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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一座流淌着文脉的城市，一
千多年前便有“蜀戏冠天下”的美誉。
成都戏曲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
乃至更早的时期，出土于成都的汉代

“说唱俑”，塑造的就是古代滑稽戏表
演艺人的形象，他们被认为是传统戏
曲的起源之一。乐观、包容的成都人，
把对生活的态度融入戏曲中，诉说这
座城市的过去，描绘着未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
武侯祠博物馆了解到，2月3日晚开庙
的“2019武侯祠成都大庙会”，热闹好
戏即将上演，经典戏曲、传统曲艺、唯
美舞蹈、惊险杂技、点位快闪、巡游表
演……200多场精彩演出为观众呈上
新年的“蜀戏”大餐，演绎成都人“快耍
慢活”的生活美学。

春晚舞台 成都大戏

去年年底，央视“2019 春节戏曲
晚会”在成都武侯祠完成了分会场节
目的录制。本届戏曲春晚，选择了3个
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且与丝绸之
路密切相关的城市。南方“丝绸之路”
的起点、有着“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
便是其中之一。今年的央视戏曲春晚
将国粹京剧及川剧相结合，唱、念、做、
打、诗、乐、舞融于一体，让全国观众重
温经典大戏，分享中国戏曲文化的艺
术魅力。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再次邀请到了
成都艺校参加 2019 央视春晚的原班
人马，他们将在完成今年央视除夕春
晚的表演后，从初三起，在大庙会舞台
上为观众呈现《蜀宫乐舞》《影舞万象》
等舞蹈和《蹬鼓》《空竹》等杂技，带来
专业剧场级演出。还有成都本土专业
舞团编排的《丝路彩虹》《盖碗茶》《七
彩莲花》《国色》《江山如画》等节目，炫
目好看。《梨园庆新春》川剧、京剧专场
演出也将在初三、初四上演，为观众呈
上最原汁原味的戏曲大赏。

百戏传承 非遗经典

源于汉代的民间百戏表演一直都
是成都大庙会的重头戏，“百戏”一词最
早出现于汉代，是民间表演艺术的总
称，尤以杂技、杂耍为主。杂技新秀东辉
兄弟组合，将颠覆传统杂技，以幽默、时
尚融入多种文化元素为一体的表演形
式，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表演。

同时，经典的非遗表演项目青林
口高抬戏、四川金钱板、四川竹琴也将
亮相大庙会，让观众近距离体验非遗
文化的魅力。

此外，乌克兰演员带来的舞蹈、传
统与时尚相融合的“电音三太子”巡
游、充满戏剧张力的刘关张加髯口人
物快闪，以及典雅浪漫的民乐点位表
演……精彩连连，好戏不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谢礼恒
图片由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提供

一年一度的春节档已经成为
各大片方的“必争之地”，今年的
春节档竞争尤为激烈。为了争抢
排片，各大片方各发奇招。动画电
影《小猪佩奇过大年》的宣传短片

《啥是佩奇》火爆网络，这个短片
因为创意新颖迅速刷爆朋友圈。

《啥是佩奇》的火爆到底对动画电
影《小猪佩奇过大年》的预售票房
和排片有没有拉动？截至记者发
稿时，《小猪佩奇过大年》的预售
票房为1448万，在春节档上映影
片中排名第7，动画+真人结合形
式的《小猪佩奇过大年》，是导演
张大鹏首次执导的剧情长片，该
片猪年大年初一上映。真人演员

阵容有：朱亚文、刘芸、王圣迪、单
禹豪组成欢乐喜庆的一家四口，
归亚蕾、方青卓、常蓝天、李大光
等老戏骨加盟助阵。此前，业内人
士对这种动画+真人结合形式曾
表示担忧，观众是否买账有待电
影上映后检验。

根据科幻作家刘慈欣同名小
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走的是

“口碑”路线，在春节档上映的影
片中，只有《流浪地球》早就举行
了提前试映会，目前影片的口碑
不错，刘慈欣本人看过电影后曾
表示，《流浪地球》是对其原作小
说“一次全新的再创作”且“出乎
意料的成功”。《流浪地球》目前的

预售票房为3234万，在春节档上
映影片中票房排名第四，有影院
经理表示，从《流浪地球》目前的
口碑来看，影片上映后的排片有
上升的空间。

其实，电影上映前，拼的是营
销和创意。春节档上映影片中，电
影音乐的营销很相似，大部分与当
下流量明星合作。《流浪地球》推广
曲《有种》便出自“火箭少女”组合
孟美岐，《熊出没·原始时代》片尾
曲《福气拱拱来》是出自整个“火箭
少女”组合。《新喜剧之王》的主题
曲《疾风》来自“疾风少女”组合。

《神探蒲松龄》的主题曲《一起笑出
来》则是成龙携手蔡徐坤完成的。

春节档春节档““排片之争排片之争””进入白热化进入白热化，，周星驰周星驰《《新喜剧之王新喜剧之王》》点燃战火点燃战火

527个影厅
或被禁止放映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昨日获悉：由周星驰执导的喜剧片《新喜剧之王》的发行
方联瑞影业目前正在向中影申请停止527个影厅（涉及70多家电影院）的密钥。一旦申
请成功，这些影院将从大年初一开始不得放映电影《新喜剧之王》。据了解，这次事件
是因影城和发行方在电影《新喜剧之王》的排片数量上未能够达成统一意见所致。记
者联系上联瑞影业相关工作人员，他表示，有相关后续消息将及时对外公布。

