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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春节档是中国市场全年最黄金的档期，最

高时，全年近20%的票房都来自这个实际只有

六天的假期。形同“抢钱”的爆发力，让春节档

逐渐成了头部影片的战场，《流浪地球》、《红海

行动》、《美人鱼》、《唐探》系列第2、3部，产业化

以来，中国市场排名前 10的影片中，有一半来

自这一档期。

贾玲的《你好，李焕英》，“唐探系列”的《唐

人街探案 3》，奇幻大片《刺杀小说家》，改编自

超级 IP的《侍神令》，以及“熊出没系列”新作和

拥有“哪吒”光环的《哪吒重生》，这些大有来头

的影片，共同构成了春节档“人潮汹涌”的竞品

阵容。

尽管有“顶流”明星刘德华与肖央的主演

组合，但选择把《人潮汹涌》送今年春节档，现

在看来，仍像是一场“豪赌”。

《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主笔、资深电影

市场专家刘嘉认为，选择进入春节档是《人潮

汹涌》发行决策上的一个失误。

由于影片主要发行方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我们无从知晓，当初给《人潮汹涌》定下春节档

上映的原因。

不过饶晓志近日在接受《北京日报》采访

时表示，自己并未后悔进入春节档，只是在反

思，“这场仗为什么没有打好？”

饶晓志的反应并不令人意外。他从不掩

饰自己对于“被关注”的渴望，他在影片上映前

接受某媒体采访时承认，自己想要得到一些关

注，他觉得，那既不可耻，也没什么好难以启

齿的。

两年多前，他导演的第二部电影《无名之

辈》在首日票房占比不足5%的困境下，逆风翻

盘，一个多月时间吸金接近8亿，《无名之辈》因

此成了当年最大“黑马”，而饶晓志也因“黑马”

导演的身份，第一站到了大众面前。此前，他

的身份是话剧导演和小众文艺片导演。

但是，做“黑马”多难呢？做一个逆风翻盘

的东西，其实是很辛苦的。饶晓志说，他也想

换个活法，想当“白马”。

在知乎平台上一条有 3760点赞数的回复

中，饶晓志将这种想法表达得更加明确：“很多

人不理解我去春节档的原因，因为我还不想认

命，我想勇敢一点，我想拼搏一把，我想换个活

法，我也想扭转乾坤。”他坦言，对于努力而自

信的他而言，心有不甘。他觉得，或许他和他

的电影都应“换个活法”。

饶晓志的自信并非空穴来风。2月12日大

年初一，春节档开局首日各大平台的评分显

示，《人潮汹涌》在猫眼、淘票票两大电商平台

的评分均超过 9 分，在新浪微博上 90%的大 V
推荐了该片，即使在对电影品质极为苛刻的豆

瓣平台上，《人潮汹涌》的开分也有 7.6 分。而

其后在一项同时针对普通观众和专业观众的

“中国电影满意度调查”中，《人潮汹涌》的档期

总体评分仅次于拿走春节档八成票房的“双

雄”《你好，李焕英》与《唐人街探案3》。
遗憾的是，高评分没有让《人潮汹涌》当上

“白马”，它陷入了窘境——牛年春节档以超过

78亿的历史最好成绩收官，冠军影片《唐人街

探案 3》7 天票房收入高达 35.6 亿，而《人潮汹

涌》的档期票房仅定格在 1.5 亿元，不及《唐探

3》的十分之一，在春节档7部新片中票房垫底。

“《人潮汹涌》确实不该去挤春节档。现在

的电影市场，不太可能单靠黄金档期取胜，哪

怕影片很好，发行策略也很重要。”刘嘉略有些

惋惜，“它确实被春节档低估了。”

