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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浩存

代表作：《一秒钟》、《送你一朵小红花》

▶ 易烊千玺

代表作：《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

红花》

▶ 王俊凯

代表作：《长城》

▶ 李鸿其

代表作：《解忧杂货店》、《缝纫机乐

队》、《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 邓恩熙

代表作：《嫌疑人X的献身》、《无名

之辈》、《你好，之华》、《少女佳禾》

▶ 屈楚萧

代表作：《流浪地球》、《我要我们在

一起》

▶ 白客

代 表 作 ：《万 万 没 想 到》、《美 人

鱼》、《大闹天竺》、《建军大业》、《被光

抓走的人》

▶ 黄轩

代表作：《无人驾驶》、《黄金时代》、

《推拿》、《非凡任务》、《芳华》、《妖猫传》

▶ 黄景瑜

代表作：《枪炮腰花》、《飞驰人生》

▶ 尹昉：

代表作：《路过未来》、《蓝色骨头》、

《红海行动》、《少年的你》

▶ 周冬雨

代表作：《山楂树之恋》、《同桌的

你》、《后来的我们》、《喜欢你》、《少年

的你》

▶ 景甜

代表作：《战国》、《长城》、《特殊身

份》、《警察故事2013》、《澳门风云》

▶ 佟丽娅

代表作：《超时空同居》、《唐人街探

案》、《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

《刺杀小说家》

▶ 张雪迎

代表作：《狗十三》

▶ 朱亚文

代表作：《陆垚知马俐》、《建军大

业》、《新娘大作战》

▶ 鹿晗

代表作：《重返20岁》、《我是证人》、

《上海堡垒》、《长城》、《盗墓笔记》

▶ 刘昊然

代表作：《北京爱情故事》、《唐人街

探案》系列、《建军大业》、《我和我的祖

国》、《一点就到家》

▶ 关晓彤

代表作：《影》、《月版爱丽丝》、《如影

随心》、《建军大业》

▶ 张翰

代表作：《战狼 2》、《女汉子真爱公

式》、《密战》

▶ 吴亦凡

代表作：《老炮儿》、《原来你还在

这里》、《夏有乔木雅望天堂》、《西游：

伏妖篇》

▶ 王源

代表作：《我和我的家乡》、《地久天长》

▶ 倪妮

代表作：《金陵十三钗》、《我想和你

好好的》、《新娘大作战》、《拆弹专家2》、

《28岁未成年》、《匆匆那年》

▶ 李沁

代表作：《微微一笑很倾城》、《温暖

的抱抱》、《建军大业》

▶ 李一桐

代表作：《卧底巨星》、《我在时间尽

头等你》

▶ 王彦霖

代表作：《紧急救援》、《如果声音不

记得》、《红海行动》

▶ 彭昱畅

代表作：《夺冠》、《一点就到家》、《我和

我的家乡》、《沐浴之王》、《快把我哥带走》

▶ 陈立农

代表作：《赤狐书生》

▶ 李现

代表作：《夺冠》、《赤狐书生》、《建军

大业》、《中国机长》、《万箭穿心》

▶ 杨洋

代表作：《急先锋》、《三生三世十里

桃花》、《建党伟业》、《从你的全世界路

过》

▶ 章宇

代表作：《我不是药神》、《风平浪静》

▶ 马思纯

代表作：《荞麦疯长》、《狄仁杰之四

大天王》、《七月与安生》、《盗墓笔记》

江苏春节档票房跃居全国第一

苏州南京两市票房破亿

数据显示，江苏春节档票房达8.67
亿元，跃居全国第一位，全国占比

11.1%；观影人次 1716.54万，居全国第

二，全国占比 10.8%。相比 2019 年春

节档，全国票房增幅达32.47%，观影人

次增长 21%，而江苏票房和观影人次

相比 2019 年春节档分别提高 39.1%、

22%。苏州、南京分列全国城市票房第

7、10名。幸福蓝海院线全国票房 3.45
亿元，全国院线排名第 7位，无锡光美

金逸影城位列全国影院票房第4名。

同时，江苏全省设区市全国排名

显著提升。此次春节档江苏13个设区

市电影票房全国排名均高于2020年排

名，其中盐城提高 20名，南通、泰州提

高 18 名，宿迁提高 15 名，13 个设区市

有 11 个跻身全国前 50 名。从全省占

比来看，苏州、南京和常州这三个传统

票仓城市占比均有下降，而苏中苏北

城市全省占比普遍提高，徐州、盐城、

淮安、连云港和宿迁等苏北 5 市 2019
年票房全省占比 21.07%，此次春节档

已上升至24.66%。

乡镇影院成为票房增长“新势力”

