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票房高速上升 折射出市场的活力

中国成全球电影市场发展主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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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
“李宁杯”
全国健美操联赛（珠海站）落幕

珠海 22 名队员参赛获佳绩

4 月 15 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200 亿元、400 亿元、500 亿元
—— 中 国 电 影 年 度 票 房 不 断 攀
升；
《湄公河行动》
《战狼 2》
《红海
行动》——主旋律电影不断创造
商业奇迹；北京国际电影节成为
中外电影界重要的交流平台……
2012 年以来，电影成为我国文化
艺术领域和文化产业的重要亮
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影市场发
展主引擎。

多类型创作格局不断完善

2012 年以来，电影创作始终
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纪念抗
战胜利 70 周年的《百团大战》、纪
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的《勇士》、彰
显中国执法力量维护正义的《湄
公河行动》
《红海行动》、迎接十九
大 的《十 八 洞 村》
《空 天 猎》等 影
片，激发了观众的爱国主义热情
和民族自豪感。
2012 年以来，中国电影人不
断巩固和完善多类型的创作生产
格局，
拍摄出一批深受观众欢迎的
作品。中小成本喜剧片《人再囧途
之泰囧》首次将单部国产片票房推
至 10 亿元以上，
战争片《战狼 2》强
势领跑中国电影市场票房，
“ 慰安
妇”
题材的《二十二》成为首部票房
过亿的国产传统纪录片。
《捉妖记》运用数码特效将中
国传统文化元素与流行趣味相嫁
接，
《滚蛋吧！肿瘤君》将传统现
实主义理念与新型电影语言相结
合；
《芳华》通过大时代下普通人
物的命运展现了人性关怀；
《夏洛
特烦恼》让喜剧融入了现实思考
和平民情感。
《百鸟朝凤》
《七十七天》等艺术

新华社发

类电影丰富了观众的观影选择； 2012 年的 3.87 倍，已超越美国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大鱼海 成为银幕拥有数最多的国家。
棠》等为中国动画电影的创新发
北影节成中外交流重要平台
展开拓了路径；
《我们诞生在中
国》
《爸爸去哪儿》等拓展了纪录
2012 年以来，中外电影合
片的形态和市场认知度。
作从探索阶段逐步走向成熟。
截至2017 年底，
中国已同20个
超日赶美步伐加大
国家签署了电影合拍协议，尤
2017 年末的中国电影市 其是中国电影界与美国好莱坞
场，就像一部精彩电影，不到最 六大公司先后建立了密切、畅
后 一 刻 结 局 始 终 扑 朔 迷 离 。 通的合作渠道。金砖国家电影
12 月 30 日，
《寻梦环游记》挤 节等活动顺利举办，为推动中
掉《极限特工：终极回归》成为 外人文交流积累了重要经验。
年 度 票 房 第 十 ；12 月 31 日 ，
作为中外电影界重要的交
《芳华》以 11.87 亿元不但跻身 流平台，北京国际电影节自创
在嘉宾星光度、参赛参
年度票房前十榜单，更超越《加 办以来，
勒比海盗 5：死无对证》位列第 展影片质量及国际影响力等方
面持续提升。
八，再次挤下《寻梦环游记》。
主竞赛单元“ 天坛奖 ”自
波诡云谲的变化，
折射出中
国电影市场的活力。2012年以 2013 年设立以来，90 余个国
来，
我国电影年度票房高速上升， 家和地区的近 3200 部影片报
2017年全国总票房为559.11亿 名参评，近 40 位世界著名导演
和电影大师担任评委；每届电
元，
比2012年增长227%。
自 2012 年开始，中国超过 影节开闭幕式约有 400 余位电
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 影明星、国际电影节主席、国际
场，同时与美国市场的差距逐 电影机构代表和影业集团高层
步缩小，而与日本的距离不断 等中外嘉宾踏上红毯。
2012 年以来，电影节精选
拉大，成为全球电影市场发展
的主引擎。据美国电影协会统 了 2000 余部中外佳作，组织了
百余
计，2012 年我国市场为美国的 约 5000 场次展映和活动；
25％，是第三大市场（日本）的 位中外知名电影人士在“北京
1.125 倍，2016 年则达到美国 策划·主题论坛”发声，聚焦电
影业界前沿问题，引领当年电
的 70％，
是日本的 3.3 倍。
官方预计，到 2020 年，中 影产业发展方向；电影市场签
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 约金额已累计达 749.53 亿元，
与电影市场蓬勃发展相伴 签约项目覆盖全产业链。
北京国际电影节正焕发出
随的是电影基础设施建设的突
飞猛进。截至 2017 年底我国 蓬勃魅力，吸引着全球电影人。
银幕总数已达到 50776 块，是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4
月 15 日，2018 年“李宁杯”全国
健美操联赛（珠海站）赛事在市体
育中心体育馆完美落幕。来自全
国 的 71 支 代 表 队 ，700 多 名 领
队、裁判、运动员参加了比赛，经
过 4 天的激烈竞逐，珠海有两支
队伍共获得一个第二名、三个第
五名和一个第七名的好成绩。
2018 年“李宁杯”全国健美
操联赛（珠海站）由国家体育总局
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健美操
协会主办，珠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和珠海市李宁体操学校承办。珠
海站是联赛 2018 年全国 4 个分赛
区的第一站。进入决赛的选手将
有机会参加全国健美操锦标赛和
冠军赛，从而获得晋级国家运动

