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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佳作上映
频刷电影票房纪录

春节期间，大银幕共有《唐人街探案 3》《你好，李焕
英》《刺杀小说家》《侍神令》等7部新片上映，据猫眼电影
专业版显示，大年初一，7部影片一举斩获16.88亿票房，
打破了 2019年大年初一的 14.58亿纪录，刷新了国内电
影市场的单日票房总成绩纪录。

其中电影《唐人街探案3》打破7项影史纪录，包括中
国影史首日人次纪录、首日票房纪录、悬疑片首日票房纪
录、春节档影片首日场次纪录、悬疑片单日票房纪录、单
日票房纪录、国产片单日票房纪录等，以 10.08亿的票房
成绩遥遥领先于其他几部电影。

有趣的是，大年初三当日《你好，李焕英》票房成绩
反超《唐人街探案 3》，成为当日票房冠军，并将优势持
续至今。截至记者发稿，《你好，李焕英》以 30.14 亿的
票房总成绩成为春节档票房亚军，《唐人街探案 3》以
36.69 亿票房成绩摘得春节档票房桂冠，目前两部影片
差距不大，但《你好，李焕英》口碑与排片一路飙升，或
将在工作日实现反超。

“就地过年”
催生观影热潮

在“就地过年”的大背景下，到电影院看一部或多部
电影成为不少市民庆祝牛年的新选择。按照相关要求，
郑州市各大影城认真落实各项防疫工作，其中上座率控
制在75%。

猫眼电影专业版数据显示，春节假期，郑州电影总票

房超过 1.08亿，其中，有约 96.2万观众观看了《唐人街探
案 3》，贡献了超过 4527 万票房；有约 88万观众观看了
《你好，李焕英》，贡献了超过4064万票房。其次是《刺杀
小说家》《熊出没·狂野大陆》《新神榜：哪吒重生》等。

与2019年春节假期相比，郑州今年的电影总票房增
长了近43%，其中大年初一当日相较于2019年同期增长
了约 38%，市民观影热情高涨，从数据显示来看，郑州市
民最喜欢看《唐人街探案3》，其次是《你好，李焕英》。

观影体验更多样化
票价最贵达680元

除了质量高、类型多，今年春节档的高票价也让不
少观众吃了一惊。以《你好，李焕英》为例，郑州电影院
的当日票价从 32.9元到 258.6元不等，比 2019年同期高
了不少。

猫眼数据显示，2019 年春节档共有 8 部新电影上
映，以大年初一为例，郑州的 3D电影《流浪地球》平均票
价约 47.3 元，2D 电影《疯狂的外星人》平均票价约 43.1
元，今年同期 3D 电影《刺杀小说家》平均票价约 50元，
2D电影《唐人街探案 3》平均票价约 47.8元。值得一提
的是，在其他城市，2D电影《你好，李焕英》票价最高达
680元，这个“史上最强春节档”也因此被网友戏称为

“史上最贵春节档”。
从巨幕厅到 CINITY 厅，从坐着看到躺着

看，飞速发展的科技让电影院日新月异，也为
观众带来了更加丰富多元的观影体验，你愿
意为高票价买单吗？未来的电影市场还将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让我们拭目以待。

7878亿票房成就史上最强春节档亿票房成就史上最强春节档
郑州观众贡郑州观众贡献超献超11亿票房亿票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丽萍杨丽萍

新华社东京2月18日电（记者 王子江）曾经参加七届奥
运会的前日本奥运大臣桥本圣子 18日被任命为东京奥组委
主席，接替上周因发表歧视妇女言论辞职的前主席森喜朗。

今年 56岁的桥本圣子前一天被东京奥组委遴选委员会
确定为最后的主席候选人，她随后接受了出任主席的邀请，
并在当天上午向日本首相菅义伟辞去奥运大臣职务，这也为
她就任奥组委主席扫清了所有障碍。菅义伟接受辞呈，鼓励
她为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努力。

东京奥组委执委会随后召开会议，任命桥本圣子为执委
会委员。紧接着，执委会召开由桥本圣子参加的会议，在会
议上任命她为奥组委主席。

桥本圣子在接受任命后告诉记者，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制
定防疫措施，她还承诺举办一届放心安全的奥运会。

“我将为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不遗余力。”她说。
她还承诺为促进男女平等而努力。