市场主体头部效应明显

2021年春节档江苏乡镇影院票房

达 1.94亿元、观影人次 394.83万人，分

别占全省票房 22%、占全省观影人次

23%。2021春节档数据与2019年春节

档相比，票房增长55%，场次增长18%，

人次增长 34%，数据表明自 2019 年开

始江苏全面铺开乡镇影院建设以来，

城乡观影差距逐步缩小，“小镇青年”

渐成电影消费主力，乡镇电影市场已

逐渐从江苏电影市场短板成长为新的

增长极。

院线方面，江苏本土院线幸福蓝

海院线依然是江苏电影市场主力，院

线所辖 317 家影院拿下江苏全省票

房 26.1%，直营店票房则位列全省影

投公司第二位；省内院线排名第二的

万达占比 12.9%；但万达 73 家影城中

有 69 家是直营店，由于《唐人街探案

3》是由万达电影主投主控，江苏区域

万达影城火力全开，仅这一部影片春

节档就收获 5567.83 万元，总票房达

1.06 亿元票房，高居在苏影投公司第

1 位；新城集团旗下的星轶影管深耕

本土，在苏投资影院数量占其全国影

院数 30%以上，此次春节档贡献了

4600 万票房，位列在苏影投公司票房

第三名。万达、幸福蓝海及星轶 3 家

头部影管公司票房相加已占全省票

房的 38.7%。

2020 年度全省票房亚军无锡光

美金逸影城依靠硬件升级和管理提

效冲到了全国第 4 位置，而江苏电影

市场多年的年度票房冠军南京新街

口影城受限于座位数较少的软肋，

在此次春节档票房只排到了全省第

5。全省票房前 10 名影院中有 5 家

万达影城，春节档全省万达影城平

均单店票房达 154.7 万元；全省影院

10 强中出现了 3 家分别来自苏北城

市宿迁、连云港和徐州的影院，但引

人注目的是这 3 家影院的全市票房

占比较高，尤其是连云港万达影城，

几乎达到全市票房近一成，说明苏

北地区影院数量偏少尤其缺乏高品

质影院。

与票房和观影人次增长相呼应

的是此次春节档的票价也一度成为

大众热议的焦点，江苏影院平均票价

50.5 元，较 2019 年春节档上涨 14%，

究其原因，一是“就地过年”带来观影

人数大幅增加，但由于入场检测、场

间消杀等刚性防疫要求，全国影院排

场数下降了 1.3%，江苏相比 2019 年

春节档观影人次增加了 34%，但场次

仅增加 3.9%，而 75%的排座限制使影

院接待能力下降，供需关系变化催高

票价；二是疫情防控增加了影院人力

和物资消耗，影院运营成本增加，而

影厅不准饮食又减少了影院重要的

卖品收入；三是 2020 年影院经历长

达 178 天停业期，大部分影院处于负

债经营，确需“止血”回暖，据了解，大

部分影院春节档收入将用来偿还拖

欠的物业租金。数据显示，春节档江

苏票价仅比全国 48.9 元的平均票价

高出 1.6 元，在长三角地区仅高于安

徽，仍低于上海和浙江。

增强市场发展质效

着力提高治理效能

江 苏 省 电 影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2021 年春节档票房数据表明江

苏电影市场全面回暖复苏，电影消

费市场潜力巨大。成绩得益于江苏

蓬勃发展的经济和稳如磐石的疫情

防控态势，得益于各院线影管公司

持续“看好江苏”，不断投资江苏市

场，更得益于一年来江苏电影人的

努力和坚守。2021 年是实施“十四

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征程的第一年，江苏电影仍

需增强市场发展质效，着力提高治

理效能，为实现电影强省建设目标

奠定坚实基础。

首先是持续推动影院建设。充

分发掘江苏电影市场潜力，鼓励院

线、影管公司在苏投资新建影院，加

大东方院线整合力度，科学推进乡

镇影院建设，补短板、固优势，进一

步加强江苏电影产业基础建设，促

进全省电影市场持续繁荣发展。

其次是积极促进电影消费。探

索创新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电影

消费模式，实施促进电影消费计划，

继续开展全省职工优惠观影活动，

研究实施全省票补政策，将观影纳

入各类文化惠民活动。

第三是切实加强电影宣发。加

强对“五一”档、“七一”档、暑期档、

国庆档、贺岁档等重要档期指导调

控，建好用好“光影江苏”全媒体宣

传推介平台。

同时，精心组织节展活动。重

点打造中国·江苏太湖影视文化产

业投资峰会、南京蓝星球科幻电影

周、常州国际动漫艺术周等活动，丰

富内涵、扩大影响、做亮品牌；鼓励

各市各院线开展系列特色电影活

动，组织开展好“四史”教育电影课、

建党百年“百片千村万场”公益展

映、大学生电影展等活动；持续办好

中国国际修复电影展，指导办好单

一国家电影展映活动。

2021年春节档江苏各设区市电影票房数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城市

