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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电影资金办统计，12 月

24 日全国电影市场共收获票房近

1.8 亿元，其中，当天上映的《拆弹专

家 2》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分别

产出约 8100 万元和 3520 万元，位列

单日票房产出的前两位，《晴雅集》

虽处在点映中，但单日排片高达

11.34%，最终产出票房 2800万元，排

在第三，上映七天的《紧急救援》以

2380万元的成绩排在第四。

虽然恰逢平安夜和圣诞节，市

场专家罗天文告诉记者，12 月 24 日

是个周四，不是周末也没逢假期，

“11月以来，周四单日票房往往都在

3000 万元到 5000 万元之间，这个周

四票房产出 1.8 亿元，还有《明天你

是否依然爱我》这种为了这个档期

专门进行宣传的影片，能看出档期

的助推和带动效应。”

同比去年（2019 年），12 月 24 日

也是工作日（周二），票房大盘在《叶

问 4:完结篇》（当时已上映 5 天）和

《误杀》（当时已上映 12 天）的推动

下，单日票房产出 1.36 亿元。罗天

文认为，今年单日票房同期高于去

年，一方面是因为有新片上映，另一

方面，在映影片的类型、品质和吸引

力也不逊色。

《拆弹专家 2》在之前的看片和

点映中，品质得到业内和媒体的一

致认可，前几日的预售表现也反映

了这部影片对观众的吸引力，加上

有前作《拆弹·专家》的品牌效应加

成。《拆弹专家 2》当天的大盘排片占

比高达 42.31%，以绝对优势排在所

有在映影片的首位。

在采访中，同样由刘德华主演

的港片《扫毒 2》被频频提及。有从

业者向记者表示，《拆弹专家 2》在剧

情、质量、特效制作和影片完成度等

方面都不输《扫毒 2》，目前《拆弹专

家 2》的豆瓣评分高达 8.1，在国产商

业影片中算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但

考虑到目前市场还处于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下的恢复期，还存在疫情防

控的相关限制，所以在票房数据上

想要超过《扫毒 2》（13.1 亿）有一定

难度。“但影片质量属于上乘，在近

两年的港片中算是精品，在目前的

市场环境和市场空间下，应该能够

实现长线放映，取得不错的票房成

绩。”

