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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暑期档的日益临近，多部影片选

择在上映之前通过点映来预热市场、助力

宣传。来自猫眼专业版的信息显示：6 月

以来，已经有《人生大事》、《云霄之上》、

《一周的朋友》、《回南天》、《海底小纵队：

洞穴大冒险》、《开心超人之英雄的心》、

《地瓜味的冰激凌》7 部影片开启过不同

范围的点映，将于 7 月 8 日上映的《神探大

战》也在 7 月 2 日、3 日安排了点映。

罗天文认为在现阶段选择点映对片

方和放映端来说是双赢。“对于放映端来

讲，目前影院营业数量已经恢复至较高水

平，但影片供给相对不足，可供选择的影

片并不多；对于片方来讲，疫情防控下，路

演等线下宣传活动较难展开，线上宣传触

达率又相对较低，通过选择好观众群进行

点映，在目标受众中进行口碑传播也是明

智选择。”

其实，中国电影市场上的暑期档影片

对点映并不陌生，2015 年暑期的《西游记

之大圣归来》（7 月 10 日上映，票房 9.54 亿

元）和 2018 年暑期的《我不是药神》（7 月 5
日上映，票房 31 亿元）都是通过点映引发

市场关注并最终取得了理想的票房回报。

2015 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两天全

国点映 1.2 万场次，点映票房突破 1000
万，刷新了当时中国动画片点映票房的最

高纪录。该片的点映策略多针对动漫专

业师生、国际友人、媒体、艺人、KOL（公众

意见领袖）等特定人群展开，一方面希望

透过他们的评价，让观众对影片专业度形

成良性认知；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他们

的影响力，进行口碑扩散。

这一策略效果明显，看过点映场的观

众纷纷加入该片的“自来水军团”，在各大

社交平台“安利”这部国产动画诚意之

作。从时光网、豆瓣，到新浪微博、天涯论

坛，《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炙手可热，好评

传遍网络。

2018 年，7 月 5 日上映的《我不是药

神》自 6 月 20 日开始点映，起初全国点映

场次在 20 场左右，目标受众多集中在媒

体、从业者等小范围人群，6 月 30 日起，

《我不是药神》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全国分

时段超前点映，单日场次一度增至 3 万

场，最终该片点映票房破亿元，在热度、口

碑、评分等方面都表现优异。

温特在 2018 年曾参与电影《我不是药

神》在深圳地区的发行，他对《我不是药

神》的点映影响记忆犹新，他表示，当时片

方对影片上映首日的排片期望在 45%左

右，即使在头部影片中也是较高的要求，

但随着点映的进行，影片的质量、口碑和

市场潜力得到了各家影城的认可，在上映

时，“没有太费力就拿到了近 50% 的排

片。”

在近期点映的影片中，温特较为期待

《人生大事》。该片在定档 4 月 2 日时，曾

于 3 月 20 日在武汉、成都、长沙、郑州等

13 座城市举行过一轮点映，通过近 1400
场点映收获了 210 万元票房，也收获的观

众的好评和期待，在点映后，该片想看人

数大幅度上涨，有参与点映的影院经理表

示：“可以放心排片，上座率绝对不会失

望。”

改档 6 月 24 日后，片方选择在 6 月 19
日和 23 日举行第二轮点映。6 月 19 日，该

片在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苏州、南京等

38 个城市以 2000 场左右的点映规模收获

了近 650 万元票房。在当日的点映中，

《人生大事》场均 73 人，上座率接近 50%，

以 0.6%的排片占比取得了超过 7%的单日

票房。当日点映后，该片在猫眼、淘票票

两大购票平台评分均为 9.7 分，深受观众

肯定。

截至 6 月 20 日，《人生大事》在猫眼平

台已经有了 36.2 万人想看，也有 52 个话

题登陆了微博热搜榜，6 月 23 日，该片的

点映规模更是超过 1.7 万场。业内人士预

计，在点映的票房基础和口碑助推下，《人

生大事》的累计票房有望在上映首日突破

亿元，总票房有望挑战 10 亿元大关。

定档 7 月 9 日上映的《海底小纵队：洞

穴大冒险》采取另一种点映方式，该片在

六一儿童节和端午假期就开启了首轮点

映，并在之后的周末有部分点映场次。

罗天文认为，和《人生大事》在上映前

一周左右点映预热不同，《海底小纵队：洞

穴大冒险》在上映前一个多月开启点映，

更能体现片方的信心。“在上映前较长时

间开启点映是有风险的，这种点映方式就

是把影片成败交给了市场和观众，一个多

月的时间足够让影片的口碑发酵和传播，

优质影片能让好评口口相传，助力宣传，

质量不足的影片则会受到观众诟病，影响

影片上映时的票房，敢采取这种点映方式

的影片一般质量都有一定保障。”

截至 6 月 19 日，《海底小纵队：洞穴大

冒险》已经点映了 15 万场，有近 70 万人次

观众通过点映观看了影片，点映票房超过

2200 万元。

随着暑期的到来，多位从业者表达

了对暑期电影市场的期望。总体看来，

大家都希望能有更多的影片尽快定档，

也建议片方更加审慎的选择宣传和定

价策略。

按照正常的宣发节奏，上映影片会

在距上映还有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的时

候宣布档期并开始进行宣传，会在上映

前两周开启预售，并进入密集宣发期。

但今年受疫情影响，影片在档期选择上

需要更大的决心，也需要更多的考量，

很可能会有影片“极限定档”。

济南百丽宫影城总经理董文欣认

为，极限定档的影片宣发很难做到位，

会影响到影片的票房，“建议在档期选

择上，按市场需求、市场选择、市场规律

办事”。厦门的影城经理张诚也表示，

极限定档的影片宣发很难有针对性，物

料相对较少，宣发手段也相对单一，想

把市场做透比较难，“《人生大事》、《一

周的朋友》、《你是我的春天》和《神探大

战》都是之前撤档影片，在撤档前已经

做过一轮宣传，观众有印象，所以可以

在较短的宣传周期内定档，但暑期档其

他之前没有宣传的影片可能需要更多

投入和更长的周期。”

