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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大片激烈竞争的春节档
已经结束，电影总票房超 58亿元,
票房成绩超过 2018年春节档。正
如硬币的正反面，今年春节档亮点
之外也伴随着“槽点”——电影票
涨价。一张价格上涨的电影票是
观众钱包的“吸金石”，还是电影品
质的“试金石”？

春节档一些影院票价上涨
高低口碑电影加速分化

今年春节档共有 8部新片上
映，其中《流浪地球》以6天20亿元
票房居首，《疯狂的外星人》与《飞
驰人生》分列二、三名。除了电影
内容，电影票价的上涨也吸引了很
多关注。

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2019年
春节档平均票价为 44.62 元，比
2018 年春节档的 39.72 元上涨
12.3%，为 2014年以来提价幅度最
大的一年。

电影发行人员袁昕雨说：“今
年春节某些三、四线城市影院票价
翻倍涨的行为，属于春节档的短期
调价，不太可能一直持续。”

记者采访了解到，安徽省安庆
市某影院大年初一《疯狂的外星
人》票价为 60元，而近日则跌到了
37元左右。“一家三口春节看一场
电影，花费接近 200元，都可以买
视频网站一年的会员了。”安庆市
民李金龙说。

在票价总体上涨的同时，今年
春节档高、低口碑电影票房冰火两
重天的现象更为明显。《流浪地球》
从初一的总票房第四位一路超越，
成为遥遥领先的春节档票房冠军，
而某些影片却表现平平。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下沉，
三、四线城市渐成票房“主力”。光
大证券研究员孔蓉表示，从实际情
况看，三四线城市的观影需求弹性
较大，即涨价后部分价格敏感型观
众可能会放弃观影。

“往年我会看两三部电影，今
年春节期间就只看了一部，当然会
选口碑好的。”李金龙说。

票补少、成本高
票价上涨背后有原因

纵观近年数据，无论是春节档
还是全年的电影平均票价，其实都
处在逐步上升的趋势中。从“春节
大涨”看“整体趋涨”，其背后的原
因值得关注。

——票补逐步取消，“九块九”
低价票难再现。2018年下半年开

始流传关于“取消票补”的消息。
多位业内人士谈到，片方依靠“烧
钱”压低票价，以期用低价把观众

“骗”进电影院看“烂片”的历史已
经过去了，“如今只要是烂片，再便
宜大家也不愿意看”。当片方更愿
意把补贴放在预售阶段以拉升排
片率的时候，正式上映阶段几乎没
有补贴，票价自然会整体上升。

——一些城市影院生存不易，
春节档赚钱效应突出。袁昕雨表
示，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近年来
影院扩张的速度已经超过了其观
影人次的增速，影院平日的上座率
并不理想，而“票不愁卖”的春节档
成为其全年重要的收入来源。“对
于小影院而言，春节档能占到其全
年收入的 20%到 30%。”孔蓉说，春
节期间影院对提升单银幕产出有
提价动力，尤其三、四线城市影院
数较少便于联合提价。

——观众与片方地位变化，票
价开始匹配作品质量。电影从业
人员黄永帆说：“以前国内许多观
众是没有观影习惯的，我们必须压
低票价把人‘拉’进电影院，这使得
观众付出的票价和片方的投入成
本是不成正比的。如今观众有了
观影意愿和分辨电影品质的能力，
好作品有匹配其质量的价格，也会
成为正常现象。”

高质量影片
才是电影市场发展之本

“影院在春节档涨价可以理
解，但需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
内，翻倍涨价无异于涸泽而渔，透
支市场。”袁昕雨说。

与今年春节档电影票价上涨
一起引发关注的，还有盗版问题。
记者在某二手网站上搜索“电影”
二字，就出现了“院线同步电影，只
需 1元”的信息，其展示内容中就
包括《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
等春节档热映影片。

“监管打击盗版是一方面，观
众的自觉也很重要。”业内人士表
示，不愿看高票价电影的观众其实
还有很多其他支持正版的选择，比
如提前购买票价较低的预售，或等
电影档期下线后在视频网站上看
正版影片等。“观众尊重正版才能
促进中国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与
此同时，电影行业多生产高质量影
片，才是电影市场的发展之本。”

