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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记者
白瀛 王鹏）国家电影局4日发布数
据，2021 年 1 月 1 日至 3 日（元旦
档）全国电影票房达12.99亿元，打
破了2018年创造的12.71亿元档期
票房历史纪录，其中元旦当日票房
6.01亿元，同比增长107.12%，刷新
2018年创造的3.68亿元元旦单日
票房纪录。

数据显示，2012年至今，元旦当
日票房依次为：0.76亿元、1.34亿元、
1.14亿元、1.89亿元、3.51亿元、2.68

亿元、3.68亿元、2.39亿元、2.9亿元、
6.01亿元。

另据介绍，元旦档主打影片
《送你一朵小红花》自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映以来，票房已达 7.59
亿元。影片围绕两个抗癌家庭的
生活轨迹展开讲述，传递着即使
生活艰辛也要积极向上的乐观和
温情。

影片导演韩延说：“2020年我们
过得太不容易，2021年应该用一朵
小红花奖励自己，然后继续前行。”

本报讯 2021年的元旦档给全
年电影市场开了一个好头，刷新了元
旦档单日票房影史最高纪录。国家
电影局4日发布数据，2021年1月1
日至3日（元旦档）全国电影票房达
12.99亿元。

在以上数据的背后，《送你一朵
小红花》《温暖的抱抱》和先前便已上
映的《拆弹专家2》成票房贡献主力，
在为元旦档添柴加火的同时，也令背
后数十家出品公司名利双收，更让人
们由此看到更多新生力量，并对今后
电影市场的发展给予更高的期待。

三影片贡献票房超八成

2021年的元旦档给了电影市场
不少惊喜。

在元旦小长假的第一天，电影市
场便在单日票房上传来了好消息，并
以6亿元的数字刷新了国内影史元
旦单日最高票房纪录。

此次元旦档能够开局见喜，背
后少不了上映影片的助力，尤其是
《送你一朵小红花》《温暖的抱抱》
和《拆弹专家2》这三部影片，成为
元旦档票房贡献的主要来源。据
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以上三部
影片分别为该档期贡献了约4.8亿

元、3亿元和2亿元票房，在总票房
中的占比共计达到超八成，而在观
众人次方面，三部影片在元旦小长
假期间为电影院分别输送了1288
万人、795 万人和 490 万人的观众
人次，累计超过2500万人次。

新生力量待崛起

元旦档率先为2021年电影市场
打响头炮，无疑振奋了国内的电影从

业者。且除了进一步见证人们的观
影需求外，也让各方看到了更多新生
力量的潜在能量。

以上映影片的幕后公司为例，仅
《送你一朵小红花》《温暖的抱抱》《拆
弹专家2》的背后便汇集了超40家公
司的身影，且据灯塔专业版显示，其
中既包括阿里影业、华谊兄弟、博纳
影业等具有较大市场影响力的公司，
也涵盖了和众文化发展（北京）有限
公司、重庆润锦汇影视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等人们尚未熟知的公司。
在演员层面，元旦档也出现更多新

生力量。其中，《送你一朵小红花》中便
有易烊千玺、刘浩存等新生代演员。其
中，《送你一朵小红花》是易烊千玺第二
部担任主要角色的大银幕电影，同时也
是刘浩存继此前在电影《一秒钟》亮相
后，再次出现在观众眼前。

从当下的市场反馈来看，观众对
于相关影片以及主创人员的表现有
褒有贬。据豆瓣电影、淘票票和猫眼

电影三个平台的评分显示，现阶段
《送你一朵小红花》的评分分别为7.6
分、9.3分和9.4分，《温暖的抱抱》则
分别获得5.6分、8.6分和8.7分。

备战2021已开启

现阶段，国内电影公司及相关从业
者已开始为2021年全年进行更多筹
备。且随着元旦档的逐渐落幕，一个半
月后春节档即将登场，包括电影《唐人
街探案3》《侍神令》《你好，李焕英》《熊
出没·狂野大陆》等多部电影已进入最
后的准备阶段，同时相关片方也已经开
始进行相关的布局与营销工作。

