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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上海 2 月 10 日电(记者程思
琪)春节期间，除了阖家团聚走亲访友，看
场春节档电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年
春节首日 8 部贺岁影片齐上映，打造“史上
最强春节档”。随着受众观影习惯的不断养
成，新年假期看电影正成为人们共度春节
的“新年俗”。

电影场次及观影人数与口

碑成正相关

大年初二，27 岁的苏一鸣与家人一
起到电影院观看贺岁影片《疯狂的外星
人》，“春节期间如果不去旅游，就会考虑
在家附近看一场贺岁电影。”苏一鸣说，自
己平时也会去淘票票、猫眼等电影平台查
询电影评分来筛选想看的电影。

“春节期间大家走亲访友的机会多了，
讨论看过的电影也会成为假期聊天的话题
之一。”艺恩数据合伙人高文韬说，随着人

们观影评价的习惯逐渐养成，观众们
更容易也越来越快地知道一部片

子是否好看。“只要翻翻朋友圈或者影视平
台就可以知道大家如何评价一部片子，以
往那种低评分高票房的现象再难出现了。”

据阿里影业“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
由于口碑高评价好，影片《流浪地球》的全
国排片场次占比从年初一的 11 . 5% 提升
到年初五的 32 . 7%。面对《流浪地球》的爆
红，大多影院都及时增加了排片。

一位电影院线工作人员表示，随着观影
反馈的不断更新，春节档的电影排片也会根
据影片评价进行调整。“在观影淡季，电影院
的排片调整通常一周一次，但今年很多影院
在春节假期间每半天就会根据市场反馈调
整一次，以满足百姓的观影需求。”

“不再为贺岁而贺岁”，春

节档影片多样化趋势明显

2019 年春节期间上线的 8 部贺岁电
影主题类型可谓多种多样，其中涵盖动作、
爱情、科幻、喜剧、动画等，可同时满足不同
年龄层观众的欣赏口味和观影需求。

“如今春节档的最大变化是，越来越多
非‘春节’主题的电影也能在春节期间上映，
观众不再执着于电影是否够‘热闹’，只要内
容好，依然买账。”阿里影业的灯塔平台高
级数据产品专家武剑说。
在武剑看来，能够在春节档中脱颖而出

的电影通常具备独特性或唯一性的特征，以
满足观众越来越高的观影口味和猎奇心理。
“以往的爆款如《画皮》《唐人街探案》等，都
能为观众带来眼前一亮的感觉，所以很快占
有市场。”

“去年的《红海行动》及今年的《流浪地
球》都不是传统意义的春节喜剧类电影，但
上映后市场反响都非常好。”武剑说，“这也
给业界一个信号：春节档也可以开拓新类
型。”

预售票房显示：看电影逐

渐成为“春节计划”

“想要了解即将上线的新电影，只要
打开购票软件就能一目了然，如果我觉得

还不错就会选择提前购票，当天直接来看
就可以。”资深影迷赵女士说，她已经通过
“预售”渠道购买了三张春节档电影票，不
仅可以选到更好的场次和座位，有时候还
能享受更高的票价优惠。

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越来
越多的人选择线上购买电影票。据高文韬
介绍，今年春节档的电影预售从春节前一
个月左右就开始了。“据统计，今年大年初
一的总预售票房就超过 7 个亿，比 2018
年同时期的预售票房增长了 7 . 4%。其中
有三部电影的预售都过 1 亿元，为其春节
票房竞争打下基础。”

对于院线来说，预售数据也是如何安排
电影排片场次的重要参考。随着我国电影
服务行业的发展及影院数量的增长，国民
观影需求日趋得到满足，票房增长率逐年
放缓。面对未来如何突破我国影视行业发
展瓶颈，业内人士均认为提高影片质量，进
一步培养大众的观影习惯是关键。随着越
来越多的人们将“看电影”纳入到自己的假
期活动计划中，“新年俗”正有望逐渐形成。

8 部贺岁片齐上映，打造“史上最强春节档”
电影“春节档”：类型多样是趋势，质量“硬核”是关键

年是中华文化的浓缩，年俗中有百姓
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风情，也有人们割
舍不掉的情怀。色彩、声音、情感在这场盛
宴中完美交融，祭奠祖先、除旧迎新、庆喜
纳福等民俗又将“春节”这一古老的节日，
在时间的交往更替中得到继承和弘扬，一
场有仪式感的盛宴正在进行。

火树银花满是景

桨声、灯影、欢声笑语已将金陵烟雨中
的秦淮河装饰一新，荷花灯、猪年生肖灯、
龙形灯……让人目不暇接。

俗语云：“过年不到夫子庙，等于没过
年；到夫子庙不买灯，等于没过好年。”春节
期间家人团聚，到秦淮河夫子庙买灯、观
灯、赏景，已经成为大多数南京人的一种习
俗和浓浓的乡土情结。

