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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热闹
的春节档已经结束，据人民日报
客户端消息，今年除夕至大年初
六 7天长假时间，《流浪地球》《疯
狂外星人》《飞驰人生》《新喜剧
之王》等类型多样、各具特色的
电影展开了白热化的竞逐，联手
打造了 2019 年春节档达 58.4 亿
元票房的辉煌，较去年同期增长
1.2%，创同期历史新高。大年初
一电影票房达到 14.43 亿元，同
比增长近 13%，再次刷新了单日
票房纪录。

其中，高开劲走的《疯狂外星
人》、强势逆袭的《流浪地球》、平
稳增长的《熊出没·原始时代》等
影片无疑是这个春节档最为耀眼
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
幻电影《流浪地球》恢宏震撼的
视觉效果开创了国产科幻的新征
程，截至记者发稿已斩获 22亿票
房，合家欢动画《熊出没·奇幻空

间》以近 5 亿的票房雄踞动画电
影片首，实现了票房与口碑的双
丰收。

电影《流浪地球》和同期上映
的电影《疯狂的外星人》分别改
编自雨果奖获得者刘慈欣的小说
《流浪地球》和《乡村教师》，虽同
属于科幻题材，但两部电影在表
达内容、视觉表现等方面各有千
秋，前者将重点放在末世求生的
恢宏宇宙中，以新颖的科技视角
带领观众一览中国视角下的电影
科幻宇宙。其中，地球上上万座
推动器和翱翔在太空深处的空间
站尤为震撼人心，不少观众直呼

“《流浪地球》让人们看到了中国
科幻电影的希望和出路”。

相较于往年，今年的春节档
中内地青年导演大放光芒。执导
《流浪地球》的郭帆、《飞驰人生》
的韩寒、《小猪佩奇过大年》的张
大鹏，都是国内“80 后”导演中的

翘楚，他们以独特的思维在大银
幕上构建着专属于青年一代的电
影表达，就票房来看，他们也受到
了大多数观众的认可。

以往春节档的“老牌劲旅”，
在今年的春节档也有突出表现，
国 产 第 一 IP 动 画 大 电 影“ 熊 出
没”，近年已成为春节全家人首选
娱乐方式。今年春节，《熊出没·
原始时代》特别推出五个方言版
本，其中河南观众看到的河南话
版电影中，熊大熊二说着好玩的
河普话，乐翻了家长和小朋友，目
前影片在猫眼电影平台评分高达
9.2 分，堪称今年春节档合家欢观
影的首选。

此外，《新喜剧之王》《廉政风
云》等电影也从类型上丰富了观
众的春节观影选择。相信随着国
内电影市场的日趋成熟，银幕上
将会出现更多票房与口碑双丰收
的电影。

春节档总票房春节档总票房 亿亿
《《流浪地球流浪地球》》成大赢家成大赢家

《少林魂》是这样炼成的
——揭秘塔沟小子春晚再创辉煌的幕后故事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农历大年初四，建业全体将士重新
集中前往广东佛山，进入第三阶段的冬训，全力以赴备战将于
3月 1日开战的中超联赛。

春节之前，建业在塞浦路斯进行了将近20天的海外拉练，
期间与欧洲多支劲敌进行了热身，取得了1胜1平 2负的成绩，
4场比赛共打进3球，丢了4个球。相比往年的海外拉练，今年
建业队的外援与全队会合的时间较早，巴索戈和伊沃都是先回
到郑州之后再和全队一起前往塞浦路斯的，因而阵容也相对完
整，这也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整个海外集训的效果。

对于前两阶段冬训的效果，教练组还是相当满意的，认为
无论是体能储备还是技战术磨合，包括在挖掘新人方面都实
现了预期。在佛山的第三阶段冬训中，此前一直随国家集训
队拉练的龙威、钟晋宝已经归队，在塞浦路斯期间表现不错的
几位小将牛梓屹、王一凡、孙龙祥也都得到了王宝山的青睐，
继续跟随一线队训练，此外，王宝山还特意将U18国脚韩东召
入队中，方便对其近距离观察。

据了解，建业队在佛山将待两周左右，其间将与同在附近
集训的中超、中甲球队进行热身赛。大约在距离联赛前一周，
全队将会返回郑州，为首战进行最后的准备。

建业重新集中南下热身

春节假期虽已结束，但按照中国传统习俗，“十五”没过都
算过年。从本月 12日（农历正月初八）开始，一场由市体育局
主办的 2019年郑州市春节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将掀起绿城新
春的健身热潮。

