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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部原创戏剧
演绎“东城故事”
演出档期持续一个月，同时还有6部经典传统剧目进行展演

区纪委召开处级单位党政主要领导述责述廉工作会，把工作放在“镁光灯”下

“一把手”走进廉政考场回应辣味提问

“安全小达人”
征集绘画剪纸参赛作品

本报讯（记者 史昕玥）10月8日
至 11月 7日，10部讲述“东城故事”的
原创戏剧将集中上演。

据介绍，这是东城区戏剧建设促进
委员会“2018东城故事原创剧目展演暨
戏剧进基层演出”活动的一部分，此外
还有6部堪称经典的传统戏剧一并开
演，包括京剧《战太平》《望江亭》等。

展演
10部原创剧讲述“东城故事”

此次进基层活动分为原创剧目
板块和传统戏曲板块。原创剧目板
块包括今年推出的10部讲述“东城故
事”的原创剧目，其中既有小剧场年
代戏《旗袍》，也有都市温情喜剧《开

往远方的地铁》；既有有趣的历史剧
《清白人间》，也有深刻的反腐剧《心
迷》；既有反映改革开放 40 年生活变
迁的《生逢灿烂》《鱼虫儿》，也有直视
当下生活的《胡同12号》《窗外》；既有
独角戏《东图和我和我的哲学》，也有
胡同里众生相的《四合院儿》。

展演期间，传统戏曲板块特意安
排了 6 部堪称经典的传统戏曲剧目，
分别是京剧《战太平》《望江亭》，曲剧

《四世同堂》，越剧《情探》《红丝错》，
昆曲《昙花证》。

观后
原创贴近东城百姓生活

据了解，原创剧目《生逢灿烂》

采用上世纪 80 年代的题材，将个人
的命运与时代的变迁相结合，借褪
色的故事一步步牵出现代人难忘的
回忆与复杂的情感。全剧围绕一个

“ 真 ”字 ，演 绎 出 普 通 人 生 活 中 的
“难”。该剧导演马岩说：“话剧在人
物塑造和场景设计都很生活化，就
是为了告诉人们生活很美好，要热
爱生活。”

从去年就一直关注“东城故事”
原创剧目展演的卫先生说：“这样的
展演活动很有带入感，让观众更加了
解东城的历史，贴近东城老百姓的生
活。”他对以北京人的老手艺为中心
创作的《皇城根下》印象深刻，“剧里
教育我们要珍惜文化留存，是一部非
常好的作品。”

本报讯 （记者 乔斐）9 月 28
日，区纪委召开全区处级单位党政主
要领导向纪委全会述责述廉工作
会。体育馆路街道工委书记陈志
坚，区委社工委书记、区社会办主任
严岩，区民政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李
小洁先后走上“廉政考场”，接受区
纪委委员、现场与会人员的质询和
民主评议。

现场 提问直击弱点辣味十足

“在前一段时间开展的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社区资金
管理使用问题专项整治中，民政局在
低保户的审查和监管方面是否存在
漏洞？”

“街道在工程建设中存在未遵守
按金额分类选取施工单位的原则、同
一场所反复修缮等问题，你怎么看？”

“社区资金清理中发现了社区存
在涉嫌违规收费、结余资金缺乏管
理、各种现金代管等问题，请问针对
下拨街道社区的资金，社工委有什么
监管举措能够确保下拨资金的规范
使用？”

……
现场，一个个不留情面的质询与

询问抛向“一把手”，深刻的剖析与回
应在现场形成交锋，把工作放在“放
大镜”“显微镜”“镁光灯”下，让“一把

手”深感述责述廉工作真正做到了不
走过场、不留情面、辣味十足。

会后“一把手”表示立行立改

“别小看这台上几分钟时间，红红
脸、出出汗,认真反思和讨论，才能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从台上下来，体育
馆路街道工委书记陈志坚松了一口
气，“通过纪委委员、列席人员、群众代
表的问询和质询，不仅给我们街道一
个展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平台，也
有利于发现我们在党风廉政建设上的
薄弱环节。回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针对会上提出的问题，赶紧商讨，拿
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

