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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纪录电影
《武汉日夜》发布预告片

本报讯 日前，战疫纪录电影《武

汉日夜》发布预告片，并开启全面预

售。影片以讲述了 2020 年初，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900万武汉人与来自

全国各地医疗系统及其他行业的一

线人员，一起打响武汉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阻击战。

影片以疫情最前沿医院重症监

护室的医护人员及病患为主线，以深

夜孕妇运送志愿者为辅线，表现了平

凡的医护人员及百姓在疫情面前不

舍昼夜、不惜生死、守望相助、攻克难

关的感人至深的故事。

提及制作《武汉日夜》的初心，导

演曹金玲说：“生命中诸多无常、苦

难，如何面对、如何带着爱、痛、勇气

和希望继续好好生活下去，是我在这

部影片里探求的核心意义。”

影片总制片人李玮表示，“总有

一些事要被记录，总有一些人要被记

住，总有一些话让你觉得未来会更

好，这就是我们希望《武汉日夜》能传

递给观众一个温暖的愿望——希望

你一直一直陪着我，有你真好！”

《武汉日夜》即将于 1 月 22 日全

国院线公映。 （影子）

张艺谋新片
《狙击手》开机

本报讯 张艺谋与女儿张末联合

执导的新片《狙击手》近日开机，这是

张艺谋三年内开拍的第四部作品，首

次挑战全战争场景拍摄，也是父女携

手第一次联合执导的新片。

影片取材于抗美援朝故事，由陈

宇编剧，讲述了中国志愿军狙击小队

与美方精英狙击队殊死对决的英勇

故事，用热忱之心致敬“最可爱的

人”。

该片同时公布了创作班底：摄影

指导赵小丁、美术指导林木、造型指

导陈敏正、录音指导赵楠和杨江、动

作指导傅小杰、剪辑指导李永一等，

尚未宣布演员阵容。影片计划于

2021年上映。 （木夕）

《铁道英雄》开机
定档国庆

本报讯 近日，电影《铁道英雄》

在北京开机，并发布首款海报，正式

定档 2021年国庆上映。影片由杨枫

执导，张涵予、范伟、魏晨、周也、俞灏

明、森博之等主演。

《铁道英雄》讲述抗日战争时期，

山东临城一支抗日地下秘密组织，与

敌人斗智斗勇，殊死捍卫家园的故

事。男主角张涵予在《集结号》、《湄

公河行动》和《中国机长》中多次塑造

硬汉形象，此次再度演绎抗战英雄角

色，搭档实力派演员范伟。主演魏晨

此前在《八佰》、《金刚川》中饰演军人

形象，表现亮眼，周也凭借《少年的

你》校园霸凌少女魏莱一角提名金鸡

奖和百花奖最佳女配角。 （花花）

战争片，是中国电影重要的类

型之一，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在新

中国建立初期，以八一电影制片厂

为代表的国内电影制片单位创作了

如《地道战》、《地雷战》、《闪闪的红

星》、《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经典作

品，均是几代人的美好回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八一电影

制片厂拍摄的关于解放战争系列电

影《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同

样成为国产战争片中的经典，被人

们津津乐道。

近些年，随着中国电影工业化

的进一步完善，在科技的加持下，国

产战争片更是如虎添翼，如 2016 年

上映的《我的战争》、2017 年上映的

《建军大业》、2018 年上映的《红海

行动》等。

在刚刚过去的 2020年，《金刚川》

和《八佰》两部战争片在市场中大放

异彩。其中，《八佰》累计票房超 31亿

元，不仅成为 2020年中国电影市场的

票房冠军，而且这一成绩也让该片在

中国电影总票房榜上列第 9位。

去年 8 月 21 日，也是国内影院

复工“满月”的时候，由黄志忠、欧

豪、王千源、姜武、张译等主演的战

争片《八佰》正式公映。首映当天，

《八佰》的票房超 1.4 亿元，上映第二

天和第三天单日票房均超 2 亿元，加

之该片 2.3 亿元的点映票房，《八佰》

上映首周后，累计票房就有 8 亿元之

多。同时，在该片的带动下，当周的

周票房也达到了 9.6 亿元。

由于《八佰》的上映正逢国内影

院复工不久，该片带来的观影热潮，

不仅把观众重新请回了影院，更提

振了整个电影界的信心。浙江星光

电影院线总经理富海芳在接受采访

时曾说：“作为一部质量上乘的电

影，《八佰》在复工初期起到了救市

的作用，对电影院迅速恢复人气有

很大促进作用。”

