天，三亚各婚姻登记处
共为 341 对新人办理结婚登
记，其中在市民政局婚姻登记
处登记结婚的有 153 对，各区
办理结婚登记有188对。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5 月 20
日晚，由三亚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主办，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承办，三亚市音乐家
协会协办，音乐制作人、歌手王安
磊重新改编演唱的天涯海角爱情
主题曲《情到天涯海角来》新歌发
布会在天涯海角游览区星空营地
举行，以音乐为媒，融合年轻时尚
元素,向全世界发出“请到天涯海
角来”的邀请，助推天涯海角创建
国家5A级景区。

据了解，此次对《请到天涯海
角来》进行老歌新编，一方面是向
原词曲郑南、徐东蔚及演唱者沈小
岑等老艺术家致敬；另一方面，是
想通过新的编曲及充满活力与浪
漫的MV，打破人们认为天涯海角
游览区只能观海看石的刻板印象，
传播新时代背景下景区如何以“文
旅融合”为抓手，不断提质增效、转
型升级，树立全新形象，打造全新
玩法，激发新活力的发展理念。

“天涯海角除了碧海沙滩、摩
崖石刻等自然风光和历史人文，近
年来还推出了很多新玩法、新项
目、新体验，譬如唯美浪漫的婚纱

拍摄基地、独特新颖的文创项目、
丰富多样的‘海陆空’游玩项目、野
奢的帐篷露营体验等等，有很多的
全新玩法等待大家来解锁。”作为
天海海角游览区变化的“见证人”，
王安磊对这几年来景区的改变有
很大的感触，他希望通过老歌新编
的方式，用音乐传递时代变迁，在
歌声中感受三亚的发展。

在新编的歌曲中，王安磊融合
了天涯文化内涵和当下国际流行
元素，将《请到天涯海角来》重新编
排为充满热带岛屿风情和律动节
奏的 Reggea 音乐风格，同时加入
了朗朗上口的 rap 歌词，体现三亚
的热带旅游城市风情与天涯海角
的浪漫元素。

当日晚上 19 时至 20 时，歌曲
主创人员在天涯海角游览区星空
营地举办新歌发布会，将《情到天
涯海角来》作为天涯海角送给全国
有情人的一份“甜蜜”礼物，献唱给
在场和观看网络直播的观众。据
悉，歌曲于5月 20日同步在网易云
音乐、QQ音乐、酷狗音乐以及抖音
平台上线，并助力成为首页热门推
荐歌曲。

三亚迎结婚登记高峰三亚迎结婚登记高峰
登记人数接近平时人数10倍

关注“520”表白日

一对新人登记结婚后，合影留念。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5 月 20
日，记者从三亚市吉阳区河东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获悉，5月 24日可通
过“医鹿”APP 预约四价宫颈癌疫
苗（以下简称“四价 HPV 疫苗”），
当天15时开始放号，可预约时间段
为：5月 25日至 6月 3日，共计 150
个名额，约满即止。

据了解，四价HPV疫苗需接种
3 针，价格为 820 元/针，预约接种
对 象 为 身 体 状 况 良 好 的 20 周
岁-45 周岁女性，不限户籍。值得
注意的是，有以下情况之一，不予
接种，请勿预约：对该疫苗的活性
成分或任何辅料成分过敏；患急性
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慢性疾病的
急性发作期和发热者；备孕期、孕
期及哺乳期女性；已接种过其他类
型HPV疫苗（包括二、九价 HPV 疫
苗）者；3个月内使用过免疫球蛋白
或血液制品者；请避开月经期接
种，若约到的号段遇上月经期，可
在本轮接种期内（5月 25 日至 6月
3日）选择合适时段接种，6月 3日
后名额作废。

此外，一个身份证号只能预约
成功一次，为防止黄牛抢号，仅限

接种者本人实名账号预约，不可代
约；本期预约接种名额共计 150
个，约满后通道即刻关闭，即使后
面取消预约，该名额他人也无法预
约，请谨慎预约；预约作废的名额
将一并纳入下一期预约名额当中，
不接受其他方式预约；为保证预约
流程一致性、预约的公平性，本次
预约仅接受阿里健康官方APP“医
鹿”进行线上预约，不接受电话、微
信及现场等其他预约方式。

在“医鹿”首页还可搜索“三亚
河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请加入
疫苗接种服务群，有疫苗相关问题
可在群内咨询。

“请务必携带身份证和出示预
约短信以验证身份，若发现有条件
不符情况将不予接种。并佩戴好
口罩，配合进行体温测量，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吉阳区河东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相关工作人员提醒大
家，由于系统的限制，预约号段只
能设置为上午和下午，但该中心实
际可接种时间为每日8时至14时，
中午亦可接种。每日 14 时后，开
始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不接种宫颈
癌疫苗。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记者从
近日召开的海南省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业务培训会暨业务档案规范
化管理现场会上获悉，自试点工作
启动以来，三亚市社会保险服务中
心紧紧围绕业务经办规程，依托电
子档案管理系统，着力于档案管理
的标准化、信息化要求，精心部署，
认真落实，取得初步成效。截至目
前,三亚城乡居保总参保 261169
人，已建档 255946 人，档案配套率
达到 98%，基本实现业务档案管理
规范、齐全、精确的目标。

市社保中心主任黄博介绍，档

案管理规范化试点工作开展以来，
三亚市社保中心按照“分工明确、
流程统一、管理规范”的工作思路，
紧紧围绕业务经办规程，依托电子
档案管理系统，着力于档案管理的
标准化、信息化要求，精心部署，认
真落实，取得一定成效。

截至目前,全市城乡居保总参
保 261169 人 ，档 案 配 套 率 达 到
98%，基本实现业务档案管理规
范、齐全、精确的目标；共完成了
200 余卷、2 万余件 2020 年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档案的分类、编号、录
入、扫描、挂接和上传等工作。

三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档案
规范化试点工作稳步推进

吉阳河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可预约接种四价宫颈癌疫苗

150个名额！5月24日15时开始放号

对该疫苗的活性成分或任何辅料成分过敏；

患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

期和发热者；

备孕期、孕期及哺乳期女性；

已接种过其他类型 HPV 疫苗（包括二、九价 HPV 疫

苗）者；

3 个月内使用过免疫球蛋白或血液制品者；

请避开月经期接种，若约到的号段遇上月经期，可

在本轮接种期内（5 月 25 日至 6 月 3 日）选择合适时段

接种，6 月 3 日后名额作废。

《情到天涯海角来》上线
同步在网易云音乐、QQ音乐、酷狗音乐以及抖音平台上线

“520”电影档甜蜜升温
三亚影院情侣厅一票难求

歌手王安磊（左）、鄂中华深情献唱。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5

月20

日
，
三
亚
花
店
生
意
红
火
，
市
民
在
选
购
鲜
花
。

本
报
记
者

孙
清

摄

一对情侣在拍摄婚纱照。本报记者 胡拥军 通讯员 赵方贤 摄

有以下情况之一，不予接种，请勿预约！

本次预约仅接受阿里健康官方
APP“医鹿”进行线上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