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据全国电影票务综合信息管理系

统初步统计，截至 17 日 17 时，2021 年

春节档电影票房达 75.44 亿元，继 2019

年 59.05 亿元后， 再次刷新春节档全国

电影票房。 同时创造了全球单一市场单

日票房、全球单一市场周末票房等多项

世界纪录。

进影院看电影新年俗

日益巩固

今年春节档票房全部由国产影片

贡献。

据统计，《你好， 李焕英》《唐人街

探案 3》 两部影片分别以 25.67 亿元、

34.81 亿元票房领跑明显， 占据档期总

票房的 80%。《刺杀小说家》以 5.18 亿

元、《熊出没·狂野大陆》 以 3.64 亿元、

《新神榜：哪吒重生》以 2.28 亿元、《侍

神令》 以 2.07 亿元、《人潮汹涌》以

1.41 亿元跟随其后。

业内人士分析称，经过多年的积极

市场培育，节假日期间，去电影院看电

影已经逐渐成为人们文化消费生活的

“刚需” ，特别是春节期间尤为明显，进

影院看电影的新年俗日益巩固。

“服务‘就地过年’ ，电影发挥了很

好的作用。 大年初一初二预售超出预

期，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票房占比有一

定提升。 ”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会长

韩晓黎说。

喜剧“双龙” 掀起观影

热潮

在注重合家欢的春节档，观众向来

偏爱喜剧电影。 今年春节档上演了喜剧

电影“双龙会” ，强势开局的《唐人街探

案 3》和精彩逆袭的《你好，李焕英》，

先后登顶春节档单日票房榜首。

贾玲跨界导演的处女作 《你好，李

焕英》， 根据同名小品及贾玲亲身经历

改编。 主人公贾晓玲在经历 “子欲养而

亲不待” 的悲痛后，穿越回到 1981 年，

与正值青春的母亲李焕英相遇， 并由此

触摸到父母年轻时的生活和梦想。

有评论指出，任何高级的技法都比

不过创作的真诚，《你好，李焕英》以真

实经历、真情实感为创作基础，在笑点

中埋着“催泪弹” ，用真诚打动了观众。

《唐人街探案 3》作为“唐探宇宙”

