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2月24日 星期三 责编 阎嗣昱 美编 季枫

文娱AⅠ·12

2月20日，体彩大乐透迎来牛年首期
开奖，当期全国共开出6注一等奖。河南
购彩者幸运收获其中2注基本一等奖，分
落新乡和许昌两地。

坚持购彩多年
体彩忠粉收获1002万

2月22日上午，河南省体彩中心迎来
了新乡大奖得主韩先生。他的中奖彩票是
一张20元“前区4胆10拖”的胆拖票，出自
新乡辉县市北环路李时珍像东200米的
4107820064体彩实体店，该彩票中得1注
一等奖和9注四等奖，总奖金1002万元。

据了解，韩先生是体育彩票的忠粉，购
彩多年，闲暇时他喜欢研究号码，到了体彩
店再看看走势图，结合店内的推荐稍作修
改。由于经济状况一般，韩先生每次花费
不多，都是在二十元以内。

开奖第二天，韩先生像往常一样去彩
票店买彩票，顺便把前一天买的兑验一下，
结果被告知中了一等奖。一时没有反应过
来，韩先生原地傻傻地站了好半天，直到销
售员提醒，他才装好彩票回家去了。

待心情平复后，韩先生带着妻子一同
前来领奖。关于奖金的使用，韩先生和妻
子已经想好，会用在培养孩子身上。

自选2元单式票
90后小伙抱走1000万

当天下午，许昌大奖得主杨先生也现
身河南省体彩中心，因为想跟家人分享自
己的快乐，杨先生带着父母，一家三口其乐
融融地来领奖。

他的中奖彩票是一张2元单式票，出
自许昌市魏都区劳动路与天宝路口北300
米的4110020202体彩实体店，该彩票中
出当期大乐透一等奖，奖金1000万元。

杨先生是名90后，别看年龄不大，但
彩龄已有七八年的时间。他说：“我爸也喜
欢买彩票，受他影响，我们俩都是大乐透的
忠实粉丝。”因为这个共同爱好，父子俩经
常在一起交流选号经验。

“这一期我买了好多张单式号码，幸运
的是，其中一注‘砸’中了大奖。”杨先生笑
着说，“得知中奖挺激动的，但我爸比我还
激动。”用杨先生父亲的话来说，不管中大
奖小奖都开心，买彩票图的就是个乐和。

“有一个工作室，还是想做点事儿，希
望可以帮助我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对杨先
生而言，这笔奖金是不期而遇的惊喜，但生
活还是得踏踏实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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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4032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44期中奖号码
3 4 10 16 21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中奖注数
12 注

405 注
6447 注
370 注
424 注
62 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368320 元，中奖总金额为
265381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0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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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9856元。

中奖注数
566 注
719 注

0注

中奖号码：3 2 3
“排列3”第21044期中奖号码

2 6 9
“排列5”第21044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1020期中奖号码

9 9 4 0 0 3 + 14

2 6 9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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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2 08 14 23 25 32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10000000 元
193330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0元
0元
0 元

3注
128 注

1192 注
66905 注

1284280 注
8768376 注

0注
0注
0注

0注
0注

60 注
2774 注

58151 注
358770 注

0注
0注
0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1018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705206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3110160元。

一等奖特别奖
一等奖普惠奖
六等奖翻番奖

牛年首秀

河南俩购彩者
喜领大乐透头奖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杨惠明

春节档想进就能进的吗？

大家都知道春节是个能赚
钱的档期，那么问题来了，一部
电影能否在春节档上映，需要
做哪些工作？

电影人李鑫介绍，要做好一
部春节档电影，在拍摄上至少需
要提前一年半进行立项筹备和
拍摄，如果是特效大片，还要保
证至少半年的后期制作时间。

一部电影定档春节后，在
创作阶段就把它当做春节档电
影来制作，《唐人街探案》第二
部和第三部的合家欢风格，以
及成龙的《急先锋》出现了过大
年的场景，除了春节档，放在其
他任何档期都不会取得理想的
成绩，这也是《唐人街探案3》
为何宁愿放一年都不愿改档的
主要原因。资深电影发行人梦
竹介绍，相关部门会对春节档
进行调控，一般来说，影片以七
八部为宜，多了容易造成排片
困难，形成恶性竞争，少了也撑
不起这个全年最大的档期。

进春节档
成本比你想象的要高

《捉妖记 1》暑期档大卖
后，出品方将《捉妖记2》放在
了 2018年春节档，据媒体报
道，《捉妖记2》的宣发费用就
高达2亿。

电影发行人梦竹介绍，春
节档影片的宣发成本会有明显
的提高，但不一定能获得相应
的票房回报，以《人潮汹涌》为
例，这种类型的影片如果放在
一个普通档期，表现不会很差，
但春节档强片云集，经过头部
影片的挤压后，还能留给《人潮
汹涌》多少排片空间？梦竹说，

