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票房周末榜（2月7日-2月9日）

片名

《猛禽小队》Birds Of Prey (And TheFantabulous Emancipation OfOne Harley Quinn)
《绝地战警：疾速追击》Bad Boys For Life
《多力特的奇幻冒险》Dolittle
《1917》1917
《勇敢者游戏2》Jumanji: The Next Level
《小妇人》Little Women
《绅士》The Gentlemen
《乔乔的异想世界》Jojo Rabbit
《寄生虫》Parasite
《衣橱》The Closet

当周票房（美元）

全球

$81,250,000

$27,805,000

$25,460,000

$24,200,000

$8,830,000

$8,125,000

$7,930,000

$5,834,000

$4,661,000

$4,228,000

国际

$48,000,000

$15,800,000

$18,800,000

$15,200,000

$3,300,000

$5,800,000

$3,750,000

$4,300,000

$3,161,000

$4,228,000

美国

$33,250,000

$12,005,000

$6,660,000

$9,000,000

$5,530,000

$2,325,000

$4,180,000

$1,534,000

$1,500,000

累计票房（美元）

全球

$81,250,000

$336,327,207

$158,659,985

$287,342,909

$768,460,411

$177,173,143

$60,351,981

$74,280,950

$175,328,131

$4,270,798

国际

$48,000,000

$170,000,000

$94,700,000

$154,800,000

$470,000,000

$74,500,000

$33,500,000

$44,000,000

$139,855,853

$4,270,798

美国

$33,250,000

$166,327,207

$63,959,985

$132,542,909

$298,460,411

$102,673,143

$26,851,981

$30,280,950

$35,472,278

发行情况

国际
发行公司

华纳兄弟

索尼

环球

环球

索尼

索尼

MULTI

福克斯

MULTI

上映
地区数

79

64

66

53

59

55

38

43

38

1

本土
发行公司

华纳兄弟

索尼

环球

环球

索尼

索尼

STX

FSL

NEONR

CJ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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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票房点评