续集电影， 又因疫情延期一年上映，上

映前已大量圈“粉” 。 本集中，刘昊然、

王宝强的神探组合继曼谷、 纽约后，又

来到东京调查离奇谋杀案，密室、本格、

黑帮等元素“混搭” ，意外与悬念相叠

加，其合家欢喜剧片定位十分适合春节

氛围。

为 2021 年电影市场开

了好头

今年春节档的两部奇幻片 《刺杀小

说家》《侍神令》， 视效制作水平明显提

升，获得观众点赞。 尤其《刺杀小说家》，

在文学原作基础上完善了故事线， 增加

了富有想象力和技术含量的视觉特效，

将“小说家笔下的虚构世界” 和现实生

活场景及故事交融。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

波认为，《刺杀小说家》 呈现的虚构世

界的视听效果，代表了当下中国电影工

业的高水平， 尽管故事情节仍可商榷，

但不失为一部风格独特的奇幻大片。

两部动画电影风格各异。 曾以《白

蛇·缘起》圈“粉” 的追光动画此番推出

的《新神榜：哪吒重生》，带着哪吒等传

统神话形象穿越到 20 世纪，探讨青少年

如何更准确地认知自我的话题。 《熊出

没·狂野大陆》则聚焦亲情、友情及人工

智能话题， 让孩子们在观影中收获快乐

与成长。

业内人士指出，今年春节档影片类

型进一步丰富、故事题材百花齐放，“技

术 + 情怀” 成为电影春节档的新标签。

此外，导演饶晓志在《人潮汹涌》

中继续讲述小人物的荒诞喜剧故事，透

过两个主人公的身份互换，在探讨普通

人生活困境的同时，展现了导演擅长的

话剧风格。

刘海波说，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今年春节档票房取得超 75 亿元的好

成绩，体现了国产电影质量的整体进步、

电影人的创作诚意以及观众群体的日趋

成熟，相信春节档已经为 2021 全年的中

国电影市场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白瀛 魏婧宇 许晓青

� � � �“2021 河南省春晚的《唐宫

夜宴》是我心中的最佳节目”“甩

出王炸”“支棱起来了”“青铜变

王者” ……

2021 年的春晚大餐， 一向低

调的河南春晚凭借着硬核的节目

内容，竟然“C 位出圈” 。微博等新

媒体平台上，网民纷纷留言，对河

南春晚赞誉有加。

互联网思维突破流

量“怪圈”

互联网时代，春晚舞台是否必

须请来一线大牌， 才能带来流量

加持？ 河南春晚用实际行动给出

了自己的答案。

没有浮夸的宣传，整台晚会制作

成本不足千万，略显朴素的河南春晚

却在网络上赢得了百万网民在线

“打 call” 。 节目视频播放量超 20

亿，微博主话题阅读量 4.9亿次，多次

登上各平台热搜榜单……一时间，河

南春晚刷屏了不少人的朋友圈。

2021 河南省春晚总导演陈雷

认为，从节目编排到后期宣发，主

动拥抱互联网思维是河南春晚取

得成功的关键。“互联网思维的核

心是用户思维。 大家会不会来看？

为什么要看？ 看点在哪？ 在整台晚

会的制作上，我们始终带着这些问

题去实践和思考。 ”

陈雷说，河南春晚是让表演者

去服务节目内容，让不同年龄段的

观众都能在节目观赏中取得情感

共鸣。

以节目《我们能》为例，以小

见大式的故事化表达和精美的歌

舞编排，再现了各行各业在抗击疫

情过程中的奉献与付出。 小女孩

与年轻母亲的隔空拥抱，把人们再

次拉回到抗疫记忆的同时，也触发

了不少人的泪点。

“把每个人共同的生活经历

融入作品之中，让每个人都有参与

感， 我们的节目才能打动人心，才

能被认可。 ”