高质量影片
才是电影市场发展之本
——春节档部分影院电影票涨价透视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
灯不算春。”民俗专家表示，元宵
节又称灯节，“灯”成为节日最大
特色，人们张灯结彩“闹”元
宵，火树银花“赏”花灯。“闹”
表示热闹、热烈，用“闹”表达
灯节，最为生动、形象。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
员罗澍伟介绍说，正月十五元宵
节源于汉代。道教以正月十五为
上元，七月十五为中元，十月十
五为下元，合称三元节。汉武帝
崇拜“太一神”，上元昼夜燃灯，

称元宵节，也叫元夕、元夜，泛
称正月节。东汉时佛教传入，正
月十五庙中众僧观佛舍利、燃
灯，以示对佛的尊重。随着蜡烛
和灯笼成为方便的移动光源，这
些宗教仪轨流入民间后很快世俗
化，元宵燃灯演变为群众性娱乐
活动。

唐代元宵节开始兴旺，不仅
处处挂灯，还建起灯轮、灯楼和
灯树，出现了盛况空前的灯市。
诗人卢照邻曾在《十五夜观灯》
中描述元宵节燃灯的盛况：“接汉

疑星落，依楼似月悬。”
宋代东京汴梁的元宵节，要

在皇宫前高搭彩棚和灯山，入
夜，画有神话故事和市井百态的
灯山大放异彩，御街两廊之下有
各种杂技和艺术表演。南宋迁都
临安后，元宵节依旧是“家家灯
火，处处管弦”，各色灯具“凡数
千百种，极其新巧，怪怪奇奇，
无所不有”，较汴梁有过之而无不
及。宋代还出现了上元节“猜灯
谜”活动，供人们灯下沉吟，以
遣雅兴。

明清时期，宫廷在紫禁城内
放灯，灯节日期也相应延长，后
来还增加了“百戏”的内容。

“灯彩有很好的视觉效果，
对于营造和渲染喜庆的节日气氛
来说，它与春节的爆竹有异曲同
工之妙。”罗澍伟说。

罗澍伟表示，随着正月十五
“闹”花灯的开始，庆祝新年的狂
欢进入高潮，是一年中最热闹的
时刻；张灯结彩，灯火通明，车
驰马骤，展现出一幅“火树银花
不夜天”的风俗画卷。

元宵“灯节”

张灯结彩“闹”元宵 火树银花“赏”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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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服务

新华调查

打树花

2月 17日晚，民间艺人在进行
“打树花”民俗表演。当晚，河北唐
山遵化市团瓢庄乡山里各庄村花灯广
场举行“打树花迎元宵”民俗表演，
欢庆佳节。

亮花灯

2月17日，市民在晋江五店市传
统街区内观赏花灯。元宵佳节临近，
福建省晋江市按照“全城赏灯，多点
纷呈”的布灯形式，把全市3000多
盏传统工艺花灯、学生手工制作花
灯、大型座灯分布于五店市传统街
区、世纪公园及安海镇安平桥公园三
大花灯展示区域，方便市民就近赏
灯。

记者从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获
悉，近日流感高发，流感病人数
量激增。除老人、儿童，孕妇也
是流感“重灾区”。专家提醒，孕
妇若患上流感，会有很多潜在危
险。事后补救，不如提前做好预
防工作。

“孕早期是胎儿各器官发育
形成关键时期，因此孕早期流感

对胎儿影响相对大一些。”南京市
妇幼保健院产科副主任医师乌兰
介绍，孕中期流感对胎儿的不良
影响会减小一些，但长时间高烧
也会妨碍子宫内胎儿发育，严重
的会导致流产、早产等。

乌兰表示，接种流感疫苗是
预防流感最有效手段，可显著降
低接种者患流感和发生严重并发

症的风险。孕妇、老人、儿童等
流感高危人群，最好在流感季节
来临前接种疫苗。处于妊娠期或
计划怀孕的女性，无禁忌者均可
接种流感灭活疫苗。妊娠终止后
可接种流感减毒活疫苗。此外，
也需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减少到人群密集场所的活动等。