国际票房点评
2月 7日— 2月 9日

排名 片名 票房万美元 发行公司

2月7日—— 2月9日
北美地区周末票房

《猛禽小队》

《绝地战警：疾速追击》

《1917》

《多力特的奇幻冒险》

《勇敢者游戏2》

《绅士》

《格蕾特和韩塞尔》

《利刃出鞘》

《小妇人》

《星球大战：天行者崛起》

3325

1200

900

666

553

418

351

235

233

223

华纳兄弟

索尼

环球

环球

索尼

STX

UAR

狮门

索尼

迪士尼

1

2

3

4

5

6

7

8

9

10

上周末的北美影市在经历了上上

个周末的“超级碗”杯橄榄球赛对电影

市场带来的冲击之后，有一部市场反

应稍好的新片上映，华纳兄弟公司发

行的新片《猛禽小队》登上了周末票房

榜单的宝座，并带来了整体市场小幅

的反弹。上上个周末的冠亚军《1917》
和《多力特的奇幻冒险》均下滑了一个

位次到第二名和第三名。总体来看，

上周末票房榜单前十名的影片累计票

房 8100 万美元，较上上个周末上升

25.5%；较去年同期《乐高大电影 2》夺

冠首周的9502万美元，下滑14.8%。

亚裔女导演阎羽茜执导《猛禽小

队》，改编自DC旗下的同名漫画，也是

“DC 扩展宇宙”系列的第八部作品。

上周四晚开始点映，收获票房400万美

元；周五开始在北美 4236块银幕上放

映，单日票房（含点映）1303万美元；周

六单日票房 1226万美元；周日单日票

房 800 万美元；周末三天票房 3325 万

美元。远低于映前预期的 5000 万美

元。该片的投资为 8500万美元，业内

估计其北美最终成绩恐怕难以超过去

年《雷霆沙赞！》的1亿4000万美元，但

回本应该不困难。

第二名是索尼发行的《绝地战

警：疾速追击》上周末的银幕数量缩

减至 3530 块，上周末三天新增票房

1200 万美元，较上上个周末仅下跌

32%。上映 24 天，该片的北美累计票

房已达 1 亿 6600 万美元，超过前作

《绝地战警 2》的 1 亿 3850 万美元的最

终北美成绩，成为该系列三部中票房

最高的一部。

《猛禽小队》北美夺冠

《猛禽小队》
国际市场夺冠

上周末，华纳兄弟公司发行的《猛

禽小队》在国际市场中的 78个地区上

映，收获票房4800万美元，成为国际票

房榜单上第一名的影片。其全球累计

票房已达8130万美元。影片上周末在

墨西哥首映，收获票房 460万美元；在

俄罗斯收获票房400万美元；在英国收

获票房 390 万美元；在巴西收获票房

280万美元；在法国收获票房 270万美

元；在澳大利亚收获票房 240万美元；

在韩国收获票房190万美元；在德国收

获票房189万美元；在中国台湾收获票

房 150万美元；在意大利收获票房 144
万美元；在西班牙收获票房 138 万美

元。

第二名是环球影业发行的《多力

特的奇幻冒险》，影片上周末在国际市

场中新增票房 1880万美元，其国际累

计票房已达 9470万美元，全球累计票

房已达1亿5870万美元。影片上周末

在英国收获票房650万美元；在法国收

获票房 250 万美元；在德国新增票房

180万美元，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530万

美元；在墨西哥新增票房 170万美元，

当地累计票房已达740万美元；在意大

利新增票房130万美元，当地累计票房

已达 390 万美元；在西班牙新增票房

110万美元，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490万

美元；在澳大利亚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710万美元。

第三名是索尼公司发行的《绝地

战警：疾速追击》，上周末在国际市场

中的63个地区新增票房1580万美元，

其国际累计票房已达 1 亿 7000 万美

元，全球累计票房已达 3 亿 3600 万美

元。影片在英国的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1610 万美元；在德国的当地累计票房

已达 1470万美元；在墨西哥的当地累

计票房已达 1180万美元；在澳大利亚

的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1120万美元；在

俄罗斯的当地累计票房已达1070万美

元；在法国的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1000
万美元；在西班牙当地的累计票房已

达640万美元。

在洛杉矶的星期日，《寄生虫》赢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奖、

奉俊昊的最佳导演奖、最佳国际电影奖和原创剧本奖在内

的四场胜利。而《1917》获得了第 9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三

座小金人（最佳视觉效果奖、最佳摄影奖和最佳音响效果

奖）。

另外三部电影分别获得两个奖项。《小丑》的主演华

金·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获得最佳男主角奖，该片还

获得了最佳原创配乐奖。 布拉德·皮特（Brad Pitt）在《好莱

坞往事》中的演出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奖，该片还获得了最佳

艺术指导奖。《极速车王》获得了最佳剪辑奖和最佳音效

剪辑奖。

蕾妮·齐薇格（RenéeZellweger）凭借《朱迪》（Judy）获最

佳女主角奖；劳拉·邓恩（Laura Dern）赢得了最佳女配角奖

（《婚姻故事》）；而塔伊卡·怀蒂蒂（Taika Waititi）则凭借《乔

乔的异想世界》（JoJo Rabbit）获最佳改编剧本奖。

《玩具总动员 4》（Toy Story 4）获得了最佳动画长片奖；

而《火箭人》（Rocketman）则赢得了最佳原创歌曲奖。

▶ 最佳影片奖

《寄生虫》（Parasite）

Neon

▶ 最佳导演奖

奉俊昊（Bong Joon Ho）

《寄生虫》

▶ 最佳女主角奖

蕾妮·齐薇格（Renée Zellweger）

《朱迪》（Judy）

▶ 最佳男主角奖

华金·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

《小丑》（Joker）

▶ 最佳女配角奖

劳拉·邓恩（Laura Dern）

《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

▶ 最佳男配角奖

布拉德·皮特（Brad Pitt）

《好 莱 坞 往 事》（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 最佳原创剧本奖

奉俊昊 / 韩进元《寄生虫》

▶ 最佳改编剧本奖

塔伊加·维迪提（Taika Waititi）

《乔乔的异想世界》（Jojo Rabbit）

▶ 最佳动画长片奖

《玩具总动员4》（Toy Story 4）

皮克斯

▶ 最佳国际电影奖

《寄生虫》（韩国）

▶ 最佳摄影奖

罗杰·狄金斯（Roger Deakins）

《1917》

▶ 最佳纪录长片奖

《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

Netflix

▶ 最佳剪辑奖

Andrew Buckland & Michael

McCusker

《极速车王》（Ford v Ferrari）

▶ 最佳视觉效果奖

Guillaume Rocheron & Greg

Butler & Dominic Tuohy

《1917》

▶ 最佳音效剪辑奖

Donald Sylveste（《极速车王》）

▶ 最佳音响效果奖

Mark Taylor & Stuart

Wilson（《1917》）

▶ 最佳艺术指导奖

Barbara Ling & Nancy Haigh

《好莱坞往事》

▶ 最佳服装设计奖

Jacqueline Durran

《小妇人》（Little Women）

▶ 最佳化妆&发型奖

Kazu Hiro & Anne Morgan、Vivian

Baker

《爆炸新闻》（Bombshell）

▶ 最佳原创配乐奖

希 尔 迪·居 兹 纳 多 蒂 尔（Hildur

Gudnadóttir）

《小丑》

▶ 最佳原创歌曲奖

"(I'm Gonna) Love Me Again”

曲：Elton John; 词：Bernie Taupin

《火箭人》

▶ 最佳真人短片奖

《The Neighbors’Window》

▶ 最佳动画短片奖

《Hair Love》

▶ 最佳纪录短片奖

《Learning to Skateboard in a

Warzone》（If You’re a Girl）

第92届奥斯卡奖揭晓
韩国影片《寄生虫》获四项大奖创造历史

■编译/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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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影片《寄生虫》

最佳女主角蕾妮·齐薇格

最佳男主角华金·菲尼克斯

最佳纪录长片《美国工厂》

最佳动画长片《玩具总动员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