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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片名

《奎迪3》Creed III
《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Ant-Man and the Wasp:Quantumania
《熊嗨了》Cocaine Bear
《鬼灭之刃上弦集结，前往锻刀村》Demon Slayer: Kimetsu no Yaiba:To the Swordsmith Village
《耶稣革命》Jesus Revolution
《阿凡达：水之道》Avatar: The Way of Water
《金爆行动》Operation Fortune: Ruse de guerre
《穿靴子的猫2》Puss In Boots: The Last Wish
《魔力麦克3：最后之舞》Magic Mike's Last Dance
《追星奶奶团》80 for Brady

周末票房/跌涨幅%

$58,658,008

$12,471,000

$11,020,000

$10,117,806

$8,650,000
$3,578,000
$3,160,000
$2,720,000
$1,180,000
$845,000

-

-61%

-52.60%

-

-45.50%
-26.40%

-
-34%

-58.70%
-55.60%

影院数量/
变化

4007

3825

3571

1774

2575
2300
2168
2588
1737
1495

-

-520

37

-

100
-195

-
-252

-1,181
-902

平均单厅
收入

$14,638

$3,260

$3,085

$5,703

$3,359
$1,555
$1,457
$1,051
$679
$565

累计票房

$58,658,008

$186,799,000

$41,288,320

$10,117,806

$30,541,391
$670,632,000

$3,160,000
$177,127,795
$25,363,000
$38,318,383

上映
周次

1

3

2

1

2
12
1
11
4
5

发行公司

UAR

迪士尼

环球

Crunchyroll

狮门

20世纪

狮门

环球

华纳兄弟

派拉蒙

美国周末票房榜（3月3日-3月5日）

国际票房点评
3月 3日— 3月 5日

《奎迪3》国际市场夺冠
两部中国影片进六强

北美票房点评
3月 3日— 3月 5日

■编译/谷静

■编译/谷静

上周末，米高梅的《奎迪 3》在 75
个国际市场中首映，收获票房 4180万

美元，位居国际周末票房榜第一名，加

上其在北美本土的收入，其全球累计

票房已达 1亿 40万美元。这是该系列

影片中首周末国际票房最高的一部，

在同一市场中使用周一的汇率，这部

影片收入比第一集高出 109%，比《奎

迪 2》高出 25%；即使按历史汇率计算，

这部影片的票房仍超过了前两集（+
93%，+18%）。影片上周末在法国的

的成绩最好，在当地 633块银幕上，收

获票房 770万美元；其次是英国，当地

首周末 610万美元；在德国收获票房

430万美元；在意大利收获票房 350万

美元；在墨西哥收获票房 300 万美

元。该片在全球的 IMAX银幕上收获

票房 960万美元，其中包括来自国际

市场的 310万美元。

第二名是迪士尼/漫威的《蚁人与

黄蜂女：量子狂热》，上周末在 52个国

际地区新增票房收入 2200万美元，较

上上个周末跌幅为53%，其国际累计票

房已达2亿3270万美元，全球累计票房

已达 4亿 1950万美元。迄今为止排名

前五位的市场是中国（当地累计票房已

达 3690万美元）、英国（当地累计票房

已达 2070万美元）、墨西哥（当地累计

票房已达 1630万美元）、韩国（当地累

计票房已达1230万美元）和法国（当地

累计票房已达1120万美元）。

第三名是上映 12 周的《阿凡达：

水之道》，该片从 52个市场新增票房

610 万美元，其国际累计票房已达

16.11 亿 美 元 ，全 球 累 计 票 房 已 达

22.82亿美元。从累计票房来看，排名

前五的市场是中国（当地累计票房已

达 2.453亿美元）、法国（当地累计票房

已达 1.516亿美元）、德国（当地累计票

房已达 1.427亿美元）、韩国（当地累计

票房已达 1.079亿美元）和英国（当地

累计票房已达 9280万美元）。

中国新上映的影片《断网》排在第

四名，首周末票房 610万美元。另外

一部中国影片《毒舌律师》排在第五

名，上周末新增票房 542万美元，其累

计票房已达 3095万美元。

亚马逊于 2021年 5月以 84.5亿美

元的价格收购了电影制片厂米高梅，

本周末，随着米高梅/UAR 的《奎迪 3》
的上映，并在北美首周末收获票房

