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出79场惠民拍卖活动

“2020北京惠民
文物艺术品拍卖月”启动

新华社电 记者13日从中国
科技馆获悉， 为帮助公众科学认
识新冠肺炎疫情、 获取科学防疫
知 识 ， 并 向 为 抗 疫 作 出 突 出
贡献的医护工作者致敬， 9月13
日至12月13日， 中国科技馆将开
展为期3个月的 “影映科学战疫
情 致敬最美逆行者 ” 电影公益
展映活动。

展映活动期间， 中国科技馆

特效影院将免费展映9部 “生命
科学” “防疫抗疫” 等题材的优
质影片， 包括 《杀死了5000万人
的大流感》 《英雄之城》 《神秘
旅行： 细胞内部之旅》 等多部纪
录片， 以及 《人体小宇宙》 《细
菌大作战》 2部4D电影。 同期还
将举办多场观影沙龙活动。

据了解， 活动期间， 每天将
安排1至2部展映影片在中国科技

馆巨幕影院或4D影院放映 ， 观
众可登录 “中国数字科技馆” 公
众号免费预约电影票， 凭票免费
观影。

本次展映活动由中国科技馆
联合新华通讯社新闻信息中心、
光明网及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
会科普场馆特效影院专委会共同
举办。 活动详细信息可登录中国
科技馆官网查看。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由东
城 区 委 宣 传 部 、 东 城 区 文 旅
局 与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共同策
划推出的原创话剧 《14天》 将于
9月21日晚在北京儿艺剧场正式
首 演 。 该 剧 将 重 点 呈 现 抗 疫
斗 争 的 不 平 凡 历 程 ， 并 透 过
“我们” 身上可贵的 “微光” 展
现生命至上、 命运与共的伟大抗
疫精神。

该剧是东城区与北京演艺集

团在文化领域的又一重要合作项
目， 由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创作演
出， 通过聚焦疫情防控下的东城
百姓生活进行创作， 以平凡人的
方式讲述在大事件下， 普通人物
的家国情怀和情感故事。

话剧 《14天》 以多条故事线
展示疫情防控下各行各业的 “我
们” 是如何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
疫情———一对中年夫妻和一个孩
子， 因为疫情居家隔离在一起14

天； 一名直播女孩与外卖小哥，
生活在各自的圈子里， 因为疫情
的出现在互联网上有了交集； 北
京援鄂的医护人员， 在武汉的医
院 里 遇 到 了 滞 留 在 武 汉 的 志
愿者……

疫情无情人有情， 话剧 《14
天》 通过平凡的故事切入， 表现
疫情防控下每个人对希望之光的
感悟与坚守。

本报记者 于佳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尚晓东） 9
月4日至8日， 怀柔区文促中心组
织北京电影学院、 中影、 博纳等
中国 （怀柔） 影视产业示范区内
重点企业， 以及快手科技、 泓博
文化等支持单位， 共同走进内蒙
古自治区四子王旗和科左后旗，
开展扶贫协作， 助力经济发展。

在两旗， 考察团通过神舟着
陆点、 阿古拉草原等资源， 感受
“乌兰牧骑” 的精神传承。 随后

组织行业专家围绕 “影视+文
旅” 前沿发展方向、 外景地建设
等重点事项提出意见建议。 同时
向两旗捐赠3万元， 作为外景地
宣传推广资金。

怀柔区文促中心还协调快手
科技公司， 分别为两旗文旅局开
通官方账号， 将通过多渠道宣传
推广， 挖掘当地文旅资源， 探索
外景直播新模式， 全力协助两旗
做好影视外景地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9月12
日上午， 由北京市文物局与北京
拍卖行业协会共同举办的 “2020
北京惠民文物艺术品拍卖月” 系
列活动正式启动。 从即日起到10
月中旬的拍卖月， 将推出79场惠
民拍卖活动。

“北京惠民文物艺术品拍卖
月”是“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重
要活动之一， 将有本市26家文物
艺术品拍卖企业在线上线下推出
79场惠民拍卖活动 。 活动突出
“惠民” 理念， 将举办线上线下

拍卖、 惠民文物鉴定、 文物收藏
鉴赏及文化讲座等系列活动。

活动期间， 易拍全球平台将
服务北京地区各拍卖企业， 承载
各家拍企举办的线上拍卖会， 并
为各拍企线下拍卖会开启同步直
播竞拍。 为进一步扩大文物知识
传播面、 提高广大收藏爱好者基
础知识积累， 此次拍卖月活动将
首次组织部分文物专家及文化学
者， 围绕文物收藏、 文物鉴赏、
文物拍卖及传统文化传承等内容
开展线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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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西元

