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为
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培养职工良
好的阅读能力， 日前， 高丽营镇
总工会开展了以 “把握内心， 成
就最好的自己” 为主题的职工读
书沙龙活动， 吸引镇域内30余名
职工读书爱好者参加。

活动现场在 “回溯梦想” 中
拉开帷幕， 导师让现场每人在梦
想卡片中写下 “最初的梦想 ”，
以座谈的形式与大家一起分析梦
想并未实现的原因， 并引导大家
进入读书活动主题 “把握内心，
成就最好的自己”。 在 “好书推
荐” 环节， 导师将现象级励志畅
销书作家汤木的代表作品 《将来
的你， 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
己》 推荐给大家， 并让大家进行
现场阅读 ， 结合自身的生活实
际 ， 分享读书心得 。 活动结束
后， 现场职工读书爱好者表示受
益匪浅 ， 将继续努力学习和成
长， “成就最好的自己”。

据介绍，未来，高丽营镇总工
会将继续开展读书沙龙活动，通
过读书分享活动助推镇域内职工
群体形成 “阅读———学习———交
流”的习惯， 提升职工综合素质，
帮助新时代企业推进公司文化素
质建设， 打造企业书香文化， 为
全镇职工朋友们带去正能量。

社区博物馆联结家与文化

从一早开馆起， 就有金发碧
眼的外国游客用生硬的中文跟挂
在 史 家 胡 同 博 物 馆 大 门 口 的
鹩 哥 问好 ， 年轻的父母带着小
朋友认真学习落地窗上展示的传
统门楼形制， 胡同的大爷大妈们
趁着月季花开， 来博物馆遛弯、
赏花， 一坐、 一聊就是半天， 不
时与串胡同的小年轻儿讲起几十
年前的往事， 甚至用半生不熟的
英文， 跟外国游客介绍起北京胡
同的历史。

到了十点半， 定时讲解开始
了， 观众们跟随志愿者的介绍，
参观博物馆历史、 名人、 老物件
展览。 看似平常的一切， 让这座
小小的博物馆焕发出格外的精彩
与活力。

据朝阳门街道办事处主任董
凌霄介绍： “史家胡同博物馆建
成于2013年， 从落成起就是东四
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金名片， 发挥
着文化展示、 居民会客、 社区议

事的三厅职能， 也是探索新时代
基层治理路径的特色基地。”

据了解， 自2017年， 东城区
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和北京市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建史家胡同博
物馆以来， 责任规划师们策划包
括口述历史发掘、 文化展览、 胡
同微花园更新、 国际设计周等集
合文化与民生、 传统与现代的一
系列在地活动， 让小小社区博物
馆成为探讨历史文化街区景观、
儿童友好社区建设、 传统文化与
在地文化留存的基地， 发挥出超
越传统博物馆功能的价值。

这些实践与理论成果， 促成
了源流运动与史家胡同博物馆的
跨界合作———“家PLUS———共话
博物馆+社区营造” 国际博物馆
日主题论坛。

专家分享社区博物馆建
设经验

本次主题论坛吸引了北京博
物馆学会副常务理事长祁庆国、
上海博物馆社教部原主任郭青

生、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冯斐菲、 山西大学副校长杭侃等
专家参与。

论坛上， 郭青生结合多年的
博物馆教育经验， 从新博物馆学
的角度切入， 以日本的历史街区
为案例， 总结国外的成功经验和
案例， 用来分析史家胡同博物馆
的发展对史家胡同街区建设的积
极作用。

祁庆国从博物馆行业发展和
理论推进层面剖析了当前国内博
物馆行业结构及现状， 认为以史
家胡同博物馆为代表的社区博物
馆发展优化了我国博物馆行业
整 体 结 构 ， 且 其 实 践 已 先 行
于理论在基层开花结果。 在今后
的工作中 ， 从业人员应以实践
助推理论进步， 同时努力推动博
物馆行业完善机制， 为社区博物
馆生存和发展争取更具活力的基
层环境。

独特的跨界视角与丰富的分
享内容， 吸引了众多关注社区博
物馆话题的观众。 一名特意从外
地赶来参加活动的观众说： “这
是 一 次 别 开 生 面 的 论 坛 ， 让
我从更加专业的角度认识了社区
博 物 馆 与 胡 同 文 化 ， 也 对 历
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更新有了新
的理解。”

□本报记者 边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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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活了
很久很久的树》

2019南锣鼓巷
戏剧展演季开幕

在 《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
树》 书中， 作者以17个章节分别
介绍了17种常见的树木， 包括樱
树、油橄榄、柏树、 橡树、白蜡、杨
树、冬青、桦树、榆树、柳树、松树
和苹果树等。 从民间传说、 自然
科学、文学、文化历史、欧洲艺术、
宗教、古代神话和现代医学、日常
用途等方面揭示了这些树在西方
文明中的历史流变、 文化意义和
重要影响。 配合着优美的文字和
精美的插图， 书中充满了关于树
木的有趣发现、 独到见解和深刻
哲思， 也会引发读者去思考人与
树木的关系、 人与环境的关系以
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戏剧东城·2019南锣鼓巷戏
剧展演季以 “戏剧即生活” 为主
题， 于5月20日晚在中央戏剧学
院实验剧场拉开帷幕。

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由东城
区戏剧建设促进委员会主办， 东
城区委宣传部、 东城区文化和旅
游局承办， 作为戏剧东城品牌活
动之一， 以突出东城元素， 传播
戏剧知识 、 鼓励群众参与为特
点， 已举办八届， 推出了360部
剧目， 其中讲述东城故事的原创
剧目31部， 演出1000余场， 观众
24余万人次。 本届展演季从5月
底持续至9月初， 历时3个多月，
分为原创话剧、 邀演剧目、 环境
戏剧3大板块 ， 将在首都剧场 、
保利剧院、 长安大戏院、 隆福剧
场、 人艺实验剧场等辖区11个剧
场为观众呈现近百场的戏剧演出
和系列活动。