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看来，春

节档具有特殊性，一部春节档电影的票房，不

仅取决于影片质量，出品公司的综合实力、庞

大的宣发投入、影片话题热度以及同档竞品影

片等因素，都是春节档电影票房的变量。

饶曙光认为，当下春节档市场最多容纳三

部相对头部的影片，建议“想进入春节档的影

片，首先把春节档的特殊性以及基本逻辑、规

律搞清楚，再掂量一下自己影片的品质、话题

性、共情度是否适合春节档。”毕竟，春节档的

特殊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人潮汹涌》的惊险“赌局”

导演饶晓志从自己90多条为《人潮汹涌》“吆喝”的微博中，挑了大年初十的

一条置了顶。他似乎已经走出了焦虑情绪，除了感谢主创和观众的支持，饶晓志

唯一的“执拗”只是又解释了一遍片名的由来。

那天，是牛年春节档电影《人潮汹涌》上映的第10天，这部“垫底”影片正式

取代《你好，李焕英》，坐上单日上座率第一的位置。10天前，饱受票房、上座率

数据困扰的饶晓志在微博上连发两篇发长文向全国院线乞求排片，并因此上热

搜，引发关注。10天后，《人潮汹涌》的逆袭大戏行至高潮，至农历正月完结，它

已经在单日上座冠军的位置上坐了16天，累计票房6.8亿。业界将其纳入中国

电影市场的又一典型案例。

行业专家认为，好口碑和春节之后市场出现的“空窗期”是《人潮汹涌》逆袭

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人潮汹涌》的市场反转更像是靠运气和实力，赢下了一

场惊险“赌局”。

春节假期结束，全国年度票房冠军影院首都

华融电影院开始增加《人潮汹涌》的排映场次，影

院总经理于超解释说，原因是“大多春节档影片节

后票房掉下来了，而《人潮汹涌》还保持着较稳健

的市场曲线”。

分析全国影院数据，《人潮汹涌》的单日票房

在春节档结束后的大年初七至正月二十九，曾有9
天的票房环比增长，最大增幅高达72%，即使在日

票房环比下跌的时间段，《人潮汹涌》的单日票房

跌幅许多时候维持在5%以内，相比其他春节档影

片动辄两位数的跌幅，其在春节假期后表现出了

强劲的市场耐力。

先于票房有起色的是《人潮汹涌》的上座率，大

年初三《人潮汹涌》上座率超《侍神令》，大年初六上

座率超《唐探3》，正月初七超《刺杀小说家》，正月初

十超《你好，李焕英》。此后累计16天，《人潮汹涌》上

座率高居中国电影市场日上座率首位。

上座率和票房指标的上升，也给了影院排映信

心，《人潮汹涌》自正月初五开启了连续十天排片率

的环比反弹。大年初五，《人潮汹涌》票房破亿，排片

超过《侍神令》；正月初七，春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

《人潮汹涌》排片超过《哪吒重生》；正月初九，排片超

《熊出没》；正月十四，排片超《刺杀小说家》；正月二

十二，《人潮汹涌》日排片量超越《唐探3》，上升为春

节档电影中日排片量第二的影片。

刘嘉指出，除了口碑效应，赶上了春节档之后市

场的“空窗期”是《人潮汹涌》逆袭的另一关键因素。

所谓“后春节档”，狭义的周期划分指正月初七

至正月十五，春节假期后，元宵节之前的9天时间。

广义的“后春节档”，截止日期则会划到正月的最后

一天。

以《人潮汹涌》的数据计算，正月初七至正月十

五，影片累计产出票房约2.4亿，高于其春节档票房

60%。若以广义角度计算，《人潮汹涌》77%的票房产

自“后春节档”。《人潮汹涌》是唯一一部“后春节档”

票房高于春节档票房的影片。

刘嘉进一步分析，从往年的数据看，“后春节档”