5860万美元，亚马逊第一次尝到了票

房大片的“美妙滋味”。这也是有史以

来体育电影的最高首周末票房。《奎迪

3》也将有望成为该系列美国票房收入

最高的一部，超过《奎迪》的 1.098亿美

元和《奎迪 2》的 1.157亿美元，同时也

为希望尽快复苏的北美影市重返新冠

疫情之前的水平提供了很大的信心。

IMAX和大格式银幕贡献了该片 35%
的北美票房。该片还取得了多元化胜

利，38%的观众是黑人，其次是占比

28%的拉丁裔和西班牙裔以及 13%的

亚 裔/其 他 人 。 票 房 分 析 公 司

EntTelligence观察到该片在每个时段

的业务都非常好，尤其是在电影票销

售逐渐减少的深夜，下午 1点到 5点之

间购票比为 30%，在下午 5点到 8点之

间购票比为 32%，在晚上 8 点之后购

票比为 29%。这部电影占上周末除预

映以外的所有票房收入的 45%。

第二名是上周末的冠军，迪士尼

公司发行的《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

潮》，该片上周末在北美的 3825块银

幕（较首周末银幕数量减少了 520
块）上放映，新增票房 1240 万美元，

其北美累计票房已达 1 亿 8670 万

美元。

第三名是环球影业发行的《熊嗨

了》，影片上周末在北美的 3571块银

幕（较上上个周末增加 37 块）上放

映，新增周末票房 1100万美元，其北

美累计票房已达 4120万美元。

全球票房周末榜（3月3日-3月5日）

片名

《奎迪3》Creed III
《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Ant-Man and the Wasp:Quantumania
《鬼灭之刃上弦集结，前往锻刀村》Demon Slayer: Kimetsu no Yaiba:To the Swordsmith Village
《熊嗨了》Cocaine Bear
《阿凡达：水之道》Avatar: The Way of Water
《耶稣革命》Jesus Revolution
《穿靴子的猫2》Puss In Boots: The Last Wish
《断网》Cyber Heist
《毒舌律师》A Guilty Conscience
《木乃伊》Mummies

当周票房（美元）

全球

$100,458,007

$34,471,000

$25,866,156

$14,150,000

$9,678,000

$8,650,000

$7,424,000

$6,089,000

$5,419,100

$4,800,000

国际

$41,800,000

$22,000,000

$15,748,350

$3,130,000

$6,100,000

$4,704,000

$6,089,000

$5,419,100

$4,800,000

美国

$58,658,007

$12,471,000

$10,117,806

$11,020,000

$3,578,000

$8,650,000

$2,720,000

累计票房（美元）

全球

$100,458,007

$419,498,829

$54,365,719

$52,012,320

$2,281,932,256

$30,541,391

$453,554,795

$6,186,000

$30,953,400

$27,800,000

国际

$41,800,000

$232,700,000

$44,247,913

$10,724,000

$1,611,300,000

$276,427,000

$6,186,000

$30,953,400

$27,800,000

美国

$58,658,007

$186,798,829

$10,117,806

$41,288,320

$670,632,256

$30,541,391

$177,127,795

发行情况

国际
发行公司

华纳兄弟

迪士尼

MULTI

环球

迪士尼

环球

MULTI

MULTI

华纳兄弟

上映
地区数

76

53

15

52

53

1

81

4

7

56

本土
发行公司

米高梅

迪士尼

CRUNCHY

环球

20世纪

狮门

环球

霍尔果斯

安乐

华纳兄弟

《奎迪3》北美夺冠

《
蚁
人3

》
的
票
房
，迪
士
尼
的
困
境

■
文/

贾
玉
蕾

2月17日中国大陆同步北美

上映的《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

潮》似乎成为迪士尼 2023年成绩

表的重要节点。虽然连续两周

“霸榜”北美周票房冠军，但第二

周跌幅高达 69.9%，创漫威宇宙

系列影片跌幅新高，亦高于老对

手DC出品的《蝙蝠侠大战超人》

的69.1%。

漫威宇宙序列第 31部的《蚁

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是“蚁人”

