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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四季啊，慢慢走：北京
自然笔记》的作者年高来说，热爱
北京的秋天，就要把它捡拾回家，
画下来，做成园艺材料，才不枉四
季更迭带给我们的美丽。 虽然如
此强大的绘画和动手能力并不是
每个人都具备， 但我们仍可以从
关注和识别身边的自然景物开始
做起， 而这本《四季啊，慢慢走》
正是这样一本帮你解锁大自然密
码的智性之书。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记录华北
地区全年植物和物候的自然笔
记， 用文字与绘画记录北京一年
四季中100多种最具代表性的植
物， 细致而系统地展示了华北地
区的植物特色和令人心动的自然
世界。 作者对身边的自然怀有深
刻的热情与兴趣， 从身边城市的
一草一木， 到偏僻山野里不为人
知的野花野草， 无一不顺应自然
的内在节奏， 记录成一张丰富细
密的生态网。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
中，我们也可以一样驻足观察，感
受自然抚慰人心的力量。

作者： 迈克·贝克特尔

《高难度对话》 旨在帮助我
们在重要的人际关系中建立一套
有效的沟通策略。

书中指出， 人际关系难题的
根源在于人的基本需求未能得到
满足， “一个人格独立的人， 他
的基本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 这
就为健康人际关系的形成奠定了
基础。 不能独立的人不能自己承
担负责， 总是指望别人来满足他
们的需求， 而人际关系中的别扭
和不愉快， 大多由此而产生。

本书将人的需求总结为六
种———安全 、 冒险 、 成长 、 接
纳、 关联、 价值， 并由此引出了
帮我们处理沟通难题的六种工具
和六项技能。

当我们掌握了合适的工具和
技 能 ， 哪 怕 是 面 对 艰 难 的 对
话 ，我们也可以远离内心的恐惧
与挫败。

于彧 整理

《高难度对话》

■业余高手

跨界传递快乐的“开心果”

■文娱资讯

高静是京港地铁14号线七里
庄站的一名车站督导员， 也是站
区出了名的 “开心果”。 性格开
朗的她业余兴趣爱好很多， 让大
家印象最为深刻的要属她的相
声、 小品表演天赋。

“中学时， 我就喜欢上了小
品和相声。” 高静回忆， 在一次
学校庆典活动上， 不少社团都带
来自己的节目。 但是排练时曲艺
社团的相声展示， 却深深吸引了
她的目光。 “同学表演的相声，
既带有讽刺又很娱乐 ， 特别到
位， 就在那一刻我产生了参加这
个社团的想法。”

在参加曲艺社团前， 高静坦
言自己性格一直比较腼腆， “相
声讲究说学逗唱， 最重要的是对
生活要有幽默感、 有娱乐精神，
善于在生活中找 ‘包袱’。 我想
发掘不一样的自己， 加入这个社
团应该是找到另一个自己的方
法。” 就这样， 高静开启了自己
的 “幽默” 之路。

相声、 小品这些表演形式听
起来不难， 但是真正表演起来并
不容易 。 刚开始接触相声的时
候， 不断看视频成为了高静每天

都要完成的功课， “这个看是要
带着脑子去看， 去琢磨。 要观察
表演者的语气、 表情、 动作。”

虽然高静很用心去研究相
声、 小品， 但当时处于青春期的
她面对一些角色总会有各种意外
发生。 一次， 由于饰演的角色与
自身年龄存在差异导致动作表情
放不开被老师批评， 这让高静感
到很委屈， 甚至一度想放弃，“但
这些念头都只是在脑子里一闪而

过，我喜欢这个社团，也想证明自
己可以做得到。 ”第二天一早，高
静又继续练习发音。

经历过失败 ， 高静没有放
弃。 很快， 这个勤奋的女孩找到
了表演感觉。 “动作和表情都放
开了， 整个人的性格也开始转变
了。” 登上舞台的高静也收获了
观众的热烈掌声。

步入职场， 高静没有放弃自
己的兴趣。 因为具有表演经验且

性格开朗， 她参加了京港地铁公
司情景剧的表演。 在情景剧的创
作和排练中， 高静也发挥了自己
的幽默细胞， 结合自己平时对于
小品、 相声学习的积累， 设计了
不少 “小包袱”。

