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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提档是一种常见的宣发策略。

一年前，2019年国庆档的几部重点片《攀

登者》、《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就

曾“你追我赶”一般先后宣布提档，最终

全部都在9月30日公映。

而在八年前，电影《金陵十三钗》和

《龙门飞甲》对于档期的争夺则更加焦

灼。起初，《金陵十三钗》定档 12 月 16
日，《龙门飞甲》定档 12 月 18 日。然后

《龙门飞甲》首先发力，将电影提档到和

《金陵十三钗》同一天。《金陵十三钗》宣

布再提档到 12月 15日的 18时首映，《龙

门飞甲》也不甘落后地马上提档到了 12
月15日的14时首映。

在《夺冠》宣布提档前，金逸珠江院

线总经理助理谢世明就曾向发行方建议

提前上映。谢世明表示，9月14日-20日

这一周没有大片上映，如果趁着这段时

间进行点映，可以实现口碑的积累与发

酵，待到国庆档爆发，而如果影片口碑足

够好，则可以直接选择提前上映，占据相

对有利的位置。

从 目 前 的 市 场 状 况 看 ，9 月 7
日-13 日单周票房 6.52 亿元，虽然有

《花木兰》等新片上映，但并未撑起大

盘，周票房环比有较大回落。浙江星

光院线总经理富海芳认为，9 月中下

旬的档期有些“青黄不接”，因此对国

庆档影片来说是个好机会，可以提前

营造口碑。

电影市场专家刘嘉认为，《夺冠》提

档至 9月 25日是很好的发行策略，一方

面因为今年国庆档影片相对拥挤，节前

市场相对冷清，提前上映可以让市场进

行“热身”，吸引观众尽早回到影院。另

一方面，如果口碑好的话，该片在国庆档

期内同样可以实现很好的产出。

刘嘉谈到，去年国庆档有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这样的大背景，节庆的氛围非

常热烈，因此也提升了国庆档影片的号

召力。而今年整体氛围烘托不及去年，

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环境下，

今年国庆档影片的宣发“真的要动动脑

子”。

“电影院因为疫情关闭了近半年的

时间，市场有饥饿感，但产品并不能源

源不断地供给市场。这也是《八佰》在

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情况下仍然能燃

爆市场的原因之一。”刘嘉说，“国庆档

完全有容量能够‘吃得下’这些影片，现

在需要各家在宣发上各显神通，把原定

的目标观众群吸引到影院。就今年的

情况而言，电影宣发和影院的共同努力

尤为关键。”

《夺冠》提档点燃“映前宣发战”

国庆档“八仙过海”击鼓催征

■文/ 本报记者 李霆钧

近日，电影《夺冠》宣布提档至9月25日公映，将国庆档争夺战的起始点前移了五天。加上定于9月30日上映的《急先锋》，10月1日上映的《我和我的家乡》、

《一点就到家》、《姜子牙》、《木兰：横空出世》、《奇妙王国之魔法奇缘》，以及有望在国庆档上映的《流浪地球：飞跃2020特别版》，预计至少有八部影片组成了今年

国庆黄金周的“电影方阵”。

几部影片也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了详细的宣传营销策略，以期在上映前“抢好身位”，提升影片号召力。《我和我的家乡》借《我和我的祖国》之经验，分章节、分

