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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
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
心、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与中国广播电
影电视节目交易中心制作的首部抗疫
题材电视系列剧《最美逆行者》，9月17
日黄金时间登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作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
首部抗疫题材电视系列剧，《最美逆行
者》以“小切口、小人物、大情怀、大主
题”为创作思路，以“真实、鲜活、温暖”
的现实主义创作基调，反映这场史无
前例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用电视剧的艺术形式生动诠释
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
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全剧由《逆行》《别来，无恙》《婆媳
战疫》《幸福社区》《一千公里》《了不起
的兔子叔叔》《同舟》七个单元故事组
成，每个故事均根据此次全民抗疫涌
现出的先进人物和感人事迹改编而
成，突出纪实性和贴近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务会议成员、
该剧出品人薛继军说，《最美逆行者》从
策划、筹备、拍摄到制作完成并与全国

观众见面，前后历时不到半年，刷新了电
视剧创作拍摄的一项纪录。剧组与疫情
防控并肩，开足创作马力，把这一场刚刚
发生且还在持续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写进了故事，搬上了荧屏。全剧将视角
和镜头对准人民，突出展现奋战在抗疫
一线的平凡英雄，讲述发生在抗疫一线
的感人故事，将最具代表性和艺术感染
力的瞬间放大，通过典型人物的特殊经
历和温暖结局，深刻表现在这场同疫情
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敢
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

《最美逆行者》集结了陈数、王志
飞、刘威葳、杨志刚、姜妍、于毅、萨日
娜、李依晓、史可、徐娇、阚清子、成泰
燊、牛骏峰、刘智扬、马天宇、苏青、张
定涵、韩雪、涂松岩等老中青三代实力
派演员全情出演，塑造出有血有肉的
平民抗疫英雄群像。

该剧艺术总监、总编剧郭靖宇表
示，《最美逆行者》的创作时间紧、任务
重，但剧组全体主创精诚团结，让这部
作品在每个人的艺术简历中都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小新）

抗疫题材剧《最美逆行者》央视开播
根据全民抗疫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感人事迹改编而成，突出纪实性和贴近性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日报
记者近日从中国高尔夫球协会获悉，
凭借出色的运动成绩和发展潜质，海
南省高尔夫球队球员杜墨含和袁也淳
和国内其他8名球手，先后入选了奥
运启·梦之队。

奥运启·梦之队共有10名中国高
尔夫球球员。该队成立于2019年10
月，是中高协实体化改革后，积极探索
球员经纪服务，推进协会社会化、市场
化改革的一次创新尝试。奥运启·梦
之队球员的训练、参赛、经纪由中高协
团队直接管理——协会投入百万资金
为球员提供高水平训练支持，更多参

赛、选赛机会和直接指导，帮助球员在
不断提高球技、提升世界排名，为国争
光的同时，提高自身商业价值。

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主席张小宁表
示，奥运启·梦之队是中国高尔夫球新
生代力量的展现。队员们朝气蓬勃，
充满潜质，正在崛起，渴望迸发，他们
是中国高尔夫球的未来。

杜墨含和袁也淳是海南省高尔夫
球队中的“实力派”队员。杜墨含2018
年入选中国国家队。在雅加达亚运会
上，她代表中国高尔夫球队参加团体
赛和个人赛。最终，杜墨含名列个人
赛第8名，并助力中国女队赢得了团体

赛铜牌。在2019年高尔夫女子中巡
金湾挑战赛中，杜墨含以总成绩低于
标准杆9杆，获得个人职业生涯首冠。
当年9月，她在泰国高尔夫大师赛中以
207杆最终收获季军以及单轮最佳表
现奖。杜墨含还获得了2020年美国
公开赛的入场券。

作为2020东京奥运会资格的有力
竞争者之一，海南队的袁也淳说：“加入
奥运启·梦之队就意味着肩负了更多的
责任和使命，自己打的每一杆不仅仅代
表自己，也是为了团队和国家的荣誉，
这对一个球员来说是至高无上的殊
荣。有奥运启·梦之队和国家做后盾

让我可以集中一切精力于训练和比
赛。希望与其他队员一起努力，大幅度
提高世界排名，冲击东京奥运会的参赛
资格。”袁也淳2018年代表中国队在雅
加达亚运会上获得了高球赛团体亚
军。目前，袁也淳中高协排名第4，在中
国男子球员的世界排名中，他也位居第
4。杜墨含中高协排名第5，在中国女子
球员的世界排名中，她位居第8。

中高协相关负责人介绍，近日，
队伍发布了“外卡助梦”计划，为奥运
启·梦之队球员提供参加沃尔沃中国
公开赛、欧巡、亚巡系列赛、中国男
子、女子巡回赛等众多赛事的机会。

