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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电影市场前瞻：

多部大片合力“穿过寒冬拥抱你”
■文/本报记者 林琳

2021 年元旦档，在《送你一朵小红

花》、《温暖的抱抱》等影片的加持下，三天

票房突破13亿元。

2022 年元旦档，将有《穿过寒冬拥抱

你》、《反贪风暴 5：最终章》、《以年为单位

的恋爱》、《李茂换太子》和《忠犬八公》等多

部实力影片公映。业内人士预计元旦档票

房有望超去年。

由黄渤、贾玲、朱一龙、高亚麟、吴彦姝

等主演的《穿过寒冬拥抱你》是薛晓路的新

作。她此前执导的《海洋天堂》、《北京遇上

西雅图》、《吹哨人》等影片均得到市场

认可。

《穿过寒冬拥抱你》同样是薛晓路擅长

的现实题材影片，该片以抗击疫情为背景，

讲述了几对普通武汉市民，面对突如其来

的疫情，他们积极乐观、彼此支持的爱情

故事。

本片聚焦2020年1月23日农历腊月二

十九，武汉宣布封城这一特殊时刻，以温情

和治愈为基调，刻画了普通市民守望相助、

真挚动人的爱情群像。无论是快递员阿

勇、骑手武哥、钢琴老师叶子扬，还是中年夫

妇刘亚兰和李宏宇、退休老医生谢咏琴和

餐厅老板沛爷、实习护士夏晓、滞留旅客张

哲和君君等。在疫情下，是爱给了他们挺

身而出的勇气和力量。他们以笑做盾，以

爱为矛，冲破凛冽寒冬和恐惧，勇敢拥抱。

爱在武汉的烟火气下蔓延，抵御一切苦难，

最终见证奇迹。导演薛晓路表示：“我想把

目光对准在那些最平凡、最普通的武汉市

民身上，表现他们在疫情中的勇敢和信念。”