独立电影的第三部，也是开启其

第五阶段的序幕之作。作为续

集，《蚁人 3》的开画成绩相当不

错，是北美今年第一部首映周破

亿的影片，并且助迪士尼公司

2023年全球电影票房突破 10亿

美元，好莱坞的票房分析师称，仅

此一点足以弥补任何的不足。

但伴随而来的还有糟糕的口

碑，影片上映后，烂番茄新鲜度仅

有48%，略好于47%的《永恒族》，

名列漫威宇宙倒数第二，且不排

除继续下跌的可能。更令业内担

心的是，断崖式的票房下跌会成

为漫威电影今后的常态。《蚁人

3》不是唯一一部在第二个周末票

房大幅下降的漫威电影，近两年

上映的漫威电影都有相似的经

历：《黑寡妇》的次周跌幅为

67.8%，《雷神 4：爱与雷霆》为

67.6%，《蜘蛛侠：英雄无归》为

67.5%，《奇异博士2》为67%。

长久以来，漫威电影早已形

成了固定的观影人群，在新片上

映的第一周就能轻松吸引到大批

粉丝先睹为快，虽然没有数据表

明漫威电影的粉丝数量在增长，

但只要核心粉丝在，这种首映周

冲击高票房的现象就能一直延

续，且没有一个制片厂出品的其

他系列可与之媲美。

出于这种原因，好莱坞票房

分析师更喜欢用总票房来衡量一

部电影成功与否。在他们看来，

《蚁人 3》的票房将优于前两部

——2015年第一部《蚁人》开画

票房 5700万美元，北美票房 1.8
亿美元，全球票房 5.19亿美元。

2018年的续集，开画票房7600万

美元，北美票房2.16亿美元，全球

票房 6.22亿美元。《蚁人 3》上映

两周，北美票房1.67亿美元，全球

票房 3.64亿美元，业内人士预估

其在北美的最终票房将达 2.4亿

美元左右。尽管现在预测《蚁人

3》的全球票房还为时尚早，但对

标老对手，也肯定远超DC上一部

新片，2022年 10月上映的《黑亚

当》3.92亿美元的全球票房。包

括上文列举的几部断崖式下跌的

影片，除了《黑寡妇》因同步上线

流媒体遭遇冲击外，其他几部最

低7.6亿美元、最高9.55亿美元的

全球票房也印证了分析师们的这

种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迪士尼分配

给每部漫威电影的预算并不均

等，未来不可能再有《复仇者联

盟》这种体量的电影，作为电影

化较晚的漫威超级英雄，“蚁人”