“从述责述廉情况看，大家对全
面从严治党党委（组）主体责任的认
识逐年深化，采取了很多措施推进主
体责任落实，一些工作取得很好的成
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有清
醒的认识，提出了针对性的思路和措
施。三位同志对所提问题不回避，不
遮掩，做了诚恳回答。会议达到了预
期目的。”区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处
级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向区纪委全会
述责述廉，是区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
和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的重要举
措。通过述责述廉，使各单位党政主
要领导能够对自身承担的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认
识到党风廉政建设是自己分内的事
儿，要抓在手上，记在心中，要与业务
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推动党
风廉政建设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一个
新的提升。

落实 区纪委将跟踪整改情况

据介绍，这是区纪委自下发《东城
区处级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向区纪委全
会述责述廉办法（试行）》举办的第四
次“一把手”述责述廉工作会。述责
述廉工作主要采取现场重点述责述
廉和书面述责述廉两种方式进行。
到2021年，全区处级单位党政主要领
导在本届内要全部完成述责述廉。

会后区纪委将把民主评议的结
果，以书面的形式反馈给现场述责述
廉的三家单位，述责述廉单位要按照
反馈意见制定整改措施，一个月内报
区纪委党风室，并要结合本单位实
际，将述责述廉报告、述责述廉会议
召开情况以及问题整改情况在本单
位适当范围内进行公开公示，接受监
督、促进整改。区纪委将跟踪检查整
改落实情况，并将述责述廉情况向区
委常委会报告，同时通报区委组织部
备案，作为领导班子总体评价、绩效
考核和领导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
处、选拔任用的依据。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9月28日，在
回民小学，区安监局与区教委联合启动东
城区第二届“安全小达人”系列宣教活动。

据区安监局局长陈君介绍，“安全小
达人”系列宣教活动作为东城区打造的
特色安全文化品牌活动，在 2017 年首届

“安全小达人”主题绘画比赛的基础上，
今年又将中国民间最早的传统艺术剪纸
引进校园，在全区小学开展“生命安全”
主题绘画剪纸比赛活动。

据介绍，此次比赛以东城区各小学
为参赛单位，由各单位按评选标准进行
初选，每类各推选5幅作品参评。区教委
将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选，评出一、二、
三等奖和佳作奖，并将评选结果进行公
告。11月5日-11月10日，区教委将组织
获奖作品在全区学校进行巡展。

序号 时间 地点 剧目名称 演出单位
1 10月8-9日19:30 隆福剧场 《鱼虫儿》 东城快板沙龙

2 10月10-11日19:30 隆福剧场 《旗袍》 北京乐怡邦尼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 10月12-13日19:30 隆福剧场 《开往远方的地铁》 北京精美绝伦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4 10月16-17日19:30 隆福剧场 《东图和我和我的哲学》 北京情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 10月19-21日19:30 隆福剧场 《生逢灿烂》 伴路人（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6 10月22-23日19:30 隆福剧场 《胡同12号》 北京光影几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10月28-29日19:30 隆福剧场 《心迷》 北京隆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8 10月30-31日19:30 隆福剧场 《窗外》 吴朱红戏剧工作室

9 11月1-2日19:30 隆福剧场 《四合院儿》 北青网际（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0 11月3至4日19:30 隆福剧场 《清白人间》 北京可立欧文化有限公司

11 10月15日19:30 隆福剧场 曲剧《四世同堂》 北京市曲剧团

12 10月25日19:30 隆福剧场 京剧《望江亭》 北京京评戏曲剧团

13 10月26日19:30 隆福剧场 越剧《情探》 北京市南花越剧团

14 10月27日19:30 隆福剧场 越剧《红丝错》 北京市南花越剧团

15 11月5至6日19:30 隆福剧场 昆曲《昙花证》 北方昆曲剧院

16 11月7日19:30 隆福剧场 京剧《战太平》 北京京评戏曲剧团

【征集时间】9月28日-10月29日

【作品要求】
作品应紧扣“安全小达人”主题，内容围绕“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交通安全、校