由黎志执导，毛晓彤、杨玏领衔主演，

孙千、张海宇主演的爱情电影《以年为单位

的恋爱》同样是一部现实题材影片。该片

讲述了独在异乡打拼的酒店经理陆鹿珊和

创业中的江宇因为一场推介活动而相识相

恋的故事。影片重点描绘了性格迥异的三

人是如何在爱情与友情、物质与现实中寻

找完美平衡点。在三个女孩身上，观众都

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为

了闺蜜两肋插刀以及那些同工作“相爱相

杀”的无数夜晚。

自《夏洛特烦恼》后，开心麻花在大银

幕上也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们的作品

往往出现在重要档期之中。在这个元旦

档，由高可执导，马丽、常远、艾伦主演的喜

剧《李茂换太子》同样会给忙碌了一年的人

们带来了不少欢乐。该片讲述了富家女杨

家珍与小捕快李茂成婚，虽夫妻恩爱，但始

终得不到家珍父母的认可，李茂意外发现

自己竟与当朝太子相貌相同，一个想进宫

飞黄腾达，一个想出宫获得自由，二人交换

身份，却不知正一步步卷入尚书的阴谋里

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合作多年的马丽

和常远此番首次搭档饰演夫妻，默契十足

的同时，也给大家带来满满的新鲜感。

此外，由徐昂执导，冯小刚、陈冲主演

的《忠犬八公》也定档 12月 31日。影片改

编自经典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讲述了

一只叫八筒的忠犬坚持不懈等待主人陈敬

修的感人故事。为了更好适应国内市场，

影片也做了不少本土化的改编。

今年12月电影市场的节目十分丰富，总体上看，大制作影片更多集中在下半月，圣诞档和元旦档均有多部大片入驻，届时市场竞争也

会十分激烈。从类型上看，既有《反贪风暴5：最终章》等动作片，也有《穿过寒冬拥抱你》、《我们是第一书记》等现实题材影片，既有扣人心

弦的悬疑片《误杀2》、《古董局中局》等，也有《李茂换太子》等喜剧片。当然也少不了《平原上的火焰》、《爱情神话》、《以年为单位的恋爱》

等爱情片。

在业内人士看来，今年圣诞档和元旦档均有多部实力作品，其中一些影片具备冲击10亿票房的实力。

12月上映影片情况（仅供参考）

影片

我们是第一书记

古董局中局

你的世界如果没有我

无尽攀登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假如明天来临

海草（重映）

超时空日记

别让我走

镇伏司·火神之怒

笨鸟大冒险

梭梭草

曾经相爱的我们

第四面墙

摇滚藏獒：蓝色光芒

雄狮少年

误杀2
战疫英雄

平原上的火焰

爱情神话

热汤

王者回归

路遥归梦

反贪风暴5：最终章

穿过寒冬拥抱你

以年为单位的恋爱

李茂换太子

忠犬八公

档期

12月3日

12月3日

12月3日

12月3日

12月3日

12月3日

12月3日

12月3日

12月3日

12月3日

12月4日

12月5日

12月10日

12月10日

12月11日

12月17日

12月17日

12月24日

12月24日

12月24日

12月24日

12月24日

12月30日

12月31日

12月31日

12月31日

12月31日

12月31日

类型

纪录片

悬疑/冒险

爱情

纪录片/冒险

剧情

爱情

剧情/爱情

爱情/奇幻

惊悚

冒险

动画/冒险

悬疑/剧情

剧情

剧情

动画/音乐

动画

剧情/悬疑

剧情/爱情

爱情

剧情/爱情

爱情

动画

爱情

动作

剧情/爱情

爱情

喜剧

剧情

导演

任杰

郭子健

刘伟恒

叶俊策

曹炳琨

陈卓

沈朝方

兰彬

周涛

丁正勇

袁翙鹏

张杰勇

张小磊

张翀/张波

马克·巴尔多

孙海鹏

戴墨

邓安东

张骥

邵艺辉

章明

里克·齐夫

沈涛

林德禄

薛晓路

黎志

高可

徐昂

主演(配音）

旺青罗布/胡小明/刘恭利/黄文秀

雷佳音/李现/辛芷蕾/葛优

张宥浩/薛昊婧/向遨宇/陈冠宏

夏伯渝/胡歌/夏登平

曹炳琨/田浩宁/林博洋/李昀锐

赵奕程/曾俊雄/刘禹锡/任俊鹏

玮菱/阎隽溪/韩颐煊/冯孝梁

陈露茜/阿萨/杨承翰/罗莽

袁秀芝/杨振宇/周小鹏/周亚萍

贺彬/谢卓妮/舒杨/于震宇

李姗姗/巩大方/汤水雨

胡晓光/林博洋/巴德玛/娃尔

陈柏霖/郭采洁/夏侯云姗/姜超

刘陆/王紫逸

杨天翔/藤新/张碧玉/李楠

——

肖央/任达华/文咏珊/陈雨锶

任重/蒋梦婕/黄小蕾/李诚儒

周冬雨/刘昊然/梅婷/王学兵

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

陈都灵/李梦/白梓轩/赵燕国彰

——

杨金承/欧丽雅/李亚楠

古天乐/张智霖/郑嘉颖/宣萱

黄渤/贾玲/朱一龙/徐帆

毛晓彤/杨玏/孙千/张海宇

马丽/常远/艾伦/魏翔

冯小刚/陈冲

◎多部大片入驻 圣诞档“归来”

