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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林琳

4月电影市场前瞻：
悬疑片成主打 五一档仍有变数

2018 年清明档三天的票房为 6.87
亿，刷新了清明小长假票房的新纪

录。不过，在这将近 7 亿的票房中，有

大约 4 亿票房来自《头号玩家》，印度

片《起跑线》也取得了 1 亿的票房。与

此同时，同档期上映的《暴裂无声》、

《猫与桃花源》等影片的票房并没有达

到预期。

相比2017年清明节中《嫌疑人X的

献身》、《非凡任务》、《绑架者》等国产影

片的百花齐放，去年的清明档重磅国产

片的缺席确实是一种遗憾。

从目前的片单，今年主打清明档的

影片约有 10 部。其中，《反贪风暴 4》、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雷霆沙赞》、《调

音师》四部影片是这个小长假中的“明

星”产品。

《反贪风暴 4》是由林德禄执导，古

天乐、郑嘉颖、林峯、林家栋等主演的系

列香港动作片。在最新一部的《反贪风

暴》中，陆志廉卧底狱中，与狱中两大势

力斗智斗力，调查取证罪犯与监狱惩教

员私相授受的案件，最终引出并成功破

获大案。

相比前作，本片最大的特点是将故

事背景设定在狱中，香港纪律部队首次

进入狱中查案的全过程，揭秘了极端环

境下不为人知的残酷真相。此次《反贪

风暴 4》阵容更豪华、剧情更惊险、场面

更震撼。

《反贪风暴》作为系列影片，第一部

在2014年就登陆内地市场，当时在暑期

档上映后，取得了大约 9500万的票房。

此后，《反贪风暴2》和《反贪风暴3》分别

在 2016 年和 2018 年的 9 月 14 日上映。

这一次，有了品牌基础的“反贪”系列，

分别获得了2亿和4.4亿的票房成绩。

ACE 影城负责人刘晖表示，今年

清明档的影片中，《反贪风暴 4》是她

看好的影片之一，不过，她也担心该片

是否能够成为“独当一面”的大片。

“《反贪风暴 4》虽然是这个档期的重

头戏，但该系列影片的总票房大约在

4 亿-5 亿，想要有更大的突破还是有

一定难度。”

从纸面实力看，DC 宇宙的新英雄

“雷霆沙赞”具有较强的实力。影片讲

述了 14岁的比利·巴特森通过大喊“沙

赞”这个词，变身为成年超级英雄沙赞，

以对抗塞迪斯·希瓦纳博士控制的邪恶

势力。

长期以来，在内地电影市场，漫威

对DC有着绝对的优势，不过，从前年的

《神奇女侠》（6.1亿）到去年的《海王》（20

亿），DC渐渐号准了中国观众脉，渐渐找

到了取得高票房的感觉。

“我担心观众对于《雷霆沙赞！》的

认知度比较低。”中影星美院线发行部

副总经理杨帆这样说道。同时，考虑

到同档的优质国产影片较多给产生票

房分流的状况，因此她对于本片的票

房成绩并不十分乐观。“至少不会出现

像去年《头号玩家》那样一片独大的情

况。”