创新表达唤醒文化

自信

今年的河南春晚，爆款节目非

《唐宫夜宴》莫属。

这支 5 分钟的舞蹈，将大唐风

华融于少女的嬉笑怒骂， 时而严

肃，时而活泼。 背景配以“妇好鸮

尊”“莲鹤方壶”“贾湖骨笛”“捣

练图”“簪花仕女图” 等诸多“宝

物” ，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活起来的

博物馆奇妙夜。

“如果只是单纯的舞蹈表演，

《唐宫夜宴》的影响力肯定没有这

么大。 我们运用虚拟现实技术，通

过时间、地点的变化，把整段舞蹈

分段切换， 并结合了中国山水等

一系列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 ” 李

暄认为，正是表达方式的创新，才

重新唤醒了传统文化原本就具有

的巨大魅力。

“舞蹈里有国宝，有国风，还

有国潮。 国宝带国风， 国风造国

潮，用传统文化引领潮流之风，是

传统文化重焕生命力的重要手

段。 ” 李暄说。

网民评价《唐宫夜宴》让自己

看到了熟悉的陌生感，“那些小女

孩的身影， 不就是这个时代正在

赶上班早高峰的我们吗？ ” 古今时

间线上的关联，也是陈雷认为《唐

宫夜宴》的成功之处。

“把趣味性的古代场景还原成

今天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场景，让古

玩和每个现代人的心灵发生碰撞。

我觉得这是让传统文化、古代文物

活起来的好办法。 ” 陈雷说。

“出圈” 背后彰显

民众文化审美提升

一系列创新之举， 让曾经并未

受广泛关注的河南春晚成功 “出

圈” 。对此，2021河南省春晚执行策

划徐娜认为，“出圈”背后反映了民

众对文化类产品审美水平的提升。

“文化不是一味地迎合，而是

在视野、格局、深度上的引领。 河

南春晚能打出‘王炸’ ，依托的是

河南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副

‘好牌’ 。 ‘出圈’ 的表面是我们

在坚持做文化， 背后却是寻找文

化的观众找到了我们。 ” 徐娜说。

陈雷也坦言，最开心的不是听

到别人对节目质量的夸赞， 而是

听到有人看完节目后， 确实想去

博物馆转一转。“这恰恰体现了每

个人身上的文化自信。 这种自信

根植在每个中国人的内心， 只是

需要我们通过创新手段去唤醒。 ”

实际上，全国多地博物院正在

通过各种创新手段， 激活传统文

化活力，满足更多游客“转一转”

的文化消费需求。

河南博物院将馆内珍宝打造

为“考古盲盒” ，还附赠考古钻探

工具“洛阳铲” ；北京故宫博物院

打造了“故宫生活” 等系列文创产

品；三星堆博物馆将收藏的青铜大

立人、铜戴冠纵目面具、戴金面罩

青铜人头像等文物设计成玩偶模

型，深受游客喜爱。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除去受

疫情影响的 2020 年，“十三五”

时期，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

年消费支出持续上涨，2019 年达

到 2513 元，增长 12.9%，占人均年

消费支出的 11.7%。

陈雷认为， 河南春晚的 “出

圈” 现象，在给予文艺工作者信心

的同时，也对当前文艺创作水平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选好题材、用好

形式、讲好故事，是文化类节目和

产品创新的关键。

翟濯

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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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文化大餐 享多彩生活

� � � � 2021 年电影春节档

票房再创新高

“技术 +情怀”

成为春节档新标签

2021河南省春晚被赞“出圈” ———

“王炸” 背后亦有“好牌”

广西南宁市民前往书店购书、阅读，尽享书香假日。 曹祎铭 摄

河南省春晚节目《唐宫夜宴》演出现场。 （资料图片）

� � � � 新春佳节，离不开舌尖上的美

食，也离不开丰富、优质的精神食

粮。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

上，多地书店、商场、电影院等场

所提前做好准备， 通过提供优质

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为消费者献

上丰盛的文化大餐。

品书香

“读着好书过个好年”

大年初一上午，在位于上海市

普陀区的上海书城曹杨店门口，

还没到营业时间， 就已经有读者

在门外排队等候。

“按照店里的传统，会给前十

名进店读者每人发个红包。 ” 为了

迎接春节，店长艾黎俊带领店员们

早早做了准备。 书店里，消毒液、测

温枪等防疫物资一应俱全，还挂起

了红灯笼，布置了新年摆件。

春节期间，书店除了举办购书

满额送新春福袋、 抢红包等活动

外， 还精选出多本年度畅销书方

便读者选购。 在年度好书精选榜

专题图书货架前， 不少读者驻足

翻阅、精心挑选。 艾黎俊说，年轻

读者大多喜欢买文学类书籍，刚

才一个男青年一次买了两本，“有

不少人买书当礼物， 假期送给亲

朋好友。 ”

市民汪阿姨带着孙女来逛书

店，给孩子选了几本教辅书后，也

给自己选了一本书，“这个假期，

我们读着好书过个好年。 ”

大年初四上午，江西省南昌市

新建区精品图书馆———抱朴书屋

内， 仿木颜色的书架配上绿色植

物， 个性化的座椅和精心摆放的

书籍烘托出浓浓的书香气， 不少

市民来到这里， 享受宁和的读书

氛围。

22 岁的曾维政今年读大三，

最近一有空就会来书屋，“可以一

边看书， 一边享受春日暖阳照在

身上的感觉。 ”

