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近
日， “海上客次———徐悲鸿收藏
海派绘画展” 在徐悲鸿纪念馆四
层面向观众开放。

展览分为 “人物” “花鸟”
“动物 ” 三个单元 。 “人物 ”
单元展出了徐悲鸿收藏的任熊、
任薰、 任颐、 沙馥、 倪墨耕等清
末海派大家的作品， 又特别加入
了一代画宗陈洪绶的人物画佳

作； “花鸟” 单元将任薰精巧
雅妍的没骨花卉、 虚谷萧疏冷峻
的野菊松枝、 朱偁苍古秀润的花
鸟扇面、 胡公寿极具高逸之趣的
松兰竹菊和吴昌硕以篆籀之法入
画 的 大 写 意 花 卉 汇 聚 一 堂 ；
“动物” 单元精选了张聿光、 汪
亚尘、 谢稚柳等多位海派后期画
家惟妙惟肖的动物题材画作。 展
览将持续至4月16日。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近
日 ， 首都图书馆发布 “首图讲
坛·乡土课堂” 2023年度讲座计
划。 记者了解到， “乡土课堂”
全年将安排52场讲座。

今年全年的52场讲座中，四
项专题系列讲座尤为亮眼。“运河
探颐” 将以大运河的历史变迁与
运河文化的挖掘、研究、传承为焦

点， 展示北京城市发展与大运河
的密切关系；“八音雅乐” 致力于
让听众体味中华民族古典音乐的
独特风韵与文化价值；“魅力中轴
线” 将挖掘和阐释北京中轴线的
历史文化内涵；“我们的节日”从
中国的生肖文化、《红楼梦》 等文
学作品里的节日等方面， 展现源
远流长的节日习俗。

首图“乡土课堂”今年将办52场讲座

徐悲鸿收藏海派绘画展开展

近日，北京稻香村卖场里贴春联、挂灯笼宛如庙会，为新春市场营
造浓郁的节日氛围。 据悉，今年春节期间，北京稻香村将在线下门店组
织“年年有福”店内写福字活动，顾客可以自己书写新年祝福，门店现场
还有专业师傅教授传统面点制作技艺。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北北京京稻稻香香村村里里年年味味足足

石景山游乐园将于1月22日
至28日 （正月初一至初七） 举办
缤纷多彩的迎春文化活动。 活动
由文艺表演、 精彩游艺、 美食商
品、 展览展示四大版块构成， 突
出春节文化、 国际风情、 时尚新
潮等特色。

本报记者 陈曦 于佳 摄影报道

在石景山游乐园
体验国际风情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段段西西元元

CBA第二阶段常规赛最后一
轮比赛 ， 北控队118 ∶109战胜了
南京同曦 ， 终于结束了连败纪
录。 这场胜利让北控队尚存晋级
季后赛的希望， 没有与前面的队
伍拉大差距， 北控队的将士们也
可以 “相对” 开心地过新年了。

这场比赛对北控队来说是非
拿下不可的比赛， 对手同曦队本
赛季发挥十分出色， 这支球队人
气极高 ， 甚至有人说这是一支
“网红球队”。 但本场比赛的同曦
队缺少外援， 要知道作为上赛季
榜尾球队， 本赛季同曦队享有四
节五人次的 “优惠”。 这场比赛
从某种意义上说， 等于同曦队让
了5人次的外援， 全华班的同曦
队可说实力大打折扣， 这绝对是
北控队拿分的好机会。 北控队确
实在比赛中一直压制着同曦队，
比分始终处于领先状态。 但同曦
队的表现值得尊重， 他们直到最
后还在力拼。 虽然是全华班的队

伍， 但同曦队并没有在这场比赛
中让比分差距 “崩盘”。

同曦队的小将林葳这场球拿
下35分， 成为了本场比赛的得分
王， 这的确让人看着非常羡慕。
林葳是本赛季最佳新秀之一， 他
不是第一次发挥这么出色了。 看
着 林 葳 这 样 的 表 现 ， 让 人 感
叹———北控队要是有这样的 “小
孩儿” 就太好了。 北控队本场比
赛得分最多的是高登 （28分 ），
不过最大功臣应该是张帆 （23
分）， 正是张帆几度在关键时刻
的出手得分， 浇灭了同曦队追分
的热情 “火焰”。 这场比赛张帆
打满了48分钟， 这在CBA联赛中
十分罕见。 以前即便有人打满全
场， 大部分情况也是队里的核心
外援。 马上就过节放假了， 张帆
在最后一场没有休息不留力看似
是正常的。 但也从侧面反映出，
北控队真正可以依赖的球星并不
多。 外援高登始终没有拿出自己

前两个赛季的表现， 他在身体对
抗上显得有些疲软， 不能通过个
人能力带动全队。 新来的小外援
艾伦现在还不能指望， 虽然看上
去这是一位动脑打球、 善于团队
配合的球员， 但他显然需要与球
队磨合， 这场生死战他只出场了
4分钟没有得分。

