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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方面，元旦档主打影片《送你一朵

小红花》档期内产出票房 5.11 亿元，自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映以来累计票房已超过 8
亿元；同日上映的《温暖的抱抱》元旦档期

内票房 3.19 亿，累计票房约 5.5 亿；2020 年

12 月 24 日上映的《拆弹专家 2》元旦三天票

房 2.14 亿，累计约 8.4 亿。《紧急救援》、《心

灵奇旅》、《晴雅集》也在元旦假期期间表现

不俗。

在众多小长假档期中，自带“跨年效应”

的元旦档已成为最受关注的档期。数据显

示，2012 年，1 月 1 日单日票房仅为 0.76 亿

元，三天累计票房 2.95 亿元。2013 年-2017
年间，元旦档起起落落，最高为 2016 年《唐

人街探案》热映时产出的 8.62亿，其余时间，

《龙骑侠》、《等风来》等作品均未拉动假期

内的电影消费。

2018 年开始，元旦档逐渐开始崛起，

《前任 3：再见前任》、《芳华》等影片将当期

票房提升至 12.71 亿元，年度占比 2.08%。

2019 年，《地球最后的夜晚》在营销上紧抓

“跨年”主题，打造了一场“末日营销”盛

景，许多观众因为这一主题走进影院，影片

首映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票房高达 2.4 亿

元。不过由于影片内容与营销主题的错

位，上映次日即被市场淹没，档期整体票房

产出 10.02 亿，不及 2018 年。2020 年，虽然

仅有一天的假期，没有“小长假效应”加持，

但应景影片《亲爱的新年好》、《宠爱》不错

的市场表现为元旦档“挽回了声誉”，单日

产出票房 2.9 亿元。

从近几年元旦档的走势和单片成绩

看，电影品质仍是决定最终票房的“金标

准”。今年元旦档几部热映影片，《送你一

朵小红花》以现实的笔触描述生命中不可

承受之痛,凭借大量饱满的生活细节勾连

起人们的共情、共鸣；《温暖的抱抱》兼具笑

点与治愈，给予观众笑对人生、勇往无前的

力量；《拆弹专家 2》视听效果和演员表演

双双“在线”，释放出身临其境的紧张感和

压迫感。

同时，《送你一朵小红花》、《温暖的抱

抱》、《拆弹专家 2》的背后汇集了 40 余家电

影公司的身影，更有韩延、易烊千玺、刘浩

存、常远、倪妮等青年电影人担当重任，电

影行业在内容、人才、资本、技术等层面的

“续航能力”也值得肯定。

业界认为，元旦档为 2021 年的电影市

场打响了“开门红”，持续提升行业对于春

节档以及 2021 年全年的信心。虽然目前

电影院仍有疫情管控的上座率限制，但从

2020 年国庆档、贺岁档，2021 年元旦档不

难看出，观众对高质量的电影的观影需求

愈发强烈，只要源源不断有高品质作品推

出，中国电影市场将持续向好。

（李霆钧）

文艺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是反映时

代、讴歌时代的生动载体。从《古田军号》、

《红星照耀中国》弘扬革命历史的红色基

因，到《地久天长》让现实题材走向生活深

处；从《流浪地球》开创中国科幻电影新征

程，到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从《战狼》系列对电影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新

