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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川》首周票房3.58亿元再掀观影热潮

抗美援朝精神激发奋进力量
■文/本报记者 林琳

10 月 23 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战争题材

影片《金刚川》全国公映。在浙江星光

院线总经理富海芳看来：“《金刚川》是

全国院线上周乃至接下来几周之内的

重点放映影片，该片有能力撑起未来一

段时间的中国电影市场。”

而首周的数据也支持了富海芳的

判断。数据显示，开画当天，《金刚川》

备受瞩目，全国排片占比达到 54%，凭

借18.4万的排片场次，刷新了国产电影

首日场次纪录。此前，保持国产电影首

日场次纪录的是《宠爱》，在 2019年 12
月31日创造了15.83万场次的成绩。

票房方面，《金刚川》首日票房约

1.04亿，贡献了超过七成的票房，当日

共吸引 270 余万观众观影。10 月 24
日，在周末的加持下，《金刚川》再次贡

献了约 66%的票房，当日票房约 1.36
亿，比前一天票房增长 30%。《金刚川》

几乎凭一己之力，将周六的全国票房时

隔13天再度推高至2亿大关。10月25
日，《金刚川》继续表现强劲，当日票房

1.14亿，占全天票房产出的67%。

富海芳认为，《金刚川》首周末的票

房表现基本符合预期，“我们预计影片

首日票房在8000万至1亿元，周末两天

票房均可过亿。”

首都华融影城经理于超告诉记者，

《金刚川》票房真正的爆发点应该在上

映第二周的周末。“《金刚川》属于依靠

口碑慢慢发酵的影片，加之影片上映前

宣传周期相对较短，因此首周并没有发

挥出影片最大的能量。”

此外，业内人士还告诉记者，从临

近《金刚川》公映开始，很多院线和影院

都接到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的订单。

于超表示，和《我和我的家乡》等影片相

似，《金刚川》同样非常适合单位组织团

体观影。

富海芳介绍说，一部影片团体票出售

的高峰期一般是从上映第二周开始，与散

客不同，大多会选择周中观影。《金刚川》的

团体观影会为该片贡献不少票房。

本报讯 10 月 23 日，电影《金刚

川》正式公映。影片首映后，收获观

众热烈反响：“国产战争片又站上了

一个新台阶”、“全员演技在线回味无

穷”，现场更有多位抗美援朝老战士

亲临观影，被赤诚光影所感染，激动

表示：“电影十分真实，就像我们当年

一路过来的那样！”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疫

情巨大的考验电影行业携手并肩，在

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扛起行业复苏的

重担；同时今年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也是值得

纪念的一年。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

意义的时刻，中国电影行业再次肩挑

责任与义务，以光影谱写英雄赞歌，

致敬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朽精神。

《金刚川》首映结束后，现场响起

经久不息的掌声，最真实口碑惊喜释

出，观众大赞：“三视角的叙事结构新

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国产战争

片一次全新突破。”更有观众泪目：

“情感细节处理令人动容，整体情绪

层层递进，结尾处升华堪称最大泪

点。”影片想要传递的精神情怀，也令

影迷深受感召：“看到了普通军人的

牺牲和伟大，是一部价值深远的战争

电影。”

诚如中影股份副董事长、总经

理，电影《金刚川》总制片人傅若清所

言：“两个精神使得我对这部影片感

触颇深，一个是今天美好的生活来之

不易，因有70年前英烈保家卫国。我

们想用光影呈现给大家；第二个是时

间短，任务重，在场主创们共同努力，

奉献了如此精彩的影片。忠魂不泯，

浩气长存。在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70周年的契机下，这是中国电影人

奉献给观众最好的礼物，以光影告慰

我们不朽的英雄们。”

