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近
日， 高丽营镇2017年 “喜迎十九
大 舞动新丽营 ” 广场舞大赛在
顺义区高丽营学校举办。

活动中， 百名参赛队员以优
美的舞姿集中展示了广场舞 《美
丽顺义》，各代表队在比赛中分别
展示了《祖国你好》《跳到北京》等
22个精彩的舞蹈节目。 参赛队员
中不仅有豆蔻年华的小姑娘，还

有年过花甲精神矍铄的老年人，
吸引千余名观众驻足观看。

近年来， 高丽营镇不断加强
文化软实力建设， 逐步形成了村
村有活动站、 有图书室、 有广场
舞的良好文化氛围， 并鼓励各村
各社区开展特色文化品牌创建活
动 ， 现有16个特色文化活动品
牌， 展现了广大群众多姿多彩的
文化生活。

9月6日 爱奇艺

犯罪悬疑网络剧 《无证之
罪》 由吕行执导， 紫金陈同名小
说改编。 秦昊、 邓家佳、 王真儿
等演员将深度演绎面具之下的叵
测人心。 作为国内首部社会派推
理网剧，《无证之罪》 以上世纪90
年代东北“雪人连环杀人案”为主
线，深入罪犯内心世界，进而折射
出时代、 国情大背景下的人性阴
暗面。 剧情逻辑线则巧妙运用无
解方程式搭建， 使整个故事既带
有真实的历史年代感， 又不乏专
业化的悬疑烧脑因素。

一直以来， 业内就对紫金陈
的评价颇高，称其为“中国版东野
圭吾”。他的作品也有着和东野圭
吾极其相似的世界观及思维方
式：当所有的事太过完美，就一定
是有问题的。 于彧 整理

■电视剧场

《无证之罪》

■文娱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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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我眼中的北京公交” 专题摄影大赛
作为2017年 “把微笑带回家 为最美劳动者点赞” 大型公益系列活

动之一， 劳动午报社携手北京公交集团共同举办 “我眼中的北京公交”
专题摄影大赛， 动员全市摄影爱好者广泛参与， 建立市民与公交企业
之间相互了解， 相互支持的桥梁。

作品要求
1.作品创作时间为2016年5月20日-2017

年10月10日拍摄， 作品需围绕 “北京公交”
展开。

2.作品为单幅照片或组照限6张以内 ，
组照视为一件参赛作品参赛。

3.彩色 、 黑白胶片和数码作品均可参
赛， 请保留原始正片、 负片或数码作品原始
文件。

4. 数码相机拍摄的作品作者须保证持有
长边达到或大于3000 像素， 并可读取拍摄信
息的文件。 一旦入围， 主办单位工作人员会
联系索取大图， 请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在规
定时间未交者视为放弃。

5. 照片仅可做亮度、 对比度、 色彩饱和
度的适度调整， 不得做合成、 添加、 大幅度
改变色彩等技术处理， 谢绝提供电脑创意和
改变原始影像的作品。

6.提交作品必须为本人原创， 如发现抄
袭、 盗用等情况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活动要求
1.作品内容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法规、 违背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
�2.作品需为作者本人独立完成且未经公

开发表， 严禁抄袭、 剽窃， 不得侵犯他人权
益 ， 包括但不限于侵犯他人肖像权 、 名誉
权、 隐私权、 著作权、 商标权等。 否则因侵
权而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参赛作者本人承担。
评审后如被检举投稿作品不符合本规程要
求， 经主办方查证属实者 ， 取消获奖资格 ，
取消之奖项不再替补。 若颁奖后发现， 主办
方有权要求获奖者退还奖项及奖金。

3.参加者不得随意私自进入不对外开放
的公交场所。

4.本次征集不收报名费， 所有应征作品

恕不退稿。
投稿方式
数码参赛作品与报名表放入同一个文件

夹中， 文件夹注明 “我眼中的北京公交+作
品名称+姓名+手机号码”， 打包压缩后投稿
（ ldwb2008@126.com） 。 提交的摄影作品为
JPG文件格式， 压缩后文件不小于3M， 图片
长边不小于3000像素。

