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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票房点评

国际票房点评
1月25日— 1月27日

全球票房周末榜（1月25日-1月27日）

片名

《玻璃先生》Glass
《死侍2》Deadpool 2
《极限职业》Extreme Job
《海王》Aquaman
《奎迪2》Creed II
《触不可及》Upside, The
《大黄蜂》Bumblebee
《密室逃脱》Escape Room
《波西米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
《绿皮书》Green Book

当周票房（美元）

全球

$42,649,000

$21,407,674

$20,536,000

$15,150,000

$13,800,000

$13,340,000

$11,920,000

$11,675,000

$11,253,976

$11,113,000

国际

$23,600,000

$21,407,674

$20,536,000

$7,800,000

$13,800,000

$1,100,000

$9,000,000

$7,400,000

$8,778,976

$5,700,000

本土

$19,049,000

$7,350,000

$12,240,000

$2,920,000

$4,275,000

$2,475,000

$5,413,000

累计票房（美元）

全球

$162,690,135

$767,626,766

$20,686,213

$1,090,754,074

$190,966,140

$69,250,000

$438,541,152

$76,415,074

$817,138,799

$59,302,486

国际

$89,100,000

$443,035,031

$20,686,213

$774,200,000

$75,600,000

$6,100,000

$317,200,000

$28,500,000

$611,317,003

$10,300,000

本土

$73,590,135

$324,591,735

$316,554,074

$115,366,140

$63,150,000

$121,341,152

$47,915,074

$205,821,796

$49,002,486

发行情况

国际
发行公司

迪士尼

福克斯

CJ娱乐

华纳兄弟

华纳兄弟

STX

派拉蒙

索尼

福克斯

狮门

上映
地区数

56

4

1

80

45

39

61

20

42

34

本土
发行公司

环球

福克斯

CJ娱乐

华纳兄弟

米高梅

STX

派拉蒙

索尼

福克斯

环球

排名 片名 票房万美元 发行公司

1月25日—— 1月27日
北美地区周末票房

《玻璃先生》

《触不可及》

《海王》

《王者少年》

《蜘蛛侠：平行宇宙》

《绿皮书》

《一条狗的回家路》

《宁静》

《密室逃生》

《龙珠超：布罗利》

1905

1224

735

725

615

541

523

480

428

360

环球

STX

华纳兄弟

福克斯

索尼

环球

索尼

Aviron

索尼

FUN

1

2

3

4

5

6

7

8

9

10

《玻璃先生》北美市场连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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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迪士尼公司发行的《玻璃

