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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复联4》，疯狂的电影票价
长沙多家院线IMAX厅均价从210- 320元不等，观影爱好者直呼看不起
“576元！这都够我们3个月的票钱了！”订购了2张
《复联4》的电影票，市民朱先生直呼心碎，
“
凌晨的票卖
到288元，提前6天买还只抢到第二排，简直太疯狂。”
4月24日，《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即将上映，也
掀起了一股追捧热潮。在抢票同时，票价却令人望而生
畏。长沙多家院线IMAX厅均价从210-320元不等，而
且4月24日的I MAX场首映票已座无虚席。 好多观影
爱好者直呼：看不起。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周浩

现象

票价高达320元/张，上座率约70%-80%以上

分析

场基本售罄。”在长沙百丽宫影
城（国金中心店）工作人员陈先
生看来，《复联4》已刷新了该影
院的票价历史，“以前没有影片
达到了这个价格， 排期每天还
多达十几场。”
芒果国际影城市场部负责
人唐女士介绍， 首映场后影院
每天排期达10场， 上座率约为
70%-80%， 其他影院应该更
高，“平时长沙普通影片价格为
40-50 元 ，IMAX 影 片 价 格 多
为100元左右，如今翻了两番。”
猫眼数据显示，截至4月14
日下午，《复联4》中国内预售票
房达到了2.95亿元， 其中首日
预售票房就有1亿元，这些数据
均刷新了中国影史纪录。

“
情怀+高片时”，导致票价居高不下

其实，查看《复联4》的《数
字版影片发行通知》 可知，《复
联4》只规定了最低票价，即数
字3D版影片票价规 定不 低于
25元，IMAX 3D、 激光IMAX
3D不低于30元。其中并没有对
最高票价进行明确规定。
“
《复联4》 片长相当于2部
影片的时长，而且一个厅最多排
5场，影城工作人员需满负荷工
作，价格也会明显上调。”一位影
业公司负责人表示，影院和影迷
均比较饥渴，“而且漫威粉丝群
体年龄在25-35岁之间，消费能
力较高。不管多少钱，很多人都

想看首映，毕竟是大陆第一次领
先北美观看影片。”
“出品方的这波营销也很
厉害。除之前提到的‘花样防剧
透’来刺激影迷外，中国内地市
场比美国本土要提前2天上映，
看零点首映场的人，就是‘全球
最早看到的人’。”芒果国际影城
市场部负责人唐女士说，“而在
4月24日影片上映后，票价也势
必会回归平稳，届时IMAX场票
价或降至100元左右，建议市民
错峰观看。” 很多选择看零点首
映场的影迷表示，害怕剧透也是
他们高价观影的重要原因。

▲玉铲，南阳市黄山遗址出土，现

藏河南博物院。
▲

“299元/张，这是我买过最
贵的电影票。”长沙市民周女士
在万达影城开福店购买了6张
首映票，也没太犹豫，她立马选
了3排6个座位，“毕竟期待了一
年，3个多小时的片长希望能值
回票价。”
和周女士一样，不少市民
对 《复联4》 情有独钟。4月18
日，记者在淘票票APP发现，长
沙影城将《复联4》普遍定价在
60-90元左右。 其中多家影城
的 IMAX 厅 价 格 均 超 过 200
元，最高的达到320元，而且不
少影厅首映场已仅剩前两排
座位可选。
“目前，《复联4》 首映我们
只开了3场， 票价320元/张，两

文物：龙形玉玦，南阳市桐柏县
月河镇左庄村墓M1出土， 现藏南
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上古至两汉169件（套）古玉亮相长沙博物馆

快来一睹千年古玉之美
本报4月18日讯 湖南省内首
次以古玉为主角的特展“玉出山
河——
—南 阳 地 区 出 土 古 玉 精 品
展” 今日在长沙博物馆特展二厅
开幕， 免费展出至2019年7月21
日。 展览共展出南阳地区出土自
上古、 三代至两汉的良工精琢之
珍品玉器169件（套），市民可以通
过欣赏精美古玉， 感受中国古玉
文化的精深与悠远。
4月18日，南阳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信息资料室主任崔华为媒体
进行了导赏。据她介绍，这批出土
自南阳的古玉纹饰精美、 造型生
动、品类丰富，兼具自然精华与人
文理想之美。其中，象征着等级和
权力的玉铲、玉钺、玉牙璋，纹饰
巧妙绝伦的龙凤纹玉龙， 质地润
泽细腻的龙纹玉柄， 线条灵动流
畅的煤精兽等都极具看点。
河南南阳地区是中国矿产品
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 位于南阳

