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1月
10日下午， 2020年新春劳模团拜
会在丰台工人俱乐部职工剧场举
行。 劳动模范代表及各直属基层
工会主席、 副主席， 丰台区老年
书画研究会的书画家们共计400
余人一同观看了演出， 喜迎新春
佳节的到来。

走进职工剧场， 笑声盈盈、

欢声阵阵， 洋溢着如春的暖意和
节日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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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
钟声的敲响， 2020年新春劳模团
拜会正式拉开帷幕 ， 歌曲 、 舞
蹈、 戏曲……各基层工会表演的
节目博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1月10
日晚， 河北正定常山影剧院里，
来自北京市东城区、 天津广电的
艺术家代表， 以及河北省正定县
的 “最美正定人 ”、 劳动模范 、
道德模范、优秀职工、驻区部队官
兵、环卫工人、农民代表近500余
人欢聚一堂， 共同观看 “2020京
津冀春节惠民文艺演出”。

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轮
番上演了17个各具特色的精彩节
目。 据悉这是三地连续第五年举
办该项活动。

“每年的三地春晚是我最期
待的晚会，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
到的艺术家， 现在在家门口就能
看到他们的表演 ， 真是大饱眼

福！” 一名在现场观看演出的群
众，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五年来， 北京东城区深入贯
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
要，引导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 创作优秀作品， 服务当地群
众。除文艺演出外，还有面向百姓
的各类志愿服务； 书画、 摄影、
民间艺术等各类文艺培训、 创作
交流和展览展示活动。 东城区艺
术家们还深入正定生产劳动一
线， 深入当地群众中采风， 创作
了快板 《东城正定一家亲》、 评
书《天宁寺的传说》、 歌曲 《不忘
初心》 等在当地叫得响、 传得开
的文艺作品， 有力促进了三地文
化协同发展。

京京津津冀冀艺艺术术家家
献献春春节节惠惠民民文文艺艺演演出出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近
日 ， 朝阳区安贞街道举办了以
“点滴力量 汇聚安贞” 为主题的
千人艺术党课暨第五届安贞地区
百姓新春联欢活动， 以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活动为主线， 用音乐、
舞蹈、 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为
地区党员、 各界群众呈现一堂独
特、 生动的艺术党课。

据了解， 本次活动的一大亮
点就是首次以艺术党课的形式进
行演出， 以4位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活动亲历者的回忆为主线， 讲
述了自己在国庆期间的经历和感
受。 随着4位党课主讲人声情并
茂的讲述， 由地区居民和社工们
原创的 《安贞有我 》 《热土 》
《我要当网红》 等节目陆续登场。

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活动
既 是 安 贞 街 道 社 区 管 理 体 制
改革工作成果的一个全面展现，
也是安贞街道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又一次生
动展示。

第二十二届宏宝堂书画名家迎春展日前和广大观众见面。 该展览
总策划、 著名书法家淳一介绍： “今年的迎春展， 我们依然以名家大
师领衔， 特别推出新人新作， 共征集到近300位书画家的500多幅作品
参展。” 活动现场， 各界观众欣赏、 交流、 拍照， 观展人宋先生说：
“这么多幅作品， 这么多种题材， 同时能在一个展览中看到， 真的很
过瘾、 很棒。”

万玉藻 摄影报道

作为颐和园建园270周年的首场文化盛宴， 颐和讲堂于1月12日开
讲。 园林、 历史、 艺术等各领域专家学者走上 “颐和讲堂” 与公众面
对面交流， 与社会公众共享传统文化的盛宴。 活动首日， 中国园林博
物馆馆长张亚红以北京中轴线上四个历史名园为重点， 深入浅出地解
读上述历史名园不同的文化内涵。 讲堂现场， 六套颐和园与文物出版
社合作的新书也同步发售。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园林大咖颐和讲堂开讲

书画迎春展为新春添彩

安贞居民上艺术党课

■文娱资讯

中国美术馆新年展“向捐赠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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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掠影

