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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召开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新闻发布会——

破解九龙治水 实现畅清绿美
治水，从古至今，都是一项

重大的民生课题。今天，河清水
洁、岸绿鱼游的良好生态环境，是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重要发展
资源，为此，治水这个课题也尤为
重要。

在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中也
提到，要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
护制度。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河长
制，健全四级河长制管理体系等。

5月11日上午，我省河长制
工作办公室、水务厅、生态环保厅
等多个部门联合召开海南省全面
推行河长制工作新闻发布会，会
上公布了我省编制印发的河长制
工作手册，并对即将在全省推行
的河长制做全面解读。

省河长制办公室副主任毛东利介
绍，此次全面推行河长制，对全省197
条河流进行了摸底，并划分管护界限，

确定河流分级名录，并相应建立四级
河长制管理体系，进一步落实地方党
委、政府对河湖管理保护的主体责任。

治水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个
部门。以往，由于职能交叉，会出现

“九龙治水，群龙无首”的问题，以河长

制为平台加强部门联动，可有效解决
涉水管理职能分散、交叉的不足，形成
河湖管理保护的合力。

实际上，我省在2015年就提出
了城镇内河湖治理三年行动方案。
2016年，我省在64条重点治理的城
镇内河湖试行河长制，明确管护责
任人。

省水务厅河长办公室主任秦艾
斌说，经过此前两年多的城镇内河湖
治理实践，积累了许多经验，但全面
推行河长制提出的六大任务范围更
广泛，要求更严格，其他五大任务还

包括了加强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
复、水污染防治、执法监管，每项任务
都要有明确目标、执行责任人、考核
标准等。

秦艾斌介绍，全面推行河长制的

目标也很明确，是要有效遏制威胁河
湖健康生命的非法行为，解决河湖管
理保护突出问题，确保河湖水污染“可
防、可控、可治”，基本实现“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的愿景。

目前，我省全面推行河长制进度
加快，全省流域面积超过50平方公里
的197条河流已确定河流分级名录，
并在逐步分级明确河长责任人，按照

“一河一策”、“一湖一策”要求，把握好
河湖治理规律、特点，逐河逐湖确定治
理任务、时间表和路线图。

据介绍，河长制的考核与监督机制

会有所创新，如考核评估会让上一级河
长考核下一级河长，这样督促两级河长
互相明确责任，加大压力完成考核任
务。监督上会更重视公众的参与，每个

河长公示牌上除了监督电话外，都会有
河长制公众号的二维码，公众通过扫描
二维码可提交监督河湖治理的照片、意
见和建议。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

加强部门联动 形成管护合力

明确六大主要任务和四大愿景

创新考核机制和鼓励民众参与监督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邹小和

关注海南河长制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
员曾国华）根据国家发改委5月11日公布的国
内成品油价格调价信息，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
形成机制，国内汽、柴油价格（标准品）每吨分别
降低250元和235元，调整后我省92号汽油下
调0.2元/升，95号汽油下调0.21元/升，新的价
格标准自2017年5月12日零时起执行。

调整之后，我省成品油最高售价：89号汽
油为7875元/吨，92号汽油为8348元/吨，95
号汽油为8820元/吨，0号柴油为6880元/吨；
最高零售价格89号汽油为6.80元/升，92号汽
油为7.35元/升，95号汽油为7.80元/升，0号柴
油为5.92元/升。

上述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
和教育费附加，其中每升汽油含1.05元车辆通
行附加费，0号柴油不含车辆通行附加费。

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我省车用
压缩天然气销售价格从5.04元/立方米（等值
换算为7.00元/公斤）调整为4.89元/立方米（等
值换算为6.80元/公斤）。

我省成品油价格
5月12日零时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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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这部电视剧非常有历史厚重感，题材选择很

有生命力。这部电视剧与时代结合很紧密，近代
的中国走进民主时代的历史进程，在电视剧里通
过宋耀如这个人物跌宕起伏的一生得到了很好
地展示。当时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与宋耀如
密切相关。这部电视剧很精彩，很有现实意义。

——盛永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宋耀如身上并存着中西文化之长，既有东方
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又存西方自由、平等、博爱
之理想，是东西方文化融合造就了他高尚的人格
和魅力。在宋耀如身上凝聚着中华民族最宝贵的
精神。他的伟大成就再次证明，外国的先进思想
和理念只有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必须接地气才能成就辉煌。这就
是这部电视剧给我们的启示和教育。这是一个富
有时代意义，可以弘扬的一个历史人物。

——符鸿合（海南省宋耀如研究会、海南省宋
庆龄研究会创会会长）

电视连续剧《宋耀如·父亲》在央视八套播放
了，太期待太兴奋了！宋耀如是宋氏兄弟姐妹的
父亲，这个“父亲”宋耀如还应该是广义上的父
亲。电视剧再现了宋耀如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
宋耀如既是辛亥革命的隐君子，又是捍卫共和的
勇斗士。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之一。

