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一年四季行好运， 八方财宝
进家门” 拿着首都中书画家亲
笔书写的春联和福字， 密云区
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职工们脸
上都笑开了花。 近日， 来自北
京市总工会职工书画协会的职
工书画艺术家们， 现场书写了
200余幅春联和福字， 送给了
密云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一
线职工们。

据了解， 北京职工书画协

会 “迎新年———翰墨雅集暨
2019新春为一线职工写春联送
福字” 活动， 系北京市总工会
“两节” 送温暖活动项目之一，
“今年计划开展五场职工书画
家走进基层单位、 重点工程项
目工地为职工写春联 、 送福
字、 画年画活动， 走进密云区
是活动启动后的基层首站 。”
北京职工书画协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 据悉， 活动预计开展十
场左右。 王路曼 摄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东城
区体育馆路街道日前举办街道志
愿者慰问演出， 用文化大餐给志
愿者带来欢乐。

由文化志愿者们带来的表演
节目展示了2018年驻街单位、 社
会组织以及众多的地区志愿者们
无私奉献和暖心服务事迹。

体育馆路街道工委副书记刘
从容介绍， 开展此次活动目的在
于增强志愿者服务队的凝聚力。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 街道
还将有一系列的迎新春活动， 如
音乐会、 微庙会、 游园会、 观影
等， 与地区居民共同度过一个愉
快的、 充满年味儿的春节。

2019元旦过后的第一个周末，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国家大剧
院， 在音乐厅中聆听一场 “周末音乐会”， 共度美好的假期。 1月6日
上午， 国家大剧院2019年 “周末音乐会” 的首场演出如约奏响。 著名
青年指挥家李昊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 携手古筝演奏家吉炜为
现场近1800名观众献上了一场高水准的中外经典。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国家大剧院奏响“周末音乐会”

■职工文化 体育馆路文艺大餐送志愿者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1月6日晚 ， 伴随着热闹的
开场舞 《花儿迎春里来 》，
以 “乘时代东风 燃青春梦
想 ” 为主题的2019昌平青
少年春晚拉开了序幕。

2016年，昌平团区委首
次举办青少年春晚， 将春晚
定位为区级大型百姓文化活
动。经过三年的实践，春晚活
动已成为昌平共青团品牌活
动， 并成为全方位展示全区
青少年素质教育成果和风
貌，传递活力昌平、传播青春
正能量的舞台。当晚，青少年
演员们盛装亮相， 将最佳的
精神状态和精彩表演为观众
打造了一场视听盛宴， 体现
昌平特色和区域发展成果。

本报记者 周世杰 摄

2019昌平
青少年春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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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展览

即日起至2月20日
故宫博物院

韩美林生肖艺术大展

于彧 整理

紫禁城里过大年
即日起至4月7日
故宫博物院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
统节日。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己
亥年春节， 让传统的节庆文化鲜
活起来， 为观众带来节日的文化
享受， 故宫博物院于即日起在午
门 雁 翅 楼 展 厅 举 办 “贺 岁 迎
祥———紫禁城里过大年” 展览。

此次展览分为文物展览和实
景体验两部分。 文物展览位于午
门正殿和东西雁翅楼展厅， 共展
出文物885件 （套）。 展品主要精
选自故宫博物院珍藏， 并得到中
国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 沈阳故
宫博物院、 首都博物馆、 天坛公
园管理处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实
景体验部分包括整个紫禁城开放
区域， 都成为春节文化的展场，
在宫殿门口会悬挂着寓意吉祥的
春 联 、 门 神 ， 在 廊 庑 下 装 饰
着 华 美的宫灯 ， 在乾清宫和皇
极殿的丹陛上下竖立着高大的天
灯、 万寿灯， 总共使用仿制品超
过1000件。

新华社电 婚礼遭遇葬礼 ，
一次再出发的人生旅途 。 1987
年 ， 以色列国宝级戏剧家汉诺
赫·列文用戏谑的笔触写下了八
幕喜剧 《冬天的葬礼》； 2018年，
以色列导演亚伊尔·舍曼带领山
下学堂学员排演了该剧中文版。
1月2日至6日该剧在山下剧场连
演5场， 这也是该剧中文版在世
界范围内的首次演出。

列文一生创作剧作60余部，
将以色列戏剧推至前所未有的高
度 ， 被誉为 “以色列的良心 ”，
其作品被译成20余种语言在全球
上演。 列文是首个被介绍到中国
的以色列剧作家， 他的巅峰之作
《安魂曲》 曾三度应邀来华演出。

《冬天的葬礼 》 中 ， 拉切
克·布比切克答应了妈妈的临终
请求： 邀请全家人来参加她的葬

礼 ， 而姑妈正在为女儿筹备婚
礼， 但根据习俗， 家人去世不能
举行婚礼。 嫁女儿还是葬亲人？
得知葬礼消息的那个夜晚， 所有
人共赴了一场奇异的 “旅行”，在
遭遇一系列意外后， 婚礼如期举
行，而大家又在葬礼上会合……

剧本《冬天的葬礼》曾由列文
亲自导演在以色列哈比玛国家剧
院首演，在接下来的30多年中，该

剧在以色列各大剧院和表演学院
轮番上演。 2018年，以色列新生代
导演亚伊尔·舍曼为以色列贝尔
谢巴剧院重新排演了这部剧作。

舍曼说，在《安魂曲》中，列文
将生与死的思辨浓缩在感人又意
蕴悠长的对白中， 而向前回溯，
在 《冬天的葬礼》 中， 他将对死
亡的思考、 对生命的理解， 暗藏
在欢快而又略带荒诞的情节中。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大量创
作了 “十二生肖 ” 形象的艺术
家， 韩美林创作的作品曾经四次
被载入具有国家名片之称的邮
票。 本次展览以韩美林的 “生肖
艺术” 为核心， 选择了绘画、 书
法、 雕塑、 陶瓷、 紫砂、 木雕、
铁艺、 民间工艺等使用传统媒介
的创作类型， 以体现艺术家对传
统技艺、 传统风格、 传统美学等
的理解与传承， 与此同时又能从
个性气质与时代精神等多个角度
来 阐 发 韩 美 林 的 艺 术 突 破 与
艺 术 创新 。 展览分为 “生生不
息 ” “艺术魔墙 ” “艺术大篷
车” “‘邮’ 中赞美” “为美成
林” 共五个部分， 分别从不同角
度呈现了韩美林的艺术创作和探
索历程。

列文剧作《冬天的葬礼》中文版首演
延续《安魂曲》生死思辨

首都职工书画家
为密云一线职工送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