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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7星彩再掀购彩热潮

16年前，体彩7星彩上市，在当时
的彩市吹起了一阵“体彩风”，这一次，
新7星彩于10月11日20:10开售，一
经上市，就再次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
并带来了一波购彩热潮。

北京的一家体彩实体店代销者陈
女士说：“新7星彩中奖面有所提高，这
是大多数购彩者关心的问题，也成为我
们宣传的亮点之一。”而重庆市巴南区
代销者何晓兵则将新7星彩称为“新七
妹”，他坦言，以前7星彩是店里最不受
关注的游戏，这次新7星彩上市后，不
少购彩者都前来询问，销量也随之大大
提升。

除了代销者们的关注，购彩者对新
7星彩也是期待满满。体彩“老粉”费女
士在10年前开始购买7星彩，后来由于
感觉连续对位的中奖规则太困难，就转
而开始购买体彩大乐透。“这次上市的
新7星彩中奖只要对位，不用再连续
了，这一变化重燃了我对于7星彩的热
情。”

更惊喜、更简单、更生活

新7星彩能够受到不少代销者和
购彩者的好评，自然离不开其规则焕新
带来的惊喜。首先，最直观的变化就是
奖金，新7星彩一等奖奖金成色更足，
三等奖由1800元提升至3000元，四等
奖由300元提升至500元，五等奖由20
元提升至30元，大奖小奖都有惊喜！

除了奖金有所提升，新7星彩还降
低了中奖难度，中奖条件（投注号码与
开奖号码的相符情况）由6个提升为11
个，无需连续、选对对应位置号码可中
奖。若只选中后区1个号码，也能中得5
元奖金。这一规则在本次首期开奖中就
显示了它的优势，例如六等奖，开出的注
数破历史纪录，达到前一期（第20099
期）六等奖注数的3.6倍，让不少购彩者
重燃中奖信心。

10月16日，本周五20:25，7星彩
将迎来焕新后的第二期开奖，您是否已
经选好心仪的号码？新7星彩惊喜不
停，一起期待！中体

每注金额
15338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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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0236期中奖号码
3 5 8 9 10

奖等
头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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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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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中奖注数
4 注

303 注
5083 注
314 注
328 注
21 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367178 元，中奖总金额为
190374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236期

单注金额
1040 元
346 元
173 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666512元。

中奖注数
603 注

0 注
921 注

中奖号码：1 3 6

新7星彩上市
掀购彩热潮

推迟一年，
它们依然盯着“春节档”

《姜子牙》《夺冠》《急先锋》这三
部2020年春节档影片已在国庆档悉
数亮相，人们便开始关注剩下的《紧
急救援》和《唐人街探案3》何时上映
了。10月12日下午，博纳影业在西
安丝绸之路电影节上宣布，林超贤
执导的《紧急救援》定档2021年大年
初一。

早在2018年，林超贤导演的《红
海行动》就曾夺得春节档冠军，这次
《紧急救援》是林超贤和彭于晏第四
次合作，共同挑战华语电影此前无
人敢挑战的海上救援题材！为克服
全世界公认最难拍的“水戏”，他们
辗转福州、广西、厦门、墨西哥四地，
1:1实景搭建拍摄，“海陆空”全面升
级，希望能为观众带来颠覆性的感
官体验。

《紧急救援》的拍摄过程延续了
林超贤的“较真”风格，他要求所有
主演参与超负荷专业特训，全程无
替身实景实拍。为此，彭于晏挑战
极限深潜近30米，被困水下不得不
倾尽所学上演自救场面；王彦霖从
超过十米的高度跳水也坚持不用替
身，甚至拍摄期间还一度失聪。辛
芷蕾则由于体力不支，首次入水拍
摄之后鼻血“狂流”。但所有演员仍
旧承受着身体压力和心理恐惧的双
重极限，拼出自我新高度。对于全
剧组的拼劲，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
冬表示：《紧急救援》是华语首部海
上救援题材电影，满含着救援人的
热血、勇气与拼搏。

陈思诚执导，王宝强和刘昊然
合作的《唐人街探案3》在捂了一年

后依然锁定春节档，这次，唐仁和秦
风受野田昊之邀，来到本格推理的
热土东京，三人和杰克贾组成“亚洲
侦探联盟”，将携手破解“唐探”系列
以来最困难的案件，在不断靠近真
相的过程中，神秘 Q 也迎来现身
……在前期宣传中观众们已经知道
了，除了王宝强、刘昊然、托尼贾外，
多位日本知名演员比如长泽雅美、
染谷将太、铃木保奈美、浅野忠信、
三浦友和等也将在影片中亮相。

