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娱资讯

质朴的感情、 亲身的感悟、 激情的宣讲……昨天， “守望民生，
温暖西城” ———红墙下砥砺奋进的民生守望者主题宣讲活动在西城区
缤纷剧场举办。 来自西城区各街道、 社区和民政、 卫生、 人力社保、
残联、 红会等民生保障单位和部门的12个基层单位和个人， 用演讲、
舞台剧、 小品的形式， 讲述了5年来西城民生守望者践行 “红墙意
识”、 砥砺奋进、 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感人的事迹。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本报讯 由滕华涛执导的科
幻战争电影 《上海堡垒》 近日宣
布将于2019年上映， 同时公布鹿
晗与舒淇搭档的主演阵容。 影片
讲述了未来世界， 外星黑暗势力
突袭地球， 江洋和林澜肩负起末
世下拯救地球的重任， 和幸存的
人类在中国上海与外星文明展开
终极大战的故事。

影片根据作家江南的同名小
说改编， 由中国第六代优秀导演
之一的滕华涛执导， 故事讲述在
未来， 外星黑暗势力突袭地球，
企图夺取人类赖以生存的能源宝
藏， 各国精英组建联合军队， 人

类团结一致抵抗外星侵略者。 随
着纽约、 东京、 新德里等堡垒城
市的纷纷陷落， 上海成为了人类
最后的希望， 保卫人类的终极一
战在上海打响……

滕华涛透露自己为拍摄 《上
海堡垒》 这部科幻战争题材的电
影， 从开始筹备到如今已经有五
年之久， 仅剧本就用了三年时间
去打磨。 片中鹿晗和舒淇两大超
人气演员领衔主演， 这也是两人
的首度合作。 鹿晗饰演的指挥员
江洋曾是一名懵懂的大学生， 在
经历了外星文明的入侵、 战争炮
火的洗礼之后， 最终成长蜕变为

一名少年英雄。 舒淇饰演的林澜
则出身于军人家庭， 已经担任军
队指挥官的她性格独立而坚韧，
在保卫上海、 抵御外星人的对抗
中， 将与江洋并肩作战。

《上海堡垒》 与进口片或其
他科幻电影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
不是架空背景， 而是将故事设置
在 “上海” ———这个在年轻人群
体里有着 “魔都” 之称的著名中
国城市。 其中出现的外星 “捕食
者 ”、 外星母舰 、 泡防御系统 、
终极秘密武器等充满科技感与想
象力的科幻设定， 都是观众期待
的亮点。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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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文娱

拍出职工眼中的“平凡人·身边事”
本报讯 （记者 李睦 ）用独特

视角记录身边事， 用平凡人的故
事感动心灵。 9月13日上午，“平凡
人·身边事”北京市职工微电影大
赛决赛在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
会议室举行。 本次大赛旨在促进
本市广大职工进一步了解掌握微
电影知识和拍摄技能， 并以微电
影的形式，歌颂工匠精神、弘扬劳

模精神和劳动精神。
师徒两代人之间的传承与开

拓，工匠精神的坚守与执着，青年
人的创意与个性展示……对于15
部从全市职工微电影作品中评选
出的优秀代表， 评委们给予了积
极的评价和专业的建议。 王舟波
评委在充分肯定大赛组织的同
时， 强调要不断挖掘首都的职工

微电影题材， 展现工匠精神和职
工时代特点， 李昌明评委认为职
工微电影要从创意、 情节等方面
不断提高讲述故事的技巧。 “职工
微电影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动
提高影响力。 ”张文涛评委表示。

本次活动自4月启动以来 ，
各个区局总公司以及其他基层单
位和个人踊跃参赛。 各参赛团队

在剧本、 演员、 拍摄等方面精心
策划， 作品充分展现了广大职工
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
精神的时代风采， 反映了本市职
工立足岗位、 奋发有为的感人故
事。 经过层层选拔共有30部作品
进入复赛。

此次， 通过复赛专家评选入
围决赛的15部作品， 均是以劳动

模范、 基层职工 （农民工） 为创
作原型， 讲述劳动者立足岗位、
扎根基层 、 建设首都的优秀作
品。 最终， 由北京市地铁运营有
限公司选送的作品 《我， 80后》、
中石化北京分公司工会选送的
《我们俩》、 首发集团八达岭高速
分公司选送的 《不忘初心》 等30
部作品获得一二三等奖。

写实的自然科学手绘作品
跟摄影作品比较， 最大的魅力
便在于它创造的极致世界。 摄
影虽善于捕捉动植物某一瞬的
形态 ， 但自然科学手绘作品 ，
却能让观者通过一笔一划更真
切感受到纸上传递出的强烈的
生命气息与活力。

优秀的自然科学手绘师不
仅极致地追求作品的准确性 ，
而且善于将动植物身上光彩照
人的瞬间通过画笔描绘出来 ，
并加以强化和升华， 将生命的
美发挥、 渲染到极致。

9月16日， 中国国家地理图

书召集25位自然科学艺术从业
者 ， 有手绘师 ， 也有雕塑师 ，
将会在中国国家地理北京科技
文创基地举办一场以 “极致之
美” 为主题的中国国家地理自
然科学艺术展。

本次展览除集结了100幅自
然科学手绘原作和22件自然艺
术雕塑作品， 同时还精心准备
了自然科学手绘写生现场和多
场自然科学艺术相关的分享会、
座谈会。 主办方期待可以让更
多的人知晓、 了解自然科学艺
术， 领略到自然艺术从业者创
造的极致世界之美。 于彧 整理

■■北京展览
9月16日 来广营融创动力文化创意产业基地E座1层

《极致之美》

新华社电 由国家大剧院重
新制作的老舍先生创作的话剧
《西望长安》， ８日至１２日在位于
北京亦庄的博纳星辉剧院进行巡
演。 该剧将于１１月１日至５日在国
家大剧院小剧场连演５场， 让观
众重温老舍笔下的经典。

据介绍， 《西望长安》 是老
舍先生于上世纪５０年代创作的一
部话剧。 剧中讲述一位名叫栗晚
成的骗子， 用并不高明的骗术，
伪造履历， 骗取官职。 作品批判
了封建崇拜的腐朽与荒诞， 揭露

了官僚主义作风对社会的危害。
此前， 话剧 《西望长安》 曾

被多次搬上舞台， 此次国家大剧
院重新制作的 《西望长安》 率先
在北京亦庄亮相， 作为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第十届文化艺术节的
一项重要内容， 开发区以专场组
织的形式邀请区内群众观看。

据了解 ， 国家大剧院此次
邀 请 到 著 名 相 声 演 员 高 晓 攀
饰演 “栗晚成” 一角， 其他大部
分演员均来自国家大剧院戏剧演
员队。

老舍话剧《西望长安》亮相

民生守望者讲身边故事

鹿晗、舒淇对抗外星人
《上海堡垒》2019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