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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国际影展北京春季展映举办
2月19日，2023年“后春节档”以55.52亿票

房收官，这是近三年来“后春节档”的最好成绩。

兔年正月初一，春节档电影开映，电影院迎

来了近几年少有的观影热潮。影院检票口排着

长长的队伍，等待区的座椅上没有空位，许多人

手捧爆米花和饮料站着等待电影开场。影厅内

座无虚席，由于人多稍显嘈杂，与以往不同的

是，除了年轻人还有许多老人和孩子，电影市场

复苏的迹象逐渐显现。最终春节档以 67.58亿

票房创造历史第二的好成绩。

春节档后，新片迅速接棒，市场上几乎每周

都有新片上映，定档影片接连不断。与前两年

冷清的“后春节档”相比，今年“后春节档”显得

“生机勃勃”。数据显示，2023年正月初七到正

月十五的票房产出超过 2019 年疫情前同期票

房，即使以广义“后春节档”票房考量，正月初七

到至正月二十九 55亿多元也是三年来的最高

票房。

“后春节档”新片类型丰富

“后春节档”的概念最早由中国电影评论学

会会长饶曙光提出。他告诉记者，“后春节档”

的概念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后春节档”

即正月初七到正月十五，广义“后春节档”则指

春节档后至正月结束。他说，提出这样一个概

念，是希望春节档之后有更多的新片上映，能够

延续春节档的观影热潮，让中国电影市场更加

有序旺盛。

猫眼分析师刘振飞介绍，从影片整体票房

进度来看，经过春节档半个月的释放，春节档影

片累计进度普遍都到了八成到九成之间，上映

三周后市场是需要新片供应的，这对于“后春节

档”市场热度的维持有着重要作用。

但从往年的“后春节档”来看，尤其是疫情

期间，在此档期鲜有新片上映。刘振飞分析，由

于往年“后春节档”缺乏新片供给，2021 年和

2022 年正月十六至正月三十的大盘票房比正

月初七至正月十五降幅超过50%，而在2018年

和 2019 年这一降幅数值分别为 20%和 38%。

究其原因。饶曙光表示：“人们习惯上认为春节

档已经释放了观众所有的电影消费热情，因此，

春节档之后会出现一个电影消费的空档，或者

说低潮，所以很少有大批量的影片在后春节档

上映。”

今年则不同，自正月十五（2月5日）开始陆

续有新片上映。既有《风再起时》、《毒舌律师》

两部港味新片，也有漫威电影《黑豹 2》、《蚁人

与黄蜂女：量子狂潮》，这也是漫威电影时隔三

年再度回归内地影院。更有两部爱情电影《不

能流泪的悲伤》、《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于情人

节当天上映，以及春节档影片《中国乒乓之绝地

反击》改档在“后春节档”上映。据不完全统计，

2023年“后春节档”共定档影片31部，不仅定档

时间相比近两年更早，影片类型也更加丰富多

样。

近三年最好“后春节档”

除春节档影片仍持续发力，今年“后春节

档”的新片表现也可圈可点。

2 月 17 日登陆中国内地影院的漫威电影

《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首周末 3天，票房

1.21亿，观影总人次 288.7万人。不过，同为漫

威电影的《黑豹2》票房口碑略显逊色。《中国乒

乓》在排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累计收获7406.4
万票房，尽管票房不算亮眼，却赢得了豆瓣7.0、
猫眼9.4、淘票票9.3的高分。《不能流泪的悲伤》