的票房一直表现平平，《蚁人 3》
的垫底反弹，无疑让市场日益饱

和的漫威电影看到新的希望。

尽管仍对漫威电影充满信心，但

好莱坞的分析师们也不确定，

《蚁人 3》显现出的票房利好是否

可以延续到将于 5月上映的《银

河护卫队 3》和 11 月上映的《惊

奇队长2》。
这极有可能也是自去年底高

层地震后重回迪士尼的 CEO鲍

勃·艾格所担心的。艾格回归后，

迪士尼在全球范围内上映的第一

部电影是《阿凡达：水之道》，目前

暂居全球影史票房第三。与《蚁

人 3》的收益方式不同，《阿凡达：

水之道》的北美票房只占其总票

房 的 29.4% ，境 外 票 房 占 比

70.6%，收益更多出自非本土

票房。

但《阿凡达：水之道》对迪士

尼只是个案，漫威电影才是其票

房重仓。2022年全球票房前十

的电影中，迪士尼公司占了四部，

除了《阿凡达：水之道》，另外三部

都来自漫威，每部电影的票房有

一半来自本土：第八位的《雷神

4：爱 与 雷 霆》本 土 票 房 占 比

45.1％，第六位的《黑豹 2》占比

52.9％，第四位的《奇异博士2》占
比43%，换句话说，本土观众为迪

士尼电影买了一半单。

因此，《蚁人 3》在北美和中

国的同步上映意味着漫威电影重

回中国市场，从这个角度看，其意

义远超于一部电影本身。然而

《蚁人 3》在国内上映第九天票房

才破2亿人民币，而2018年《蚁人

2》首映当天就拿到了1.54亿人民

币的票房。据猫眼专业版，2月

国内电影市场票房前十中，《蚁人

3》以 2.3亿人民币排名第六，《黑

豹 2》以 1.1 亿人民币排在第七

位，与榜首《流浪地球 2》的 11.2
亿人民币有数倍之差，足可见在

上一任 CEO鲍勃·查佩克说“迪

士尼电影不需要中国市场也能成

功”的这一年多时间里，中国观众

也已经不太需要漫威电影了。

当然，迪士尼不只有漫威，还

有同样收购来的皮克斯、卢卡斯

影业、二十世纪影业以及手握自

家经典 IP的版权。但 2月 8日迪

士尼发布的 2023财年第一财季

（2022年第四季度）业绩报告，显

示了这个庞大“帝国”的困境。财

报中，鲍勃·艾格宣布流媒体业务

重组、控制成本、裁员等具体调整

计划，在财报公布前几天迪士尼

公司的股东电话会议上，艾格更

强调将“关注其电视和电影的产

量”，这就意味着很多已宣布的项

目是否能够得到最终执行。

首当其冲的是动画部门和超

级英雄电影的输出。《蚁人3》于颁

奖季上映，本身就不是属于漫威

电影的热门档期，《银河护卫队3》
和《惊奇队长 2》才是漫威今年的

重头。在2023财年第一财季财报

中，艾格还宣布三部动画电影《疯

狂动物城》、《冰雪奇缘》、《玩具总

动员》将拍续集，鉴于2022年上映

的两部原创动画《光年正传》、《奇

异世界》的票房表现并不好，经典

IP的续集投拍，对定于今年上映

的两部原创动画电影《疯狂元素

城》、《愿望》而言，就必须证明自

己的市场价值。

二十世纪影业出品的《威尼

斯鬼魅》如果表现不佳，以后恐怕

就不会再有阿加莎·克里斯蒂笔

下的大侦探波罗单人故事出现在

银幕上。而根据斯蒂芬·金出版

于1973年的小说改编的《柜魔》，

如果无法延续 2022年《野蛮人》

的好口碑，恐怖片类型在未来也

将大大减少。甚至后三部《阿凡

达》能拿到多少预算，也可能会参

考加里斯·爱德华斯自编自导的

科幻电影《真爱》是否卖座。对迪

士尼来说，它们都属于科幻原创

项目。

这样一来，出现在大银幕上

的电影只能越来越少。迪士尼的

钱 都 干 什 么 了 ？ 流 媒 体 。

2018-2022 年，迪士尼在流媒体

内容上的总投入达 1144亿美元，

占这几年总营收的 33.2%。自

2019年Disney+推出以来，流媒体

业务亏损已超90.5亿美元。2023
财年第一财季财报显示：迪士尼

媒体与娱乐部门在第一财季收入

147.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经

营亏损为 1000万美元；迪士尼乐

园、体验和产品业务营收87.36亿
美元，同比增长21%，经营利润达

到 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

Disney+流媒体板块首次出现订

阅用户下降，用户数为 1.618亿，

下降了 1%。流媒体亏损达到

10.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一倍多。也就是说，上个财季，迪

士尼是靠着迪士尼乐园和产品才

能有13.61亿美元净利润，净利润

率比去年同期还增加了0.51%。

控制成本、裁员、重组，是鲍

勃·艾格回归后对迪士尼主要的

改革手段，他甚至已经开始考虑

将更多只专属于自己平台的电影

和电视剧授权给竞争对手。但有

财经分析师认为，迪士尼此次的

“战略重点”是削减成本，而不是

实现收入增长。

迪士尼或许可以向华纳取

经。华纳与迪士尼的处境很相

似，都在经历裁员、砍片、重组，都

是将在今年迎来自己百年诞辰的

老厂牌。2022年华纳股票遭受

重创，成为好莱坞“五大”中的垫

底。自2023年初以来，投资者推

动其股价上涨了 50%以上，被称

为“最受欢迎的媒体股”。

去年 4月，华纳兄弟与探索

传媒合并，组成新的华纳兄弟探

索公司（WBD），丰富了的内容库

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着巨大的竞

争优势。而在流媒体发展这几年

时间，各大媒体公司都希望能在

现有的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营销模

式上创新。WBD的策略是，将以

前封闭的内容库打开，转向更开

放的平台发展，将一些收视情况

不佳的流媒体内容放到支持广告

业 务 的 免 费 第 三 方 平 台（即

FAST， Free Ad-Supported
Streaming TV）。并且，WBD已经

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推出自有

FAST平台。WBD还有订阅视频

点播（SVOD）服务和内容版权出

售给第三方播出平台等。与此同

时，华纳的电视部门继续为其他

流媒体和网络制作热门节目，虽

然获得的收益有限，但至少提供

了额外营收。

业内分析师表示，免费流媒

体在未来几年的巨大增长潜力将

有助于塑造流媒体战争的下一阶

段，WBD拥有的优质内容库，已

经通过 FAST和版权打包等多个

模式证明了其价值，这也是投资

者最希望在流媒体公司身上看到

的多元化收入的趋势。WBD绘

制的这个蓝图，或许很快会被其

他流媒体效仿。

对迪士尼而言，无论是否采

用这种方式，其在商业模式探索

上，仍充满了不确定性。艾格在

公司电话财报会议上表示：“但让

我明确一点，这是我的首要任

务。我们专注于流媒体业务的成

功，以及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为股东带来的回报。”并补充说，

“我认为，流媒体业务是未来，而

且一直在增长，但它并没有带来

几十年来线性业务为我们带来的

那种盈利能力或底线结果。因

此，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有趣的

过渡期，但我认为，这个过渡期不

可避免地将走向流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