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晶导演的《追虎擒龙》从片名、主创班底

和故事内容来看都是观众熟悉的“配方”，整体

创作水准在线，满意度 82.3分，但影片新鲜度

得分居第7位，是档期内满意度与新鲜度排序

差距最大的影片，显示了影片叙事有待突破。

青春爱情影片《你的婚礼》观众群体指向明确，

女性观众比男性观众满意度高 1.7分，是此项

分差最大的影片，整片满意度 80.8分，创作中

规中矩，但未形成亮眼突破。《第十一回》以少

有的章回体叙事，隐喻风格显著，满意度 80.5
分；《秘密访客》是导演陈正道的又一悬疑类型

片，融合剧本杀推理和惊悚元素，满意度 79.2
分，居“比较满意”高位，但这两部影片在类型

创作上都还有讨论空间。根据安妮宝贝小说

改编的《八月未央》、Papi酱的电影首秀《明天

会好的》以及马丽和宋佳主演的喜剧《阳光劫

匪》在电影创作上尚有些许缺憾，得分在

78.7-78.9分之间。

对比影片上映五天累计票房，可以看到观

众满意度对观影人次及票房走势构成正向影

响。《悬崖之上》和《我的姐姐》的高满意度有效

吸引了观众，拉升了票房，《悬崖之上》日观影

人次及票房自5月3日起反超《你的婚礼》居档

期首位，《我的姐姐》自 4月 2日上映后连续夺

得14天观影人次及票房日冠。《扫黑·决战》满

意度较高，观影人次及票房呈现上扬走势，从5
月1日到5月4日，由第六位升至第三，而同期

满意度位居第五的《你的婚礼》观影人次及票

房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同时，居于调查结果排

序后三部的影片《八月未央》、《明天会好的》和

《阳光劫匪》观影人次均低于150万人次，票房

则均未超5000万元。

普通和专业观众满意度评价排序趋同，

专业观众评价分差显著

2021年春季档影片整体品质较为分明，普

通观众和专业观众评价排序基本趋同，调查的

10部影片中，《悬崖之上》、《我的姐姐》、《扫黑·
决战》、《追虎擒龙》4部影片均获得了不同层次

观众的相对较高评价，而《秘密访客》、《八月未

央》、《明天会好的》、《阳光劫匪》四部影片则评

价均落后。《第十一回》和《你的婚礼》整体评价

居中，其中专业观众对艺术性相对较强的剧情

片《第十一回》评价相对较高，而普通观众则更

偏爱青年明星参演、有大众共鸣度的爱情电影

《你的婚礼》。

但从分值上看，专业观众整体评价分差较

大，排名第一的《悬崖之上》专业观众满意度为

84.7分，居历史调查329部影片的第八位，而档

期排名末位的《八月未央》专业观众满意度不

足 60 分，二者分差达 28.9 分。而在普通观众

评价中二者分差仅为6.1分。

在普通观众细分评价中，《悬崖之上》的故

事喜爱度、主要演员的表演、视觉效果、音乐效

果和精彩对白五项指标得分均为档期最高；

《我的姐姐》各项指标得分相对较为均衡，其传

播方式得分为档期最高；《扫黑·决战》新鲜感、

不枯燥、正能量和思想深刻性得分均居档期第

一。另外，《追虎擒龙》的主要演员的表演、不

枯燥得分也进入档期前三名。

在专业观众细分评价中，《悬崖之上》获得

了 12项指标中 10项指标的档期最高评分，其

中主要演员的表演为影片观赏性各项指标中

的最高分，另外情绪情感感染力、视觉效果、类

型创作、不枯燥得分也均在 83 分之上。《我的

姐姐》思想情感的深广度居档期第一位，《追虎

擒龙》传播方式得分为档期最高，《第十一回》

的创意新颖度、音乐效果和精彩对白得分也居

于档期前三位。

2015年、2017年、2019年和今年中国电影

观众满意度调查中还对春季档头部进口影片

进行了辐射调查，其中，2015年春季档《速度与

激情 7》满意度为 85.2 分,2017 年春季档《速度

与激情 8》满意度为 86.6 分,2019 年《复仇者联

盟 4：终局之战》满意度为 89.1分，以它们为代

表的进口片票房表现更为强势。

而 2021 年春季档大体量进口影片寥寥，

辐射调查的于3月底上映、2020年以来票房最

高的进口片《哥斯拉大战金刚》满意度为 79.2
分，未进入“满意”区间，与主调查的10部国产

影片相比仅排在第八位。在这种形势下，国产

片一方面获得了充足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必须

肩负起提振电影市场的重担。五一假期票房

统计结果显示，4 月 30 日-5 月 5 日，满意度调

查覆盖的 6 部同期公映的国产影片共吸引

4490 万人次走进影院观影，收获 17.1 亿元票

房，完美支撑了整个档期，凸显了国产影片创

作的进步。

春季档满意度调查结果还显示，影片要获