利用爱情片优势在情人节当天获得新片日票房

及日观影人次冠军。

从数据看，2023 年狭义“后春节档”（正月

初七至正月十五）产出票房38.1亿，超过疫情前

的2019年同期水平，为近四年最高，可谓“史上

最强后春节档”。而今年的广义“后春节档”的

表现同样亮眼，正月初七至正月二十九市场产

出票房55.52亿元，同比上涨21%，与2019年同

期相比，仅相差 4%，几乎恢复至疫情前的市场

水平。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副会长张海燕认

为，由于前几年影片的积压为今年的“后春节

档”提供了丰富的片源，会进一步刺激影市回

暖，必然带动影院的营收增加，使得影院复苏进

一步加快，但正月十六至正月二十九的票房产

值还是需要依赖于新片的持续供给。他也指

出，三年疫情已经深度的改变了观众的观影习

惯，一两个档期的市场繁荣并不能说明观众已

经回归影院，只有高质量的影片不断投放市场，

才会使得观众逐渐恢复影院观影的习惯。

刘振飞持同样观点，热门档期和热门影片

能够带动市场在短期内迅速升温，但对于行业

的长期发展来说不会局限于“后某某档”，而是

更倾向于“某某佳片正在热映”。

“后春节档”此前属于一个不被看好的档

期，但今年其走势不仅为电影行业增添信心，也

引发电影档期选择的思考。在饶曙光看来，不

仅仅是“后春节档”，我们习惯上认为观影的空

白期或者低迷期，都需要深入的研究来打造适

合一定时期的电影作品，让全年的电影市场走

势更加的均衡、有序，也能有效的培养观众的消

费习惯，提升观众的观影频次。有八万块银幕

的行业基石，热门新片持续上映的复苏土壤，相

信在 2023 年中国电影市场将展现更为旺盛的

生命力。 （白晨）

本报讯 金鸡国际影展（北京）春

季展映日前在北京金鸡百花影城举

行开幕式，中国电影家协会在京会

员、国内各大电影机构与公司代表、

各国驻华电影机构代表及国际友人

等三百余人参加。

伊朗电影《金币灰黄》是此次金

鸡国际影展（北京）春季展映开幕影

片。这部亚洲电影佳作获得过 2022
年金鸡国际影展的“最受欢迎国际

男演员”荣誉，不仅被 2022 金鸡国际

影展评审梅峰充分肯定，同时也得

到了现场嘉宾观众的共鸣与赞许。

金 鸡 奖 最 佳 男 主 角 提 名 演 员 包 贝

尔、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获

奖影片《冰下的鱼》导演张力、金鸡

奖最佳儿童片提名影片《有人赞美

聪慧，有人则不》导演杨瑾、演员杜

少杰和韩一菲一致称赞能够在这次

展映上看到像《金币灰黄》这样的国

际电影优秀新作，是作为电影人和电

影观众的幸事。包贝尔更是表示：

“实在太好看了！我目瞪口呆地看完

了后半部电影。它超乎想象，值得被

更多的人看到。”