安信证券分析师焦娟在研报中
指出，前有国庆档及元旦档的预热，
2021年春节档阵容华丽，多部大片
扎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信
心。且在现阶段的电影市场竞争格
局中，投资制片方、发行方、院线与
影院的投资主体日益呈现出集中化
趋势。

据灯塔专业版显示，截至1月3
日，《唐人街探案3》的想看人数已经
达到693.36万人，同时《熊出没·狂野
大陆》《新神榜：哪吒重生》《刺杀小说
家》的想看人数均已在20万人以上，
且目前仍在持续增长中。 （北商）

2021年中国电影迎来
元旦档和元旦单日票房创新高

三天票房达12.99亿元

谁在为2021年元旦档添柴加火

1月 4日是东京奥运会倒计时
200天纪念日，但日本全国疫情形势
突然严峻，日本首相菅义伟当天宣
布，正在考虑针对东京都及周边疫情
严重地区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推迟
一年的奥运会再次蒙上了一层阴影。

日本从去年12月以来遭遇第三
波疫情打击，以东京都为中心的首都
圈疫情尤为严重。2020年最后一天，
东京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首次超过
1000例，东京都周边的神奈川县、埼
玉县、千叶县也都是日本疫情较为严
重的县。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与这
些疫情严重地区的知事，已经联合请
求日本政府尽快再次宣布紧急状态。

由于确诊数量和重症病例持续增
加，日本医疗资源受到了沉重的压力，
日本医疗界9个团体两周前联合召开

记者会，发布“医疗紧急事态宣言”，警
告日本的医疗体系已经如同“风中之
烛”，新冠疫情如果按现在的情况发
展，不仅对新冠患者、就连对其他疾病
的治疗都将无法进行，“全国范围内一
切必要的医疗都将无法维持”。

在日本国内疫情给奥运会带来不
确定性的同时，国外疫情对奥运会的负
面影响也越来越大。由于多例变异新
冠病毒感染者在日本出现，日本政府从
去年12月底起就宣布暂停批准外国人
入境，这一禁令将持续到今年1月底，
本来可以前来参加比赛的外国运动员
享有的入境便利条件也被暂时取消，新
任日本国家女子曲棍球队教练阿尔诺
原计划从比利时来日本，参加国家队球
员的选拔工作，现在也受到了影响。

多方面迹象表明，东京奥运会的

举办有一个底线，如果疫情仍然严重，
奥运会就在没有观众或者有很少本土
观众的情况下举办，运动员和其他相
关人员在类似“真空”的情况下参赛，
需要多检测，保持隔离，参赛人员不与
外界接触，简化所有程序。只要保证
比赛能够进行，奥运会仍然可以通过
电视转播展现在全世界面前。但是现
在看来，如果疫情得不到很好的控制，
创造这样的“真空”状态，难度超乎人
们的想象，毕竟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
教练员、裁判以及志愿者有数万人。

日本运动员被感染的消息自从
疫情发生以来从未间断，其中包括网
球明星锦织圭和参加过5届奥运会
的跳水名将寺内健等，男篮国家集训
队中也有队员被感染。世界羽毛球
男单一号选手桃田贤斗3日本来计

划去泰国参加比赛，结果在成田机场
进行核酸检测时被查出阳性，日本国
家队被迫全部取消了比赛计划。

菅义伟在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仍然表达了东京奥运会和残奥
会将如期举行的决心，但他面临的压
力非常大。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他
的支持率出现了很大幅度的下降，支
持奥运会如期举行的日本民众比例
也只有三成。按照原来的计划，东京
奥运会的测试赛将在3月重启，奥运
会火炬也将在3月底开始全国范围
内的接力。日本是否会宣布进入紧
急状态、进入紧急状态能否全面遏制
疫情的发展，也都是未知数。如果3
月前这一切仍然没有清晰的答案，奥
运会将笼罩上更加浓厚的阴影。
（据新华社东京1月4日电 记者王子江）

倒计时200天 东京奥运会蒙上新的阴影

1月3日下午，2020年“飞人体育杯”迎新网球
邀请赛在海南大学网球场收拍。一共16对40岁以
上的省内外球手参加。最终，黎建军/王经林战胜张
文星/符金科，获得冠军。近日，海南大学联合海南
飞人体育公司，将6块网球场翻修一新，海南的网球
发烧友又有了切磋球技的好地方。 老何 摄

