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工娱乐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7月6
日， “一带一路笔墨传情———弘
扬丝路精神谱写美丽篇章” 展览
在故宫午门东雁翅楼展厅开幕。

本次展览汇集了刘大为、 尼
玛泽仁 、 蒋威 、 郭怡琮 、 孙志
钧、 程振国、 张复兴、 王梦湖、
吴团良、 师恩钊等10名著名画家
的40余件优秀作品， 以 “一带一
路” 为创作主题， 展出作品兼有
工笔、 写意， 题材包括山水、 花
鸟、 人物。

展览作品按内容划分主要包
括三个方面： 一是多位画家联合
创作的长卷， 主要是刘大为、 蒋
威、 程振国、 王梦湖、 张复兴联
袂 创 作 的 80米 长 、 1.9米 高 的
《敕勒青城图》。 二是以体现 “一
带一路” 中国沿线各地域风土人
情的写生、 创作作品。 三是以体
现 “一带一路” 沿线中亚各国风
采的写生、 创作作品。

据了解， 本次展览不单独售
票， 展期将持续至7月26日。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 盛
夏炎炎， 暑期来临， 国家大剧院
策 划 安 排 上 演 多 部 儿 童 剧 ，
开 启 小观众们的暑期欢乐艺术
之旅。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儿
童剧 《蓝蝴蝶 》 与 《泰坦尼克
号》 即将分别于7月11日至12日、
14日至 15日亮相国家大剧院 。
《蓝蝴蝶》 讲述了留守儿童对父
母的思念和对爱的渴望。 《泰坦
尼克号》 用泰坦尼克号为载体，
描绘的是猫和老鼠这一对天敌在
灾难面前的选择。 7月16日至17
日 ， 江苏省木偶剧团 《嫦娥奔
月》 即将亮相， 以传统木偶剧的

形式上演中国的古老传说。 7月
23日至27日，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
《你看起来很好吃》 将欢乐呈现。

国家大剧院北京喜剧院也有
两台精彩儿童剧将于 8月呈现 。
8月11日至13日， 加拿大现代舞
装置剧 《26个字母》 将带来一场
充满互动和教学意义的字母启
蒙课 。 18日至 20日 ，中国儿童
艺 术 剧院将上演童话剧 《小蝌
蚪找妈妈》。 在2017国家大剧院
国际戏剧季的 “儿童启迪” 板块
中， 西班牙幽默肢体剧 《神奇的
纸莎草》 与英国儿童剧 《老虎来
喝下午茶》 也将陆续登上小剧场
舞台。

本报讯（通讯员 艾双新）“抗
战烽火从这里燎原。 ”7月9日上
午，由丰台区委宣传部、区文联联
合主办的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
周年美术作品展在宛平城举行。

据丰台区美协副主席崔泽培
介绍， 这次共展出美术作品80多
幅， 重温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反抗
外来侵略的历史， 展示抗战爆发

地丰台区的丰厚历史底蕴， 传扬
了不忘历史、 珍爱和平的抗战精
神。 展出的作品体现了当今的艺
术水平， 令人欢欣鼓舞。

北京印钞有限公司职工赵建
伟是位退伍军人 ， 他来到作品
《共和国的敬礼》 面前， 庄重地
像当年的老八路一样敬礼。

艾双新 摄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平谷兴谷街道总工会在兴谷广场
举办了文艺演出活动。 演出吸引
了千余名居民前来观看。

演出在开场舞蹈 《共圆中国
梦》 中拉开了序幕， 戏曲 《红色
娘子军 》 、 评剧表演唱 《中国
梦》、 评剧 《焦裕禄》 选段等节
目， 以凝聚人心、 催人奋进的理

念传递着社会和谐之音 ， 歌曲
《阳光乐章》 《美丽平谷》 等讴
歌了党的丰功伟绩与时代美好的
新生活。

演出节目内容形式丰富多
样， 既有歌曲、 舞蹈、 京剧， 还
有葫芦丝、 唢呐等乐器演奏， 整
场演出生动反映了兴谷街道近年
来取得的可喜变化。

兴谷街道千余居民
观看总工会文艺演出

故宫举办
“一带一路笔墨传情”展览

80余幅作品重温抗战历史

国家大剧院
多部儿童剧欢乐消夏

7日下午，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接待观众共计1万余人， 并在
序厅举办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音乐会” ———中国音乐家协会
爱乐乐团合唱团专场演出。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音乐会纪念全民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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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彧 整理

