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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票房 17.36 亿元，环比前一周

增加 7.7 亿多元。从单日票房看，8 月

25 日七夕节当天的票房最高，约 5.3
亿，这也是影院复工以来单日票最高的

一天。周末两天的票房分别为2.4亿和

2.2 亿。全周单日票房均过亿，票房最

低的一天也超过1.7亿元。

影片方面，上映第二周的《八佰》逆

势增长，上周票房为11.1亿元，比上映首

周增加约3亿元，继续稳坐周票房冠军的

宝座。该片凭借前两周的优异表现，累

计票房达19.2亿元（截至8月30日）。

上周有《我在时间尽头等你》、《荞

麦疯长》、《小妇人》、《电力之战》和《漫

长的告别》等多部新片开画，《盗梦空

间》也在上周五重映。

最终，《我在时间尽头等你》以 4.2
亿票房，成为票房最高的新片，《荞麦疯

长》、《小妇人》票房分别为 5000 万和

3200 万。《电力之战》和《漫长的告别》

票房表现平平，《盗梦空间》上周重映拿

下2000余万票房。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在七夕当天

表现强劲，以 2.8亿票房力压《八佰》成

为当日票房冠军，此后几日票房回落较

为明显，再次被《八佰》赶超。业内人士

表示，《我在时间尽头等你》的话题性大

于内容本身，因此后劲稍显不足。

◎上周票房17.36亿，系复工以来首次破10亿
《八佰》蝉联周票房冠军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

对于国内的影院而言是一个拐点。未

来，观众来到影院会更加注重体验感、参

与感。因此，仅仅放映好影片还远远不

够，更加富有创新性、长期性的线下活动

将是影院吸引客源的重要手段之一。

作为一名资深的电影营销专家，祁

海多年来为广州青宫电影城策划了不

少很成功的线下活动。他说“这也是市

场倒逼的结果”。

他告诉记者，早在多年前，青宫电

影城周围就有 4家影院和其竞争，近两

年该地段已经有 7 家影院。“这样的竞

争环境不得不让我们用特色营销活动

来吸引观众，提高影院的竞争力。”

祁海认为，很多的线下活动其实资

金成本并不高，关键还是要用心。他回

忆说，在十几年前的一个情人节档，当

天青宫电影城聘请了一位画家给在影

院给买票看电影的情侣画肖像漫画。

“以前的情人节都是送玫瑰花、送巧克

力，当时我们就在想，能否举办一些更

新鲜、更有纪念意义的活动，果然吸引

了许多情侣观众。”当天请一位美院的

学生给观众画漫画，只需付工作四小时

的劳务费，影院的成本其实只有四百

元，但当晚的票房收入超过 20 万元。

“简单的一张漫画，对于情侣来说既有

趣，又有纪念意义。”

在《八佰》上映的首周，祁海又策划了

一场单身青年的观影活动。他把在广州

工作的单身青年大学生组织在了一起。

“这个活动的吸引力不仅是第一时间观看

热门影片《八佰》，还让单身青年男女有了

一次相互认识的机会，吸引力非常强。”

为了增强活动效果，在影片开映前，

他还亲自为现场观众讲述抗日英雄谢晋

元的爱情故事。“这样的活动对于影院而

言基本上没有成本，但效果却非常好，能

让影院在同质化竞争中脱颖而出。”

同为影院经营者的于超非常认同

祁海的做法。他表示，未来影院要凸显

线下社交的功能，更加富有创新性、长

期性的线下活动将是一种趋势。“有经

营特色的影院会慢慢积累自己的观众

群体，在竞争中逐渐显示出自身优势。”