2月 17日（农历正月十三）上午，2019郑州市春节全民健
身系列活动展示主会场，将在绿城广场精彩亮相。届时，太极
拳、广场舞、秧歌、鞭陀等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全民健身活动
以及年味十足的民俗表演，将精彩演绎绿城郑州全民健身闹
新春的欢乐祥和场景。

每年春节期间举行的全国大学生篮球邀请赛，已经成为
我市春节全民健身系列活动中的一项传统赛事。这项由市委
宣传部、共青团市委、市体育局主办，市篮球协会等承办的赛
事，将于2月 12日至 17日（农历正月初八至正月十三）在郑州
市体育馆和巩义市蓝天体育馆举行。

春节全民健身系列活动中自然少不了武术的身影。2月
16日至 17日（农历正月十二至十三），河南省第十五届中原大
舞台武术展演活动（郑州分会场），将在郑州市体育馆举行。
届时，民间“武林高手们”将在此切磋技艺、以武会友。

全民健身动起来
绿城过年新风尚

本报记者 陈 凯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昨日，郑州市曲剧团带来的经典剧
目《麻风女》《姑苏遗恨》下午、晚上在郑州艺术宫如期上演，
拉开了 2019 年“情暖新春”惠民演出第二阶段的演出序幕。
在此阶段，郑州市曲剧团、郑州市豫剧院将为广大群众带来
《双玉蝉》《风流才子》《琵琶记》等 12场演出，继续丰富市民
的节日文化生活。

记者了解到，由中共郑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 2019年郑州市“情暖新春”文艺演
出活动定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17 日在郑州艺术宫举
行。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春节前演出 4场，已于
节前顺利完成；第二阶段为春节后演出12场，演出时间为2月
11日（正月初七）至2月 17日（正月十三）。

据了解，此次演出包含《风流才子》《琵琶记》《包青天》《红
娘》等四部八场豫剧，《麻风女》《双玉蝉》《徐九经升官记》《三
十两纹银》《姑苏遗恨》《秦香莲后传》等六部八场曲剧，马刚
良、张艳萍、任三印、孙玉香、张兰珍、海波、陈素菊、张娜、耿荣
梅、郭秋芳等深受群众喜爱的国家一级演员参演。想过戏瘾
的观众可免费领票观看演出。

郑州市“情暖新春”活动自 2011 年开展以来，每年都为
广大市民奉献精彩的文艺演出，深受群众欢迎，收到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对于加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我市春节期间不可或缺的
重要文化品牌活动。

“情暖新春”节后温暖续航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从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
2019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评审工作已于日
前结束，评审结果正在公示，郑州歌舞剧院创排的舞剧《精忠
报国》入选 2019 年度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名录和
2019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这
是我省唯一的入选剧目。

为促进舞台艺术创作的繁荣发展，不断推出优秀作品和人
才，文化和旅游部自2016年起实施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
持工程。工程实施以来，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取得了显著
成效。本次申报作品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京剧、昆曲、地方戏
曲、话剧、儿童剧、歌剧、舞剧、音乐剧、杂技剧、曲艺、木偶剧、皮
影戏及主题性音乐会、歌舞晚会等大型舞台艺术作品。文化和
旅游部组织专家对各地、各单位申报作品进行遴选，评选出25
部 2019年度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并从中遴选出10台
剧目作为重点扶持剧目，给予一定的创作经费补贴。

舞剧《精忠报国》是根据民族英雄、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
事迹创作排演的一台大型舞台剧目，是郑州歌舞剧院继舞剧
《风中少林》《水月洛神》后的又一力作。该剧编剧由著名舞蹈
理论家、编剧、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担任，总导演由著
名导演、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杨笑阳担任，作曲由国家一级
作曲家印青担任。剧中主要人物岳母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国家
一级演员山翀饰演，其他主要角色分别由郑州歌舞剧院优秀
舞蹈演员担任，其中岳飞由曾鹏飞饰演。

《精忠报国》于去年11月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试演，获
得广泛好评。目前已被河南省委宣传部评为 2018年中原人
文精品工程，被郑州市委、市政府列为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文化重点项目。

郑州市舞剧《精忠报国》入选
国家舞台精品创作扶持工程

猪年央视春晚中，由河南少林塔沟武校20000名学员表演的大型武术节目《少
林魂》震撼上演，给亿万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整齐划一、气势磅礴的少林功夫表
演，在音乐伴奏下，不断变换出人塔、少林拳、八卦阵等造型，动如潮水、静如磐石。
数千名演员巧妙地组成的“春”和“福”字，营造出新春佳节的喜庆氛围，6000多平
方米的五星红旗精彩亮相，祝福祖国日益昌盛、繁荣富强。《少林魂》节目既展示了
中华武术作为国粹的魅力，又展现出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创下了春晚武
术节目一个新纪录，更创造春晚至今表演人数上无法逾越的吉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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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记者从
建业足球俱乐部获悉，2019 赛季中超赛
程已经出炉。新赛季将于 3月 1日开始，
12月 1日收官，其中包含了 5个休赛期，
横跨整整 9个月，这将是中超历史上最长
的一个赛季。建业的揭幕战，将在主场迎
战大连。纵观全年，对于建业保级来说，
整个赛程特别是最后阶段比较有利。