正月初一一大早，秦淮灯彩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贺双生与妻子早早地赶到夫
子庙西广场东牌楼的摊位前忙活起来。每
年，他们的花灯总是创意满满又不失传统
韵味，颇受欢迎。

荷花灯是最传统、最经典也是最复杂
的一种花灯。传统纸扎的荷花灯要经历 62
道工序，包括扎、糊、裱、涂、染等。从最简单
的原材料开始，经手艺人的精心制作，一瓣
一瓣地慢慢生出形状，染上颜色，最终才成
为一盏漂亮的手提灯。

“灯彩越来越多样，日子越来越红火”
是老灯彩艺人陆有文的真切感受。对于年
过古稀的传承人陆有文来说，做灯彩与其
说是一门手艺，不如说是一种情结。伴着秦
淮灯会，陆有文已经一年不落地走过了 33
个年头。

陆有文指着一款龙形花灯告诉记者，
他做的这条龙是正在腾飞的中华龙。今年
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代表着中国 70 年
的发展，老百姓生活大大改善，越过越红
火。

“秦淮灯彩甲天下”，南京秦淮灯会始
于南朝，至今 1700 多年历史，是中国传统
的民俗灯会。

姹紫嫣红都是春

在“花城”广州，“逛花街”是重要的过
年习俗。金橘象征“大吉大利”，百合寓意
“百年好合”，黄金果则代表“五代同
堂”……

83 岁的退休干部蒋克昌一直工作生
活在广州，他见证了广州 60 多年间春节花
市的变迁。

蒋克昌回忆道，“50 年代，那时候新品
种没有现在多，家家户户必备的是一盆水
仙。那时价格便宜，人们赶在年前买上一盆
放在家里，图个‘花开富贵’的意头。”

据相关资料记载，1980 年，广州花市

首次出现荷兰的郁金香、比利时的杜鹃等
品种；1984 年，法国剑兰首次出现在越秀
区中心花市；21世纪初，澳大利亚的帝王
花、荷兰的大号猪笼草等新品种纷纷涌入
广州花市。

在花艺师胡媚的眼里，近年来，人们对
高质量、更富有设计感的花卉产品的需求
正在逐步提升。“我们通过对花卉材料的运
用，结合传统节日元素，提升春节的年味，
高品质的花卉销售量年年增加。”胡媚说。

从过去鲜花是一种礼物，现在是一种
陪伴，如今“逛花街”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
过年习俗。

热热闹闹尽是乐

西北的甘肃庆阳，过年最有乡土味、最
受欢迎的年俗活动当属“耍社火”。依照风
俗，社火从正月初一开始，一直要闹过元宵
节。

天刚亮，甘肃省庆阳市肖金镇左咀村
广场熙熙攘攘，全村男女老少忙着化装打
扮，准备走村串户“耍社火”。

72 岁的“社火头”左克强，打起鼓来腰
板硬朗，在他的带领下，人们敲起手中的锣
鼓乐器，踩着鼓点，女人们扭起秧歌，手里
的扇子翩翩起舞。男人们摆起阵势，一会儿
舞龙，一会儿耍枪弄棒。欢声、笑声、掌声、
喝彩声附和着锣鼓声，回响在辽阔的西北
大地上。

依靠果树栽植和规模养殖脱贫的左咀
村村民过上了不愁吃穿的富裕生活，大家
要将心中的喜悦和热情通过“耍社火”表达
出来，将快乐用锣鼓点传递出去。

寻根觅祖总是情

大年初一，来自河南省博爱县的张庆
一家来到了山西洪洞大槐树，“家谱记载，
祖先于公元 1368 年从洪洞迁往怀庆府，后
来又辗转迁移多次，家谱也遗失了部分，能
够确定的是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 31 代了，
今年，我们也来祖地看看。”张庆说。

选择在春节期间来到大槐树，一方
面为了寻根，吸引张庆一家的还有大槐
树浓浓的年俗年味，“一进大门‘县太爷’

就领着一班衙役奏起了迎亲锣鼓，看完
《大槐树移民》实景演出后再看看《祭祀》
《魁星点斗》等演出，可以更直观地理解
我国的传统文化。”张庆说。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洪洞大槐树被称为我国辐射范围最广、影
响最大的移民发源地，近年来，洪洞大槐树
形成了一股“寻根热”。

来自河南洛阳的姑娘张焰瑞已经来过
大槐树许多次了，“我的祖先也是从大槐树
移民到洛阳的，这几年每年都要来大槐树，
主要还是为家人、为祖国祈福吧。”张焰瑞
说。

祭祖堂中挂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
的祝福，“祝愿祖国，福泰安康”的祝福丝带
显得异常夺目。

