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效果图

电视剧
19：30 流金岁月

（央视八套）
19：30了不起的女孩

（江苏卫视）

19：32风声（北京卫视）
19：30我的不惑青春

（安徽卫视）
19：30 老中医

（天津卫视）

19：32大江大河2
（东方卫视）

19：30那些年，我们正
年轻（江西卫视）

19：34蓝军出击
（山东卫视）

19：34你迟到的许多年
（湖北卫视）

20：30巡回检察组
（湖南卫视）

19：32大江大河2
（浙江卫视）

19：34隐秘而伟大
（四川卫视）

20：10利刃出击
（江苏综艺）

19：52天衣无缝
（江苏城市）

20：10我的山河我的血
（江苏影视）

电影
18：23猛虫过江

（央视六套）
20：15木棉袈裟

（央视六套）
22：01巴比龙

（央视六套）

综艺
19：00 开门大吉

（央视三套）
21：30 一站到底

（江苏卫视）
22：00缘来有爱

（江苏综艺）

节目如有变动，请以播出为准
扬子晚报记者 朱晓晶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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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 日，人们在南京明孝陵观赏拍
摄蜡梅。

南京明孝陵景区蜡梅凌寒绽放，与
红色的宫墙相互映衬，分外美丽。吸引
众多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往观赏拍照。

杨素平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黄诚 支楚
瑶 记者 张可）由南京夫子庙文旅集
团、上海梦加集团重点打造的沉浸式
商文旅综合体“秦淮·戏院里”项目，
将在2月4日第35届秦淮灯会亮
灯仪式当天正式开市亮相。

“秦淮·戏院里”位于贡院
街80号、南京中国科举博物
馆东侧。地上部分1层到5
层为沉浸式主题街区，主要
引入了零售、文创、餐饮、娱
乐、酒店等业态，包括网红粤菜
品牌点都德、潮流创意零售集合
店KKV、咪咕潮玩无人店中国首
店、民国电影主题的夜泊秦淮君庭
酒店和沉浸式主题影院大华大戏院
等品牌；负1层还引入了沉浸式古风
市集。

“秦淮·戏院里”项目设计理念取
材于明代描绘夫子庙灯会场景的古
画《上元灯彩图》，从画中提取出了灯
彩、商贾、民俗演艺等一系列秦淮文
化，与沉浸式体验结合打造。走进秦
淮·戏院里，游客将会有“一秒入戏”
之感。在项目中庭，修建了一座以鳌
山灯为创想的巨型灯山，打造出融合
市集、山水景观、灯彩、灯光秀、雾森、
表演为一体的多媒体演艺秀。漫步
戏院里，随处可见上元灯会的场景：
身着古装的小商小贩穿行其中，随机
出现的街头互动表演，还有沉浸式的
古风市集，营造出“人在戏中游”的沉

浸氛围，让古画中描绘的场景在游客
身边重现。

秦淮·戏院里项目还邀请国内著
名编剧宋方金和制作沉浸式实景娱
乐的顶尖团队，打造了国内首部大型
原创沉浸式戏剧《上元灯彩图》。该
剧以明代江南贡院科举考试为背景，
讲述两名青年士子重信守诺，不惧路
途艰险，带领着沉浸其中的观众准时
赴上元灯彩之约的精彩故事。剧本
中包含了大量展现南京夫子庙、秦淮
河风土人情的代表性元素，会让人有

“身临其境夫子庙”的真切感受。

据介绍，秦淮·戏院里项目将作
为第35届秦淮灯会的分会场，在2月
4日亮灯仪式当天正式开市亮相，开
放地上商业部分。沉浸式戏剧《上元
灯彩图》也将于 5月 1日前正式首
演。作为秦淮区商文旅产业的创
新项目，秦淮·戏院里将通过艺术
为夫子庙赋能，为夫子庙增添
新的文化打卡地，提升夫子庙
的游览体验感，向世界展示秦

淮的古韵新风。

■相关新闻

南京溧水秦淮源头灯会
城管小姐姐再登场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赵丽 记
者 张可）1月1日晚，南京溧水秦淮
源头灯会正式亮灯。每逢大型活动，
溧水城管部门都要承担保障工作，维
护现场环境秩序。特别是溧水城管
女队员开展的“无人机喊话”，不仅能
第一时间发现劝导不文明行为、为游
客提供服务，其幽
默搞笑的语言更
是经常上热搜。
本次溧水秦淮源
头灯会，“城管小
姐姐”再度通过无
人机喊话，助力现
场管理。

