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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是人口大省，文化底
蕴深厚，市场容量大、可
挖掘的题材和人才基数
也大，河南本土电影未来
可期。

●● ●● ●●

救助

民生速递

台账民生
□本报记者 温小娟

“过年你看了哪些电

影”“看《流浪地球》了吗”

“你家孩子喜欢小猪佩奇

还是熊出没”……春节假

期“电影”成了热门话题，

春节档电影作为一种新

民俗文化已然深入大众

精神生活。据国家电影

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10 日，2019 年中国电

影春节档的总票房已经

突破 58 亿元，观影人次

达到 1.3 亿。那么，河南

电影市场表现如何？本

土电影该如何发力？记

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A

生活关怀

本报讯（记者 孙欣 实习生 祁思
元）2月 20日，记者从省司法厅获悉，
去年 12 月至今年 1 月，我省开展了

“法援惠民生·助力农民工”法律援助
专项活动，全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
受理 744件涉及农民工讨薪案件，为
1181名农民工讨回工资923万元。

“岁末年初，是农民工讨薪相对集
中时段，全省法律援助机构集中开展
了助力农民工讨薪法律援助专项活
动，全力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省司
法厅法律援助处处长史雪梅说，活动
期间，全省法律援助机构对农民工因
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申请法
律援助的，免予审查经济困难条件；对
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当日受理、当
日指派，帮助农民工依法理性解决涉
法涉诉矛盾纠纷。

记者了解到，为让农民工能带上
工钱回家过年，全省法律援助工作者
按照“调解优先，援调结合”的原则，对
农民工讨薪案件尽可能引导通过诉前
调解方式化解纠纷，尽量缩短结案周
期。对暂时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设
法调解用人单位先行支付一部分工
资，对于调解无望的案件则及时启动
仲裁或诉讼程序。

史雪梅提醒，农民工遇到拖欠工
资的情况，可以拨打“12348”公共法
律服务热线寻求帮助，也可以直接到
当地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全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为农民工讨薪
开辟了“绿色通道”，免费提供法律服
务。③5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陈慧）又到
春季植树季。记者 2月 20日从郑州
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获悉，今年省会
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安排已经出炉，3
月份的每个周末市民均可前往义务植
树基地参加植树活动。

郑州市号召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植
树造林、绿化家园活动，为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提供良好生态保障，将今年全
民义务植树活动的主题确定为“实施
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林郑州”。
今年，全市义务植树基地设在登封市
石道乡陈家门村，植树时间覆盖每个
周末，即：3月2日、3日、9日、10日、16
日、17日、23日、24日、30日、31日。

据悉，3月份每个工作日均接受
植树报名，有意参加植树的市民可提
前 3-5天，将参加植树人数和时间报
至郑州市绿委办，以便安排树苗和有
关 工 作 ， 联 系 电 话 为
0371-67882865、67882850。 郑 州
市绿委办提醒市民：参加植树，需自备
交通、植树工具。③9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 周
青莎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新安）
选择案由，填写调查问卷就可自动生
成诉状；根据提示，提交诉讼材料就能
快速自助立案，不用费时排队；如实作
答，通过智能评估终端即知诉讼风险，
帮助权衡利弊……2月 19日，洛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互联网诉讼服务中心正
式启用，据悉，这是全省首家互联网诉
讼服务中心。今后，诉讼当事人的一
审民商事、行政案件，管辖权不管属于
全省三级法院的哪一家，都可以到该
中心网上申请办理跨域立案相关事
务。

据悉，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互
联网诉讼服务中心位于洛阳市西工
区人民东路中段路东，以自助服务
一体机为核心，整合全省审判流程
系统、河南法院诉讼服务网等数据
资源，充分应用信息技术，通过信息
化手段不断提高诉讼服务水平，促
进诉讼服务中心转型升级，为人民
群众提供线上与线下结合、形式多
样、快速便捷、更有针对性、更加人
性化的司法服务。群众可在这里了
解法院庭审公告、庭审直播、案件录
播、网络拍卖、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
信息，以及各类业务的办理方式和
办理流程，查阅相关司法文书。当
事人持本人身份证，通过自助终端
可进行立案诉讼材料扫描上传、缴
费、查询案件信息、查看庭审公告、
打印法律文书等事项。③6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供图）