批次发布物料信息，有条不紊，轮番“轰炸”；《一点就到家》紧紧把握“青春版中国合伙人”的卖点，充分利用主创演员在年轻观众中的影响力营造声势；《夺冠》在

提档策略之余，将“一种精神,两次传承,三代传奇”的影片主题贯穿于宣传始终……

业界人士认为，国庆档完全有容量能够“吃得下”这些影片，需要各家在宣发上“各显神通”，把原定的目标观众群吸引到影院。同时，作为影院复工后的第一

个大型档期，今年的国庆档更带有一种“强心针”式的意义。业界也希望并且有信心这些影片能够带来一波观影热潮。

目前，已确定在 2020年国庆档上映

的影片包括《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

家》、《夺冠》、《急先锋》等四部故事片，以

及《姜子牙》、《木兰：横空出世》、《奇妙王

国之魔法奇缘》等三部动画电影。另有

消息显示，《流浪地球：飞跃 2020 特别

版》也有望在国庆档登陆全国院线。

参照以往国庆档影片的分布，今年

“八仙过海”的配置已十分亮眼。八部影

片背后也汇集了中影股份、华夏电影、北

京文化、阿里影业、欢喜传媒、光线影业、

万达影视等近70家国有、民营制片单位，

仅《夺冠》一部影片就有30余家出品方，

彰显出电影行业集中发力，加速行业复苏

的决心与信心。尽管大多数电影的拍摄

都在疫情发生前，但集结行业力量，集中

优势资源，进行联合创作、联合出品，已成

为“后疫情时代”电影行业的共识。

谢世明表示，相比以往的国庆档，今

年八部影片的类型更加丰富，尤其是《我

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夺冠》、

《姜子牙》、《急先锋》的“五强”，非常值得

期待。

他预计，今年国庆档有望将档期票

房推升至 30亿以上，达成国庆档历史第

二高的佳绩。其中，《我和我的家乡》从

热度上分析当属第一梯队，《姜子牙》、

《夺冠》位居第二阵营，《一点就到家》、

《急先锋》处于第三阵营。

谢世明认为，如果能够出台解除

50%上座率限制、可以在影厅内进食等

政策，对于整个行业可以说是“锦上添

花”。

富海芳用“三个期待”表达出对于国

庆档的“欢迎”：“《我和我的家乡》等新片

值得期待，国庆档期值得期待，观影高潮

值得期待。”

业界的高期待值并非没有理由，刘

嘉近期观察了国内外电影市场的复工情

况，表示疫情暴发之后中国电影市场并

不是最快复工的，但一定是恢复最快、效

果最好的。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电影市场

有着较强的韧劲，抗风险能力较强。同

时也说明了消费需求始终存在，因此片

方、终端、观众对于国庆档的期待值都很

高，上映影片也属于“高配”。

自7月20日低风险地区影院恢复开

放起，经历了较短冰封期的电影市场正

在逐渐回温。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总票

房达到 33.9 亿元，观影人次接近 1 亿

人。其中，8 月 21 日上映的新片《八佰》

票房已经突破 26亿。而在七夕节档期，

单日票房更是突破 5 亿，刷新了复工以

来的纪录，给了观众及从业者很大的信

心。

作为影院复工后的第一个大型档

期，今年的国庆档更带有一种“强心针”

式的意义。“今年的国庆档对于电影行业

来说很重要，我希望并且有信心这些影

片能够带来一波观影热潮。”富海芳说。

由于七天假期带来的市场空间，国

庆档向来都是各大影片的必争之地。

2010 年，国庆档的票房还不足 3
亿元，而到了 2015 年，在《夏洛特烦

恼》、《港囧》、《九层妖塔》等影片的强

势带动下，7 天的总票房已经超过 18
亿，其中，《夏洛特烦恼》一部影片在

国庆档的票房，就接近 2010 年国庆档

总票房的两倍。

2017 年 10 月 1 日当天票房就达到

3.82亿，超过 2010年国庆档总票房，《羞

羞的铁拳》、《英伦对决》等影片将 2017
年国庆档整体票房提升到26.29亿，这一

数字为2016年10月全月票房的72%。

2019年 9月 30日，《攀登者》、《中国

机长》、《我和我的祖国》三部影片集体上

映为国庆献礼，在这三部影片的助推下，

2019年国庆档累计票房产出为 44.66亿

元，累计观影人次为 1.17 亿，超越 2017
年及之前历年春节档的人次纪录。2019
年国庆档用 3 天超越了上年同期（19.04
亿元），用4天超越了2017年保持的国庆

