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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那部《比利·林
恩的中场战事》，李安就率先
采用了这种拍摄方式，但当
时由于院线设备的实际情况
所限制，全球只有5家影院
可以放映 4K/3D/120 帧的
影片，中国内地只有北京和
上海的两家影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获悉，现在国内开发了一
套影院放映系统，可以放映
4K/3D/120帧版本的《双子
杀手》，全国有27家影院完
成了该系统的升级改造，目
前河南地区只有一家影院支
持该设备。河南影迷在欣喜
的同时也发现这种高格式影
厅的票价在200元左右，足
足能抵 5 部普通电影的价
格。

高格式
能为观众带来什么？

电影技术从胶片时期沿
用下来的传统格式是24帧，
就是以每秒24帧的播放速
度来播放胶片，观众就会感
觉到流畅清晰的画面。100
多年来，“24帧”几乎成为全
球电影行业的标杆。

很多导演在不断尝试突
破，2014年，彼得·杰克逊就
在《霍比特人3》中尝试了48
帧的拍摄技术。但做到120
帧就比较困难了，除了解决
移动镜头动作过快，在如何
保持连贯性的同时保证画面
的稳定清晰，还对演员的表
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介
绍，李安第一次尝试120帧
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
事》时，要求演员不能够化
妆，因为化妆了容易穿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剧组还
专门组织研究了一款化妆
品，既能够达到化妆的效果，
又看起来像没有化妆。

已经功成名就的李安为
何要在电影技术上不断突
破？据业内人士介绍，近年
来，看似已经普及的电影3D
技术依然有其缺陷，当画面
里物体快速移动时，就会出
现模糊，从而破坏 3D的观
感。4K和帧率分别是电影
画面与时间的分辨率，只有
这两个标准都同时提升了，
清晰度才会真正提升，观众
才能欣赏到高清晰度电影。
从这个角度来讲，高帧率影
片的出现完全顺应了技术
的发展和观众的需求。

在日前举行的《双

子杀手》中国首映发布会上，
谈到对技术的追求，李安表
示：“我看到了这种技术带给
影像的美感，即使知道走下
去会很辛苦，还是忍不住去
做，而且我也有义务为年轻
电影人创造更多新的可能。”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将会有
更多影片使用高帧率格式。

高票价
背后是高成本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获悉，目前全国范围内有
27 家影院支持这种名为
CINITY的放映系统，其中郑
州奥斯卡熙地港国际影城是
河南唯一一家影院。

河南影迷在欣喜之余，
也发现预售票价比往常高了
一大截。以猫眼电影APP
的郑州奥斯卡熙地港国际影
城预售信息为例，普通版本
的 3D《双子杀手》票价是
29.9元起，而CINITY4K120
帧的票价是199元起，价格
足足是普通版本的6倍。有
网友自嘲道：“如今想要做一
个追逐潮流的影迷都得看
自己钱包鼓不鼓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查询发现，高格式版
本的《双子杀手》在全国
范围内都是高价，北京金
逸国际影城的票价是235
元，上海百丽宫影城的价
格也在200元以上。

事实上，三年前 120
帧版的《比利·林恩的中
场战事》就是高票价，当
时上海影城是上海唯一
一家可以观看 4K/3D/
120帧影片的影院，票价根
据观影的不同时段定为
150元、180元和200元三
个价位。北京博纳国际影
城朝阳门店将该片票价
最终定为288元一张，会
员可享 220 元/张的折扣
价。

为何要制定一个超高的
价格？高成本是主要原因。
据公开报道，一套 CINITY
放映系统的价格是550万人
民币。影院在使用这套系统
的时候，要考虑到投资回报
率，影院座位数越多，资金的
回报速度就越快。而从技术
和观众观感上来说，银幕越
大，观众在看片过程中的沉
浸感和视觉冲击力越强。

