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旦档总票房 10.2 亿元！
位列中国影史同期第三

为期三天的 2022 元旦档最终以 10.2 亿元的总票房落下
帷幕袁这个成绩位列中国影史元旦档票房第三遥第一名是 2021
年元旦档 13 亿元票房袁 第二名是 2018 年元旦档 12.7 亿元票
房遥 电影市场的红火袁给 2022 年全年的票房开了一个好头遥

这个元旦档共有四部新片入市袁包括叶穿过寒冬拥抱你曳
叶反贪风暴 5院最终章曳叶李茂扮太子曳以及叶以年为单位的恋
爱曳袁除了叶反贪风暴 5院最终章曳袁其余三部影片都是以爱为主
题袁在这个冬天给观众送上爱的温暖和拥抱遥

由薛晓路执导的叶穿过寒冬拥抱你曳袁描写武汉疫情封城
后袁几对不同年龄男女之间发生的情感故事遥 其中既有像黄渤
饰演的快递员阿勇跟妻子和孩子之间的亲情之爱袁 也有像贾
玲饰演的骑手武哥和朱一龙饰演的钢琴老师叶子扬之间的朦
胧之爱袁 更有像吴彦姝饰演的退休老医生谢咏琴和许绍雄饰
演的餐厅老板沛爷之间的黄昏之爱遥 在新冠疫情的严峻形势
下袁是爱让这些普通人冲破凛冽寒冬和恐惧袁抵御一切苦难袁
最终见证奇迹遥影片元旦档期间取得了 3.19 亿元的不错票房遥

由林德禄执导袁古天乐等主演的叶反贪风暴 5院最终章曳元
旦期间取得 2.28 亿元的票房遥 作为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部袁该
片在动作和枪战场面的设计上有了很大的升级袁 影片对于男
主角的内心世界也有了更深入的挖掘遥

叶李茂扮太子曳是一部古装爱情喜剧片袁由常远尧马丽等主
演遥 该片是一部主打欢乐的影片袁在多位喜剧演员的精彩演绎
下袁笑点非常多袁观影体验非常愉悦遥 该片公映两天袁单日票房
已经上升到了第二名袁仅次于叶穿过寒冬拥抱你曳遥 该片元旦档
期间共取得了 2.26 亿元的票房遥

叶以年为单位的恋爱曳由毛晓彤和杨玏主演袁两人此前在
叶三十而已曳中有过合作袁该片讲述了男女主角在 2018 年跨年
夜相爱袁但由于生活中的各种琐事袁最后不得不分手袁却又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这一天重新牵手的故事遥 该片元旦档期间
取得了 5800 万元的票房遥

相比之下袁叶误杀 2曳叶爱情神话曳和叶雄狮少年曳三部已公
映多天的影片袁因为过硬的电影品质袁让其在激烈的元旦档中
依然分得了一杯羹遥 其中由徐峥尧 马伊琍等主演的 叶爱情神
话曳袁1 月 1 日的排片占比只有 0.8%袁 但当天依然取得了 1258
万元的不错票房遥该片目前的排片已经上升到了 4.5%袁长尾效
应明显遥 动画片叶雄狮少年曳上个月 17 日公映袁票房一直没有
破圈袁上映 18 天票房 2 亿元遥 叶误杀 2曳票房表现也保持坚挺袁
元旦 3 天取得 7700 万元票房遥该片上映 18 天袁共收入 9.15 亿
元的票房遥 王金跃

2022 年是名副其实的野体育大年冶袁年初
的冬奥会尧下半年的亚运会和年末的足球世界
杯噎噎世界顶级水平的赛事基本贯穿全年袁称
得上精彩不断遥 岁末年初袁我们一起来看看今
年有哪些赛事不容错过吧遥

