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最近疫情的反弹，全国多个地

区的影院暂停营业，电影市场再次陷

入低谷。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11
日 11 时，今年暑期档累计票房为 61.52
亿元，仅高于 2020 年暑期档的 36.16 亿

元，是 2014 年以来同档期第二低。同

时，还伴随着《长津湖》、《皮皮鲁与鲁

西西之罐头小人》、《五个扑水的少年》

等影片的撤档，原定 8 月 14 日至 21 日

举办的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宣布

延期举办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一年多

的抗疫实践不断证明，中国电影市场

尚未从去年全国影院因疫情关停半年

的影响中完全恢复，片方、影院从业者

和观众都亟需更多耐心。

与暑期档遇冷的情况类似，今年

3、4、6 月份的电影票房也有着明显的

回落。分析其原因，这三个月的票房

遇冷原因不尽相同，但主要还是缺失

进口大片所致。

元宵节过后，很多人都返岗恢复日

常工作，没有了假期的各大影院也开

始变得冷清起来。比起动辄一天就能

够创造十几亿票房的春节档，3 月的

25.04 亿票房最直观地体现着春节档过

后市场的乏力。细分 3 月的票房构成，

春节档上映的《你好，李焕英》发挥长

尾效应占据了 3 月票房的 22.21%，仅一

部进口片《哥斯拉大战金刚》以 22.96%
的 3 月票房占比能与之抗衡。国产新

片没有什么大水花，观众进影院观看

的大多还是春节档上映的新片以及一

些中等体量的进口片。在新片乏力，

缺失进口大片的情况下，观众的观影

热情一般，自然会将目光投注到进行

前期宣传的其他大片上。

在预料之外的是 4 月的电影票房，

原本以为清明档破 8 亿的票房成绩能

够助推 4 月整体票房水平，但最终 4 月

的电影票房落在了 24.97 亿的句点上，

而 2019 年 4 月 24 日上映的《复仇者联

盟 4》单月票房就拿到了 26.14 亿。其

中，4 月表现最亮眼的影片是国产影片

《我的姐姐》，进口片除了一部 3 月已经

上映的《哥斯拉大战金刚》，再无其他

进口大片支撑单月票房。同样，被大

家认为是小档期的清明档其实并不受

头部影片的关注，4 月内并无类似春节

档、国庆档等热门档期的存在，因此电

影市场回缩比较明显。

6 月共计产出票房 21.02 亿，相较于

5 月票房有大幅度降低，这主要有两方

面的原因。第一，6 月没有热门大片加

持，新片主要以剧情片为主，观众喜爱

的喜剧、动作片相对较少；第二，受疫

情影响，作为全国第一大票仓的广东，

尤其是广州、深圳影院停摆对全国电

影市场都造成了巨大影响。整体来

看，6 月观影趋势恢复常态，儿童节和

端午节期间，票房有大幅度增长。其

它时间段，周五票房开始增长，普遍在

周六达到最高点。

但是这 3 个月明显反映出一个趋

势，缺失进口大片对是票房低迷的主

要原因。2017、2018、2019 年的 3 月至 6
月，国产影片的份额占比始终没有超

过 50%，最低点甚至达到了 9.2%。反

观 2021 年的 3 月至 6 月，国产影片的份

额占比始终没有低于过 50%。这些数

据既说明缺失进口大片对我国电影市

场的影响，也说明国产电影还有很大

进步空间和市场空间，秉持高质量发

展、不断提升影片质量和水平才是硬

道理。

当然，不能忽视国产电影市场份额

的 上 涨 态 势 。 从 年 份 的 角 度 来 看 ，

2017 年-2021 年国产影片份额持续升

高。2017 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 559.11
亿元，国产电影票房 301.04 亿元，占票

房总额的 53.84%；2018 年全国电影总

票房为 609.76 亿元，国产影片市场份额

为 62.15%；2019 全国电影总票房 642.66
亿元，其中国产片份额达 64.07%；2020
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达到 204.17 亿元，其

中国产电影票房为 170.93 亿元，占总票

房的 83.72%，全年票房前 10 名影片均

为国产影片；2021 年上半年中国内地

电影市场票房 TOP10，累计票房达到

183.78 亿 ，占 比 上 半 年 整 体 票 房

66.67%，其中国产电影 8 部。国产电影

持续保持着本土电影市场的优势地

位，回顾近年来的国产电影份额，不仅

能够超过进口片，还能够持续攀升，在

与进口片的较量中，国产片始终能够

快进口片一步。

基于国产片份额不断上升的背景

下，今年一些月份票房不尽如人意也

侧面证明，高质量国产影片的供给不

足也会导致市场低迷。在多屏竞争、

“内容为王”的时代，观众对于优质内

容的渴求始终未变。如果电影创作者

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跟不上观众的步

伐，缺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精彩故

事、叙事手法简单或老套、技术创新不

足难以符合观众审美，创作出的作品

内容大都同质化、套路化，那么市场低

迷是必然结果。

在疫情持续影响全球电影行业的

时候，中国电影从业者要从“危机”中

把握“先机”，努力提升国产影片的质

量水平，实现中国电影从“高原”到“高

峰”的迈进。2020 年，博纳影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于冬在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探寻

