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工文化

12月3日 ， 中建五局北京公司举行第二届 “信和 ” 建筑文化
节活动 。 本届文化节包含 “唱响十九大” 合唱比赛、 “信和运动”
职工拓展和 “凝心聚力” 篮球友谊赛活动， 从多角度展示了北京公司
职工的精神风貌。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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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生死连》 《炮神》 后，
抗战剧 《东风破》 再次聚集 《生
死连》 原班人马， 上演一出抗战
热血传奇。

该剧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43
年， 男主人公余东风是一个典型
的山东大汉， 为了赚回五块大洋
作为聘礼迎娶同村小凤而参加国
民党军队， 阴差阳错被赶往战场
与日军恶战。 他本打算拿到大洋
就伺机逃跑， 却被副营长高萍作
为逃兵抓住， 并要枪毙示众。 千
钧一发之际， 上级急需高萍组织
敢死队夺回失守营地， 余东风看
到一线生机 ， 报名参加敢死队
……所有人的命运都因这场战争
发生了改变。

该剧作为战争三部曲的最后
一部， 延续了前作的热血抗战风
格， 并在战争场面上更加重视实
战情景， 拍摄进度刚到三分之二
的时候， 火药用量就达到了260
多公斤， 炸点有6000多个。

于彧 整理

《东风破》

《国士无双黄飞鸿》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12月3
日， 由北京市延庆区推出的大型
文献纪录电影 《北平以北》 在一
二·九运动发源地———清华大学
首映。影片导演艾辛及主创团队，
平海儿女联谊会负责人出席仪
式。首都高校大学生共400余人一
同观看。

《北平以北》 围绕两条线索
展开， 勾勒了平北抗战的历程和
全貌。 一条以白乙化、 王亢、 才
山、 王波等曾参加过 “一二·九”
运动的青年学生骨干为线索， 展
现由这些青年才俊成立的八路军
老十团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救
国救民于水火的历史担当。 另一
条以时间为线， 讲述了从1938年
5月到1945年8月， 平北军民在毛
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战思想指导

下， 坚持 “三位一体” （即坚持
平西、 巩固冀东、 开辟平北） 战
略， 开辟根据地、 建立抗日民主

政权、 进行党的建设、 开展武装
斗争和实行统一战线等艰苦历
程。 影片还揭露了日本军人在平

北地区制造 “千里无人区” “人
圈”， 以及多起惨案所犯下的罪
行， 阐释了平北抗战的独特性 、
艰苦性和伟大意义。

《北平以北》 从2016年9月初
开始外景拍摄， 历时一年， 是一
部全面系统反映平北抗战的史诗
巨制。 摄制组选取当年平北地区
发生激烈战斗的主要战场， 包括
北京市延庆区 、 昌平区 、 怀柔
区、 密云区以及张家口市部分区
县。 影片运用了人物访谈、 故事
讲述 、 情景模拟等艺术表现手
法， 经过精心打磨， 增强了影片
的真实性、 故事性和艺术效果。

这部影片的上映， 实现了平
北抗战史影视化全景展示零的突
破。 影片将于12月8日在全国各
大院线公映。 陈艺 摄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12月3
日， 2017北京市中小学校服研发
成果展示活动在北京服装学院举
行。 当天展示了北京市中小学校
服研发中心以色彩体系为基础研
发的50套校服和29所中小学校
103套校服， 以此搭建全市校服
工作沟通交流的平台， 鼓励各区
推动、 创新校服工作。

本次活动展示了北京市中小

学校服研发中心以色彩体系为基
础研发的50套校服（以常服为主，
搭配运动服和制服），分为两个系
列：靛青色系的“青蓝冰水”和瓦
灰色系的 “风华正茂”。 “青蓝冰
水” 系列的主体色彩来源于中国
传统五色之一的“靛青”，配以“汉
白”，提升其亮度，以“宫墙红”为
点缀，使其充满活力; “风华正茂”
系列的主体色彩为“瓦灰”，融合

传统元素与现代简约风格， 款式
结合了传统立领和盘扣工艺，增
添时尚元素， 让北京市中小学生
校服更彰显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
的融合。

同时， 在各区教委的大力支
持下， 本次活动展示了29所中小
学校103套校服 ， 展现了各区 、
学校优秀校服文化。

记者 于佳 摄

■文娱资讯

时时尚尚元元素素““点点亮亮””学学生生校校服服

由蒋家骏执导， 郑恺、 郭碧
婷、 吕良伟、 海陆等主演的武侠
传奇剧 《国士无双黄飞鸿》 本周
播出， 该剧主要讲述了 黄 飞 鸿
一 生 创 索 武 学 、 悬 壶 济 世 的
传奇经历 ， 以及他与十三姨传
奇的爱恋， 并通过金佛失窃案为
导火线串联起黄飞鸿跌宕起伏的
一生。

与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和台
湾当地的赛德克族勇士共同抗日
成为英雄的黄飞鸿回到广州， 开
设 “宝芝林”， 走上一条行医不
授武的修心之路。 然而， 永无止
息的江湖争斗还是将他逼到了不
得不出手的生死绝境， 刺杀贪官
的黑暗英雄 “铁马骝” 竟在此时
重现江湖， 代表光明和黑暗的两
位英雄之间必有一战！ 然而， 在
这场英雄理念之争的背后竟还隐
藏着一连串的惊天阴谋……

旨在促进查干湖冬捕节旅游
品牌推广的 “飞去看冬捕·魅力
松原行” 2017查干湖冬捕冰雪旅
游推介会近日在京举行。 据悉，
本届查干湖冬捕节以 “传承渔猎
文化、 打造冬捕经济” 为主题，
安排了招商项目集中签约、 农产
品展销 、 民俗体验 、 歌舞演唱
会、 半程马拉松等丰富多彩的经
贸、 文化、 体育等活动。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文献纪录电影《北平以北》首映
拉开纪念一二·九运动序幕

《我站在桥上看风景》杀青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由姜
潮、李溪芮、亓航主演的暖萌青
春治愈系偶像剧 《我站在桥上
看风景》（以下简称 《看风景》）
已于近日杀青。 该剧讲述了一
个陪伴与治愈的浪漫爱情故
事。 青年演员亓航在剧中饰演
了一位专情的刑警队长。

区别于以往的爱情偶像
剧，《看风景》作为“治愈系”的
代表作， 讲述了众多幽默暖心
的小故事， 让观众能从中看到
爱情的美好和温暖， 从一些细
小的生活细节中，获得共鸣。在
剧中， 亓航所饰演的刑警梁成
飞是一位高大帅气、 正义有担

当的十佳好男人。 他工作上专
业素质极强， 生活中对女友关
心备至。 可一次意外却让他失
去了幸福平静的生活， 他开始
意志消沉， 完全变成了另外一
个人。 对于人物前后如此大的
转变， 亓航表示：“这次的表演
很有挑战性， 我必须要完全走
进梁成飞的内心， 才能将他幸
福和失意这两种状态诠释出
来，不会让观众觉得跳戏。我在
这两种心情中来回切换， 演得
也很过瘾。”

目前， 《看风景》 已经在
紧锣密鼓的后期制作中， 并将
于2018年登陆湖南卫视。

亓航挑战多重性格

查干湖畔赏冬捕

中中建建五五局局北北京京公公司司举举行行建建筑筑文文化化节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