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承粮
食之物华， 载博物之重宝。10月8
日上午， 首都粮食博物馆正式开
门迎客， 由此开启的京味粮食文
化之旅也缓缓打开。

走进位于东城区永定门外三
元街17号的首都粮食博物馆，建
筑面积一千余平方米的博物馆保
留着原有的法式红砖建筑。 这里
原来是具有百年历史的北京大磨
坊面粉公司，因非首都功能疏解，
大磨坊面粉厂的加工产能外迁至
六环外， 这里便被改造为大磨坊
文化产业园。 园区利用老旧厂房
改造成具有现代综合功能的现代
化园区， 不仅承载了几代人的粮
食记忆， 更沉淀了粮食产业浓厚
的文化内涵。

“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
盛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
影认通州。”清代诗人王维珍的一
首诗，描写了北京通州 “京杭大
运河” 畔燃灯塔周边漕运的繁忙
景象。 现在您不必再跑到通州燃
灯塔， 新开馆的首都粮食博物馆
的一个微缩场景把通州大运河畔
场面宏大、气氛热烈的“开漕节”
活动栩栩如生地再现了。

“在博物馆里，大家不仅可以
看到扇车、谷砻、石磨、踏碓等古
代粮食加工工具， 也能够徜徉在
北京的明清小巷， 感受老北京粮
店、酒馆的场景再现，了解一代代
北京粮食人为保障首都粮食供

应， 维护首都粮食安全不懈努力
的奋斗历程。”据博物馆负责人介
绍， 首都粮食博物馆全面挖掘、
整理北京粮食历史与文化， 按照
“追本溯源， 粮食寻根” “千古
运河， 帝都漕运” “首都粮仓，
民生保障” 等几大主要篇章， 通
过实物展示、 场景复原、 声光电
多媒体等形式， 从粮食的起源、
种植 、 储藏 、 运输 、 加工 、 供
应、 利用多角度全方位寻找、 展
示北京粮食记忆， 描述了从落后
到先进， 传统到现代， 计划到市
场，现在到未来的北京粮食变迁。

值得一提的是， 博物馆内很
多粮票、 工作证等极具时代特点
的展品， 都来自于首都粮食产业
系统职工的捐赠。 京粮集团负责
人表示，“我们将在首农食品集团
发展战略引领下， 全力推动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 更好地融入北京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服务市民消
费和文化需求，将首都粮食博物
馆 打 造 成 为 反 映 北 京 粮 食 历
史的专业展馆 ，使其成为收藏
粮食文物 ， 研究粮食历史 ，传
播粮食文化 ， 普及粮食知识 ，
展示粮食行业成就 ，服务粮食
行业发展 ，具有首都人文和历
史特征的 ，集文化交流、形象展
示、 宣传教育和智性休闲功能于
一体的公共文化场所， 成为首都
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名片。”

王路曼 摄

新华社电 华纳兄弟公司发
行的惊悚片 《小丑》 上周末上映
后， 以9350万美元的收入强势登
顶北美周末票房榜， 创下北美影
史10月份上映影片首周末最高票
房纪录。 该片的首周末全球票房
总额已达2.34亿美元。

这部限制级影片在美引起较
大争议， 有批评者指责该片有美
化和同情暴力之嫌。2012年7月的
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大规模枪击事
件中， 枪手霍姆斯冲入正在放映
《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的一家
影院打死12人，受害者家属表示，
《小丑》一片让人想起了霍姆斯。

由于有人在网上威胁要在

《小丑》 公映时制造大规模枪击
事件， 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布了安
全警示， 各城市警方也在影院加
强了戒备。 加州一所影院3日由
于受到 “可信威胁 ” 而临时关
闭， 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少年由
于威胁要袭击影院而在4日被警
方逮捕。

中美合拍动画片《雪人奇缘》
上周末3天入账1200万美元，排名
北美周末票房榜第二。 作为一部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动画大
片，《雪人奇缘》 带给全球观众一
段从上海到喜马拉雅雪山的奇妙
旅行，让观众遍览长江、黄山、乐
山大佛、喜马拉雅雪山等美景。

■银幕掠影

导演： 冯志强
10月12日

《犯罪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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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克利斯汀·阿凡特
10月12日

《急速逃脱》

继暑期主演 《扫毒2》 《使
徒行者2》 后， 古天乐又将出演
一位全新的 “反派” 角色。 《犯
罪现场》 作为古天乐2019年在内
地上映的第六部影片， 讲述了心
狠手辣的犯罪团伙头目汪新元与
同伙在一场珠宝店抢劫案中造成
多人伤亡。 两个月后， 他的同党
被人割喉谋杀， 惨死屋内。 以分
赃不均陷入内斗为由， 警察将汪
新元列为头号嫌疑人。 随着小警
官林法梁深入调查， 发现案件真
相并不简单。

犯罪警匪影片已然是电影最
常见的题材， 纵观近几年的该类
型电影， 剧情多为警匪 之 间 的
对 决 ， 最 多 会 加 上 卧 底 的 套
路 。 《犯罪现场 》 并不止步于
此 ，曾 与 周 星 驰 、杜 琪 峰 多 次
合 作 的 金 牌 编 剧 冯 志 强 作 为
影片导演及编剧 ， 将悬疑 、连
环追凶等加入电影中，使得电影
有了更多的看点。

近年来， 包括 《看不见的客
人》 《天才枪手》 《调音师》 在
内的悬疑电影， 展现了小众外语
片的不俗实力， 即使没有巨额投
资和明星演员加持， 依旧以扎实
的剧作和超高的品质， 实现口碑
和票房的双丰收。