投稿时间及评选时间
投稿时间 ： 2017年5月20日———2017年

10月10日， 以网络上传时间为准， 逾期不再
受理。

评选时间
2017年10月底
评选办法
经主办方初选后， 由专家评委评选出最

终奖项。
奖项公布
公布时间： 2017年11月
评选结果揭晓后 ， 将通过劳动午报社、

公交集团双方的各自媒体网站、 微博、 微信
等多种途径发布获奖信息， 并选登获奖作品。

使用权的转让
参赛者如果获奖， 视为同意主办单位拥

有获奖作品的使用权， 主办单位有权将该作
品登载、 引用， 用于宣传、 影像、 展览、 书
籍、 图册的出版、 旅游纪念品的开发销售等
用途， 不再另付稿酬。 该许可使用为非专有
许可使用， 主办单位不限制获奖者对其作品
的使用。

本活动规程的最终解释权归公交集团所
有。 凡投稿的作者， 均视为同意并遵守以上
各条规定。

北京公交集团
劳动午报社

新华社电 即日起至 9月 10
日 ， 由濮存昕主演的经典话剧
《洋麻将》 在首都剧场上演。

１９８５年， 北京人艺导演夏淳
将 《洋麻将》 第一次搬上中国舞
台， 老艺术家于是之、 朱琳的精
彩演绎， 让该剧成为北京人艺外
国经典剧目之一。 ２０１４年， 北京
人艺重排该剧， 由唐烨导演， 濮
存昕和龚丽君主演。 此次是这一
版本再次上演。

《洋麻将》 是美国当代作家
唐纳德·柯培恩成名作， 讲述了
魏勒和芳西雅两位历尽人生坎
坷， 被社会、 家人遗弃的孤寡老

人于养老院玩纸牌打发时光、 排
遣郁闷的故事， 揭示了功利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淡漠， 以及老人孤
寂无助的凄凉晚景。 作品曾获美
国普利策戏剧奖。

导演唐烨表示， 随着演员年
龄、 阅历的增长， 这部戏可以常
演常新， “就像飞行员积累飞行
时数， 演员的经验和感悟会伴随
人物一起成长， 永远会有新的东
西出现。” 濮存昕说， 与观众的
共同创造， 让我感到有一种最鲜
活的感觉， “一场一场演出， 就
像农民在地里割麦子一样， 一刀
一刀割下去， 总会看到收获。”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 上周
末， 北京卫视 《跨界喜剧王》 第
二季播出了第六期节目。 本期，
“宇宙最强段子手” 薛之谦挑战
跨界喜剧。 现场， 薛之谦等人大
展搞笑功力， 令全场欢乐不断。

在 《跨界喜剧王 》 的舞台
上， 跨界嘉宾自带助阵演员并不
罕见， 不过像薛之谦这样一带就
带一群的确实也不多见。 现场，
著名主持人朱桢 、 同为 “型秀
帮” 的王啸坤、 周星驰御用配角
张美娥等众多好友纷纷现身， 令
舞台显得颇为热闹。

节目中， 有 “被歌手事业耽
误的段子手” 之称的薛之谦充分

展现了自己的喜剧天赋 。 从出
场 开 始 ， 薛 之 谦 就 在 不 断 抛
梗 ， “王 者 荣 耀 ” “ freestyle” “小
时代 ” ……几乎所有能想到的
热 点 梗 都 被 放 进 了 这 次 的 表
演中。

在对战王啸坤扮演的 “邋遢
大王 ” 时 ， 薛之谦想临阵逃脱
“改天再战 ”， 结果被朱桢一句
“没档期” 给顶了回来， 顿时引
发一阵爆笑。

如此密集的笑点背后自然需
要巨大的台词作为支撑， 表演结
束后， 薛之谦在舞台上坦言自己
为了背词已经连续几天通宵直到
早上5、 6点才睡。

“综艺咖” 是怎样练成的

薛之谦坦言通宵背词

千余观众聚焦高丽营广场舞大赛

经经典典话话剧剧《《洋洋麻麻将将》》
登登陆陆首首都都剧剧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