苏州

南京

无锡

南通

常州

盐城

徐州

扬州

泰州

淮安

宿迁

镇江

连云港

票房（万元）

16506.46
12450.72
9423.72

7805.2
6485.34
5457.97

5451.6
5042.41
4285.23
4012.49
3684.14
3320.34
2762.47

全省占比

19.04%
14.36%
10.87%
9.00%
7.48%
6.30%
6.29%
5.82%
4.94%
4.63%
4.25%
3.83%

3.19

观影人次
（万人）

331.49
228.16
190.92
152.63
123.91
114.49
110.77
100.86

82.19
79.66
73.65
67.5
60.3

全省占比

19.31%
13.29%
11.12%
8.89%
7.22%
6.67%
6.45%
5.88%
4.79%
4.64%
4.29%
3.93%
3.51%

平均票价（元）

49.79
54.57
49.35
51.14
52.33
47.67
49.21
49.99
52.14
50.37
50.02
49.19
45.81

票房全国排名

7
10
15
19
25
30
31
36
42
47
50
58
74

江苏省春节档票房8.67亿跃居全国首位
乡镇影院成为票房增长“新势力”

■文/ 本报记者 李霆钧

春节档江苏乡镇影院票房数据比较

时间

2020年国庆档

2020年全年

2021年春节档

票房

0.67亿元

3.05亿元

1.94亿元

全省占比

16.60%
16.60%
22.00%

观影人次

189.41万

876.97万

394.84万

全省占比

18.20%
17.10%

23%

2021年春节档江苏省票房前十名影院数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影院名称

无锡光美金逸影城

南京卢米埃弘阳广场店

南京万达仙林影城

太仓万达影城

南京新街口影城

宿迁万达影城

苏州万达昆山影城

上海联和-南京上影影城

连云港万达影城

徐州苏宁彭城大地影城

所属院线

广州金逸

浙江星光

万达

万达

幸福蓝海

万达

万达

上海联和

万达

广东大地

票房（万元）

362.92
277.19
275.42
273.00
271.20
264.53
264.04
258.78
254.93
253.57

全市占比

3.85%
2.22%
2.21%
1.65%
2.18%
7.18%
1.60%
2.08%
9.23%
4.65%

2021年在“就地过年”的背景下中国电影迎来了“史上最强春节档”。7部大片联袂上映，七

天假期产出了78.22亿元票房，观影人次达1.6亿，创造春节档票房、观影人次历史纪录，其中，2

月12日大年初一单日票房16.9亿元，刷新中国电影市场单日观影人次和票房纪录，也打破全球

单一市场单日票房纪录。电影已成为春节假日期间大众主流娱乐和社交方式，看电影已成为与

吃年夜饭、看春晚、走亲访友等相比肩的新年俗。

江苏春节档期间观影人次超1700万，产出票房8.67亿元，同样创造春节档票房、观影人次

历史纪录，成为全国第一“票仓”。

本报讯 2月 21日，由出品方电影

频道节目中心主办的电影《千顷澄碧

的时代》创作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影

片主创与特别受邀出席活动的全国

脱贫攻坚代表及业界专家学者、媒体

人共同就创作心得和观影感受进行

了真诚分享。《千顷澄碧的时代》将于

2 月 26 日在全国影院公映，影片不仅

描绘了新时代中国农村奔小康的美

好画卷，更深情呈现了中国脱贫攻坚

一线的人物群像。

主创团队：

向“最美基层工作者”表达敬意

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创作部主任、

《千顷澄碧的时代》总监制唐科介绍：

“影片整个创作过程历时4年，我们越

走近兰考、走近这个题材，就越感受到

它独特的时代价值与内涵。”《千顷澄

碧的时代》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

最真挚质朴的表演，将脱贫攻坚一线

的真实样貌展现给观众。他希望影片

能够打动观众，以此向所有“最美基层

工作者”表达敬意。

作为本片导演，宁敬武表示，该片

的创作目标是全面展现中国脱贫攻坚

这样一个大事件，这就要求电影在拍

摄时既要考虑全面，又要有足够的深

度。“创作者要解决小我与大我的关

系，也要考虑现实主义创作的细节，是

一个不断推翻自我、不断发现的动态

过程。希望《千顷澄碧的时代》能够做

到足够真实、足够真诚，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打动观众。”