导演： 俞才斌
1月14日

于彧 整理

导演： 本·扬
1月18日

《灭绝》

《从民工到明星》

电影 《灭绝》 由美国奈飞公
司出品 ， 新锐导演本·扬执导 ，
迈克尔·佩纳、 丽兹·卡潘、 伊瑟
尔·布罗萨德领衔主演。

《灭绝》 故事发生在不远的
将来， 主人公彼得与白领妻子爱
丽丝、 两个漂亮的女儿汉娜和露
西家庭美满 。 然而 ， 大多数夜
晚， 彼得都会梦见外星人入侵、
家人死伤的恐怖景象， 继而从噩
梦中惊醒。 睡眠不足影响到了他
的婚姻、 家庭和工作， 他的老板
大卫甚至建议他接受治疗。 不管
他多么努力试图摆脱， 这些噩梦
总是萦绕不去， 以至于他怀疑这
也许是一种只有他能看到的警
告。 终于一天晚上， 当他们正在
为爱丽丝升职庆祝时， 噩梦变成
现实， 无人机飞过城市， 爆炸此
起彼伏， 地球沦为战场。

《灭绝》 曾入选知名剧本网
站“最佳剧本”榜单，电影大开脑
洞的同时，也延续了《降临》中科
幻与人文底蕴相融的叙事风格。

新华社电 中国美术馆新年
展将以 “向捐赠者致敬 ” 为主
题， 汇集古今中外700余位艺术
家的850余件作品， 占据中国美
术馆全部展厅。

将于1月19日开幕的此次展
览， 是中国美术馆建馆以来策划
举办的最大规模的捐赠作品展，
从目前已经整理出来的1200余位
捐赠者捐赠的3万余件作品中 ，
遴选出来700余位艺术家的850余
件作品， 包括苏轼、 唐寅、 齐白

石、 林风眠、 吴冠中、 于右任、
刘开渠及毕加索、 珂勒惠支、 达
利等的作品。

展览空间将按照中国画、 油
画、 版画、 雕塑、 书法与篆刻、
民间美术与工艺美术、 摄影及综
合内容 （水彩/粉、 连环画 、 漫
画、 年画、 漆画、 素描、 速写等
形式 ）、 国际捐赠等板块展示 ，
以全面性、 丰富性和立体性呈现
中国美术馆藏品的体系。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说，

中国美术馆自建馆以来， 在近一
个甲子的岁月里， 得到了众多美
术家及家属、 艺术机构和个人的
支持和慷慨捐赠。 在珍藏的11万
件藏品中， 有3万余件是以捐赠
的形式获得的。 举办此次展览的
目的正如展览名称所示， 是 “向
捐赠者致敬”。

据介绍， 中国美术馆接受的
最早一批捐赠， 始于1961年， 被
称为岭南画派三杰之一的陈树人
的夫人居若文女士捐赠给中国美

术馆116件陈树人的代表作品 。
最近的一批收藏， 是接受了熊秉
明夫人陆丙安捐赠的熊秉明创作
的104件作品。

1964年邓拓捐赠145件中国
古 代 绘 画 珍 品 ， 其 中 包 括 苏
轼 的 《潇湘竹石图卷 》； 1996年
德国收藏家路德维希夫妇捐赠了
89件 （117幅 ） 国际美术作品 ，
其中包括毕加索、 大卫·霍克尼、
安迪·沃霍尔等艺术大家的精品
力作。

将汇集古今中外名家近千件精品

该影片主要通过妹妹于小晴
讲述她二哥于凯强， 为了改变贫
穷， 不相信命运。 从一个离乡打
工的民工， 一直与命运顽强地抗
衡， 最终以坚持不懈的斗志， 不
仅战胜了命运， 走向了成功的彼
岸， 还意外踏进了影视殿堂的奋
斗历程。

故事主人公锁定在 “南漂”
一族， 真实地反映了上世纪南下
热潮时期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生活
状态， 用平淡的生活镜头展现了
真实而细腻的情感， 让当下 “北
漂” “南漂” 一族年轻人感同身
受， 更将引起60、 70、 80后， 千
千万万离乡南下打拼者们的强烈
共鸣。

■职工文化

丰台区总工会
举办劳模团拜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