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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国庆假期首日往往也是

档期内票房最高的一天，之后票房会逐

日递减，到 10 月 7 日，大盘票房会是国

庆当天的一半左右。但在今年，中国电

影市场在国庆期间整体呈现出“低开高

走”的档期票房势头。

从 10 月 1 日至 3 日，大盘连续三天

呈上涨走势，这在中国电影市场国庆档

期的影史纪录中是首次出现。之后也

每天保持产出稳定，档期内连续 6 天票

房突破 6 亿元（10 月 1 日至 6 日），创造

了中国电影市场国庆档的新纪录。

国庆节当天，《长津湖》收获4.1亿元

票房，虽然刷新了国庆档的单日单片票房

纪录，但大盘产出仅有6.3亿元，与去年同

期相比仍然有着1亿元左右的差距。

市场专家罗天文告诉记者，国庆当

天，尽管全国影城已经把《长津湖》作为

档期头号种子选手，给出了 15.3万场的

排片，但现在看来，还是低估了《长津

湖》的市场号召力和观众接受度。

“《长津湖》在 10 月 1 日，有 15.3 万

场，排片占比 41.1%，场均 55 人；除了

《长津湖》外，当天《我和我的父辈》共排

映 12.5 万场，占比 33.4%，场均人次为

34 人，也很不错；但剩下几部新片排片

占比约为 22.6%，其场均人次都在 10 至

15 人左右，效率差距比较明显，也影响

了大盘整体的票房产出。”

影城经理们也看到这一情况，并及

时进行了调整，对其他在映影片的排片

空间进行相应压缩，重点保证《长津湖》

的排片。在随后的几天，《长津湖》的排

片数逐日上升，到 10月 7日已经来到了

17.1 万场，排片占比从 41.1% 上涨到

52.5%，“令人惊叹的是，随着场次数量

的增长，《长津湖》的场均观影人次也在

上涨，从 10 月 1 日的场均 55 人开始每

日上涨，到 10 月 6 日的场均高达 61 人，

即使是在假期最后一天，大家都在返程

路上，《长津湖》的场均人次依然保持在

48人的高位。”

在单日票房上，《长津湖》在破纪录

高开的情况下，在假期中连续逆势上

扬，以高效的票房产出填补了其他影片

的市场跌幅，在《长津湖》的带动下，国

庆档电影市场从 10月 3日起，单日票房

产出反超去年同期，并逐日扩大对去年

的领先优势，最终实现了档期总票房同

比的反超。

罗天文表示，在近两年的热门档期

中，头部影片往往由于市场期待过高而

后劲不足，在档期内就被逆袭，很少能

走出长线，但《长津湖》作为一部制作规

模、投资规模以及拍摄时间跨度前所未

有的国产战争史诗，其表现达到甚至超

出了市场和观众的期待，“《长津湖》的

市场表现让大家见到了不寻常的国庆

假期票房曲线，充分展示了国庆档期的

观众需求和市场潜力，也说明了中国观

众的观影期待和观影热情仍在，只要有

优质内容支撑，完全可能实现更好的票

房成绩。”

在全国观众的热情追捧下，《长津

湖》上映 8 天共收获票房 34.09 亿元，其

中国庆档期内产出 32.03 亿元，吸引

6572万人次观影，刷新了包括国庆档单

片票房纪录（之前为 2019 年《我和我的

祖国》的 19.56 亿元），国庆档单片人次

纪录（之前为 2019 年《我和我的祖国》

的 5167.7 万人次），非春节档国产影片

单日票房纪录（之前为 2017 年 8 月 6 日

《战狼 2》的 4.27亿元），国庆档历史单日

单片纪录（之前为 2019 年 10 月 1 日《我

和我的祖国》的 3.88 亿元）在内的多项

票房纪录。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长津湖》的票

房会挑战《战狼 2》保持的中国电影市场

票房纪录（56.9亿元），“2017年《战狼 2》
11 天票房破 30 亿元，今年《长津湖》只

用了 7 天，《战狼 2》24 天票房破 50 亿，

《长津湖》有很大希望能缩短这个过程，

并冲击国内电影市场的单片票房纪

录。”

国庆档票房43.85亿元接近历史最佳
《长津湖》7天32.03亿占比超七成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在采访中，从业者们一致认为《长津

湖》和《我和我的父辈》能在国庆假期后

的长线放映中收获不错的票房成绩。

有发行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长津

湖》和《我和我的父辈》已经在全社会形

成了热烈的观影和讨论氛围，成为了人

民群众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会有更多

观众闻讯而来”。而且由于两部影片片

长都较长，档期内的放映场次相对有限，

还有很多观众没有看到。再加上国庆档

之后的工作日按惯例会有不少相关企事

业单位和学校的包场，以及10月和11月

初市场上的放映空间足够，“总体看来，

我觉得这两部影片都还有很大的票房潜

力。”