在南昌红谷滩区未时图书馆，

明媚的阳光透过一楼智慧阅读区

的落地窗洒了进来， 几位市民坐

在窗前静静阅读， 抬头即见窗外

九龙湖公园的亮丽风景。 红谷滩

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舒民镇表示，春节假期，未时图书

馆实行预约制， 初一到初三 3 天

累计客流量达到 600 余人次。

抱朴书屋、未时图书馆，都是

南昌市打造的“书香洪城” 精品图

书馆。 春节假期，“书香洪城” 精品

图书馆已有 9 家完成了项目建设，

免费向市民开放，为留在南昌过年

的人们送上一份阅读大礼包。

观年俗

“没想到老年俗也

这么有意思”

大年初二上午 10 点，湖北武

汉巾帼手工创意联盟副秘书长钟

文赶到武汉销品茂购物广场，和

手工艺人一起支起摊准备展览。

钟文参加的展览，是在武汉市

妇联、 文旅局等多部门支持下举

办的一项非遗年俗展。 在这里，汇

聚了景泰蓝、汉绣、剪纸、糖画、捏

面人等传统非遗和现代手工项

目，内容丰富，年味十足。

一进场馆大门，测体温、验绿

码、手部消毒……各个防疫环节一

道都不能少。“现在我们老百姓对

防疫都非常重视， 自觉配合志愿

者的工作。 ” 带着一家老小前来参

观年俗展的市民马先生说。

今年参加年俗展的摊主，大多

来自武汉巾帼手工创意联盟。 据

介绍， 考虑到非遗项目展示和年

俗年味的平衡， 展示项目要尽量

符合“老中青” 三代人的喜好，保

证市民春节假期文化消费的质

量，联盟最终遴选出 40 个代表性

项目参展。

“很多展示项目是老武汉人

才见识过的，平日里可不常见，有

的前些年还濒临失传呢。 ” 钟文

说，“年俗展不仅丰富了大家春节

假期的文化生活， 还给我们手工

艺人提供了广泛交流的机会，大

家都很珍惜， 想给观众带来难忘

的年俗体验。 ”

年俗展上，非遗传承人、武汉

巾帼手工创意联盟会长梅祥鸿，

和其他十几位非遗传承人共同策

划的百米长卷写“福” 字活动也吸

引了不少人参与。 记者在现场看

到，大家自发排起队，在长卷上写

下一个个“福” 字，寄托对新春的

美好愿望。

为了增强观展市民的参与感，

2 月 5 日到 2 月 19 日非遗年俗展

举办期间， 每天下午都会定时安

排一场主题互动体验。 据统计，每

天前来参观体验的市民在 2000

人以上， 单个文创项目的销量在

八九百元至几千元不等。 “现如

今， 文化消费已经成了咱老百姓

过年的一大选项。 ” 钟文说。

赏新片

“全家人开开心心

看贺岁片”

大年初一中午 12 点， 在位于

浙江湖州德清县的银都时代电影

大世界， 张涛带着妻儿刚看完一

场贺岁电影。

张涛是四川合江县人，通过东

西部对口扶贫结对提供的就业岗

位来到德清， 今年选择留在这里

过年。 “不回老家也不冷清，全家

人一起看个贺岁片， 同样开开心

心。 ”

影院店长张倩璐介绍，按照疫

情防控相关规定要求， 影厅座位

数只开放了 75%， 观影期间有工

作人员全程巡视， 提醒观众佩戴

口罩。 “等观众走后，我们还会对

影厅、3D 眼镜等进行消毒。 ” 不仅

如此， 在售取票机、 自动贩卖机、

卫生间等重点区域， 影院每天也

会进行多次擦拭消毒。

今年春节假期，国产贺岁电影

人气很旺。 “仅大年初一当天，我

们就实现近 80 万元的票房收入，

后续应该还会持续走高，7 天预计

能有 700 万元。 ” 张倩璐说。

大年初二， 山西太原，95 后、

00 后的付媛、付锟姐弟俩，从去年

就惦记着看的电影， 等到今年春

节档终于上映。 姐弟俩拉住爸妈

的手说：“过年要有点‘仪式感’ ，

我俩请全家人去看电影！ ”

