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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院复工第三周市场观察：

电影市场表现继续好于预期
需要更多新片好片助力复苏

■文/本报记者 林琳

回顾三周市场情况，周票房成稳定

上升趋势。上周，单日票房均超过

2000 万。其中，8 月 9 日单日票房达

4500万，为当周最高。

影片方面，前三周的市场以“新片+
重映片”的阵容呈现在观众面前。业内

人士认为，《星际穿越》、《误杀》这样的影

片重新投放市场，其票房号召力并不逊

于同期的新片。“很多优质的‘老片’对

观众非常具有吸引力，在影院复工初

期，这些影片起到了预热市场的作用。”

北京天幕新彩云影城总经理沈涛说。

从数据上看，上周一至周四，重映片

《星际穿越》一直占据单日票房榜首的位

置，老片《误杀》也始终排在单日票房榜

的前三名。即使在周末有新片上映后，

前者也没有与新片的票房拉开差距。

新片方面，上周共上映《旺扎的雨

靴》、《无辜囚徒》、《1917》、《极速车王》

和《初恋这首情歌》五部新片。其中，由

萨姆·门德斯执导，乔治·麦凯、迪恩·查

尔斯·查普曼领衔主演，讲述一战时期

两名英国士兵为了拯救成百上千的生

命而冒险穿越敌境传递重要情报的战

争片《1917》表现最为抢眼，首周共取得

约3700万票房。传记片《极速车王》票

房表现平平，首周票房约800万。其余

几部影片在上周并没有太多表现。

金逸珠江院线总经理助理谢世明

表示，虽然近几周的电影市场热度高于

很多人的预期，但千万级别的单日票房

离市场的正常水平还有一段距离，因此

许多片方还在观察市场，现阶段将自己

的头部产品投入市场，风险仍比较大。

而一些小制作、小众题材的影片也很难

掀起观影热潮。

本报讯 由姚婷婷执导，江志

强监制，李鸿其、李一桐主演的

奇幻爱情电影《我在时间尽头等

你》将于七夕情人节全国上映，

影片日前正式开启预售，并发布

了 由 杨 宗 纬 献 唱 的 同 名 主 题

曲。杨宗纬低沉醇厚的歌声娓

娓唱出林格（李鸿其饰）不断逆

转时空，只为与恋人邱倩（李一

桐饰）再次相遇，虽然一次次被

遗忘却仍一生痴心守护。

主题曲一上线，便引发观众

强烈共鸣，电影热度也一路高

涨，猫眼、淘票票双票务平台想

看累计超百万，抖音短视频平台

电影相关视频播放量达 3.5 亿，

更有不少网友评论喊话爱人预

定观影。带最爱的人去看 2020
第一场爱情电影，用一句“我在

时间尽头等你”告白，已成为今

年七夕情侣们最具仪式感的约

会方式。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根据

郑执同名原著小说改编，由阿里

巴巴影业集团、宸铭影业（上海）

有限公司、安乐影片有限公司、

万诱引力甲有限公司、安乐（北

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北京中

联华盟文化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出品，是阿里影业“锦橙合制”计

划又一力作。

（木夕）

本报讯 由克里斯托弗·诺兰

执导的最新原创科幻动作奇观

大片《信条》近日正式宣布中国内

地定档 9 月 4 日，影片定档预告及

海报同时发布，诺兰现身视频寄

语中国观众。据悉，《信条》继承

了诺兰影片一贯的“烧脑”传统，

同时加入了众多反常规火爆场

面，将“逆转时空”的概念贯彻到

底。诺兰曾执导《盗梦空间》、《星

际穿越》、《敦刻尔克》、《蝙蝠侠：

黑暗骑士三部曲》等影片。

定档预告中，诺兰现身向中

国观众问好，据称这也是诺兰全

球唯一录制的寄语视频。诺兰

直言自己是“电影院头号粉丝”，

“一生都痴迷于电影院所带来的

仪式感，最钟爱的就是通过电影

的力量逃往另一个世界”，而新

作《信条》正是“专门为大银幕量

身打造的作品”，“尽最大可能将

《信条》制作成一部传奇大片，在

大银幕上呈现最沉浸式的动作

场面，非常兴奋能将它带给中国

观众。”