56岁的桥本圣子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前5天出生，
她名字中的“圣”就是指的奥运圣火。她曾是速度滑冰运动
员和自行车运动员，曾先后参加过四届冬奥会和三届夏奥
会，是参加奥运会次数最多的日本女运动员。2019年 9月，
她被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任命为奥运大臣兼女性活跃担
当大臣，去年9月，菅义伟担任日本首相后，她继续留任。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日，记者从建业足球俱乐部获
悉，愉快过完大年之后，河南建业全体将士正月初四（15日）
在中牟训练基地重新集中，开启第三阶段的冬训备战。此次
集训，包括隔离之后的多拉多、周定洋和舒尼奇 3名主力球
员顺利归队。当天，在明媚的阳光下，全队迎来了“开学第
一练”，所有球员均完成了哈维尔“老师”布置的寒假作业
——保持体重。经过测量，全队平均体重较春节前降低了
0.6公斤。

春节期间，建业外籍教练组没有回国全部留守郑州，为
了给大家助兴，给建业俱乐部上下录制了视频，给球迷大拜
年。此外，教练组还学习中国文化，融入中国春节氛围，用毛
笔字写下“恭贺新春”，用中文给球迷拜年。

按照教练组的计划，全队在海口观澜湖基地的冬训已经
完成，在那里进行技战术的稳定训练，效果也非常不错。春节
以后建业队的集训主要以基地为主，有可能还会前往南方城市
与中超球队进行一到两场友谊赛，检验一下冬训的成果。

上赛季中超联赛结束之后，河南建业阵中就有多名球员
的合同宣告到期，随着冬训准备期的逐渐深入，王上源、马兴
煜、罗歆、陈灏和老队长顾操等人与俱乐部完成续约，巴索
戈、韩轩、阿布拉汗、刘恒等部分球员也顺利找到了下家。

建业过完大年重新集中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2月 16日，正在广州冬训的河南建
业女足与浙江杭州队进行了一场教学赛。凭借从国家队归
来的队长娄佳惠以及孙婷婷和王喆的进球，建业女足 3∶0大
胜对手，取得这场热身比赛的大捷。

建业女足于 1月 23日参加完冬训邀请赛后，返回广州花
都继续训练。为了迎战新赛季，春节期间球队没有放假，一
直在广州花都训练基地备战，之前在广东佛山顺德进行的全
国女足邀请赛中获得第九名。

新赛季女超联赛计划于5月 1日开赛。10支队伍将进行
三个阶段赛会制的角逐。

建业女足热身赛大胜浙江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南省社会体育事务中
心获悉，在 2月 16日结束的 2021年“李成智”中国国际象棋
国家队新秀网络对抗赛首站比赛中，来自开封的青少年棋手
宁凯玉表现抢眼，斩获女子组冠军。

本次对抗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
国际象棋协会等主办，共有男、女各 12位棋手参加了本次对
抗赛，包括2019年全国国际象棋青少年锦标赛（个人）分龄组
冠军、国家二队队员以及国家队教练提名棋手，比赛采用 11
轮单循环赛制。在女子组比赛中，以 1分优势领先进入收官
战的宁凯玉在最后一轮轻松弈和，这样就以7胜 4和积9分的
成绩轻松夺冠。据悉，宁凯玉也是本次比赛中唯一保持不败
的女子棋手。

据了解，2021年“李成智”中国国际象棋国家队网络系列
训练赛共有三站比赛，第二站和第三站比赛将分别在 3月和
4月举行。

少林拳虎虎生风，棍阵密不透风，双剑迅
疾如风……牛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来自
登封少林塔沟武校的 182 名演员和两位功
夫明星甄子丹、吴京一起，为全国观众奉
献了一场完美的功夫盛宴。短短 5 分多钟
的节目，刘海科却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直到演员们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谢幕，方
才放下心来。作为少林塔沟教育集团法
定代表人兼总教练，也是塔沟武校春晚演
出的总负责人，近 20 年来的几乎每个除
夕 ，刘 海 科 都 是 这 样 度 过 的 。 今 年 的 春
晚，已是塔沟武校第 18 次参加演出，不过
在刘海科看来，光大中华武术的脚步永不
会停歇。

天地英雄，展现武术魅力
作为国粹，武术一直是央视春晚这个大

舞台上不可或缺的元素，而如何既展现武术
之美，又能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导演组
面临的重要问题。

