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讯 （ 记 者 刘 欣 欣 ）
“坚持原则忠于职守， 不断优化
自我升级。 政策宣传及时准确，
职能发挥力求到位。 激发居民共
建 共 享 ， 书 香 裕 民 读 聚 时 光
……” 安贞街道十余位社工自编
自演的快闪 《社工说》， 用真实
的经历、 朴实的语言， 让在场观
众们对社工工作有了更进一步的
了解， 赢得了满堂喝彩。

1月21日， 朝阳区安贞街道
举办“福满京城 春贺神州”安贞

街道第四届春晚活动， 活动共分
为“贞·声”“贞·韵”“贞·梦”三个
篇章，吸引了党员、群众、辖区单
位工作人员等百余人参与。

据了解， 此次活动前期筹备
了2个多月，通过线上、线下节目
征集，共收到百余个作品，最终筛
选出13个节目在现场演出， 涵盖
舞蹈、歌曲、小品、模特、戏曲、器
乐等多个形式。

现场，社工们自编、自导、自
演的快闪节目将活动推到了高

潮。他们平均在社区工作时间近5
年， 通过收集整理日常在社区工
作时的种种收获， 用一年的时间
将工作总结出来，并加以创作。

“平时我们接触最多的就是
社工，今天看了这个节目，特别有
共鸣， 他们为社区建设付出了太
多努力， 是名副其实的社区百事
通。 ”看完节目后一位居民说。

安贞街道自2016年起开办百
姓新春联欢， 旨在用节目的形式
展现身边之美、 赞美社区生活。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记者昨
天了解到，2019年北京国际电影
节北京市场签约仪式将于4月19
日举行， 目前正邀约电影产业链
相关项目集中展示签约。

作为一年一度的国际电影盛
事， 北京国际电影节除了北京展
映、主题论坛、电影嘉年华等丰富
多样的活动之外， 北京市场的签

约仪式亦备受瞩目。 签约仪式举
办八年来签约额已累积突破千亿
元。 历届签约仪式通过一系列电
影项目及产业建设等重磅合作项
目的签约， 为电影行业的资源整
合与合作交流提供平台。

北京市场将为签约项目提供
免费签约平台，并颁发“重点签约
项目”荣誉证书，提供北京国际电

影节优质宣传资源， 同时北京市
场重视签约项目未来发展， 将加
大力度为签约项目后续的发展链
接更多产业资源与市场服务。

据悉 ，2018年共有79家公司
达成签约合作的38个重点项目亮
相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
场签约仪式，总金额达到260.825
亿元。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1月
22日下午， “福满京城 春贺神
州” 2019年新春劳模团拜会在西
国贸大酒店1号厅举行。 来自丰
台区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 先进
集体代表 、 各直属基层工会主
席、 丰台区老年书画研究会的书
画家们共计400余人共同观看了
演出。

走进团拜会现场 ， 丰台区
老年书画研究会的书画家们挥毫
泼墨， 为劳模代表赋诗、 作画、
写春联， 得到了劳模们的欢迎和
赞赏。 劳模们纷纷拿着写好的作
品与书画家合影留念， 现场气氛
十分热烈。

随着钟声的敲响 ， “福满
京城 春贺神州”新春劳模团拜会
正式拉开帷幕。 《红旗颂》《年夜
饭》《为祖国干杯》《张三快乐的天
堂》《我爱你中国》《剪梦》 等节目
表达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以及对
劳模们的美好祝福。

有劳模表示 ： “感谢丰台
区总工会给我们送来的新春 ‘文
化大餐’， 我们将继续发挥劳模
的示范引领作用， 为丰台区各项
事业发展 ‘上台阶’ 贡献力量！”

22日晚， 第91届奥斯卡提名
名单揭晓， 《罗马》 《宠儿》 以
10项提名领跑。 《黑豹》 成为首
部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超级英
雄电影， 该片一共获得7项提名。
Lady Gaga以电影 《一个明星的
诞生》 首度入围最佳女主角。

《罗马》：Netflix影片首
次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

《罗马》 和 《宠儿》 可谓是
本届奥斯卡的最大热门， 都入围
了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女
主等10项提名。

《罗马》大获全胜，这也是网
飞 (Netflix)影片首次获得奥斯卡
最佳影片等提名。 该片此前曾获
得影评人高度评价， 去年还曾获
得金狮奖以及多项影评人奖项。

这是一部带有导演阿方索·
卡隆浓重个人色彩的影片， 他承
担了编剧、 导演、 制片、 剪辑和
摄影等工作， 剧情也是基于阿方
索的儿时记忆创作。 特别的是，
《罗马》 完全用黑白影像讲故事。

故事发生在墨西哥城一个名
为 “罗马” 的中产阶级社区， 讲
述了年轻女佣克里奥为长期与丈
夫分离的索菲亚一家工作， 照顾
着索菲亚的四个孩子， 而突如其
来的消息使克里奥与四个视为己
出的孩子面临生离死别的故事。