《急速逃脱》 延续了悬疑电
影这一特点， 全片围绕着 “凶手
到底是谁 ” 展开 ， 答案不断反
转。 因为不能下车的设定， 该片
大部分时间都在车内度过， 大部
分主线剧情发生在一个相对 “封
闭” 的空间中， 用一个接一个的
电话来调动情绪， 依靠大量的对
话推进故事。 主人公卡尔必须在
限 定 时 间 内 找 出 电 话 背 后 的
神秘人。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影片
《我和我的祖国》 热映， 再次唤
醒人们真挚、 炽热的爱国之心，
引发不同年龄层观众的情感共
鸣。 影片的导演之一宁浩日前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历史本
身充满力量， “谁能参与到这部
献礼影片， 都是光荣。”

宁浩说， 去年年底七位导演
首次聚在一起开会讨论， 陈凯歌
导演提出了以 “小人物” 和 “大
时代” 的故事来展现 “我和我的
祖国” 这一主题。 “第一次接触
‘命题作文’， 一开始压力很大。
但是能参与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
礼影片， 感到非常荣幸、 非常有
意义。” 宁浩说。

作为国内首部合辑式献礼影
片， 《我和我的祖国》 通过过往
70年时间轴上发生的七个重要的
历史事件， 如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 香港回归、 中国女排夺冠
等， 讲述个人命运和国家发展之

间密不可分的动人故事。 由于国
内七位一线导演、 几十位知名演
员的参与， 电影从拍摄之初就获
得广泛关注。 相关数据显示， 截
至6日上午10时， 电影 《我和我
的祖国》 票房破19亿元。

“第一次参与集体创作，感觉
很奇妙。” 宁浩说，《我和我的祖
国》 导演团队从今年春节之后开
始筹备拍摄，整个团队非常团结，
大家有一个沟通交流的群， 每一
个人进行到哪一步都会互相通气。

宁浩说， 电影草创阶段， 每
位导演集思广益， 拿出最打动自
己 、 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故事题
材。 他自己曾经提出过1997年香
港回归的故事， 还有一个发生在
四川的关于一双布鞋的故事， 以
及现在呈现在银幕上关于 “张北
京” 的故事。

在宁浩执导的合辑之一 《北
京你好》中，演员葛优饰演的张北
京就是这样一位大时代中的小人

物。 一位特别爱面子的出租车司
机、一位想得到儿子尊重的父亲，
通过经历一些不如意， 获得自我
认同和成长，最终也得到了尊重。

缘何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宁
浩告诉新华社记者， 他对2008年
的记忆尤为深刻， 那一年是对整
个国家命运的概括， 是中国人共
同面对磨难和灾难， 最终挺过来
的一个缩影。

“其实每个人的命运都有相
似之处， 幸福的生活得来不易。
我就是想拍这么一个 ‘得来不
易’ 的故事。” 宁浩说， 一个国
家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的， 每一

个个体努力 、 奋斗 、 战胜的故
事 ， 也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故
事。 “辉煌” 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 和 “我的祖国” 都一样。

宁浩说， 历史本身是有力量
的， 而历史的力量往往比艺术还
要大。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
间节点上去回顾历史， 让 《我和
我的祖国》 更加具有厚度。

谈及电影中其他几个部分的
诠释， 宁浩说， 每位导演的想法
都很丰富 ， 都提出了极好的创
想。 大家互相平衡， 谁对这段历
史更有兴趣， 谁就接下这个 “命
题”。 比如， 影片开篇第一个故
事 《前夜》， 最先开始是陈凯歌
在讨论会上提到 “开国大典” 筹
备组， 并提议以这个角度切入，
最后由管虎导演 “领命”。

宁浩指出， 合辑式电影可以
让观众看到多位导演的风格。 而
把自己的部分表达好， 完成一次
好的艺术交流， 就是参与拍摄这
部献礼影片的意义之一。 “在我
看来， 每一位导演都把自己独特
的性格展现出来了， 有的文艺，
有的侧重表演和情绪。 不管是哪
一种风格， 都是对电影本体的尊
重。” 宁浩说。 据新华社

参与就是
———导演宁浩谈献礼影片《我和我的祖国》

光荣

■文娱资讯

开启京味粮食文化之旅

首都粮食博物馆开馆

北美周末票房榜：争议《小丑》夺魁

本报讯 （记者 石海芹 通讯
员 芦红光） 9月25日晚， 北方工
人文化宫灯火通明， 整个礼堂充
满了节日的气氛， 北方车辆集团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
年文艺演出举行。

本次演出得到了北京市总工
会北京职工艺术团的大力支持。
由北方车辆集团退休老同志组成
的北方红叶合唱团和北京职工艺
术团的艺术家们同台献艺， 大家
通过豪迈抒情又奔放优美的旋

律， 唱出了满怀一腔热血无限忠
诚于祖国的情感。

文艺演出在大气磅礴的开场
舞《吉祥颂》中拉开帷幕。随后，精
彩文艺节目悉数登场， 有描写江
南水镇唯美的古典舞 《俏江南》，
也有动听的男声独唱 《撸起袖子
加油干》，更有充满年轻人朝气蓬
勃的《青春组合》。据相关负责人
介绍， 此次演出将激励广大职工
在奋斗的路上，不忘初心和使命，
大踏步的走在时代变革的前列。

■职工文化

北方车辆职工深情歌颂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