从历史经验上来看，体量越大的影

片，在宣传上的投入也就越大。目前已

经来到 6 月下旬，多位业内人士都呼吁

暑期档的大片尽快定档宣传。

“往年的 6 月底，是暑期档影片定

档的密集期，目前电影市场复工率已经

稳定超过 8 成，但是可供影城排映片子

还是比较少，基本上每周只有一部新

片”，张诚希望目标暑期的影片能够抓

紧定档，这样影片能从容展开宣传节

奏，影院也能够提前进行相关配合。

“后疫情时代”，电影宣传更多依靠

线上渠道，但互联网信息繁杂琐碎，观

众的关注度很难集中在电影相关资讯

上，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利用有限的宣

发资源让更多的目标受众了解到影片

信息，也成为了影片宣传方需要仔细思

量的问题。

罗天文建议片方根据影片特点选

择合适的宣发方式。在他看来，进口片

《侏罗纪世界 3》的宣发操作就有些

欠妥。

5 月 16 日，《侏罗纪世界 3》宣布将

于 6 月 10 日与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于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在成都、长沙、深

圳、南京、西安等 9 座城市举行特别观

影活动，投入了较大成本，希望能通过

提前观影引爆口碑，为影片上映助力，

但在活动之后，不仅正面口碑扩散范围

有限，反而传出了关于影片 3D、2D 版本

的争论，最终该片在各大购票平台和社

交网站的评分和口碑都相对较低，

“《侏罗纪世界 3》提前观影选择的

观众大多为从业者和影评人，这类观众

对‘爆米花电影’并不太买账，映后口碑

一般，活动也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此外，近期多部影片发行价格的上

调也得到了业内关注。之前影片普通

2D 版本发行价格大多是北上广深四个

A 类城市 30 元至 35 元，其他城市 25 元

至 30 元。但 6 月 2 日上映的《暗恋·橘

生淮南》，普通 2D 版本发行价格为 A 类

城市 40 元，其他城市 35 元；6 月 24 日上

映的《人生大事》，普通 2D 版本发行价

格为 A 类城市 40 元，其他城市 35 元，都

比之前贵了 5 元。

影片的发行价格是最低价，影城可

以在此基础上自行制定售票价格，但最

低需要以发行价格和片方分账并缴纳

国家电影专项资金。

罗天文表示：“发行价格的上调对

北上广深大商圈的影城或头部院线、大

影投旗下的影城来说影响可能不太明

显，因为他们平时可能一张票就卖五六

十元，但在三四线城市有很多影城是贴

着发行价售票的，发行价格的提升可能

会让影片失去很多价格敏感型观众。”

（上接第2版）

罗天文表示，暑期档的市场特点是档

期票房潜力极大、票房产出周期极长，“档

期票房潜力方面，2021 年的暑期档票房

（为当年 7 月至 8 月票房，下同）有 52.77 亿

元，在疫情前的 2018 年和 2019 年，暑期档

票房更是分别达到 138.01 亿元和 135.92
亿元，可以看出，暑期档的票房上限很高；

在票房产出周期方面，暑期可以给质量过

硬的影片非常长的放映周期，目前中国电

影市场上共出现过 4 部票房过 50 亿元的

影片，其中《战狼 2》（2017 年 7 月 27 日上

映，票房 56.94 亿元）和《哪吒之魔童降世》

（2019 年 7 月 26 日上映，票房 50.35 亿元）

都是在暑期档迎来了票房爆发。”

但他同时也坦言，档期需要经营，时

间跨度超过两个月的暑期档尤其如此，需

要有足够多新片上映，吸引观众走进影

院。电影行业分析师温特认为，即使有疫

情影响，今年的暑期档依然是一个有着百

亿票房潜力的档期，一定会有更多国产影

片定档，市场都期待在 7 月末 8 月初的“黄

金档期”会有大体量的头部影片上映，“理

想的状态是每周有能有两三部新片上映，

暑期能有两三部头部大制作影片。”

目前，今年暑期档和为暑期预热的 6
月影片数量总体仍显不足，缺乏能够支撑

市场的头部作品。数据显示，2021 年 6 月

至 8 月，中国电影市场共有 143 部新片上

映，2022 年，在疫情影响下，全国影院自 7
月 20 日起才恢复营业，当年的 7 月和 8 月

也上映了 68 部新片，但截至 6 月 18 日，

2022 年 6 月至 8 月仅有 39 部影片定档，且

已定档影片大多集中在 7 月上旬和“七

夕”（8 月 4 日）当天。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示，

暑期档持续的时间长，容纳的类型影片更

加丰富，可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次观

众的个性化、多样化的观影需求。从目前

来看，2022 年暑期档能否出现新的观影热

潮需要持续观察。

“从目前看，北京和上海的疫情都在

向好的方向转换，如果得到有效的控制，

可能会对很多片方带来更多的信心和机

遇。目前很多制片方都在密切关注和研

究疫情的变化，以及暑期档电影上映的情

况，有的重量级影片也有可能随时‘空降’

暑期档，期盼 2022 年暑期档能够给观众

带来更多精彩和惊喜，为推动中国电影复

苏乃至新的发展注入更多动力和活力。”

◎多部影片选择点映预热市场
《人生大事》票房成绩备受期待

◎业界建言影片宣传
部分影片发行价格上调引发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