探索，到中国国产电影的票房不断高扬，持

续涌现的精品佳作，动力强劲的电影市场，

昭示着中国电影事业取得的历史性进步和

无穷潜力。

这样的发展态势，延续拓展到了 2020
年。这是 2020 年国庆档的画面：中国电影

不仅为国庆奉献了精品力作，更让看电影成

为人们抒发爱国热情的重要方式——《我和

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夺冠》等影片，

激发了市场的蓬勃活力，8 天创下 39.52 亿

的成绩。其中，作为《我和我的祖国》的姊

妹篇，《我和我的家乡》延续“祖国”的结构，

由五部短片构成，从不同地域切入，用喜剧

方式讲述我们与家乡之间的黏稠情感。影

片 28.3 亿的票房，也证明这种围绕某一重大

主题或事件、以单元叙事结构铺展故事的表

现方式，不仅是主题性作品可资借鉴的创作

生产范式，更是广受观众青睐的一种求新探

索。

众所周知，主旋律影视作品不好拍，伴

随这中国文化市场的空前繁荣，观众们的胃

口和审美标准不断提高，传统的主旋律电影

很难获得市场的青睐。

2020 年，“新主流”影片在继往开来的路

上又迈出了一大步，《我和我的家乡》、《一

点就到家》、《夺冠》、《金刚川》、《紧急救援》

等，用当下观众能够理解的语言、方式去讲

好故事，让这些主旋律电影焕发蓬勃生机，

实现了“好看”与“正能量”的统一。

随着主流影片的崛起，绝大数电影作品

更加贴近观众情感与审美需求，也更加贴近

市场和大众期待。这种创作态势标志着电

影制片方与创作人员已经意识到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必要性，标志这主流

文化与主流价值观在电影创作中已经占据

了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从票房较高的国产电影中可

以发现，观众的题材选择不仅更为多元化，

对展现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影片也产生更高

的观影欲望。

以《八佰》、《金刚川》为例，这两部均是

以真实历史为核心创作的战争片，上映期间

引起一轮轮讨论热潮，尤其是《八佰》，更是

连续 36 天位居单日票房排行榜的首位。而

《姜子牙》则是依据中国神话改编而成的动

画电影，且动画题材并未成为影响成年观众

观影的阻碍，该片反而收获大量成年观众的

认可。此外，以排球这一体育元素，展现中

国女排的《夺冠》，同样也在上映后实现较

好的口碑，让人们看到体育题材电影的潜

力。

这一年，国产电影在类型上也全面开

花，成为拉动电影票房增长的重要动力。

既有《我和我的家乡》、《八佰》、《金刚川》

等一批影片开创主旋律创作与工业生产

的新里程，还有青春电影《如果声音不记

得》、古装奇幻《赤狐书生》、《晴雅集》，也

有喜剧《沐浴之王》、《温暖的抱抱》，动作

悬疑片《拆弹专家 2》、《除暴》等丰沛市

场，为未来国产影片题材类型的不断创新

和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铺路石”和“试金

石”的作用。

随着疫情之后促进电影发展的各项政

策措施实施到位，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进一

步夯实，电影工业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科

技创新驱动作用逐渐增强，电影市场不断规

范，相信新一年的中国电影前途光明、大有

可为，会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为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献上厚礼。

元旦档票房12.99亿元创新高

2021年电影市场打响“开门红”

本报讯 近日，猫眼娱乐发布“2020 中

国电影市场数据洞察”报告。报告显示，暂

别的 178 天让主流题材都成为稀缺题材，

更多人结伴重回电影院，相约大银幕仍是

大众重要的社交娱乐方式。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电影行业全面

停摆，报告显示，特殊时期口碑不再占据绝

对主导地位，稀缺性与娱乐性成为主导。

对比过去三年各评分区间票房占比，2020
年的市场上，即使口碑不占优势的影片也

可以凭借题材稀缺性和内容娱乐性获得颇

丰收益，但报告同时强调，这只是特殊时期

的市场的短期特点。

复工后，历史战争题材影片扛起复工大

旗，数据显示，《八佰》和《金刚川》合力贡献

了全年约五分之一的票房。

不过，在这一年，电影口碑地位暂时弱

化，电影剧作的地位依然稳固。报告数据

显示，剧作仍是观众评价一部电影的最重

要考量。2020 年票房 5000 万以上影片的

观众评论中提及的关键词中，剧作、主创、

制作在观众选择影片时的比重分别约为 5:
3:2，显然，一部影片的剧作表现仍是观众

对影片评分的最重要考量。而在 2020 年

剧作类的各评分要素中，泪点、爱情平均占

比较高。

观众分析方面，报告提出，2020 年的观

众年龄结构更加年轻，平均年龄为 28.8
岁。而相比往年，2020 年的观众比往年更

需要喜剧，喜剧电影在这一年收获了稳健

走势，同时双人结伴观影比例更高。如

2020 年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我的家乡》

不仅在国庆 8 天收获颇丰，在后续第 5 周至

第 8 周将周票房环比跌幅控制在了四成以

下，其双人观影比例高于 2019 年的《我和

我的祖国》。贺岁档中，喜剧电影《沐浴之

王》次周仅跌 18%的走势同样显示出观众

对喜剧的需求。

相比往年，2020 年观影人次数据不可

避免出现下降，但据该份报告显示，影院依

旧具有难以替代的优势。报告显示，2020
年国庆档、贺岁档表现出双人、多人观影较

往年比例明显上升，圣诞档双人观影比例

显著提升，表明看电影仍是大众重要的社

交娱乐方式。

此外，该份报告还涉及 2020 年热门档

期、电影题材类型、进口影片市场走势、电

影发行营销、明星艺人、观众等多方面分析

洞察。

（杜思梦）

◎用鲜活生动的时代故事
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猫眼娱乐发布2020中国电影市场数据洞察

看电影仍是大众重要的社交娱乐方式

本报讯 国家电影局 1月 4日发布数据，2021年 1月 1日至 3日
（元旦档）全国电影票房达 12.99亿元，打破了 2018年创造的 12.71
亿元档期票房历史纪录。其中 1月 1日元旦当日票房 6.01亿元，同

比增长107.12%，刷新2018年创造的3.68亿元的单日票房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