□本报记者 李若凡

春节期间，几场不期而至的瑞雪
将春节的气氛烘托得更加浓厚！对
城市人来说，净化了空气，增添了雪
景；对农村人来说，缓解了土地的干
旱，预示今年的好年景。

瑞雪过后，很多读者和网友都感觉
到，似乎2019年春节的雪比以往来得
更多一些。其实，这种感觉是对的。今
年的雪有人工增雨雪的因素在里面。

降水比往年多四成

截至 2月 20日，省气象局统计，
今年以来我省平均降水量 26.0mm，
较常年同期（18.2mm）偏多四成。

进入 2019 年以来，我省共出现
了5次降雪过程，1月 8日至 10日，黄
河以南地区出现中到大雪，南部局地
暴雪；全省平均降水量 5.1mm。1月
30日至 31日，全省大部出现明显雨
雪天气，全省平均降水量13.6mm。2
月 9日夜里至10日，全省大部出现小
到中雪，全省平均降水量 0.8mm。2
月 13 日，我省淮河以北出现明显降

雪，北中部出现大雪，全省平均降水
量 5.7mm。2 月 17 日至 18 日，我省
大部出现雨雪天气，信阳、驻马店、南
阳三地区局地出现大雪。

省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副
主任田万顺说，这几次降雪，除了天
公作美，还与各级气象部门积极开展
人工增雨雪作业是分不开的。

人工增雨雪并非随心所欲

田万顺介绍，目前，开展增雨雪
作业费用除了使用的催化剂费用外，
作业投入还包括作业装备、火箭弹存
储运输和人工成本等费用。

而人工增雨雪在服务农业方面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可以节省大量灌
溉费用。目前，我省一亩地每次灌溉
的费用在20元左右，而我省的耕地有
1.2亿余亩。国际上较为公认的人工
增雨雪的投入产出比为1∶35。

既然如此划算，那人工增雨雪是
不是越多越好呢？

田万顺解释，人工增雨雪不是人
为地制造雨雪天气，而是在自然降水
具备产生的条件下，利用人工催化技
术增加降雪量、降雨量。这不仅需要
一定的宏观天气条件，还需要满足云
中的微物理条件。③9

我省专项法律援助

为农民工讨薪
900多万元

郑州市民想义务植树
3月份的周末都可以

植树

□本报记者 曹萍

如今，在公交车上、地铁上以及嘈
杂的马路上，随处可见年轻人戴着耳
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殊不知，这
种行为会导致听力被一点点地“偷
走”。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数据：
目前全球有约11亿年轻人(12—35岁
之间)正面临无法逆转的听力受损风
险，个人音频设备音量过大是造成听
力下降的“罪魁祸首”。2月 20日，记
者采访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
喉科医生高长辉，他提醒年轻人，要尽
量避免在嘈杂环境下长时间、大音量
使用耳机听音乐。

数据显示，公交车、地铁上的背景
噪音高达70分贝，经常在类似这样的
环境中长时间用耳机听音乐等，会对
听力造成损害。“背景噪音大，人们会
不自觉地提高音量，久而久之会造成
听力下降。”高长辉说，即使是在安静
环境下，每天戴耳机不要超过 4个小
时，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而
且不要在睡觉时佩戴耳机。同时，入
耳式耳机还会滋生细菌从而引发耳部
炎症，需要定期用酒精进行清洁消毒。

高长辉提醒，如果出现经常要求
别人重述他们说的话、听不到部分谈
话内容，经常需要提高收音机或电视
机的音量，有耳鸣的现象，或者别人说
你讲话声音大，都有可能是听力受损
的迹象。听力受损往往是不可逆的，
应该及时到耳鼻喉科就诊。③8

约 11亿年轻人面临听力受损

别让耳机“偷走”听力

基层民生观

全省首家互联网诉讼
服务中心在洛启用

立案自助办理
诉状自动生成

人工增雨雪助今冬瑞雪普降

为啥要给老天加把劲儿

□张静 摄影报道

“安琪，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巧克力，快尝尝。”2月13日，在郑州火车站8
站台，一对年轻的列车长依依惜别。由于交路调整，两人一周仅有一天可以见面。

这个漂亮姑娘叫任安琪，值乘郑州往返北京的K179/180次、K4079次列车，
帅小伙儿叫刘亚能，两人是一对恋人，同为郑州客运段北京一队列车长。他们原
本打算在春运前举行结婚典礼，但由于工作繁忙，二人约定推迟婚期，全力以赴迎
战春运。⑨6