斗门区第七届青歌赛拉开帷幕

首战海选 36 强产生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4 月
14 日和 15 日，斗门区第七届青
年歌手大赛海选，在珠海博皇家
居建材采购中心举行。
据悉，本次青歌赛吸引了来
自全市的 500 余名青年选手报名
参赛。海选分两天四场进行，选
手们使出浑身解数，全力以赴赢
取属于自己的初赛资格。经过激
烈比拼，最终 36 名选手脱颖而
出 ，将 在 4 月 21 日 下 午 同 台 竞
技，
角逐本次青歌赛的 12 强。

中国字画古玩走进寻常百姓家
本报讯 记者王芳报道：
一幅
幅中国山水画，
意蕴高远；
一件件
“古风今韵”
的古玩延续着千百年
的故事……昨日，珠海泰锋集团
投入巨资打造的具有丰富文化内
涵的
“航母级”
文博古玩基地——
泰锋文博古玩城二期项目书画馆
盛大开业，一批大师级的名画名
品与珠海市民
“零距离”
见面。
记者在现场看到，
古玩城内随
处可见书画、
珠宝玉器和象牙精雕
等收藏珍品。泰锋文博古玩城是
珠海目前规模最大、
品种齐全的古
玩市场，珠海泰锋集团负责人表
示，
要将古玩城打造成珠海一座文

美职篮季后赛大幕开启

巴萨胜巴伦西亚破西甲不败纪录

勇士大胜马刺

的成绩在西甲积分榜上继续一骑
绝尘，领先排名第二的马德里竞
技 14 分。此外他们也成功打破
了此前皇家社会创下的 38 轮西
甲不败纪录。
上半时第 14 分钟，巴萨先声
夺人，
苏亚雷斯接库蒂尼奥直传形
成单刀，小禁区边缘推射近角得
手。第 23 分钟，巴伦西亚获得扳
平良机，
但罗德里戈的射门被特尔
施特根奋力扑挡后击中门框弹

出。半场结束时巴萨以1：
0领先。
下半时伊始，罗德里戈再次
错过良机，
他的射门被皮克门前救
险。第 50 分钟，
巴萨获得角球，
乌
姆蒂蒂小禁区边缘将库蒂尼奥开
出的皮球顶入网窝，
为主队将比分
扩大为 2：0。第 85 分钟，登贝莱
禁区内放倒加亚被判点球，
帕雷霍
主罚的皮球虽被特尔施特根碰到，
却还是从他身下滚入网窝。2：1
的比分保持到终场。

据悉，斗门区第七届青歌赛
海选规则更加灵活，选手可以选
择多种演绎方式，提供伴奏进行
演唱，
参赛即可获得诚丰电影票；
进入初赛即可获得由博皇家居提
供的丰厚奖金。
本届大赛由斗门区委宣传
部、团区委、区文广新局、区文明
办主办，
斗门区青少年宫承办，
旨
在讴歌斗门区改革成就，以歌会
友，
给广大团员、青年搭建一个唱
响新时代、展示新风采的舞台。

