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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赵丽

2020鼠年春节档前瞻：

春节档票房13年实现70倍增长
系列影片助力有望再创新高

从关门歇业到门庭若市

春节档票房13年实现70倍增长

2006年，《霍元甲》成为在春节期间

上映，首部累计票房过亿的国产大片，七

天假期票房8000万。2019年，春节档冠

军《流浪地球》累计收获46.81亿，大年初

一单日票房14.6亿，七天假期票房59.03
亿。

13 年的时间，70 多倍的票房增长，

春节期间的电影院，已经从关门歇业变

为了门庭若市。尤其是 2013年以来，春

节档在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的崛起呈现出

不可阻挡之势。如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

心主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所说，春节看电影已成为中国百姓的“新

民俗”。

春节档的发展也经历过起伏。

电影产业化初期，影院在大年三十

下午便会停业，大年初一是固定的休息

日。直到2006年，《霍元甲》以7000万的

票房“傲视群雄”，这个放到现在根本不

值得一提的数字，在当时已经“震惊”了

业界。但随后一年，《博物馆奇妙夜》、

《门徒》等影片未能延续《霍元甲》的好成

绩，春节期间票房总计 7670 万，大年三

十票房甚至不到100万。

2008年，春节档的票房再度得到提

升，《长江七号》、《大灌篮》联手助力档期

票房突破1亿元大关；2009年《疯狂的赛

车》横空出世，与《游龙戏凤》等影片将档

期票房提升至1.55亿。

2010 年是春节档发展的标志性年

份。为了迎接《阿凡达》的内地上映，大

批影院在 2009年底开业，当年春节档的

全年票房占比达 3.3%，为 2006 年-2012
年期间的最高值。

2011年-2012年，虽然 3D放映逐渐

普及，银幕数从2010年的6256块迅速增

长至2012年的13118块，但《最强喜事》、

《武林外传》、《大侦探福尔摩斯2》等影片

显然无法撑起 1 万块银幕的市场容量，

国产优质大片仍集中在 12 月底的贺岁

档上映，春节档票房占比分别为 2.6%和

2.4%，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

2013年对于春节档来说，又是一个

全新的起点。周星驰的《西游：降魔篇》

成为首部在大年初一上映的超大体量的

国产片，5.3亿的档期票房、12.46亿的累

计票房让《101次求婚》、《云图》等同档影

片失色，也让春节档的票房提升至 7.83
亿，同比增长90%。

这一年的春节档的确给了市场很大

惊喜，经过多年的培育，春节期间的电影

消费习惯逐渐形成，内容的供给也逐渐

完备。有了《西游：降魔篇》的成功经验，

另一部西游题材的《西游记之大闹天宫》

早早便宣布入驻 2014 年春节档，自此，

春节档成为了国产大片的必争之地。

2013 年-2019 年这七个春节档，相

继推出了《西游：降魔篇》、《西游记之

大闹天宫》、《天将雄师》、《美人鱼》、

《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澳门风云》

系列、《西游：伏妖篇》、《乘风破浪》、

《功夫瑜伽》、《红海行动》、《唐人街探

案 2》、《捉妖记 2》、《流浪地球》、《疯狂

的外星人》、《飞驰人生》、《熊出没》系

列等数十部影片，14 部影片最终票房

超过 10 亿，而截至目前全部中外影片

票房过 10 亿的仅 70 多部，国产影片仅

40 多部。尤其是《红海行动》、《流浪地

球》等影片，凭借过硬的质量与不俗的

口碑后来居上拿下当年的春节档冠

军，再次印证“内容为王”这一亘古不

变的真理，各大影视公司也纷纷将手

中的“王牌”投放在春节期间。

春节档票房的迅速增长，首先得益

于电影院的扩张与下沉。从数据上看，

2006 年-2019 年，全国电影银幕数已从

3034块增长至7万块的量级。

首都华融电影院经理于超认为，由