导演： 蒋卓原
7月13日

《青禾男高》

■银幕掠影

导演： 郭子健
7月13日

《悟空传》

“心连心”走进张家口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7月

6日下午 ， 由北京市委宣传部 、
河北省委宣传部、 张家口市委、
张家口市人民政府主办， 北京电
视台、 河北电视台、 张家口市委
宣传部、 宣化区委、 宣化区人民
政府承办的第21届 “京张心 连
心” 大型文艺演出在张家口市宣
化区黄羊山文化园内浓情上演。

此次文艺汇演旨在全面展示
京张两地人民对美丽生态的呼唤
和对幸福生活的传扬， 同时助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 、 京张携手办
奥、 张家口建设国家可再生能源
示范区等。 本次演出由京张两地
演员共同演绎。

文艺汇演随着歌手庞龙的
《乌苏里船歌》 拉开帷幕， 节目

形式丰富多样， 既有郑绪岚、 耿
莲凤、 石头、 白雪等明星的悉数
加盟， 又有王河湾挎鼓、 玛瑙雕
刻等极具当地特色的民俗演绎、
手艺展示， 还有两地演员共同合
作的书法 、 朗诵等多种形式的
“混搭”。 15个精品节目、 两个小
时的演出让在场所有观众享受到
一场高品位、 高规格、 精彩纷呈
的文艺饕餮大餐。

“京张心连心” 文艺演出已
经连续成功举办21届， 架起了京
张两地沟通的桥梁 ， 掀起 了 京
张两地合作交流的新高潮。 “京
张心连心” 以文化为纽带， 已经
成为展示张家口形象的窗口， 见证
京张两地合作 、 交流 、 发展 。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 京

张携手筹办冬奥会进入关键期，
京张高铁建设如火如荼， 京张两
地将进一步加强合作， 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更深一层、 更进一步
助力冬奥会筹办工作。

赵思远 摄

电影 《悟空传》 根据今何在
同名小说改编， 由郭子健执导，
黄建新监制， 彭于晏、 倪妮、 欧
豪、 余文乐、 郑爽、 乔杉、 杨迪
联袂主演。 该片讲述了在大闹天
宫的五百年前， 未成为齐天大圣
的孙悟空不服天命， 向天地诸神
发起抗争的故事。

这不是西游记的任何章节，
这是悟空的故事。 彼时孙悟空还
不是震撼天地的齐天大圣， 他只
是只桀傲不驯的猴子。 天庭毁掉
他的花果山以掌控众生命运， 他
便决心跟天庭对抗， 毁掉一切戒
律。 在天庭， 孙悟空遇到不能爱
的阿紫、 一生的宿敌杨戬、 思念
昔日爱人阿月的天蓬， 他们的身
份注定永生相杀。

悟空不服， 他再次挥动金箍
棒， 要让这诸佛都烟消云散。

电影 《青禾男高》 由钮承泽
监制 ， 蒋卓原执导 ， 景甜 、 欧
豪 、 黑木美纱 、 林遣都领衔主
演，尹昉、周游、丁冠森、张宁江、
夏恩、 姜宗远、 中岛广稀主演。

《青禾男高》 讲述了伪满洲
国时期， 青禾男高的大哥荆浩为
了保护老师柳禾 ， 抵抗奴化教
育， 在特殊校园环境下结成挚友
兄弟， 捍卫友情、 爱情和尊严，
奋起反抗霸凌的热血故事。

同样是青春片 ， 《青禾男
高》 打破以往我们对于青春片的
定义，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路线。
特殊的时代背景， 让这样的青春
故事显得更有尊严， 而友情和爱
情， 都有画龙点睛之效。 同生死
共命运， 让人想到了霍元甲和叶
问， 这更像是霍元甲和叶问的学
生时代。 在这样一个并没有硝烟
的战场， 其实每一次的搏击都是
充满血雨腥风， 这样的青春在当
下的时代更显得酷劲十足。

■不忘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