一旦患上流感，应及早就

医，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用药。
“有不少孕妇认为孕期用药会对孩
子产生不好影响。但孕期的一些
疾病，如果不及时进行干预治
疗，后果会更加严重，得不偿
失。”乌兰说，医生会根据孕妇的
情况，给出安全的治疗方法。

专家：孕期流感，事后补救不如做好预防

各大中小学校、幼托机构即
将迎来开学季，恰逢南方多地出
现持续阴雨天气，气温降低。湖
南省疾控部门提醒，开学在即，
阴雨天气还将持续，此时也是各
种传染病的高发期，学校应做好
肺炎等疾病的预防工作。

记者从湖南省儿童医院等医
疗机构了解到，近期，医院收治

的肺炎患儿激增。专家指出，儿
童肺炎的常见症状包括咳嗽、呼
吸急促、发热、食欲下降、烦躁
哭闹等，部分儿童还伴有哮喘等
症状。细菌、病毒、过敏等原因
都能引起肺炎，一旦耽误治疗可
发展成重症肺炎，可引起中毒性
脑炎等严重疾病。

长沙市疾控中心提醒，肺炎

球菌是一种可能引发呼吸道感染
的常见病菌，儿童是其主要携带
和传播人群。肺炎球菌主要通过
飞沫传播，容易在宝宝免疫力低
下的时候乘虚而入。症状较轻的
肺炎患儿可以在家精心护理，症
状较重的患儿可出现呼吸快、口
唇四周发青、面色苍白或青紫等
症状，必须尽快送医就诊。

长沙市疾控中心提醒，在气
温骤降时，儿童出入冷热温差大
的环境、运动时没有及时增减衣
服、抵抗力较差、感冒等原因，
容易引发肺炎。近期，小学、幼
托机构要严格落实晨检、洗手、
消毒制度，减少学生户外活动的
时间和强度。

开学季，警惕儿童肺炎高发

美国方面对于进口汽车关税
的“232调查”报告即将揭晓。美
国政府此前屡次威胁要对进口汽
车征收高达 25%税率的关税。如
果这一措施届时真的落地，多国
汽车业将遭受严重冲击。而实施
汽车关税的原因，正是“国家安
全”。

在日前闭幕的慕尼黑安全会
议上，默克尔用罕见的不满语气
表示，如果德国汽车被视为对美
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那我们真的
震惊了”。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贸易
争端中祭出“国家安全”大旗的
次数越来越频繁，连民用汽车贸
易也上升到了危害国家安全层
面，下一个被美国以“国家安
全”为由打压的目标又会是谁？
贸易保护主义已到了连美国自己
的盟友都深感不满的地步。

去年美国以所谓“国家安
全”为由宣布对钢铝进口产品开
征高关税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容
克曾指出，这“不是为了什么国
家安全的理由,而是为了保护美国
国内产业的公然干预”。

默克尔“震惊”的背后，也
显示出跨大西洋关系越来越明显
的裂痕。在伊核协议问题上针锋
相对，在北约军费开支上讨价还
价，在贸易问题上的矛盾，都显
示出大西洋两岸的纷争在加剧，

互信在降低。难怪今年慕尼黑安
全会议的官方宣传片中，提出的
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跨大西
洋同盟能否维持？”

默克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发表讲话时，还使用了“冷战思
维”一词。她在谈到俄德“北溪-
2”天然气管道项目时，敦促美国

“放弃用冷战思维”看待这一项
目，认为该项目不会增加德国和
欧洲对俄能源的依赖。

由于政治、经济等多种因
素，美国对俄罗斯通往欧洲的这
一管道项目一直冷眼相向。“冷
战”这个当年美德等西方阵营与
苏联等华约国家对峙时的用词，
如今竟成为德国总理告诫美国的
用语。

默克尔的“震惊”，以及她对
美国盟友直言不讳的“对呛”，是
国际社会对当前国际政治生态不
满的缩影。“震惊”背后，让我们
看到了贸易保护主义有变本加厉
之势，看到了冷战思维依然存
在、强权政治远未消弭。在这种
情势之下，国际社会越发清醒地
认识到，维护多边主义的声音需
要继续加强，推进互利共赢的举
措应该不断加强。

默克尔的“震惊”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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