其实张帆这个赛季绝对不是
自己的最佳状态， 伤病恢复后的
张帆与前几个赛季相比， 稳定性
上略有下降。 但 “北控科比” 依
然是球队最依赖的人， 似乎也只
有他有能力在危难时刻显身手。
北控队的阵容看上去不错， 但是
真正稳定的投手太少了， 特别是
外线三分的投射能力比较弱。 休
假期间北控队有必要加强投篮的
练习， 虽说球员的投射能力跟天
赋有关， 但苦练有时候也是有效
果的。 到了更为残酷的第三阶段
比赛， 北控队不能指望着张帆一
人 “开挂”， 能上手的都要上手。

北控队不能只靠张帆投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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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记者
近日从北京市文物局了解到， 春
节至元宵佳节期间， 全市文博单
位共将推出展览78个和文博活动
141项 （线下104项、 线上37项）。

展览方面， “盛世修典———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 成果展 ”
收录海内外263家文博机构的中
国绘画藏品12405件 (套 )， 以多
元展示手法呈现 “中国历代绘画
大系” 所反映的中国古代绘画的
宏富成就； “五星出东方———和
田历史文物展” 汇聚多家收藏机
构的220余件文物， 讲述因丝绸
之路所呈现的民族交往、 交流、
交 融 历 史 事 实 ， 通 过 大 量 考
古 遗 存和出土文物还原历史上
的和田； “海上客次———徐悲鸿

收藏海派绘画展” 首次梳理汇总
了徐悲鸿收藏中的海派作品， 共
将展出40余件海派大家的绘画佳
作。

十大特色活动方面， “只此
东方色 ” 8K数字沉浸式展览及
展览衍生庙会大集活动通过沉浸
式数字互动体验的方式， 以五个
不同的场景带入解读工艺美术品
的文化与精湛技艺； “张灯结彩
过兔年” 2023年新春灯彩会汇聚
了北京、 山西、 浙江、 四川、 福
建、 安徽几省国家级、 省级非遗
花灯灯彩项目， 众多传承人参与
设计制作； “瑞兔启新岁 园林
意趣浓” 2023中国园林博物馆春
节活动带领公众走进园林， 在实
景园林与展览陈列中， 感知园林

独具特色的自然与人文， 增添节
日文化氛围。

不仅如此， 北京市文物局还
推荐了十个中轴线历史文化探访
点、 十个北京历史文化名人探访
点、 十个兔年迎祥主题打卡博物
馆、 十个新开放打卡博物馆、 十
场 “新春惠民公益鉴定专场” 和
十个 “最受欢迎文创打卡地”。

其中， 故宫博物院、 中国国
家博物馆、 正阳门箭楼等十个中
轴线历史文化探访点邀请市民、
游客参观展览、 参与丰富的文化
活动， 感受北京中轴线的无穷魅
力。 十个兔年迎祥主题打卡博物
馆的展览和活动可以带公众了解
兔文化 、 兔知识 ， 欢度新春佳
节。

本市多项文化活动贺新春
本报讯 （记者 边磊）新春将

至， 北京东城 “会馆有戏” 新春
系列文化活动全面拉开， 一系列
新春文化活动竞相上演。

最近几天， 在修整后的颜料
会馆， 会馆文化主题的相声和评
书演出， 沉浸式国粹京剧体验，
皮影、 榫卯、 脸谱的传统手工艺
展示等有机融合， 让200余个家
庭体验了传统文化的非凡色彩。
1月23日至27日， 颜料会馆还将
携手加蜜喜剧与观众现场互动。

1月26日， 青云二十三艺术
中心 “点亮青云” 新春系列活动
将以画脸谱、 做花灯、 剪窗花等
形式带领市民在传统文化中品味
浓浓年味。

春节期间， 东城区还将陆续
推出新春游乐会 、 钟鼓楼相声
会、 线上春节联欢会等八项主题
活动以及 “吉兔贺新岁” “京彩
赏民俗” “书香品年味” “送福
进万家” 四大品类150余场文化
活动。

“会馆有戏”扮靓新春

近日，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
革命活动纪念馆联合东城区委宣
传部举办“玉兔送福”红楼邀您贺
新春活动，与观众一起听党史、写
福字、贺新春。 新春将至，东城区
开展系列迎新春活动， 通过进一
步用好用活红色资源， 弘扬和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欢乐、
祥和的节日氛围。

本报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听党史 写福字 贺新春

近日， 平谷区首届 “红谷杯” 雪地足球赛在山东庄镇鸣哨开赛，
11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 此次雪地足球赛是平谷区2022—2023年系列
冰雪活动中的一项， 本届冰雪季期间， 平谷区计划开展各级各类市区
联动的冰雪赛事活动30项， 带动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冰雪运动， 体验冰
雪乐趣。 本报记者 马超 摄影报道

平平谷谷举举办办首首届届雪雪地地足足球球赛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