体育界今年前三个月的主角绝对是冬奥
会和各单项冰雪赛事遥 2 月 4 日袁第 24 届冬奥
会将在北京开幕袁北京尧延庆尧张家口三大赛区
将在 19 个比赛日里进行 7 个大项尧15 个分项尧
109 个小项的比赛袁世界各地的顶尖冰雪运动
高手将会聚在冬奥会赛场上袁为观众奉献一场
冰雪盛宴遥短道速滑尧花样滑冰尧速度滑冰以及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中国代表团在冬奥会
上的传统优势项目袁也是我们最有希望冲金夺
银的项目遥 当然袁我国还有不少冬奥项目虽然
起步晚袁但是进步快袁野突破点冶也不少袁多多关
注冬奥会袁就很有可能成为野历史冶的见证者遥

冬奥会闭幕之后袁冰雪运动的赛季还没有
结束袁北京冬残奥会尧速度滑冰世锦赛尧短道速
滑世锦赛尧 花样滑冰世锦赛将在 3 月上演袁观
众还可以继续过足野冰雪瘾冶遥

第二季度最值得关注的是乒羽赛事遥 4 月
份袁 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将在成都拉开大
幕遥 中国女乒已经完成了新老交替袁陈梦尧孙
颖莎尧王曼昱为主的班底扛起大旗袁但中国男
乒的阵容还有很大悬念袁 老将马龙和许昕是
否继续出战袁 樊振东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领军人物袁年轻小将能否有所突破袁这一届世

乒赛或许能给出一些答案遥
汤尤杯世界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将于 5 月 8

日在泰国曼谷举行遥在推迟至去年 10 月举行的
2020 年汤尤杯比赛中袁中国女队在决赛中 3 比
1 逆转日本队第 15 次登顶尤伯杯袁中国男队在
决赛中 0 比 3 不敌印尼队获得亚军遥今年袁女队
能否卫冕袁男队能否更进一步袁我们拭目以待遥

第三季度袁 各单项世锦赛扎堆儿举行袁7
月有击剑世锦赛尧 田径世锦赛袁8 月有羽毛球
世锦赛尧男排世锦赛袁不过袁最吸睛的肯定还是
9 月 10 日在杭州开幕的第 19 届亚运会遥 杭州
亚运会共设 40 个大项袁预计在 15 个比赛日内
产生 482 枚金牌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杭州亚运会
增设了电子竞技和霹雳舞两个竞赛项目袁相信
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亚运会遥

各类精彩赛事会一直持续到年底袁进入第
四季度袁举重尧射击和体操世锦赛将在 10 月上
演袁网球界的 WTA渊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冤尧ATP
渊男子职业网球协会冤 年终总决赛也将决出年
度总冠军袁最重要的压轴大戏是 11 月 21 日将
在卡塔尔揭幕的国际足联世界杯遥 尽管中国男
足目前进入世界杯决赛圈的可能性已经微乎
其微袁但对于中国球迷来说袁世界杯一直是一
场足球狂欢袁熬夜看球也成了四年一次的野仪
式冶遥 好消息是袁由于卡塔尔与我国只有 5 个小
时的时差袁与上一届俄罗斯世界杯一样袁卡塔
尔世界杯在比赛时间上对于中国球迷也比较
野友好冶袁尤其是小组赛阶段遥 刘静涛

赛季收官战国安队目标“争五”

2022年这些精彩赛事不容错过

1 月 4 日袁北京国安队将在 2021 赛季中超联赛争
冠组最后一轮比赛中对阵深圳队遥 昨晚袁国安队主帅
比利奇在赛前发布会上表示袁主力射手张玉宁本场将
缺阵袁队长于大宝伤愈复出袁球队会全力以赴袁争取拿

到联赛第五名遥
国安队此前两轮均经

历先进球后被对手逼平尧3
分变 1 分的情况遥 目前袁国
安队积 30 分袁 比暂时排名
争冠组第五位的深圳队少 2
分遥 比利奇认为袁职业联赛
里每一个名次都有不同的
意义袁虽然有人觉得这个赛
季就这样尧无所谓了袁但他
和队员还是希望赢得每一
场比赛遥