奥运征途 新星闪耀

海南高球队两球员入选奥运队

《最美逆行者》剧照。

杜墨含

袁也淳

杜普兰蒂斯跃过6米15
破室外撑杆跳高世界纪录

据新华社罗马9月17日电 17日，室内撑杆
跳高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在钻石联赛罗
马站，以6米15的成绩获得冠军，并且创造了新
的室外撑杆跳高世界纪录。

此前的世界纪录为6米14，由乌克兰田径传
奇人物谢尔盖·布勃卡在1994年创造，这项纪录
已经保持了26年之久。

“海南体彩助力扶贫”
推广活动海口举行

本报讯 由海南省体彩中心举办的2020年“海
南体彩助力扶贫”推广活动近日在海口友谊阳光城
举行。活动吸引了上千名民众纷纷驻足观看、参与。

据了解，2002年，海南省体彩中心在全国率先
设立“希望工程海南体彩助学基金”，十多年来已累
计筹集基金300多万元，资助我省500多名贫困学
子上大学，帮助我省数百个贫困家庭解决了子女上
大学的实际困难。此外，海南体彩“送健康、送快乐”
公益惠民活动已连续开展了三年，今年计划援建的
体育设施将惠及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乙劳村、屯
昌县南吕镇落根村等10个市县乡村。 （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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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收纳，让家更整洁
装修时，许多人都会重点考虑家居用品的收纳

功能。为了更好地发挥收纳功能，有些人喜欢购买
很多“收纳神器”，希望能让家里保持整洁。

有关专家表示，家居收纳要因人而异。每个人
的生活习惯不同，对物品的使用频率也各有侧重，平
时要将使用频率高的物品放在容易获取的地方。同
时，要养成良好的收纳习惯，使用后的物品要及时做
到物归原处，不乱堆不乱放。

为了更好地发挥家居收纳功能，业主在装修设
计时要注意以下情况：

1.合理划分区域功能，设计明确的收纳空间。
根据日常生活所需，合理划分区域功能。每个

空间的功能不同，相对应的收纳功能也不同。例如，
书房专门用来收纳书籍和公共用品等，卧室专门收
纳衣物等。

2.尽可能在柜内增加隔层或收纳篮。
在定制柜体时，可以适当增加一些隔层或收纳

篮等“收纳神器”，让物品收纳变得井井有条。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
月，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运行总体
平稳，价格略涨。专家表示，各地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切实
落实城市主体责任，及时采取针对性措
施，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
8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变动情况”，8月份，4个一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6%，
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二手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1%，涨幅比上
月扩大0.3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1个二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6%，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1.0%和
0.6%，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0.2和0.1
个百分点。

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
下半年以来，楼市调控的重心在二线
城市，由于楼市政策整体趋紧，因此
二线城市房价整体表现较为稳定。
70个大中城市中，处于复苏期和升温
期的城市房价涨幅较大，带动整体房
价数据的反弹。但从房价下降的城
市数量来看，有更多城市加入到降价
的行列中。

穆迪高级分析师黎锦雄说，三线
城市环比涨幅扩大主要是受城市化、
基建完善以及周边一线和主要二线城
市房地产需求的溢出效应拉动。

针对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较为明
显、土地市场不断升温的态势，7月以

来部分城市陆续出台更严格的限购政
策，相关监管部门加强了对违规流入
房地产领域资金的排查。此外，为进
一步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人民银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相关部门形成
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
理规则。

业内人士指出，综合看近期的房
地产相关政策，从6月份银保监会整
治市场乱象、重点城市调控加码、房
企融资收紧，再到主管部门连续召
开城市座谈会、房企座谈会、城市会
商会等，体现了问题导向、分类调
控、一城一策、精准施策仍将是下一
阶段的政策方向，调控将进一步落
实城市主体责任，从供求、土地、金
融等多个层面入手，确保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优玲、郑钧天）

面朝大海，在风吹过的时
候，静静站在海边。很多人喜欢
大海，喜欢漫天的星辰，喜欢居
住在离海更近的地方。

在海口恒大美丽沙，窗外是
湛蓝海岸，蕴藏诗意生活。您可
以在此看潮起潮落，记录点滴的
美好；临海而居，感受浪漫海岸
的美好。清晨起床时，与海鸥招
招手，骑上单车在滨海长廊走走
停停；夕阳西下时，耳边仿佛传
来海风的低语、彼岸的歌声。在
这里，住宅的客厅与观景阳台连
接，引阳光美景入室，海岸美景
一览无余，远处是随风航行的船
舶。在此静静聆听月光下忽近

忽远的海浪声，倒一杯清茶，品
别样人生。

海口恒大美丽沙匠心打造
九重风情园林，特色的热带、亚
热带植物汇聚，花木浓荫，巧妙
布局，珍贵草木点缀其间，建筑
和环境自然融合，绿荫叠翠、花
海树阵营造出温馨的田园诗意。