“火爆程度与前年春节期间

有一拼，最火的电影几乎一票难

求。 今年春节，我们提前做好准

备， 严格执行防疫和限流措施，

达到‘忙而不乱’ 的效果。 ” ” 太

原市铜锣湾国际影城店长刘利

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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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春佳节，离不开舌尖上的美

食，也离不开丰富、优质的精神食

粮。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

上，多地书店、商场、电影院等场

所提前做好准备， 通过提供优质

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为消费者献

上丰盛的文化大餐。

品书香

“读着好书过个好年”

大年初一上午，在位于上海市

普陀区的上海书城曹杨店门口，

还没到营业时间， 就已经有读者

在门外排队等候。

“按照店里的传统，会给前十

名进店读者每人发个红包。 ” 为了

迎接春节，店长艾黎俊带领店员们

早早做了准备。 书店里，消毒液、测

温枪等防疫物资一应俱全，还挂起

了红灯笼，布置了新年摆件。

春节期间，书店除了举办购书

满额送新春福袋、 抢红包等活动

外， 还精选出多本年度畅销书方

便读者选购。 在年度好书精选榜

专题图书货架前， 不少读者驻足

翻阅、精心挑选。 艾黎俊说，年轻

读者大多喜欢买文学类书籍，刚

才一个男青年一次买了两本，“有

不少人买书当礼物， 假期送给亲

朋好友。 ”

市民汪阿姨带着孙女来逛书

店，给孩子选了几本教辅书后，也

给自己选了一本书，“这个假期，

我们读着好书过个好年。 ”

大年初四上午，江西省南昌市

新建区精品图书馆———抱朴书屋

内， 仿木颜色的书架配上绿色植

物， 个性化的座椅和精心摆放的

书籍烘托出浓浓的书香气， 不少

市民来到这里， 享受宁和的读书

氛围。

22 岁的曾维政今年读大三，

最近一有空就会来书屋，“可以一

边看书， 一边享受春日暖阳照在

身上的感觉。 ”

在南昌红谷滩区未时图书馆，

明媚的阳光透过一楼智慧阅读区

的落地窗洒了进来， 几位市民坐

在窗前静静阅读， 抬头即见窗外

九龙湖公园的亮丽风景。 红谷滩

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舒民镇表示，春节假期，未时图书

馆实行预约制， 初一到初三 3 天

累计客流量达到 600 余人次。

抱朴书屋、未时图书馆，都是

南昌市打造的“书香洪城” 精品图

书馆。 春节假期，“书香洪城” 精品

图书馆已有 9 家完成了项目建设，

免费向市民开放，为留在南昌过年

的人们送上一份阅读大礼包。

观年俗

“没想到老年俗也

这么有意思”

大年初二上午 10 点，湖北武

汉巾帼手工创意联盟副秘书长钟

文赶到武汉销品茂购物广场，和

手工艺人一起支起摊准备展览。

钟文参加的展览，是在武汉市

妇联、 文旅局等多部门支持下举

办的一项非遗年俗展。 在这里，汇

聚了景泰蓝、汉绣、剪纸、糖画、捏

面人等传统非遗和现代手工项

目，内容丰富，年味十足。

一进场馆大门，测体温、验绿

码、手部消毒……各个防疫环节一

道都不能少。“现在我们老百姓对

防疫都非常重视， 自觉配合志愿

者的工作。 ” 带着一家老小前来参

观年俗展的市民马先生说。

今年参加年俗展的摊主，大多

来自武汉巾帼手工创意联盟。 据

介绍， 考虑到非遗项目展示和年

俗年味的平衡， 展示项目要尽量

符合“老中青” 三代人的喜好，保

证市民春节假期文化消费的质

量，联盟最终遴选出 40 个代表性

项目参展。

“很多展示项目是老武汉人

才见识过的，平日里可不常见，有

的前些年还濒临失传呢。 ” 钟文

说，“年俗展不仅丰富了大家春节

假期的文化生活， 还给我们手工

艺人提供了广泛交流的机会，大

家都很珍惜， 想给观众带来难忘

的年俗体验。 ”

