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记者
近日获悉， 西城区将倾力打造
并推出六部以红色文化为主题
的原创剧， 向建党百年献礼。

据悉， 这六部作品分别是
原创话剧 《枣花儿开了》 《父
亲·李大钊》 《什刹海畔电波》、
原创音舞诗画 《旗帜·英雄 》、
原创儿童剧歌舞剧 《红星照我
去战斗 》、 儿童武术剧 《鸡毛
信》。

据介绍， 活动力求通过多
样的艺术形式， 以群众参演的
方式共同回望中国共产党建党
的百年时光里， 那些感人至深、

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西城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西城区文旅局所推出的
六部经典红色剧目， 从不同角
度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
程 、 歌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人民 生 活 水 平 取 得 的 历史性
飞跃。通过百姓创作、百姓参演、
百姓观看，真正做到“身边人写
身边事、 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身
边人演身边事、 身边人学身边
事”， 打造独具特色的 “红色演
出季”， 大力弘扬西城区红色文
化，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张同德 王梓锟） 4月26日， 中铁
建工集团丰台站工程指挥部与北
京丰台区文化馆联合在丰台站施
工现场举办 “送欢乐情系一线
鼓干劲冲刺封顶” 主题曲艺专场
慰问演出 ， 向坚守施工一线的
6000余名建设者送上关怀与慰
问。

丰台区文化馆 “相声乐苑”
邀请了徐德亮 、 冯子贺 、 杜翊
豪、 李幼同等著名相声演员， 为
一线工友们送来了 《劳动号子》
《礼仪漫谈》 《欢声笑语》 《出
口成章》 《方言漫谈》 《花唱绕
口令》 《雏凤凌空》 等赞颂劳动
者、 赞颂新生活主旋律的曲艺作
品。 演出精彩不断， 深受工友们
喜爱。

据介绍， 目前丰台站正处于
冲刺主体结构封顶的关键阶段，
现场6000余名建设者夜以继日加
班加点。 指挥部希望通过举办曲
艺专场演出这一形式， 慰问坚守
一线的广大建设者， 让他们放松
心情， 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
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你
是谁 ， 脸庞闪烁着镰刀铁锤 ，
没有多余的修饰点缀，比万紫千
红都更美……”近日，原创音乐
作品《你是谁》在中国职工电化
教育中心职工驿站演播大厅正
式发布，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歌曲 《你是谁》 采用明问
实答的方式， 以歌名正面提问，
以歌词深情回答。 整个作品没
有直接提中国共产党， 但把党

的旗帜、 党的宗旨、 党的信仰、
党的道路、 党的梦想、 党的历
史、 党的伟大歌颂得尽善尽美。

当天与会嘉宾普遍认为 ，
《你是谁》 歌词大气磅礴、 直抒
胸臆又饱含深情； 歌曲旋律抒
情优美， 节奏跌宕起伏； 百名
歌唱家演唱起来气势恢宏， 荡
气回肠。 歌曲既弘扬了主旋律，
充满正能量， 又震撼人心、 催
人奋进。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近
日， 北京天文馆主办的2021天
文摄影师大赛拉开帷幕， 即日
起至5月16日开始征稿。 记者了
解到， 大赛拟设置六个参赛主
题和一个特别参赛单元。

据了解， 六个参赛主题为
夜空之美、 城市星空、 壮丽的
特殊天象、 日月行星、 神秘的
宇宙深处、 延时摄影短片。 一
个特别参赛单元为手机天文摄
影单元。 预计5月下旬进行初赛

评审， 评选出入围复赛作品并
公示。 6月由专家评审团评选出
入围决赛作品并公示。 7月由专
家评审团评选出最终获奖作品
和获奖者。 8月举办大赛颁奖典
礼暨获奖摄影师分享会。 六个
参赛主题和一个特别参赛单元
分别评选冠军、 亚军、 季军各
一名。 2021天文摄影师大赛总
冠军将从六个主题的冠军中评
选产生。 总冠军将在下届大赛
受邀担任评委。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 昨天
记者了解到， 由于北京某公司举
办的“开放麦&夜场狂欢”脱口秀
存在危害社会公德情形的行为，
近日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
队依法对其作出罚款五万元的行
政处罚， 为脱口秀演出新业态立
起 “红绿灯”， 划定 “边界线”。

脱口秀演出以其诙谐、 讽刺
的内容表现和轻松、 明快的演出
氛围，在“短视频”“网络综艺” 的
加持下得到大量年轻人的簇拥，
呈现出极强的娱乐感染力和价值
观的渗透力。 随着疫情后文化消

费的逐步恢复， 我市以脱口秀为
代表的新表演形式脱颖而出。

今年3月， 总队在集中开展
脱口秀专项执法检查中发现， 北
京某公司举办的 “开放麦&夜场
狂欢” 脱口秀存在危害社会公德
情形的行为， 违反了 《营业性演
出 管 理 条 例 》 第 二 十 五 条 第
（五） 项的规定。 总队依据 《营
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第四十六条
第一款和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 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
规定， 对该公司作出罚款五万元
的行政处罚， 该案是总队查处的