档票房纪录（8天产出26.29亿元）。

2019 国庆档的耀眼成绩自然离不

开《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

登者》这“三驾马车”的贡献。对比分

析，今年国庆档上映的《我和我的家

乡》、《一点就到家》、《夺冠》等作品，同

样是既有符合时代精神的主流价值，

又熟练运用类型化的叙事方式与年轻

人对话，再利用商业化的手段激发观

众的观影热情，这些要素也将成为电

影消费的原动力。

数据显示，自2007年至2019年的13
年间，国庆档仅有过两次票房同比下跌，

其余的 11年时间，档期票房多处于大幅

上涨区间，其中，增幅最大的有 2008 年

国庆档票房同比上涨213%，2019年同比

增 130%，2017年、2015年、2014年、2013
年的同比增幅均在 60%以上。业界分

析，国庆档可以说是中国市场最具成长

价值电影档期。

刘嘉认为，国庆档已经成为比较成

熟的电影档期，几乎与春节档“并驾齐

驱”。今年由于疫情的暴发，电影市场几

乎没有得到很好的节日档期，暑期档也

仅仅是“赶了个尾巴”，因此国庆档还是

会带来很好的市场回报。

正如刘嘉所说，尽管《夺冠》、《姜子

牙》、《急先锋》在春节之前便投入了大量

宣传资源，但宣布重新定档后，几部影片

还是在宣传上绞尽脑汁。而《我和我的家

乡》、《一点就到家》等影片更是“火力全

开”，为国庆档的上映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和我的家乡》作为《我和我的祖

国》的姊妹篇，有望延续“祖国”的优秀

成绩。影片的营销策略也与《我和我的

祖国》如出一辙，分单元、分批次发布阵

容、海报、预告，《天上掉下个UFO》单元

预告，一经发布便登上抖音热点榜第 1
名、微博热搜榜第 22 名，同时还成为了

影院复工后首支短视频平台播放量破

亿的预告。

同时，该片由于参与主创较多，导

演、演员个人的号召力也足以形成另一

个维度的宣传矩阵。青年演员王俊凯、

王源在个人微博转发的《我和我的家乡》

预告转发量均达“100万+”，沈腾、邓超、

刘昊然、彭昱畅等众多主创也通过微博、

朋友圈、抖音等各个平台进行了宣传。

《我和我的家乡》还在抖音、西瓜等

短视频平台发起了上海、南京、西安、长

沙、杭州、沈阳、贵阳七大城市联动的“拍

家乡上电影”挑战赛，提供了拍摄内容有

机会入选电影正片的奖励。

《一点就到家》则以“青春版中国合

伙人”作为卖点，利用彭昱畅、刘昊然、尹

昉三位主演的人气以及监制陈可辛的

“金字招牌”为宣传主打。

谢世明表示，《我和我的家乡》在近

期不断发布新物料，每一个故事都有角

色、阵容等相关内容的发布，从宣传规模

上来讲，《我和我的家乡》无疑是今年国

庆的“种子选手”。

截至目前，在淘票票平台，《夺冠》想

看人数达到184.1万。其中，35岁以上想

看人群占比达到 20.7%，高于同档期其

他影片。《我和我的家乡》在猫眼平台的

想看人数达到为26万人，《急先锋》24万

人。此前在春节档做了大规模宣传的

《夺冠》为48万人，目前想看人数最高的

为124万人的《姜子牙》。

据统计，《姜子牙》的数据上升主

要源自春节前的集中宣传，1 月 18 日

单日新增想看人数 4 万余人。从去

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后，《姜子

牙》不仅在《哪吒》片尾进行“贴片”，

更在宣传中与“哪吒”进行联动，强化

“封神动画宇宙”标签。二次定档后，

《姜子牙》又非常及时地抢占复工先

机，在几部原春节档影片中率先宣布

转战国庆档。

◎《夺冠》提档弥补节前空档
业界称“很好的发行策略”

◎ 延续春节档之前的大战势头
疫后“电影营销战”热度不减

◎ 10年增长了15倍
国庆档跃升最具成长价值电影档期

◎ 发扬中国电影人团结奋进优良传统
近70家出品方共同助力2020年国庆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