得较好市场收益，高品质+强营销缺一不可。

在普通观众观影驱动因素调查中，满意度最高

的《悬崖之上》是“五一”假期上映的电影中唯

一进行超前点映的影片，假期中宣传攻势更有

增无减，顺利助推口碑发酵及扩散，“口碑评价

好”观影驱动因素排位第一。《我的姐姐》利用

清明前后相对宽松的竞争环境强化热点话题

和口碑营销，《你的婚礼》面向特定受众进行了

有节奏的精准营销，“话题性十足”观影驱动因

素占比位列前两名，有效拉动排片和观影。相

比之下，满意度排名第三的《扫黑·决战》紧急

定档，缺乏相对应的营销支持力度，掣肘了影

片上映后的市场表现。所谓酒香也怕巷子

深 ，“内外兼修”方能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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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扫黑·决战》4月末“压哨”

定档，上映后口碑稳守五一档前二，

排片占比末路突围，档期内单日票房

连续三日逆跌。片方日前发布一组

“保护伞”剧照，剧照中张颂文饰演的

县长在不同情境下状态截然不同，河

边的落寞、办公室的泰然、闹事群众

前的愤怒……通过这些真实自然的

细节，呈现了一个城府颇深的县长多

面日常。张颂文演活了这个“迷惑

性”极强的县长。

《扫黑·决战》由姜武、张颂文、金

世佳、李倩领衔主演，吕聿来执导。

影片根据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的部分真实案件改编，打响国内大银

幕“扫黑除恶”第一枪。

灵魂“曹志远”惊喜“出圈”

张颂文“纪录片式”演技获赞

作为电影《扫黑·决战》的灵魂

人物，曹志远在片中也最让观众不

解：一个看似正气凛然的百姓父母

官，怎么就一步步坠入深渊？张颂

文在杀青时无剧本即兴表演的 7 分

钟人物番外篇，给了观众一份答

案。而最近释出的这组剧照，便是

将曹志远的内心戏与日常片段结

合，再现了一个曾经想要做“文天

祥”的父母官如何一步步成为黑恶

势力保护伞的真实心路。

好与坏，不过是一念之间。面对

质问“你对魏河的老百姓愧疚吗？”曹

志远丝毫不为所动，坚定回应：“我有

什么好愧疚的。”然而他却又在心里

答应过要为魏河做100件好事，经常

去放生，希望这样可以抵消自己的罪

孽。光明中的父母官，黑暗里的县太

爷，曹志远企图把魏河变成自家的一

亩三分地，也会在罪恶败露后怀念想

当“文天祥”的那个自己。面对诱惑

丧失底线，他还会质问扫黑专案组组

长宋一锐：“老宋，你敢保证，下一任

确保他就是个好官吗？”言下之意：

“没人敢保证下一任是好官，我为什

么不能继续。”张颂文演出了曹志远

的人情味，把他的自私自利展现得淋

漓尽致。即便是情人林巧儿，也变成

曹志远的挣钱工具，在林巧儿想要去

自首的时候，曹志远为了遮盖罪行甚

至起了杀心。这个狡猾的黑恶势力

“保护伞”，让观众见识到了扫黑除恶

工作的艰巨性。魏河县水有多深，看

曹志远背后杀人不见血的套路便能

知晓。张颂文的演技真实细腻，也让

观众在观影后纷称：值回票价。

口碑稳居前二

排片票房节节看涨

《扫黑·决战》口碑经受住了观众

的考验，稳守五一档前二。随着口碑

发酵，《扫黑·决战》的后劲也越发强

劲，从5月3日开始发力，单日票房连

续三日逆跌，5月 4日黄金时段上座

率位居第一，排片占比也从上映首日

的 6.0%涨到了 5 月 5 日的 10.6%，上

映后第5天票房成功破亿，排片票房

强势突围。

电影中无辜群众投诉无门、包工

头讨薪不成反而家破人亡的桥段，再

现黑恶势力对普通百姓的摧残，真实

的细节激起观众对黑恶势力的痛

恨。扫黑专案组遭遇的重重陷阱，也

让观众了解当前扫黑工作的凶险，从

而产生共情。观众观影结束后纷纷

给出好评：“这个五一难得的好片之

一”、“触目惊心的真实”、“演员们的

表演撑起了整个故事，组成非常生动

的人物群像”。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电

影，本片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凭借扎实的口碑，后续票房曲线势必

节节看涨，持续逆袭。

电影《扫黑·决战》由爱奇艺影

业（上海）有限公司出品，厦门恒

业影业有限公司、中国长安出版

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影片已

于 2021 年 5 月 1 日全国上映，持续

热映中。

《扫黑·决战》“保护伞”剧照曝光
跑出五一档口碑“黑马”