年俗展上，非遗传承人、武汉

巾帼手工创意联盟会长梅祥鸿，

和其他十几位非遗传承人共同策

划的百米长卷写“福” 字活动也吸

引了不少人参与。 记者在现场看

到，大家自发排起队，在长卷上写

下一个个“福” 字，寄托对新春的

美好愿望。

为了增强观展市民的参与感，

2 月 5 日到 2 月 19 日非遗年俗展

举办期间， 每天下午都会定时安

排一场主题互动体验。 据统计，每

天前来参观体验的市民在 2000

人以上， 单个文创项目的销量在

八九百元至几千元不等。 “现如

今， 文化消费已经成了咱老百姓

过年的一大选项。 ” 钟文说。

赏新片

“全家人开开心心

看贺岁片”

大年初一中午 12 点， 在位于

浙江湖州德清县的银都时代电影

大世界， 张涛带着妻儿刚看完一

场贺岁电影。

张涛是四川合江县人，通过东

西部对口扶贫结对提供的就业岗

位来到德清， 今年选择留在这里

过年。 “不回老家也不冷清，全家

人一起看个贺岁片， 同样开开心

心。 ”

影院店长张倩璐介绍，按照疫

情防控相关规定要求， 影厅座位

数只开放了 75%， 观影期间有工

作人员全程巡视， 提醒观众佩戴

口罩。 “等观众走后，我们还会对

影厅、3D 眼镜等进行消毒。 ” 不仅

如此， 在售取票机、 自动贩卖机、

卫生间等重点区域， 影院每天也

会进行多次擦拭消毒。

今年春节假期，国产贺岁电影

人气很旺。 “仅大年初一当天，我

们就实现近 80 万元的票房收入，

后续应该还会持续走高，7 天预计

能有 700 万元。 ” 张倩璐说。

大年初二， 山西太原，95 后、

00 后的付媛、付锟姐弟俩，从去年

就惦记着看的电影， 等到今年春

节档终于上映。 姐弟俩拉住爸妈

的手说：“过年要有点‘仪式感’ ，

我俩请全家人去看电影！ ”

“火爆程度与前年春节期间

有一拼，最火的电影几乎一票难

求。 今年春节，我们提前做好准

备， 严格执行防疫和限流措施，

达到‘忙而不乱’ 的效果。 ” ” 太

原市铜锣湾国际影城店长刘利

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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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店里的传统，会给前十

名进店读者每人发个红包。 ”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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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早做了准备。 书店里，消毒液、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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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红灯笼，布置了新年摆件。

春节期间，书店除了举办购书

满额送新春福袋、 抢红包等活动

外， 还精选出多本年度畅销书方

便读者选购。 在年度好书精选榜

专题图书货架前， 不少读者驻足

翻阅、精心挑选。 艾黎俊说，年轻

读者大多喜欢买文学类书籍，刚

才一个男青年一次买了两本，“有

不少人买书当礼物， 假期送给亲

朋好友。 ”

市民汪阿姨带着孙女来逛书

店，给孩子选了几本教辅书后，也

给自己选了一本书，“这个假期，

我们读着好书过个好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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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地窗洒了进来， 几位市民坐

在窗前静静阅读， 抬头即见窗外

九龙湖公园的亮丽风景。 红谷滩

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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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民镇表示，春节假期，未时图书

馆实行预约制， 初一到初三 3 天

累计客流量达到 600 余人次。

抱朴书屋、未时图书馆，都是

南昌市打造的“书香洪城” 精品图

书馆。 春节假期，“书香洪城” 精品

图书馆已有 9 家完成了项目建设，

免费向市民开放，为留在南昌过年

的人们送上一份阅读大礼包。

观年俗

“没想到老年俗也

这么有意思”

