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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12时50分，我国在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
遥十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林一号
高分 03D09 星、云遥一号 04-08
星等16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
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
圆满成功。 郑斌 摄

近日，为期 6天的首届北京动画周圆满
落幕。本届动画周以“百年动画悦‘动’北
京”为主题，突出百年、动画+、产业推动和国
际化四大亮点，搭建起一个集展览展映、行
业研讨、项目孵化、人才培育、交流交易、评
优推优、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平台。

动画科技创新共同体成立
当天的主场闭幕活动上发布了多项活

动成果。北京银行将支持北京市广电局办
好北京动画周，合作推出动画贺岁片，共同
发起面向全国青少年的动画创意征集活动，
合作设立青少年动画“大师班”，共同打造

“小小朗读者”项目。同时，动画原创孵化基
地宣布落户西城区黄城 21号数字文化产业
园。

北京市广播影视协会、北京影视动画协
会、北京科学教育馆协会、北京科学技术普
及创作协会、北京设计学会、北京原创设计
推广协会6家协会代表18家成员单位，发起
成立了北京动画科技创新共同体。共同体
将致力于推动科技文化融合发展，促进动画
业与科技界深度融合，共同推动动画产业发
展、动画科技融合、动画创作交流、动画赋能
教育、科普动画创新发展，更好地让中国动
画走向未来。

此外，首届北京动画周还成立了北京动
画发展智库；“北京动画周青少年主题创作
大赛”的优秀代表获颁证书；“致敬经典——
我最喜爱的动画推荐活动”正式启动，活动
将遴选出最受观众喜爱的国产动画作品，纳
入第二届北京动画周展播展映范围并推介；

首届北京动画周面向社会征集活动吉祥物
作品 106个，经过线上投票，选出 50个作品
进行发布展示。

业内大咖把脉中国动画发展
2022年正值中国动画诞生百年，首届北

京动画周论坛板块由主论坛和五大分论坛
组成，分别从百年发展、动画创作、科技、产
业、投资和国际合作等方面，总结中国动画
百年经验，展望新时代中国动画前景。中国
动画学派、中华优秀文化、中国动画的“北京
方阵”等成为论坛上的关键词。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李剑平认
为，中国动画的整个发展，其实大家都在坚
守中国动画学派。中国动画学派指的是什
么？就是民族风格。坚守中国动画学派，就
是要创新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播，要讲述美丽
的中国故事。“中国的题材资源非常丰富，我
们要坚持把握时代脉搏、彰显家国情怀，打
造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优秀动画剧集
群。”

谈到如何让国产动画在国际市场上发
挥竞争力，爱奇艺副总裁杨晓轩表示：“我们
眼中的国际化和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风都存
在片面性，不能一味的迎合，也不能一味的
坚持，要了解彼此的需求，寻找共通点和共
情点。”

“元宇宙是动画列车的下一站。”百度副
总裁马杰认为，元宇宙结合人工智能的技
术、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能为动画的创作
提供更广阔的可能性和新的舞台。

保利影业总经理李挺伟对动画精品的

创作充满期待：“精品是用心打造的作品，不
仅入眼入脑还要入心。我们需要有更多的
高峰作品，这是对整个动漫电影市场的期
望，也是一种预期，相信未来一定会佳作不
断。”

线上线下参与人次破亿
首届北京动画周主体活动为期 6天，举

办了 6场论坛、5场培训、5个主题展览、2场
国际主题日活动、2场创投活动、数百部作品
展播展映，并放映了开幕动画电影《山海经
之再见怪兽》，搭建了线上元宇宙空间，在十
余家视频平台进行网上直播，线上线下累计
参与人次破亿。

其中，动画论坛和中国动画教育讲堂在
11 家平台同步直播，观看量累计超过 4000
万人次；长达一个半月的线上线下展播展
映，覆盖 15家电视频道和 8家网络平台；举
办VR体验、皮影艺术、动画配音等活动 882
场次，吸引了数千名小观众；创投单元进入
初评的项目 64个，《琉璃盏》《里波星球》《森
林奇遇记》正式签约，签约投资金额 1.6 亿
元；组织动画大师班、青年导演计划、高校动
画短片创作活动、青少年动画创作大赛等，
形成了北京特色的动画人才培养模式。

首届北京动画周主体活动于8月9日闭
幕后，优酷少儿、优酷动漫、腾讯视频、爱奇
艺、北京 IPTV、咪咕视频、哔哩哔哩平台的
线上展播展映活动还将持续到10月，论坛等
活动也将通过元宇宙空间和云现场等多个
平台实现回看。