于观影已成为春节期间的“刚需”，因此

票房的增长取决于银幕的激增，受其他

因素影响较小，市场容量有多大，票房潜

力就有多大，春节档也是找到电影市场

票房“天花板”的最佳机会。

春节档的火热，也说明百姓文化消

费习惯的回归。相比过年的传统文化活

动，电影属于新兴文化产业，在经济形势

发展良好的大趋势下，文化消费总量的

提升是电影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夺冠》《紧急救援》获高关注度

“新主流大片”领衔2020春节档

梳理 2013 年至今的春节档票房冠

军不难发现，从《西游：降魔篇》、《西游之

大闹天宫》、《天将雄师》、《美人鱼》、《西

游：伏妖篇》，到《唐人街探案2》、《流浪地

球》（按春节档7天票房排名），春节档越

来越有包容性，类型更加多样化，喜剧类

电影不再是春节档唯一的赢家。

计划于 2020年春节档上映的影片，

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非常值得

期待。《夺冠》、《紧急救援》、《唐人街探案

3》、《囧妈》、《姜子牙》、《熊出没：狂野大

陆》、《急先锋》等影片共同组成了 2020
年春节档的阵容，“七分天下”的格局已

经形成，涵盖悬疑、奇幻、冒险、喜剧、灾

难、动画等。

其中，《夺冠》、《紧急救援》两部“新

主流大片”，获得了业界很高的关注度。

由导演陈可辛执导，巩俐、黄渤领衔

主演的电影《夺冠》，在大银幕上回溯了

中国女排的奋斗史，是 2020年春节档最

受期待的影片之一。林超贤的新片《紧

急救援》取材于真实海上救援事件，继

《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之后，通过独

特的影像语言，将一群一直在幕后默默

守护航海安全的救捞人推至台前。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梁

君健十分看好《夺冠》的市场前景，他认

为，这部影片覆盖的观众群体非常广泛，

从老女排到新女排，各有各的“粉丝”群

体。《紧急救援》之前有类似题材“铺垫”，

重工业的技术水准和商业水准，也很有

希望实现好成绩。

“以往春节档是古装、喜剧、奇幻的

天下，但近几年可以看到档期包容性的

提升，不论是哪部影片，只要创作上够

硬，在宣发上足够专业，都可以取得好成

绩。”梁君健说。

饶曙光表示，《夺冠》是一个“特例”，

从目前看影片的主演、故事得到了大家

的认可，加上中国女排本身的号召力，这

部影片有比较强的竞争力。

ACE 影城负责人刘晖表示，《夺冠》

出现在春节档是少见的，但《流浪地球》、

《红海行动》的成功，证明春节档不是只

有喜剧合家欢才能“独大”，观众的口味

在多样化，只要质量好，就有好表现。目

前看，正是因为这种独特性，很多中老年

观众想看《夺冠》。

她同时认为，林超贤的《湄公河行

动》和《红海行动》创造了中国军事动作

片的票房高峰，《紧急救援》也会有新的

亮点，场面和视听有更好效果的话，也会

受到观众和市场的追捧。

强强对话更拼营销

提前“抢跑”成新趋势

除了电影题材更加丰富和系列化趋

势更强外，提前定档和宣传也成为春节

档的一大趋势。比如9月25日宣布定档

日期的《姜子牙》和《急先锋》、10月14日

宣布定档的《囧妈》，《唐人街探案 3》10
月 17 日便宣布定档时间。值得注意的

是，国庆档期间，电影的映前贴片里还出

现了很多定档大年初一的影片预告……

2020年春节档战役早已悄然打响。

选择在大热的国庆档电影贴片宣

传，抢占市场先机，成为春节档电影不约

而同的举动。很显然，春节档收益大风

险也大，时间周期就是准备充分的表现，

在更早的时间里定档便可以更早做准

备。

其实，面对春节档这个“最吸金”档

期，共赢才是真的赢。在第 28届中国金

鸡百花电影节金鸡论坛上，三位都有新

片在春节档上映的导演陈可辛、徐峥、陈

思诚，虽是竞争者，但三位导演都表现得

非常和谐。徐峥说，“每一部电影都是所

有主创人员用心创造的，出于对电影的

热爱，希望都能有个好结果。大家在良

性的平台上，给观众创造最好的内容。”

陈思诚直接表态，“众人拾柴火焰高，我

们不互黑，希望春节档能再创新高。”随

后陈可辛也在朋友圈声明，“今年纳投名

状。神仙不打架，绝不互黑！”

