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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沐浴之王》、《哆啦 A 梦：大

雄的新恐龙》、《棒！少年》、《猎杀

T34》、《少女佳禾》、《城市猎人》等中外

新片入市。截至周日（12 月 13 日），

《沐浴之王》累计票房达 1.88 亿，《哆啦

A 梦：大雄的新恐龙》近 4000 万，其余

影片首周票房不足千万。

《沐浴之王》由易小星执导，乔杉、

彭昱畅主演，讲述了“兄弟澡堂”里发

生的欢乐故事。12 月 11 日周五上映首

日，该片以超过 5000 万的成绩摘得当

日票房冠军；周六，影片再度以 7300 多

万蝉联日冠。首周三天，《沐浴之王》

累计票房达 1.88 亿，目前名列《如果声

音不记得》、《赤狐书生》之后，位居 12
月票房榜第三名。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表示，进入贺岁档之后，电影市场呈

现出回暖的态势，《沐浴之王》放映

效果不错，说明市场渴望喜剧电影

的出现。

影片上映后得到了观众的好评，

获赞“接地气儿”、“带着热气的欢乐”、

“硬生生把眼泪给笑回去了”。

苏州市电影业协会放映发行分会

会长陈丹表示，《沐浴之王》成片质量

不错，是今年比较受观众喜爱的喜剧

电影。但因为“沐浴”在南北方之间存

在文化差异，因此想要“大爆”也很难。

以 12 月 11 日（周五）为例，该片当

日票房产出排名前三的省份为传统票

仓江苏、广东、浙江，而辽宁、山东两省

也跻身前五。

少了“爆款”影片的引领，上周电

影市场仍以在档旧片为主，上映十天

的青春奇幻片《如果声音不记得》单周

1.36 亿，累计票房近 2.9 亿。饶曙光认

为，舆论对《如果声音不记得》的评价

偏向负面，但市场表现还是不错的。

这其中粉丝在票房推高的过程中起到

多大的作用，需要大数据帮助业界进

行准确的判断。

贺岁档急需“紧急救援”
岁末“送你一朵小红花”

■文/ 本报记者 李霆钧

根据国家电影专资办的初步统计数据，2020年第50周（12月7日-13日），全国城市电影市场报收5.85亿元票房，人次近1700万。

单片方面，新片《沐浴之王》以1.88亿摘得周冠，其余新片并未在市场上赢得太多空间。《如果声音不记得》、《疯狂原始人2》、《赤狐书生》、《除暴》等

在档老片仍能排进市场前五名。

截至12月13日，2020年12月电影票房已接近12亿，年票房已超过177亿元。接下来半个月，还将有《紧急救援》、《送你一朵小红花》、《拆弹专家

2》、《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晴雅集》、《温暖的抱抱》等影片入市。在圣诞、元旦“双节”的气氛烘托下，周票房有望冲击10亿元，业界对于年度票房迈

过200亿元大关仍充满信心。

12 月接下来的两周，除上述影

片外，还有《送你一朵小红花》、《拆

弹专家 2》、《明天你是否依然爱

我》、《晴雅集》、《温暖的抱抱》等

影片入市，各有特色，各具卖点。

在圣诞、元旦“双节”的气氛烘托

下，业界对于年度票房迈过 200 亿

元大关仍充满信心。

陈丹表示，12 月接下来的几部

影片有热度，体量足够，类型丰富，

预售情况喜人，加上圣诞、跨年的

节日气氛，如果口碑足够好，一定

会掀起一股观影热潮。

其中，由韩延执导，易烊千玺、

刘浩存领衔主演的温情电影《送你

一 朵 小 红 花》将 于 12 月 31 日 上

映。该片是韩延“生命三部曲”的

第二部，围绕两个抗癌家庭的两组

生活轨迹展开，讲述了一个温情的

现实故事，思考和直面了每一个普

通人都会面临的终极问题。

近几年，《我不是药神》、《找到

你》、《银河补习班》、《宠爱》、《滚

蛋吧！肿瘤君》、《老师·好》、《亲

爱的》、《失孤》等观照现实的温情

电影，引发了社会对于生命、成长、

亲情等话题的讨论。

董文欣认为，今年观众的心态

和需求产生了一些变化，需要更多

情感层面的共鸣，《送你一朵小红

花》的题材、类型有望得到市场更

多的关注与认可。

饶曙光表示，《送你一朵小红

花》的品质和内涵都有保障，在特

殊的时期，可以给人们带来温暖，

送 给 观 众 、送 给 市 场 一 朵“ 大 红

花”。

今年影院复工以来，电影市场

的波峰波谷较为明显，既有国庆档

8 天 1 亿人次贡献 39.52 亿的高光

时刻，也有单周四五亿的冷清表

现。

“随着市场逐渐成熟，我相信

每个档期都会有好的表现”。饶曙

光说，“当前，中国电影对档期的依

赖程度仍然较高，市场进一步完

善、进一步细化的建设是一个长期

工程，来解决发展不均衡、不平衡

的矛盾。”