除《金币灰黄》外，本次金鸡国际

影展（北京）春季展映的《线》、《岁月

自珍》、《公主的品格》、《稍微想起一

些》、《夏日细语》、《地中海热》、《两

个黎明之间》、《迷失季节》和《中间时

代》等九部精选佳片，在票房方面延

续了 2022 年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的

高上座率，自 2 月 18 日开启售票，得

到北京大批影迷的追捧，多场次迅速

售罄。

（影子）

本报讯 讲述北京文化传承故事的

纪录电影《地安门往事》日前在首都

电影院（西单店）首映，获得热烈反

响。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办公室、区

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委区政府

研究室、区文化和旅游局、区政协等

单位负责人，华夏电影公司、中国书

店、首都电影院等单位嘉宾与辖区部

分街道、社区的居民代表百余人莅临

现场，共同见证一部有情怀、有意蕴

的影片上映。

《地安门往事》由静思文汇（北

京）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历时三年精心

制作而成，北京新影联文化传播有限

责任公司进行发行，影片深度描绘了

地安门地区的历史变迁与彰显出来

的人文意味，从而获得了 2019 年度西

城区文化艺术创作扶持专项资金支

持。电影以北京著名文化、商业地标

性区域地安门为记录对象，通过主人

公对故土的旧地重游，现在的街巷与

记忆中的影像相互穿插，展现出地安

门地区变与未变的市井风情，勾勒出

北京的发展与变迁，国际化城市的发

展布局始终没有背离作为历史名城

的这一属性，现代与传统在这里水乳

交融。

地安门是老百姓常说的“内九外

七皇城四”中皇城的四门之一，是北

京营城建都的历史见证。这里的每

一座古建筑都有自己的故事，伴随着

历史重大时刻人和城市的变化，这里

的 每 一 个 人 都 留 下 了 自 己 的“ 往

事”。地安门雁翅楼成为人们寄寓自

己心灵的港湾，24 小时营业的中国书

店闹中取静矗立在街角，百花深处胡

同默默地等待战火中的恋人回家，烟

袋斜街上传统和时尚交错，梅兰芳纪

念馆成为京剧票友的圣地，什刹海畔

百年烤肉季、马凯餐厅、护国寺小吃

等老字号收藏起众多老北京人最温

暖的回忆。这些建筑撑起了城市的

骨架，这些文脉相传的故事演绎着北

京城的灵魂。

在与《地安门往事》主创团队的互

动中，观众对电影给予了充分肯定，

也对主创的创作意图产生了浓厚兴

趣，一些曾居住过地安门一带的观众

询问主创创作灵感来源于何处。观

众们表示，主人公崔涛的经历引起他

们强烈的共鸣，曾经的街头巷尾让他

们回忆起自己的过往，深感岁月的流

逝，同时也对明天的北京寄予了希

望。

作为旨在传承北京文化的影视作

品，《地安门往事》生动反映古都近现

代的发展历程，通过独特的个人视

角，回顾、审视和反思城与人、人与社

会、文化传承与现实发展之间错综复

杂的关系，为老北京带来今天的感

受，以“往日故事”助力北京中轴线整

体申遗。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第 73 届柏林电影节

举行，动画电影《深海》入围新生代单

元。导演田晓鹏亮相《深海》的海外

首映现场，并与国际观众交流。映后

现场响起多次掌声，更有外媒评价

“制作水准超乎想象”。

此番《深海》“出海”，代表着中国

原创三维动画在国际上“被看到”。

导演田晓鹏坦言，来柏林是抱着“看

看世界的电影是什么样子”的学习心

态，他相信中国动画“总有一天会走

向世界”。在被问到“中国动画和国

外动画的差距”时，导演田晓鹏表示：

“我们知道差距在哪，就会不断去探

索边界，每次探索都是一种接近。现

在我觉得我们找到了不同的地方，已

经不能说我们跟别人有多少差距了，

而是说，我们是有差异的。”从“差距”

到“差异”，或许正是《深海》坚持创

新、不断探索的意义。

“粒子水墨”作为拥有独特“中国

风”的三维视觉表达方式，引发国际

观众的广泛讨论。有外媒问到“如何

想到将中国水墨和西方主流的三维

动画结合”，导演田晓鹏表示，整个三

维动画领域，其实都受到皮克斯风格

的影响，而《深海》希望能找到独属于

中国的三维动画风格：“《深海》其实

有很强实验性。它的故事表达是讲

小女孩的梦境，我希望有视觉风格能

体现梦的流淌感，所以我们找到了中

国传统美术（水墨画）呈现出一种新

的三维动画的视觉风格。”

在国际首映现场，海外观众表示

“看完发现这个片子更适合给青少年

看（而非儿童），它表达了更广泛的思

考，非常能和参宿感同身受”。田晓

鹏也表示，动画并非儿童特供：“对我

来说动画只是一个载体，是我的工

具，我想表达的东西和讨论的东西，

是基于我对世界的理解和情感而做

出的阐述。”

田晓鹏用“动画”这一武器，为全

世界观众造了一场梦。有海外观众

看懂了困住参宿的白色幕布正是电

影院的银幕布，田晓鹏也对电影与现

实的勾连做了补充：“包括影片里的

投影仪的光束，就是电影院的投影

灯；我希望参宿能够带着观众撕开幕

布，冲出影院这道墙”。当国际首映

结束，观众“大梦初醒”、从银幕内回

到现实中，全场爆发多次掌声以及此

起彼伏的赞美惊叹。“无国界”的情绪

感染力是属于电影的力量。

《深海》跳脱神话题材、讲述原创

故事：它表达的不仅是有关“当下”的

情绪，更是每一个“你我他”的心灵困

境。深海通过真诚细腻的情感表达，

在国际间搭建起共鸣的桥梁。

（影子）

《深海》亮相柏林电影节：

国际观众诚赞“超乎想象”

本报讯“光影湘村”湖南省微电

影大赛“金芙蓉奖”颁奖典礼近日在

湖南广播电视台节目生产基地“七彩

盒子”举行。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省电影局局长任晓山致辞。

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谭仲池，省

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夏义生，省委网

信办副主任刘亚楼，省乡村振兴局副

局长周立志，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处长

麦苗，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欧阳文

风，省乡村振兴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廖

红兵，省电影家协会主席、省电影行

业协会会长周丕学，省电影评论协会

主席谢子元等参加颁奖典礼。

任晓山表示，本次大赛组织创作

和征集的微电影作品，以“讲好湖南

故事，振兴乡村文化”为主题，艺术反

映了新时代湖南的山乡巨变，产生了

良好的社会反响。要努力将大赛打

造成湖南的又一个文化品牌，向世界

更好地讲好湖南故事、传播好湖南声

音，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湖南形象，

传承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湖

湘文化，推动电影文化和电影产业繁

荣发展，推动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颁奖典礼现场，“金芙蓉奖”12 大

奖项逐一揭晓。其中，《嗦哝·花亘》

获得“金芙蓉奖”一等奖，《一步之

遥》、《寂寨》、《生长诗歌的村庄》3 部

作品获得“金芙蓉奖”二等奖，《信

仰》、《芳菲始盛》、《长鼓悠悠》、《心

宝》、《一亩田，大梦想》5 部作品获得

“金芙蓉奖”三等奖，《直播吧！支

书》、《铜锣新声》、《桥》等 27 部作品

获得“金芙蓉奖”优秀作品奖。

“光影湘村”湖南省微电影大赛由

中共湖南省委网信办、湖南省电影

局、湖南省乡村振兴局联合主办，潇

湘电影集团、湖南省微电影微视频艺

术协会承办。大赛获奖作品后续将

展映展播，还可纳入全省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奖的评选。

（赵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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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电影《地安门往事》首映

“光影湘村”湖南省微电影大赛“金芙蓉奖”颁奖典礼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