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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阿凡达：水之道》成中国市场

第100部票房破10亿元影片

2010年初，《阿凡达》成为产业化

改革以来，中国电影市场首部票房破

10 亿元的影片。到了 2023 年 1 月 1
日，上映 17天的《阿凡达：水之道》累

计票房破 10 亿元，成为中国电影市

场上第 100部累计综合票房破 10亿

元的影片。

12月 31日，《阿凡达：水之道》产

出票房 1.07 亿元，是该片在上映首

日和次日后，第三次单日票房破

亿。1月 1日，该片环比逆跌产出 1.1
亿元，1 月 2 日报收 0.64 亿元，档期

内共收获 2.81 亿元，是这个元旦档

期的票房冠军。

《阿凡达：水之道》在上映前，电

影市场对其寄予厚望，上映后，放映

端排片比重很高。上映首日排片占

比近八成，在上映的前 5天，该片单

日排片占比一直保持在 70%左右。

但该片上映时，京津冀、成渝地区、

华中部分省份等地区也正处于本轮

疫情流行的高峰时期。

广州金逸珠江院线总经理助理

谢世明就认为，《阿凡达：水之道》在

上映初期票房较低，很大程度上是受

疫情影响，随着本轮疫情感染高峰在

北京、广州、上海、重庆等城市的逐渐

度过，影片票房走势也会趋于稳定。

“《阿凡达：水之道》在元旦档期

作为‘旧片’继续领跑，还出现过日

票房逆跌的情形，能看出影片质量

还是有保证的，属于后劲较强的影

片，目前各家售票平台和相关机构

关于该片的预测也在逐步上调。”

他还表示，在《阿凡达：水之道》

之前的票房中，特殊厅占比极高，平

均票价也相对较高，说明之前观影的

大多是核心影迷，随着感染高峰度过

和影片口碑发酵，观影群体会逐渐打

开，影片还有相当的市场潜力。

用心经营跨年仪式感

《想见你》单日7358万元超预期

在谈到《想见你》元旦档期的市场

表现时，影城经理们的评价是“超预

期”。按照之前的市场惯例，粉丝效应

较强的 IP改编电影和青春爱情电影

属于“爆发型”影片，往往开局票房爆

发力强，之后票房走势下滑较快。《想

见你》于12月24日上映，到了12月31
日，影片在映已经一周，但该片元旦档

期内共产出票房 1.24亿元，排在第二

位，再次掀起一波“票房高峰”。

尹香今是万达影视总经理，也是

影片《想见你》的出品人和总制片人，在

她看来，岁末年初，爱情电影是“刚需”：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爱情电影能给大

家带来一些甜蜜和暖意，也能帮观众释

放情绪，《想见你》讲述的是男女主双向

奔赴的爱情故事，不管穿越几重时空，

我就是想见你，想要和你在一起，没有

什么观影门槛，希望大家在经过疫情之

后，都能见到自己想见的人。”

尹香今还认为，《想见你》能取得

如此成绩得益于种种利好的综合作用，

不仅有热门 IP改编、原班人马重聚，档

期内唯一的爱情片等“先天优势”，也有

对跨年仪式感的注重和经营。

据她介绍，为了满足青年观众对

跨年仪式感的需求，片方为12月31日
进行了特意准备。“12月29日，我们邀

请影片主演柯佳嬿、许光汉、施柏宇在

新浪电影直播间直播，和粉丝互动，为

元旦档期预热；跨年夜，我们还联合商

场和影城开设了 22点 13分的特殊场

次，电影中黄雨萱和李子维看漫天烟

花一起跨年的时候，观众也可以同频

跨年，而且参与该场次的观众会在影

院中收到主创的新年祝福，并有机会

体验‘影院KTV’，一起合唱影片中的

两首热门歌曲。”

最终，在跨年仪式感的加持下，影

片单日收获票房 7358万元，是该片单

日票房产出最高的一天，远超上映首

日（12月24日3521.76万元）。

“市场就是这样，无论多难，只要

坚守，就有希望”。尹香今建议片方要

有耐心，要做好走长线的准备，给市场

时间、给观众时间：“就像《想见你》，圣

诞之后还有跨年、还有元旦，还有之后

的放映空间，只要观众希望在影院收

获快乐、收获甜蜜，我们随时恭候。”

