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妈妈咪呀！ 》再次出发
本报讯 在2014年完成第三

季巡演后， 新一季的音乐剧 《妈
妈咪呀！》 中文版将于11月起回
归， 并在北京进行52场演出。

音乐剧 《妈妈咪呀！》 讲述
了发生在希腊一个海岛上的浪漫
爱情故事 ,自1999年在英国伦敦
上演以来， 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

440多个主要城市上演 ， 超过
6000万观众观看， 创下超过20亿
美元的票房。 此剧的第14个语言
版本———《妈妈咪呀！》 中文版自
2011年首演以来， 在全国走过了
24个城市， 巡演400余场， 观众
超过60万人次， 获得了来自业内
人士、 专家和观众的好评。

《妈妈咪呀！》 中文版制作
人田元表示， 此剧之所以叫好又
叫座， 很大程度得益于对 “英国
品质” 和 “中国铸就” 的双重坚
持。 今年的再出发， 将继续秉承
一流制作水准， 同时努力彰显中
国音乐剧产业近年来的新成长。

（艾文）

即日起至7月14日
国话先锋剧场

《爆米花》

于彧 整理

话剧 《爆米花》 讲述了著
名导演布鲁斯在奥斯卡颁奖仪
式的一夜之间， 从狂妄自大、
志在必得到心满意足、 风流浪
荡， 再到眼睁睁看着自己亲近
的人一个个倒在受自己所拍摄
电影影响下的两个杀手枪下的
故事。 好莱坞的纸醉金迷、 西
方信仰危机的恶果， 在 《爆米
花》 中得到入木三分的揭示与
刻画。 该剧在紧张刺激的绑架
故事和幽默风趣的喜剧风格
中， 让人们感到娱乐至死的残
酷现实， 并对娱乐化与文化责
任进行深刻思考。

即日起至7月29日
北京剧空间剧场

《长腿叔叔》

■周末剧场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近
日， 北京地铁公司举行 “筑牢安
全基础， 推进安全发展” 主题情
景剧比赛决赛。 此次参赛作品都
是地铁职工自编、 自导、 自演，
以身边鲜活事例为素材， 展现了
地铁人爱岗敬业、 辛勤工作的奉
献精神。

经过前期的海选， 此次共有
来自地铁分公司的10个节目进入
决赛。 每个作品都非常贴近地铁
人的工作和生活， 具有教育和启
发意义。 例如地铁运营三分公司
的作品 《520+》， 讲述的是地铁
司机和女友相识520天， 在纪念
日这一天却没时间陪伴女友 。
“10号线司机跑一圈线路下来就

是两个小时， 中途不能上厕所，
为此连口水都不敢喝。” 从其地
铁司机的同事、 其他司机的家属
和平安地铁志愿者口中， 女友了

解了爱人为保障乘客安全出行所
做的贡献， 以及感受到了他对北
京地铁的热爱， 最终也选择了谅
解和支持。

运营四分公司的参赛作品
《安监巾帼》 则以地铁职工赵雁
飞全力保障乘客安全出行， 甚至
挤占了对家人的关爱时间的真实
事迹改编而成， 并由运四15号线
的乘务员张鹏宇、 杨依燃和昌平
线检修员张霄写出了剧本。 “非
常感人， 通过这个故事， 映射出
赵雁飞对工作认真 、 勤恳的态
度， 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观
看的职工表示。

此次参赛的很多作品融合了
歌舞、 多媒体等形式， 节目形式
新颖。 从不同岗位、 不同工种的
角度， 挖掘了身边鲜活的素材，
展示了地铁人幕后鲜为人知的故
事， 诠释了他们的奉献精神。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职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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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80后、 90后是看着动
画片 《长腿叔叔》 长大的， 中
文版音乐剧 《长腿叔叔 》 将
在京演出 26场。 每场演出仅
有两位音乐剧演员登台， 连唱
带演撑满两个小时。

音乐剧 《长腿叔叔》 改编
自著名作家简·韦伯斯特的同
名小说， 讲述的是孤儿院的女
孩乔若莎与资助自己上大学的
“长腿叔叔” 杰维斯之间的爱
情故事。 演员方面， “长腿叔
叔 ” 分别由出演过 《危险游
戏》 等音乐剧的施哲明与出演
过 《暗恋桃花源 》 的丁辉饰
演， 乔若莎则由张会芳、 陈希
琰、 赵晗君担纲。

地地铁铁情情景景剧剧决决赛赛
展展职职工工奉奉献献精精神神

■文娱资讯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7月11
日下午， 北京市体育局召开新闻
通气会， 介绍即将于下周开幕的
第15届市运动会的筹备情况。 据
赛事组委会介绍， 本届市运会设
置了群众组， 竞技项目和群众项
目分别有8784人、 6329人参加决
赛阶段比赛， 总体参赛规模超过
1.5万人， 创历届赛会新高。

作为本市最高级别的综合性
体育赛事， 四年一届的市运会为
加 强 本 市 全 民 健 身 和 业 余 训
练 广 泛开展 、 培养高水平后备
人才 、 推动青少年体育运动发

展、 提高本市竞技体育水平发挥
了重要作用。

去年，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
改革创新， 增设群众比赛项目，
众多业余选手亮相全运舞台。 本
届市运会也紧跟形势， 设置了群
众项目比赛 ， 包括足球 、 羽毛
球、 武术、 拔河、 半程马拉松等
14个大项、24个小项。让众多普通
体育爱好者登上了市运会舞台，
市运会也“变身” 广大市民参与、
充分展示健身成果的平台。

竞技比赛方面， 共设田径 、
游泳、 体操、 足球、 篮球、 排球

等28个大项、 30个分项， 另设马
术为表演项目。 其中， 作为2020
年东京奥运会新增项目， 空手道
也跻身本届市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之列， 为培养和锻炼专项后备人
才提供了保障。

根据规程， 本届市运会群众
比赛时间为5月至8月初， 截至本
月7日， 已完成半程马拉松、 乒
乓球、 五人制足球等10个大项、
17个小项的比赛， 各项目决出了
一二三等奖共计134个。 值得一
提的是， 各区此前广泛开展了以
“我要上市运” 为主题的健身活

动， 选拔和组建参赛队伍。
竞技项目决赛阶段时间为7

月至8月。 各项目资格赛已于4月
至6月完成， 共有12289人报名参
赛 ， 较上届市运会资格赛增加
4200多人； 经过资格审查， 9766
名 运 动 员 获 得 了 决 赛 阶 段 参
赛 资 格 ， 其中8784人报名参加
决赛阶段比赛， 较上届市运会增
加1007人。

新闻通气会上， 市体育局副
局长陈杰表示， 办好第十五届市
运会是本市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的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 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筹办好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
要求的重要举措 ， 是对我 市 全
面深化体育改革40周年发展成
果的全面展示 ， 也是备战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和 2021年第十四
届 全 运 会 过 程 中 的 一 次 重 要
选拔和锻炼。

下周， 本届市运会开幕式将
在国家奥体中心体育馆上演。 据
陈杰介绍， 开幕式倡导节俭、 高
效的理念， 分成开幕仪式、 体育
展演、 篮球表演赛三大部分， 总
时长约70分钟。

参赛规模超过1.5万人 新增设14个群众项目

北京市第十五届运动会下周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