去年同期，《误杀》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上映，首周票房为 2.19 亿，《天·
火》、《冰雪奇缘 2》、《勇敢者游戏 2:再战

巅峰》、《被光抓走的人》等影片将当周票

房推至 8 亿高位，不论是市场整体票房

还是单片体量，均明显好于今年。

为了带动、带热市场，《紧急救

援》经过调整档期，定于 12 月 18 日上

映，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的一次“紧急

救援”。饶曙光非常看好这部影片，

特别是出品方和以林超贤为核心的

主创团队，都为这部电影做了大量的

工作和努力。

截至目前，《紧急救援》的预售票房

已超过1000万。陈丹认为，《紧急救援》

将会成为一部“救市大片”。董文欣表

示，《紧急救援》的预售成绩不错，但《神

奇女侠1984》的情况不容乐观。

今年第 33 周（8 月 17 日-23 日），在

影院复工不足一个月后，电影《八佰》

的上映彻底点燃市场，当周票房为

9.66 亿。接下来的一周（8 月 24 日-30
日）票房达到 17.41 亿，已超越 2019 年

同期《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上映时

的 14.75 亿。

业界认为，只要有大体量的优质影

片上映，电影仍然是百姓文化娱乐活动

的首选。业界预测，在《紧急救援》的引

领下，加上引进片《神奇女侠 1984》、动

画片《奇妙王国之魔法奇缘》，在档影片

《沐浴之王》等等，市场有望恢复至去年

同期《叶问 4:完结篇》上映时 10.57 亿的

周票房水准。

饶曙光表示，市场需要多类型的影

片，满足观众日益丰富的多样化、个性

化、精致化的观影需求。既要有头部影

片，也需要中等体量的作品，能够在不同

档期投放。同时，头部影片不应该只集

中在春节档、国庆档，要有更加均衡的分

布。

在上周上映的新片中，纪录电影

《棒！少年》的票房表现并不起眼，首周

三天累计票房不足 290 万。但就是这

样一部不是商业院线最优选择的“小众

纪录片”，却在业界引发了一轮热议，获

得了谢飞、陈可辛、杨澜、徐峥、李冰冰、

黄渤、周迅、马伊琍、黄晓明等 30 余位

知名人士的点赞和推荐。

《棒！少年》由许慧晶执导，讲述了

一群父母早逝、离异、无人照顾的孤儿

和问题儿童，参加世界顶级少年棒球比

赛，通过打棒球努力挣脱命运的故事。

采访当日，饶曙光刚刚冒着大雪去

影院看了《棒！少年》，他观察到不少小

观众也都能坐下来，完整欣赏这部影

片，“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他表

示，影片对几位少年形象对捕捉、刻画

非常到位，观念比较现代化，不以成功

作为人生的评价标准。目前该片票房

表现和影片气质、小众化的题材基本吻

合。

山东济南百丽宫影城总经理董文

欣表示，《棒！少年》充满爱、充满力量，

可以告诉观众如何去爱一个人。影片

中一群理想主义者，用自己的无私奉献

帮助流浪少年找到人生的目标。

上映三天来，《棒！少年》的每日排

片均不足 1%。董文欣希望能有更多的

观众看到这部作品，并呼吁大家多多关

注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有更多人能够

伸出支援的手，给这些孩子更美好的明

天。

近几年，《保家卫国——抗美援朝

光影纪实》、《二十二》、《喜马拉雅天

梯》、《掬水月在手》、《大河唱》、《零零

后》、《最后的棒棒》等传记、纪录片都获

得了行业和观众的认可。

饶曙光认为，需要推进中国电影的

“新基建”，构建差异化观影体系，让

《棒！少年》这类影片有效对接观众群

体。更重要的是，中国电影的“新基建”

要“从娃娃抓起”，提升观众的观影频

次，不仅仅看特效大片、爆米花电影，应

该可以欣赏多类型影片。

◎《沐浴之王》1.88亿摘得周冠 喜剧电影仍为市场“刚需”

◎日排片不足1%，周票房不足300万 《棒！少年》获30余位电影人力荐

◎《紧急救援》紧急“救市” 周票房将冲击10亿元高位

◎《送你一朵小红花》年底送温情
电影市场岁末迎来“温暖的抱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