在全新发布的定档预告中，

诺兰向观众描绘了《信条》全新构

建的“逆时空”景象，“当你走出气

闸，一切都会变得奇怪——你是

逆向的，但世界不是。”于是主角

脚踩的水洼复原、翻倒的汽车逆

转恢复、人的行动与环境的动向

相逆……令人大开眼界。

伴随《信条》定档预告的发

布，电影的故事线也逐渐清晰，

一场超越国家利益拯救世界的

行动在火爆进行中，成败事关所

有人生死。而坚持实景拍摄的

诺兰为这个拥有新奇概念的原

创特工故事赋予极为震撼的视

觉呈现，波音 747 飞机引爆、汽车

连环撞击、音乐厅人质劫持、海洋

破浪追逐等戏份，除了要保证场

面达到高度真实外，还要严格遵

循影片设定下的物理规律，无疑

是巨大的拍摄考验。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环球影业和梦工

场动画公司联手打造的动画电

影《魔发精灵 2》近日发布预告，

正式官宣将于 8 月 21 日上映。

灵魂人物“贾老板”贾斯汀·汀布

莱克与安娜·肯德里克携手回

归，影片将开启更广阔的奇妙世

界、“解锁”更多萌趣角色、展现

更炫酷音乐元素，让观众在观影

之余，体验一场超越想象的特别

“演唱会”。

正如预告所展示的，《魔发

精灵 2》延续了第一部的欢乐风

格，成为部落新女王的波比与她

的亲密伙伴布兰发现，除了自己

所在的流行乐部落外，这个多元

的音乐宇宙还散落着其他五个

部落，分别擅长不同的音乐：放

克、乡村、电音、古典和摇滚。但

是摇滚部落的霸女王却厌倦了

充当配角，欲意摧毁其他类型的

音乐。世界危在旦夕之际，波比

与布兰挺身而出，踏上了拯救所

有音乐精灵的冒险之旅。

2016 年上映的《魔发精灵》，

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妙趣横

生的欢乐故事、“嗨爽”的劲歌热

舞火爆全球，斩获了 3.47 亿美元

票房。2020 年，《魔发精灵 2》在

影迷的期待中升级归来，再度广

受好评。英国《每日电讯报》表

示：“《魔发精灵》已经树立了一

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标准，而第二

部无论是炫目视效的创新，还是

纯粹的喜剧效果和活力，都轻松

超越了前作。”《好莱坞报道者》

则盛赞影片“不仅呈现了大家熟

悉的内容，还添加了更为引人入

胜的音乐和丰富视效”。

（杜思梦）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预售开启

诺兰新作《信条》定档9月4日

《魔发精灵2》定档8月21日

在全国影院复工的第三周（8月3日-8月9日），全国城市影院票房突破2亿，达2.1亿。科幻片《星际穿越》

以超6000万的票房占据本周票房榜榜首。总体上看，影院复工的前三周周票房分别为1.1亿、1.98亿和2.1亿，

票房成绩呈稳步上升的趋势。截止到8月9日，全国电影院复工率超过七成，达8000家以上。

回顾近三周的市场情况，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一方面，复工以来的票房成绩优于预期，这也给制作、发行、放

映等各方从业者带来了极大的信心；另一方面，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想要短时间内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之

前的市场热度难度较大，因此需要制片方和影院共同努力，用持续不断的优质影片，维持和推升观众对于电影的

热情，共同渡过这一特殊的困难时期。

◎市场表现持续好于预期，重映片带热市场

张颐武表示，他知道很多电影从

业者都希望早日看到电影院人头攒

动的场面。“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不

过新冠肺炎疫情毕竟非人力可以抗

拒，电影企业，尤其是电影院，还要做

好在防疫常态化情况下长期经营的

准备。”