演员李东学在片中饰演了一位一

心在学术中寻找中国农村出路的热血

青年。“出演这部影片对我而言是一次

宝贵的机会。整个创作过程都比较忐

忑，我希望尽可能少留遗憾，向基层工

作者们做一次真诚的汇报。”

专家学者：

一部有厚度的现实题材力作

座谈会上，来自电影和扶贫领域

的专家学者也对《千顷澄碧的时代》给

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影片是一

部真实、真诚、有厚度的作品，同时也

是一部现实题材力作。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

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尹鸿评价，《千顷澄碧的时代》既有对

真人真事的描写，又有现实主义的类

型化创作，更对脱贫攻坚的全过程有

着体系化的展现，是一部成功的“时代

报告电影”。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则

肯定影片“格局大、信息量大”，不仅讲

述了中国扶贫故事，更贴合了全面小

康和乡村振兴主题。而对主旋律题材

的创新诠释，在年轻观众中也会有吸

引力和穿透力。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李道新

直言《千顷澄碧的时代》超出了自己的

预期，具备全球视野、现代眼光、历史

光环，也兼具中国立场、黄河气派和家

国情怀，在思想深度、人文内涵和艺术

品质上都有很高的水准。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和

《环球时报》副总编辑谢戎彬则从媒体

人的视角肯定了《千顷澄碧的时代》对

于国家脱贫攻坚这一关键问题的关切

及时代气质的表达，认为这部作品可

以成为国际传播的优秀素材。

《中国电影报》社社长、《当代电

影》杂志社社长皇甫宜川表示，《千顷

澄碧的时代》首先是一部令人感动的

作品。更为重要的是，影片解答了中

国脱贫攻坚战为什么能够胜利，描绘

出了脱贫攻坚的难度和价值，是一部

具有现实意义的电影力作。

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

金会副理事长汤敏和国务院参事室金

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左小蕾认为，《千顷

澄碧的时代》用电影的方式揭示了为

何全球范围内只有中国可以实现如此

伟大的脱贫攻坚创举。“相信这部电影

表达的主题，也将在接下来我国乡村

振兴的历史新阶段持续产生积极影

响。”

（林琳）

《千顷澄碧的时代》
研讨会在京举行

专家点赞影片真实、感人、格局大

（上接第1版）

《千顷澄碧的时代》以“率先脱贫”

的兰考县为原型，影片中很多的情节

均改编自兰考县脱贫攻坚一线的人和

事。对此，武国定表示，《千顷澄碧的

时代》是一部向一线脱贫攻坚干部致

敬的电影，相信能够引起全国电影观

众的共鸣。他介绍说，兰考是河南脱

贫攻坚胜利的缩影，如今，河南全省

53个贫困县全部摘掉了贫困县的“帽

子”。“脱贫不是终点，而是人们走向新

生活的起点。未来，河南要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武国定也希望中国电影人

能够继续支持和关注河南，讲述一批

关于乡村振兴的中国故事。

作为一部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且创

作难度很大的作品，《千顷澄碧的时

代》的创作过程也给主创团队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作为影片的总监制，唐科现场表

示，为了体现出脱贫攻坚的厚度和力

度，主创在拍摄前必须先弄清楚几个

问题：为什么要扶贫，谁在扶贫，扶贫

都要做哪些工作。“在讲清楚上述一系

列问题的同时，主创们还要兼顾艺术

上的突破。”唐科认为《千顷澄碧的时

代》是一部能够让观众热血沸腾的电

影，它能够唤起青年人想要改变家乡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影片总策划赵德润表示；“我们从

一开始便想拍摄一部不一样的主旋律

的电影。”影片中既表达了对焦裕禄精

神的传承，又体现了当代干部对焦裕

禄精神的创新。

“‘真脱贫，脱真贫’，是《千顷澄碧

的时代》要表达的核心，也是难点。”导

演宁敬武在回顾创作过程时表示，想

要拍摄好这样一部作品，必须通过深

度采访才可能实现，而影片中所体现

的深度，正是这部电影的生命。

《千顷澄碧的时代》的故事是以年

轻的证监会干部芦靖生这个一心想在

学术中寻找中国农村出路的热血青年

为主线展开的。饰演芦靖生的演员李

东学谈起这次的创作感慨万千。他表

示：“这次的拍摄完全是一个学习的过

程。作为一名演员，在大银幕上展示

正能量是我们的责任。”

首映礼最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李超，河南省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江凌，中宣部电影

局副局长李国奇与影片主创共同启动

《千顷澄碧的时代》。据悉，影片将于

2 月 26 日在全国公映，用真实力量讲

好“中国故事”。

李东学、苏丽、宋佳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