电影之美——当下电影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的论坛上强调，“疫情的影响虽

然是暂时的，但我们要回到 600 多亿票

房的市场规模，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努

力，还需要经历一场艰苦卓绝的奋斗，

尤其是我们的电影企业家们，无论是

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后疫情

时代’的电影发展关键阶段，要发扬企

业家精神，要能够带领着团队、创作人

员，不仅要走出困境，更要创作出优秀

的高质量影片。”

同时，还有不可忽视的流媒体平台

也在悄然影响着电影产业的布局和部

分观众的观影习惯。中国电影资料馆

事业发展部副研究员沙丹指出，“早在

疫情暴发之前，电影行业就已经开始

在线上布局，线上售票已经成为基础

设施，视频平台也发展出了日趋成熟

的付费模式，如网飞（Netflix）当初携

《罗马》（2018）、《爱尔兰人》（2019）等

直接绕过传统影院在线上发行，一度

引发了业界震动，其影响力日趋扩大，

逐渐成长为流媒体巨头”。与国际情

况一致，国内不仅有爱奇艺、腾讯、优

酷等传统流媒体平台，受视频时代的

影响所带来的短视频与直播同样出现

在电影产业链上，“字节跳动买下《囧

妈》上线流媒体后，还参与出品了《我

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拆弹专

家 2》等影片；而 B 站与欢喜传媒达成

了战略合作，获得欢喜传媒旗下既有

影视作品及新作的独家外部播放权，

《夺冠》、《一秒钟》等均包含在其中”。

在对于观众的观影习惯影响上，沙丹

表示，“流媒体大势不可逆转，这不仅

是影业巨头的选择，对于普通观众而

言，线下当然有其不可替代性，但线上

也有明显的优势——私密、自由、方

便、不受干扰，可以反复观看、随时暂

停、倍速观看（此举也在资深媒体人和

影迷群体中引发极大争议）等。特别

是在 5G 带宽越来越强大，4K 高清电子

大屏、投影、互动性装置等家庭放映设

备持续进化普及，在线点播平台的节

目库越来越丰富的时候，自由观影和

影院观影之间的体验逐渐缩小，观众

又会如何选择呢？”珠江影业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影南方

电影新干线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海燕也

强调，“现在网络电影、网络电视剧发

展迅猛，观众的选择更加多元。之前，

大家都愿意选择去电影院看电影，现

在很多上映院线的影片一周就转网

了，大家等着院线影片上线网络在视

频平台观影，这样既不受疫情的影响

也能够降低观影成本。”

◎票房“过山车” 缺失进口大片是主要原因

（上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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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疫情反复对线下电影有着较大

冲击，但电影影院的视听效果、观影氛

围、社交属性，其它任何文化消费形式很

难替代，因此电影从业者需保持耐心、砥

砺前行。回顾今年电影复工以来的表

现，仍然具有众多可圈可点的表现，疫情

在挤压出行业泡沫之外，也调整产业结

构向更高更好的方向发展，中国电影的

能量必然能实现持续而长远的释放，带

来更多长尾红利。

在严峻的市场环境下，头部影视公

司的营收活力从一定程度上能够给予一

些中小影视公司更多的信心。6月底，万

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公布 2021年半年度

业绩预告，根据业绩预告显示，在 2021
年上半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62000 万元-68000 万元，基本