大年初二上午 10 点，湖北武

汉巾帼手工创意联盟副秘书长钟

文赶到武汉销品茂购物广场，和

手工艺人一起支起摊准备展览。

钟文参加的展览，是在武汉市

妇联、 文旅局等多部门支持下举

办的一项非遗年俗展。 在这里，汇

聚了景泰蓝、汉绣、剪纸、糖画、捏

面人等传统非遗和现代手工项

目，内容丰富，年味十足。

一进场馆大门，测体温、验绿

码、手部消毒……各个防疫环节一

道都不能少。“现在我们老百姓对

防疫都非常重视， 自觉配合志愿

者的工作。 ” 带着一家老小前来参

观年俗展的市民马先生说。

今年参加年俗展的摊主，大多

来自武汉巾帼手工创意联盟。 据

介绍， 考虑到非遗项目展示和年

俗年味的平衡， 展示项目要尽量

符合“老中青” 三代人的喜好，保

证市民春节假期文化消费的质

量，联盟最终遴选出 40 个代表性

项目参展。

“很多展示项目是老武汉人

才见识过的，平日里可不常见，有

的前些年还濒临失传呢。 ” 钟文

说，“年俗展不仅丰富了大家春节

假期的文化生活， 还给我们手工

艺人提供了广泛交流的机会，大

家都很珍惜， 想给观众带来难忘

的年俗体验。 ”

年俗展上，非遗传承人、武汉

巾帼手工创意联盟会长梅祥鸿，

和其他十几位非遗传承人共同策

划的百米长卷写“福” 字活动也吸

引了不少人参与。 记者在现场看

到，大家自发排起队，在长卷上写

下一个个“福” 字，寄托对新春的

美好愿望。

为了增强观展市民的参与感，

2 月 5 日到 2 月 19 日非遗年俗展

举办期间， 每天下午都会定时安

排一场主题互动体验。 据统计，每

天前来参观体验的市民在 2000

人以上， 单个文创项目的销量在

八九百元至几千元不等。 “现如

今， 文化消费已经成了咱老百姓

过年的一大选项。 ” 钟文说。

赏新片

“全家人开开心心

看贺岁片”

大年初一中午 12 点， 在位于

浙江湖州德清县的银都时代电影

大世界， 张涛带着妻儿刚看完一

场贺岁电影。

张涛是四川合江县人，通过东

西部对口扶贫结对提供的就业岗

位来到德清， 今年选择留在这里

过年。 “不回老家也不冷清，全家

人一起看个贺岁片， 同样开开心

心。 ”

影院店长张倩璐介绍，按照疫

情防控相关规定要求， 影厅座位

数只开放了 75%， 观影期间有工

作人员全程巡视， 提醒观众佩戴

口罩。 “等观众走后，我们还会对

影厅、3D 眼镜等进行消毒。 ” 不仅

如此， 在售取票机、 自动贩卖机、

卫生间等重点区域， 影院每天也

会进行多次擦拭消毒。

今年春节假期，国产贺岁电影

人气很旺。 “仅大年初一当天，我

们就实现近 80 万元的票房收入，

后续应该还会持续走高，7 天预计

能有 700 万元。 ” 张倩璐说。

大年初二， 山西太原，95 后、

00 后的付媛、付锟姐弟俩，从去年

就惦记着看的电影， 等到今年春

节档终于上映。 姐弟俩拉住爸妈

的手说：“过年要有点‘仪式感’ ，

我俩请全家人去看电影！ ”

“火爆程度与前年春节期间

有一拼，最火的电影几乎一票难

求。 今年春节，我们提前做好准

备， 严格执行防疫和限流措施，

达到‘忙而不乱’ 的效果。 ” ” 太

原市铜锣湾国际影城店长刘利

民说。

巨云鹏 朱磊 鲜敢 窦瀚洋 乔栋

春节期间各地开展丰富的文化年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