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工文化

近日， 北京稻香村几家夜间客流量较大的门店夜间营业时间延长
两小时， 并开设了夜间专场。 除了销售产品以外， 这些延长营业时间
的门店还开展了京式月饼DIY、 兔爷彩绘等体验活动。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诵读经典， 推荐好书， 分享思
考……近日， 大龙控股公司工
会开展了一场以 “品味书香、
与书为友” 为主题的职工读书
沙龙活动， 来自企业各部室、
各分子公司36名干部职工参与
了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 在一名读书导
师的引导下， 大家首先思考了
当下读书的意义和重要性， 了
解了首都职工素质工程手机阅
读资源和数字图书资源的使用
方法 。 随后 ， 在轻松的氛围
中， 每名职工进行阅读分享。
在经典诵读环节， 他们采用接
龙朗诵的方式带领在场工会干
部感受好文章的魅力； 好书推
荐环节， 大家分别推荐了 《曾

国藩传》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
习惯》 《送你一颗子弹》 《奇
特的一生》 等优秀书籍； 自由
讨论环节则引发了大家思想
的碰撞与启发； 才艺展示环节
以访谈、 情景剧等形式生动展
现出书中人物的经历， 带来新
的思考。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营造
了重视学习、 崇尚学习、 自觉
学习的良好氛围， 工会干部们
表示受益匪浅。 “未来， 公司
工会将会以职工书屋为主要阵
地， 继续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
丰富的读书分享会 ， 为喜爱
阅读的职工提供文学交流、 专
业交流 、 共同进步的平台 。”
大龙控股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 由徐
峥监制 ， 杨子导演的电影 《宠
爱》 近日首次曝光 “演员名单”。
有趣的是， 此次通过海报官宣的
“演员” 们为六只呆萌可爱的小
动物。

电影 《宠爱》 讲述了与孤单
相伴的人们， 生活因宠物改变，
继而发生的一系列欢乐甜蜜的暖
心故事。 该片剧组请来了众多好
莱坞金牌动物演员， 包括 《萌犬
好声音》 中的金毛Luther、 《汪
星卧底》 罗威纳犬Que、 《狗狗
之日》 梗犬主演Benny， 都是从
影多年的 “老戏骨”。 而其中最
为大家熟悉的 “噬元兽” 橘猫，
更是在 《惊奇队长》 上映之前，
就已经被剧组相中 ， 成为 《宠
爱》 中的重要一员。 而除了常见
的猫咪、 萌犬外， 小猪Bell更是
带来不少惊喜。

据介绍， 小猪Bell并不是品
种特别的宠物猪， 而是一只普通
的家养猪。 为了挑选到合适的小
猪演员， 剧组在去年12月便在近
千只小猪中进行海选。 最后， 小

猪Bell凭借 “颜值 ” 脱颖而出 。
在相继通过适应性训练和特殊集
训后， Bell终于可以 “听懂” 训
练师的要求， 并完成许多复杂高
难度的动作。

据悉， 由真乐道文化、 海润
影业出品的电影 《宠爱》， 将于
今年12月上映。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 由黄
建新监制导演， 宁海强共同导演
的电影 《决胜时刻》 将于9月12
日中秋档全国上映 。 该片聚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多
个重大历史瞬间， 描绘了热血澎
湃的战争场面。 昨天， 该片曝光
“1949国家记忆” 特辑。

这一特辑带领观众重回70年
前的燃情岁月， 呈现了在国共和
谈破裂之后 ， 中共中央当机立
断， 坚决发起渡江战役， 解放全
中国的历史， 高瞻远瞩的决策、

充满斗志的冲锋， 再现一段值得
铭记的光辉历程。

据悉， 作为一部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重点献礼
影片， 《决胜时刻》 匠心独运，
再现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这段重
要历史。 开拍前， 编剧何冀平用
四个月时间研究数百万字史实资
料， 梳理出香山这段历史的脉络
和丰富细节， 并精心打磨剧本，
以鲜活的人物和生动的故事， 书
写了老一辈革命者建立新中国的
壮丽篇章。