近日有媒体曝出国安队
U23 小将高天意将入选新
一期中国男足国家队袁对
此袁比利奇回答院野这件事情
还不是很确定袁但高天意这

个赛季踢得很不错袁也应该得到这样的机会袁我对此
非常高兴遥 作为年轻球员袁他本赛季首次来到一家比
较大的俱乐部袁整个赛季只因 4 张黄牌停赛才歇了一
场袁我对他的表现很满意遥 冶 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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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午 12 时袁尼加
拉瓜首都马那瓜骄阳似火遥 伴随着雄壮
的叶义勇军进行曲曳袁一面五星红旗在中
国驻尼加拉瓜大使馆院落中央缓缓升
起遥 时隔 31 年袁中国国旗重新在这个中
美洲国家飘扬遥

这面五星红旗跨越山海而来遥 12 月
10 日中尼复交后袁 它从北京出发袁 飞行
28 小时尧20600 多公里袁抵达马那瓜遥

中尼实现复交后袁中国外交官 12 月

12 日抵达马那瓜袁克服疫情等种种困难袁
迅速打开工作局面袁完成复馆袁让五星红
旗以最快速度在这个中美洲国家升起遥

对五星红旗袁 当地华侨华人期盼已
久遥 他们说院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袁才算
自己的家遥

12 月 10 日袁 在得知两国复交后袁在
尼中企员工王先生心情格外激动袁 第一
时间找到珍藏已久的中国国旗并在企业
园区升起遥 正在值班的李先生抽空跑出

车间拍下国旗第一次在园区飘扬的视
频袁 发在自己的抖音账号上引发无数关
注遥 中餐馆老板徐先生拿出从国内带来
的五星红旗袁 与尼加拉瓜国旗并列摆放
在餐馆最显眼的地方遥

在尼出差的中工国际康先生见证
了复馆升旗的历史时刻遥 他表示袁相信
中尼两国合作也将随着复交打开大门遥

中尼复交是大势所趋遥 中国在拉美
和加勒比地区又多了一位新朋友袁 在推

进野一带一路冶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事业中又多了一位好伙伴遥 与中国
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袁 尼加拉瓜同绝大
多数国家一样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遥
这一选择源于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袁
源于对中国理念的认同遥 尼总统顾问劳
雷亚诺窑奥尔特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说袁 尼中两国在意识形态尧 奋斗目
标尧 革命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方面有很
强的相似性袁两国都在为野人民福祉尧社
会正义尧和平和共同利益冶而努力工作袁
尼高度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袁 愿加
入野一带一路冶这一伟大倡议袁加强与中
方各领域合作袁 促进国家发展和人民幸
福遥

中尼复交完全符合双方根本和长远
利益袁是人心所向遥 从尼总统顾问尧议长尧
外交部长尧卫生部长尧央行行长尧马那瓜等
市市长等政府官员袁到高校学者尧媒体人
士尧企业人士尧普通民众袁记者在尼加拉瓜
采访到的各界人士都表达了对两国复交
的热烈欢迎袁对两国未来交流合作充满期
待遥当地居民弗雷迪窑曼萨纳雷斯说院野渊向
中国人民冤送上我们最真挚的祝福袁愿两
国关系越来越好遥冶约翰窑巴斯克斯说院野我
在湖光山色的尼加拉瓜向中国人民致以
最诚挚的问候浴 希望两国复交后袁我们能
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袁携手向前遥 冶

在见证五星红旗再次升起后袁 尼外
长蒙卡达表示袁对尼政府和人民来说袁中
国驻尼使馆复馆袁 尼中两国重启友好关
系野十分重要冶袁希望两国以野只争朝夕冶
的精神积极推进各领域合作遥 中国政府
代表于波说袁 中国驻尼使馆将努力成为
开启中尼关系的窗口尧 深化中尼合作的
桥梁和连结中尼人民的纽带遥

五星红旗在马那瓜迎风飘扬袁 中尼
两国并肩前行尧 共谋发展的集结号再次
吹响遥 赵凯 吴昊

五星红旗重新飘扬在尼加拉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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