北京市首例脱口秀演出存在禁止
内容案。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
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演出新
兴业态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脱口秀演出举办单位要严格在法
规范围内开展营业性演出经营活
动， 保持脱口秀演出新业态的健
康有序发展。 下一步， 北京市文
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将进一步强
化对脱口秀演出的监管力度， 对
违背公序良俗的低俗、 媚俗、 庸
俗的演出内容 “零容忍”， 从严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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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安需从防守做起
输给上海申花之后， 北京国

安承受了一定的压力， 然而这种
压力并不会减轻———今天， 北京
队将在中超第二轮比赛中迎战另
一支沪上劲旅上海海港队， 这场
比赛的难度比第一场有过之而无
不及。

北京队主教练比利奇在接受
欧洲媒体采访时表示， 北京队同
海港队的比赛， 就像是英超的利
物浦对曼城。 有趣的是， 首轮对
申花比赛之前， 比利奇曾形容那
场比赛像是中超的 “国家德比”。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北京队前两
轮对手之强大， 北京队也是好几
年没有遇到如此凶险的赛程了。
首战负于申花队， 北京队暴露了
太多的问题。 首先是球员状态不
佳， 特别是前场的几个人， 在申
花队的围追堵截下， 比埃拉、 张
稀哲、 张玉宁、 巴坎布几乎同时
在场上 “消失”。 在前场几员大
将表现失常的情况下， 北京队要
想赢球， 势比登天。 北京队的进
攻战术也比较单调， 就是走中路
渗透一条道儿。 王刚缺阵的情况

下， 没有人能为国安队在边路拉
开空间， 当申花队密集防守的时
候 ， 北京队的进攻犹如隔靴搔
痒。 防守端， 北京队则对申花队
的高空轰炸毫无办法， 简直是受
了一整场的 “折磨”。

海港队与申花队有相似的地
方， 但不同的地方更多。 申花队
的几名外援能力很强， 而海港队
则要加个“更”字。 奥斯卡和阿瑙
托维奇几乎可以说是联盟中最强
的中前场外援了， 首战大胜天津
津门虎，奥斯卡助攻大四喜、阿瑙
托维奇进球帽子戏法，当巴西人
和奥地利人把 “宝剑” 亮出来的
时候， 足以让中超诸强胆寒。 北
京队需要在这场比赛中放下身
段， 在前场球员状态一般的情况
下， 北京队更要从防守做起。 申
花队有很多值得北京队学习的地
方， 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对重点
人的看防， 看看他们对张稀哲、
比埃拉的防守力度。 北京队不会
像申花队采取人盯人的战术， 那
是申花队的 “独门秘籍”， 但当
阿瑙托维奇、 奥斯卡抵达危险区

域时， 北京队必须派人贴身防守
他们 ， 并且尽可能切断传球路
线， 让这两位强力外援少拿球。

海港队的阵型类似于3412或
者352， 他们的中场并不是铁板
一块 。 由于必须要上个U23球
员， 海港队上一场用了小将阿布
拉罕打后腰位置， 阿布拉罕在比
赛中并没有经受考验。 也许对阵
北京队， 海港队会派上蔡惠康或
者杨世元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将，
不过从海港队的阵容分析， 中场
是他们的弱点， 他们并没有一个
类似于吴曦这样能够稳健站住位
置的后腰， 几个中场球员更擅长
的是来回上下。 尽管奥古斯托不
在， 北京队依然拥有联盟中最强
大的中场之一， 海港队也不大可
能像申花队那样死缠烂打。 也许
北京队在中前场会得到更多的空
间， 在此情况下， 北京队的几个
前场大将， 有理由拿出比第一场
更好的表现。 比利奇和莱科都是
克罗地亚教练 ， 彼此都非常了
解， 这场球的胜负也许就看谁能
抓住对方的弱点。

□本报记者 段西元

战战海海港港

近日， 在东四胡同博物馆， 市民穿上飘逸的汉服、 古雅的首
饰， 体验了一天穿越古今的生活。 记者了解到， 即日起至6月30日
每个周末， 作为第11届北京阅读季分会场之一的东四胡同博物馆，
将为北京市民带来阅读沙龙、 画展、 系列非遗体验活动、 胡同电影
院、 四合院汉服体验等多场丰富多彩的艺术文化活动。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高铭 ） 记者
近日从北京展览馆了解到， 首届
“京英年代·最美北展” 摄影图片
展活动， 即日起至5月10日面向
社会发起有奖征集。

本次活动征集作品从建筑之
美、 人文历史， 到休闲生活、 企
业风采， 不限主题、 不限时期。
活动期间， 北京展览馆还将开展
专项外拍活动， 并设立行业专家

评审会。 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有关安排及参赛详情可关注北展
官方微信 “乐享北展”。

北京展览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和大
家一同品味京英年代京城美好瞬
间， 通过拍摄当时最具代表性的
历史建筑———北京展览馆， 进一
步感受京城发展的时代魅力， 展
现北京展览馆67年春华秋实。”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4月
26日， “承古拓新·创意中轴”
首博 “读城 ” 展———中轴线主
题设计作品征集启动仪式在首
都博物馆举办。 创意作品征集
截止到6月25日， 最终获奖作品
将有机会在首博展出。

据了解， 本次中轴线主题
设计作品征集活动设置了 “未
来视觉” “拓新产品” “紫微
艺术” 三组奖项， 分别征集二
维形式作品、 视频类作品以及
建筑、 艺术装置等三维形式作
品。

在北京阅读季体验汉服文化

拍最美北展 展时代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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