在今年清明档三天的票房是否可

以再创新高的问题上，刘晖和杨帆产生

了分歧。在刘晖看来，今年的影片综合

实力比去年强，因此票房创新高是很有

可能的，但在杨帆看来，今年的进口片

比去年的《头号玩家》、前年的《金刚：骷

髅岛》的票房号召力都要差一些，因此

总票房破纪录有难度。

4月上映影片（仅供参考）

档期

4月1日

4月3日

4月4日

4月4日

4月4日

4月5日

4月5日

4月5日

4月5日

4月5日

4月5日

4月11日

4月12日

4月12日

4月12日

4月12日

4月12日

4月12日

4月13日

4月19日

4月19日

4月19日

4月19日

4月20日

4月26日

4月26日

4月26日

影片

毕业旅行之逍遥骑士

调音师（印度）

反贪风暴4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守灵

雷霆沙赞！（美）

源·彩虹

功夫四侠：勇闯地宫

青蛙王子历险记

麦兜·我和我妈妈（重映）

长官传奇

难以置信

秦明·生死语者

在乎你

欲念游戏

原来如此

暗语者

我的宠物是大象

虫林大作战（法）

双生

如影随心

转型团伙

境·界（日）

狗眼看人心

撞死了一只羊

雪暴

动物出击

类型

剧情

悬疑

动作

悬疑

惊悚

动作/奇幻

奇幻

动画

动画

动画

历史

剧情

悬疑

爱情

悬疑

惊悚

剧情

剧情

动画

悬疑

爱情

喜剧

奇幻

剧情

剧情

悬疑

冒险

导演

郭奎永

斯里兰姆·拉格万

林德禄

娄烨

李东

大卫·F·桑德伯格

诺曼·斯通

李金保

蒋叶峰

谢立文/李俊民

杨议

陆小雅

李海蜀/黄彦威

毕国智

郭涛

廖必翔

韩万峰

邵晓黎

Arnaud Bouron/Antoon Krings
金振成

霍建起

吴镇宇

佐藤信介

吴楠

万玛才旦

崔斯韦

冯小宁

主演（配音）

安紫依/张朔祯/赵一凡/田雨

阿尤斯曼·库拉纳/塔布/拉迪卡·艾普特

古天乐/郑嘉颖/林峯/林家栋

井柏然/马思纯/宋佳/秦昊/陈妍希

张优/宋词

扎克瑞·莱维/马克·斯特朗/米歇尔·博斯

微洛·西尔德斯/玛丽亚·格拉齐亚·库奇诺塔/吴磊/陈乔恩

王琪/吴凡/王雪沁/周宗禹

——

黄磊/吴君如/张正中/黄秋生

丛林/王璐瑶/杨议/谢林彤/杨少华

吴超/宋佳伦/周也/剧雪

严屹宽/代斯/耿乐/郝劭文/杜鹃

俞飞鸿/大泽隆夫/木下彩音/卢洋洋

郭涛/张子枫/姜潮/梅婷/范伟

池丹/徐志飞/杨燕/罗雅文

罗立群/高赫一/金琦茗

刘青云、尤靖茹、孔维、林雪、潘粤明

贾斯汀·朗/凯文·亚当斯/玛丽-夏洛特·勒克莱尔

陈都灵/刘昊然/赵芮

陈晓/杜鹃/王嘉/马苏

吴镇宇/费曼/乔杉/文松

福士苍汰/杉咲花/吉泽亮

黄磊/闫妮/韩童生/崔新琴

金巴/更登彭措/索朗旺姆

张震/倪妮/廖凡/黄觉

——

4月电影市场的一大特点就

是悬疑片比较多，从月初的《调音

师》、《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到4月

中旬的《秦明·生死语者》、《欲念游

戏》，再到下旬上映的《双生》、《雪

暴》等，可以说，包含了不同元素组

合的悬疑片贯穿整个4月当中。

今年清明节小长假（4 月 5

日-7日），将有《反贪风暴4》、《风

中有朵雨做的云》、《雷霆沙赞》、

《调音师》等中外影片联袂出演，业

内预计清明档票房有望再创新高。

此外，今年五一小长假上周刚

刚调整为四天的假期（5月1日-4

日），这样的调整是否会吸引更多

的影片在4月的最后几天定档是

一大悬念，而《复仇者联盟4》究竟

会不会定档在4月，也是业内持续

关注的焦点。

从现在的片单来看，4月下旬有《双

生》、《如影随心》、《转型团伙》、《雪暴》、

《撞死了一只羊》等影片，对此，业内人

士认为4月中下旬市场仍有不少空间。

在杨帆看来，4 月的下半月还缺少

一两部大体量的影片撑起市场。刘晖

表示：“可能大家还在等《复仇者联盟

4》何时定档的消息，所以都在观望之

中。”据悉，《复仇者联盟 4》将在 4 月

24 日在香港地区上映，其在北美的上

映时间也是在 4 月底。“因此该片在内

地市场的上映时间，左右着不少影片

的定档策略。”刘晖说。

此外，今年五一档也比较特殊，5月

1 日是周三，原定今年“五一”假期只休

息一天，但就在上周末，五一假期已改

为 5 月 1 日至 4 日连续休息 4 天。因此

不排除还会有大体量的影片瞄准这个