中部的独山盛产玉料， 所产之玉
名为独山玉， 是我国四大名玉之
一。此次展览以时间为序，向观众
讲述犹如精灵的美石， 从自然山
河之中走出， 以琳琅之姿在家国
山河中画下浓墨重彩之笔， 再在
人间山河中留下玲珑身影的一段
史话。
本次展览由长沙市文化旅游
广电局、 南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主办， 长沙博物馆、 河南博物
院、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
市博物馆共同承办。
■记者 吴岱霞 通讯员 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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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9 年 4 月 18 日
开奖号码:
第 2019101 期
5 5 9
湖南省中奖情况

链接
电影院IMAX、4K厅有何区别？
从《复联4》来看，但凡影片背后附加了IMAX、4DX、
RealD等等，其票价至少是普通票的一倍以上。
所谓IMAX，是指视频最大化，能够比传统胶片电影
提供更大尺寸和更高清晰度的电影放映系统。一块标准的
IMAX屏幕22米宽、16米高，面积有0.8个篮球场那么大。
RealD， 是目前电影院最常见的3D放映技术。RealD
3D 技术采用圆偏振光来产生立体图像投影， 优势是观众
能够随意的倾斜头部，不会产生重影。
4DX是一种电影技术,经过4DX特效编码的影片,增加
了视觉之外的其他感受模拟下雨、刮风、雷电、气味、喷雾、
泡泡等环境特效。
4K厅是指播放4K电影，是由4K摄像机拍摄，用4K放
映机放映。4K电影是由35mm胶片拍摄的， 再转成4K的数
字格式。 由于以往的胶片电影的分辨率与4K大致相当或
者会略好，故转录之后也能保证电影的清晰度。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40
805
837200
组选三
346
604
208984
组选六
173
0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 年 4 月 18 日 第 2019044 期 开奖号码
红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3 16 17 29 14 06

蓝球:

07

奖 池 累 计 金 额 ： 1246753637 元
中奖
中奖注数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湖南）
条件
(全国)
(元)
○○○○○○●
5956414
1
12
○○○○○○
6
76309
188
○○○○○●
80
3000
2205
○○○○○
200
3328
95733
○○○○●
○○○○
58327
10
1552954
○○○●
○○●
○●
●

14621631

519477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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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彩帮帮帮”
帮扶自闭症儿童
湖南福彩携手湖南广播电
视台公共频道联合推出的帮扶
救助类栏目“福彩帮帮帮”已正
式上线。 四五月为助残圆梦月，
重点帮扶身边的残疾人朋友，如
果您身边有急需帮助的残疾人
朋友， 可以拨打帮女郎热线：
0731-84802123， 受助者审核
通过后，可以获得湖南省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的
“
福彩慰问金”。
“福彩帮帮帮”之助残圆梦
月帮扶的第一位朋友， 是13岁
的自闭症孩子小雨， 今天我们
就一同走进他的故事。
小雨是个特殊的孩子。两岁
时，他被查出患有自闭症。祸不
单行的是，小雨的爸爸也查出患
有肺癌，小雨刚刚开始的康复训
练被中断。爸爸去世后，妈妈不
堪重负，离家出走。姑父姑母可
怜孩子无依无靠，便把他接到家
里， 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
而对于小雨来说，姑母姑父也是
他最亲的亲人， 如果没有他们，
小雨如今不知道会身在何处。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个子
已经和姑父相当的小雨， 却还无
法做到生活自理。而年近六旬的
姑母何跃飞和丈夫对照顾小雨
也感到越来越吃力，现在两位老
人遇到了一件难事。 在十四岁
前， 小雨每年有半年的时间，可
以进入指定的康复机构进行康复
训练。可剩下半年的康复费用，是
每个月一千多元退休金的姑父
姑母无力承担的。 因此小雨的康
复训练时断时续，效果并不理想。
但是据康复机构的秦老师说，只
要能持续参加康复训练， 像小雨
这样的情况学会生活自理还是有
可能的。
■木子 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