电影透过一个在中产家庭工
作的保姆的视角， 展现了上世纪
70年代墨西哥的社会变迁。

《宠儿》：三个女人都入围

同样热门的 《宠儿》 评价也
颇高， 它也曾入围金狮奖， 但最
后惜败 《罗马》， 不知在奥斯卡
的角逐中会怎样。 跟 《罗马》 不
同， 《宠儿》 回到了18世纪的英
格兰皇家宫廷， 讲述了公爵夫人

莎拉与女仆阿比盖尔， 为得到安
妮女王信任而上演的一场场勾心
斗角的故事。 外媒曾评价， 《宠
儿》 是智商在线的宫斗大戏。

《宠儿》 的故事围绕三个女
人展开， 安妮女王是本片的核心
人物， 饰演她的奥利维亚·科尔
曼也入围了最佳女主角， 而饰演
女仆的 “石头姐” 艾玛·斯通和
饰演公爵夫人的蕾切尔·薇姿也
同时入围了最佳女配角。 这也是
“石头姐” 在 《爱乐之城》 《鸟
人》 之后的第三次入围。

《黑豹》：漫威电影首次
入围最佳影片

漫威出品的超级英雄电影
《黑豹》 入围最佳影片， 这也是
历史首例。 《黑豹》 故事背景承
接 《美国队长3： 内战》， 讲述了
黑豹回到了瓦坎达担任国王， 然
而当过去的劲敌再次出现， 他被
卷入一场正邪大战当中的故事。

在 《美队3》 中， 特查拉的
父亲在联合国演讲时被炸死， 特
查拉顺延变成新的瓦坎达的国
王， 也就是新的黑豹。

黑豹这一角色最早由斯坦·
李和杰克·科比于1966年创造 ，
是第一个在主流美国漫画公司登
场的非讽刺类黑人英雄 。 《黑
豹》 上线后不仅口碑较好， 票房
也全线飘红。 《黑豹》 也被评为

漫威超级英雄电影最好的一部。

Lady�Gaga首度入围最
佳女主角

很多人对歌手Lady Gaga并
不陌生 ， 但对于演员Lady Gaga
却不熟悉。 作为一部音乐电影，
《一个明星的诞生》 曾选碧昂斯
担 任 女 主 角 ， 2016 年 ， Lady
Gaga才正式加盟。 该片翻拍自美
国1937年的同名电影， 讲述了日
渐过气的乡村乐明星杰克逊帮助
一个有着明星梦的年轻女孩艾利
实现音乐梦想的故事。

艾利的名气越来越大， 她和
杰克逊也陷入热恋。 但伴随而来
的是杰克逊自己的音乐事业江河
日下， 这让他陷入抑郁， 并再度
开始酗酒……

首 次 触 电 大 银 幕 ， Lady
Gaga就全素颜出镜， 还要求所有
的歌曲一定要现场真唱， 还为影
片创作了多首歌曲 ， 她演唱的
《Shallow》 也获得第76届金球奖
最佳原创歌曲。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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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剧场

1月25日至2月10日
首都剧场

《全家福》

于彧 整理

《大话西游
之大圣娶亲》
1月23日至1月27日
梅兰芳大剧院

24年前， 电影 《大话西游》
上映， 经典的荧幕形象已成为今
日不朽的传奇。 至尊宝与紫霞的
爱情故事更像是陈酿的老酒， 余
香缭绕， 耐人寻味……24年后，
西安电影制片厂授权的 《大话西
游之大圣娶亲》 舞台剧将登陆北
京梅兰芳大剧院。

作为孙悟空托世的至尊宝，
为救娘子白晶晶， 从五百年后意
外穿越回五百年前， 却遇上了下
凡找寻如意郎君的紫霞仙子。 两
人一见钟情 ， 却因为各自的命
运， 让相互都痛苦万分。 因缘际
会， 最终至尊宝放下了做人的机
会， 遵循了佛法大义， 变回孙悟
空， 脚踩七彩祥云， 回去营救危
难中的紫霞， 但代价却是从此不
能再有任何情爱瓜葛， 当然也包
括紫霞。 而紫霞同样为了爱放弃
了做神仙的机会， 凡体肉身只为
眼前的至尊宝， 但在她满心欢喜
迎接自己心中的英雄之时， 为救
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第91届奥斯卡提名亮点多

话剧 《全家福》 根据叶广芩
同名小说改编。 北京人艺投入强
势创作阵容， 一批颇具实力的中
青年演员共同演绎这段时代变革
中悲欢离合的世俗生活故事。

在老北京一个平民化的小四
合院内， 却伫立着一座华贵的影
壁， 它和主人一起经受了一次次
严酷的风吹浪打。 昔日， 这里曾
居住着一位在清宫当差的营造厂
老掌柜；如今，他的后人王满堂承
袭先辈事业， 继续恪守着建筑行
“平如水、 直如线” 的人生准则。
《全家福》所表述的正是半个世纪
的时代变迁给古建筑行业带来的
巨大考验及王满堂一生的传奇经
历，加上四合院里的两户邻居，为
纷扰的生活增色添彩。

漫威电影首次入围最佳影片

丰台2019年新春
劳模团拜会落幕 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签约仪式发出邀约

提供免费签约平台及北影节优质资源

安贞街道“草根”春晚吸引百余人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