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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身临其境“悦享丹麦”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张硕）用
彩色的绳子搭建艺术装置，再品
尝下丹麦的街头小食……主题为
“悦享丹麦 赋予生活”的 2018
北京国际设计周哥本哈根主宾城
市展览正在 751时尚设计广场
展出，观众将在一系列吃喝玩乐
的体验中，感受丹麦在城市设计
以及可持续性等领域的实力。
“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的主
宾城市，我们想要分享彼此的理
念，包括丹麦的生活方式、文化和
可持续城市发展。”哥本哈根市市
长弗兰克·延森表示。据悉，作为
庆祝丹中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十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展
览旨在介绍丹麦生活方式的主题
展览体现八大核心理念：让孩子
茁壮成长；让社区充分延展；让旧
物获得新生；给城市中心一片绿
地；给传统文化全新意义；给当地
元素更多关注；让绿色城市世代
相传；让自己获得充足休息。
在主展区内，观众将身临其
境地体验到生活在哥本哈根的感

觉。中国观众不仅可以品尝到从
开放式三明治到丹麦热狗的街头
小食，还可以戴上眼镜体验丹麦
的 VR艺术，骑上儿童自行车追
赶泡泡，或者用彩色的绳子亲手
搭建艺术装置。从一家所有的商
品都是由废品构成的超市到塑料
回收工作坊，哥本哈根主宾城市

展览展现出特别的设计是如何帮
助建设未来城市，助力都市生活。
此外，城市设计师、建筑师、艺术
家、公共健康领域主管、厨师以及
其他来自丹麦的专家代表将在系
列丹中工作坊、论坛和对话活动
中分享彼此的经验。
丹麦驻华大使馆 / 供图

众星加盟国庆晚会讴歌新时代
北京 晨 报 讯 （记 者 冯 遐）

2018年，既是新中国成立 69周
年，也是喜迎改革开放的四十周
年，更是迈入新时代的开局之年。
即将于 10月 1日在央视综合频
道、综艺频道播出的《拥抱新时代
祝福你中国——
—“中国梦·祖国
颂”2018国庆特别节目》力邀众
多演艺明星，一同用高歌激情唱
响新时代主旋律，用劲舞热情跳
出新征程正能量，真正做到了用
精品内容谱写祖国颂，彰显不忘
初心、砥砺奋进的时代精神！
本台晚会全方位展现中华儿
女热爱伟大祖国、讴歌伟大时代、
奉献伟大事业的精神风貌。在精
致唯美的舞台衬托下，激昂的经
典旋律轮番登台，从个人成长蜕
变唱到家国命运，唱出了中国人
砥砺奋进的精气神，更唱响了中
国迈进新时代的洪亮宣言。其中，
黄金麦田中，李宇春悠扬唱起《和
你一样》，焕发出活力青春的耀眼
光芒；吴亦凡用浑厚的歌声诠释

陪伴的温暖；加油男孩借助《我和 行曲》《时代的英雄》《人民的心
2035有个约》体现了新时代主旋 声》等诗朗诵节目，分别以致改革
律的全新气质，表达了当代青年 开放、致英雄、致祖国和展现国家
对于“两个百年”目标的憧憬和向 重大科技成就为主题，田华、秦沛
往；《赞赞新时代》、《祖国，我为你 （香港）、金士杰（台湾）、张国立、
放歌》等唱出了人民努力奋斗为 刘劲、吴京、韩雪、张丰毅、胡军、
幸福的决心，更唱进了无数对新 于和伟、冯远征、翟天临、陶虹、马
思纯、车永莉等著名影视、话剧艺
时代满怀憧憬的群众内心。
这次国庆特别节目中，在激 术家齐聚一堂，用或铿锵有力、或
昂旋律讴歌新时代的同时，更有 轻声细语的辞藻，致敬人民英雄，
温润细腻的朗诵。其中，《祖国进 致敬新时代，致敬祖国。

“相声还未说完，为何下台鞠躬？ ”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和璐璐）

《新舞林》今晚上演总决赛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冯遐）
科班出身的董洁便率先慌
东方卫视《新舞林大会》总决赛 了神。她表示最不擅长的就是
将于今晚举行。七组明星选手 即兴，“自己从小学习古典舞，
将各显神通，争夺最后的“舞林 已经被套牢了一个模式，最习
盟主”。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考 惯表现老师编排好的动作。”
验大家的随机应变能力，选出 手足无措的还有任嘉伦，尽管
真正的默契组合，总决赛盛典 作为街舞选手，任嘉伦本应该
还特别设置了即兴 battle环 对 battle了如指掌，但身体的
节。七组明星选手们将根据 DJ 疲劳成为他正常发挥的最大障
现场播放的随机音乐，不分舞 碍。与前两位基础好的明星不
种上演花样 battle，面对如此 同，盛一伦和吴莫愁反而不慌
刺激的赛制，明星们也是几家 不忙，超水平发挥，取得了意外
之喜。
欢喜几家愁。
“
一核一城三带两区”摄影展开幕