现在， 高静有了坚持听相声
学小品的习惯， 这个兴趣也在工
作中发挥了作用， “在相声中学
到的方言派上了用场。” 高静回
忆， 一次她在站台值岗， 发现一
位老大爷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
么。 “我赶忙上前询问， 老大爷
的口音有些重 。 还好我都能听
懂， 因为以前说相声的时候总会
模仿一些地方的方言， 没想到这
还派上用场了， 最后帮助联系上
了他的家人。”

“其实很少有女孩子说相声，
一个小姑娘长得又不丑干什么要
往谐星发展 ， 但我特别喜欢表
演 。” 高静说 ， “通过学相声 ，
我的性格变得特别开朗。 在站里
我和同事们相处得都特别融洽，
大家都称呼我 ‘开心果儿’。 我
也会把自己的快乐心情带给我身
边的每一位同事和乘客， 让大家
快乐工作、 愉悦出行。”

昨天， 德胜街道的居民纷纷走进德胜文化艺术成果展活动现场，
欣赏邻里街坊好友创作的艺术作品。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坚定文化
自信 共创文化德胜” 为主题的2017年德胜文化艺术成果展开展， 作
品分为摄影、 书法、 绘画和手工四大主题， 内容涵盖了德胜地区的风
景地貌、 历史文化、 民俗风情及发展成就。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正
是北京最美丽的季节， 层林尽染
满山红叶。 昨天， 记者从北辰集
团工会获悉， 近日， 集团职工摄
影协会、 书画协会联合组织部分
职工摄影和书画爱好者， 来到京
西古道风景区开展摄影采风、 书
画写生活动。

此次参加活动的职工大多数
是摄影、 书画 “好手”， 其中既
有公司2016年组织的 “爱北辰·
照北辰” 摄影比赛一、 二等奖及
市总摄影比赛获奖人员 ， 也有
2016年书画作品征集活动评选的
优秀作品人员， 还有集团职工摄

影协会、 书画协会理事会成员。
大家穿越京西古道， 感受古风遗
韵 ， 不时被金秋山间的美景吸
引 ， 频频按响快门 ， 或是在心
里、 纸上勾勒灵感。 在赏景的同
时， 职工们还不时交流创作心得
体会。

北辰集团工会副主席颜景辉
表示， 开展采风写生活动， 不仅
进一步促进了集团内部摄影和书
画爱好者的技艺交流， 也有助于
通过活动激发大家的创作灵感，
不断提高水平， 帮助爱好者们创
作出更多、 更好的具有北辰特色
题材的摄影和书画作品。

北辰组织职工采风写生

居居民民艺艺术术创创作作展展德德胜胜之之美美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11月
10日下午， “颂歌献給党” 东城
区东直门街道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文艺汇演第三场在街道文
体中心举办， 本场是对辖区企业
的专场宣传演出， 150名社区居

民和企业员工现场观看了京韵大
鼓 《巨轮远航 》 、 相声 《中国
梦》、 河南坠子 《不忘初心铸辉
煌》、 双唱快板 《东直门百姓热
议十九大 》、 歌曲 《不忘初心 》
等节目。

东直门居民颂歌献给党

本报讯 （记者 高铭 ） 展现
一代梨园前辈拿起枪， 走向战场
的英雄传奇抗战剧 《一剑横空》
将于11月18日登陆北京影视频
道。 该剧以京剧艺人在民族劫难
中的表现为切入点， 由樊少皇、
李倩、 丁勇岱等实力派演员联袂
出演。

电视剧《一剑横空》透过京剧
艺人的视角，以曲艺文化为基石，
为艰苦卓绝、 充满腥风血雨的抗
战注入了一丝温情与浪漫， 更成

功地“向戏曲界老艺术家敬礼”。
剧中， 樊少皇饰演男一号京

剧武生盛忠豪， 这让他非常有亲
切感。 受到身为邵氏武打演员的
父亲樊梅生影响， 樊少皇自三岁
起就开始演戏， 九岁学习京剧表
演， 这种经历和剧中自幼在戏班
长大， 好动、 喜于练武的盛忠豪
不谋而合。 盛忠豪就像他的一面
镜子一样， 这使得樊少皇在演绎
的过程中总是忍不住 “把戏里的
角色当成自己”。

《一剑横空》上演武生抗日传奇

京港地铁车站督导员高静：

《四季啊，慢慢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