根据足协公布的 2019 年中超赛程，
新赛季将在 3月 1日打响。根据安排，开
幕式将在深圳市龙岗大运中心体育场举
行，揭幕战由时隔 7年重返中超的深圳队
对阵河北华夏幸福。新赛季中超联赛将
有五个休赛期，3月 10日起，中超战罢两
轮后，联赛将进入第一个长达三周的休赛

期，此时，“中国杯”比赛将继续在广西举
行，今年作为第三届赛事，规模要比以往
的两届更大，共有 8支球队参赛，这将是
国足在里皮离任后首次亮相。

6 月 2 日至 6 月 14 日，中超第 12 轮
后，联赛进入第二个休赛期，时间是两周；
8月 13日至 9月 12日，联赛 23轮之后，第
三个间歇期将长达一个月，各支球队可以
利用这段时间休养生息。 联赛的冲刺阶
段，剩下最后 7轮比赛将被切割得比较零
散，9月 23日至 10月 18日、10月 28日至
11月 21日是中超联赛最后两个休赛期。

往年，中超联赛落幕的时间大多在11
月初或上旬，而今年的联赛将在12月 1日
收官，整整9个月的时间跨度创造国内顶级

职业联赛的历史之最。 新赛季为何如此之
长？是因为中国足协充分考虑到照顾国家
队备战的利益。国足将从9月开始征战卡
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比赛，将中超赛程
拉长以确保国足9月、10月、11月的三期集
训比赛，这样有益于减缓国脚的疲劳，进一
步维护国家队和俱乐部的利益。

对于建业来说，新赛季的揭幕战将于
3月 3日在主场进行，对手是大连一方，第
二战则是客场挑战山东鲁能。上赛季的两
回合较量，建业队主场1∶1战平一方，客场
则以 1∶2输给了对手。冬歇期，大连一方
动作不断，不仅挖来了韩国名帅崔康熙，而
且赵明剑和赵旭日等大连籍球员有望回
归，赵明剑和赵旭日均很接近加盟球队，加

上进攻端卡拉斯科、盖坦、穆谢奎等外援也
悉数保全，新赛季建业首轮将面临不小的
考验。

从联赛第二轮到联赛第五轮，建业队
将先后对阵山东鲁能（客场）、上海申花（主
场）、武汉卓尔（客场）、北京国安（客场），如
果建业不想重蹈年年保级的覆辙，联赛开
局抢分极为关键。2019年的上半赛季，建
业有7个主场8个客场，下半赛季反之。对
于建业这支保级球队来说，最后阶段的比
赛至关重要。2019赛季最后5轮的比赛，
建业拥有 3主两客的优势，将连续碰到重
庆力帆、广州恒大、天津天海、深圳佳兆业、
广州富力，除了广州恒大之外，其余4个对
手建业都有与之抗衡的实力。

新赛季中超赛程敲定
建业队首战大连一方

“铁军精神”决定“塔沟速度”

万人规模的团队走上春晚舞台，“看上
去很美”，但实际操作起来困难也非常大，
尤其是在从确定演出到投入拍摄之间只有
短短一个月的情况下。

首先就是场地问题，数量庞大的演员队
伍决定了节目只能采取外景拍摄的方法。
2018年11月23日，央视导演组最终确定将
排练、拍摄场地放在大禹校区的五环演武
场。然而即便是这个“最经济”的选择，也面
临诸多困难。首先是场地的平整度问题，原
本的演武场是红砖铺地，因为学员长年练
功，场地已经是低洼不平。17000平方米的
练功场，要完成场地平整、全部铺上青砖，符
合演员排练的要求。筹备会上，学校领导面
对这么大的工程量，给后勤处下达了死命
令：一个星期，务必完成。

23 日当天晚上，5台挖掘机和 6台铲
车就已经进场施工。连续两天两夜的昼夜
施工，到 25日，场地的初步平整工作已经
完成。50位工人开始进场铺设青砖，又是
连续的加班加点昼夜施工，到了 11 月 30
日上午，平整如新的演武场如约出现在演
员们面前。铺设完这么大的场地需要多少
块青砖？塔沟武校给出的数字是 90 万
块。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咂舌的数字，且不
说工程量的大小。“这么短的时间，你们是
怎么买到这么多砖的？”当地一位建筑行业
人士在听说了“塔沟奇迹”之后惊讶地问。