给观众带来欢笑和治愈感

《绝望主夫》档期内产出1.21亿元

2022年12月31日，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电影票房收获了影院复工（12月

8日）以来最高纪录，单日票房 168.77
万元。当日，有超过 4万哈尔滨观众

选择在周末走进电影院，国产喜剧片

《绝望主夫》在当地产出票房 74.74万

元，占哈尔滨总票房的44.2%。

作为元旦档期新片，也是档期内

唯一的喜剧片，类型优势为《绝望主

夫》加分不少。不仅是哈尔滨市，在

黑龙江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等

多个省区，《绝望主夫》均位居元旦档

期的票房首位。元旦档期三天，《绝

望 主 夫》分 别 收 获 6357.55 万 元 、

3773.66万元和 1996.66万元，档期内

共产出票房 1.21亿元。

市场专家罗天文就表示，喜剧片

是中国观众接受度最高的影片类型

之一，北方各省的观众对于国产喜剧

片接受度尤其高，“在很多北方观众

心中，炫酷特效不及哈哈一笑。”

电影是一种有治愈功能的文化

产品。济南百丽宫影院总经理董文

欣认为，经过疫情影响，观众对于宏

大叙事的电影和超级英雄影片的追

捧度可能会有所下降，反而更希望到

影院去看一些能够让自己治愈、感

动、欢乐的影片。她建议电影创作者

们在接下来的创作中，能通过作品给

刚刚走出病痛、或在病痛影响下的观

众带来治愈感。

“观众走进影院需要欢笑、需要

治愈感，《绝望主夫》、《想见你》这些

影片分享甜蜜、分享快乐，蕴含着观

众当下需要的情感。”董文欣说。

谢世明在采访中表示，《绝望主

夫》在疫情影响下能取得 1.21亿元票

房成绩，在预期之内。他还表示，经过

元旦档期可以发现，虽受疫情影响，档

期加成效应和观众对影院观影的需求

度仍在，只是影片供给不足制约了档

期票房攀高，“目前影院的营业数量和

元旦档期观众体现出的观影需求应该

能传达出一些积极信号，希望能有更

多大片定档，给市场信心。”

董文欣也在直播中坦言，《绝望

主夫》和《想见你》是在《阿凡达：水之

道》之后重建市场信心的重要作品。

“疫情以来，很多片子撤档，最终留下

来的，都值得影院去感谢”，她表示，

片方能选则在这个元旦档上映，体现

着片方和发行方的行业担当，“市场

的信心就要靠一部部影片上映，来一

点点积累，大家一起把市场做暖，越

来越热。”