海口举行迎新网球赛
中国城市国象联赛
在昌江落幕

据新华社电“机器人谷杯”首届
中国城市国际象棋联赛海南昌江·棋
子湾总决赛3日在海南昌江黎族自治
县落下帷幕，济南银丰队在与青岛城
阳队的“山东德比”中连下两城，获得
联赛冠军。

本届城市联赛从2020年10月16
日开始，历时80天，共有来自全国的
80支城市战队参赛，线上比赛1944
盘，线下比赛96盘，加赛10盘。超过
30位特级大师、10位世界冠军参赛。
比赛以城市为单位组队，在赛制、棋手
组成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创新。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
动管理中心、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支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办。

多项比赛“助攻”

海南中老年足球市场升温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20年韦海英“沣辰杯”海南男子50岁（以
上）足球邀请赛1月3日在海南省足协青训基地
收兵。最终，海口天瑞队和岁月明星队分别获得
了冠军和亚军。嘉德队和指南针队分列第3名和
第4名。这项从2020年12月29日踢到2021年
1月3日的比赛，让海南的足球老将们过了一把

“跨年”足球瘾。
本次比赛共有6支球队198名选手参加，分两

个组进行。该邀请赛举办了3届，深受海南50岁
以上业余足球发烧友的喜爱，已逐渐成为了一项海
南足坛的品牌比赛。由于受到疫情影响，这项原本
应在2020年10月份举办的比赛延期到2020年年
底举行。此前，不少参赛球员以为2020年的比赛
将“胎死腹中”。比赛组织者海南籍女足前国脚韦
海英说，举办这项比赛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把海南
50岁以上的足球老将们通过足球赛的方式召集起
来，本次比赛能在去年底按下启动键，多亏了省足
协和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省足协为比赛提供了两
块标准的天然草场地，为此，省足协中海俱乐部的
多支梯队不得不在比赛期间停训。“从前两届的4
支球队参加，到今年6支球队角逐，如果不是筹备
时间太仓促，还有几支球队要参加。在海南，足球
已不仅是年轻人的运动。”韦海英说。

第二次参赛的指南针队获得了第4名，司职
前锋的马良今年57岁。在马良眼中，海南中老年
足球爱好者的水平不但越来越高，人数也逐年攀
升。他说，20年前，中国“元老杯”足球赛在海南
举行，参赛的球队都是由各省市退役多年的球员
组成，其中不乏上世纪的“老国脚”。遗憾的是，海
南当时50岁以上踢球的队员很少，只有几个人符
合条件，当时在海南要组建一支50岁以上的元老
足球队，几乎不可能。最后，经主办方同意，海南
组织了一些30多岁、40多岁的业余球员成立了
一支海南“元老队”参赛。

虽然参赛的球员都在50岁以上，但本次比赛
的对抗很激烈，老将们每球必争，短距离冲刺、大
禁区外射门、大范围转移、小范围配合等场面屡见
不鲜。马良说，由于海南气候条件好，一年四季都
能踢球，特别是冬季，北方冰天雪地的时候，海南
的足球爱好者还能在绿茵场上“撒欢”。

由于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后取消了
专业足球队，32年来我省没有专业足球运动员。
我省这些50岁的足球老将和内地同龄的专业队
退役球员相比，技战术上不占优势，但海南足球老
将速度快，冲刺跑和耐力占优。前几年，海南岁月
明星队、成林队多次组队参加全国比赛，取得了不
错的成绩。岁月明星队54岁的翟正对此深有体
会。他来自天津，目前在海南定居工作。他说，内
地U50球队比赛时，队员由于速度较慢，大都站
着踢，靠传球主导比赛。海南50多岁的老将跟小
伙子似的，能冲能抢，速度快，当然技术也不差。

这几年，随着海南多次举办U50和U40的
比赛，海南中老年足球市场逐渐升温，国内不少
U40 和 U50 的球队专门在冬季来海南参加比
赛、游玩。 （本报海口1月4日讯）

《送你一朵小红花》海报《拆弹专家2》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