春节带着人们对过去一年的总结和感
悟，载着人们在新年伊始许下的愿望继续
前行，过年的形式越来越丰富多彩，但是无
论怎样变迁，这场合家团圆、辞旧迎新的盛
宴，永远不变的是浓浓年味儿。

(参与记者潘晔、王劲玉、梁军、马莎、
孟盈如、徐弘毅) 新华社北京电

一部电影火了———《流浪地球》，一首歌曲热
了———《我和我的祖国》；大到博物馆里熙熙攘攘、
民俗活动热热闹闹，小到家门口的春联福字、街道
上的大红灯笼——— 在春节期间，各种文化元素，或
时尚或传统，时时处处，伴随着人们欢度新年。

节日与文化历来密不可分。随着物质生活日
益丰富，国人的精神追求日益增长，文化顺理成章
地成为节日的重要角色。而作为中华民族最为重
要的传统节日，春节蕴藏着无比丰富的文化内涵。

文化过年、过文化年自然也蔚然成风。

因为热爱，所以投身，因为信任，所以选择，人
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追求什么样的愿景，从根本
上讲，就取决于他们对乡土亲情的眷恋、对幸福生
活的热爱、对美好未来的笃信。而这种眷恋、热爱
和笃信，总而言之，就是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是历经沧桑的成熟，纵观天下
的从容，“天道酬勤”的奋发，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更为持久与强劲的动力。

文化有如一条来自远古，经过现代，而又流向
未来的河。包容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常态。而我们今
天坚持文化自信，同样既要发扬光大优秀传统，又
创造出符合现代人要求的生活方式。

“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富起
来、更自信的中国人必然会有更为丰富的文化消
费。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全
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 6 万家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 89257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 8 . 2% 。这启示我
们，既要提供更为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也要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记者冯源) 新华社杭州 2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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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俗之乐：一场有仪式感的盛宴

▲ 2 月 10 日，人们在江西萍乡市南正街庙会上猜灯谜。当日是春节长假最后一天，各地举行的假日活动丰富多彩。

新华社发（李桂东摄）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牛少杰)“为了村
民喝好水，东山头挖深井，西山头找泉眼，
两眼清泉汩汩冒，丝丝口口蜜糖甜……”魏
玉红演唱，宋东流拉坠胡伴奏，排练一遍后
两人又开始讨论表演细节。

魏玉红和宋东流都是河南省平顶山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滍阳镇闫口村村
民，春节期间，二人将参加镇里举办的民
间文艺展演。届时，周边的曲艺爱好者也
将会聚于此，和当地群众一起“戏曲过新
年”。

“这段坠子写的全是我们闫口村这几
年的变化，包括用水、道路、人居环境、乡村
文化等多个方面，一共 50 多行。”宋东流今

年 68 岁，创作这段河南坠子花了一个多星
期，没想到仅仅两天同村的魏玉红就记熟
了。

“实实在在的身边事儿，唱一遍就像在
村里走一遍。”魏玉红说，村里越来越好，家
家户户衣食无忧，现在过年都是图个喜庆
热闹。

闫口村是当地有名的曲艺村，每月的
农历初二、十二和二十二，在村委的文化大
院里，都会有周边的艺人负鼓携琴前来表
演，切磋技艺。

“天气不好时有五六摊儿戏，天气好时
能达到二十摊儿，因为来看戏的群众多，旁
边的一条街上吸引了不少小商小贩，快变

成个小集贸市场了。”闫口村党支部书记陈
献正告诉记者。

据介绍，今年 1月 27 日(农历腊月廿
二)，村里还邀请了武警官兵一起举办了军
民联欢晚会，由当地群众自主编排，军民踊
跃报名，精心排练，歌曲、戏曲、盘鼓等 20
多个节目依次上演，观众叫好不断。

“最近几年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早
已吃穿不愁，但对精神文化生活要求也越
来越高，现在过年不光围着灶台转了，逛逛
庙会看看戏成了过年新风尚。”滍阳镇党委
书记张斌延说。

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下辖 37
个村，6 个社区，闫口村并非个例，文化活

动的不断丰富，得益于近年来当地政府持
续加大乡村文化建设投入。据了解，当地已
建成基层文化服务中心 34 个，志愿服务中
心(站)47 个，舞台 5 个，培养各村(社区)文
艺宣传队近 50 支，2018 年对文化管理员
和各村文艺骨干力量开展公益课培训 15
期。

为进一步丰富广大群众春节文化生
活，河南省提前安排部署，将举办公共文化
活动 5 . 8 万场以上、非遗展演展示活动
1836 场次，戏曲、小品等精彩节目走进乡
村和社区，各大景区也将开展文旅活动，并
推出惠民措施，为群众送上丰盛的春节文
化大餐。