是被市场低估的一段档期，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票

房潜力。她举例说，2017年在“后春节档”上映的《极

限特工：终极回归》与《生化危机：终章》，两部卖相普

通的进口片，前者获得11.3亿票房，后者卖出了11.1
亿的好成绩，可见“后春节档”依旧具有较强的消费

属性。而今年的“后春节档”没有强劲新片上映，这

就为完成度较好、口碑不错、被春节档低估的《人潮

汹涌》留出了逆袭空间。

饶曙光也对后春节档较为推崇，“初七以后的中

国市场，仍然具有较大的潜力和释放空间，‘后春节

档’差异化的市场空间，给《人潮汹涌》提供了机会和

可能性”。

据于超的观察，一些有观影需求和固定观影习

惯的观众，会在“后春节档”补看春节期间没有看的

影片，《人潮汹涌》对这些观众而言其实还是个新片

概念，加之影片质量不差，来看的观众渐渐多了起

来。他认为，从《人潮汹涌》在“后春节档”的表现看，

春节档未必是它唯一的选择。

3月8日，《人潮汹涌》票房突破6亿，宣布秘钥延

期至4月14日。这一天，《人潮汹涌》的上座率重回

首位。饶晓志在微博上写下：“让我们继续414，也坚

持试一试！”

谢世明认为，《人潮汹涌》逆袭的原因只

有一个，就是口碑致胜，“最近三五年，口碑

强的影片，大多会形成逆袭。口碑不行的影

片，上映半天就会‘见光死’，跟口碑相比，演

员阵容已经是次要的了”。

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艺恩进

行的同时针对普通观众和专业观众的“中国

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报告中，谢世明的这

一观点被以数据的形式量化。

这份有着“晴雨表”属性的观众调查报

告于大年初六春节档落幕之日发布，调研结

果透露的信息显示，尽管春节单片票房垫

底，但《人潮汹涌》已在观众逐渐形成较好的

口碑。

报告针对春节档 7 部影片进行调查，

《人潮汹涌》以 83.8 分，仅次于《你好，李焕

英》和《唐人街探案 3》位居第三名，报告对

《人潮汹涌》给出的评价是“影片创作得到了

观众的较高认可”。

据悉，该份报告的满意度评分综合考量

满意度评价及市场票房要素，根据主调查影

片满意度及其在档期内的票房贡献率综合

加权计算得出。

报告中，以观赏性、思想性和传播度三

大指数评价影片。三大指数中的影片传播

度评价完整反馈人际口碑、网络口碑传播情

况。其中网络口碑评价通过大数据抓取方

式，综合汇总电影兴趣社区（如豆瓣）评分、

专业购票网站（如猫眼、淘票票）评分得出。

报告显示，普通观众对高度商业化的

《唐人街探案 3》、有高口碑演员坐镇的《人

潮汹涌》评价较好。他们更喜欢《人潮汹涌》

的演员表演、新鲜感、正能量。专业观众则

更对在艺术探索和创新上表现较为突出的

《新神榜：哪吒重生》、《刺杀小说家》以及《人

潮汹涌》评价更高。他们认为，《人潮汹涌》

主要演员的表演、精彩对白、思想情感的深

广度较为出彩。而在影片传播度上，《人潮

汹涌》也有80.3分，位列第4。
而在电商售票平台猫眼和影迷聚集地

豆瓣上，《人潮汹涌》亦分别占据着春季档电

影评分靠前的位置，分列以9.1分和7.1分位

列第2名和第3名。不过在淘票票上，《人潮

汹涌》目前的评分仅 8.7 分，在春节档影片

中，评分垫底。

饶曙光认为，评分确实会对观众的选择

产生影响，即使电影专业人士也不例外，“到

目前为止，很多观众甚至专业人士选择看什

么影片，还是要看各大网站平台的评分，这

些评分起到了一定的指引作用”。不过他同

时提醒，许多商业网站背后力量交错，特别

是在涉及经济利益时，影片评分的公正性、

公信力有时会受到挑战。

口碑的发酵，为《人潮汹涌》带来了

“自来水”。一些影迷在晒出自己“二刷”