电影密钥，是指能让影院放映某部电影的密码。院线在影片公
映前获得加密的数字拷贝文件，只要在公映时获得密钥，即可实现
正常放映，避免了片源提前泄露而被盗版的可能性。密钥中还包含
档期信息，可控制影片在影院的上映时间，如果电影需要延长档期，
需要重新制作密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作为《新喜剧之王》的出品方
之一及发行方，联瑞影业29日在
申请函中向负责密钥发行的中影
数字电影发展有限公司表示，《新
喜剧之王》将于2019年2月5日8点
全国公映，现申请停止部分影城
影片公映密钥。记者从涉及影城
的名单中可以看到，成都星轶
DBOX巨幕影城的9个影厅以及
江苏星轶影院管理有限公司成都
武侯分公司的7个影厅在列。

截至记者发稿时，猫眼专业
版显示，《新喜剧之王》在大年初
一排片量为19.2%，预售票房为
6482万，在春节档预售影片中排
名第三位。预售票房排名第一的
是宁浩导演的《疯狂的外星人》

（7318万），排名第二的是韩寒导
演的《飞驰人生》（6772万）。这三
部影片的预售票房差距不大，预
售排名随时都有变化的可能。

距离2019年的大年初一越来
越近了，今年春节档的“排片之争”
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今年春节档
被称为“史上最惨烈春节档”，《飞
驰人生》《疯狂的外星人》《新喜剧
之王》《神探蒲松龄》《廉政风云》

《小猪佩奇过大年》《熊出没·原始
时代》《流浪地球》等8部新片将在
大年初一上映（2018年有6部，2017
年有5部，2016年有4部），业内人士
表示，今年春节档的排片之争比以
往更为激烈，影院如何做到既要遵
循市场需求，又要尽可能“不得罪”

各大片方，成为一大难题。影院方
面也表示，每逢春节档，排片很头
疼，恨不得多加几个影厅。

对于“新喜剧之王拟停多家
影城密钥”一事，也引起业内的讨
论，据“毒眸”报道，片方与影城双
方对此次“申停密钥”事件各执一
词：接近片方的关系人士称，对部
分影城申请停止密钥是因为对方
索要排片金额过高，发行方无法
满足之下的无奈之举；而被涉及
的影城管理者则表示，发行方想
花钱要20%以上甚至更高的排片，
但是因为商议时间较晚，无法满
足片方的排片要求，才被威胁停
止密钥。对此，联瑞影业和涉及影
院方面都未正式回应。

成都有影院在列

为了赢得排片 片方各发奇招

链
接

成都“有戏”，庙会“好看”
——“2019武侯祠成都大庙会”
传承“蜀戏”经典

湖南卫视小年夜春晚
率先打响新年节奏

“小哥”费玉清去年9月宣布，将在
2019年完成巡回演唱会就封麦引退，
让他的歌迷十分不舍。或许是为了满
足歌迷，他在跨年之际也参与了多个
卫视的活动，首当其冲的就是1月29日
的湖南卫视春晚。

在当晚的表演中，费玉清与何炅、
汪涵合作了《南屏晚钟》《偏偏喜欢你》
以及改编自《吉祥三宝》的《湖南三
宝》，加起来超过150岁的三人，一唱一
和照样搞笑又青春。这样的表演，自然
而然登上当晚微博热搜。此外，还有李
宇春、周笔畅、张杰、韩磊、凤凰传奇、
Justin（黄明昊）、林彦俊、ONER组合、
王大陆、林允、许凯等当红艺人纷纷登
台表演。记者了解到，晚会率先打响新
年节奏，以全国网收视率1.22，份额
5.24%，全国城域收视率1.53，份额
6.52%的优异成绩成为晚间时段的竞
争王牌。晚会节目播出后，相关艺人和
话题持续占据微博热搜榜前列，#小
年夜春晚#等14个关键词轮番冲顶热
搜榜，包揽了话题前三，话题阅读量突
破7.7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在翘首盼望两个多月之后，中国资
本市场迎来了科创板和注册制试点改革
方案。证监会1月30日发布了《关于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的实施意见》，根据科创企业的发展规律
和特点，科创板在上市发行制度、交易制
度、持续监管、退市制度等基础制度方面
都有创新。

改革方案明确，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
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中
高端消费，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

科创板将根据板块定位和科创企业
特点，设置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允许符
合科创板定位、尚未盈利或存在累计未弥
补亏损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允许符合相
关要求的特殊股权结构企业和红筹企业
在科创板上市。科创板相应设置投资者适
当性要求，防控好各种风险。

意见指出，在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合理
制定科创板股票发行条件和更加全面深入
精准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上交所负责科
创板发行上市审核，中国证监会负责科创
板股票发行注册。中国证监会将加强对上
交所审核工作的监督，并强化新股发行上
市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

