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 景 山 的 标 志 性 游 艺 项
目———“梦想之星” 摩天轮在这
个夏天将变身魔幻灯光秀场， 由
电脑控制的百种变化、 多彩绚丽
LED灯将摩天轮装扮得流光溢
彩， 在灰姑娘城堡的衬托下， 构
成一幅神秘梦幻的动感画面。 记
者了解到， 从即日起至8月31日，
石景山游乐园全天候夏日游艺狂
欢模式正式开启，活动包括“酷爽
一夏”游艺狂欢、“梦幻星光”花车
巡游、 京菜老字号消夏夜宴美食
大集、 阿狸的星光乐园等。

本报记者 孙艳 陈艺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北京
图书大厦将于暑期举办 “奇妙夏
日·阅读相伴” 暑期系列主题读
书活动， 让读者在书海中感受文
化之旅。

据了解， 为了能让读者更快
速地查找到所需的图书， 北京市
新华书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倾力
打造“智慧书城”，首批开通北京
图 书 大 厦 手 机 “微 商 城 ”，线
下———自助查询设备和自助结算
设备全面升级 ， 遍布店内主通
道和重点区域。 活动期间，关注北
京图书大厦微商城，还将有机会
参与 “幸运大转盘” 抽奖活动。

为了在假期里给广大读者送
去更多实惠，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
锁公司所属北京图书大厦、 王府
井书店、 中关村图书大厦、 亚运
村图书大厦于7月7日至10月8日
共同举办 “书海拾珍·当 ‘夏 ’
有礼—百社万种图书优惠大联
展” 活动。 活动期间， 集中展示
哲学社科类、 史地文化类、 文学
类、 少儿类、 生活保健类等类别
图书， 读者可享受购买展销图书
实际消费满百赠50元， 满50赠20
元购书券的大幅度优惠。

此外， 北京图书大厦还将在
四层童趣园举办 “约吧 ， 小读
者” 主题实践活动。 小读者可以
通过微信或者店内征集的方式报
名参与， 活动设置 “送孤儿图书
回家” “专心阅读好孩子” “童
声分享会” 等游戏环节。

7月15日上午 ， 2017国际学
生北京夏令营在清华大学开营。
来自美国、 加拿大、 俄罗斯、 法
国、 德国等32个国家的近600名
国际师生将畅游北京， 感受多元
文化的魅力。 本次夏令营课程为
30余种体验式互动课程， 包括中
国书法、 京剧、 3D打印、 VR科
技等项目。 主办方还设计了内容
丰富且新颖的参观体验活动， 让
国际师生了解中国这个东方文明
古国不断走向开放的历史进程。

本报记者 任洁 于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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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师生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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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路阳
7月19日

《绣春刀·修罗战场》

■银幕掠影

导演： 松冈锭司
7月18日

《深夜食堂2》

京城机电工会
举办摄影讲座

八年前， 日版 《深夜食堂》
系列开播 ， 迅速俘获了大批观
众， 积累了如潮的好评。 系列中
的经典角色深入人心， 包括黑道
大哥阿龙、 酒吧老板小寿寿、 脱
衣舞女郎玛丽琳、 忠实的老顾客
阿忠伯、 茶泡饭三姐妹以及食堂
老板小林薰。

横跨八载岁月， 在即将上映
的电影 《深夜食堂2》 中， 这些
熟悉的面孔将一如既往奉上动情
表演。 本集故事， 还将包括在工
作和爱情上屡遭挫折的年轻女编
辑、 为儿子姐弟恋苦恼的荞麦店
老板娘、 无法与儿子相见的老妇
人。 婚丧嫁娶、离别重逢，人生路
上的各种悲喜， 伴随着 “深夜食
堂” 里的一道道美食娓娓道来。

这类日式现代影视剧 ， 最
擅 长四两拨千斤的手法 ： 经历
过生活惊涛骇浪的人， 讲述故事
时却是云淡风轻。 边吃美食边抛
出金句， 道出生活哲理， 暖胃，
也暖心。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日前， 由北京京城机电控股公
司工会组织的 《职工大讲堂》 系列活动在机械局党校拉开序
幕。 一场内容为 “基础摄影———你所不知道的手机、 相机拍
摄技巧” 的大讲堂讲座， 吸引了京城机电控股公司系统20余
家企业的100多名摄影爱好者前来听课。

据了解， 此次大讲堂特邀资深摄影老师韩冬进行摄影知
识讲座， 他通过对现场真实人物的拍摄， 深入浅出地讲解光
线的运用、 层次感的展现、 构图的原理、 镜头的透视
效果以及手机逆光下的拍照方法等 ， 让大家透过
拍摄实例更好地理解摄影的基础知识和拍摄技巧 ，
获得在场职工的热烈反响。 在现场提问互动环节， 摄
影爱好者们更是积极踊跃提问， 韩冬老师则耐心给予
了解答。

工作人员表示， 接下来， 京城机电控股公司工会
将继续坚持为广大基层职工服务的宗旨， 针对不同需
求的职工开展系列培训， 不断满足职工追求高品质文
化生活的需求。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近日， 顺义区总
工会 “放飞梦想” 职工歌手大赛决赛在工人文
化宫剧场举办。 顺义区总工会主席李国新， 各
镇、 街道、 委、 办、 局、 中心、 公司、 经济功
能区职工代表共计500余人观看了比赛。

本次比赛有民族组15名选手、 通俗组30名
选手参加。 为了保证比赛活动的公开、 公平、
公正， 区总工会使用了电子评分系统现场打
分， 大屏幕同步显示。 整场舞台效果带动了歌
手们的情绪， 引导了观众的视线， 将歌曲的内
涵展示给观众， 增加了艺术效果和艺术魅力。

据介绍 ， 此次歌手大赛是一场音乐的盛
宴 ， 不仅给职工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
台， 陶冶了他们的艺术情操， 更是一次对职工
综合素质的精彩展示。

《绣春刀·修罗战场》 延续
前作金马原班底， 路阳导演联手
宁浩监制实现 “双刀合璧”， 更
汇集张震 、 杨幂 、 张译 、 雷佳
音 、 辛芷蕾 、 金士杰等实力阵
容， 讲述明天启七年， 北镇抚司
锦衣卫沈炼在追查案件中身陷阴
谋， 为了证明清白， 沈炼与少女
北斋， 同僚裴纶协力查明真相。

三年前， 《绣春刀》 以黑马
之势实现票房口碑双逆袭， 一举
入围金马5项大奖， 并摘得最佳
造型设计大奖。 历经三年打磨，
《绣 春 刀·修 罗 战 场 》 也 在 阵
容 、 技术、 故事方面全面升级，
加强了悬疑烧脑， 爱情、 兄弟情
义比重。

顺义职工歌手大赛
“放飞梦想”

本报讯 （记者 阎义） 近日，
门头沟区举办了 “首届职工文化
艺 术 节 暨 我 有 我 精 彩 专 题 演
讲比赛”。

本次 “我有我精彩” 演讲比
赛的内容围绕职工工作八小时主
题， 深入挖掘身边爱岗敬业、 锐
意进取、 团结奋进的典型事例，

广泛宣讲身边的感人事迹。 12名
选手参加了演讲比赛， 并展现出
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门头
沟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工会主席
陈波说： “演讲比赛不仅为门头
沟区职工搭建了展示自己的舞
台， 在激发广大职工投身建设的
同时， 也增强了职工的凝聚力。”

门头沟演讲“我有我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