“三刷”影片的票根，有网友把全家人拖去

了电影院，甚至还有网友为了给饶晓志的

微博增加热度，还帮他花钱去买微博评

论、转发，急得饶晓志发博劝说粉丝不要

“做数据”。

电影自媒体人崔汀也是《人潮汹涌》“自

来水”的一员，在他的个人春节档电影质量

排行中，《人潮汹涌》排在第三位，前两部是

《刺杀小说家》和《唐人街探案3》。他觉得，

《人潮汹涌》符合自己的预期，喜欢影片“犯

罪+喜剧”的类型和电影故事。看完影片，不

仅向大学同学推荐，还向春节档没来得及看

《人潮汹涌》的观众“科普”了影片。

选择进军春节档时，饶晓志或许并未意

识到“换个活法”的代价，是与市场数据纠缠

的焦虑与折磨。

自《人潮汹涌》启动宣发后，饶晓志的微

博除了发布常规物料，他最常做的三件事是

道歉、回应和卖票。字里行间，能明显感受

到饶晓志的焦虑蔓延。

2020年11月5日，距影片上映98天，饶

晓志在微博中“吐槽”自己没热度，影片前一

天轰轰烈烈发了预告和海报，但“想看”人数

却没怎么涨。2021 年 1 月 27 日，距影片上

映 16 天，饶晓志开始连续三天发布预告影

片的预售启动日期，开始担心“输在起跑线”