据国家电影专资办初步统计数

据显示，8 月票房达 33.9 亿元，超过

今年 1 月所取得的 22.4 亿。至此，

2020 年全年票房已达 58 亿元。

综观 8 月四周票房，呈现明显上

升趋势。8 月中四周的周票房分别

为 2.1 亿元、2.7 亿元、9.6 亿元和 17.4
亿元。8 月的最后一周，也成为影院

复工以来周票房首次突破 10 亿的单

周。

影片方面，8 月票房前五的影片

分别是《八佰》、《我在时间尽头等

你》、《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星际

穿越》和《误杀》。前五影片中，排在

前两名的都是新片，这也说明市场

想要逐步恢复，新片必不可少。而

排在三至五位的都是复映片。这些

复映片都是各自年度的经典影片，

他们在市场恢复初期，起到了关键

的作用，帮助影院迈出了复工的第

一步。

8 月 21 日，随着《八佰》的正式

公映，以及影院上座率上调至 50%，

使得全国票房在复工后上次站上 1
亿元大关，达 1.6 亿元。8 月中共有 6
天的全国单日突破 2 亿，七夕当天全

国票房更是突破 5 亿元。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经过 8 月下

旬的观影热潮，电影市场的人气已

经回归，市场正持续向好。随着《我

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夺

冠》、《姜子牙》等大片定档国庆黄金

周，中国电影市场复工后的票房有

望进一步提升。

◎ 8月票房33.9亿大大超出预期
2020年票房突破58亿元

◎积极拥抱市场形势新变化
影院线下营销长期化是未来趋势

本报讯 克里斯托弗·诺兰执

导的科幻烧脑电影《盗梦空间》8月

28日重返中国内地大银幕。今年

是《盗梦空间》上映十周年，很多观

众激动于能在银幕之上再次感受

心中经典，“终于在 IMAX 大银幕

上看了一次”。

继《星际穿越》之后，导演克里

斯托弗·诺兰的另一部高分电影

《盗梦空间》也重返银幕。此次复

映还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今年是

《盗梦空间》上映十周年，“盗梦十

年”重筑旧梦，引爆粉丝情怀。曾

经的观众纷纷走进影院重温经典，

“十年前在电影院四刷《盗梦空

间》，十年后我又来了，依然精彩，

诺兰大神，常看常新”。电影的精

彩还在于，它不仅仅是银幕上的一

场惊世奇梦，也改变着现实中人们

的生活，“因为这部电影开始种草

研究各种影音设备……所以没有

这部电影就没有这 10年的生活”，

对于很多铁粉来说，《盗梦空间》不

单是一部电影，更像是他们的“老

友”，久别重逢令人激动泪目。

而在年轻观众看来，如今《盗

梦空间》的重映是一次盛大的补票

仪式，“终于补上了这张十年前错

过的影票，荣幸之至。《盗梦空间》

是我初识影像魅力和搭建审美构

架的奠基”。令90后、00后们兴奋

的是，“终于在 IMAX大银幕上看了

一次《盗梦空间》”，电影中精巧恢弘

的多重梦境宛若画卷一般在银幕

上展开，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反复玩

味，“《盗梦空间》是我历年看过的

最深刻、最震撼的科幻电影……无

可挑剔，很难想象这是一部十年前

的片子，吹爆”。

今年夏天，诺兰“时空三部曲”

《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信条》

接连上演，令影迷、粉丝激动不已，

直呼“诺兰三连，胜似过年”。

（杜思梦）

本报讯 由传奇影业出品，改

编自南茜·斯普林格的“伊诺拉·福

尔摩斯”系列悬疑小说的悬疑冒险

电影《福尔摩斯小姐：消失的侯爵》

（暂译）近日发布全球首支预告，定

档9月23日在网飞上线，国内有望

引进。

预告从福尔摩斯鲜为人知的

妹妹伊诺拉·福尔摩斯的视角切

入，带领观众进入了一个关于福尔

摩斯家族的全新冒险故事。与预

告同步曝光的还有首张正式海报，

“小11”米莉·博比·布朗、“大超”亨

利·卡维尔、山姆·克拉弗林、海伦

娜·伯翰·卡特等群星阵容及造型

悉数曝光，浪漫与悬疑并存。

《福尔摩斯小姐：消失的侯

爵》（暂译）由艾美奖、英国电影和

电视艺术学院奖、金球奖得主哈

利·布拉德比尔(《伦敦生活》、《杀

死伊芙》)执导，英国电影和电视

艺术学院奖、托尼奖得主杰克·索

恩 (《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

子》，《热气球飞行家》)参与编剧，

讲述了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妹妹

伊诺拉发现母亲无故失踪后，她

踏上了寻母之路，一路上展现出

胜于哥哥的超凡智慧，揭露了一

场围绕着神秘的年轻勋爵展开的

危险阴谋，并逐渐成长为一名能

够独当一面的超级侦探。

（杜思梦）

本报讯 为庆祝“哈利·波特”

系列图书引进中国20周年，根据 J.
K.罗琳畅销小说“哈利·波特”系列

第一部改编的电影《哈利·波特与

魔法石》，推出全新4K修复3D版，

自8月14日登陆中国内地影院后，

票房已突破 1.7 亿元，累计票房已

超 2.3 亿元，助力该片成为第二部

全球破 10 亿美元的“哈利·波特”

系列电影。电影上映之后，很多影

迷已经“二刷”“三刷”，感叹“经典

不愧为经典”。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4K 修

复 3D 版上映已两周，热度仍然不

减，直至近日上座率也不输同档期

新片。自上映以来，许多初代“哈

迷”陪着下一代重温当年的“魔法

世界”，也寻回了自己最美好的童

年回忆，“经典不愧是经典，这么多

年依旧好看”、“最可爱的一部，小

演员们出场的镜头，直直撞进了我

的心”。伴随全新制式的加持，曾

经惊艳视听的魔法元素变得更加

令人神往，从邓布利多的熄灯器、

对角巷、霍格沃茨、分院帽，再到飞

天扫帚、魁地奇、金色飞贼……一

切的一切都变得越发鲜活生动，让

人忍不住感叹“每一帧都令人惊

叹”，更对这部第一次以完美细节

呈现魔法世界的开山之作敬佩不

已。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由克里

斯·哥伦布执导，丹尼尔·雷德克里

夫、艾玛·沃森、鲁伯特·格林特等

主演。影片全新的 4K 修复 3D 版

正在热映。 （杜思梦）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上映两周热度不减

《福尔摩斯小姐：消失的侯爵》首发预告

《盗梦空间》十年重映获年轻观众点赞
影院复工第六周市场观察：

8月票房33.9亿，观影人次约9500万
七夕节5.26亿创复工以来单日新高

■文 /本报记者 林琳

据国家电影专资办初步统计，影院复工第六周（8.24-8.30）票房17.36亿元，再创影院复工以来新

高。《八佰》上映第二周的票房为11.1亿元，蝉联周票房冠军。七夕档单日票房5.26亿元，创复工以来新

高。8月总票房达33.9亿，票房前三影片为《八佰》、《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和《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此