意见同步明确，为做好科创板试点注
册制工作，将在五个方面完善资本市场基
础制度：一是构建科创板股票市场化发行
承销机制；二是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监
管；三是基于科创板上市公司特点和投资
者适当性要求，建立更加市场化的交易机
制；四是建立更加高效的并购重组机制；
五是严格实施退市制度。

持续监管也成为改革重点。意见强调
要加强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进一步
压实中介机构责任，严厉打击欺诈发行、
虚假陈述等违法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证监会将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的衔
接；推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司法解释，
建立健全证券支持诉讼示范判决机制；根
据试点情况，探索完善与注册制相适应的
证券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据新华社

从去年11月初黄浦江畔一声
宣告，到今年1月30日改革方案发
布，不到三个月时间，一个资本市
场新板块酝酿成熟，一项牵动整
个资本市场的制度性变革落地。
科创板及注册制改革方案的出
台，标志着资本市场改革迈出了
关键一步。

应运而生

“牵一发而动全身”凸显着资
本市场在金融体系中越来越重要
的地位。当下，中国经济已由高速
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发展方式要
转变、经济结构要优化、增长动力
要转换，这些都离不开科技的引
领。如何让更多资源以市场化方式
配置到科技发展最需要的地方？资
本市场重任在肩。

然而，我国资本市场自身的
一些问题制约着其功能的发挥。
A股市场虽历经多年持续改革，
但形势变化要求其承担更重的责
任，必然需要更大勇气和魄力推
进改革。

在科技创新驱动下，中国的
传统产业正在进行生产模式、业
务模式、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的
数字化、智能化变革。纵观大国产
业之变的历史进程，资本市场的
能量需要激活也必须激活。

市场各方意识到，要改进和
调整资本市场制度体系必须找准
发力点、打开突破口，通过进一步
深化改革的方式来激活资本市
场，进而支持经济转型升级。

设立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就
是这样一项开创性的改革探索，
通过改革提供新制度，通过新制
度培育新机制，通过新机制促进
市场主体归位尽责，短期内打破
低水平的平衡，长期内实现高水

平发展。

破茧而出

从建立多元化上市标准到引
入注册制试点，从扩大日内涨跌
幅到更严格的退市安排……此次
科创板改革在市场关心的许多方
面做了突破性创新。

破茧而出的改革措施背后凝
聚着艰难的探索，也凝聚着寻找改
革最大公约数的努力。说它艰难，
是因为资本市场参与方众多，这个
领域的改革要满足所有参与方的
利益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肩负破解资本市场长期积累
问题的使命，科创板改革和注册
制试点必然要对现有格局进行调
整。制度设计无论如何精益求精，
都可能避免不了某个局部的短期
利益受损，但补齐制度短板更重
要的是利于长远。

无论是针对科创企业的特点
和需求提高包容度，还是给企业
更加明确的上市标准和时间预
期，以及强化信息披露和持续监

管……这次改革探索的核心就是
要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
定性作用”开辟更广天地。

业界期待，科创板将成为连
接创业企业、创业投资与资本市
场的新桥梁。

循序渐进

对于科创板，一千个人有一
千个想法。刚刚落地的科创板不
大可能满足所有人的美好愿望，
相应的制度设计也不可能是一步
到位、一劳永逸的。

应该看到，科创板的改革是
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既成环境中落
地生根的。当前的A股市场，以散
户为主体的投资者结构没有根本
改变，券商等中介机构没有根本
改变，证券相关的司法制度没有
根本改变……“土壤还是原来的
土壤”。

不少业内人士意识到，想要
通过科创板一次改革就解决资本
市场28年来的种种弊端，这是不
现实的。科创板的改革，必须是循

序渐进的。
既然无法跳脱既成环境，看

待改革探索时，我们需要更清醒
地回望来路、展望前路。

这必然是一场“小步快跑”、
久久为功的增量改革，既应看到
科创板政策直面问题、大胆突破；
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探索过程不可
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还需要把
握科创板未来发展完善的方向，
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以
不断深化的改革让科创板走向更
美好的明天。

坚定向前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科创板
在改革推进过程中，难免可能会
出现一些波折。比如，上市新股可
能被爆炒，上市企业也许发展失
利，投资者也需要适应更加市场
化的交易制度等。

但是，只要认准了，就要坚
定前行。既然资本市场的改革从
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者就
要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勇气
与魄力。对于市场参与者来说，
更多的理性、耐心和包容同样不
可或缺。

约45万亿元总市值、近3600
家上市公司……放眼望，历尽28
年风雨，A股已经成长为全球第
二大股票市场。尽管中国资本市
场的一次次改革求索充满艰辛，
需要破解的难题依旧重重，但取
得的成绩依然值得铭记。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创
板的设立、注册制的试点运行，中
国资本市场将更好地服务于科创
企业发展，更充分地让投资者享
受发展红利。不断深化的制度改
革，也将为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
注入澎湃动力。 据新华社

科创板改革方案来了！
科创板及注册制改革方案——

迈出资本市场改革的关键一步

《新喜剧之王》在成都路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