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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李佳蕾

大批重点影片浓情献礼建党一百周年
数百部不同类型新作凸显高质量发展

——2021年国产新片市场前瞻

受疫情影响的中国电影市场，终于在

2021年用春节档“双创”的成绩为2021年

的电影市场起了个高调。

2021年的春节档，全国城市影院票房

78.22亿元，超过 2019年的59.05亿元，增

幅达到32.47%，刷新了春节档票房纪录。

春节黄金周内共吸引1.6亿人次的观众走

进影院（2019年春节档为1.32亿，相比增

长21%）；放映场次达263.97万场（2019

年春节档为262.72万场）。这样的成绩给

足了电影从业者信心，也让观众对中国电

影的未来有了更多期待。

苏州电影协会放映发行分会会长陈丹

认为，无论是元旦档、春节档还是刚刚过去

的清明档都创历史新高，这证明市场还

在。只要有能获得大众共情的佳品，市场

反馈就不差。同时，陈丹期望各个档期内

的影片能够均衡一些，避免造成浪费，鼓励

优秀影片自创档期。

展望今年接下来的八个多月，中国电

影市场上将有百余部影片陆续上映（不完

全统计），在正值建党100周年的特殊年份

中，中国电影人以光影绘蓝图，用镜头画长

卷。为献礼建党100周年制作的影片全面

开花，有黄建新、郑大圣联合执导的

《1921》，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执导的

《长津湖》，张艺谋执导的《悬崖之上》、《狙

击手》，徐展雄执导的《革命者》，李骏执导

的《无限深度》等影片。

就类型来看，统计的2021年上映影片

中，悬疑、警匪、青春爱情类影片成为电影

市场的主力军，动画、喜剧、科幻、奇幻类影

片相对比较平稳但不乏值得关注的力作。

悬疑类影片中，《古董局中局》、《秘密

访客》、《平原上的摩西》、《涉过愤怒的海》

等作品或有文学IP傍身，或有名导操刀，或

有明星加持，还未到上映时就已吸引了众

多观众的关注。

警匪类影片中，如《反贪风暴5》、《怒

火·重案》、《风再起时》等影片，基本上都由

知名导演执导、明星出演。

青春爱情类影片中，《燃野少年的天

空》、《不老奇事》、《2哥来了怎么办》、《感动

她77次》、《再见，少年》等作品，有少年时

期的懵懂奋斗故事、青春少年的家庭故事、

青壮年的爱情纠葛等，从多角度描绘青春、

爱情故事的五味杂陈。

喜剧类影片中，《了不起的老爸》、《阳

光劫匪》、《外太空的莫扎特》、《寻汉计》、

《夏天只是一天》等作品，或是喜剧与其他

类型的杂糅、或是黑色幽默、或是改编作

品，不断扩充着喜剧片的外延。

科幻、奇幻类影片尽管在今年上映的

影片数量不多，但部部引人期待，如科幻类

影片《折叠城市》改编自郝景芳原著小说

《北京折叠》，小说《北京折叠》曾获第74届

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奇幻类影片《封

神三部曲》由乌尔善执导，取材于中国家喻

户晓的古典神魔小说名著《封神演义》，讲

述一场三千多年前人、仙、妖之间旷日持久

的神话战争的故事。

除此之外，还有贾樟柯执导的纪录电

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张艾嘉、李少红、

陈冲联合执导的《世间有她》等艺术性较强

的影片，以更为细腻的视角记录着、注视着

时代的发展变迁。

浙江星光院线总经理富海芳谈到，今