扬子晚报讯（记者 马燕）2021
年元旦单日票房刷新国内影史同档
期最高纪录。近期，多家券商研报对
贺岁档保持关注。中原证券研报指
出，贺岁档影片数量较多，短期继续
关注贺岁档和春节档，预计在贺岁档
和春节档共同推动下，一季度电影市
场修复明显。预计2021年影视板块
相关公司的业绩有望在2020年低基
数下实现反弹。

据猫眼专业版实时数据，1月1
日，单日电影票房达 5.99亿元人民
币。今年元旦档成绩已经超过2018
年1月1日当天的3.57亿元人民币，
也刷新了中国影史历年元旦单日最
高票房纪录。

元旦当天，《送你一朵小红花》累
计票房已达4.92亿，单日票房达2.56

亿元；《温暖的抱抱》累计票房3.55亿，
单日票房超1.6亿元；此外，《拆弹专家
2》单日票房为9292万元，位列第三。

1月3日13：37，《送你一朵小红
花》官方微博发布的实时票房显示已
达7亿元。

1月 3日 00：01，《温暖的抱抱》
战报显示，累计票房达4.6亿元。

《送你一朵小红花》主要出品方
为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等。

《温暖的抱抱》出品方有上海爱
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华谊兄弟
电影有限公司、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等。

据国家电影专资办数据，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中国电影市场
2020年度票房突破203亿元。

扬 子 晚 报/紫 牛 新 闻 记 者 据
Wind查询发现，近期，多家券商研报
对贺岁档保持关注。中原证券研报
预计，在贺岁档和春节档共同推动
下，今年一季度电影市场修复明显。
预计2021年影视板块相关公司的业
绩有望在 2020 年低基数下实现反
弹。另外根据交易所退市新规来看，
如果新规落地执行，部分影视公司的
*ST 风 险 有 望 消
除。国盛证券研
报认为，未来一段
时间票房持续回
升值得期待。

【股 市 有 风
险，投资需谨慎】

高达5.99亿元！
元旦电影票房刷新同档期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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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吴帅 记
者 万凌云）新年元旦前，镇江丹徒区
辛丰镇黄墟村居民殷先生，从社区民
警手上接过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
——一本由镇江市公安局丹徒分局
制作的2021年安全防范宣传台历。

“这本台历正面是萌趣的卡通警察插
画，背面是简洁明了的警方提示，摆
在家里，既美观又实用！”殷先生一边
翻着精美的新年台历，一边乐呵呵地

说道。
记者了解到，为提高群众的安全

防范意识和能力，推进和谐警民关系
建设，镇江丹徒公安分局打好“组合
拳”，在采取社区民警入户走访调查、
微信公众号宣传的同时，还在岁末年
初推出了主题为“竭诚为您，守护安
宁”的安全防范宣传台历，让群众在
欣赏的同时，接受防范知识教育。

右图：安全防范宣传台历

第35届秦淮灯会2月4日亮灯
取材古画《上元灯彩图》，“秦淮·戏院里”同时亮相

新年特殊礼物！

警方制作防骗台历送市民

1月 3日，灌南县田楼镇茂兴村村民
在家门口观看花船表演。近年来，灌南
县田楼镇注重培育地方特色文化品牌，
组织编排小品、快板、花船表演等村民喜
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在全镇26个村居巡回
演出，有力地丰富了全镇广大村民的文
化生活。 王华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1 月 3 日，演员在苏州山塘昆曲评弹
馆表演昆曲，观众正在欣赏。元旦假期
期间，苏州山塘昆曲评弹馆全天候循环
演出经典昆曲剧目折子戏和评弹片段，
观众还可与演员零距离交流，学唱、学演
昆曲评弹。

王建康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1月 3日，市民在徐州市雨润福达农
庄滑雪。元旦假期，人们纷纷走出家门，
赏民俗、观花灯、滑雪，一派喜庆祥和的
节日氛围。

高刚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南京：蜡梅绽放引客来

徐州：市民滑雪嗨翻天

苏州：欣赏昆曲迎新年

灌南：村民家门口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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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长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