——张新扬（海南省宋耀如研究会、海南省
宋庆龄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历史的真实”本身就具有不可抗拒的魔力，
不论你是饱经风霜的老者，还是涉世不深的“80
后”“90后”，都能被其打动。这是一部可以让年
轻一代沉入其中的电视剧，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夸
夸其谈，有的更多的就是“真实”，真实的历史，真
实的人性，真实的情感。我们“80后”这一代人，
真的应该多去了解一下我们国家的近代史，看一
看那段屈辱惨痛的经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黄琼琼（现供职于海南省文昌市宋庆龄
基金会）

电视剧《宋耀如·父亲》在央视八套播出后受到各界好评

家国情怀书写传奇人生

是贵族未必有贵族精神，是平
民未必就没有贵族精神。恰恰是一
些不具贵族身份的人，却有着很深
的贵族气质和精神。

著名的宋家，其缔造者宋耀如，
则是富商型、文化型、海外型的华侨
精英。宋家还出了一批大人物，宋氏
三姊妹，加上宋子文，是中国现代史

上的重要角色。这个宋氏家族，客观
上形成为少见的、政治与文化交融
的、而非血统的顶级家族。这个家族
的成员，虽然各有不同的选择，但是
总体上都有自己的尊严与底线，有自
己的实现中华伟大复兴的追求，有自
己的格调与魅力。人们不能不关注
他们，并希望更多地了解他们。

在一个历史题材的表现变得日
益浅薄与俗气、戏说化与随意化的
大众传播时期，有一部像《宋耀如·
父亲》这样的电视剧出现，令人振
奋，值得认真对待。

（作者系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学
习和文史委员会原主任，原载于《人
民政协报》5月6日5版，有删节）

正当此“快餐文化”盛行的年代，
却仍然有人以极大的远见、执着、坚韧
和耐力，去慢慢回首一个多世纪前中
国的动荡、纷乱、嘈杂、落后、贫穷和
凌辱，去细细回顾一个可以说是影响
和改变了中国面貌、但早已尘封于历
史之中、被人们淡忘的家族，去栩栩
如生地描述一个中国民族革命的隐
君子，并且编辑出一部大型电视连续
剧——《宋耀如·父亲》，为我们献上
了一份十分盛大、丰富、需要慢慢品
味的精神大餐。其现实意义何在？

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历经磨
难，现在离民族复兴越来越近，距

离已可以丈量。中国进入了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决战决胜阶段。就需
要决战决胜的强大动力和精神支
撑。文化是民族的根。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
撑和强力推动。文化的力量，深深
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
聚力之中。文化、精神的熔铸和凝
练，其结晶就是信仰。今天的每个
中国人，无疑都需要用信仰点亮人
生。今天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无疑更需要用全民族众志成城的信
仰来支撑。

《宋耀如·父亲》的现实意义，正

在于信仰二字。
宋耀如对信仰的坚守和对理想

的追求，源自中国普通农民，源自海南
岛文昌人“天空一样的豁达、大海一样
宽阔、椰林一样真诚善良的情怀”。

总之，《宋耀如·父亲》是一部正
当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
战决胜阶段的中国人，值得沉下心
来，认真看一看的电视剧。何况其
故事情节感人，编导、演员、拍摄都
下了功夫，好看，能够引人入胜。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原载于《人民政
协报》5月6日5版，有删节）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或多或少有些
故事的，但并非每个人的一生都具有
史诗性。宋耀如的一生我认为肯定是
具有史诗性的一生。

这部电视连续剧主要是反映他个人
具有史诗性的一生的。在他与家人及友
人的关系中，我们主要看到的乃是他对
家人及友人的良好影响，而不是反过来。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视剧是“关于
一个人的史诗”。宋耀如的儿女们在
中国近代史中的影响力固然彪炳史
册，而且长久深远。但是，宋耀如是具
有史诗性的伟人，他才是儿女们精神

力量的源泉。如剧名所体现的《宋耀
如·父亲》。

这部电视剧也可以说是关于一位
不平凡的父亲的传记。

《宋耀如·父亲》这一部电视剧是
真诚的作品，是尽量忠实于史实的作
品，是有思想内涵的作品，也是从容淡
定的作品。这表现出创作人员的一种
艺术姿态，即不以媚俗手法迎合唯收
视率为上的难能可贵的姿态。

故我要向他们表达我的敬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原载
于《人民政协报》5月6日5版，有删节）

