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 ， 中国国家话
剧院、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
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签约暨5G智慧剧场联合实验室
揭牌。 三方将携手打造全国首个
院场一体化5G智慧剧场 ， 共同
探索基于5G专网 、 MEC、 切片
技术、 智慧专线、 FTTR等技术
在智慧剧场中的应用。

“以往只有买票进剧院的人
才能看到我们的演出， 未来人们
将借助智慧剧场， 看到这些作品
更高质量的呈现。” 中国国家话
剧院院长田沁鑫说。

“我往常看剧场里的戏， 总
会有些遗憾， 有些演员的呈现是
有损失的。” 田沁鑫认为， 在剧

场里观众并不能全方位看到演员
表演。 装修后的国话剧场， 将包
含许多 “黑科技”。 “悬挂在舞
台上的VR球形摄像机， 一个球
就包含30多个机位。” 田沁鑫说。

实际上， 这样高科技赋能的
舞台艺术， 在今年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一百周年文艺演出 《伟大
征程》 中已有所呈现。 在戏剧与
舞蹈 《破晓》、 歌曲 《遵义会议
放光辉》 等多个节目场景中， 运
用5G即时拍摄技术 ， 通过即时
摄影、 瞬时导播、 实时投屏， 让
观众在当下与历史中自由穿梭，
沉浸体验百年之巨变， 戏剧演员
丝丝入扣的表演也会通过大屏幕
全方位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创新实
践将有效提升线上演播的制播效
率与观赏效果。” 出席实验室揭
牌仪式的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
司司长高政指出。 未来， 国话、
联通、 华为三方将共同推进剧场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与升级， 提升
剧场智慧化水平， 逐步实现创新
科技在剧场智慧管理 、 智慧运
营、 观众体验、 线上演播、 多剧
场联动直播等场景的应用落地，
打造行业领先的5G智慧剧场示
范， 并携手推动 “5G+4K/8K超
高清+云网一体” 在演艺产业中
的应用， 促进线上演播与线下演
出相结合， 助力舞台艺术业态创
新和剧场数字化升级。 （中新）

国家话剧院将打造全国首个5G智慧剧场

胡同摄影展讲述京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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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 记 者 金 海 鸥 ）
“ ‘把一切献给党 劳动创造幸
福’， 我是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职
工李晓帆， 我为大家朗读 《中国
共产党简史》 片段……” 视频里
深情的诵读、 精彩的历史画面、
舒缓的背景音乐， 把人的思绪拉
回到那段光荣的岁月。 近日， 由
北京市总工会主办的 “把一切献
给党 劳动创造幸福 ” 职工 “云
诵读” 活动圆满收官。 活动共收
到600余家工会组织及职工提交
的1187个音视频作品， 累计获得
50多万次点赞。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 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落实全国总工会和北京市关于开
展全民阅读的部署和要求， 北京
市总工会于4月23日启动 “阅读
经典好书 争当时代工匠 ” 职工
主题阅读活动。 “把一切献给党
劳动创造幸福” 职工 “云诵读”
活动是职工主题阅读活动的子项
目之一。

职工 “云诵读” 活动共分为
作品征集和展示点赞两个阶段。
广大职工以个人、 集体 （部门、
班组、 车间） 或职工家庭诵读的
形式， 诵读《中国共产党简史 》
《把 一 切 献 给 党 》 等书籍 、 著

作片段和党史故事， 录制成视频
或音频， 按照个人自荐和单位推
荐两种渠道 ， 传送至北京工人
APP职工 “云诵读 ” 活动平台 ，
进行作品展示和集中点赞， 将党
史学习教育有效融入到主题读书
活动中。

活动开展以来， 受到了首都
各级工会和职工的广泛关注和踊
跃参与。 在作品征集阶段， 共收
到来自东城 、 海淀 、 丰台 、 顺
义， 以及北京邮政集团、 首农集
团、 首发集团、 建工集团、 市园
林绿化局等600余家区县、 企业、
高校工会组织的音视频诵读作品

1187个。 在点赞阶段， 仅两周时
间共收获数十万次点赞。 同时，
市总工会发动近60万名职工参加
全国职工党史知识竞赛在线答
题， 还与北京新闻广播合作， 邀
请20位全国劳模和北京市劳模、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第二
届 “北京大工匠” 诵读党史， 制
作 “劳模工匠读党史” 专题节目
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和学习
强国平台播出， 引导广大职工学
习党史， 激发广大职工的爱党爱
国热情， 团结带领职工坚定不移
听党话、 矢志不渝跟党走。 在职
工 “云诵读” 活动带动下， 各级

工会职工书屋阵地和职工读书组
织， 结合实际举办了读书沙龙、
经典诵读 、 阅读分享 、 专题讲
座、 好书推荐等形式多样的线上
线下阅读活动， 激发职工阅读热
情， 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加强职
工思想政治引领。