据悉，《金刚川》全戏集结2600人

特效团队，呈现600余特效镜头，郭帆

回忆创作历程，认为彼此间的精诚合

作经历十分珍贵，凭借高效沟通交

互，才让涉及弹道方向的地空交战和

镜头转换得以细腻呈现。路阳把剧

组视为并肩战斗的同一阵营，更将这

一心态代入影片中，力求呈现战士间

超越工作甚至超越家人，牢不可破的

情感。联合导演田羽生感言：“观众

的掌声和哭泣声，让我觉得大家所做

的一切，都很值得。” （杜思梦）

本报讯 10 月 20 日，广东省电影

局组织召开《金刚川》等抗美援朝题

材电影宣发会，推介即将上映的抗美

援朝题材影片，部署影片宣发工作以

及下一步重点工作。去年电影票房

排名前四的地市，省内四大院线，行

业协会负责人参加会议。

同时，广东省电影局协调广州塔

于 10 月 23 日上映当天播出户外广

告，打出字幕“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出国作战 70 周年，电影《金刚川》热

映”，播放2次，每次5分钟。

广东省电影局相关负责同志表

示，此次在广州塔播放电影《金刚川》

热映信息，主要是希望进一步加大对

这部国产优秀影片的宣传力度，吸引

更多观众走进影院观看影片，营造浓

厚的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的氛围，让伟大抗美

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永续

传承、世代发扬。

（影子）

本报讯 10月24日，电影《风平浪

静》作为第15届华语青年电影周开幕

影片并举办线下展映，该片导演李霄

峰、制片人顿河、主演章宇、宋佳出席

开幕式为抗疫英雄献花。

电影《风平浪静》讲述的是一个善

良的平凡人，在命运的漩涡中勇敢地

选择自己人生的故事。章宇饰演的宋

浩，从小母亲生病，父亲强权笼罩，谈

及原生家庭对这个角色的影响，章宇

认为这是一个存在主义的问题，“电影

就是罪与罚的故事，是一个犯了罪的

少年如何与良知自洽的故事”。

映后有观众因为宋浩最后的爆

发有点突然而感到懵，章宇现场解答

了他的疑问，“这是我很喜欢的设计，

不给你看这个角色层级递增的过程，

只给你看他身上的压力。现实就是

让我们很倍感压力，成年人的崩溃就

在一瞬间，你不知道引爆点是什么，

但是突然就崩溃了”。李唐（李鸿其

饰）在片中有一场要搂宋浩，被宋浩

一把推开的场面，观众笑称章宇那时

候的脸色简直就是“莫挨老子”的“表

情包”重现。

2020是不平凡的一年，主创们受

青年电影周邀请来到武汉这个英雄

的城市，导演李霄峰、主演章宇、宋佳

作为特邀嘉宾为抗疫英雄献花，致敬

他们在疫情中的勇敢付出。值得一

提的是，宋佳是本届青年电影周形象

大使，她现场分享来武汉的感受，“一

下高铁感受到久违的扑面而来的烟

火气，有种莫名的感动。今天我跟随

电影《风平浪静》来到武汉，希望我们

通过光影，最后分享的永远是爱”。

影片将于11月6日全国上映。

（杜思梦）

华语青年电影周开幕片
《风平浪静》展映获好评

《金刚川》以光影告慰英雄忠魂

广东省电影局组织召开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宣发会

《金刚川》广告登上广州“小蛮腰”

据国家电影专资办初步统计：2020年第42周（10.19-10.25）周票房7.05亿，其中，抗美援朝题材影片《金

刚川》首周票房3.58亿，观影人次达942万。业内人士认为，《金刚川》首周的市场表现符合预期，成为本周

电影市场中的绝对主力。随着口碑的发酵，影片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迸发更强的票房能量。

此外据有关统计，截至10月25日，2020年中国内地总票房已经升至141.4亿元人民币（约合21.15亿美

元），正式超过了包含完整汽车影院数据的北美年度票房（根据ComScore统计，目前约21亿美元左右），登

顶今年全球最大电影市场。

在采访中，业内人士表示，今年由

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内和国际电

影产业均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市场

中重量级影片数量偏少，类型题材也不

像往年那么丰富，在进入相对的淡季后

市场降幅比较明显。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更加要求院线影院发挥自身的主观

能动性，进一步开拓和深挖观众群体。

富海芳以团体观影为例，往年由于

各个影院都不愁观众，因此包场基本上

都是等着客户上面，很少有影院自己组

织人员去开拓。今年各影院的经营压

力相比往年会大一些，因此影院在客户

的开拓上也更加有动力，不少影院已经

成立了专门针对团体票的销售部门。

于超认为，今年上映的多部影片都

非常适合团体观影，不少单位也会主动

找到影院咨询，这也为影院带来了不少

收入增长的空间。而作为影院，也要针

对这部分客户提供更优质便捷的服务。

“团体票也是电影院吸引散客的一

个机会。”富海芳认为，通过观众团体观

影的机会，提供给他们优质的服务，这

是让每个个体观众认可自家影城的好

机会。在他看来，未来，影院除了提供

优质的放映质量和贴心的服务，如何进

一步提升自己的增值服务、加强影城与

观众之间的黏性非常关键。“在全国网

络售票平台之下，如何利用自有电商平

台和会员系统，精准服务好影城自己的

观众小团体将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也

就是针对各家影城自己的观众提供更

具个性化的服务。”