李俐

今年暑期，京城夜晚有了消夏好去处
——不少博物馆开放夜场，特色讲解、民俗
体验等活动带领市民夜游博物馆，享受文化
大餐。近日，记者走访北京自然博物馆、北
京天文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白塔寺管
理处等多家博物馆发现，市民热抢名额的同
时也期待博物馆夜场不是日间模式的简单
延伸，而是各具特色的博物馆“奇妙夜”。

开放不全削弱体验感
上周四恰逢七夕节，不少博物馆在传统

节日前后专开夜场。当晚 6时 30分，一场特
色讲解活动在石刻馆室外展示区举行，数十
名观众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夜游五塔寺，听
石刻文物故事，与家人共赴七夕“游园会”。
近30分钟的讲解，观众频频点赞。“很少有机
会夜游博物馆，一家人过来涨了不少知识。”
观众黄亮说，他对中国的古建筑和历史文化
非常感兴趣，女儿和妻子也受到影响，特别
爱逛博物馆、听文物故事，“小朋友和我们都
收获了独特的夜游体验，遗憾的是夜场不开
放塔室和室内展厅，很多馆藏精品看不到
了。”

王先生和女友都是文博爱好者，特意在
下班后赶来参加活动。“19时20分左右进馆，
还是晚了点，没赶上讲解。”王先生说，作为
观众，他特别理解工作人员的辛苦，但也希
望博物馆能为上班族提供更充裕的参与时
间，可以组织社会志愿者适当增加一些讲
解。

其他博物馆也有类似的情况。在自然
馆、天文馆等博物馆，记者随机采访了 15位
市民，有9位表示“夜场志愿者和服务人员的
数量较少”。还有市民反应，有些展厅到了
夜场就关闭了。“带着孩子到指定的地点参
加活动，沿途经过的地方有些关着灯，体验
感不太好。”市民朱女士说。

还有一些博物馆的夜场，只是延长了开
放时间。“白天没时间陪孩子逛博物馆，延时
开放正好提供了亲子活动的条件。”市民舒
女士说，单纯的看展很难吸引小朋友，“希望
博物馆的夜场活动能丰富起来。”

精心活动场场爆满
前不久，“在白塔寺遇见梅兰芳”“无关

风月话昆曲”两场活动在白塔寺相继上演。
置身古香古色的文物古建中，来自北方昆曲
剧院、国家京剧院等单位的演员为观众带来
戏曲视听盛宴；修缮后的大觉宝殿首次对外
开放，中国戏曲学院的青年教师与观众畅聊
昆曲艺术。两场活动广受好评，还有不少没
抢到入场券的市民给白塔寺留言：“希望之
后的夜场活动多放点票。”

以这两场活动为开端，白塔寺联合梅兰
芳纪念馆、白塔寺药店等合作单位打造了一
系列“白塔之夜”活动，前不久通过官方微信
公众号公布：“晚风电影院”“八月八玩转白
塔”“夕阳下的妙音颂钵”“书香妙应寺”……
活动预告一出，不少市民纷纷留言。市民马
先生从小在白塔寺周边生活长大，他说：“设

计者走心了，每个夜场主题都很有特色，预
约的时候场场爆满，儿时的‘老街坊’白塔寺
正通过这种方式‘活’起来。”

“量体裁衣”才能叫好又叫座
在采访过程中，“有趣”“有特色”等关键

词成为大部分市民对博物馆夜场的期待，也
有博物馆工作人员表达了目前博物馆遇到
的困难，有工作人员透露，现在开放规模仍
受限制。“按照规定，展厅的讲解还没有全面
恢复，举办夜场活动也面临政策、资金支持
等问题。”一位在文博机构从事社教活动策
划的工作人员说，夜场开放还要考虑人员、
空间、设备，以及长时间光照对文物的影响
等问题，与其他博物馆、文旅公司等合作，引
入社会力量，联合举办活动是不少文博机构
的选择。

博物馆怎样打造叫好又叫座“奇妙
夜”？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馆副馆长苏丹认为，夜场活动也是博物馆
文化建设的一部分，结合传统节日、寒暑假
等特定的时间节点推出夜场活动，是博物馆
亲近观众的一种良好方式。策划夜场活动
也要注意“量体裁衣”，挖掘馆藏特色，用好
用足馆内的文物资源和展示空间。他举例
说：“比如我们馆的特色与传统文化密切相
关，可以结合二十四节气推出不同主题的夜
场活动。我们还利用场地优势，在夜场开放
了馆外的长廊，邀请观众走上长廊欣赏奥林
匹克公园夜景。” 李祺瑶