如今，市场容量已达 7 万块银幕。

那么，让每一部影片找到自己的观众就

是好的宣发。

“囧”系列首次入驻春节档

“唐探”为IP电影示范

自从 2015 年《唐人街探案》上映之

后，陈思诚对于他的“唐探宇宙”的构建，

正在一步步实现。2015年，首部《唐人街

探案》于 12 月 31 日上映，共收获票房

8.18亿，2018年春节档，《唐人街探案 2》
以33.97亿摘得档期亚军，目前这一票房

位列影史国产片票房榜第五位。

《唐人街探案3》的主人公依旧是“唐

人街神探组合”唐仁，故事发生地也从之

前的曼谷、纽约转到了日本东京，一样的

“陈氏推理”，熟悉的喜剧风格，这部影片

也是备受期待。春节档预售开始后，该

片遥遥领先其他竞争对手。

饶曙光对于《唐人街探案》系列抱有

很大的期待，他认为，这一系列影片的空

间、容量、张力足够大，为中国电影创造

自己的 IP做出了很好的示范。梁君健则

认为，《唐人街探案》前两部成绩不错，导

演、主演的融合不变的话，将会很好契合

过年的气氛。

徐峥的“囧”系列曾分别在贺岁档、

国庆档上映，此次入驻春节档，也是信心

满满。

在于超看来，《唐人街探案》系列延

续的是故事、人物，每部影片都会为下一

部埋下伏笔。而“囧”系列则是延续徐峥

的风格，内容上的延续性不强。

《囧妈》讲述了老板徐伊万缠身于家

庭危机和商业纠纷中，却阴差阳错与妈

妈坐上了开往俄罗斯的火车的故事。影

片主演包括了徐峥、沈腾、贾冰等喜剧明

星，袁泉则在《心花路放》后再度与徐峥

合作。

饶曙光表示，相比于《唐人街探案》，

“囧”系列的规定性比较宽泛，弹性较大，

不是传统意义的系列片。但“囧”系列有

很好的观众基础尤其是三四线观众基

础，如果情节丰富、人物饱满，对观众的

吸引力是比较大的。

ACE影城负责人刘晖认为，《唐人街

探案 3》和《囧妈》有以往高票房优势，但

劣势是高期待往往评判上就高标准，系

列片如果没有更好的故事，往往会让观

众审美疲劳，口碑要求更高。

“熊出没”对打《姜子牙》

凭借差异化受众实现稳定输出

自 2014 年《熊出没之夺宝熊兵》上

映以来，“熊出没”系列已成为最成功的

国产动画品牌，单片票房也从第一部的

2.47亿提升至第六部的7.15亿。

2020年春节档，该系列第七部《熊出

没·狂野大陆》即将上映。数据显示，春

节档动画电影往往有着稳定的市场份

额，大约在 10%-15%，加上良好的品牌

效应，《熊出没》在这个春节档很有希望

贡献稳定的输出。饶曙光表示，《熊出

没》已形成动画电影的品牌效应和目标

观众群，在春节档是差异化的存在，也具

有差异化的市场空间。

但与往年不同的是，2020年春节档

还将有一部《姜子牙》上映。《姜子牙》是

“神话三部曲”之一，也是将“姜子牙”形

象搬上大银幕的动画电影，讲述被贬下

凡的姜子牙寻回自我的故事。

从“贴片”《哪吒》片尾彩蛋开始，《姜

子牙》便获得了不小的关注度。于超预

测，《姜子牙》很有希望借势《哪吒》，再度

创造中国传统神话动画电影的佳绩。

刘晖表示，《姜子牙》因为有《哪吒》

的加持，会影响大众的选择，而且受众面

会更大。

春节档另一部影片是成龙主演的

《急先锋》，去年的《神探蒲松龄》未能实

现高票房和好口碑，但成龙的号召力仍

然不能小觑。成龙和唐季礼的合作，一

度是华语电影的标杆，创造了很多票房

奇迹，在海外也有不错的认同度、传播

度。饶曙光认为，二人的合作很有希望

保持较高的水准。

刘晖同样认为，《急先锋》是观众熟

悉的成龙电影模式，但有了新故事、新面

孔，有基本观众群，这类影片胜在大众没

有特别期待，多数人接受的片子类型，所

谓期待不高时往往更可能有出人意料的

表现。

梁君健表示，成龙的票房号召力一

直存在，如果影片质量过硬，《急先锋》有

希望冲击10亿元量级。

总体看来，2020 年春节档影片类

型差异性很强，目前就中国电影市场

而言，在质量作为前提的基础上，一部

电影主要还是依靠话题性和话题产生

的延伸效应，话题性越强，其延伸的范

围和空间越大，就更容易获得成功。

饶曙光预测，2020 年春节档票房有望

达到七八十亿量级。

2019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定格在642.66亿元。

去年春节档票房突破59亿元，成绩斐然，这7天票房占比全年总票房超过9%。毋庸置疑，春节档已然是全年最“吸金”的档期。

2020年春节档临近，随着路演陆续展开，春节档的突围之战已经拉响。目前定档春节档的影片有《夺冠》、《紧急救援》、《唐人街探案3》、《囧妈》、《姜子牙》、《熊出

没：狂野大陆》、《急先锋》等，这些影片共同组成了2020年春节档的稳定阵容，“七分天下”的格局渐渐清晰。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节档的火热，不仅仅只是票房的增长，更是中国电影“强国之路”的一次有力进击和年度市场繁荣的一个经典缩影。

2009-2019年春节档票房、人次信息（仅供参考）

2009-2019年全国银幕数信息

2009-2019年春节档全年票房占比、全年人次占比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