张颐武表示，现有防疫条件下，

许多高租金的电影院确实面临着很

大的经营压力，“影城必须做好疫情

防控常态化的准备。如果未来仍有

很长一段时间需要在有限制的条件

下经营电影院，就需要影院探索多样

化的盈利模式。”

他举例说，影院可以根据疫情防

控的需要改造一些小影厅或者是座椅

之间的距离等。不过这样的改造在实

际操作中也并不容易。沈涛表示，类

似上述的改造需要影城进行细致的调

研，而且大多数影院最缺乏的就是现

金，而这些改造处处都需要钱。

面对经营压力，也有人提出影院

尝试转型无人化影城，这样可以降低

人力成本。身为影院经营者的沈涛

表示，在尽量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

电影院同时还承担着社会责任。“工

作人员不仅是卖票，还要在遇到火

灾、冲突等突发情况时帮助观众避免

伤害。因此在客流量很大的中国电

影院，无法让员工人数减少太多。”

沈涛告诉记者，尽管处在相对困

难的时期，但他认为影院现阶段的主

要任务是尽量给观众提供最好的服

务，把现有的观众服务好，帮助中国

电影保持热度，期待疫情完全结束，

电影院回到从前的那一天。

8 月内还有《八佰》、《我在时间尽

头等你》、《荞麦疯长》、《小妇人》、《绝地

战警：疾速追击》、《1/2的魔法》、《魔发

精灵 2》等重量级新片公映。此外，还

有《悲伤逆流成河》、《雪人奇缘》、《哈

利·波特与魔法石》等影片重映。

谢世明表示，尽管8月中还有很多

新片和重映片会投入市场，但真正称得

上重量级的新片，尤其是国产重量级的

新片仍不够丰富。

谢世明观察到一个细节，他表示，

在影院复工的第一周，单日票房一天比

一天多，在复工的前三周中，周日的票

房都高于周六的票房。“这在过去的市

场中是很少见的情况。”他认为这种情

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全国影院复工

率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影院

复工初期，许久没有走进影院的观众对

于重回影院这件事本身就具有较高热

情。“很多观众会重新走进影院，在朋友

圈晒出自己买的电影票根。对于很多

影迷来说，在影院复工的第一时间买一

张电影票，具有一定的纪念意义。”

不过，谢世明认为，随着时间的

推移，观众的新鲜感会下降，此时让

观众走进影院的主要动力还是优质

的电影，尤其是好的国产电影。他

希望在下一阶段，能够有更多重量

级的国产电影投放到市场。

“在现有疫情防控的措施下，上游

最大的顾虑还是下游影院的变现能

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张

颐武表示，在保证疫情防控安全的情况

下，可以考虑未来分阶段逐步提高影院

的单场观影人数上限。“未来可以分为

几个阶段，把不超过30%上座率的限制

逐步提高。这样自然就会有更多大片

愿意进入市场。”

谢世明同样表示，在非黄金时间

段，此项条件不会影响票房收益，但

在黄金时间段，确实对票房收入产

生了一定影响。“希望未来能够把此

项条件逐步放宽。”

80%，这是张颐武心中理想的条件

上限。他说，在疫情防控允许的条件

下，如果能在一个重要档期，如国庆档、

贺岁档等大档期之前调高上座率的上

限，再配合一批优秀的新片进行宣传，

就会让社会一直保持对电影的关注，这

样对电影市场的恢复更加有利。

沈涛表示，作为电影院，首先要服从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大局。他认

为，在现有的上座率要求下，如果有更多

新片入市，就要求排片经理做更细致的

工作和更及时的调整。“现有情况下，确

实会让影片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下一阶段市场需要更多新片好片助力复苏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影院也应主动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