截至 12 月 27 日，《拆弹专家 2》

累计票房达 4.2亿元。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是一部

爱情文艺片，主要目标受众是以情

侣为主的青年观众。在记者的采访

中，影院从业人员对这部影片提到

最多的词是“应景”。“这部影片就是

典型的圣诞电影，卖卖节日数据，比

较‘吃’这种节日主要是小情侣，在

以往这种档期爱情片也会比较受认

可。”但大家同时也表示，这部影片

的口碑和话题性在同档影片中并不

突出，宣传也没有形成太好的话题

效应，再加上《晴雅集》和进口动画

片《心灵奇旅》上映，会对市场造成

分流，所以对影片《明天你是否依然

爱我》未来的市场走势持谨慎乐观

态度。

奇幻爱情片《晴雅集》于 12 月

25日上映，该片于 12月 11日开启点

映，12 月 24 日是其点映的最后一

天，也是点映规模最大的一天，以

11.34%的排片贡献了 2800万元票房

（大盘占比 15.47%）。采访中，该片

在特效、服化道、配音等方面都给影

院从业者留下了比较积极的印象，

再加上 IP 原著的加持、演员自身的

流量和粉丝效应，影片的基本票房

是有保障的，但考虑到近年来古装

奇幻影片在市场上并不吃香，影片

“破圈”难度较大。多位市场人士认

为，该片票房可以对标同样改编自

IP 的古装奇幻影片《妖猫传》（5.3
亿）。截至 12 月 27 日，《晴雅集》首

周票房达到 2.53亿。

《紧急救援》依靠凭借自身质量

和优异口碑在有两部新片上映的情

况下，依旧占得 12.34%的排片空间，

产出 2380万元票房排在单日大盘第

四位。但《紧急救援》的上座率

（15.66%）在近期上映影片中排名第

一（不含点映等特殊放映影片），充

分显示出其市场潜力。

12月25日，《晴雅集》和《心灵奇

旅》上映，当日大盘达 2.62 亿元。加

上周末两天的 2.62 亿、2.25 亿，上周

全国票房突破11亿元大关。12月31
日，还有《送你一朵小红花》、《温暖的

抱抱》等影片和观众见面。来自猫眼

专业版的数据显示，目前《送你一朵

小红花》预售已经突破1亿元，《温暖

的抱抱》预售也达到 5000 万元。多

位从业者表示，在优秀影片的助力

下，市场在年末几天将持续升温。

本报讯 由中国台港电影研究

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联合台湾、香

港有关电影团体合作举办的第八届

“十大华语电影”推优活动近日在北

京揭晓，《流浪地球》（中国大陆出

品）、《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国大陆

出品）、《阳光普照》（中国台湾出

品）、《少年的你》（中国大陆出品）、

《地久天长》（中国大陆出品）、《金

都》（中国香港出品）、《我和我的祖

国》（中国大陆出品）、《撞死了一只

羊》（中国大陆出品）、《热带雨》（中

国台湾、新加坡联合出品）和《南方

车站的聚会》（中国大陆出品）等十

部影片榜上有名。

据本届推委会秘书长张思涛介

绍，有 36位影评人分别在中国大陆、

香港、台湾参加了本届“十大华语电

影”初选工作；以导演丁荫楠为主任，

韦廉、章柏青、饶曙光、窦春起、许柏

林、张卫、吴冠平、赵卫防等 13 人担

任了终推委员。张思涛表示，中国大

陆电影、香港电影、台湾电影都是中

国电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上世

纪 80 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和香港的

电影从互相“隔绝”走向交流、合作和

融合，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艺术

潮流，促进了中国电影作为整体的积

极发展。一年一度举办“十大华语电

影”推优活动，就是为了促进“两岸三

地”电影的交流合作，为推动中国从

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做出贡献。

（影子）

本报讯 12 月 18 日，坐落于北

京市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站的星

典影城旗舰店开业。至此，星典

的第四家影院正式投入运营。

星典影城大兴店位于北京市

大兴区东盛明发广场 5 层，总面

积 8200 平方米，拥有 13 个多主题

影厅。其中包括激光巨幕厅、杜

比全景声厅、儿童厅、情侣厅、4D
厅和 VIP 厅等，满足了不同观众

的观影需求。

激光巨幕厅当属影城的“金

字招牌”，可容纳四百多人同时

观 影 ，并 且 选 用 两 台 NEC
NC3541L+ 双 色 激 光 放 映 机 结 合

国际顶级银幕品牌和音响品牌

打造高品质放映方案，带来更清

晰、更锐利、更享受的沉浸式观

影体验。此外，其它 12 个厅也全

部配备 NEC 激光放映机，放映画

面清晰、明亮、细腻，为影迷还原

每一帧图片细节，让影迷身临其

境，享受光影时刻。

（支乡）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 2020 年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和

2021 年建党 100 周年、迎接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

主题创作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人

才保障，实现“推人才、推精品”的主

责主业，由河北省文联资助、省影视

家协会主办的“河北省影视后期人

才培训班”12月 25日至 28日在河北

省文联举办。来自全省 11个设区市

电视台、影视家协会、民营机构、高

校，以及河北影视集团、省电视台的

55名学员参加了培训。

河北省影视家协会驻会副主席

汪帆致开幕辞，要求学员树立精品

意识，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以鲜活、生动、丰富多

彩的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

微电影、微视频精品，向世人展示中

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历程中的壮丽

史诗画卷。河北省影视家协会秘书

长康建平、河北传媒学院影视学院

客座教授谢亚平参加了开班仪式。

谢亚平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赵敏工作

室运营总监赵敏分别作了题为“断

章与碎片——纪录片创作基础浅

介”、“形象宣传片获得中国新闻奖

的启示”的专题讲座。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著名文化学

者仲呈祥作了题为“文化、影视纵横

谈”的专题讲座。他结合古今中外文

艺实践、作家作品，针对新时代影视

创作实际，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中有关文艺的重要论述为遵循，

阐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

“以文化人、以艺养心”，“培根铸魂、

守正创新”，牢记初心使命，“为时代

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国家一级编剧、原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后勤部电视艺术中心主任马

