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12月1
日下午，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高举旗帜 团结奋进 ” ———北京
市园林绿化系统庆祝十九大职工
文艺汇演上演。

演出在北京市八达岭林场职
工自编自演的鼓舞 《鼓乐飞扬》
中拉开了序幕 ， 汇演分为上篇
《不忘初心》、 下篇 《绿色梦想》
两个篇章。

合唱 《长征组歌—四渡赤水
出奇兵》、 舞蹈 《江山》 激励着
北京市园林绿化系统职工继承革
命传统， 不忘初心， 开拓进取，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贡献自己的力量； 快板 《打造生
态新名片》、 京东大鼓 《百万亩
大造林》 再现了园林绿化人建设

绿色北京、 美丽中国的创造和努
力； 诗朗诵 《做自豪的园林绿化
人》 展示了北京园林绿化职工
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大合唱
《共筑中国梦》 号召全体园林绿
化人团结奋进， 砥砺前行， 共筑
中国梦。

文艺汇演通过歌曲、 舞蹈 、
小品、 曲艺表演、 诗朗诵等多种
艺术形式 ， 展示了近年来 首 都
园 林 绿 化 建 设 的 辉 煌 成 就 ，
表 达 了 北 京 市 园 林 绿 化 系 统
职 工 对 党 的 十 九 大 胜 利 召 开
的 激 动 与 喜 悦 ， 坚 定 了 北 京
园林绿化工作者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 高举旗帜， 团结奋进的
决心和信心。

本报记者 于佳 摄

园林职工文艺演出歌颂新时代

嘉·泰艺术荟邀您走进袁小
楼———图像世界里的那些形色欢
悦 ， 12月1日在翰林书院举行 。
袁小楼是来自大西北的著名画
家， 他的作品吸取了家乡远古的
岩画符号并将中国画和西方油画
结合形成自己的独特绘画风格，
他的画作 《24节气》 等系列作品
表现了他对家乡的爱。

本报记者 周世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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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保罗·金
12月8日

《帕丁顿熊2》

《至爱梵高·星空之谜》
导演：多洛塔·科别拉 休·韦尔什曼
12月8日

引进自英国的家庭喜剧电影
《帕丁顿熊2》 将于本周上映。 该
片由 《007： 幽灵党》 中的本·威
士肖为片中的帕丁顿熊配音， 英
国男演员休·格兰特、 休·博内威
利等明星主演， 是一部真人+动
画类型电影。

《帕丁顿熊2》 的故事承接
2015年上映的第一部， 帕丁顿熊
为了给婶婶送上一份百岁生日大
礼而努力工作， 但不料被卷入一
起宝物失窃案， 布朗家也陷入一
张精心编织的网中， 等待他们的
是难以想象的可怕对手和前所未
有的惊险挑战。 最终， 家庭的温
暖， 亲人的温情， 让帕丁顿熊和
布朗一家渡过了难关。

不同于其他人物传记类电
影， 《至爱梵高·星空之谜》 以
他笔下的人物肖像为基础， 开始
一场探寻梵高死亡之谜的悬疑旅
程。 电影中的人物均取材于梵高
的画作， 制作团队在全世界找了
125位画家， 一共画了65000张油
画。 通过梵高画作中人物的视角
和语言， 组合出 “梵高之死” 的
谜团。

电影主角是梵高生前的好
友， 阿尔勒的邮差约瑟夫·鲁林
和他的儿子阿尔芒·鲁林。 他俩
为了调查梵高在离开阿尔勒之后
没多久就身亡的原因， 探访了多
位与梵高联系紧密， 以及出现在
他画作上的人。

本报讯（记者 高铭）近日，电
影《无问西东》首次曝光概念版海
报和全阵容剧照。 影片 《无问西
东》由李芳芳编剧、导演，章子怡、
黄晓明、王力宏、张震、陈楚生主
演，更有米雪、祖峰、韩童生、王盛
德等众多戏骨级演员联袂加盟，
使《无问西东》作为“2018开年大
片”的气场全开。

首曝光的极具胶片质感的精
细剧照，均采用2.35:1的宽银幕胶
片原始比例，映衬了《无问西东 》

的独特气度。章子怡、黄晓明、王
力宏、张震、陈楚生等主演，或坚
毅、或喜悦、或心碎、或迷惘、或莞
尔，以动人心弦的眼神示人，深情
款款， 都仅靠一张剧照就使角色
“立”了起来。

电影 《无问西东》 是李芳芳
“青春三部曲” 的压轴之作， 由
她独立编剧的电视连续剧 《十七
岁不哭》 曾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
放十年， 该剧堪称八零后的共同
记忆。 《无问西东》 讲述了父辈

甚至爷爷辈的青春故事， 无论在
时空跨度还是情感维度上， 格局
都更加广袤。 黄晓明表示：“拿到
剧本就一口气看完了，非常感动，
几次为它落泪， 让我决定一定要
加入到这个故事。”

据悉， 在电影筹备期间， 导
演李芳芳带领剧组团队在14个月
里搜集逾百万字文献资料， 手工
制作生产服饰近万件， 还原历史
建筑、 场景与道具陈设， 力求每
一个细节都有据可考。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近日 ， 2018北京 IPTV大
健康发布会在北京新媒体
集团演播室举办， 五档拥
有自主IP的、 具有互联网
元素的创新健康节目宣传
片亮相， 为实施健康中国
加油助力。

据悉， 本次推出的五
档节目分别为 《健康GO》
《大医堂》 《我爱BABY》
《宝妈的烦恼》 与 《奶爸
的烦恼》。

《健康GO》 作为国内
首档日播健康新闻脱口
秀， 将把脱口秀与健康节
目毫无违和感地结合起
来， 传递最前沿的健康资
讯； 《大医堂》 作为国内
第一档汇聚中国顶级中医
专家的中医健康养生节
目， 将为观众详细剖析中
医的神秘之处； 《宝妈的
烦恼》 与 《奶爸的烦恼 》
两档节目， 着眼于解决年
轻父母们在育儿过程中的
各种心理问题， 帮助宝妈
奶爸们正确打开快乐的生
活方式……

同时 ， 记者了解到 ，
五档节目将向社会公开招
募节目主持人和嘉宾， 为
有热情、 有能力致力于健
康节目的人提供展示自己
的舞台， 报名者可以扫描
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进行报名。

2018年， 北京IPTV将
以本次发布的5档自制健
康节目为开端， 推出健康
节目的多元化内容集群 ，
拓展广播端、 网络端、 移
动端等多个传播渠道构建
大健康产品的立体化传播
平台。

昨天， 青年相声演员应宁和
他的团队在三庆园剧场为辖区居
民表演了法制小品。 诙谐幽默的
创新普法作品， 赢得了居民的阵
阵掌声。 当天， 市戒毒所、 大栅
栏街道等单位参演的法制舞蹈、
京剧 ， 通过寓教于乐的文化形
式， 向广大群众宣传宪法和法律
知识。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无问西东》2018年开年上映
集结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张震等北京I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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