档期。因此4月底很有可能还会有大片

定档。

“4 月中在北京举办的北京国际电

影节也会带动一些观影人气。”杨帆表

示，尤其是一些具有文艺气质的影片，

在电影节期间会更受到关注。

从类型上看，本月的悬疑片比较

多，《调音师》、《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秦明·生死语者》、《欲念游戏》、《双

生》、《雪暴》等，包含了不同元素的组合

悬疑片贯穿整个4月当中。

刘晖最看好的是《秦明·生死语

者》，她给出的理由是“毕竟知名度最

高”。《秦明·生死语者》改编自法医秦明

系列小说《尸语者》，讲述了法医秦明偶

然发现一具浸泡在福尔马林里多年的

尸体死于他杀后，请来好友刑警队长林

涛一同搭档，寻找案件背后真凶的故

事。影片由李海蜀、黄彦威联合执导，

严屹宽、代斯、耿乐、郝劭文等主演。

相比原著小说，电影版的《秦明》在

故事和人物方面进行了电影化的再创

作，置景的搭建、命案的还原以及线索

的铺陈，都经过主创团队的反复构思与

打磨，原作者秦明也深度参与其中。

在对影片报以期待的同时，刘晖也

表示，此前，无论是两部《心理罪》，还是

《嫌疑人 X 的献身》，或是《烈日灼心》，

这些影片票房大多在 3 亿至 4 亿之间，

因此《秦明·生死语者》在票房上想要有

更高的突破也绝非易事。在她看来，本

片如果能够达到 4 亿或 5 亿票房，就已

经非常满意了。

以警匪对决为背景的悬疑片本月

还有一部名为《雪暴》。该片讲述了在

一座极北的边陲小镇，一伙穷凶极恶的

悍匪为褫夺黄金打劫金车与森林警察

展开了一系列的激烈厮杀的惊险故

事。相比前者，《雪暴》虽然也是一部悬

疑片，但更倾向动作，影片也集合了张

震、倪妮、廖凡、黄觉等实力派演员。

采访中，业内人士表示最有黑马相

的是印度悬疑片《调音师》。该故事灵

感来自于 2010 年的同名法国短片。影

片讲述了一直假装盲人的钢琴调音师

阿卡什，在意外成为一起凶杀案的“目

击证人”后，所遭遇的种种出其不意的

经历。

在时长仅14分钟同名短片中，塑造

了一个假扮盲人的钢琴调音师以及他

“所见”的世界，并在他闯入一个凶案现

场后将悬念和紧张感提升到极致，结尾

的一声枪响更是神来之笔，成为悬疑剧

作的教科书。电影版《调音师》在此基

础上做出了许多独特的扩充。破碎的

眼镜、错位的琴键、洒翻的咖啡、尖锐的

针筒等细节，都在片中起到关键作用。

全片多达50余处的反转。

在刘晖看来，无论是《调音师》，还

是3月底由《看不见的客人》的导演拍摄

的悬疑片《海市蜃楼》，都很可能在市场

中有不错的表现。

4 月中，主打悬疑类型的还有《双

生》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前者由

刘昊然、陈都灵主演，讲述了艺术学校

的学生李拼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为

女孩涛画肖像画，来到了一处偏僻的林

中豪宅，期间发生了一系列诡异事件的

故事。

《双生》早在2016年就拍摄完成，当

时的刘昊然只有18岁，并在片中一人分

饰两角。影片主打“青春+悬疑”，这不

禁让人想起了2016年杨树鹏执导的《少

年》，其同样主打“青春+悬疑”。业内人

士表示，《双生》是否能有较好的市场表

现，还是要看观众的认可度。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是娄烨执导

的悬疑片，并汇集了井柏然、宋佳、马思

纯、秦昊、陈妍希等实力派演员。影片

以一起建委主任坠楼命案为背景，讲述

了年轻警官杨家栋对建委主任唐奕杰

坠楼身亡事件展开调查后遭革职、追

杀，他一路逃往香港，与死者女儿小诺

意外邂逅，在小诺的协助下继续追查，

浑然不觉自己正落入一个陷阱。

业内人士认为，《风中有朵雨做的

云》延续了娄烨一个的风格，给人无限

遐想的同时又十分现实。加之井柏然、

马思纯等人气演员的加盟，会让这部影

片对普通观众更加具有吸引力。采访

中，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4月的几部悬疑

片都是比较优秀的悬疑片，是否能够突

破以往悬疑片票房的“天花板”，还要交

给市场来检验。

◎清明档：票房有望再创高

◎ 4月成“悬疑片之月” 谁能突破票房“天花板”？

◎“五一”假期变四天 4月底电影市场仍有变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