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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猫眼电影的统计数据看，截
至昨晚，《长津湖》的预售票房已经
逼近 1亿元，有 98万左右的“想
看”人数，牢牢占据国庆档第一热
度。有意思的是，作为一部史诗级
的战争大片，不管是灯塔数据还是
猫眼数据都显示，在有观影意向的
人群中，女性观众的比例居然高于
男性观众。

此外，今年的两部主打影片出
奇地保持了一致的“长片”节奏：《长
津湖》176分钟，《我和我的父辈》
157分钟，这也造成了影院排片格局
的变化。“原来一天一个厅能排7场，
但是现在一天只能排5场左右。因
为影厅的周转率下降了不少，可能
会影响到票房。”一位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也因为这两部影片占时较长，
原定国庆上映的另一部大片退出了
档期，以免造成“撞车”。

除了万众期待的《长津湖》和
国庆传统系列《我和我的父辈》之
外，动画电影占据半壁江山也成了
这个国庆档的特色。《探探猫人鱼
公主》《老鹰抓小鸡》《拯救甜甜圈：

时空大营救》《大耳朵图图之霸王
龙在行动》给了孩子们丰富的选
择。

总体说来，业内对这个长假的
票房是比较看好的。

记者从市区多家影院了解到，
为迎接国庆档，影院纷纷推出各种
优惠福利。例如万达影城推出了

“129 观影大礼包”，含三张观影
券、一份爆米花套餐，可在宁波万
达影城各影院以及寰映影城阪急
店使用；UME影城在国庆期间推
出新用户注册APP/小程序即可获
得观影优惠券一张、《长津湖》专用
优惠券一张（使用有效期为10月8
日-10 月 22 日）以及卖品10元代
金券（满 40 元可用）一张；宁波影
都东门口店按照宁波人的习俗，为
祖国母亲准备了一份“长寿面”，10
月1日到店观影的消费者，可免费
领取一份（领完为止），此外，名字
中有“国庆”以及生日在10月1日
的市民凭有效证件，10月1日到店
的前10位可享受一次当日免费观
影。 记者 黎莉 文/摄

本报讯（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徐庭娴） 76年前的9月28日，浙东
游击纵队离开四明山区开始北撤；
76年后的9月28日，一部讲述四明
山根据地革命故事的主旋律电影
《突围》在全国公映，同日该片公映
新闻发布会在鄞州举行。

电影《突围》讲述了在抗战刚刚
胜利、内战阴云笼罩的背景下，为了
早日争取和平，也为了做好战略布
局，浙东抗日根据地部队接到党中
央北撤山东的命令后，突破敌人围
追堵截，分三路成功北撤的故事。

影片由方芬、唐海祥执导，王
焕鑫、耿黎明、马辉、卢海华领衔主
演，宁波海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创
作出品。

发布会上，导演之一唐海祥向
记者分享了《突围》拍摄过程中的众
多细节。

“当时，影片主人公原型、浙东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
导人何克希的女儿来现场探班，看
到炮火纷飞的场面，她当场就落泪
了。”唐海祥介绍，《突围》的战争场
面很燃，甚至胜过《八佰》。

“在 36℃高温下，我们在山上
拍摄，60颗炸弹同时爆炸，现场一
片硝烟。多的时候有500多人、15
匹战马加入，真刀真枪的格斗戏拍
了整整4天，没有用特效。其中在
周巷城头的一场打斗戏，炸弹把地
板都打透了，演员从9米高的城墙
上掉下去，幸好只受了轻伤……”唐
海祥说。

青年演员王焕鑫在片中出演男
主角。“这是我第一次参演战争电
影，为了演好这个英雄人物，我做了
很多功课，特地去拜访了何克希同
志的家人。‘你和我的父亲真的很
像！’见面时，何克希女儿的一句话，
直接把我整哭了。”王焕鑫说。

本报讯（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房炜）受“2021年全国优秀舞剧展
演”邀请，由宁波市演艺集团创排、
宁波市歌舞剧院演出的舞剧《花木
兰》将于11月15日至16日亮相成
都城市音乐厅，这是浙江省唯一一
部参与该展演的剧目。

“2021年全国优秀舞剧邀请展
演”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舞蹈家协
会、四川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将于
9月29日开幕。接下来的两个多月
时间里，相继有来自10个省（区、市）

的12部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文
华大奖及“荷花奖”的优秀舞剧作品
上演。

宁波市歌舞剧院负责人表示，舞
剧《花木兰》和四川颇有渊源，此次受
邀将是剧组第四次入川。

除了《花木兰》之外，参加展演
的优秀舞剧作品还有《努力餐》《醒·
狮》《骑兵》《朱自清》《石榴花开》
《家》《井冈·井冈》《草原英雄小姐
妹》《八女投江》《永不消逝的电波》
《沙湾往事》。

十一的脚步越来越近，国庆档大银幕之战也即将拉开帷幕。《峰
爆》余温犹在，又有两部大片来袭，在经历了低迷的暑期档之后，国
庆长假的电影市场被业界和消费者寄予了厚望。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庆档共有8部影片上映。此外，因为即将上映的两
部主打影片《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时长都超过了两个半小时，因此这
个十一又被称为最“长”国庆档。

最“长”国庆档来临
有你喜欢的“菜”吗

甬产主旋律电影《突围》昨公映
讲述四明山根据地革命故事

舞剧《花木兰》将参加全国展演

体彩开奖信息福彩开奖信息

双色球第2021111期：
17 20 22 23 26 28 06
3D第2021261期：2 9 3
15选5第2021261期：
03 05 07 13 15
快乐8第 2021261 期：05 13 17
23 25 29 35 36 38 43 47 54 55
57 60 64 66 68 70 74

7星彩第21113期：
0 5 4 0 1 8 5
6 + 1第21113期：9 6 6 8 4 4 5
20选5第21261期：
02 07 12 17 18
排列5第21261期：1 9 5 4 1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影院早早挂出了国庆热门影片的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