来自福建的影城经理张诚就格外看

好《我和我的父辈》的长线放映：“因为假

期的排片空间必须最大化地给到最卖钱

的影片，所以《长津湖》得到的空间更大，

但《我和我的父辈》在国庆档期的表现很

稳定，档期内 9.65亿元的票房也足够亮

眼，在排片场次每天减少的情况下，每日

票房跌幅很小，每天的场均人次都很稳

定，10月1日是场均34人，到10月6日每

天维持在场均30人以上，到了假期最后

一天场均也有二十多人。”

他还认为“我和我的”系列影片已经

成为了国庆档的“保留节目”，在观众群

体中培养了一定的观影习惯，再加上《我

和我的父辈》和该系列前两部不一样，在

时间和空间维度里存在着逻辑上的传承

关系，“是一部值得带孩子去看的大情怀

电影，有着较强的教育意义，我觉得有很

多父母都会带着孩子去看这部影片。”

正如张诚所说，今年国庆的头部影

片《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都是兼具

教育意义的影片，很多观众都是带着孩

子观影，这也给档期内主打青少年观众

的影片和动画片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压

力。奇幻喜剧《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

小人》，青春喜剧《五个扑水的少年》，动

画影片《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

《拯救甜甜圈：时空大营救》、《老鹰抓小

鸡》档期内票房均未过5000万。

对此，广州金逸珠江电影院线总经

理助理谢世明认为，从票房上看，除了

《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其他影片都

相对平庸，但结合其他影片的类型和体

量，在国庆这种大档期取得目前的票房

成绩也在预期之内。

张诚告诉记者，虽然今年国庆档期

市场集中度很高，但影城在排片时也会

注重影片的差异化，“比如影片排一场 3
小时的《长津湖》和一场 2 个半小时的

《我和我的父辈》，一般都会在中间插一

部 100 分钟左右的影片，一般是中等体

量的新片或动画片，这样做既是为了保

持影城排片的多样化，也为了岔开各个

影厅散场的时间。”

他同时也表示，随着长假结束，影城

都会给档期内空间较少的影片更多排映

场次，“假期中我基本上每天都有10%的

场次给动画片，而且 10 月 7 日，我还给

《峰爆》和《关于我妈的一切》两部‘老片’

各排了一个几十人的小厅，上座率也不

错，我觉得十一档期上映的动画片和儿

童片都是市场刚需，也都是 IP作品，在长

假之后，尤其是长假后的白天放映时段，

市场空间是有保证的。”

罗天文则表示，从整体市场上来看，

国庆档期保持影片的多样化供给，是市

场成熟的一种表现，“电影市场和其他商

品市场一样，都需要多样化，市场上不能

只有一两部影片上映，必须提供不同类

型和风格的影片。”

饶曙光也认为，今年国庆档市场正

在逐步形成头部作品扛鼎、各体量影片

协调发展的格局。《长津湖》、《我和我的

父辈》这类呼应国庆氛围、高投入、强视

听的影片，成为档期中的第一梯队，是票

房的有力保障。而《皮皮鲁与鲁西西之

罐头小人》、《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

动》等作品依托知名 IP，观众基础深厚，

品牌特色鲜明，《五个扑水的少年》以其

热血的笔调，描摹美好的青春岁月。不

同体量影片的“百花齐放”，其背后是不

同电影企业的资源互补、通力合作与利

益共享。

“国庆档市场里不同类型和体量的

作品，体现了中国电影生产力的优化与

升级，也展现出了成熟档期应有的包容

度和成熟度，中国电影市场正在尽可能

满足观众个性化、分众化和精细化的观

影需求。这些都为中国电影应对大变

局，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提供

了不竭动力。”饶曙光如是说。

在票房之外，今年国庆假期，《长津

湖》《我和我的父辈》为代表主旋律影片

唤起了全国观众的观影热情，在国庆期

间走进影院看电影成为了人民群众精

神娱乐生活的“刚需”。

采访中，观众的踊跃程度令全国各

地的影城从业者印象深刻。来自江苏

苏州的影城经理表示：“我们影城 10 月

1日上午 9点 30分排映了国庆假期的首

场《长津湖》，150 人的影厅共售出 112
张票，上座率为 73.68%，在疫情防控上

座率不超过 75%的要求下，基本上就等

于满场，我们影城 7 个厅 1015 个座位，

10 月 1 日一天就卖了 8 万元左右的票

房，比平时周末要高好几倍，到了 10 月

1 日晚 24 点整，10 月 2 日上午 150 人厅

的首场《长津湖》已经售出了 95 张票，

这是以往春节档才有的火爆场景。”