本报讯喜剧电影《绝望主夫》正

在热映中，截至1月3日，票房已突破

1.3亿。影片近日发布的“听见她的

声音”版特辑，展现影片对夫妻关系

的思考以及现实中夫妻家庭的相处

之道。

《绝望主夫》在爆笑欢乐的喜剧

外壳之下，其实想向观众传达更深

层次的情感内核，关于家庭相处之

道，也关于夫妻间的换位思考。影

片中，成功学大师胡铁男（常远饰）

在男礼宾（魏翔饰）的神秘力量推动

下进入男女错位的异世界，他的生

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变

成了家庭主夫，而妻子许薇薇（李嘉

琦饰）却成为了“霸道总裁”，极大的

心理落差使他由此展开了一段啼笑

皆非的爆笑反抗，过程中笑点密集

包袱满满，同时也带观众一起反思

现实存在的婚姻问题。胡铁男与许

薇薇在夸张的喜剧手法之下，展现

出非常极端的人物性格，让观众感

受到非常强烈的戏剧冲突，甚至具

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因为在家庭生

活中，无论任何一方表现出绝对的

控制欲，忽略掉另一半的感受，最终

都会对家庭产生难以消磨的伤害。

特辑中，征集了几对夫妻及情

侣现身为观众分享自己在亲密关系

中的所思所想，他们的观点非常贴

切地表达出电影《绝望主夫》希望传

达给观众的意思。女性的身份不仅

仅是家庭主妇，她们是妻子、是妈

妈、更是自己，“她们可以打破桎梏，

拥有独立人格”，“她们可以追求自

我，拒绝依附”，“她们可以要求家庭

和生活的分工合作”，在家庭关系中

另一半要学会理解她们的不易，要

尊重她们作为独立个体的决定，这

些都是让家庭关系“保鲜”的要点和

重点。对于每一位女性而言，就如

影片最后许薇薇的台词说的那样，

现当代女性应该“想干啥干啥”，做

最舒服、最自得的自己。许多观众

被影片的立意感动，他们评论《绝望

主夫》“让男性站在女性角度考虑问

题，很不错的一部影片”“大胆直白

超乎预想，直戳痛点”；“用和生活中

实际颠倒的方式来教育众人，很有

教育意义”。

（影子）

本报讯 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于 1
月 12日发售全新年卡产品，邀请游

客以超高性价比解锁一整年的大片

世界，将丰富多彩的季节性主题活

动收入囊中。同时，备受游客喜爱

的“环球中国年”也将于1月12日同

步开启。

历经一年运营，北京环球度假

区数据显示，近九成受访游客表示

希望重游北京环球度假区，越来越

多的游客在“一日集中打卡”的游览

之外，通过不断重游、入住主题房、

与喜爱的角色互动、享受主题美食、

挑选主题周边商品等更加深度和沉

浸的方式，融入“大片世界”。北京

环球影城年卡将于2023年1月12日
正式在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App、阿
里小程序、微信小程序及官方飞猪

