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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钟南）2月28日下午，由
省委宣传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南
风帆时代文化产业联合出品，上海枫
海影业独家承制的南海题材电视连续
剧《南海兄弟》在海口举行新闻发布
会。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该剧
将于今年5月16日在海南开机。

据介绍，2018年底，电视剧《南海
兄弟》剧本被国家广电总局纳入“2018
年度电视剧引导扶持专项资金剧本扶

持引导项目之重点扶持引导项目”。
目前，该剧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电视剧
《南海兄弟》是以海南渔民世代相传
的南海航海图更路簿为核心要素展
开叙事——“七七事变”后，日本剑指
中国南海，张石塘等海南渔民为保护
世代相传的《更路簿》与日本间谍展
开斗争。宋紫磲等共产党人积极携手
张石塘等渔民兄弟、各民族兄弟和华
侨兄弟，并发动国民党内进步人士，建

立了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
本特务和国民党反动势力，守护了《更
路簿》，打通了南海运送抗日物资的秘
密航道，守卫了祖宗海中国南海。曾
经一心想闯南洋做生意的张石塘认识
到，只有赶跑日本强盗才能实现自己
的梦想，他毅然带领渔民兄弟投身共
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发布会上，《南海兄弟》剧组部分
主创人员亮相。曾担任《我的团长我
的团》《二炮手》等多部热播剧执行导

演的黄力担任该剧导演。“一段历史、
一个传说、一本《更路簿》、一方以海为
生的人群，成就了《南海兄弟》这部电
视剧。这是在家园即将受到践踏的年
代，演绎出的一段家与国、情与仇、兄
弟情义的动人故事。”黄力说。国家一
级演员许文广代表主创团队表示，他
们将全力以赴，以最好的精神状态投
入创作，努力将《南海兄弟》打造成一
部导向性、思想性正确，艺术质量高的
精品力作，并使之成为继《红色娘子

军》《天涯浴血》后又一部海南影视精
品，为全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海南打造又一张
文化名片。

据悉，电视剧《南海兄弟》故事
背景、故事原型，所展示的美丽风
光、民俗风情等涉及海口、三亚、三
沙、琼海、文昌、澄迈、万宁、陵水、保
亭多个市县，剧组将分赴这些地方
取景拍戏。该剧有望于2020年5月
前后播出。

南海题材电视剧《南海兄弟》5月开机
以更路簿为核心要素讲述渔民兄弟抗日故事

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卫
小林）海口市欢度春节公益电影展映
活动2月28日晚放映最后一场，历时
20天的这次展映活动至此共为海口
群众放映58场公益电影。

据介绍，本次公益电影展映活动
于2月9日晚在海口市美兰区君尧社
区和龙华区正义社区两个点同时展
开。其后，活动承办方派出流动电影
放映队深入海口市内各大公园、广

场、社区等场所放映，足迹到达海口
市龙华、美兰、秀英和琼山4个区。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公益
电影展映活动放映影片类型丰富，包
括《幕后玩家》《逆时营救》《缉枪》《百
姓法官》等20余部故事片，以及禁毒
宣传片《毒品的预防及戒毒》《消防安
全警示录》等科教片，让海口群众在
家门口就享受到丰盛的文化大餐。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相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群
众免费送上公益电影，是该局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扎实推进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具体举措，旨在充分利用电
影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丰
富海口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据悉，本次活动由海口市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局主办，海南时代华纳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记者
白瀛）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文
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联
合开展的“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集活
动引发社会关注，自1月启动以来，共
收到文学、摄影、短视频等各类文艺作
品1.2万余份。

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负责人、中国
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庞井君介绍，活
动启动以来，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广
大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紧紧围绕
活动主题积极踊跃投稿，用文艺的方
式献上对祖国70岁生日的美好祝愿，

表达对祖国母亲的一片真情。各地宣
传文化部门、教育部门、文联、作协等
纷纷行动起来，按照“我和我的祖国”
活动安排，组织各地群众广泛开展形
式多样的征文征集活动。

据了解，“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
集活动将于2019年6月30日截止。
活动期间，社会各界均可登录“学习
强国”平台、中国文艺网投稿。活动
组委会办公室将从来稿中选取优秀
作品在中央主要媒体刊播，还将组织
专家对征集作品进行评审，优秀作品
给予奖励。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活动受关注
自1月启动后已收到作品1.2万余份

海口为群众放映58场公益电影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 通讯员雷
志）2月27日下午，海南凤凰新华书
店年度公益活动“心理健康大讲堂”
在三亚市吉阳区吉阳镇红土坎村农
家书屋开讲，海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
专家陈艳上了一堂生动的心理疏导
课，帮助当地村民协调好幸福婚姻、
家庭教育和孩子成长之间的关系。

海南凤凰新华书店相关负责人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一个半小时
的课堂上，陈艳围绕儿童的心理发
展规律、父母如何支持孩子的发展、
家庭如何进行亲子互动以及幸福婚

