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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带假档期，动画电影都是

市场“刚需”。在今年的五一档，有两

部动画新片上映，分别是国产动画

《猪猪侠大电影·恐龙日记》以及进口

片《冰雪大作战 2》。

有影城经理告诉记者，其实在主

流商业院线市场上，大部分类型影片

争夺的是同一批观众，就是成年观

众，但动画电影的目标受众是青少年

观众，和其他影片并不构成直接竞

争，而且动画电影在假期承载着帮家

长看住“神兽”的职责，往往不太需要

黄金场次，排在上下午都可以，“所以

影城基本上都会考虑青少年观众以

及带娃观影家长的需求，会留出相应

的排片空间给动画电影。”

今年五一档市场的两部动画电影

都是系列作品。从 2012 年起《猪猪

侠》系列电影就开始陆续上映，之前

还有多部电视剧的宣传基础，经过多

年市场培育，在少儿观众中有其固定

的粉丝群体。5 月 1 日上映后，排片占

比一直稳定在 6%左右，而单日票房产

出也都在 1100 万元到 1300 万元之间，

表 现 很 稳 定 ，档 期 内 共 收 获 票 房

5810.22 万元，创造了该系列作品的票

房纪录（之前为 2017 年《猪猪侠之英

雄猪少年》的 4590.9 万元）。

而《冰雪大作战 2》前作在 2017 年

上映，当时也并未得到太多关注，这

部作品在北美上映票房仅为 187.5 万

美元，在国内也没有进行过多宣传，

所以市场反响平平，档期内仅收获票

房 900 多万元。

但也有市场人士反映，在今年的

五一档期，并没有成人向动画电影新

片上映，市场出现了空缺，导致之前

上映的进口动画电影《名侦探柯南：

绯色的子弹》在档期内票房产出有所

回升。

5 月 1 日，《名侦探柯南：绯色的子

弹》排片占比 0.3%，单日产出票房 260
多万元，到了 5 月 4 日，排片回升到

2.45%，票房产出也回升到 600 万元左

右。影城经理们的排片调节充分展

示出了市场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之前国产动画电

影《西游记之再世妖王》曾定档“五

一”，但在 2 月中旬提档至清明节档

期。对此，有市场人士表示，今年五

一档的时间更长，话题效应也更强，

如果《西游记之再世妖王》坚持选择

五一档上映，可能票房会更好。

今年的五一档算得上是“史上最挤”

五一档，虽然影院数和银幕数逐年增长，

但热门档期的排映空间依然很紧俏。

五一档上映的 12 部影片中，除了

《奔流到海》和《爱情来时》两部影片基本

没有投入宣传，单日排片占比从未达到

过 0.1%，可以忽略不计外，《阳光劫匪》、

《寻汉计》、《真·三国无双》三部影片的市

场反响都不如预期。

《阳光劫匪》改编自伊坂幸太郎的小

说，也是导演李玉投资最大的商业电影，

在5月1日上映当天，9.5%的排片其实并

不低，但影片上映后口碑直线下滑，受此

影响，排片也逐渐下降，到了5月5日，该

片的排片占比已经低至2.06%。

罗天文认为，该片的问题时宣传和

内容不对板，“这部影片其实是一个偏小

众偏文艺的片子，但在宣传中主打的是

喜剧奇幻，观众被宣传吸引近影院后，看

到的和期望的差距较大，自然口碑会出

现下滑。”