本报讯 五一假期来临，全国各地

的文娱消费也掀起高潮。猫眼与上海

市静安区、徐汇区等地展开惠民观影

合作，通过优惠补贴、票务服务支持等

措施激发观众五一观影热情，拉动五

一档期电影票房增长，助力电影市场

发展，促进文娱行业消费。

5月 1日至 9日期间，猫眼携手上

海市静安区上线主题为“静安有戏”的

文旅消费惠民观影活动。活动期间，

凡是在上海的用户，通过猫眼电影购

买静安区影院电影票，即可享受单票

立减10元的超值优惠。

活动中，猫眼将为上海市静安区

惠民观影活动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

撑。一方面，为静安区多家影院提供

线上引流、线下资源位精准触达，聚焦

疫情后蓬勃发展的电影市场，深度挖

掘受疫情影响被压抑的文旅消费潜

力；另一方面，通过实实在在的立减补

贴等消费优惠，为文旅消费助力，多样

化丰富市民文化旅游生活需求。

活动期间，用户只需身处上海，便

可通过猫眼APP、美团、大众点评及微

信钱包等入口进入专题页面下单；还

可以通过上述入口直接进入影片或影

院列表页下单。用户完成下单后，付

款时享受单票立减 10 元的优惠票

价。需要说明的是，每位用户最多可

购买2张立减补贴票（同一账号，手机

号，移动设备，银行卡，支付账号将视

为同一用户）。同时，无论消费者选择

哪种方式，购票影院均需选择为静安

区辖区内任一影院。

为巩固上海市徐汇区创建首批国

家文旅消费示范城市成果，有效促进

夜间经济消费，猫眼还将为上海市徐

汇区“夜影徐汇”活动提供技术支持。

据了解，“夜影徐汇”是 2019 年

起，上海市徐汇区推出的优惠观影活

动，以“静、雅、柔”为基调打造夜间文

化，声光夜影，幻化无穷。自活动推出

以来，相关影院夜场上座率提升近 15
个百分点，拉动消费人群延长逗留时

间1至2小时，有效促进了徐汇区夜间

经济消费。

随着“夜影徐汇”观影优惠活动再

升级，2021年5月至7月，徐汇区11家

优质影院对 21点至 24点之间开场的

指定电影场次提供优惠票价的同时，

徐汇区文旅局对每张电影票再叠加

10 元至 15 元补贴。观众通过猫眼平

台购票，无需操作可立享等同于每张

票价立减20元至30元的优惠（活动期

间页面显示票价即为优惠票价），立减

后票价低至23元起。

与此同时，猫眼还联合抖音联合

推出“五一观影计划”，猫眼作为抖音

平台官方活动首选合作伙伴，担任了

“五一观影计划”的行业独家票务合

作方。4 月 24 日至 5 月 3 日，用户登

录抖音搜索“五一观影计划”即可进

入活动专区页面，点击“0 元抢电影

兑换券”即可参与活动。活动发放的

兑换券适用于包括《追虎擒龙》、《悬

崖之上》、《秘密访客》、《阳光劫匪》、

《猪猪侠之恐龙日记》在内的五部大

热电影。

作为国内领先的在线票务平台，

猫眼娱乐通过补贴优惠等方式帮助观

众释放压抑已久的观影需求，在助力

电影市场发展和拉动疫后消费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此外，更是激活了文娱

消费市场，通过发放优惠券、提供技术

支持等方式，让更多用户利用假期时

间充分享受好电影，充分满足用户文

化精神的需求。

今年的五一档本身也极具吸引

力。五一档期上映的共有 12 部新片

上映，包含悬疑、喜剧、动作、爱情以及

动画片等多种题材，带给大家更加多

元、丰富的观影选择。而众多实力派

演员及导演齐聚的阵容也将进一步抬

高观影欲望。古天乐、吴镇宇、梁家

辉、林家栋四大“影帝”主演的热血港

片《追虎擒龙》，张艺谋导演掌舵的首

部谍战片《悬崖之上》，以及马丽、宋佳

领衔主演的充满想象力的喜剧奇幻电

影《阳光劫匪》等影片上映首日均获得

了不错的口碑。

同时，还有汇集新老两代“喜剧天

团”欢乐登场的《寻汉计》，游戏改编而

来的《真·三国无双》等电影作品也在

五一档与观众见面。对于家有儿女的

父母来说，儿童合家欢电影《猪猪侠》

不容错过，五一期间带上孩子共同开

启猪猪侠的侏罗纪冒险之旅，在欢乐

的观影时光中增进亲子交流。

（姬政鹏）

“优惠补贴+票务服务”支持

猫眼以实际行动助推五一文娱消费

（上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