外，2020年全年票房累计达58亿元。

◎ 七夕节票房5.26亿创复工以来新高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2.77亿元夺冠

8月25日七夕节，全国电影票房达

5.26亿元，成为影院复工以来单日票房

最高的一天。

影片方面，上映首日的奇幻爱情片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单日票房 2.78亿

元，这一数字刷新了《八佰》在8月23日

创下的 2.3亿元的单片单日票房纪录，

也击败去年《哪吒之魔童降世》在七夕

当天收入的2.52亿，创造七夕档单片最

高票房纪录。

公映第五日的《八佰》在七夕当天

同样表现强劲，力压其它影片，以1.9亿

的票房排在第二名。排在第三位和第

四位的是新片《荞麦疯长》和《小妇人》，

分别取得约3800万和1100万票房。

回顾近三年七夕档，已逐渐成长为一

个成熟的单日档期，虽然并非节假日，但

由于暑期档和档期应景新片的加持，七夕

当天均有不俗的票房表现。

2018年 8月 17日（周五），在《一出

好戏》、《欧洲攻略》、《巨齿鲨》、《新乌龙

院之笑闹江湖》、《快把我哥带走》和《精

灵旅社3》等影片的助力下，当日票房达

到4.7亿元。2019年8月7日（周三），正

值风头正劲的《哪吒之魔童降世》热映，

加之《使徒行者2》、《烈火英雄》等影片，

七夕档的票房推升到5.7亿元。

尽管今年七夕的单日票房不及去

年，但在刚刚复产复工的背景下，这一

成绩已经让多位从业者用“没想到”、

“太火了”来形容。

从数据上看，在前一天，七夕的预

售票房已突破 2 亿元，主打七夕档的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的预售票房达1.3
亿元。在七夕当天，票房不断攀升，最

终达到5.26亿元。

“从白天起客流量就很大，一天都

是非常忙碌的状态。”ACE影院负责人

刘晖接受采访时表示，七夕这天的观众

以年轻情侣为主，他们大多选择更加符

合节日气氛的爱情片。而这一天家庭

观众也不少，他们以《八佰》为首选影

片。带着儿童的家长也有不少选择《1/
2的魔法》等这样的动画电影。

于超所在的首都华融影城位于北

京西单这条商业街上。他告诉记者，不

仅仅是电影院，整条商业街都比以往人

流量大。“今年七夕节比往年更热闹，电

影是人们庆祝节日的重要环节之一。”

他表示，为了迎接七夕档，此次的首

都华融影城特意提前一周，也就是《八

佰》点映时就开始布置影院，烘托气氛。

“虽然七夕当天爱情片是主角，但这波观

影热潮却是始于《八佰》的公映。正是

《八佰》，让人们又重新关注电影了。”

广州青年宫电影城策划总监祁海

认为，一波观影热潮往往是由好影片加

好档期共同推动的，今年七夕档便满足

了以上两点。“七夕当天一方面有《八

佰》、《我在时间尽头等你》等多部优秀

影片热映，另一方面，七夕档又是影院

复工以来首个节日档期，两者给了观

众，尤其是情侣观众进到影院的理由。”

祁海补充说，相比其它娱乐项目，看电

影仍是大众且相对实惠的选项之一，因

此比较具有竞争力。

今年主打七夕档的三部影片《我在

时间尽头等你》、《荞麦疯长》和《小妇

人》其实都有爱情元素，但票房数据上

却是《我在时间尽头等你》一马当先。

对此，于超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

是‘我在时间尽头等你’这个名字非常

吸引人，符合情侣观影的心理；另一方

面，《我在时间尽头等你》通过抖音等新

媒体做了大量宣传，知名度更高。”

在祁海看来，爱情片《我在时间尽

头等你》在七夕当天上映，非常讨巧，因

此受到很多青年情侣观众的喜爱。同

时也要看到表面上和七夕情人节“八竿

子打不着”的历史题材战争片《八佰》在

当天也收获了近 2 亿票房。“这说明影

片质量始终是观众的重要判断指标，只

要市场中持续有优质影片上映，就不愁

没有观众。”

从前两年七夕档数据看，爱情片在

该档期并非具有绝对优势。2019年七

夕节，排在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是《哪

吒之魔童降世》、《使徒行者 2》和《烈火

英雄》；2018年七夕档票房前三影片是

《一出好戏》、《欧洲攻略》和《巨齿鲨》，

他们均非纯正的爱情影片，但都是质量

上乘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