于超同样表示，电商从出现到现

在，已经成为了电影行业的“新基建”，

他们为影院、尤其是观众提供的便利和

服务是不可逆的。影城越快学会如何

利用好电商平台，那么在未来的竞争中

就越容易占据优势。

除《金刚川》外，国庆档上映的《我

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夺冠》等

影片依旧为上周市场做出不少贡献。

到上周四（10月22日）为止，《我和

我的家乡》连续 20 天稳居单日票房冠

军的宝座。单日票房冠军的天数在今

年仅次于《八佰》的33天。

上周中，《我和我的家乡》依旧取得

了约1.5亿票房，共吸引400余万人次观

影。截止到 10月 25日，该片累计票房

已超过《西虹市首富》，排在中国电影票

房榜的第13位，累计票房接近26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周六，《我和我

的家乡》单日票房超过3000万，较前一

天上涨约九成。周日的票房也达到

2400万，票房后劲十足。

此外，《一点就到家》、《夺冠》、《姜

子牙》等片在上周也均取得了超 3000
万的票房。上周第二周的爱情片《喜

宝》在上周的票房超过了4000万，累计

票房约1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老片”势头不减，

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国庆档几部影片均

质量上乘，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庆档

之后市场中重量级新片的数量仍偏

少。在11月下旬之前，正在热映的《金

刚川》和将要上映《月半爱丽丝》将是未

来三周电影市场的主力军。

◎《金刚川》首日排场创国产片纪录
带领周六大盘重回2亿大关

本报讯 近日，河南广播电视台、河

南广电传媒控股集团纪念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70周年暨郑州奥斯卡影城航海

路丹尼斯店开业典礼在郑州举行。

典礼结束后，到场嘉宾共同在郑州

奥斯卡影城航海路丹尼斯店观看了于

10 月 23 日公映的华语战争片《金刚

川》。该影城是河南文化影视集团投资

建设运营的第 30 家直营影城，也是以

太空感、科技感、未来感设计理念打造

的郑州第七家直营店。

河南广电传媒控股集团总经理郭

东星指出，当前河南广电广大职工要继

承和发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进一步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提振信心，努力

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展现新作为、取

得新突破、创造新业绩，奋力谱写新时

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河南文化影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刘健表示，下一步，文影集团将在广

播电视台和广电传媒控股集团的领导

指挥下，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有效提

升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扩大院线市场占

有率，打造成为河南电影产业的排头

兵，为繁荣兴盛电影艺术、满足人民群

众精神需求作出应有贡献。

（影子）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电传媒控股集团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郑州航海路丹尼斯奥斯卡影城开业典礼举行

◎《我和我的家乡》连续20天夺得单日票房冠军
国庆档“老片”余热不减

◎当下是影城提高增值服务的好时机

抗美援朝老战士亲临观影

本报讯 10月 23日，电影《金刚川》

正式登陆全国影院，电影公映当天，

IMAX在京举办媒体观影，值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七十周年之际，媒体和影迷

观众在身临其境的 IMAX影院，重温志

愿军战士为国赴汤蹈火的震撼，大无

畏的牺牲精神和动人的战友情感动了

在场所有观众。《金刚川》首周票房达

3.58亿。

《金刚川》以抗美援朝为题材，通过

精巧新颖的叙事角度，讲述了志愿军战

士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修补堪比生命

线的木桥，以血肉之身无悔许国的故

事。

影片粗粝的纪实感辅以精细的特

效重现了气势如虹的战争场面，大银幕

所呈现的宏大视野和视听效果让观众

直言“战争的紧迫感和窒息感扑面而

来，飞机俯冲的地空对射作战看得泪

目”。步兵、空中、炮兵三线平行的新颖

叙事角度获观众好评，称“不同视角展

现人物内心，相同的是那份不怕牺牲浴

血奋战的精神”。

除了真实的战地场面和视听效果，

大银幕上志愿军的英雄群像和不畏艰

险的坚毅脸庞也令人深受震撼，一双双

赤诚的眼眸更借助大银幕的放大直抵

内心。曾经在大银幕上屡次成功塑造

中国军人形象的张译和吴京可谓国产

战争片的中流砥柱，此次实力演绎一段

“血战到底”的死战接力，片中张飞（张

译饰演）那声声嘶力竭的“点火”让无数

观众为之动容，更有包括李九霄、魏晨、

邓超等众多“实力硬汉”倾情演绎抗美

援朝战场上有血有肉的英雄群像。

（林琳）

IMAX在京举办《金刚川》观影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