春节档能否成为类型片天堂？

《人潮汹涌》与《刺杀小说家》进
军春节档让人们看到了新气象，在
以往，这类中等成本的类型片是挤
不进以大片、合家欢动画为主的春
节档的。

《人潮汹涌》的导演饶晓志的上
部电影是《无名之辈》，票房和口碑
都不错，如今新片请来了刘德华和
肖央担任主演，万茜也将在影片中
与刘德华和肖央迎来对手戏，《人潮
汹涌》是一部荒诞喜剧，讲述了“冷
血杀手”周全（刘德华饰）和落魄龙
套陈小萌（肖央饰），在一次意外中
交换了彼此的身份，从而引出一系
列阴差阳错的幽默故事。2016年，
饶晓志首部独立执导长片电影《你
好，疯子！》，口碑喜人，让观众记住
了具有独特戏剧风格的饶晓志。在
经过《无名之辈》的胜利后，《人潮汹
涌》能否再次给观众带来惊喜？

路阳执导的《刺杀小说家》早早
就锁定了2021年春节档的档期，这
是一部奇幻动作电影，由雷佳音、杨
幂、董子健、郭京飞主演，改编自双
雪涛短篇小说集《飞行家》中的同名
短篇小说《刺杀小说家》，影片讲述
一名父亲为找到被拐卖的女儿，接
下一桩刺杀小说家的任务。与此同
时，在小说家创作的奇幻世界里，一
个男孩也开始了自己的复仇之旅。
父亲、小说家、复仇少年，三个人的
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另外，由《白蛇：缘起》原版人马
打造的动画片《新封神：哪吒重生》
也宣布锁定大年初一，这是目前为
止唯一定档的动画片。

进入春节档的门槛有多高？

上述影片并不是春节档的全
部，从目前状况来看，《封神三部曲》
的第一部，《熊出没·狂野大陆》也大
概率定档在明年春节。而张艺谋导
演的《悬崖之上》、贾玲沈腾领衔的
催泪喜剧《你好，李焕英》、陈坤周迅
领衔的奇幻大片《侍神令》都传出了
即将定档2021年春节档的消息。初
步算下来，定档在明年春节档的电
影有11部之多。

春节档为什么这么吃香？原因
很明显，因疫情错过了2020年春节

档后，2021年春节档便成了奇货可
居的档期，国庆档之后，观众依然需
要一个大片云集的春节档来实现所
谓的“报复性观影”。此外，今年2月
14日情人节恰逢大年初三，双节效
应会在无形中提高票房产出的能
力。

像《唐人街探案 3》和《紧急救
援》这样的影片宁愿等一年都不愿
意放弃春节档，据业内人士分析，这
与影片体量不无关系，《紧急救援》
是耗资不菲的视效大片，本来就是
冲着票房潜力巨大的春节档去的，

“换其他任何档期都会影响它的票
房预期”，《唐人街探案3》也是这样，
在经过两部《唐人街探案》后，这个
电影 IP已经成为陈思诚最大的野
心，野心之大，非春节档装不下。

当然，不是说进入春节档就能
有个好收成，据媒体统计，2017年春
节档5部电影，有3部10亿票房以上
的影片，2018年春节档6部电影中
有3部10亿+，2019年春节档8部电
影中有3部10亿+，2019年春节档，
冠军票房《流浪地球》达到了46亿，
第七、第八名的票房则只有1亿出
头。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上映影片
在春节档不能迅速挤进第一梯队，
就只能担任陪跑的角色了。

10月13日，体彩7星彩进行
了第20100期开奖，这也是7星
彩全新上市后的第一期开奖。本
期前区开出号码“5、6、0、0、2、
1”，后区开出号码“7”。共中出1
注一等奖，单注奖金500万元，花
落四川。值得注意的是，本期六
等奖共开出1515095注，体现出
普惠大众的特点。

多部电影抢占春节档，谁是赢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国庆档的电影竞争刚刚
落幕，多部电影便陆续入场
春节档了，随着 10月 9日，
《唐人街探案 3》宣布回归
2021年大年初一后，《人潮
汹涌》《紧急救援》等多部影
片也宣布加入春节档阵容。

据不完全统计，如今
2021年春节档就已经有6部
影片入驻，这当然不是全部，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有电
影宣布进军春节档。如今业
内的共识是，虽然有疫情防
控的影响，影院尚未回复正
常水平，但春节档依然是一
年内最不容错过的档期，不
过从影片类型来看，除了《紧
急救援》是传统的特效灾难
大片外，其他定档影片均以
中等成本的类型片为主。

春节档影片剧照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1510 17 24 25 28 30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8298609 元
264796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7 注
109 注
884 注

56707 注
1279986 注
6838246 注

1 注
3 注

34 注
2416 注

55397 注
286569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101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519060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11665012元。

“排列3”第20235期中奖号码

2 8 4
“排列5”第20235期中奖号码

284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