“阅读经典好书 争当时代
工匠” 职工主题阅读活动是工会
品牌服务项目。 该活动相关负责
人表示， “通过此次活动， 能够
将党史学习教育与职工阅读活动
紧密结合起来， 团结动员广大职
工听党话、 跟党走， 使党史学习
教育真正走进职工心中。”

“云诵读”活动共征集1187个职工音视频作品

法法国国影影片片《《正正发发生生》》
获获威威尼尼斯斯国国际际电电影影节节金金狮狮奖奖

新华社电 第78届威尼斯国
际电影节11日晚在意大利水城威
尼斯闭幕， 法国影片 《正发生》
获最佳影片金狮奖。

《正发生》 由法国导演奥德
蕾·迪万执导， 讲述20世纪60年
代一名女学生因堕胎而引发生理
和心理双重创伤的故事。 意大利
影片 《上帝之手》 获得评审团大
奖银狮奖。

新西兰导演简·坎皮恩凭借
影片 《犬之力》 获得最佳导演银
狮奖。 来自西班牙的佩内洛普·

克鲁兹和来自菲律宾的约翰·阿
西利亚分获最佳女演员奖和最佳
男演员奖。 本届威尼斯国际电影
节9月1日在威尼斯利多岛开幕，
共有21部影片入围主竞赛单元，
另有31部影片和短片参与地平线
单元评选。

由于意大利疫情形势依然严
峻， 电影节主办方采取了严格的
防疫措施， 包括进入电影节各场
所须戴口罩并出示新冠疫苗接种
证明或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放映
厅入座率不得超过50%等。

将党史学习教育与职工阅读活动紧密结合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教师
节期间， 北京市八一学校师生参
与创作的思政话剧 《前夜》 正式
上演， 用一节生动的文艺思政课
带领学生们学党史 、 强信念 、
跟党走， 为学生成长引路。

《前夜》的创作以校园生活和
校友经历为素材， 是八一学校继
《我的西南联大》《E=mc2》后的第
三部主题教育剧目， 极大丰富了
学校戏剧教育校本课程。 剧目分
为三个篇章———伟大的信仰、艰
苦的奋斗、品质的八一，描写了三
段时空交错的故事：1921年中国
共产党的缔造者冲破国内外反动
势力的重重阻挠从上海石库门到
嘉兴南湖召开一大；1960年面对
苏联撤走援助的巨大困难， 科研
人员不畏艰难、 自力更生成功发
射第一颗导弹；2016年，八一学校
学生自主研制、 发射中国第一颗
中学生科普小卫星， 学生们在制
造卫星过程中克服种种困难，最
终看着卫星成功发射升空。

三个时代、 三组人物、 三个

空间， 深入刻画了三个大背景下
一个个鲜活人物背后的初心和时
代精神， 突出了 “红船精神” 和
“两弹一星” 精神对新时代中学
生精神世界的引领。

第一次站到舞台中央， 第一
次饰演全新的角色， 第一次成为
舞台监督和这么多伙伴合作……
初二2班的郗子仁说 ， 《前夜 》
带自己走进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故
事， 这一切都源于小小的梦想。
“在演出中， 我学到的不仅仅是
演戏， 更是 ‘长明灯’ 的精神。
若干年后， 我的梦里仍然会响起
激昂的声音———‘前夜过后， 必
将迎来光明！’”

八一学校党委书记牛震云介
绍， 创作话剧 《前夜》 是在教育
中落实 “强国有我赓续红色传
统， 百年风华奋斗青春之路” 主
题教育的一次生动实践。 “学生
们的演技也许稚拙， 但相信在场
的观众可以触摸到他们滚烫的
心， 用热烈的掌声鼓励他们勇敢
地逐梦而行。” 牛震云说。

八一学校师生创作思政话剧上演

本 报 讯 （ 记 者 边 磊 ）
“东四之美， 美中之美” 国风
静巷胡同摄影展， 近日在东四
胡同博物馆举办。 在这里， 拍
摄者们与观众分享老照片里的
城市故事。

门洞过道儿下棋的老大
爷，光影交织下的鸟笼子，热心
为冬奥加油的胡同大妈……在
活动现场， 不少东四街道的
居民 ，甚至许多已经搬走的
老街坊， 在这里寻找到属于自
己的记忆。 此次展览作品的
创作者 ，既有东四居民，也有
探索胡同之美的游客 、热爱
胡同文化的摄影家。

据介绍， 此次摄影展举办
地东四胡同博物馆经过精心修
缮改造后， 不但保留了老北京
胡同的原汁原味， 还成为居民
喜爱的文化活动空间。

近日， 由中国美术馆和李可
染画院共同主办的 “中国美术馆
学术邀请系列展： 河山有君———
李可染艺术精品展” 在北京中国
美术馆开幕， 共展出李可染作品
70余幅。

新华社发

李可染艺术精品展
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