据介绍，今年节目的创意源自《孙子兵
法》。以“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
动如山”来排兵布阵，进行策划。以中国武术
的多样化和丰富性为载体，通过不同的展现
方式，体现武术内在的精气神和外在的精神
面貌。经由两位观众熟悉的功夫明星领衔，
近 200位功底扎实的塔沟小子共同演绎，节
目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联袂明星，经典永生难忘
节目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参与其

中的演员，所留下的记忆则是终生难忘的。作

为一个团队，已经18次参演春晚的塔沟武校可

以说是经验丰富，参加今年演出的演员却绝大

多数都是“新兵”。第一次参加春晚，从入选到

排练再到正式演出，小演员们经历了兴奋、紧

张，也有焦虑、懊恼，直到最后的演出结束，所

有人都“无比骄傲、自豪”。

对于小演员们来讲，在充分展示了自身能

力和技艺的同时，能和甄子丹、吴京这样的明

星同台演出，更是一种难忘的经历。“他们一直

是我的偶像，但没一点儿架子，非常和蔼。今

后我要更刻苦地训练，争取将来也能成为他们

那样的明星。”小演员牛文进兴奋地表示。

不断创新，光大中华武术
多年过去，刘海科依然记得2003年初次

参演春晚的情景：“那一年的‘十二生肖拜大
年’是我们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在那之前我
们付出了极大努力，也经历了诸多波折，学校
提前两年就组织了专门的团队，从央视邀请
了专家来为我们指导，也排练了多个节目参
加选拔，即使这样也多次被毙。最终的那次
节目过审，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一定要一
醉方休。”

就连刘海科自己也没想到，有了第一次，

就此一发不可收拾，从 2003年之后的 10多
年间，塔沟中间只缺席了一次。“当时也没有
明确的目标，就是每次都要争取，这样就有了
第二次、第三次，从羊年到羊年一个轮回，直
到今年的第 18次。很多人都说对于塔沟来
讲，上春晚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其实这可以说
是我们的追求。春晚是全球华人最关注的舞
台，也是让中华武术得到发扬光大的最佳舞
台，只要利于武术的推广，每个机会我们都会
去争取！”刘海科说。

在外界看来，塔沟上春晚已是自然而然
的事情。而事实上，武术节目上春晚的竞争

是异常激烈的，塔沟武校在参演的十余年里，
每年都有数个同类节目选送，之所以能够最
终脱颖而出，刘海科说，除了推广武术的坚定
信念，最大的秘诀就是“创新”：“多年来，随着
观众的审美观和欣赏品位的提高，央视春晚
的要求和门槛越来越高，武术节目的难度也
越来越大，而这个难度是综合性的，包括武术
动作、立意、灯光、音响、服装、效果等。”

又一次成功完成演出之后，刘海科表达
自己的心情时也非常简单干脆：“明年见！”

郑报全媒体记者 郭韬略 刘超峰
通讯员 冯威峰 薛明瑞 文/图

“被‘古钱币’巧克力圈粉，吃美
食的同时还能学习文物知识，真不
赖。”春节期间，市民邢圆圆“全家总
动员”来河南博物院参观，最让她开
心的，就是“抢购”到了这款“古钱币”
巧克力。

春节期间，河南博物院正常开
放，吸引了众多省内外游客前来参
观，院内的文创商店也迎来高峰时

刻。在“考古盲盒”持续火爆的情况
下，河南博物院的文创研发并没有停
下创新的脚步，此次推出了“考古盲
盒”新年限量版，在已有馆藏古币仿
制品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枚“压胜钱”
仿制品，同时，上新了“古钱币”巧克
力。短短几天，上架的数百盒“古钱
币”巧克力便被抢购一空。

这款巧克力每盒涵盖 10种院藏

“古钱币”，涉及春秋、战国、新莽、西
汉、北宋、北齐等朝代，造型各异，极
其精美，购买者不仅能一品美食，还
能从中获取古钱币的相关知识，既有
创意又很实用。

据了解，春节期间，在河南博物
院众多文创产品中，“考古盲盒”依旧
风头旺盛。从腊月二十九开始在线
上一次性上架 12000个，截至 2月 15
日（大年初四）已经全部售罄，线下每
天推出500个预约号，每人限购3个，
也很快就被约完，大家对“考古盲盒”
热情不减。

“为了感谢大家的厚爱，这次特
别上新了“古钱币”巧克力，除了应景
外，更重要的是想向公众普及中国民
间‘压岁钱’的传统文化。”河南博物
院相关负责人说，古钱币是中国历史
的独特印记，将其蕴含的历史文化信
息注入文创用品，希望能打造出独特
的文化体验。