年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是最好的、充满机遇

的时代。”面对新冠疫情，今年中国电影市

场上依然会面临缺少外国进口片的情况，

电影市场将由国产电影扛起大旗。在这样

特殊的市场环境下，只要影片本身好、口碑

好，档期内就有发挥空间。

随着近几年国产主旋律电影创作不

断成熟，如《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

国》、《我和我的家乡》等一批主旋律电影

的推出，成功将时代旋律与商业价值融

为一体，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

双丰收。

不同于往年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今

年的头部主旋律影片相对来说比较多，

而且在创作上有新探索。2019年的《流

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

《烈火英雄》、《攀登者》、《我为你牺牲》等

影片还让人记忆犹新；2020年的《我和我

的家乡》、《金刚川》、《夺冠》、《紧急救

援》、《一点就到家》、《秀美人生》等影片

观众还历历在目。2021年的头部主旋律

影片比 2019、2020 年要多，有十余部头

部主旋律影片值得期待，并且国产主旋

律电影正在逐渐占领比较重要的几个档

期，分别是五一档、七一档（暑期档）、国

庆档。国产主旋律电影选择在重要档期

上映，一方面反映出国产主旋律电影的

自信，经过电影从业者多年来对市场和

创作表达的摸索，开始相信创作出的国

产主旋律电影能够“既叫好又卖座”；另

一方面呈现出头部主旋律影片逐渐增多

的趋势，国产主旋律电影已经不能仅仅

在国庆档出现，观众所代表的市场需要

国产主旋律电影在其它档期也有亮眼的

表现。

创作方面，此次主旋律电影在阵容

上十分强大，有知名编剧、著名导演、明

星参与；主题表达上从个人、集体两方面

入手，既有全景式展现中华民族奋斗不

息的真实历史故事，也有从个人视角出

发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与敌

人斗智斗勇、惊心动魄的故事。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同时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为了做

好电影工作，中影将带来《无限深度》、

《江城子·在武汉》、《悬崖之上》、《我和我

的父辈》四部主旋律影片；上影在今年有

《猎狐行动》、《1921》以及《望道》三部作

品；博纳影业将在今年推出“中国胜利三

部曲”——《长津湖》、《中国医生》和《无

名》。

张艺谋导演今年将带着他的两部作

品献礼建党百年，分别是定档的《悬崖之

上》、还未定档的《狙击手》（原名《最冷的

枪》）。《悬崖之上》是张艺谋导演首次尝

试谍战题材，由张译、于和伟、秦海璐、朱

亚文、刘浩存、倪大红、李乃文等主演。

影片讲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冰城正处

于血雨腥风的谍战漩涡，无数惊心动魄

的秘密战在这里上演。为获得日本开展

反人类实验的证据，四位曾在苏联接受

特训的共产党特工组成任务小队，回国

执行代号为“乌特拉”的秘密行动。面对

恶劣的环境与叛徒的出卖，同志能否脱

身，任务能否完成，立于“悬崖之上”的行

动小组面临严峻考验。首次尝试谍战题

材影片的张艺谋表示：“在中国，谍战电

影不多，这次碰到令我心动的剧本，希望

能拍出特别感。”