■新书推荐

作者： [英] 欧文·瑟维斯
[英] 罗里·加拉维尔

出版社： 北京日报出版社

《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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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贝的年轻人》

如果你因为选择困难而丧失
了本该拥有的行动力， 不妨读一
读这本 《小逻辑》。

《小逻辑》 的两位作者是英
国政府行为观察小组的核心成
员， 在针对数百万人行为助推过
程中， 他们发现了一种解决复杂
问题的简单方法： 只需要把目标
拆分成一系列可以操作的清单，
然后专注于当下的每一步 ， 这
份专注会让人看到清单完成过程
中一点一滴的进步， 这种进步又
会激发一个人挑战的斗志， 从而
构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他们将这
种把大目标拆分为一系列小行动
的方法称为 “小逻辑”。

本书没有停留在理论阶段，
而是提供了21条行为学规则， 供
读者找到实操中的关键抓手。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近日，
2019北京西城区胡同文化节拉开
帷幕。 文化节将持续至月底， 将
在醋章胡同、 永庆胡同、 西砖胡
同开展胡同文化展览、 非遗技艺
展示等一系列参观、 体验活动。

据悉， 2019西城区胡同文化
节由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
指导， 北京金恒丰城市更新资产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主办， 北京第
四弦传媒文化有限公司承办， 北
京市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特邀协办。

本次 “胡同文化节” 的主题

是 “非遗@胡同， 我们的节日”，
设有非遗精品廊、 会客厅、 大师
工作室、 互动社区、 非遗书院等
五大板块， 展陈已入驻大师工作
室的马宁、 张垚、 周晓初、 石小
华、 武国芬、 杨志刚等6位非遗
大师作品， 并举办青年设计师论
坛、 “非遗” 和 “胡同文化” 等
主题沙龙， 组织纪录片 《西城区
非遗纪录片》 观影以及胡同历史
文化展览， 了解并深度探讨非遗
与胡同、 胡同共生等相关话题。

活动期间， 主办方每天将安
排一个主题体验日， 邀请和接待

国际友人、媒体、专家、小学生以
及高校学生等观众，参观、体验胡
同文化节， 感受北京胡同悠久的
文化历史和深厚的人文魅力。

本次活动采用同一主题、 多
点散开的发生方式， 覆盖了西城
区所辖的文化特色空间场所， 并
通过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文化
活动， 连接了艺术家、 爱好者和
社区居民， 燃起参与民众对胡同
和院落强烈的保护欲， 同时激发
他们沉浸于城市美好生活的幸福
感和无限憧憬。

据悉， 随着疏解非首都核心

职能战略部署、 推进街区重塑综
合整治工程等， 西城区积极开展
了老城保护提升工作。 今年， 西
城区在菜市口西片区老城保护和
城市更新试点工作中， 开展了申
请式退租项目， 工作成果大大超
出预期， 成为全区推广的样板。

西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
后 ， 将继续从群众实际需求出
发， 根据老城区特点， 保护北京
城市风貌， 落实 “共生院” 发展
模式， 建设宜居城区， 实现 “建
筑共生、 居民共生、 文化共生”
的发展愿景。

《格兰贝的年轻人》 这部由
六个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组
成的故事集， 带领读者在当代爱
尔兰经济繁荣后又陷入衰退的时
期， 走进一座虚构的乡间小镇格
兰贝。

在这里， 年轻人主宰了小镇
的生活。 年轻的车手在乡间小路
驾车追逐； 恋人们在午夜的林间
游荡； 酒吧午夜关门后， 少男少
女犹在冷风中踯躅不去。 有人为
爱作最后一搏， 有人撒下情网也
有人陷落 ， 有人伤害也有人报
复， 有人独舔伤口， 有人黯自神
伤。 巴雷特笔下没有牧歌般的青
春剧情， 他的故事里有情欲、 暴
力 、 死亡 ， 但他同样不回避平
凡、 软弱、 纯真、 善良。

西城胡同文化节展非遗魅力
■文娱资讯

电影《宠爱》

稻香村开夜场点亮传统文化

大龙控股工会
开展职工读书沙龙

《决胜时刻》
曝“1949国家记忆”特辑

小猪“巨星”抢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