继红结合自己 15 岁从军，从“马护

士”到“马干事”，再到“飞天奖”、“金

鹰奖”的艺术人生经历，以“我想表

达这个时代”为题进行了视频讲座。

（支乡）

本报讯 12 月 22 日，由陕西省

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指

导，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主办，

陕西影视联盟、西部电影频道联

合承办，西安电影制片厂、西影数

码公司共同协办的“创造新时代

文艺精品——《装台》现象与西部

影视振兴”研讨会在西影举行。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柯昌万，

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陆柯

仑，西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新

锋，西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赵

文涛，西影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黄献松等出席活动。中央文史

研究馆馆员、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等专家学

者及《装台》主创代表参加研讨。

由贰零壹陆影视、西安电影制

片厂等单位出品的《装台》一经播

出，取得广泛关注与好评，成为本

年度“现象级”电视剧。尤其是

《装 台》“ 陕 西 人 讲 述 的 陕 西 故

事”、“西安人演绎的西安烟火”的

陕味气质，成为现实主义创作的

重要突破。此次活动，旨在通过

对《装台》现象的讨论与解读，进

一步落实陕西省委“做大做强‘文

学陕军’、‘西部影视’”的决策部

署，讲好陕西故事、中国故事，为

西部影视的繁荣发展赋能。

柯昌万表示，《装台》现象是

新时代西部影视发展一个好的开

端，为新时期文化强省建设开了

个好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和习近

平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弘扬

陕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做大

做 强 文 化 产 业 ，实 现 文 化 强 省

目标。

陆柯仑表示，《装台》是陕西

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弘扬正能量、充满艺术性的新

时代精品力作。“西部影视”的振

兴发展，要彰显陕西绿色、开放、

现代、时尚的崭新形象，为奋力谱

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做

出贡献。

研讨会上，《装台》编剧马晓

勇分享了该剧的创作过程，他说

“坚持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走

下去，会越走越广”。《装台》出品

人、贰零壹陆影视传媒公司总裁

任双有认为 ,《装台》的成功主要基

础两点，一是“果敢”，敢于做当下

电视剧市场的逆行者，敢于成为

“小众题材”的开荒者，敢于坚守

朴素却炽热的影视初心，真正遵

循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

路。二是“情感”，着眼于普通劳

动者的情感细腻之处，描摹着世

事跌宕的情感多舛之处，这种从

生活深处缓缓流淌而来的温柔，

却更加饱含力量。

仲呈祥对西部影视有深刻的

感受和理解，“今年，西部影视创

作呈现出勃勃生机，引领了全国

影视剧创作的新风。你为我装

台，我为你装台，‘装台’也成为了

今年的流行语，这就是文艺的力

量，弘扬了真善美精神。”他认为，

“新时代文艺创作的新高潮将在

西部再次升起形成。要扎根西

部、深入西部人民的现实生活，表

现他们的喜怒哀乐，为时代画像、

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陕西

省电影家协会主席，西北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张阿利认为，《装

台》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

然，“这部剧厚植树于陕西厚重历

史积淀，是陕西人、西安人、西部

影视人心灵、血液中熔铸出来的

作品，树立了现实主义创作新标

杆。西部电影是具有民族审美、

文化自信的电影理论体系，要乘

势而上，不断进行创新实践，提升

完善电影产业链条。”

研讨会上，陕西省电影行业协

会会长、光中影视董事长赵安，80
后导演、编剧张忠华，华商报常务

副总编辑毕诗成分别是从市场、

艺术、传播等领域分享了经验和

观点。

赵文涛表示，西影人带着强烈

的艺术渴望和美学追求，创造了

西部电影的辉煌。西部电影以西

部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

化为背景，以独特的艺术风格，表

达了西部人民与自然、与命运、与

现实的抗争精神和改革意识，折

射出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生存毅

力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他认

为，“西部影视”始终是一个不断

建构的过程，《装台》这部剧体现

了新时代“西部影视”的突破，呈

现出“新西部影视”的活力。西影

人就是装台人，已经夯实基础的

西影，将加大与影视艺术家、影视

企业的紧密合作，不断推出具有

新 时 代 西 部 影 视 风 尚 的 精 品

力作。

陕西的作家、编剧代表以及陕

西影视联盟成员单位代表等也参

加了研讨会。 （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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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本报记者 姬政鹏

“平安夜”大盘近1.8亿，周五至周日单日票房破两亿

周票房迈上11亿元高位
年末影市迎来观影热潮

河北省影视家协会举办影视后期人才培训班

第八届“十大华语电影”推选结果揭晓

14台NEC放映机入驻
星典打造全激光影城

终评会评委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