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宋耀
如·父亲》取得成功的基础，首先在于
其历史真实性，即在整体上、本质上符
合与体现了历史的真实性，它揭示的
自晚清以来的近代中国变迁的基本脉
络是真实的，在对宋耀如等主要人物
所置身的特定社会环境、经历的重大
事件的处理上，非常认真、刻意求真求
实，而不是随意、想当然的，这从剧中
多处可见的专门在美国和国内各地实
拍的场景，就是很好的佐证。

正是以历史真实性为基础，加上充

分的专业性很高的艺术创造，观众从
《宋耀如·父亲》中可以见到一个真实
的、生动的、有血有肉的宋氏家族第一
人的传奇人生。在表现宋耀如集传教
士、商人、革命隐君子等多种角色于一
身，尤其是塑造其“父亲”角色，展现宋
氏家族成员关系等方面，该剧体现了历
史的真实性、典型性和艺术性较好的统
一。该剧编、导、演员和制作人员为此
尽心尽力、艰辛劳作，谨此致敬和感谢。

（作者系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近
代人物与档案文献中心主任）

成功首先在于历史真实
■ 吴景平

应该说，电视剧中宋耀如先生形象
的塑造是成功的，年轻时游历世界的奇
特经历，回到中国后致力于革命运动的
激情与坚定，都表现得非常到位。电视
剧中有一段，宋耀如先生在美国及南洋
巡回演讲，为孙中山发动革命筹款，针
对不同的对象发表不同的演说词，剧中
的宋耀如显得游刃有余，侃侃而谈。而

回到国内，他和孙中山先生在一起时，
又自觉把自己放在一个配角的位置，一
个协调人的位置，演员表演也都恰如其
分。尤其是发表演说的那一段，充满感
染力，那种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而投身
其中的激情，仍闪烁着历史的光芒，仍
然打动着百年后的我们。

（作者系《诗刊》副主编，一级作家）

一百年后的我们仍被打动着
■ 李少君

《宋耀如·父亲》的主题是，一个大
写的父亲。文昌的人民有着天空一样
豁达、大海一样宽阔、椰林一样真诚善良
的情怀，这是宋耀如人格品质形成的源
泉。宋氏子女所表现出的信念、智慧、力
量和勇气来源于宋耀如；而宋耀如的信
念、智慧、力量和勇气源于文昌人民，源
于海南文昌这块土地的情怀。

《宋耀如·父亲》的现实意义，在于
信仰二字。宋耀如对信仰的坚守和对

理想的追求，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开创
史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们摄制这部电视剧，是想通过
宋耀如光彩熠熠的人生历程，启迪今
天的人们，今天的中国需要全民族众
志成城的信仰来支撑。我的创作团队
以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人民的热爱，以
艺术家的良知，将尘封于历史中的伟
人宋耀如搬上了银屏。

（作者系《宋耀如·父亲》总制片人）

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宋耀如·父亲》是献给全
国人民一份丰盛的文化大餐，是宋耀如家乡海南
人民的一件大喜事。电视剧通过艺术形式，将宋
耀如富于传奇人生展示给观众，彰显其民主精神
和爱国精神，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觉。电视连续剧
《宋耀如·父亲》的播出，对于弘扬、传承宋氏家族
的革命精神、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为振兴中华，
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为增强海南文化自信，将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宋耀如·父亲》电视连续剧从剧本创作到剧
中各集的情节都是上乘的。该剧剧情演绎得感人
肺腑，剧中人物刻划画栩栩如生。全剧结构严谨，
演艺高超，扣人心弦。

（作者系海南省宋耀如研究会、海南省宋庆龄
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一部值得认真对待的电视剧

《宋耀如·父亲》的现实意义

关于一个人的史诗

一个大写的父亲

对增强海南文化自信
有积极作用

■ 王蒙

■ 叶小文

■ 梁晓声

■ 葛鹏燕

■ 韩继光

聚焦电视剧《宋耀如·父亲》 2017年5月12日 星期五
主编：罗清锐 美编：陈海冰

由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和润阳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海南电广
传媒影视有限公司、海南广电联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京西文化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鲁能集团联合出品的30集“大型民国传奇励志大
戏”《宋耀如·父亲》于5月4日—9日完成了央视八套的首轮播出，并将
于5月15日晚间20：30分开始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播出，每
晚两集；6月1日起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晚间黄金时段继续播
出。此外，近日还将在多家卫视频道开始二轮播出。

该剧先后在美国及国内6省市进行取景拍摄，历时近两年制作完
成。它以坚实可靠的历史为依据，用艺术的形式，讲述了“宋氏三姐妹”
的父亲宋耀如跌宕起伏、极具传奇的精彩人生。深刻的故事内涵与精良
制作让该剧收获了文化学者及观众的好评。

电视剧《宋耀如·父亲》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