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娱资讯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记者从昌平区获悉， 即日起昌
平正式启动大运河文化带保护传
承利用建设， 将先期重点推进大
运河源头遗址公园、 永安古城历
史文化展示、 居庸关长城历史文
化展示等九大项目的建设， “龙
泉漱玉”、 白衣庵、 古戏楼等景
观将重现市民眼前。

昌平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
绍， 为了切实推进全国文化中心
建设的任务要求， 昌平区专门设
立了明十三陵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组、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组、 长城
文化带建设组、 西山永定河文化
带建设组、 历史文化地标建设组
以及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组六个
专项工作组， 并制定了 《昌平区

大运河文化带保护传承利用重点
项目清单》 和 《昌平历史文化地
标建设重点任务清单》。

记者在大运河文化带保护传
承利用重点项目清单中看到， 大
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建设被放在了
首要的位置。 上述负责人介绍，
建设遗址公园的过程中不仅要再
现 “龙泉漱玉” 景观， 还将实现
都龙王庙的保护， 龙泉禅寺的修
缮， 白衣庵的重建和古戏楼的恢
复。 整体项目预计在明年10月亮
相， 届时市民将有望看到大运河
源头的历史文化风貌。

除了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 ，
昌平区大运河文化带保护传承利
用建设还包括打造白浮瓮山河
（京密引水渠） 文化景观带和建

设水文化博物馆， 加强龙山、 白
浮泉、 都龙王庙、 白浮瓮山河历
史传承研究， 对沿线文物古迹进
行标识， 依托大运河源头、 白浮
瓮山河的水文化历史资源， 建设
水文化博物馆。

记者了解到， 目前大运河文
化带保护传承利用建设的首批九
个推进项目已经确定： 一是大运
河源头风貌再现， 二是永安古城
历史文化展示， 三是居庸关长城
历史文化展示， 四是燕平书院和
昌平文庙再现， 五是南口老工业
文化保护， 六是佛岩寺抢救性修
复，七是朝宗桥抢救性保护利用，
八是重要历史文物遗迹标识， 九
是传统村落、 特色文化村落和昌
平州县治所村落修缮保护。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 陈德
容作为内地观众最为熟知的第一
代 “琼瑶女郎”， 给观众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9月9日， 她将登陆
北京卫视 《跨界喜剧王 》 第二
季 ， 一改温柔娇弱的 “琼瑶女
郎” 形象的她， 颇具颠覆性的表
演令人大开眼界。

1989年， 年仅15岁的陈德容
在拍摄完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国
中女生》 后便被琼瑶相中， 至今
仍被奉为经典的 《梅花三弄》 系
列第一部 《梅花烙》。 凭借女主
角白吟霜这个角色， 陈德容迅速
火遍两岸三地， 被不少观众封为
“最美琼瑶女郎”。 之后， 陈德容
又接连拍摄了 《梅花三弄》 系列
第二部 《水云间》 以及后来被翻
拍最多的 《一帘幽梦》， 她所扮
演的杜芊芊和汪紫菱柔情似水却
又命运多舛， 感动了不少观众。

近年来， 陈德容也一直在寻
求转型。 此前在采访中， 陈德容
就多次表示想打破在琼瑶剧中塑
造的娇弱形象。 不过令人没想到
的是， 这位以哭戏闻名的 “琼瑶
女郎” 竟打算直接跨界演喜剧当
“谐星”。 近日， 北京卫视 《跨界
喜剧王》 第二季公布最新阵容，
陈德容就赫然在列。

在最新曝光的预告视频中，
陈德容还将与杨树林一同搭档。
此前， 杨树林就曾与另一位性格
明朗的 “琼瑶女郎” 秦岚一同合
作过， 并且 “笑果” 显著。 这次
再度搭档“琼瑶女郎”两人会产生
怎样的 “化学反应” 令人期待。

于彧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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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剧场

9月8日至9月24日
海淀剧院

《模范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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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高铭 ） 怀旧
电视剧 《平凡岁月》 将于9月10
日登陆北京卫视， 由沙溢、 徐梵
溪、 斯琴高娃等老中青少四代实
力派演员， 共同为观众讲述了一
个四世同堂的普通家庭里吵吵闹
闹却也平凡幸福的质朴生活。

《平凡岁月》 将故事背景放
置在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纺织
厂机修工人李大宝与舞蹈演员张
朵朵 “假戏真做” 结为夫妻， 由
于双方悬殊的家庭背景与巨大的
观念差异引发了一系列啼笑皆非
却又温暖人心的故事。 作为北京
电视台推出的十九大献礼剧目，

电视剧 《平凡岁月》 通过质朴醇
厚的百姓生活， 折射着社会与时
代的发展变迁 ， 展现亲情 、 友
情、 爱情的永恒主题。

剧中， 沙溢饰演一位颇富喜
感的平凡小人物， 他饰演的纺织
厂机修工人李大宝既是家里的顶
梁柱， 又是抠门的小气鬼。 他爱
管闲事 ， 好张罗 ， 难得的好脾
气， 又有些胆小怕事。 在沙溢眼

中， 这个角色的平凡与真实是最
打动自己的地方， “其实李大宝
就是当年那些最朴素、 最真实的
人物代表， 是那个年代各种典型
性人物的综合体， 剧中这些小人
物的故事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一
样真实自然。” 剧中， 李大宝靠
着善良专一的人格魅力 、 经过
“计谋与天意” 的合力之下， 最
终获得 “高岭之花” 舞蹈演员张

朵朵的芳心。 婚后生活中， 为了
让张朵朵更好地融入大家庭， 李
大宝在做 “二十四孝” 好老公的
同时， 也机智地化解着婆媳、 姑
嫂之间的种种矛盾， 展现了处理
生活琐事的大智慧。 沙溢言语间
也难掩对这个角色的喜爱： “我
认为生活中我们都该做李大宝，
小人物有小人物的生活方式， 小
人物也有大幽默。”

《模范监狱》 是易中天
编写的首部话剧， 由韩清、
杨佳音联合指导 ， 吕冰出
品 ， 杨佳音 、 张瀚生 、 何
靖、 罗熙、 李峥等优秀话剧
演员出演， 本剧主创和主演
全部来自北京人艺， 力求用
专业的表演给观众带来震撼
的视觉感受。

该剧讲述了1936年秋 ，
国民党当局为安内攘外而提
倡的 “新生活运动” 已推行
两年半 ， 为了展现运动成
果 ， 国民党政府决定评选
模 范监狱 ， 以供友邦记者
团考察， 并派出特派员前往
指导工作， 长江边某市监狱
成为选点之一。 监狱负责人
闻讯紧急组织犯人强化训
练 ， 岂料不堪教化的学员
粉 墨登场后洋相百出 ， 监
狱里贪赃枉法的腐败现象反
倒逐渐暴露出来。 不同立场
和利益斗智斗勇， 深陷其中
的犯人、 看守长、 典狱长都
将面对人性的拷问做出自己
的选择。

《平凡岁月》周日登陆北京卫视

沙溢、徐梵溪演绎老北京工人的爱情

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有望明年10月亮相

最美琼瑶女郎
颠覆形象演喜剧

9月5日 ， 在恭王府花园 ，
由西城区什刹海街道、 文化部恭
王府管理中心联合举办了 “同庆
桃李佳节 共享学区发展” 教师
节庆祝展演活动。 该项活动汇集
了学区内二十余所中小学幼儿园
共同参与。 当天， 恭王府故居管
理中心、 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
郭守敬纪念馆正式成为首批 “什
刹海学区校外教育基地”。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名人故居成为
校外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