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 8月2
日， 一大群热爱文物修复的学生
在故宫里， 跟着老师学 “日晷”
的使用方法。 当日， 2019 “大国
工匠出少年” 文物修复夏令营在
故宫博物院闭营。 在为期6天的
文物修复技艺探索之旅， 来自全
国各地的小朋友们亲身体验了文
物修复技艺的绝妙， 感受了中华
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本次夏令营本着 “亦研学、
亦传承、 亦守护” 的精神， 秉承
“领悟中国历史文化， 探索古今
传承技艺” 的学习理念， 在文物
修复专家的悉心指导下， 青少年
营员认真学习， 提高了自己对文

物保护、 文物修复的兴趣。
青铜器修复组的李泽霖说：

“第一次修复宋钱， 我在兴奋的
同时也小心翼翼， 经过认真地除
锈、 清洗， 古钱的容貌终于得以
显现， 我非常高兴。”

在闭营仪式上， “第二届文
物知识公益竞赛” 宣告启动。 此
次竞赛以 “故宫文物知多少” 为
主题，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 ， 以故宫馆藏文物资料为依
据， 利用多媒体、 影像、 图文等
形式体现。 竞赛将于9月正式开
赛， 届时参赛者可以通过微信公
众号 “大国工匠出少年” 了解竞
赛规则及参与竞赛。 陈艺 摄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近日，
国家大剧院特别策划的 “寻找最
萌小播报” 之 “小播报声音工作
坊” 活动在国家大剧院新闻发布
厅举行。 15位小朋友走进国家大
剧院专业录音棚， 为即将举行的
2019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
录制了各具特色的播报音频。

据介绍， 本次活动由国家大
剧院联合北京新闻广播 《成长日
记》 栏目共同推出， 经过评委初
筛 、 网络投票复选以及终轮选
拔， 最终选拔出15位小朋友。

当天活动中， 资深主播为小
朋友们亲身示范 ， 并通过声音
秀、 趣味口部操， 科学发声与气
息训练等形式与现场小学员们互
动， 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带领孩子
们练习播报基本功。

培训活动结束后， 小小播报
员们走进国家大剧院专业录音
棚， 以中英双语的形式， 录制了
各具特色的播报音频。 这些音频
将出现在8月6日至9月8日举行的
2019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
的舞台上。 陈艺 摄

新华社电 2016年 ， 黄磊 、
海清领衔主演的 《小别离》 以轻
喜剧呈现亲子关系、 升学压力、
留学教育等话题，成为当年的“爆
款剧”。时隔3年，原班人马创作的
姊妹篇 《小欢喜》7月31日开播，
主要通过三组 “高考家庭” 的日
常生活， 探讨教育的本质。

该剧总编剧兼主演黄磊7月
30日在京介绍， 《小欢喜》 依旧
改编自鲁引弓的同名小说， 以方
圆、 童文洁夫妇的视角， 讲述了
方家、 季家、 乔家等几个高三考

生家庭一年中的故事。
“中国普通家庭里有万千个

方圆和童文洁， 《小欢喜》 关注
着当下普通人的生活。” 黄磊说，
“教育的本质是人的修行， 而亲
子教育是父母最好的修行。”

导演汪俊说， 《小欢喜》 是
一部踏踏实实的现实主义作品，
力 求 通 过 细 腻 而 尖 锐 的 写 实
镜 头 ， 勾勒一幅中国式家庭教
育众生相。 “希望所有的父母都
能放下焦虑， 欢喜应对人生每一
场考试。”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8月
2日晚 ， 以 “游画廊 、 品国粹 、
赏世园” 为主题的2019百里画廊
山水戏剧文化周活动在延庆区千
家店镇拉开帷幕。 活动将持续至
8月10日， 期间， 1个主会场和3
个分会场共举行戏剧文艺演出18
场， 红色评书9场， 非遗大舞台6
场。 预计吸引游客及当地群众近
4万余人次参加， 让市民领略中
国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当晚， 延庆区千家店镇文化
广场灯光璀璨， 游客如织， 所有
的目光都聚焦在流光溢彩的舞台
上。 时隔一年， 深受群众喜爱的
戏剧文化盛宴在国家4A级旅游
景区百里山水画廊再次上演。 京
剧、 评剧、 河北梆子、 北京曲剧
等国粹艺术轮番登台。

活动期间， 广大市民每天晚
上7点可以在千家店镇文化广场
欣赏到由专业剧团带来的河北梆
子 《金水桥》 《四郎探母》、 评
剧 《牙痕迹》、 儿童剧 《七彩宝

贝》 等多部经典剧目。 此外， 在
硅化木景区、乌龙峡谷景区、滴水
壶景区、石槽、大栜树、平台子、花
盆村等分会场也将在不同时段举
行红色评书、 文艺演出、 非遗大
舞台、 戏曲进乡村活动。