每 股 收 益 为 0.2779 元 -0.3048 元 。 而

2019年同期，万达电影亏损 156657.74万

元，每股亏损 0.7537元。在报告期内，万

达电影经营业绩扭亏为盈，并且较 2019
年上半年有所增长。除此之外，报告内

还具体阐明了回暖的表征，截至 2021 年

6 月 27 日，全国总票房为 249.1 亿元（不

含服务费），观影人次 6.8 亿。万达电影

票房为 35.3 亿元，观影人次 9125 万。万

达旗下影院 1 月至 6 月累计市场占有率

为 15%。同时，2021 年万达电影影城数

量有所扩展。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万

达电影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影城数量增长

至 712 家，与疫情前的 2019 年相比增加

新开影城 56家。

从去年下半年电影院开始复工到现

在，“我国电影产业的恢复过程相对世界

上其他国家来说还是比较快的，体现出

我国电影市场是有韧劲、有潜力的，而且

消费需求也比较旺盛”。资深电影市场

研究专家刘嘉分析，“两个方面在影响电

影产业的恢复。第一个就是外部环境，

疫情还存在不确定性。例如，今年暑期

档观众期待的影片撤档，一部分原因就

是因为南京、郑州突发疫情，全国关闭了

2000 多家影院，影片的投资方和发行方

就会有很多顾虑。同时，国际上的疫情

防控工作没有取得阶段性的有效成果，

国外的疫情风险依旧很大，中国也会受

其影响。而电影消费的终端市场有聚集

性，所以疫情对于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

大。第二，全球都处于紧张的、漂浮不定

的疫情阴影中，中国很难独善其身，尤其

体现在影片创作生产上。国产电影的供

应无法持续稳定地供应，依旧需要国际

作品，但国际作品也受疫情影响，创作速

度放缓或者直接上映流媒体。”

同时，刘嘉表示对中国电影市场“有

着坚定的信心”，但要“立足在现实的基

础上”。“今年上半年电影市场的情况总

体上还算不错，特别是第一季度。而在

暑期档遭遇疫情之前，有两个问题，第一

就是有份量的国产影片不足、多部电影

抢占热门档期，第二是进口片不足。但

中国给全球电影业做了一个示范，这不

仅增强了电影从业者的自信，也让好莱

坞公司都充满信心，例如《速度与激情 9》
就选择先在中国上映再去美国上映。”

谈及暑期档撤档的《长津湖》时，刘

嘉说：“《长津湖》有可能像去年的《八佰》

一样获得成功，但是也有很大的风险，因

为影片拍得好是一方面，发行时选择一

个恰当的时机、有恰当的社会氛围推动

也很重要，就这一点来说依然存在不确

定性。”她预判，“在不出意外——这个意

外与疫情有很大的关系——的情况下，

我们今年能够达到 500 亿就是一个非常

成功的目标。不过，还是要看我们的国

产电影够不够，不能去幻想依靠进口

片。如果有进口片是锦上添花，但从根

本上来说我们还是要依靠有分量、有质

量的国产电影振兴市场。”

除了面对疫情的问题之外，电影产

业在进行深度调整，如何才能在产业结

构调整中找准位置，快速进入赛道？张

海燕给出了一种答案，“电影院的观众结

构在发生着变化。我们进行过一个不完

整的统计，现在‘00 后’进入电影院观影

的人次逐渐减少，他们的娱乐方式发生

着深刻的转变，从线下的剧本杀不仅具

有社交属性还能够让年轻人沉浸其中，

到线上的电子竞技发展迅猛，这些都使

年轻人娱乐方式的选择更加多元。一方

面，行业在疫情背景下的加速调整，做好

内容最重要，时代从‘渠道为王’转变为

‘内容为王’，现在的渠道不仅有线上渠

道还有院线渠道，渠道变得多元，这时强

内容就变得尤为重要。比如，做强视效、

3D、全景声等高质化的强内容影片，吸引

观众重新走进影院，让观众有‘这部影片

不去影院看不行’的认知。另一方面，影

院要营造出与家庭观影或使用 PC 端、手

机端、iPad 端等移动端观影不同的观影

氛围。受疫情影响，影院内不能饮食其

实是弱化了影院的社交属性，在社交属

性弱化的情况下，影院应给观众营造一

种安全、舒适、沉浸的观影氛围。”

产业结构的调整已经进入了深度调

整期，能够在调整期内将行业内不规范的

地方进行整改、挤出行业泡沫，重新构建

一个更为合理、完整、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结构。张海燕表示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

考量，“从宏观方面来说，第一，国家政策

的刺激；第二，在整个大的经济形势和环

境下会对产业有观念上的影响。原来的

电影发展是增量的问题，比如，电影院雨

后春笋般发展，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多

地方的影城一公里上有十几家影城，这样

的模式本身就要调整；还有现在 50 多条

院线的大整合又是一个趋势，疫情加速了

院线整合，不整合可能会导致很多院线

‘阵亡’，这是一个市场需求。从微观上来

讲，各个制片方、各个影城、各条院线如何

适应深度调整的迅速转型。”

业界人士表示，尽管目前中国电影面

临许多挑战，但奋斗是中国电影人最鲜亮

的底色，中国电影强国建设征程已经开

启，相信前景光明、未来可期、大有可为。

◎对行业恢复保持耐心和信心 奋斗是中国电影人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