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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于彧 整理

6月17日至9月3日
中国国家博物馆

《伦勃朗和他的时代》

■■北京展览

6月16日至6月19日
北京展览馆

《2017北京国际茶业展》

本届展节活动将秉承 “展示
国际茶叶精品， 搭建全球贸易平
台” 的主题， 同期举办2017北京
马连道国际茶文化展、 2017遵义
茶文化节、 国际茶产业可持续发
展论坛、 全国茶叶评比大赛、 茶
席设计大赛、 特装企业设计评比
大赛、 小茶人逛茶展以及政府、
企业专场推介会等。

本次展出的70余件展品分为
肖像画、 历史画及风俗画三大主
题， 其中包含欧洲17世纪最伟大
画家之一的伦勃朗的11幅画作，
以及天才艺术家维米尔首幅在北
京展示的作品 《坐在维金纳琴旁
的年轻女子》。 展览还将着重展
出来自 “精细绘画” 的多幅艺术
佳作。

本报讯 由刘伟强执导 ， 韩
三平任总策划兼艺术总监， 黄
建 新 任 监 制 的 热 血 战 争 巨 制
《建军大业》 将于7月28日在全国
公映。 昨天片方曝光电影 《建军
大业 》 全阵容海报 ， 包括郭晓
东、 张宥浩、 鹿晗、 李易峰等实
力戏骨和青年演员在内的54位主
演齐齐亮相。

作为中影 “建国三部曲” 的
第三部作品， 电影 《建军大业》
将呈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之初
那段风云变幻的革命岁月 ， 为
2017年我军建军 90周年庄重献
礼。 昨天， 片方曝光电影 《建军
大业》 全阵容海报， 实力戏骨与
青年演员饰演的54个角色齐齐亮
相。 除了此前已曝光的刘烨、 朱
亚文 、 黄志忠 、 王景春等演员

外， 多位此前片方尚未曝光的面
孔亦出现在电影 《建军大业》 全
阵容海报中 ： 如郭晓东 、 张宥
浩、 鹿晗、 张建亚、 陈伟霆、 袁
文康、 包贝尔等。 他们所饰演的
角色有何 “玄机”， 他们在电影
剧情的推进中承担着怎样特别的
作用， 还有待片方日后解疑。

“无论戏份多少、 有没有片
酬， 很多演员都积极要求参与到
电影的拍摄中来。 无论是选角阶
段的沟通谈话， 还是筹备阶段的
资料研究 、 军事训练和阅读剧
本， 或是实拍阶段在条件艰苦的
片场中摸爬滚打， 演员们都能做
到百分之百投入 、 毫无骄娇二
气。” 电影 《建军大业》 监制黄
建新以 “不辱使命” 概括了一众
演员的表现。 （新华）

本报讯 近日 ， 由刘顺安指
导， 黎明、 李凯馨、 郑凯、 郑罗
茜等主演的首部海外安全官题材
电视剧 《莫语者》， 在银川举办
了以慈善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
该剧由真实事件改编， 以 “一带
一路” 为背景讲述了一个神秘而
沉默的群体， 以自己的方式捍卫
着华人海外安全的故事。

剧中黎明饰演莫语者事务所
的负责人卫天， 带领团队人员粉
碎黑心制药公司的阴谋、 为中国
支非的高铁项目提供安全保障、
多次化解恐怖分子在一带一路经

济区制造的安全危机。
提起时隔23年重返电视剧 ，

黎明表示： “因为 《莫语者》 这
部剧在题材上很吸引我。 海外安
全官是一个很新的行业和题材，
观众不了解这个职业， 所以很想
让大家知道有这样一群默默无闻
的人。 他们的坚持与大义深深地
打动了我。”

剧中的卫天有着极度自信的
高傲和高冷 ， 处理事情机智冷
静 。 被问到是否喜欢剧中的角
色， 黎明回应： “卫天在我心中
像一个英雄。”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10
日， 第六届 “兰亭杯” 北京中小
学生书法大赛颁奖仪式举行， 经
过初评、 复评， 最终410件作品
获奖。

“兰亭杯” 北京中小学生书
法大赛至今举办了六届。 自今年
2月开始征集作品以来， 共收到
中小学生书画作品21963件 ， 内
容包括诗词歌赋、 名言警句、 原
创作品等， 经过初评后入围8673

件， 后经组委会邀请薛夫彬、 杨
广馨等知名书法家进行复评， 最
终确定获奖作品410件。

颁奖仪式结束后， 部分获奖
作品将在芳草地国际学校万和城
实 验 小 学 展 览 一 周 。 随 后 计
划 在 首都博物馆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第六届 “兰亭杯” 北京中小
学生书法大赛获奖作品展， 并于
下半年开始在各区书法特色学校
进行巡展。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解越） 昨天， 怀柔区以公演原创
评剧剧目 《米罐之谜》 的形式，
拉开了 “凝聚全民力量、 反邪防
邪拒邪” 主题教育宣传月活动序
幕， 全区各单位干部职工及社区
居民300余人到场观看。

《米罐之谜》 由怀柔区委防
范办联合区文委等单位， 历时一
年、 五易其稿打磨创排而成。 该
剧讲述了村民郝婶轻信邻居的蛊
惑险些误入邪教， 最终醒悟科学
才是战胜迷信思想、 让生活越过
越好的唯一途径。

“通过排演原创评剧， 让正

面思想入心入脑， 是怀柔区无邪
教创建工作的一次尝试， 未来我
们还会根据老百姓的兴趣点， 不
断创新内容形式， 推动工作不断
深入。” 怀柔区委政法委副书记
郑朝才说。 据介绍， 以观看原创
评剧的方式拉开主题宣传月的序
幕， 既贴近百姓生活， 也获得了
不错的宣传教育效果。

本次宣传月将持续至7月13
日， 将陆续开展万人倡议巡回签
名、 夏日文化广场反邪教文艺演
出、 健身舞表演大赛、 党员教育
活动、 反邪教教育培训大讲堂等
八项内容。

■■文娱资讯

刘烨朱亚文领衔燃革命烈火

《建军大业》
7月28日公映

怀柔用话剧抵制“伪科学”

410件中小学生书法作品
获“兰亭杯”奖

““《《莫莫语语者者》》的的题题材材很很吸吸引引我我””
黎黎明明时时隔隔2233年年重重返返电电视视剧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