泰锋文博古玩城书画馆开业

西甲联赛展开第 32 轮较量

新华社马德里 4 月 14 日电西
班牙足球甲级联赛 14 日展开第
32 轮的较量。巴塞罗那主场 2：1
击败巴伦西亚，将联赛连续不败
场次扩大到创纪录的 39 场。
巴萨本轮坐镇诺坎普迎战联
赛排名第三的巴伦西亚，苏亚雷
斯率先破门，乌姆蒂蒂随后为主
队扩大比分。巴伦西亚在终场前
凭借一记点球扳回一城。这场胜
利也使巴萨以 25 胜 7 平积 82 分

员级别的资格。本站比赛 4 月 11
日至 16 日在珠海举行，
12 日和 13
日为预赛，
14日和15日为决赛。
2014 年，珠海第一次承办全
国健美操联赛，当时珠海没有本
地队伍参赛。在李宁体操学校的
主导带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
经过 3 年多的辛勤耕耘，竞技健
美操项目成为珠海新兴发展的体
育项目。本次大赛，珠海体育运
动学校和香洲区十二小两支队伍
共 22 人参赛。
经过4天的激烈竞逐，
珠海市
体育运动学校年龄二组有氧舞蹈
获第二名、预备组女单获第七名、
预备组三人操获第五名、预备组
五人操获第五名；香洲区第十二
小学预备组有氧舞蹈获第五名。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14 日电 14 日美职篮
季后赛大幕开启，揭幕战中卫冕冠军金州勇
士队克服了开局阶段的紧张后，主场以 113：
92 大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在七场四胜制的
对决中占得先机。
两队曾在上赛季的西部决赛中对阵，当
时勇士大比分 4：
0 横扫对手，并且最终战胜克
利夫兰骑士获得三年里第二个总冠军，当时
勇士季后赛还拿到了惊人的 16 胜 1 负的成
绩。本赛季在首轮相遇，双方均缺了核心，勇
士没了库里，而马刺主将伦纳德在缺阵几乎
整个常规赛之后依然归队遥遥无期。
比赛开局阶段双方都有些紧张，
防守强度
非常大，但失误也比较多，勇士凭借中锋麦基
和前锋杜兰特的内外开花，以 28：
17 结束第一
节。随后勇士逐渐恢复了王者本色，
防守质量
逐渐提高，极大遏制了马刺的进攻，而攻击端
的外线投手们又让客队顾此失彼。没了场均
26 分的库里，勇士在进攻时不仅少了一个攻
击点，而且进攻有些运行不畅，但是“水花兄
弟”中的汤普森以及杜兰特、格林等球星手感
都不错，
尤其是全队强硬的防守起到了关键作
用，最终勇士球星们逐渐建立起 20 多分的优
势，至第四节后半段比赛已成垃圾时间，双方
均换下主力鸣金收兵，
比分最终为 113：
92。

第九届狼牙山国际徒步大会举行

吸引15 国近万名选手
新华社石家庄 4 月 15 日电 15 日，第九届
狼牙山万亩田园花海国际徒步大会举行，此
次活动吸引了中国、英国、印度、越南等 15 个
国家的近万名选手。
据介绍，本次徒步大会全长 10 公里，包括
农田、公路、山路、街巷、沟壑、桥梁等多种形
态。大会不记名次，每个人都有单独的计时
表，以参与为主，只要走完全程，就可领到相
应证书和纪念品。狼牙山景区位于河北省易
县，距离北京 120 公里。

博公园、一处文化会客厅、一个有
品位的欢乐的文化空间，
以开放的
经营理念，
定期举办公益专题书画
展览、鉴赏、讲座、互动体验等活
动，
提升珠海城市文化形象，
开创
文化领域改革新局面。
珠海画院院长古锦其说，泰
锋文博古玩城汇集了国内一批名
人名家的书画原创真品，让高雅
而神秘的书画不仅能在美术馆里
欣赏，还可以飞进珠海普通百姓
家里悬挂。通过古玩城平台，珠
海书画家们也可以了解更多国内
大家的优秀作品，对助推珠海文
化产业发展是一件大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