姻如何缔造等话题，为村民们进行
了详细讲解。村民们不仅认真作笔
记，还提出“二孩如何相处”“孩子如
何戒网瘾”等问题共同探讨。村民
和村干部都表示，开展这样的心理
疏导太有必要了，可以解决家庭教
育等诸多问题，家庭和谐做事就更
有干劲了。

据介绍，为贯彻落实中宣部等
10部门印发的《农家书屋深化改革
创新 提升服务效能实施方案》精神，
让农家书屋有书读、有人管、有活动
吸引，形成聚人气、有活力、可持续的

生动局面，海南凤凰新华书店组织开
展了“经典美文朗诵会”“周末阅读分
享会”“心理健康大讲堂”等系列公益
活动，分期分批走进乡村，走进基层，
开展主题性和常态化阅读活动，提高
农家书屋使用效能。

据悉，“心理健康大讲堂”是海南
凤凰新华书店和海南省心理咨询师
协会联合开展的系列心理辅导课
程。旨在通过心理疏导，让人际关
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更加和谐。
该讲堂将持续走进全省各市县农家
书屋，促进乡村全民阅读深入开展。

海南凤凰新华书店助力农家书屋建设
将分期分批在乡村开设“心理健康大讲堂”

2月27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一场题
为“罕见的拥抱”的公益共创戏剧在此演出。15名罕
见病病友在两位导演指导下，经过3天培训和2天彩
排，将各不相同的生命故事搬上舞台。 新华社发

罕见病病友
北京登台演出

东方生活美学展莫斯科开幕
据新华社莫斯科2月28日电（记者马晓成）

东方生活美学展27日晚在莫斯科开幕。此展由中
国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博物馆、莫斯科中
国文化中心共同举办，向俄罗斯观众展现了中国人
日常生活中的美学思想和东方古典美学魅力。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是东方古典生活中的几
个重要元素。本次展览以此为主线，分成“香”

“闻”“味”“意”4个单元，通过香料、茶样、创意古
琴、非遗丝织工艺品、戏曲服装、陶瓷工艺大师作
品、书画作品等具有代表性的展品，展现中国古代
的风雅生活。

记者看到，在以红绸、竹、菊等标识装饰的展
览现场，许多俄罗斯观众都被展品深深吸引。

“现在生活中还会用到这个扇子吗？红茶、黑
茶、绿茶分别代表着什么不同的品格吗？手工刺
绣的难点在哪……”在参观展览的同时，许多俄罗
斯观众还寻求着关于东方生活疑问的答案。

此次展览将持续到3月18日。

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
集中展示活动上海举行

据新华社上海2月28日电（记者郭敬丹 兰
天鸣）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共同主办的全
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集中展示活动28日在上海
举行。此次大赛的“金牌讲解员”和“金牌志愿讲解
员”以讲述红色故事的方式进行了集中展示。

首届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2018年11月
27日至12月3日在上海举行。大赛主题为讲好
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旨在充
分发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教育功能，进一步加强讲解员、导游员
队伍建设，推出一批感染人、教育人的红色故事，
激励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不懈奋斗。大赛历时7天，来自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军队共130
名讲解员参赛。比赛按专业讲解员组和志愿讲解
员组分别进行初赛和决赛，最终决出“金牌讲解
员”和“金牌志愿讲解员”各10名，“优秀讲解员”
和“优秀志愿讲解员”各20名。

28日的集中展示活动以“真理的味道”为主
题，分为“信仰·绽放光芒”“信念·传递力量”“信
心·共筑梦想”三个篇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
委宣传部，文化和旅游厅（局）负责人，专家学者代
表等约800人参加集中展示活动。

目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共有434
个，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个。本次红色故事
讲解员大赛及集中展示活动的精彩内容将陆续通
过专题节目、短视频、图文出版等方式进行传播，使
红色故事代代相传，使爱国精神发扬光大。

房企营销动力不足

往年的春节返乡置业潮都是一
派火热，但在今年似乎不一样了。
这从房企营销方面就能看出来：
2019 春节期间，房企营销表现平
淡。从供给方面看，春节期间新推
楼盘较少，新推案力度明显下降，市
场仍然以去库存、去存量为主要目
标。

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数
据显示，春节期间，主要40多个重
点监测城市数据显示供应量同比下
降29%，供应量不足。该机构研究
员沈晓玲分析指出，春节期间，折扣
力度和营销推案力度相比去年都有
所下降，开发商自身销售预期也有
下调，没有寄希望于像往年一样由
返乡置业带动“购房潮”，没有过多
推出特别针对春节市场的营销方
案，部分房企楼盘的“春节不打烊”
也只维持基本运营，并没有推出具
体的让利活动。

不仅推盘动力不足，折扣力度也

较小。2019年春节期间，房企让利方
式主要以特价房、首付款延期付、以
老带新、实物赠送等常规方式为主，
其中特价房活动较多，折扣力度可达
8.2折。根据克而瑞方面监测，2018
年以来房企让利空间不断缩减，但销
售业绩及回款压力却在逐渐增大。

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房企为
提升销售业绩加快库存去化，特价
房促销活动明显增多，直至2019春
节期间。从实物赠送的让利方式来
看，2018年部分楼盘出现了成交送
宝马轿车等高价值实物的营销活
动，但2019春节期间，赠送的礼品
多为家电、手机等价值较低的实物。