“春节档的观影高峰期主要是
初一到初三，影院当然会排上
座率高的电影，当尾部的电影
真正能回血时，已经进入了观
影人次和票房双双下跌的时
候，如果口碑再不占优，就成了
两头空”。另外，一位不愿意透
露姓名的发行人介绍，排片费
也是春节档影片的主要发行支
出，出品方在二、三线城市针对
单个影城都会投入过万的费用
去追求排片率。

观众喜欢哪种春节档电影

2018年的春节档冠军是
《唐人街探案2》，亚军是《捉妖
记2》，2019年春节档，宁浩的
《疯狂的外星人》原本一路狂
飙，《流浪地球》凭借良好的口
碑后来居上，成为最终的票房
冠军。

北京某电影出品方相关负
责人认为，结局圆满，整体氛围
轻松愉快的电影是春节档的首
选，“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上有
老、下有小的结构，作为支柱，
中年人正是受电影熏陶最深的
一代，所以都会选择在过年期间
带着家人在外聚餐，开开心心地
看场电影，所以电影是否热闹
就起到了很大作用”。

电影人李鑫认为，全年龄
段的合家欢电影是春节档的首
选，另外，有非常扎实的观众基
础的IP电影，比如《熊出没》系
列，《唐人街探案》系列，这两种
类型是最容易引发票房声势的
电影。“这个春节档大家都盯着
《你好，李焕英》和《唐人街探案
3》的较劲，但《熊出没：狂野大
陆》悄悄过了5亿票房大关，对
于这种体量的动画片来讲，显
然是大赚的。”李鑫说。

经过《你好，李焕英》的火
爆后，多位业内人士认为，亲
情、搞笑、催泪将会成为未来春
节档的首选影片类型，《你好，
李焕英》是典型的能够调动“国
民情绪”的影片，如今观众都很
吃这一套，但电影市场和观众
的口味都在变，“李焕英”类影
片能火多久？现在还不好说。

春节档缘何高票价

据报道，2018年春节档冠
军《唐人街探案2》和亚军《捉
妖记 2》总占比 62.9%；2019
年，《流浪地球》和《疯狂的外星
人》两部影片档期内票房占比
和为59.2%。今年，《你好，李焕
英》和《唐人街探案3》的总票房
占比为80.2%，上涨了20%。

业内共识是“高票价”让大
多数观众不得不做出最多看两
部电影的选择。

刘力是郑州一家影院的经
理，对于今年的高票价，他表

示，从2020年1月23日到7月
20 日，全国影院都处于停摆
期，承担着房租、水电、人力和
积压卖品等大量成本，复工后
还面临着上座率的限制，影市
表现一直很平淡，好不容易等
到一个春节档，涨价就成了必
然趋势。“如果仔细看猫眼、灯
塔等购片软件信息的话，会发
现很多影院采取了阶梯式涨
价，不同的场次票价不同，不同
的影片票价不同，甚至同一场
影片，不同座位的票价都不相
同，”刘力说，“头部电影的座位
肯定是供不应求，就会提升影
片的单价，从而提高票房，弱势
影片会降低票价来走量，提高
翻台率。”

《唐人街探案3》在上映头
三天的排片是垄断式的，这跟超
过10亿的预售有直接关系，影
院排片会参考观众的想看程度
和预售效果，但《唐人街探案3》
的片长为136分钟，片长过长，
翻台率相对较低，就只能以提升
单价的方式来实现利益最大化。

春节档为电影镀金？

有心的观众会发现，多部
影片离开春节档后，表现都不
尽如人意，2020年春节档电影
因疫情集体撤档后，《夺冠》《姜
子牙》《急先锋》《紧急救援》这
四部改档上映的影片的票房都
和春节档的预期票房有差距。

拥有无与伦比的观影群
体，这就是春节档的独特魅力
所在，在全民观影情绪的引导
下，春节档的票房吞吐能力是
平时档期的数十倍，李鑫介绍，
春节档是一个抢钱的档期，但
映后口碑的维护依然很重要，
因为一部影片最终票房如何取
决于影片质量本身，因为现在
的观众越来越聪明，如果是烂
片，前期宣传也好，明星云集也
罢，可能头两天的排片很好，但
经过口口相传后，后面的观众
就掉头看其他电影了，《你好，
李焕英》就是典型的例子，前期
的排片和票房都远远落后于
《唐人街探案3》，在经过观众
好评，官媒点赞后，形成庞大的

“自来水”群体，从而实现了成
功逆袭。

2021年春节档收获了78.22亿票房，不但诞生
了《你好，李焕英》逆袭，《唐人街探案3》的影史神话也
被打破，两部影片更是携手挺进“40亿票房俱乐部”。

都说春节档遍地是黄金，但既有《你好，李焕英》
《唐人街探案3》这样的人气电影，也有《侍神令》《人潮
汹涌》这样的失意之作，什么样的电影能进入春节档？
把一部影片放进春节档的流程是什么？这对于普通观
众来讲是超出认知领域的神秘问题。日前，顶端新闻·
大河报记者采访多位电影业内人士，听听他们对春节
档影片的认识。

春节档国货之光
□统筹 游晓鹏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