郑州奥斯卡熙地港国际
影城相关负责人告诉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550万
只是一套放映系统的升级改
造成本，整个影厅也要随之
进行配套改造，“整个算下
来，一个CINITY放映厅的
成本在1200万左右”。三年
前，放映《比利·林恩的中场
战事》4K/3D/120帧版本的
系统还无法兼容其他影片格
式，而这次的放映系统除了
放映高格式的《双子杀手》
外，对普通格式的影片也是
兼容的，所以在《双子杀手》
下线之后，还可以放映其他
影片，保证影院的长期回本
收益。

有业内人士预测，随着
高格式版本电影的普及，票
价也会越来越低，直至回落
到市场正常水平，“毕竟看电
影并不是高端奢侈品，如今
的价格只是市场短期影响的
因素，最终市场会给它一
个合适的价格”。

李安新片即将上映
票价200元的高级3D版你看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10月18日是李安新片《双子杀手》的内地首映日，对于这部电影，国
内影迷已经期望已久。除了影片故事本身外，李安每次都会为电影技术
带来新的冲击，据媒体公开报道，《双子杀手》除了普通的3D版本外，这次
还有4K/3D/120的版本。

本报讯 10 月 16 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从文物部门获悉，近日，国
务院发布了《关于核定并
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的通知》。通知
公布了国务院核定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确定
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共计762处）以及
与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合并的项目（共计50
处）。

记者统计了《第八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后发现，河南省新增“国保”
单位62处，其中古遗址20
处，分别为栾川县孙家洞
遗址、郑州市二七区老
奶奶庙遗址、项城市
后高老家遗址、宜
阳县苏羊遗址、西
峡县老坟岗遗
址、汝州市阎
村遗址、南乐
县史官遗址、
鹤壁刘庄遗
址、淮阳双
冢遗址、荥
阳市西史村
遗址、正阳
县 闰 楼 遗
址、浚县辛
村遗址、荥阳
市官庄遗址、
商水县阳城故
城遗址、叶县
保安古城遗址、
义马市新安故城

遗址、浚县黎阳故
城遗址、三门峡市

崤函古道石壕段、新密
市窑沟遗址、汝州市东沟
窑遗址。遗址年代从旧石
器时代一直持续到金元时
期，年代跨度数十万年。

古墓葬3处，分别为罗
山县天湖墓地、伊川县徐阳
墓地、洛阳市西朱村曹魏
墓，其中西朱村曹魏墓因其
扑朔迷离的墓主身份而倍
受公众关注。

古建筑27处，分别为
安阳永和桥、登封市三祖庵
塔、济源市轵城关帝庙、南
召县丹霞寺塔林、禹州市天
宁万寿寺、舞阳县彼岸寺大
殿、镇平县阳安寺大殿、汝
南县汝宁石桥、延津大觉寺
万寿塔、杞县大云寺塔、叶
县龙泉澧河石桥、原阳县原
武城隍庙、许昌文庙、周口
市弦歌台、济源二仙庙、登
封玉溪宫、汝州市侯湾泰山
庙、温县遇仙观、扶沟县大
程书院、开封市龙亭大殿、
偃师市九龙庙、禹州市怀邦
会馆、登封崇福宫、新安洞
真观、宜阳福昌阁、偃师兴
福寺大殿、邓州市花洲书
院。

石窟寺及石刻3处，分
别为鄢陵县尹宙碑、濮阳县
回銮碑、荥阳市佛顶尊胜陀
罗尼经幢。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9处，分别为开封
市兴隆庄火车站站舍旧址、
开封市河南省博物馆旧址、
新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
司令部旧址、新县鄂豫皖边
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范县
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旧
址、鲁山县豫陕鄂军政大学
旧址、开封伞塔、滑县县委
县政府早期建筑、郑州第二
砂轮厂旧址。

另外，孟津县象庄村石
象作为石窟寺及石刻项目，
并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邙山陵墓群。

至此，河南省内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达到
420处，位列全国第二。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郑
州市中原区的郑州第二砂
轮厂旧址，是老一代郑州人
的集体回忆，最近几年也成
为新晋网红打卡地。此次，

“二砂”因其始建于 1964
年，距今只有55年，成为本
批河南省新增“国保”中最
年轻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河南新增62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康翔宇

河南新晋“国保”
最年轻的是郑州“二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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