本报讯（记者 秦华）继在牛年央视春晚中一展豫剧风
采后，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带着他的代表作“忠孝节
义”四部曲来到深圳演出——17日晚，豫剧《程婴救孤》唱
响深圳大剧院，拉开了 2021年福田新春艺术节豫剧人李
树建“忠孝节义”四部曲演出的帷幕。

为丰富鹏城市民的文化生活，缓解在粤老乡的思乡
之情，从2月 17日（正月初六）至2月 21日（正月初十）晚，
在深圳大剧院推出豫剧名家李树建主演的豫剧“忠孝节
义”四部曲——《程婴救孤》《清风亭上》《苏武牧羊》《义薄
云天》，让大家过一个“戏”味十足的中国年。

当晚大戏开场之前，《程婴救孤》剧组主要演员走进
直播间与观众进行互动，来自深圳、东莞的河南戏迷朋
友还现场与全国观众进行了交流，并表演了各自的拿
手好戏。

好戏开锣，豫剧人李树建饰演的“程婴”一登场全场
观众就报以热烈的掌声，演出中，观众席多次响起掌声，
表达着对传统戏曲文化的热爱。当晚的演出还在线上进
行了直播，共有30余万观众线上观看了《程婴救孤》全剧。

本次深圳演出活动由中共福田区委宣传部主办，福
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
心承办，深圳大剧院、河南李树建戏曲艺术中心协办。接
下来，《清风亭上》《苏武牧羊》《义薄云天》也将陆续唱响
深圳，并同时在戏缘 APP和豫剧人李树建快手号、抖音
号，深圳大剧院直播平台、bilibili等平台全程同步直播。

豫剧《程婴救孤》唱响深圳
拉开“忠孝节义”四部曲演出序幕

河南博物院推出“考古盲盒”新年限量版

能吃的“古钱币”你“抢”到了吗
本报讯（记者 秦华）

继“考古盲盒”火爆网络
之后，春节期间，河南博
物院推出了“考古盲盒”
新年限量版，在已有馆藏
古币仿制品的基础上增
加了一枚“压胜钱”仿制
品，同时上新了一款能吃
的“古钱币”，再度吸引了
众人的目光。

光大武术的脚步永不停歇
——塔沟武校18次登陆央视春晚的背后故事

桥本圣子被任命为
东京奥组委主席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春节假期已经结束，昨日是节后开工
日。与众多陆续返回工作岗位的人们一样，经过春节假期休
整的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也已经全部抵达福建漳州，她们将在
通过核酸检测后，为备战东京奥运会展开新一轮集训。

据了解，参加漳州集训的中国女排全体队员已于 2月 17
日（大年初六）晚全部集结完毕，共有20名队员参加本次漳州
集训，集训时间为 40天。河南姑娘、中国女排队长朱婷从郑
州乘坐高铁抵达漳州。春节难得的假期，朱婷也回到周口老
家过年了，她除夕晚上在抖音平台晒出的贴春联、包饺子的
视频，短短两天，就获得了“20万+”的点赞量。对于备战东京
奥运会，朱婷也不止一次表示，将更加刻苦训练，再接再厉、
顽强拼搏，以最佳的状态投入训练比赛，努力为祖国和家乡
赢得更多荣誉。

朱婷领衔的中国女排漳州集训 20名队员中，丁霞、刁琳
宇、刘晓彤、郑益昕 4位战将的回归让人眼前一亮。她们的
回归，也让中国女排的东京奥运阵容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这 4人当中，除了丁霞可以稳获一个席位外，其余 3位回归
的战将都要通过本期集训来初步确定能否搭上东京奥运
末班车。

朱婷领衔中国女排
集结漳州开始集训

国际象棋国家队新秀对抗赛

河南棋手不败战绩夺冠
央视春晚武术节目央视春晚武术节目《《天地英雄天地英雄》》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中，大银幕用7部制作精良、丰富多元的电影为全国观众献上
一出出精彩绝伦的光影之旅。短短7天时间，电影市场刷新了中国影史单片预售总票房
纪录、单日总票房纪录、单日观影人次纪录、最快破10亿纪录等一项项纪录，谱写了一个
个票房神话。截至18日零时，春节假期总票房超过78.2亿，史上最强春节档（2月11日
～17日）实至名归。其中，郑州春节档总票房约1.08亿，较2019年增长近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