旗舰店发售，首次推出两种类别，即

北京环球影城年卡-悠享和北京环

球影城年卡-畅享，价格分别为人民

币 1,688元和人民币 2,288元，有效

期均为365天。北京环球影城年卡-
悠享主要覆盖有效期间内的周一至

周四及部分周五和周日，不少于227
天可入园日期，让游客轻松收获“错

峰游园自由”，学生和家庭游客更能

实现寒暑假轻松打卡，拥有美好假

期回忆；北京环球影城年卡-畅享主

要覆盖有效期间内的大部分周一至

周五及部分周末，不少于303天可入

园日期，让不论是期待周末出逃“大

片世界”的忠实粉丝还是希望收获

温馨亲子时光的家庭，都能尽享快

乐时光。

作为2023年度首个季节性主题

活动，北京环球度假区“环球中国

年”将于 2023年 1月 12日至 2月 14

日喜庆上线。活动期间，园区内外

将换上农历新年主题装饰——俏皮

可爱的生肖兔子元素、喜气洋洋的

灯笼、趣味横生的春节对联、剪纸风

格的道旗等。更有生肖专属角色、

全新舞狮和更多限定美味及周边商

品，让广大游客收获全年第一个美

满的节庆回忆。随着1月12日年卡

正式发售，游客可以第一时间成为

年卡用户，以超高性价比即刻开启

兔年新春欢庆体验。 （影子）

本报讯 近日，将于 1月 6日全

国上映的印度高分口碑佳作《女生

规则》发布了一组角色海报。

三张角色海报色彩强烈，构图

鲜明，直观有力的自述式文案与极

富感染力的人物状态相互映照，向

观众诉说——印度社会根深蒂固

的传统性别观念从来没有停止过

对女性生存环境的压迫与腐蚀。

海报中，失手伤人的米纳尔双眉紧

蹙，神情焦灼而愤怒，仿佛正全力

与人争辩着什么，鲜红的背景隐喻

着她水深火热的处境；蓝色海报中

的法拉克，是片中事发之后因遭遇

男方恶意 P图而丢失工作的女孩，

她眼神犹疑无助，面色憔悴，令人

揪心；片中同样受到侵犯的安德莉

娅神情倔强，略带学生气的脸庞淌

下一滴清泪，让人心疼。海报中的

女孩们无声地为自己辩护，醒目不

已的“不”字仿佛在说，她们不只是

她们，她们是每一个女孩。

影片由荣获第 4届亚洲电影大

奖“终身成就奖”、宝莱坞最德高望

重的演员之一——阿米达普·巴强

倾情出演，他以沉稳内敛的演技

“润物细无声”地诠释了一位不畏

强权、坚守正义的金牌律师，由眼

神到台词，无一不细腻精准、直击

人心，令观众交口称赞。点映后，

有不少网友表示，完全被其“不怒

自威”的气场与魅力所折服。

《女生规则》于海外上映时，斩

获超过 10 亿卢比（约 8400 万人民

币）的票房成绩，创造了 IMDb8.1分、

烂番茄度 100%的出色口碑。印度

杂志《电影观众》更是盛赞其为“一

部可以动摇印度封建思想的必看影

片”。 （影子）

本报讯 正在上映的电影《唬胆

特工》日前发布“拳击小课堂”爆笑

片段，此次发布的片段中，自称健身

达人的“嘴炮废柴”泰迪通过录制视

频的方式与网友分享自己的独门绝

技，没想到健身课却频频破功、逗翻

全场。他首先力荐的是泰迪弹力

带，前一秒中还在自信满满地向全

世界吹捧“以后将是弹力带的天下，

因为它将带给你最强的阻力”。下

一秒，他就被弹飞的带子击中眼

睛。随后，泰迪又身裹黑色塑料袋

狂跳 100次，传授“泰迪燃脂”，结果

自己却直接晕倒在地。紧接着，他

又推荐起了自创的可做引体向上的

“泰迪杆”，没想到不仅被“泰迪杆”

砸中头部，还险些把整个家都拆掉，

尽显废柴本色，引来妻子无情吐

槽。泰迪用生命健身却屡败屡战的

劲头，让枯燥的健身课瞬间变成小

品现场，欢乐不停，戳爆笑点。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曝光的片段

也将原片中的彩蛋纳入其中。当泰迪

与冷面杀手多伦多历经枪林弹雨，九

死一生，二人也成为了患难与共的好

朋友。在影片的结尾，泰迪终于如愿

将“非接触拳击”发扬光大，拥有了实

体店来招募学员。他的线上直播也终

于变得有模有样，在喜剧效果拉满的

同时，也不禁让人联想他与“冷面杀

手”多伦多到底经历了一番怎样的爆

笑囧途。

电影《唬胆特工》由美国哥伦比

亚影片公司出品，好莱坞知名动作

电影导演帕特里克·休斯执导，凯

文·哈特、伍迪·哈里森主演，凯莉·
库柯、贾斯敏·马修斯、山下智久等

联袂出演。 （杜思梦）

2023年元旦档期5.54亿元收官
《阿凡达2》《想见你》《绝望主夫》三片占比超九成

《唬胆特工》发布“拳击小课堂”爆笑片段

印度高分口碑佳作《女生规则》发角色海报

北京环球度假区1月12日起正式发售全新年卡

《绝望主夫》欢笑背后引发夫妻家庭思考

据国家电影专资办初步统计，2023年元旦档

（2022年12月31日至2023年1月2日），全国共产

出票房5.54亿元。2022年12月31日，在“跨年夜”

助力下，单日全国电影市场收获2.54亿元，也是10

月2号以来的最佳单日表现，档期后两天票房产出分

别为1.92亿元和1.08亿元。档期内，共有1259万人

次走进影院观影。

单片方面，进口影片《阿凡达：水之道》、爱情电

影《想见你》、喜剧电影《绝望主夫》3部影片档期内分

别产出2.81亿元、1.24亿元和1.21亿元，和《穿靴子

的猫2》、《航海王：红发歌姬》、《名侦探柯南：万圣节

的新娘》、《西游记之七十二变》等动画影片一起，丰富

了全国观众的假期生活。

业界认为，元旦档期的市场反应表明，疫情影响

下，档期加成效应和观众走进影院观影的需求度仍

在，影片供给不足制约档期票房攀高。

跨年夜当晚，谍战影片《无名》定档大年初一；元

旦假期后，动画电影《深海》也宣布将于大年初一上

映。至此，春节档已有《流浪地球2》、《无名》、《满江

红》、《深海》、《熊出没·伴我“熊芯”》五部具有较强票

房潜力的影片待映。业内希望能够通过重量级电影

上映，带动更多新片找到走向市场的信心与时机，共

同拉动观众观影欲望，助力电影市场稳定有序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