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11月
25日， 由北京市文化局支持， 北
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 北京曲艺
家协会、 中国曲艺杂志社主办的
“喜庆十九大 ” 2017年第四届
“艺韵北京” 群众曲艺大赛及展
演举行。

赛事活动期间， 众多宣传十
九大精神的原创曲艺作品及优秀
传统作品汇聚一堂 。 这其中包
括， 密云区文化馆选送的京东大
鼓 《节俭点亮十九大》， 西城区
第一文化馆选送的西河大鼓 《神
圣的一拜》， 东城区曲艺家协会
选送的京东大鼓 《十九大精神指
航程 》 ， 门头沟文化馆选送的
《党员的风采》 《不忘初心圆梦
中国》， 东城第二文化馆选送单
弦 《北京人》 等。

■文娱资讯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北京
京剧院梅兰芳剧团近日携全新编
排的经典大戏 《白蛇传》 等远赴
加拿大演出。 据悉， 本次出访派
出70人的强大演出阵容。

在演出剧目方面， 本次演出
包括《白蛇传》《吕布与貂婵》 《赵
氏孤儿》 《霸王别姬》 《秋江》
《大闹天宫》 《三岔口》 等。

在演出阵容方面包括此次出
访团艺术总监叶少兰、 梅兰芳京
剧团团长李宏图。 此外， 演员中
还包括朱强、 郭玮、 韩胜存、 窦
晓璇、 陈宇等。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11月
25至27日大型原创话剧 《贝家花
园》 在海淀区北部文化中心文化
馆小剧场演出， 这是一部以海淀
西山中法文化交流基地 “贝家花
园” 为题材的话剧。

本剧故事以吴似丹和贝熙业
的中法旷世传奇之恋为核心， 以
贝熙业的中国妻子吴似丹的回忆
为线索， 把当时活跃在贝家沙龙
的容龄、 蔡元培、 李石曾、 铎尔
孟、 圣琼·佩斯等众多中法文化
精英汇聚在一起， 体现一种跨地
域、 跨文化、 跨年龄、 跨种族、
跨宗教的人间大爱。

《贝家花园 》 汇聚了北京博
盟文化博士精英主创和北京联合
大学艺术学院表演系博士教师精
英团队， 并由北京联合大学表演
系的学生们共同打造。

据悉， 《贝家花园》 在创作
过程中得到了贝家花园、 北京联
合大学艺术学院、 戏剧专家、 北

京外国语大学英法文学学者们的
大力支持。

本报记者 孙妍 摄

北京、 天津、 河北三地妇联
及三地司法厅 （局） 日前联合举
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首届
京津冀妇女法治文艺汇演。 本次
活动3月14日全面启动， 京津冀
三地近3000名妇女群众直接参
与， 编排创作法治宣传节目200
余个。 展现妇女公平就业、 家庭
暴力、 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调解
等群众生活中常见法律问题的11
个节目参加了当天的汇报演出。

本报记者 任洁 于佳 摄影报道

■职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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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22： 00
湖南卫视

《极光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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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宫画扇进阶班结业
本 报 讯 （ 记 者 白 莹 ）

“墨影摇风” 画扇基础进阶培
训班于11月26日在北京市劳
动 人民文化宫结业 。 通过吕
铁智老师耐心的教学指导， 27
名学员进一步掌握了传统画扇
艺术知识与技法， 能够在培训
后在工作之余创作出自己满意
的作品。

今年下半年以来， 文化宫
继续充分发挥首都职工文化阵
地的作用， 以得天独厚的场地
资源与师资优势， 开办具有文
化宫特色的 “墨影摇风” 系列
画扇培训的进阶课程， 帮助市
属各级工会组织培养各单位的
画扇爱好者， 以点带面， 进一
步推动中华传统艺术在首都职
工队伍中的普及发展。

通讯员 苏丹 摄
电视剧 《极光之恋》 根据同

名小说改编， 由知名导演刘礴执
导， 王千赫担纲制片人， 马可、
关晓彤 、 张晓龙 、 朱晓鹏等主
演。 《极光之恋》 取材于现实，
聚焦当下90后的追梦之路， 讲述
了传媒巨头继承人李俊泰与天才
歌舞剧演员韩星子之间关于梦想
与爱情的故事。 两人一个是自由
叛逆的高冷傲娇男， 一个是坚韧
鬼马的元气美少女， 原本完全生
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却因一次乌
龙事件命运产生交织， 从此开启
他们的怼宠日常 。 该剧融合爱
情、 友情、 亲情等年轻人关注的
热点问题， 深度解锁练习生台前
幕后的酸甜苦辣。

由著名导演赖水清、 谭锐铭
执导 ， 何润东 、 张馨予 、 朱一
龙、 李心艾、 朱梓骁、 于小彤、
余少群等演员主演的古装悬疑情
感大剧 《花谢花飞花满天》 将于
本周上演。

该剧讲述 “神京城 ”萧 、谢 、
花、司马四大家族的命运，在风云
变幻的时代背景中紧密联系在一
起。 文武双全的花家大少爷花满
天心系罪臣之女、 谢家千金谢千
寻， 却在家族责任中阴差阳错娶
了倾城公主为妻。 花满天与谢千
寻两人的爱情充满坎坷。 除了高
颜值小花小生之间的儿女情长，
武侠、 家国情怀以及 “情”“义”
“忠”“孝”等传统美德的元素也将
在剧中展露。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
员 陈雯婷） 日前， 在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中，中
铁十六局集团公司第八届职工
美术书法摄影展览在朝阳区东
坝集团机关文化宫举办，给广大

职工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本届展览展出了192名作者

的470件作品 。 其中美术作品
120件 ， 有油画 、 国画 、 工笔
画、 水彩画、 漫画、 素描、 速
写和手工制作等； 书法作品121

件， 有楷书、 行书、 隶书、 草
书、 篆书、 硬笔书法和篆刻等；
摄影作品229件。 这些作品的创
作者大多来自于基层一线， 他
们用笔墨和镜头， 用油彩和线
条， 记录了十六局集团公司发

展取得的新成就， 展示了职工
幸福和谐的新生活。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周富参
观展览后表示， 职工美术书法
摄影展为广大书法、 美术、 摄
影爱好者提供了切磋技艺的机
会 ， 架起了学习交流的桥梁 ，
既推动了职工文化的发展， 又
提升了企业文化品位。

中铁十六局举办职工美术书法摄影展

京津冀妇女联手
演出宣传法治

国粹走进加拿大

大型原创话剧《贝家花园》开演原创曲艺作品
亮相群众曲艺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