这场比赛太关键

9月13日上午， 2020年北京轮滑公开赛在顺义区奥林匹克水上公
园举办， 来自北京市各轮滑俱乐部的42支代表队、 近500名运动员参
加了比赛。 本次比赛共设速度轮滑5公里环湖迷你马拉松及自由式轮
滑两个大项。 在举办过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水道旁， 运动员们在欣赏
秀丽风光的同时展示着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实现了夏奥与冬奥的完
美结合。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千帆竞渡勇进者胜。 2020年北京市龙舟大赛
暨顺义区 “牛栏山杯” 龙舟赛于9月12日在北京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
赛。 来自东城区、 丰台区、 大兴区、 顺义区、 怀柔区、 北京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及社会报名的共23支参赛队伍近400人上演龙舟比拼。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9月15日20:00， 北京中赫国
安将迎战河北华夏幸福， 这是中
超苏州赛区的一场焦点战、 关键
战， 对双方来说， 这场比赛都要
力拼争胜。

北京队上轮联赛轻取天津
队， 止住了下滑的势头。 不过这
场胜利并不足以说北京队逃离了
低谷， 天津队本赛季只拿到了1
个积分， 可说是一支人见人欺的
球队， 赢他们是应该的。 而且从
场面上看 ， 北京队踢得比较沉
闷， 并不流畅。 甚至一度天津队
还看到了 “希望”， 如果天津队
下半时那粒入球不被取消， 北京
队那场比赛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联赛还有4轮， 对北京队来说目
标很明确———就是争取赛区第一
名。 赛区第一并不是个虚名， 而
是有实际意义的。 联赛第二阶段
将采用交叉淘汰赛赛制， 苏州赛
区的第一对大连赛区的第四， 苏
州赛区的第二要对大连赛区的第
三。 大连赛区是死亡之组， 从目
前情况看， 可能获得第三的球队
要么是山东队、 要么是江苏队。
以北京队第一阶段表现出的状
态， 无论是山东队还是江苏队，
都够北京队喝一壶的。 如果获得
小组第一， 北京队将面对大连赛
区的第四 ， 从目前情况看 ， 申

花、 富力、 深圳、 大连人都有可
能获得第四， 这几支球队从牌面
实力上讲， 明显弱于江苏队或山
东队。 北京队要想打进前四名，
八进四的时候最好还是能碰一个
“软柿子”。

北京队最近几轮比赛都没有
打出自己的个性， 进攻端踢得有
个性但没有持续性， 主要靠个别
球员的好状态扛着走， 比如巴坎
布和张玉宁。 球队往季那种流畅
的配合似乎难得见到了， 这并不
像北京队的风格。 好在上轮奥古
斯托收获了世界波， 并且状态明
显提升 。 巴西人如果能和比埃
拉、 张稀哲持续连线， 北京队依
然是中超中场最强大的球队。 防
守端的问题依然存在， 尽管零封
了天津队， 但还是让天津队这个
孱弱对手获得了极好的机会。 北
京队的丢球数量是这几个赛季从
未有过的， 这场面对河北队很有
实力的锋线， 能不能顶住， 是个
疑问。

如果说这场比赛对北京队是
关键战， 那么对河北队来说就是
生死战。 北京队就是个第一、 第
二的问题， 河北队面临的是进入
争冠组还是保级组的问题。 以河
北队的牌面， 要是进了保级组，
那实在是太窝囊了。 河北队赛季

初经历了一段低谷期， 这段低谷
期也是他们至今还在费劲追赶对
手的原因。 最近几轮河北队情况
渐缓， 不过上轮意外输给重庆队
后， 河北队的积分形势又拉响了
警报。 河北队现在排在第五， 落
后于石家庄队和武汉队， 联赛轮
次越来越少， 留给河北队的时间
并不多了。

河北队国安元素和北京元素
众多， 谢峰、 韩旭、 双印、 张呈
栋都是北京球迷熟悉的名字。 不
过与北京元素相比， 这支球队更
值得北京队注意的， 还是他们强
大的攻击力 。 上一回合两队交
锋 ， 北京队3∶1取胜 ， 但比赛过
程不像比分显示得那么轻松。 北
京队大多数时间都被河北队按着
打， 河北队要是运气好一点儿，
取胜的或许更应该是他们。 那个
时候河北队正逢低谷， 现在的河
北队要比第一回合时更为兵强马
壮。 河北队的几名外援都很有特
点， 马尔康完全适应了中超， 高
拉特和那位也叫保利尼奥的技术
型中场， 都能够传出威胁球， 图
雷在边路也有强突能力。 河北队
的 “巴西帮”， 注定会给北京队
状态并不好的防线制造巨大威
胁， 相信谢峰也会把他们的这个
优势争取到最大化。

北京中赫国安VS华夏幸福：

2020年北京轮滑公开赛举办

劈波斩浪赛龙舟

讲述北京抗疫故事

东城原创话剧《14天》即将首演

中国科技馆启动防疫主题电影公益展映

怀柔协助内蒙古建设影视外景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