先生》在 55 个国际市场新增票房 2360
万美元，位居国际市场第一名。该片的

国际累计票房已达 8910 万美元，其全

球累计票房已达 1亿 6200万美元。影

片上周末在英国累计票房已达 890 万

美元；在俄罗斯累计票房已达860万美

元；在澳大利亚累计票房已达460万美

元；在墨西哥累计票房已达 810 万美

元；在法国累计票房已达 610 万美元；

在德国累计票房已达510万美元；在西

班牙累计票房已达390万美元；在韩国

累计票房已达370万美元；在意大利累

计票房已达360万美元；在巴西累计票

房已达350万美元。

第二名是福克斯公司发行的《死侍

2》，影片上周末收获票房2140万美元，

基本来自中国地区，该片的国际累计票

房已达4亿4300万美元。

第三名是韩国影片《极限职业》，该

片上周末收获票房2050万美元。

第四名是华纳兄弟公司发行的《奎

迪2》。影片上周末在45个国际市场新

增票房 1380 万美元，该片的国际累计

票房已达 7560 万美元，其全球累计票

房已达 1亿 9100万美元。影片上周末

在意大利收获票房410万美元；在西班

牙收获票房220万美元；在德国收获票

房 210万美元；在巴西收获票房 110万

美元；在法国收获票房 160 万美元，当

地累计票房已达 1160 万美元；在英国

累计票房已达1280万美元。

因为临近美国的“超级碗杯”橄榄

球赛，上周末在北美没有强片上映，两

部跻身票房榜单前十名的新片，成绩

比较好的是福克斯公司发行的《王者

少年》排在第四名；另外一部是Aviron
公司发行的《宁静》排在第八名。总体

来看，上周末前十二名的影片累计票

房 8140万美元，较上上个周末跌幅为

29%；同比去年《移动迷宫3》夺冠周末

的1亿1100万美元，跌幅已达27%。

《王者少年》上周五在北美的

3521 块银幕上放映，当天收获票房

170 万美元；周六单日票房 334 万美

元；周末三天票房725万美元，排在周

末榜第四名。这部影片是将亚瑟王的

故事以搞笑的方式翻拍而成的，2017
年上映的《亚瑟王》（制作成本 1 亿

7500 万美元），首周末票房 1537 万美

元，而《王者少年》的首周末票房还不

到其一半，虽然其制作成本为 6000万

美元，但是业内预估想要回本很困难。

马修·麦康纳和安妮·海瑟薇主演

的惊悚片《宁静》，上周末在北美的

2561 块银幕上收获票房 480 万美元，

排在第八名。该片的周末单银幕票房

仅为 1874美元，虽然该片的制片成本

只有 2500万美元，但是想收回成本还

是很难。

第一名依然是环球公司发行的

《玻璃先生》，影片上周末在3844块银

幕上放映，周末三天收获票房 1905万

美元，该片的北美累计票房已达 7385
万美元，业内估计该片的北美最终票

房能破亿。

▶ 最佳影片提名

《黑豹》

《黑色党徒》

《波西米亚狂想曲》

《宠儿》

《绿皮书》

《罗马》

《一个明星的诞生》

《副总统》

▶ 最佳导演提名

斯派克·李《黑色党徒》

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冷战》

欧格斯·兰斯莫斯《宠儿》

阿方索·卡隆《罗马》

亚当·麦凯《副总统》

▶ 最佳女主角提名

雅利扎·阿巴里西奥《罗马》

格伦·克洛斯《贤妻》

奥莉薇娅·柯尔曼《宠儿》

Lady Gaga《一个明星的诞生》

梅丽莎·麦卡西《你能原谅我吗？》

▶ 最佳男主角提名

克里斯蒂安·贝尔《副总统》

布莱德利·库珀《一个明星的诞生》

威廉·达福《永恒之门》

拉米·马雷克《波西米亚狂想曲》

维果·莫特森《绿皮书》

▶ 最佳男配角提名

马赫沙拉·阿里《绿皮书》

亚当·德赖弗《黑色党徒》

山姆·艾里奥特《一个明星的诞生》

理查德·格兰特《你能原谅我吗》

山姆·洛克威尔《副总统》

▶ 最佳女配角提名

艾米·亚当斯《副总统》

玛琳娜·德塔维拉《罗马》

雷吉娜·金《假若比尔街能够讲话》

艾玛·斯通《宠儿》

蕾切尔·薇姿《宠儿》

▶ 最佳外语片提名

《迦百农》（黎巴嫩）

《冷战》（波兰）

《无主之作》（德国）

《罗马》（墨西哥）

《小偷家族》（日本）

▶ 最佳原创剧本提名

黛博拉·戴维斯、托尼·麦克纳马

拉《宠儿》

保罗·施拉德《第一归正会》

布莱恩·海耶斯·卡瑞、皮特·法雷

利、尼克·瓦莱隆加《绿皮书》

阿方索·卡隆《罗马》

亚当·麦凯《副总统》

▶ 最佳改编剧本提名

布拉德利·库珀、威尔·菲特斯 s、

埃里克·罗斯《一个明星的诞生》

科恩兄弟《巴斯特歌谣》

斯派克·李、大卫·拉比诺维茨、查理·
瓦尔托、凯文·威尔莫特《黑色党徒》

巴里·詹金斯《假若比尔街能够讲话》

妮可·哈罗芬瑟、杰夫·惠蒂《你能

原谅我吗》

▶ 最佳动画长片提名

《超人总动员2》

《犬之岛》

《未来的未来》

《无敌破坏王2》

《蜘蛛侠提名平行宇宙》

▶ 最佳纪录长片提名

《徒手攀岩》

《黑尔郡的日与夜》

《滑板少年》

《恐怖分子的孩子》

《鲁斯·巴德·金斯伯格》

▶ 最佳剪辑提名

巴里·亚历山大·布朗《黑色党徒》

约翰·奥特曼《波西米亚狂想曲》

Yorgos Mavropsaridis《宠儿》

Patrick J. Don Vito《绿皮书》

汉克·科温《副总统》

▶ 最佳原创歌曲提名

《All The Stars》《黑豹》

《I’ll Fight》《鲁斯·巴德·金斯伯格》

《The Place Where Lost Things

Go》《新欢乐满人间》

《Shallow》《一个明星的诞生》

《When A Cowboy Trades His

Spurs For Wings》《巴斯特民谣》

▶ 最佳摄影提名

罗比·莱安《宠儿》

Caleb Deschanel《无主之作》

阿方索·卡隆《罗马》

Matty Libatique《一个明星的诞生》

Lukasz Zal《冷战》

▶ 最佳艺术指导提名

Hannah Beachler、Jay Hart《黑豹》

Fiona Crombie、Alice Felton《宠儿》

内森·克劳利、凯西·卢卡斯

《登月第一人》

John Myhre、Gordon Sim

《新欢乐满人间》

Eugenio Caballero、Barbara En⁃
riquez《罗马》

▶ 最佳视觉效果提名

《复仇者联盟3提名无限战争》

《克里斯托弗·罗宾》

《登月第一人》

《头号玩家》

《游侠索罗提名星球大战外传》

▶ 最佳原创配乐提名

Ludwig Goransson《黑豹》

特伦斯·布兰查德《黑色党徒》

尼古拉斯·布里克尔《假若比尔街

能够讲话》

Alexandre Desplat《犬之岛》

Marc Shaiman《新欢乐满人间》

▶ 最佳音效剪辑提名

《黑豹》

《波西米亚狂想曲》

《罗马》

《寂静之地》

《登月第一人》

▶ 最佳音响效果提名

《黑豹》

《波西米亚狂想曲》

《罗马》

《一个明星的诞生》

《登月第一人》

▶ 最佳服装设计提名

Mary Zophres《巴斯特民谣》

Ruth E. Carter《黑豹》

桑迪·鲍威尔《宠儿》

桑迪·鲍威尔《新欢乐满人间》

亚历山德拉·伯恩《苏格兰玛

丽女王》

▶ 最佳真人短片提名

《羁押》

《困兽》

《玛格丽特》

《母亲》

《肤色》

▶ 最佳动画短片提名

《动物行为》

《包宝宝》

《午后时光》

《One Small Step》

《周末》

▶ 最佳纪录短片提名

《黑羊》

《终结游戏》

《救生艇》

《花园一夜》

《句号。句终。》

▶ 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提名

《边境》

《苏格兰玛丽女王》

《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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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二，第 91届奥斯卡金像奖完整提名名单出炉，《罗马》和《宠

儿》各因为十项提名领先。

第91届奥斯卡颁奖仪式将于2月24日在好莱坞杜比剧院举行。

◎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完整提名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