实现场地平整，确保演员们能够安全

顺利地进行排练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场地

的布置，电力通信的保障，灯光、音响的安

装，演员服装、道具的订制、运输等工作，都

在同步进行。在此期间，塔沟武校得到了

登封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涉及的电力、

青砖等难题逐一得到了解决。
从 11月 23日开始平整场地，到 12月

20日完成节目录制。观众在除夕晚上看
到声光电俱佳、美轮美奂的场面，塔沟人用
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所有的工程。

出彩归功精益求精抠细节

“枪挑一条线，棍扫一大片”，正是少林
棍的“威力”与“魅力”。在这台万人武术节

目表演中，少林棍是唯一出现的器械，演员
的红色服装也显得格外抢眼。央视导演任
胜说：“万人武术表演，创造了春晚历史上
的一个纪录，这个节目是整台晚会的一大
亮点，而200人表演的集体少林棍法，虽然
前后仅仅几十秒时间，却算得上是亮点中
的亮点。”

而为了更充分展现少林功夫的魅力，
导演组对棍术表演也做了大的修改。原先
的团体操表演中，更强调观赏性，主要要求
动作要舒展大方，而改编后的节目，则要求
在保留观赏性的同时，更回归武术的本质，
棍术的一招一式，包括摆、摔、戳，每一个动
作都是有攻防含义的。负责棍术训练的教
练苏士华介绍：“把一套棍法熟练演练下
来，对每一个演员都不是问题，但难就难在
200人的动作要整齐划一，不论是横看还

是竖看，不管是动态还是静态，都得是一条
线。整个表演中的腾挪跳跃高低起伏也必
须转换有序。”

前后 40多秒的表演背后，是棍术演员
每天成千上万次的动作重复。训练的时
候，天寒地冻，队员们每招每式都是力道十
足。“遭殃”的就是道具，用来训练的白蜡
杆，折损度惊人。最多的一天，一个多小时
就断了 70多根。在正式开拍，换上表演用
的藤条之前，塔沟武校的后勤人员算了一
下“总账”，光折断的白蜡杆就有 2000 多
根，平均每个演员就消耗了十几根。

天冷，再加上高强度训练，受伤的不只
是道具，更有人。虎口震裂、擦伤、碰伤都
是常见的，到学校医务室简单处理一下，这
些孩子们手上缠上胶带就又接着练了——
没有人叫苦叫累，也因此打造出了让人眼

前一亮的少林棍阵。

万人演武挑战春晚新高度

当初，塔沟武校在往央视报送春晚备
选节目的时候，原本只是作为“辅助材料”
的万人团体操表演素材，却最终被导演组
相中。塔沟人在短暂的兴奋、欣喜之后，随
之而来感受到的是巨大的压力。相对于场
地、器材等硬件设施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在
于对节目变化的理解。

经常在少林等大型活动中表演的万人
团体操，是登封作为武术之乡的一张“名
片”。原本的节目接近 10分钟，而春晚的
要求只有 4 分多钟，必须进行改编压缩。
此外，原本节目中包含了十八般兵器样样
都有，整个节目编排重在展示，所以也相对

凌乱、粗糙。更重要的是，经过精编的节目

要在展现中华武术特色的同时，还要符合

春晚的特色，符合春节期间的气氛。毕竟

这是一个阖家团圆、举国欢庆的时刻，单纯

展示少林功夫的刚猛就有些不合时宜。

为了保证演出质量，学校对演员也进

行了筛选，特别是 6000多位主要演员，都

是习武三年以上、功底扎实的学生，身高都

在 1米 68至 1米 75之间。“从场地平整好，

满足合练要求开始，到最后的录制，总共不

到 20天的时间，每天大家都是上午、下午、

晚上一天三练，每天训练时长超过 12个小

时。别看每次跑动的距离不算长，但架不

住次数多，每人每天的跑动距离轻松超过

1万米。好在我们的学生有着不怕吃苦的
传统，而且以往能上春晚的总是少数人，一
次能有这么多人登上春晚舞台，这机会恐
怕不会有第二次，所以大家也都非常珍惜，
训练起来也格外玩儿命。”塔沟武校总教练
刘海科介绍说。

2018年 12月 18日至 20日，经过连续
三天的拍摄，节目的录制工作已经在塔沟大
禹校区完成。直到大年三十的晚上，整台节
目完美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的时候，第一次
看到“成品”的刘海科兴奋之余也终于轻松
了下来：“不容易，总算没有白忙活，我们又
一次用高质量的节目证明了塔沟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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