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
日前正式开放营业，冰壶场馆正在紧锣密鼓
的筹备当中，不久也将开放运营。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水立方”承
担了游泳、跳水、花样游泳等水上比赛项
目。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

“水立方”华丽转身，贡献出奥运场馆改建的
“中国方案”，以“冰立方”的身份承接了冰壶
赛事活动。

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运营专员齐子楠
介绍，冰上运动中心位于水立方南广场地下
11 米，入口在国家游泳中心南广场地面的
伞形结构处。后期将分阶段、分功能、分层
级地开展冰上运动服务项目。

冰上运动中心整体建筑面积约 8000平
方米，设有一块 1830 平方米的标准冰场及
一块含四条45米×5米的标准冰壶场地及周
边配套服务设施。作为北京冬奥会冰壶运
动的遗产承载地，这里将成为集冬奥文化推
广、冰壶运动普及、大众体育健身、冰上运动

培训、精品赛事举办、体育旅游地标、文化演
出平台等七大功能为一体的冰上运动综合
体。

国家游泳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冰
上运动中心的开放，“水立方”正式完成升
级，成为了“水冰双驱”的“水立方+冰立
方”，为双奥场馆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驱动
力。

记者了解到，冰壶场馆正在紧锣密鼓的
筹备当中，不久也将开放运营。冰壶场馆面
积约 900 平方米，对标奥运标准，设置四条
45米×5米标准冰壶赛道。奥运品质的冰壶
冰面和赛时专用冰壶将全新亮相，为大众提
供一流的、可持续的冰壶体验。

此外，“冰立方”还将与世界壶联、中国
冰壶协会就冰壶制冰师、裁判员、教练员等
专业人才培训和大众冰壶运动推广等方面
展开更加深度的合作，推动冰壶运动在中国
乃至世界范围内更好地发展。

来源：中国新闻网

期待博物馆“奇妙夜”更奇妙

首届北京动画周圆满落幕

“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开放

开启“水冰双驱”新模式

8月8日是第14个全民健身日，以“悦运
动，悦精彩”为主题，第三届“8·8”北京体育
消费节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正式启动。

本届体育消费节不仅包括“线上买”
“线上赛”“线上订”“线上学”四大主题板块，
同时也增加了线下体育消费嘉年华运动体
验场景。活动时间为期一个月，消费者可在
京东APP搜索“北京体育消费节”，即可找到
相关购买页面，优惠力度预计达1000万元，
北京当地千家线下体育场馆、健身房参与活
动，同时设置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赛事，

内容进一步丰富，优惠力度进一步加大。
启动仪式当天，《2021年度北京市居民人

均体育消费调查报告》和《2021年度北京冰
雪运动消费人群消费调查报告》，正式面向
社会公开发布。调查显示，2021年度北京市
居民人均体育消费3310.3元。在冰雪消费
方面，2021年北京市冰雪运动消费人口人均
消费达24501.04元，其中冰雪运动参与型消
费支出占比高，达到61.94%，主要内容为冰
雪运动培训教育和机构会费支出。

范佳元

第三届北京体育消费节启动

一、招聘岗位及数量
男性城市管理执法协管员30名
二、岗位职责
要从事市容劝导、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宣

传和维护市容秩序等城市管理辅助工作。
三、聘用条件
1、遵纪守法，有良好的品行，能吃苦奉

献，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善做群众工
作;

2、男性年龄在40周岁以下（1982年7月1
日以后出生）;

3、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
4、身体健康，无残疾，体貌端正，无口吃、

无纹身，无违法违纪记录，具有正常履行职责

的身体条件;
5、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予招录∶
（1）有个人不良信用记录的;
（2）因违纪违规被开除辞退解聘的;
（3）有吸毒史、精神病史、有纹身的人员;
（4）本人或家庭成员、近亲属受过刑事处

罚或者治安管理处罚的，参加非法组织、邪教
组织或从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人员;

（5）其他不适宜从事协管员工作的
其他详情请到集智公司咨询
报名时间：2022年8月9日至2022年8月

24日17：30止
地点∶瑞金市金恒大厦1303室
电话∶0797-2326711

公开招聘城市管理执法协管人员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