《狙击手》将镜头转向抗美援朝时

期，影片以中国“神枪手”张桃芳为原型，

讲述了狙击手张大弓与美军斗智斗勇并

成功击败对手的故事。从主演来看，有

与张艺谋三度联手的张译（《一秒钟》、

《悬崖之上》、《狙击手》）、“谋女郎”刘浩

存、章宇等出演。与《金刚川》、《长津湖》

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不同，《狙击手》聚

焦个体命运，以个人传奇故事展示中华

民族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历史传统。

同为展现抗美援朝精神的《长津湖》

以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志愿

军连队在极端严酷环境下坚守阵地奋勇

杀敌，为长津湖战役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的感人故事。影片由兰晓龙、黄建新编

剧，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执导，吴京、

易烊千玺、朱亚文、李晨、胡军、韩东君等参

与演出。于冬曾在采访中表示，陈凯歌、徐

克、林超贤三位导演的每一场戏几乎都需

要调动上千人，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大力

支持下，影片得到了部队支援，累计动员

群众达到近 9万人次。影片将以这样的

规模，再现长津湖战役总攻发起时的壮烈

场面，彰显志愿军战士的无畏、勇敢。

黄建新参与的另一部影片《1921》已
定档 7月 1日，影片由黄建新、郑大圣联

合执导，黄轩、倪妮、王仁君、刘昊然等主

演，讲述了首批中国共产党人，在风雨如

磐中担起了救亡图存重任，让中国革命

前途焕然一新的故事。为了更好地呈现

这两位革命先驱，黄建新导演选择了陈

坤和李晨来分别演绎陈独秀和李大钊。

这也是三人继 2011 年《建党伟业》后再

次联手，可能是冥冥中的巧合，两位演员

的出生地和姓氏也恰恰对应了“南陈”与

“北李”。

同样定档 7 月 1 日的《革命者》由徐

展雄执导，张颂文、李易峰、佟丽娅等主

演，讲述 1912 至 1927 年间，李大钊上下

求索带来革命火种，感召毛泽东等仁人

志士投身于马克思主义伟大事业的故

事。影片力图以最具时代性的电影艺术

手法，贴近人民群众审美，紧扣新时代脉

搏，将历久弥新且永远青春的共产主义

信仰以最热血的形式呈现，将青年的热

忱、冲劲与李大钊当年传播马克思主义

的激情相融合，着重强调了当今时代对

于共产主义信仰的传承和发展，以革命

先烈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

高尚品格，感染当代万千青年。

影片《无名》反映我们党在建国初期

地下工作者的英勇无畏，以电影致敬那

些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影片由俞白

眉编剧，程耳执导，章子怡、朱亚文等主

演。 （下转第6版）

▶《悬崖之上》

类型：剧情/动作/悬疑

编剧：全勇先/张艺谋

导演：张艺谋

主演：张译/于和伟/秦海璐/朱亚

文/刘浩存

主要出品方：中影股份/华夏电影

预计上映时间：4月30日

▶《狙击手》

类型：剧情/战争

编剧：陈宇

导演：张艺谋/张末

主演：张译/章宇/刘浩存

主要出品方：光线影业

预计上映时间：待定

▶《长津湖》

类型：剧情/历史/战争

编剧：兰晓龙/黄建新

导演：陈凯歌/徐克/林超贤

主演：吴京/易烊千玺/段奕宏/朱亚

文/李晨

主要出品方：博纳影业/八一电影制片厂

预计上映时间：10月

▶《1921》

类型：剧情/历史

编剧：余曦/赵宁宇/黄建新

导演：黄建新/郑大圣

主演：黄轩/倪妮/王仁君/刘昊然/

袁文康

主要出品方：腾讯影业/上影集团/

上海三次元影业

预计上映时间：7月1日

▶《革命者》

类型：剧情/历史

编剧：张子五

导演：徐展雄

主演：张颂文/李易峰/佟丽娅/彭昱

畅/秦昊

主要出品方：光线影业

预计上映时间：7月1日

▶《无名》

类型：剧情/悬疑/历史/冒险

编剧：俞白眉

导演：程耳

主演：章子怡/朱亚文

主要出品方：博纳影业

预计上映时间：待定

▶《无限深度》

类型：剧情/冒险/灾难

编剧：沙颂

导演：李骏

主演：朱一龙/黄志忠/焦俊艳/陈

数/成泰燊

主要出品方：中影股份

预计上映时间：待定

▶《奇迹年代》

类型：剧情

编剧：周楚岑/钟伟/韩晗/文牧野/

修梦迪

导演：文牧野

主演：王一博/白宇/王圣迪

主要出品方：坏猴子影业

预计上映时间：待定

▶《中国医生》

类型：剧情/灾难

导演：刘伟强

主演：张涵予/袁泉/朱亚文/李晨/

易烊千玺

主要出品方：博纳影业

预计上映时间：待定

▶《江城子·在武汉》

类型：剧情

编剧：柳青/郝哲/张铂雷

导演：薛晓路

主演：张译

主要出品方：中影股份

预计上映时间：待定

▶《我和我的父辈》

类型：剧情/喜剧

导演：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

主演：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段

奕宏/张艺兴/王一博

主要出品方：中影股份

预计上映时间：10月1日

▶《猎狐行动》

类型：剧情/动作

编剧：张立嘉/夏侯云姗

导演：张立嘉

主演：梁朝伟/段奕宏/夏侯云姗/张傲月

主要出品方：上影集团

预计上映时间：待定

▶《望道》

类型：剧情/历史

编剧：贺子壮/宋晋川

导演：侯咏

主要出品方：上影集团

预计上映时间：待定

▶《青春之骏》

类型：剧情/历史

编剧：韩赤飞

导演：韩赤飞

主演：刘若清/李铁军/王东

主要出品方：北京尚人创艺

预计上映时间：4月20日

▶《铁道英雄》

类型：历史/战争

编剧：杨枫

导演：杨枫

主演：张涵予/范伟/魏晨/周也/俞

灏明

主要出品方：华谊兄弟/中影股份

预计上映时间：10月1日

▶《花开正当时之月照秋河》

类型：剧情

编剧：熊桂坊/郭其瑄

导演：郭其瑄

主演：班嘉佳/徐光宇/赵梦迪/蔡俊

涛/丁海峰

主要出品方：贵州银河星

预计上映时间：4月21日

▶《战旗飘飘》

类型：剧情

导演：余涛

主演：刘牧/冯荔军/张定涵

主要出品方：成都魅力映像/国家行

政学院音像

预计上映时间：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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