站台上的浪漫

新华社发

2019春节档电影盘点：票房口碑双丰收

◀接过礼物的任安琪泪眼婆娑
▲隔窗道别

热点关注

伴随着经济社会进步，河南电影
市场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据统
计，2018年河南省内影院数超过489
家，银幕数超过 2915块，电影票房收
入 23.5亿元（含服务费），居全国第 9
位。虽然市场红火，但院线却鲜有河
南本土电影的身影。

事实上，河南每年拍出的片子不
少，或首映，或组织观影，如《天下第一
大案》《杨靖宇》，戏曲电影《全家福》
等，并没有进入院线进行市场化运作。

“河南是人口大省，文化底蕴深
厚，市场容量大、可挖掘的题材和人才
基数也大，河南本土电影未来可期。”
一级导演、著名文艺评论家黄海碧认

为，要想拍出进入全国院线的片子，政
府要出台政策对电影从业人员进行培
养和扶持，要有短、中、长期的题材规
划；同时，从本省近300家影视制作公
司中选出“种子选手”，整合资源，联合
制作项目。

毋庸置疑，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势
头越来越好，河南如何分切电影消费
市场这一巨大蛋糕？邱国钦建议，要
重视创作、重视人才，加大对新电影人
（尤其是大学生）的培养计划；在“卖片
子”这一关键环节，加强版权意识，强
化版权流通交易，设立影视行业协会
或者联盟，定期开展全方位的交流与
合作，形成合力。③9

观影成新民俗，我省春节档票房增幅全国第五

火爆市场期待更多本土力量

今年的春节档，被观众誉为国产
科幻片里程碑的《流浪地球》一路高
歌猛进，目前已成为中国电影票房
史上仅次于《战狼 2》的亚军。2 月
20 日，记者走访奥斯卡大上海国际
影城、郑州 CGV（大卫城 IMAX）等
郑州市多家影院发现，《流浪地球》
排片场次依然火爆。“ 一直以来,科
幻类型影片是中国电影的发展短
板，所以《流浪地球》一开始排片并
不理想，只有 10%左右。但上映一
天后口碑爆棚，随后排片逐步增加
到 30%以上。”郑州一家影院工作人
员说。

好 口 碑 是 电 影 赢 得 票 房 的 关
键。从票房来看，《流浪地球》《疯狂

的外星人》《飞驰人生》三部电影的口
碑和质量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相
比之下，品质不佳的电影即便有著名
导演或流量明星的加持，票房依然

“滑铁卢”。开始呼声极高的《新喜剧
之王》《神探蒲松龄》《廉政风云》豆瓣
评分分别跌至 5.8 分、5.5 分、4.1 分。
此外，凭借宣传片《啥是佩奇》刷爆网
络的动画片《小猪佩奇过大年》也没能
成为“爆款”。

在河南独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董事长邱国钦看来，今年春节档现
象说明观众自身文化素质在提高，
在观影选片上有自己理性的判断，
这对于优秀影片的排片和票房也起
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品质与票房正向挂钩

今年春节档 8部电影竞相追逐，
却毫不妨碍电影票价的噌噌涨。据
猫眼统计，今年春节全国平均票价约
为 45.1 元，较去年同期上涨约 15%；
河南票房上涨 7%，增幅全国第五。

2 月 11 日，“三线城市 1 张电影
票 160 元”登上微博热搜，网友爆出
信阳一家影院黄金时段的一张 VIP
厅电影票就卖到了 160 元，远远超
出 平 时 价 格 ，甚 至 比 一 线 城 市 还
贵。这条信息在微博发布后随即引
发网友共鸣，“贫穷限制了我看电影
的想法”“我们普通三线城市，普通
2D 电影票 75 元一张”“坐标南阳，

平时电影二三十块，现在过年 69
块”……

事实上，即便票价上涨，却依然
挡不住人们观影的热情，特别是许
多三四线城市电影院“一票难求”。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网上购票
增加、发行方的补贴低价票减少等
因素，影院出于利益考虑都会选择
在春节涨价。此外，现在老百姓生
活越过越好，打工归来的年轻人都
会趁机选择带上父母孩子看电影，
观影习惯已经形成，所以就算提升
票价也不影响好品质电影的上座
率。

B 高票价难挡观影热情

C 本土电影如何发力

截至
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