在《八佰》公映两个月后，电影市

场迎来了另一部战争大片《金刚

川》。该片通过不同视角，讲述志愿

军战士们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

以血肉之躯顽强拼搏的英勇事迹。

《金刚川》在去年 10 月 23 日上

映后，首周票房达 3.58 亿元，带动当

周票房超 7 亿元。该片最终以 11.2
亿元的累计票房位居 2020 年票房榜

的第 4 位。

《八佰》、《金刚川》等战争片，不

仅在制作技术上体现了中国电影工

业化的进步，而且也艺术地讲述了

中国英雄、中国故事和中国精神，让

观众在大银幕上体验战争残酷的同

时，也呼吁人们更加热爱和珍惜和

平生活。

2020年国产电影类型盘点：

战争片、剧情片表现亮眼
■文/本报记者 林琳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内的电影院暂停178天。不过，在余下的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电影人依旧为观众

奉献上众多不同类型的优秀电影作品，满足了观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夺冠》、《金刚川》、《紧急

救援》、《送你一朵小红花》、《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姜子牙》、《拆弹专家2》等影片虽然题材类型不同，但都努力向

观众讲好中国故事。

2019 年，国产动画电影已登上年

度票房冠军的宝座。随着《西游记之

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白蛇：缘

起》、《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一系列优

秀作品的问世，国产动画电影越来越

成熟，票房号召力和市场影响力也越

来越大。2020年，《姜子牙》在激烈的

国庆档竞争中毫不示弱，累计票房约

16亿元。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有一批

年轻的动画人逐步成长起来，受到全

年龄层观众的喜爱。他们用天马行

空的想象，不仅表达了当下中国年轻

人的价值观，更在作品中体现了中国

文化。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许多

主打低年龄观众的动画片在去年表

现不如预期。

2020 年的电影市场中，还有一批

优秀的纪录电影——《2019 阅兵盛

典》、《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

实》、《掬水月在手》、《棒！少年》、《鹭

世界》等。这些影片，有些为观众呈

现了新中国的重要历史时刻，有些则

纪录了特定人物、人群的生活。它们

在票房表现上虽不能与商业大片相

比，但纪录片已然在中国电影市场中

赢得了一席之地，有了稳定的观众群

体。这也是中国电影市场更加成熟

的表现。

喜剧片和爱情片永远是电影市场

中的保留节目。去年上映的喜剧片

《温暖的抱抱》和《沐浴之王》截至1月

10 日累计票房分别超 6 亿和 4 亿元。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和《喜宝》也是