进化升级 热门剧目登台

作为本届展演季开幕戏 ，
《生逢灿烂》 以东城区北京第二
打火机厂和毛绒玩具厂工人家庭
生活为原型， 讲述了三个家庭两
代人近40年的命运纠葛的故事。
该剧荣获了2018年东城区原创剧
目一等奖。 此次演出特别邀请了
“邓颖超” 扮演者黄薇、 电视剧
《康熙王朝 》 佟妃扮演者朱晏 、
国家一级演员卓林倾情加盟。

与往届展演季不同， 本届展
演季不仅邀请了首都剧场的话剧
《古玩》、 北京喜剧院的话剧 《阳
台》、 长安大戏院的京剧 《白蛇
传》 等经典剧目， 还邀请了保利
剧院的 《解忧杂货店》 和音乐剧
《一个美国人在巴黎》 等时下热
门剧 ， 进一步丰富了展演季内
容， 同时提升了展演季整体演出
品质。

互动戏剧 让戏剧更有趣

本季戏剧展演季突出参与
性，继续推出最受市民喜爱、参与
性强的环境戏剧板块， 让参与者
领略戏剧的好玩有趣。 今年的环

境戏剧以话剧百年主题公园———
青年湖公园作为主场， 同样吸引
眼球的还有77文创园这一戏剧文
化新地标 ， 以及极具文艺范儿
的角楼图书馆。

环境戏剧由大学生戏剧社带
来 《红玫瑰与白玫瑰》 《风雪夜
归人》 等24个经典剧目片段， 还
有 “快闪变脸” 游戏、 亲子对对
碰、 戏剧台词漂流、 心灵魔术、
观察表情猜剧名等10项戏剧类互
动游戏， 鼓励戏剧爱好者、 戏剧
观众在剧场外空间进行有趣的戏
剧游戏互动深度感受戏剧的趣味
性， 鼓励更多人热爱戏剧， 让戏
剧融入生活， 感受戏剧的艺术魅
力和乐趣。

鼓励原创 集聚创作资源

近年来， 东城区通过出台配
套政策、 设立专项资金、 引入名
人工作坊等， 集聚了大量创作资
源， 吸引戏剧工作者落户， 鼓励
开展剧目创作。 近三年推出了31
部讲述 “东城故事 ” 的原创剧
目， 演出257场， 发放惠民票3万
余张。 其中 《将军里》 《留取丹
心》 获得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
《将军里》 入选 “北京故事” 优
秀小剧场剧目展演。 《十年》 获
得第二届华语戏剧盛典最佳年度
小剧场剧目。

依托于原创剧目资源、 戏剧

品牌活动以及演艺区的集聚基
础 ， 今年精心推出 《稳稳的幸
福》 《碧血丹心大将军》 《男保
姆》 《最美时光》 等7部原创剧
目。 其中， 作为 “丹心三部曲”
的完结篇， 《碧血丹心大将军》
以东城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三
祠” 为创作基础， 将再现大将军
袁崇焕的爱国和敢担当的侠义精
神； 《稳稳的幸福》 则以中轴线
申遗和天坛周边简易楼的腾退为
主线， 展现了老北京的邻里情和
新北京的幸福生活。

戏剧东城 构建新格局

戏剧东城经过 10余年的发
展， 已经成为东城区的一张文化
名片， 目前， 东城区已有注册艺
术表演团体53个， 演出经纪机构
292个， 辖区剧场37个， 剧场设
施占全市总量的40%， 票务营销
占全市总量的90%， 行业收入占
全市文化艺术业总收入的20%。
戏剧东城将统筹整合资源， 将资
源优势外化凸显转变为发展优
势， 积极构建人才汇集、 剧目涌
现、 机构领先、 演出活跃、 交流
密集和消费集聚的 “戏剧生态”，
致力于将东城区打造为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 “全国戏剧中心”， 让
皇城根脚下这片文化沃土孕育出
更加绚烂的戏剧之花！

本报记者 于佳 摄

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博物馆之一， 也是海外收藏
中国文物数量最多、 品类最为丰
富的博物馆 。 自1753年创立至
今 ， 大英博物馆已收入多达2.3
万件中国藏品， 其中就包括著名
的明永乐甜白釉碗、 被称为 “中
国美术史开卷之图” 的 《女史箴
图》， 以及大量珍贵的敦煌文物。

这本 《大英博物馆中国简
史》 与2017年出版的 《大英博物
馆世界简史》 一脉相承。 书中将
7000年的中华文明史分成6个阶
段， 根据各个时期物质文化的特
点， 从众多藏品中精选出600件
进行解读。 其中既有人们熟知的
商周青铜器、 唐宋书画、 明清瓷
器， 也有不少现当代的艺术品，
如吴冠中的国画 、 徐冰的天书
等， 旨在让读者通过文物认识中
国从新石器时代直到今天的政
治、 社会和工艺创作的演变。

■职工文化

高丽营开展
职工读书沙龙活动

专家共话社区博物馆建设成就
□本报记者 边磊

5月18日， 史家胡同博物馆论坛于国际博物馆日当天举行， 这也是自中国博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
会以来， 文博专家云集的国际博物馆日论坛首次在一座社区博物馆举办。 本场活动不仅为新时代博物
馆展示经验成果搭建了舞台， 更为文博专家与规划师搭建了“跨界”桥梁，促进历史街区保护更新与文
化建设的协作共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