姜昆满酒三杯为好友师胜杰送行——
—

即将过去的九月被称为“黑九
月”，这个月走了著名相声表演艺
术家常宝华，天津相声名家张文
霞、刘文步先生，以及评书大家单
田芳等。没想到这个月即将过完
的时候，又传来师胜杰病逝的消
息。师胜杰先生的家人事先将他
带回东北老家，而且已将追悼会
等后事准备妥当。
师胜杰生前人缘颇好，昨天，
很多人在朋友圈哀悼师胜杰先
生，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吴琼写道：
“师先生曾经在央视戏曲频道《梨
园闯关我挂帅》栏目中当点评嘉
宾，对我出演的节目不吝溢美之
词，至今感念在心！”很多与师胜

“街大新喜”
东城文化生活节十月亮相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琳）
演，拉开整个文化节的序幕。在
10月 1日到 30日，“ 街大新 三天时间里将在乐空间、学校
喜”东城文化生活节将在北京 酒吧、水果空间等演出场地举
东城区的胡同里上演，此次活 办四场不同风格和主题的音乐
动将以同主题散点式的发生方 演出，风格涵盖说唱、电子、摇
式覆盖东城所辖多个片区的特 滚、世界音乐、氛围音乐等，十
色空间场所，并通过各种形式 余组音乐人将陆续登台演出，同
内容丰富的文艺活动，连接艺 时还将配合六场相关的展览、沙
龙、胡同快闪等活动。开幕活动
术家、爱好者和社区居民。
2018“ 街大新喜”东城文 之后将有传统文化、戏剧、脱口
化生活节以“胡同连接人与人” 秀、公共艺术、展览沙龙、生活市
为主题。由耀世音乐主办、城市 集等不同的单元陆续展开，力图
发声策划的“街大新喜”东城文 给生活在胡同和对胡同生活有
化生活节音乐演出和青年社区 深切向往的居民提供丰富、多
单元将于 10月 3日到 5日上 元、有意义的活动。

杰素昧平生的人也对他的去世表
示哀悼。
据了解，师胜杰遗体告别仪
式将于 10月 2日在哈尔滨举
行。昨天凌晨，师胜杰的妻子宋艳
发文：
“我最爱的人！你一路走好！
来世我们还做夫妻！”师胜杰本来
是天津人，父亲师世元是相声大
师张寿臣的徒弟。1959年，为了
支援东北的艺术建设，师世元一
家来到了哈尔滨，从此扎根东北，
传播相声艺术。
师胜杰 7岁登台，与父亲合
说《捉放曹》。在“文革”时期，师胜
杰来到了兵团。他曾经和兵团战
友姜昆一起参加相声调演，当所
有人都以为师胜杰能够离开兵团

的时候，师胜杰却带着包袱又回
来了。姜昆后来调到了中央广播
说唱团，虽然二人的人生道路发
生了变化，但是二人的友谊却始
终保持下来。今年 3月，姜昆还探
望了师胜杰，两人的合影曾在网
上广为传播。惊悉师胜杰逝世的
噩耗，姜昆连夜写了长诗《为胜
杰送行》，深情回顾了自己和师
胜杰从北大荒至今 50年的情
谊。其中一句：“五十年的艺术之
路，我们携手同行。如今，你走
了，走得那么匆忙，相声还没有说
完讷，为什么就忙着下台鞠躬?”
让闻者落泪。最后，姜昆在悼念诗
中说，
“知道你爱喝酒，那我就满
上三杯酒吧。”

北 京 晨 报 讯 （记 者 荀

前天，由北京市文联、北
京摄影家协会主办的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六周
年北京“一核一城三带两区”
专题摄影展览在首都图书馆
展出。
据悉，市文联摄影家协会
自 2017年秋季开始，利用一
年的时间组织开展了北京“一
核一城三带两区”专题摄影创
作和作品征集工作。创作活动
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根基，
展现了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
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悠久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优美
独特的自然风光。
与本展一同开幕的还有
市文联摄影家协会举办的
“北京记忆——
—纪念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主题图片展。图
片展所展出的百余幅摄影作
品，均精选于改革开放以来
北京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多项
摄影展览。展览通过大量不
同时期的艺术图片，向广袤
处放眼、于细微处探究，借由
镜头的情感表达，凝聚珍贵
的历史瞬间，回顾首都人民
走过的四十年发展历程，展
示北京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
成就。据悉，两项展览将持续
至 10月 4日，在此期间免费
对公众开放。
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