《寻汉计》则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了

自己文艺片的属性，影片质量也得到了

业内的认可，编剧史航、演员柯蓝、歌手

老狼、宋冬野等都在社交平台上为该片

进行宣传，但由于体量较小，在五一档的

竞争中没有占到什么优势。

谢世明表示，《寻汉计》影片主创在

同档影片竞争中不占优势，而影片的宣

传也没有将其口碑好的优势充分展现出

来，有些可惜。罗天文则坦言这种文艺

属性较强的影片并不适合五一档这种竞

争激烈的档期，“任素汐前一部作品《无

名之辈》就是选择11月16日的冷门档期

上映的，热门档期大片太多，市场给文艺

片的空间太少。”罗天文建议《寻汉计》这

种高质量的文艺片可以选择和全国艺术

电影放映联盟等专业艺术影片发行机构

合作，借助专业的力量，让更多喜欢影片

的观众看到。

《真·三国无双》是个“特殊情况”，据

发行人士介绍，这部电影是 2017年拍摄

的影片，之前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上映。

这次定档五一档，片方还于 4月 29日和

30日18点至21点在广东、广西地区进行

粤语版点映，但口碑和票房都不如人意，

五一档期内该片共收获票房近 1300 万

元。

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从业者表示，

今年以来，电影市场对于档期的依赖和

追求越来越强。比如今年五一档，有 12
部影片扎堆上映，过度拥挤，虽然能让大

盘短暂高涨，但接下来又会让影市无片

可上而“失血”。

究其原因，谢世明表示，国产片的节

假日档期依赖症相当突出，而进口片又

未能恢复正常供片，这是造成今年影市

严重冷热不均的主要原因：“另外，由于

目前仍处于常态化防疫时期，观众在工

作日的观影欲望有所减弱，尤其是更加

忙碌的白领居多的一、二线城市，工作日

票房与周末及节假日的差距更大；且大

量学生群体平日里也还处于封闭管理

中，也大大减少了工作日的观影频率。”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

主席尹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要改

善档期拥挤的现状，需多方面共同努

力。他表示：“一方面需要有足够多的影

片供给，也需要发行公司、发行部门更加

有效地去平衡利益，在不同的档期、不同

的时段更加精准地供给影片。反过来，

观众的观影习惯可能也需要重新去培

养，因为受疫情影响，原来我们建立的一

些观影习惯可能被改变了，现在还要养

成日常消费，特别是周末消费的电影消

费习惯，这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

谢世明也针对档期扎堆现象提出建

议，呼吁电影产业链各个环节共同努力，

建立合理的档期协调机制。他认为：对

于上游的制作端，需要提供更多的重工

业产品和话题佳作；对于中游的发行端，

呼吁档期协调机制；对于终端的影城，苦

修内外功，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可以通过协会牵头进行档期协

商。各个片方充分交流，求同存异，比如

一方面可以尽早公布一些大项目的初定

档期，尽量达成各个档期里平均投放节

目，另一方面不过度迷信热门档期，根据

影片自身的特点寻找最为合适的档期，

尤其是最好要错开同类型的过度扎堆，

才能取得‘1+1>2’的效果，而不是严重

‘内卷’，两败俱伤。减少市场过山车式

的大起大落，让每个档期都能发挥其应

有的潜能，这是我们从业者所希冀的，也

是一个健康市场良性发展的体现。”谢世

明说。

◎《猪猪侠》独占亲子市场
“成人向”动画出现空缺

◎五一档被称为“史上最挤”
业内呼吁建立档期协调机制

《秘密访客》、《追虎擒龙》和《扫黑·
决战》三部5月1日上映影片构成了今年

五一档的第二梯队。在记者的采访中，

多位影城从业者坦言，在上映之前没看

片的时候，都觉得《秘密访客》和《追虎擒

龙》其实应该是差不多体量的影片。

“《秘密访客》是淘票票发行，《追虎

擒龙》猫眼发行；《秘密访客》是悬疑题

材，《追虎擒龙》港式动作片；《秘密访客》

陈正道导演，有郭富城、张子枫，《追虎擒

龙》是王晶导演，有香港四大‘影帝’。其

实两个片子的牌面差不多。”

在档期开始时，《秘密访客》是领先

的。5月1日，《秘密访客》的排片占比为

20.24%，仅略低于《你的婚礼》排在第二

位，而《追虎擒龙》当日的排片占比仅有

13.9%。一位广州的影城经理表示，《秘

密访客》的宣传和发行很给力，“影片预

售不错、宣传不错、热度不错，各项指标

和数据都排在同档影片前列，所以当发

行人员找到影城的时候，说要多少排片，

只要不过分，基本上也就给了。”

但是在上映后，《秘密访客》的口碑

受到了观众和影评人的诟病，上座率明

显低于第二梯队其他影片。对于影城经

理来说，自家影城的影片上座率是决定

档期内排片最直接的考评依据。随后该

片的排片出现下滑，到了5月5日，《秘密

访客》的排片为 9.48%，但上座率依然是

第二梯队中最低。

罗天文表示：和《秘密访客》相比，

《追虎擒龙》影片口碑更好，但宣发有些

受限。《秘密访客》早在 2020 年 12 月 30
日就已宣布定档，而《追虎擒龙》则于 4
月 1日才宣布定档五一，只有 30天的宣

传时间，在发行策略的制定，宣传节奏的

把握和相关物料的准备上，《追虎擒龙》

很难像《秘密访客》那么从容。

在档期内，《追虎擒龙》的排片每日

都低于《秘密访客》，但凭借上座率的优

势，单日票房产出逐渐缩小并于5月4日

实现反超。据市场人士预测，这两部影

片的最终票房都有望在3亿元左右，《追

虎擒龙》有望反超《秘密访客》。

《扫黑·决战》的市场表现更像是一

个“励志”故事。影片曾定档 1月 15日，

后来撤档，宣传随之陷入沉寂。4 月 21
日，影片重新宣布定档“五一”，只有 10
天的宣传期。

4月25日，《扫黑·决战》在20个城市

举行超前观影活动，4月 26日在全国 55
城继续观影，4月27日范围扩大到200个

城市。并与4月28日、29日19点至21点

在全国百城开启千场点映。值得一提的

是，《扫黑·决战》从超前观影起就明确地

瞄准了三四线城市的下沉市场，罗天文

认为该片的区域点映策略“经济又实

用”，他表示，《扫黑·决战》中所展现的权

力较量和打斗场面在三四线城市和乡镇

影院会更受欢迎。

金逸珠江院线总经理助理谢世明也

表示：“其实《追虎擒龙》定档的日期和

《悬崖之上》差不多，比《扫黑·决战》还要

早一些，而且《追虎擒龙》的主创和题材

在南方以广东、广西为代表的地区有固

定受众和票房基础，预售广东这边《追虎

擒龙》是第一的，如果它选择将其粤语版

在广东、广西等地区进行点映，可能会改

变部分影城经理和观众的选择，让影片

在档期开始时的起点更高。”

通过点映，《扫黑·决战》找到了适合

它的观众，也让观众知道了这部影片，在

各大社交平台和评分网站上，《扫黑·决

战》的口碑仅次于《悬崖之上》排在同档

新片的第二位。

上映首日，《扫黑·决战》排片占比仅

为 6.06%，但随后在口碑和发行的共同

作用下，该片的排片占比逐日提升，在 5
月 4 日产出票房 2620.49 万元，反超了

《秘密访客》和《追虎擒龙》，5月5日该片

的排片占比达到 11%，位列第二梯队的

首位。

一位深圳的影城经理表示，《扫黑·
决战》的发行策略和春节档的《人潮汹

涌》有些类似，避开档期前两日的激烈竞

争，从 5月 3日起，开始有发行人员来沟

通，投入发行费用帮助影片提升排片。

他预测《扫黑·决战》的最终票房在 2 亿

元左右。

◎《秘密访客》开局领先
《扫黑·决战》“励志逆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