去年纯爱情片的代表。

不过，去年更多的此类影片选择

了将喜剧、爱情，甚至是奇幻类型杂糅

在一起。

去年七夕档，奇幻爱情喜剧片《我

在时间尽头等你》首映当天便取得约

2.8亿的票房，最终累计超 5亿元。《我

在时间尽头等你》将一个青梅竹马的

爱情故事注入了一系列穿越时空的奇

幻元素，也让影片更具看点。

无独有偶，去年上映的《月半爱丽

丝》、《如果声音不记得》、《我的机器人

女友》等爱情片，均加入了奇幻、喜剧

等类型元素。

在全世界范围内，动作片都是大

类型，深受观众喜爱。此外，动作片也

多以系列品牌为主，具有很强的市场

号召力。去年贺岁档上映的《拆弹专

家 2》便是续作。其前作在 2017 年五

一档公映，累计票房超 4 亿。《拆弹专

家 2》是一个全新的故事，保留并加强

了主创阵容，且在“爆炸”元素上全面

升级。影片中的主人公也并非非黑即

白的传统角色设定，其中的人物更加

真实、鲜活。目前，影片仍在全国热

映，截止到1月10日，该片累计票房接

近10亿。

去年上映的动作片《急先锋》和

《紧急救援》虽然不是系列作品的续

作，但均具有品牌基础。《急先锋》的导

演唐季礼和主演成龙合作多年。而成

龙的动作喜剧电影更是家喻户晓的品

牌。近些年，成龙的动作片更加注重

国际元素，其用意在于让影片更容易

走向国际市场，让世界观众了解中国

电影。

《紧急救援》是导演林超贤继《湄

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之后，“行动三

部曲”的第三部作品。影片取材自真

实海上救援事件，讲述了“王牌”特勤

队员高谦和赵呈等救捞人直面重大灾

难的挑战，一同执行惊险的海上救援

任务的故事，展现了中国救捞人无惧

艰险，舍己为人的英雄形象。《紧急救

援》也是首部海上救援题材的华语影

片。为了真实呈现海上救援行动，导

演林超贤率领团队筹备四年，辗转福

州、广西、厦门、墨西哥四地拍摄六个

月。截至 1 月 10 日，累计票房约 4.6
亿。

此外，去年还有如《除暴》这类警

匪题材的动作片出现在市场中，同样

深受观众喜爱。

2020 年，剧情片在众多类型中脱

颖而出。由于商业性、宣传营销等原

因，人们更愿意把影片包装成动作、喜

剧、科幻等更加具体鲜明的类型。不

过，近年来，剧情片这个曾在中国电影

中占据很大份额的类型，又重新得到

了市场的认可。

剧情片，指运用现实生活中真实

存在但往往不被大多数人所注意的事

件而改编的故事性电影。而剧情片的

崛起，同样和近些年来现实题材影片

的大卖分不开。

2020 年热卖的剧情片有《我和我

的家乡》、《一点就到家》、《夺冠》、《送

你一朵小红花》、《一秒钟》等等，它们

讲述的都是中国普通人的故事。这些

影片反映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作为《我和我祖国》的姊妹篇，《我

和我的家乡》通过五个故事单元，讲述

了发生在中国东西南北中五大地域的

家乡故事。《我和我的家乡》在去年国

庆档公映，累计票房超过28亿元。

《我和我的家乡》在剧情这个大类

型下，5 个不同的故事分别加入了喜

剧、科幻、爱情、动作、悬疑等元素，电

影里有欢乐，更有感动，描绘了小康生

活的画卷，讴歌了脱贫攻坚的成就。

在去年国庆档前后上映的另外两

部影片《夺冠》和《一点就到家》同样是

剧情片。

《夺冠》是国产片中少有以运动元

素为核心的剧情片，讲述了中国女排

从 1981 年首夺世界冠军到 2016 年里

约奥运会生死攸关的中巴大战，诠释

了几代女排人历经浮沉却始终不屈不

挠、不断拼搏的传奇经历。在《夺冠》

影像之下，“女排精神”代代相传，生生

不息。在这部更加注重展现女排群像

的影片中，观众既感到这股集体精神

的流动与传承，又能清晰地从中看到

群体内每一位个体所具有的鲜明特

点。《夺冠》去年9月25日在全国公映，

累计票房超8亿元。

《一点就到家》在去年10月4日公

映，讲述了三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从

大城市回到云南千年古寨开启创业旅

程的故事。该片聚焦于回到家乡的年

轻人，可谓另一版本的“中国合伙人”。

《一点就到家》在剧情片的基础

上，添加了青春、轻喜剧等元素，勾勒

出大时代下热血追梦的小人物的烦恼

与勇气，不仅是现实写真，还是对于青

春时代的超前描摹。最终累计票房超

3亿元。

2020 年的最后一天，由韩延执导

的影片《送你一朵小红花》在全国公

映，和韩延前些年执导的《滚蛋吧！

肿瘤君》有异曲同工之妙。该片围绕

两个抗癌家庭的两组生活轨迹，讲述

了一个温情的现实故事，思考和直面

了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会面临的人

生命题。《送你一朵小红花》预售票房

便超过 2亿元，首映日票房超 2亿，截

止到 1月 10日，上映两周累计票房超

10亿。

除上述影片外，2020年中，苗月执

导的《秀美人生》，张艺谋执导的《一秒

钟》，以及《麦路人》、《第一次的离别》

等剧情片，均受到市场好评。

◎战争片：年度票房前五中占据两席

◎剧情片崛起 讲述普通中国人的故事

◎动作片：发挥稳定，独当一面

◎爱情、喜剧、奇幻联袂 杂糅让影片观众面更广

◎动画类型步入成熟期 纪录片成去年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