万亿恒大，世界五百强品牌，
服务国内两百多个城市，是购房
者安家置业的优先选择。恒大地
产在国内280多个城市拥有870
多个项目，专注打造高品质、高性
价比产品。海口恒大美丽沙，约
3300亩城区滨海大盘，让您在观
海美宅里诗意栖居。 （广文）

栖居山海
藏一方天地，承万象芳华，

恒大双海湾深谙当下人居诉求，
于自然胜境匠造品质洋房，理想
海居生活在此盛放。

自然为邻
恒大双海湾，畅享内外双海

风光、四湾六岭及双湾资源，沐
海听风，亲近自然，度假式健康
生活常伴左右。

美景环绕
项目比邻旅游公路，尽赏山海

旖旎风光。快和心仪的他（她）骑
行海边，在这片浪漫的土地上欣赏
美景，在山海之中度过悠闲假日。

康养度假
社区匠心规划约5000㎡滨

海风情商业街，约3万㎡欧陆风
情园林、儿童游乐区、高尔夫果
岭景观、异域风情酒吧街等，倾
心打造集居住、娱乐、休闲为一
体的全龄度假社区。山海之上
康养度假，畅享恒大双海湾美好
旅居时光。 （广文）

8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略涨

精准施策促楼市健康发展

9月 16日，“仁恒海棠公园和他
的朋友们”专场品鉴会暨二期·新界
示范区公开活动举行，仁恒公园系代
表作品——海棠公园以全新的姿态
惊艳亮相海口，展现城市发展的精彩
华章。

伴随着优雅的音乐，活动拉开帷
幕，海棠公园二期·新界示范区正式开
放。仁恒置地海南公司总经理邓伟文
在致辞中说，一直以来，仁恒坚守“善
待土地，用心造好房”的开发理念，项
目品质有口皆碑。海口发展日新月
异，未来拥有无限发展潜能和活力。
2016年初入海南，仁恒在“国家海岸”
三亚海棠湾打造仁恒·海棠湾；2018年
进入海口，引入经典公园系产品——
海棠公园；2020年，仁恒海棠公园二

期·新界、仁恒·滨江园，再次见证了城
市的发展进程。

在众人的期待目光中，海棠公园
二期·新界示范区活动体验现场揭开
神秘面纱。园林美景、碧波泳池……
在这里，一切都是理想家的模样，现场
观众纷纷拍照打卡留念。在示范区，
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中心水景区的无

边界泳池，设计师以国际化的视角打
造景观空间，让波浪、水纹、水滴等具
有海洋元素的形状贯穿整个社区，借
助自然、流畅的曲形动线将水流引入，
吸引人们的关注度，增加互动性。“一
环两轴十重”的园林，呈现了儿童游
玩、长辈康养、邻里交流的多元社交场
景。在居住空间上，仁恒通过优化梯户
比、洄游动线设计等方式，让人们在舒
适的空间中给予家人更多温暖与关爱。

未来，仁恒将继续聚焦国际人居
品质，怀抱敬畏之心，倾力打造更优质
的作品，不断为客户创造价值，为美好
生活带来更多可能。海棠公园二期·
新界拥有建筑面积约128—167㎡的
户型，二期·新界示范区现已开放，静
候您亲临品鉴。 （广文）

恒大双海湾：

海居生活 山海时光
海口仁恒海棠公园

二期·新界示范区开放

海口恒大美丽沙:

面朝大海 诗意栖居

房·热点

家装课堂

第二届海洋风主题歌曲
作品展演9月28日上演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
马思思）海南日报记者9月18日从相关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由中国文联、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音
协、省旅文厅、省文联、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和三沙
市委主办，中国音协创作委员会、省音协、三沙市
委宣传部、三沙卫视承办的“第二届感悟大海、守
护南海、走向海洋——海洋风主题歌曲展演”活动
将于9月28日晚在省歌舞剧院上演。

此次展演活动呈现的音乐作品均来自“第二届
感悟大海、守护南海、走向海洋——海洋风主题歌曲
作品创作活动”。省文联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
绍，今年，省委省政府将该“海洋风”主题歌曲创作活
动列入“我为加快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的工
作任务，赋予了活动更加重要的意义。

2019年8月，主办方在中国音协召开了第二
届“海洋风”主题歌曲创作全国征集作品评审暨专
题研讨会。在295件词曲作品中，评审组最终决
定《莫惊》《蓝色耳语》《舟楫为家》《蓝色国土》四首
歌曲为入选签约作品进入第二届“海洋风”主题歌
曲成果展演，除以上四首作品外，对成绩排列前八
首的歌曲作品授予创作“入围奖”荣誉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