园安全、居家安全、毒品危害、网络安全”等大安全理念进行创作，创作内容要求健
康，积极向上，新颖、创新，参赛作品以纸质形式上交，必须原创。参赛作品提交时
要另附纸简述创作想法,即如何围绕“安全小达人”主题进行思考、创作，并标注作
者姓名、年龄、年级等必要信息。所有上报作品将默认为同意东城区安全监管局
和东城区教委具有善意用于安全生产宣传，冲印集中展览及微博、微信宣传展示
等宣传渠道的权利，不用于商业途径，并保证作品署名权不受侵犯。

绘画作品：纸张大小为8开素描纸（2张A4纸大小），不符合规格尺寸的将无法
进行评比(超过规定尺寸10%或不足规定尺寸50%），每人在每个类别中限报一幅作
品，不可使用照片或视频。绘画作品用笔限定为：铅笔（彩铅）、油画棒、水粉笔、水
彩笔、钢笔、油画笔。

剪纸作品：作品使用红色剪纸专用纸，形式不限，可为圆形可为方形，最终作
品完整贴于8开素描纸上即可。上交时用8开素描纸（2张A4纸大小）贴好。每人
在每类中限报一幅作品，不可用照片或视频形式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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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9月26日，“新时代 心相连——东城区第十二届
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周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崇文小学举行。

据了解，“东城区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周主题活动”已连续举办十二
届。区教委副主任尤娜表示,近年来，我区充分利用课堂教学主渠道不断
探索实践，将民族团结教育与学校课程建设紧密结合，其中包括为学生们
配备民族教育教材，开设民族体育运动项目、歌舞艺术等。民族团结教育
已覆盖我区百余所中小学近十万学生，实现了全区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
全覆盖。

尤娜还表示，本届主题活动持续半年之久，将组织全区各中小学学生通
过阅读、书信、绘画等方式，让汉族小朋友与其他民族小朋友同读一本书，
共绘一幅画。

我区启动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周

9月28日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9 月 28 日，“东城区少年宫茶文化进校园活动”
启动仪式在分司厅小学举行。活动中，东城区少年宫、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总社向全区中小学校、幼儿园赠送了刚刚出版的《茶经诵读》有声读本。

据了解，《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
一部专著，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茶经》作者陆羽，是唐代著名的茶学家，
被尊为“茶圣”。

《茶经诵读》有声读本，已获得北京市校外教材学材一等奖，是普及、推
广中国茶文化的经典读物。

《茶经诵读》有声读本走进中小学

9月29日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9月 29日，天坛街道迎国庆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合唱音乐会在崇文剧场唱响，同时在网络进行了全程直播，220多位观
看合唱节现场直播的居民朋友与在场的百余位观众一起，用歌声为祖国庆
生、为改革开放点赞。

天坛街道网络直播合唱节为祖国庆生

10月6日

北京冬奥首个“新品上市日”到来
本报讯（记者 庄蕊）10月6日，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的首个“新品上市

日”到来，王府井工美大厦冬奥店三十余款新品集中亮相，吸引众多收藏爱
好者前来挑选参观。

据了解，本次上市的新品既有羽绒服、羊绒系列等秋冬季应季保暖服
饰，又有别致新颖的系列徽章、贵金属制品、丝绸和陶瓷制品。王府井工美
大厦冬奥店设置了新品专区，将新品单独陈列，还有专人负责接听消费者
的电话咨询。

记者从北京冬奥组委了解到，从 10 月开始，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被定
为“新品上市日”，将集中上市冬奥会新产品。

9月27日，在东城区大方家回民幼儿园举办的那达慕大会上，身穿蒙古
族服饰的小朋友们跳起了蒙古族舞蹈《永远的那达慕》。 通讯员 梁嘉玮 摄

本报讯（记者 史昕玥）在东花市街道枣苑社区，一株八百年的酸枣树荣
获“中国最美酸枣树”称号，是本市“中国最美古树”的五株之一。9月 28日上
午，在枣苑社区第十一届酸枣树文化节上，居民们以文艺演出、成果展示、惠
民展卖等形式，庆祝这棵古树获得的荣耀。

据了解，东花市街道和枣苑社区联合主办的酸枣树文化节已经成功举办
了十届。每届都是社区根据当年的大事定主题，带领居民一同庆祝，共建和
谐邻里情。

最美酸枣树见证社区邻里情

网络直播合唱节为祖国庆生。 通讯员 高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