沈晓玲分析表示，调控政策深
入、返乡置业热度下降致使房企春节
表现平平。房企在春节期间普遍调
降新推案力度，营销热情明显下降。
造成这一现象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

方面，随着房地产调控逐渐深入和长
效机制建设不断推进，2019年春节房
地产市场持续转冷，购房者观望态度
比往年浓重。另一方面，随着一、二
线城市人才优惠政策频繁出台、租赁
市场规范化建设不断推进，“外漂一
族”在工作城市置业、长远生活的难
度正逐步降低，2019年返乡置业意向
人群相比去年略有下降，致使房企对
于返乡置业效应期望下降不少。

部分城市购房需求透支严重

2015年下半年至2018年，很多
城市成交量大增，房价大涨。易居房
地产研究院方面认为，如果楼市一段
时间内成交量暴增，大幅偏离往年均
值，则说明有部分自住提前入市或投
资需求过旺，透支了未来的市场需求。

对此，易居方面针对全国40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偏离度的研究发
现，部分城市住房需求当前严重透
支。这些城市包括了4个一线城市，
18个二线城市，18个三线城市。其
中，三线城市住宅成交量偏离度尤为
明显。

具体来看，2018年受监测的40
个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
同比增长9%，成交量仅次于2016
年，连续四年高于平均值，2018年偏
离度为 19%。从数据走势来看，
2018年上半年，三四线城市和部分
热点二线城市销售火热，但是当年下
半年以后，多数城市急速降温，销售
量下降明显。

易居研究院研究员沈昕分析认
为，与一二线城市不同，三线城市新
房成交量在 2017 年小幅下降后，
2018年再次大幅增长。这是由于
2018年上半年，部分本轮政策效应

启动较晚的三线城市成交异常火热，
成交量大幅增长，但是2018年三季
度以来已有所降温。

“三线城市和部分西部二线城市
整体经济面偏弱，本轮政策效应启动
较晚，仍处于板块轮动中，但随着全
国整体市场降温及购买力的透支，此
类城市楼市面临较大的下行风险。”
沈昕分析认为。

市场下行压力不容小觑

值得一提的是，从2018年全年
来看，房企之间规模化、行业集中化
的趋势愈发明显。但同时随着调控
深化，企业销售回款变慢、融资难度
增加等带来的资金风险逐步显现，行
业整体风险有所累积。在此背景下，
标杆性房企集中于一二线主流城市
进行土地储备布局。

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
2018年，中海、龙湖、华润置地等企
业在一二线城市的土储比例普遍在
60%-90%之间。该机构认为，展望
2019年，大型房企集中于一二线城
市收储的趋势应该不会改变。

针对三四线城市，克而瑞地产研
究中心研究员杨科伟进一步分析认
为，“2019年春节期间三四线城市返
乡置业潮明显失色。一方面，三四线
城市房价现已升至阶段性高点，市场
购买力难免透支；另一方面，从去年
四季度开始，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
已相继进入调整，市场成交明显减
速，在此背景下，三四线城市未出现
明显的春节返乡置业潮也属正常现
象。”

杨科伟表示，“2019年房地产市
场下行压力不容小觑，全国商品房
销售面积增速步入负增长区间已是
大概率事件，一二线城市成交量可
能在政策趋缓下基本保持稳定，但
三四线城市预计将面临较大的调整
压力。”

（据《经济参考报》）

新年以来成交整体走低

2019年楼市或加速分化

2019流行色——珊瑚橙
去年12月，色彩权威机构Pantone公布了2019

年的年度流行色珊瑚橙（Living Coral）。珊瑚橙是
粉和橙之间的一种过渡色，掺杂了些许白色。这种颜
色以较柔和的感觉给家居环境带来活力。

在室内设计中，珊瑚橙的优秀表现出人意料，可
以灵活地适应多种配色方案。

将珊瑚橙运用在长绒地毯及厚实的家饰布上，
能为家居打造出温暖舒适的感觉。不论是家饰配
件、桌面或墙面，天性热情的珊瑚橙可以为室内布
置增添一抹亮眼色彩。

大面积运用抢眼的珊瑚橙，可以营造活跃和温
暖的气氛，同时也可以令墙体更显眼，与周围环境形
成鲜明对比，在各种色彩组合中呈现出色彩动感。

此外，还可以在软装配饰上运用珊瑚橙来点
缀，以达到色彩视觉上的平衡，使空间更具有丰富
自然的感觉。人们可以通过家具、家纺、灯具、饰
品的搭配，营造不同风格，使空间具有高级质感。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广告
联系

李亚丹 13976077158

2019 年 新年以
来，由于适逢房地产市
场春节淡季，返乡置业
意向人群相比 2018
年略有下降，房企营销
表现也比较平淡，项目
折扣力度和营销推案
力度都不及往年，加上
部分三四线城市市场
需求已经透支，综合来
看，新年以来楼市成交
整体走低。

房·热点
家装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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