在春节档成熟以前，圣诞档一直是

国内最大的档期之一。虽然这是个没

有假期的档期，但往往都是年度大片的

比武场。在这个档期上映的影片也被

观众称为“贺岁大片”。

后来，随着春节长假的形成，以及

国内二三四线城市院线的成熟，春节档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假日优势”，初步取

代贺岁档成为国内最成熟的档期。尤

其是近些年，电影市场中“圣诞档大对

决”鲜有出现。

今年 12 月 24 日，有《平原上的火

焰》、《爱情神话》、《热汤》多部影片同

日上映。业内最为关注的《误杀 2》虽

然提档到 12 月 17 日，但仍是这个圣诞

档强有力的竞争者之一。 2019 年 12
月，由肖央、谭卓、陈冲、姜皓文领衔主

演，改编翻拍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

的《误杀》在国内上映后迅速成为年度

“黑马”影片之一。该片累计票房超过

13 亿元，成为国产悬疑片中的佼佼者。

在金逸珠江院线总经理助理谢世

明看来，《误杀》为《误杀 2》打下了坚实

的观众基础，“故事上虽然《误杀 2》并

不是前作的延续，但‘误杀’更多是一种

品牌。”在他看来，《误杀 2》的票房有望

冲击 10 亿元大关。

《误杀 2》由陈思诚监制，戴墨执导，

肖央、文咏珊领衔主演，定位依然是悬

疑电影，以及亲情在法律边缘徘徊的故

事情节，但却是个全新的故事。在保留

主演肖央的同时，任达华、文咏珊等演

员 的 加 盟 ，也 为 影 片 注 入 了 全 新 的

活力。

今年圣诞档还有《平原上的火焰》

和《爱情神话》两部爱情片值得关注。

《平原上的火焰》改编自双雪涛小说《平

原上的摩西》，讲述了刑警庄树在追查

一起出租车杀人案时，意外发现昔日青

梅竹马的好友李斐也被牵扯其中的故

事。该片是一部聚焦时代变迁和个人

命运走向的现实题材影片，曾执导《白

日焰火》、《南方车站的聚会》等影片的

刁亦男担任监制。在凸显悬疑元素的

前提下，他还为影片注入了较强的“东

北味”，这也与双雪涛笔下东北老工业

区的冷峻风格较为合拍。

《平原上的火焰》中，不仅有两代人

的情感羁绊，还通过主人公的故事折射

出整个时代的变迁。从故事背景到年

代细节，剧组在服化道方面力求还原 90
年代的时代气息。破旧的水泥楼梯、脱

落的旧墙皮、老旧的工厂厂区，以及演

员们的服装造型共同呈现出一幅具有

年代感的画卷。周冬雨和刘昊然两位

主演更是为了诠释好自己的角色下足

了功夫。

相比之下，由徐峥监制，青年导演邵

艺辉执导，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

周野芒领衔主演爱情片《爱情神话》“上

海味”浓郁，剧情更为轻松一些。影片描

写了带着女儿过着单身生活的李小姐、

离婚后热衷跳探戈的蓓蓓和有钱有闲老

公失踪的格洛瑞亚三位女性，三个完全

不同的女人因为老白而产生了交集。

导演、编剧邵艺辉表示，《爱情神

话》中没有大悲大喜，全都是一些生活

中很平淡、很细腻的细枝末节。而对于

电影来说，这些细节中的章法关键就在

于“老白”。出演老白的徐峥认为老白

像是一个串线的人，把故事中不同人物

串在了一起。

此外，档期内还有陈都灵、李梦等

主演的爱情片《热汤》，动画电影《王者

回归》。前者讲述了大数据时代下四段

交织而又平行的故事。后者则是一部

原创手绘动画电影，讲述了羚羊阿迪在

家园在被狼族侵袭后逃往北方绿洲求

援，并在途中结识了骆驼鲁塔。在朋友

的帮助下，阿迪决定重振羚羊家族的

雄风。

除上述两个档期的影片外，12月中还有

实力影片公映。在谢世明看来，《古董局中

局》有票房过亿元的潜力。

《古董局中局》是由郭子健执导，雷佳

音、李现、辛芷蕾、葛优领衔主演的冒险电

影。该片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讲述了

五脉传人许愿因要查明唐朝武则天明堂

佛头真相而发生的一系列冒险故事。

影片以古董为题，以局为眼，带领观

众一览古玩界的江湖气、烟火气。为了将

二者更好地融合，剧组花费了大量时间将

原有的道具进行加工，大到改造墙面、柱

子，小到每一件器物的罗列陈设，都精益

求精，力图展现出九十年代的神韵。其

中，仅馗市寻宝一场戏，就动用了上万件

道具，古董满地铺陈，摊贩左右叫卖，一个

颇具“烟火气”的古玩市集在银幕上跃然

眼前，复古气息扑面而来的同时，又将古

董界的江湖感予以呈现。

12月中还有纪录电影《我们是第一书

记》、《无尽攀登》，爱情片《你的世界如果没

有我》，动画电影《雄狮少年》、《摇滚藏獒：蓝

色光芒》等不同题材类型的新片公映。谢

世明预计，12月的总票房有望突破40亿元，

甚至可以冲击50亿元。

◎元旦档票房有望再次刷新纪录

◎不同题材类型丰富影片贯穿全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