除了精彩的戏曲演出还有美
食一条街和民俗文化展示， 游客
可以一边欣赏戏剧节目， 一边品
尝乡村美食， 还可以与非遗传承
人共同体验画脸谱 、 剪纸 、 面
塑、 糖画、 绳结等绝活儿， 近距
离体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据了解， 千家店镇拥有悠久
历史的戏曲文化底蕴， 在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 就活跃着10余支业
余戏曲演出团队 。 自 1993年 开
始 ，每年春秋时节都坚持举办
朝 阳 寺 、关 帝 庙 、龙 王 庙 三 大
庙会 。 自2016年起 ， 千家店镇
人民政府推进戏曲进乡村， 在每
年盛夏举办 “百里山水画廊戏剧
文化周” 活动， 弘扬传承优秀历
史文化。

■文娱资讯 ■银幕掠影

导演： 滕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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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文伟鸿
8月7日

警匪动作电影 《使徒行者2：
谍影行动》 由张家辉、 古天乐、
吴镇宇、 姜珮瑶主演， 马德钟、
张亦驰、 刘宇宁联合出演。 影片
从一场童年伙伴的意外失散缘
起， 30年后因一桩罪案， 曾经的
兄弟再度相见， 却已身处不同阵
营。 随着对罪案调查的深入， 一
个多年来隐于幕后的恐怖组织渐
渐浮出水面。

《使徒行者2： 谍影行动 》
保留了前作三大经典元素 ： 警
匪、 卧底、 兄弟情， 以及导演及
主演等金牌阵容， 但却是以全新
的人物关系展开故事。 兄弟战场
也由前作的巴西变身为此次的缅
甸、 西班牙， 张家辉、 古天乐、
吴镇宇 “铁三角” 将以新身份演
绎全新的谍影行动。

《使徒行者2：
谍影行动》

新华社电 由中国艺术研究
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好手艺展”
3日亮相中国美术馆，组委会从来
自全国的优秀手工艺作品中，精
选出一百件（套）“好手艺”与观众
见面。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8月11
日，观众可凭身份证免费参观。

展览中， 刺绣作品 《苏州新
梦———园林组画之月光松影》 吸

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 。 绣品长
235厘米、 宽135厘米， 以苏绣传
统技法表现现代题材； 作品以针
代笔， 通过多种针法组合， 勾勒
出光影的美妙瞬间， 展现了苏绣
艺术的独特魅力， 令前来观展的
观众纷纷称赞不已。

据悉 ， 参展的百件 “好手
艺” 从作者自荐、 实地征集、 专

家推荐的2000余件优秀手工艺作
品中脱颖而出， 除了刺绣作品，
还包括金属工艺、陶瓷、雕刻、漆
艺、剪纸等众多工艺门类。 “希望
通过展览， 让越来越多的专家和
观众看到我们的作品， 提出宝贵
意见和建议。 ”参展者史小明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
究所所长邱春林介绍 ， 展览以

“材美、 工巧、 器韵、 时宜” 四
要素作为甄选和评判 “好手艺”
的标准。 所谓材美， 是指珍惜材
料、 巧用材料； 所谓工巧， 是指
工艺独具匠心， 能恰到好处地服
务于实用功能和审美意图； 所谓
器韵， 是指作品整体完美、 宛若
天成； 所谓时宜， 指作品形制新
颖、 时代感强。

电影 《上海堡垒》 由鹿晗、
舒淇领衔主演， 石凉、 高以翔、
王宫良、 王森、 孙嘉灵主演。 电
影讲述了大学生江洋追随女指挥
官林澜对抗外星人， 拯救地球的
故事。

影片改编自江南2009年出版
的同名小说， 原小说作者江南也
参与了全程的编剧工作， 不仅要
尊重原著， 还要兼顾技术的可行
性， 做了近3年的改编工作。 江
南表示 ， 电影中涉及爱情 、 友
情、 家国之情， “呈现的人与人
之间的情感， 是非常中国化的”。
电影放大了原著中的战争元素，
第一次在国产电影中正面迎战外
星文明， 第一次将中国上海设置
为未来战场， 观众也将第一次看
到整座城市的沉没。

百件“中国好手艺”亮相中国美术馆

国家大剧院“寻找最萌小播报”

《小别离》姊妹篇
《小欢喜》开播
黄磊海清再探教育本质

故宫里学“日晷”文化

延庆百里画廊
迎来山水戏剧周
预计吸引4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