河南乡村：从转灶台到转戏台

（上接 1 版）在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朱娅针
对艺术生的特点编排主旋律话剧《狂飙》，演绎田汉创作《义勇军进
行曲》的心路历程。“还记得一次《狂飙》校内公演，高潮段落时，全
场 400 多名师生自发起立、齐唱国歌，不少学生激动得热泪盈眶。”

饰演田汉的张振宇同学说：“田汉在对戏剧的不断追求中也在
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出路，我在代入角色的时候就想到，年轻人应该
向老一辈学习，肩负起‘强国一代’的历史使命。”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每年有百分之三四十的本科生、近一半

的硕士博士生投身国防工业。2018年，南航首创“校友总师思政公开
课”，邀请 C919、AG600、直 10、北斗三号卫星等“国之重器”的总设
计师返校，为青年学生“现身说法”，激励他们成长成才，报效国家。

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认为，“马克思主义青年说”
活动通过生动的故事讲述和互动问答，带领高校师生重温马克思
的感人故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探究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以“青年视角”赢得价值认同

一个个贴近青年学生的思政创意，让“网红”“圈粉”“爆款”成
为一年来高校思政教育的“热词”。有高校青年思政教师认为，加强
信仰教育，形式创新只是第一步，要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说服青年学
生，让学生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思政教学创新，出了多少花样不
重要，要看学生接受了多少。”徐川认为，高校思政工作的关键是站
在学生立场，把握问题导向，将自己摆进去，回应青年学生的关切，
直击青年认识上的盲区和误区。

去年，南航组建徐川领衔的“川流不息”思政工作团队，成立思
想教育研究中心，通过开展集体备课和集中巡讲，一批年轻优秀的
思政教师脱颖而出，形成以优秀个体带动群体提升的“雁阵效应”。

“近几年高校思政课上座率、抬头率不断提高，主动了解、学习
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越来越多。”张义修说，“社会实践的进步有力地
支撑了思政教学，吸引更多青年自发认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要
以此为契机回应青年现实关切，呼唤价值认同。”

“当代大学生的思政教育不仅仅只是辅导员和思政教师的职
责，而是所有教师的共同使命。”中国药科大学党委书记金能明说，
“要让思政教育全面融入专业课课堂，让所有教师都想上思政课，
让所有学生都爱上思政课。”

王燕文认为，高校思政教育要突破单向灌输的模式，构建课内与
课外并重、校内与校外结合的思政课教学模式，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
专任教师队伍与学生工作队伍相融合，形成合力育人的“大思政”体系。

（上接 1 版）“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历史
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这种传统年俗的吸引力来自我们内
心深处对过年仪式的认同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

“科技范”也为浓浓的年味注入活力。家在河南农村的青年张
齐，以往拜年方式都是走亲访友，今年他用抖音录了一段写福字、
贴春联的拜年视频，发给亲朋好友。类似这样的视频在短视频软件
上常常获得热烈点赞。

文化休闲热了

观影、旅游迎来“最强档”

猪年大年初一当天，8 部电影集体上映，当日票房超 14 亿元，
创国内单日票房新高。如今，过年看电影，已成为很多人春节的“必
选项目”。

“科幻”成为今年春节电影档主题词。据国家电影资金办初步
统计，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上映 5 天票房突破 15 . 9 亿元，成为领
跑春节档的“黑马”。而充满科幻元素的喜剧电影《疯狂的外星人》
紧随其后，票房近 13 亿元。

近年来，“过春节看电影”已成为各地的一项新年俗，很多影城
春节期间日均上座率增长十分明显。来自国家电影资金办的数据
显示，春节假期，全国有超过 1 . 1 亿人次到电影院观影。商务部 1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全国电影票房超过 50 亿元。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说，今年春节档影片类型
丰富，品质、口碑都不错，满足了观众多样化、差异化观影需求。

“小镇青年”不再是过去的 K 歌、打牌、放鞭炮“老三样”，各地
文旅活动丰富多彩，除了看电影，村民还当上了“村晚”导演，左邻
右舍成为舞台主角。

旅游也成为“新民俗”。家庭游、敬老游、亲子游、文化休闲游等
成为节日期间主流的旅游休闲方式。经中国旅游研究院综合测算，
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 4 . 15 亿人次，同比增长 7 . 6%；实现旅游收
入 5139 亿元，同比增长 8 . 2%。

观影也好，旅游也好，都是消费升级的体现。2018 年全国居民
恩格尔系数 28 . 4%，比上年下降 0 . 9 个百分点，说明居民消费中
非实物支出在上升，印证了消费升级的趋势。

“春节休闲方式的变化恰似一面镜子，折射出人们消费水平
和理念的变化，文化旅游消费之热说明了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
大，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能更好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商务
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服务业研究室副主任陈丽芬说。

(执笔记者于佳欣，参与采写记者齐中熙、赵文君、施雨岑、
胡浩、许晓青、鲍晓菁)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

变化中彰显中国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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