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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宁波走向世界 联动唱响中国年

“欢乐春节”
宁波文化海外行即将启航

“丝路春华”
——
“诗画浙江”
文化旅游推介活动宣传海报

春节档预售票房破 2 亿元
《唐人街探案 3》一骑绝尘
本报讯（记者 黎莉） 距离
春节只有几天的时间，贺岁档的
竞争也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
18 日零点，定档大年初一的《唐
人 街 探 案 3》
《囧 妈》
《姜 子 牙》
《夺冠》
《紧急救援》
《急先锋》和
《熊出没·狂野大陆》开启了预
售。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统计，
截至 1 月 19 日中午，7 部影片的
累计预售票房已达 2 亿元，其中
《唐人街探案 3》一马当先，在 18
日晚上 10 点多就已经拿下破亿
元的预售总票房。
记者从市区多家影院了解
到，在所有影片中，
《唐人街探案
3》的预售占比和排片都碾压了
其他影片，用“一骑绝尘”来形容
一点也不为过。对此，不少影城
已经给了《唐人街探案 3》50%
的预排片。受改名风波影响，
《夺冠》
（原名《中国女排》）的预

售票房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目
前排名第四。倒是动画电影《姜
子牙》开始发力。据猫眼专业版
统计，截至记者发稿，该片已经
拿下 2373.7 万元的预售，以微
弱优势反超《囧妈》。
在 预 售 开 启 的 17 个 小 时
后，7 部影片的总预售票房已经
破亿元，在随后的 20 小时里，所
有影片的票房都翻了一倍以
上。截至 19 日下午 3 点，
《唐人
街探案 3》的预售票房已经达到
了 1.26 亿元。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2019 年春节档拿下了历年 7 天
档的最高票房 58.26 亿元，尽管
今年贺岁片的造势和预售比往
年的春节档开始都要晚，但从目
前的情况来看，增长势头十分强
劲，今年春节档的票房很有可能
超越去年。

福彩开奖信息
双色球 第 2020008 期：
10 01 11 06 28 04 16
3D 第 2020019 期：
0 4 9
15 选 5 第 2020019 期：
01 03 07 08 11

体彩开奖信息
6+1 第 20008 期：
7 9 3 1 5 1 7
20 选 5 第 20019 期：
11 16 02 09 07
排列 5 第 20019 期：
9 7 3 3 9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本报讯（记者 张海玉） 丝竹绕耳，
越音悠扬。2 月 1 日至 10 日，以“丝路
春华”
——
“诗画浙江”
为主线的文化旅
游推介活动将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两
国四城开展。在为期十天的活动中，宁
波的艺术家们将通过戏曲、杂技、民族
歌舞等传统文化曲艺演出，写春联、画
年画、扎灯笼等非遗体验及油画、摄影
作品等，展现中国新年的民俗风貌和古
港宁波的文化魅力。
据了解，本次“丝路春华”
系列活动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宁波“天一荟”艺
术团走进中东欧两国四城巡演；
“ 诗画
浙江”文化旅游推介，包含“诗画浙江”
文化旅游图片巡展，
“诗画浙江”
非遗体
验，
“诗画浙江·古港宁波”
文化旅游（保
加利亚）主题推介会；
“水之歌咏”2020
年海丝精品油画展。
“天一荟·天天演”
依托宁波月湖大方
岳第场地，
每晚演出京剧、
越剧、
宁波走书
等传统曲艺节目，
并举办书画、
摄影等展
览。
“天一荟”
自成立以来在各方支持下，
已经成为宁波传统文化表演的重要载体，
打造宁波文旅融合的典范和对外文化交
流的金名片。
本次巡演选取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
和旅游城市布尔加斯，
罗马尼亚首都布加
勒斯特和重点城市皮特什蒂。内容集合
杂技魔术、
戏曲演出等多个节目，
围绕宁
波发展故事主题线，
讲述海丝古港宁波发
展历程和繁花似锦的灿烂文化。演员阵
容也相当
“重量级”
：
国家一级演员、
戏曲
梅花奖得主张小君，
国家级非遗宁海平调
“耍牙”
绝活的第六代传人薛巧萍，
登上世

界互联网大会的
“变脸”
达人吴建成等都
将奉上精彩演出。
“诗画浙江”
图片展则通过摄影家的
镜头，
集中展示浙江山水风光、
民俗风情
和非遗技艺作品，
以静态展陈与动态表演
相结合的方式，
呈现浙江的民俗风貌、
百
姓的造物智慧和传承百年的匠心技艺。
在巡演现场还将开展写春联、画年
画、
扎灯笼、
品美食等非遗体验，
并展示旅
游宣传册和纪念品，
宣传浙江文化旅游，
激发当地民众到浙江参访游览的强烈愿
望。
“诗画浙江·古港宁波”
文化旅游（保
加利亚）主题推介会也将打破传统方式，
以品尝浙江特色美食、观看旅游宣传视
频、
推介旅游线路、
旅游专家达人分享为
主线，
全方位感受
“诗画浙江·古港宁波”
文化旅游的魅力。
此外，著名艺术家颜娟子特意为宁
波海丝文化创作的系列油画，也将在保
加利亚索非亚文化中心进行为期一个月
的展览。此次展览以“水之歌咏”为主
题，集中展示 20 幅油画作品，用抽象的
画笔描绘家乡的颜色，展现蓝色东方魅
力，
传播海丝文化。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文化和旅游部
2020“欢乐春节”分活动之一。
“欢乐春
节”
作为我国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等重要
品牌项目之一，目的是与各国人民共度
农历春节、共享中华文化、共建和谐世
界，在世界各国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受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委派，宁波将承担
2020“欢乐春节”浙江巡演任务并进行
浙江文化旅游推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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