上。此前一天，猫眼发布春节档前瞻报告，7
部春节档影片中，《人潮汹涌》的“想看”指数

排名第 6。2月 1日，饶晓志连发两条微博，

回应电影改编话题。2月 2日，提醒观众影

片有粤语版。2月 3日，在知乎回应选择春

节档的原因，解释片名。2月 7日为影片预

售成绩差道歉。2月 9日，饶晓志再次为影

片预售发博，并贴出猫眼和淘票票的购票二

维码。

焦虑大约是在影片首映日到达顶峰，当

天预售垫底的《人潮汹涌》排片占比 8.5%，

位居第5，上座率和票房均垫了底。

大年初一 23:51，在#人潮汹涌评分# 热

搜话题下，饶晓志首次在个人微博上开腔向

院线“求排片”，称《人潮汹涌》预售不好，排

片太惨，希望院线方能再在现有场次上再挤

一两场黄金场给影片。在饶晓志3.7万粉丝

的微博下，这条微博的转发和评论均超过了

1 万，很快，#人潮汹涌导演发声求排片#登
上了寸土寸金的微博热搜话题榜。

大年初二18:48，饶晓志在这一话题下，

再发长文“求排片”，他写到，《人潮汹涌》没

能吸引到大量的第一波观众，怪片方和他自

己没有做到位。而在揽下责任的同时，饶晓

志坦言，自己确实想要挣扎一下，向院线为

自己电影“求”一些空间。当天，《人潮汹涌》

的排片占比直降5%，只剩3.8%。

#人潮汹涌导演发声求排片#的话题总

阅读量高达4.5亿，总讨论量达6.5万。许多

网友因为饶晓志的这一举动第一次关注到

《人潮汹涌》，但在微博评论区里，除了挤满

了网友的鼓励与支持，还有对影片宣发弱的

质疑声。

事实上，粉丝对影片宣发的不满情绪早

在2月初就有所表现。

2月7日，刘德华在抖音直播为《人潮汹

涌》“带货”。抖音官方数据显示，直播开始

1小时的观看人数已创纪录的突破3200万，

这一数字是《你好，李焕英》抖音直播观看人

数的两倍多。遗憾的是，刘德华的直播首秀

并未让《人潮汹涌》的“想看”指数大幅提升，

也没有改变影片预售票房不佳的境遇。粉

丝们为影片宣传声势小而着急，他们担心影

片上映后的排片，有网友急得亲自“下场”要

“教片方做宣传”。

《人潮汹涌》映前的知晓度确实较弱，知

名影评人云飞扬打趣道，即使作为影评人，

他对《人潮汹涌》映前的印象，也“仅限于知

道”。在他看来，除了宣传较弱，片名也在一

定程度上耽误了影片的票房，他笑言“这个

电影名，基本上等于没名字。不具备起码的

辨识度。”网友对片名的“吐槽”更加极致，

“片名一看，不知道故事讲啥，就像高考作文

起了个晦涩的标题，让阅卷老师去猜你想表

达什么东西”。

而在知乎上，一个“如何看待刘德华新

片《人潮汹涌》春节档想看倒数第一？刘德

华对现在年轻人有票房号召力吗？”的提问，

获得了 142 万浏览量。网友留言热度最高

的一条直接指出了影片前期宣传存在的问

题：“如果我知道导演是《无名之辈》的导演；

如果我知道剧本改编自《盗钥匙的方法》；如

果我知道刘德华不是友情客串的，而是有重

要戏份——满足以上三点的情况下，我会提

起一些兴趣，在我春节观影里面多加一个选

择。然而，本片的宣发并没有。但凡商业大

片都不敢不做以上三点的宣传，它竟然敢不

做。”

事实上，《人潮汹涌》的前期宣发并非等

闲之辈，1月2日影片在武汉做了一站路演；

1月28日，饶晓志微博预告两天后将有1000
台广告车播放推广曲《新的一年》穿过 100
个城市“炸街”；2月 8日，无人机为《人潮汹

涌》点亮外滩夜空；期间剧组主创录制了东

南卫视《鲁豫有约一日行》，江苏卫视春晚。

但这些举动，似乎没能提起网友的兴趣，话

题度、讨论度，不温不火。

有电影记者向本报透露，《人潮汹涌》的

宣发费用接近9位数，但由于电影发行方婉

拒了采访，我们未能就这一数据的真实性进

行求证。

金逸珠江电影院线总经理助理谢世明

认为，《人潮汹涌》的前期宣传的主要问题在

于路演少，口碑发酵不够，导致影片热度低，

拖累了电影预售和排片。

他以全国第一票仓广东地区为例，拥有

粤语版是《人潮汹涌》区别于其他春节档影

片的一大优势，遗憾的是，影片的前期宣传

并未针对这一优势做足地域宣发。而《人潮

汹涌》在广东地区未能获得以往如《澳门风

云》等有粤语版电影得到的票房优势，前期

宣传具有一定责任。

在他看来，如果前期在全国做一拨大

规模点映发酵口碑，影片或许会在春节档

获得更大空间，就算不做大规模点映，哪

怕在影片上映前给院线提前看下片，结果

可能都会不一样。然而《人潮汹涌》在向

院线“求排片”之前，并未给院线看过

影片。

某业内人士不同意将影片春节票房

垫底的责任归咎于宣传，“一个质量不错的

影片票房卖得不好，舆论肯定首先怪宣发，

这是通病！”他分析，《人潮汹涌》春节期间境

遇不佳，一方面是影片自身不够商业、不够

应景，另一方面是春节档其他影片也不弱，

不能将责任完全推给宣发。

客观而言，《人潮汹涌》的宣发从导演

“求排片”事件发酵后，起了变化。2 月 14
日，“求排片”事件次日，影片迅疾发起了“感

谢为排片声援冲上热搜，诚邀情侣情人节免

费观影”，该活动涉及成都、苏州、西安、重

庆、上海等11个票仓城市。2月23日，影片

在北京8家影院启动路演，饶晓志一天跑了

9个影厅与观众交流。3月5日，发布新生版

海报，此时影片已经连续多日位居上座率第

一。3月 11日，刘德华、肖央再次进行抖音

直播，与观众互动。

一连串的宣发动作，伴随着《人潮汹涌》

的上座率、排片量、票房的逐渐回暖、反弹。

直到 3月 11日上周五重映版的《阿凡达》开

画，《人潮汹涌》已连续 16 天位居上座率

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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