河南的影城经理表示：“很多观众都

是携家带口，全家结伴观影，一下就是5、
6张票”；四川的影城经理说：“10月3日，

成都大雨，也挡不住观众的热情，上座率

依然很高，我们影城的票房甚至比档期

前两天都要好”；广东的影城工作人员感

叹：“已经很久没有如此辛苦了，我们影

城早上 7 点就进行开门准备了，最后一

场《长津湖》的开映时间是凌晨零点 30
分，散场已经接近3点半了”。

北京的影院排片经理表示：“《长津

湖》和《我和我的父辈》对全龄段观众都

有吸引力，来我们影城观影的观众中，

有不少老年观众和少儿观众，尤其是上

午时段的《长津湖》，甚至来了不少拄

拐、坐轮椅的老年观众，他们上影厅里

的台阶比较费劲，很多都是工作人员搀

扶甚至帮忙抬上去的”。

山西的影城投资人告诉记者，在今

年国庆档期，接待了很多之前没进过影

院的观众，“有的观众拿了好几瓶啤酒

就要进影厅，被工作人员阻拦后还说，

‘三个小时不喝点哪能坐得住呢’，后来

发现是之前没怎么来过影院的新观

众。”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厦门由于原

因，在国庆档的前五天影院处于关闭状

态。一位厦门的影城从业者告诉记者，

在国庆假期前几天，影院不开不用上

班，因为疫情也很少出门，天天在家里

刷短视频、看电视，发现各个短视频平

台上甚至央视新闻的每个整点基本都

是国庆档电影的消息，“刷回朋友圈，一

会就会有一张新的票房破几亿的图，感

觉上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春节档的《你

好，李焕英》。”

10 月 6 日零点，厦门除同安区外的

各区影城恢复营业，当地电影市场也如

期迎来爆发。13 个厅的厦门万达影城

（湖里万达广场激光 IMAX 店），一口气

排了 12 个厅的零点场《长津湖》（指开

映时间在 0 点至 0 点 30 分之间的场

次），和 1 个厅的零点场《我和我的父

辈》，一票难求。此外，厦门各影院 10
月 6 日白天的场次也大量售罄。微博

话题“厦门观众看《长津湖》太拼了”在

被电影《长津湖》官微转发后一度冲上

热搜第三位。

在影城之外，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

心联合艺恩数据进行的中国电影观众

满意度调查也体现了出了观众对今年

国庆档电影的认可。调查结果显示：

2021年国庆档满意度获评 89.1分，为历

史同档期最高分，同时也创下了历史调

查档期满意度新高。《长津湖》和《我和

我的父辈》都得到了观众高满意度评

价，其中《长津湖》满意度 89.6 分，居档

期排名第一和 2021 年已调查影片排名

第一，仅次于《我和我的祖国》，居历史

调查 350部影片的第 2位；《我和我的父

辈》满意度 88.1 分，居历年国庆档第 3
位、历史调查 350部影片第 5位。

在各大影评社区和社交平台上，《长

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也引发了观众

的强烈共鸣。关于“冻土豆”、“自行车”

等片中道具和形象，易烊千玺、吴京、黄

轩等演员的表演细节，中国人民志愿军

入朝作战、冀中骑兵团相关史实的讨论

成为了今年国庆假期的热门话题。

随着“长津湖战役有多残酷”、“老

一辈的抗美援朝故事”、“那些藏满父辈

与我们回忆的歌”、“父辈写给孩子们的

诗”等话题的不断传播和发酵，观众们

对革命先辈的缅怀和敬仰逐渐化作了

为建设当下中国努力奋斗的不竭动力，

“今日中国已如你们所愿般可爱”、“青

年眼中的传承”、“现世繁荣背后是父辈

拓荒”、“我们从父辈的手中接棒了”等

话题开始在全社会范围内引发观众的

广泛讨论。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

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

时刻，也是“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

键节点。国庆档更是个特殊的档期，

“爱党爱国”在这个档期意义凸显，以

《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为代表的主

旋律影片，聚焦党和国家的奋斗历史，

赓续献礼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激励奋

斗力量，在这个档期会更受观众追捧，

也更容易实现观众最大层面的共情。

据国家电影专资办初步统计，10月1日至7日的国庆七天假期中，全国电影市场共产出票房

43.85亿元，比去年同档期（8天，39.67亿元）增长10.54%，与2019年同档期（44.66亿元）相比仅差

8000万元。

其中，影片《长津湖》档期内产出票房 32.03亿元，刷新了国庆档单片票房纪录（之前为 2019
年《我和我的祖国》的19.56亿元），截至10月7日，影片《长津湖》累计票房34.09亿元。

10月6日，《长津湖》单日产出5.13亿元票房，打破了包括中国电影市场非春节档国产片单日

票房纪录（之前为2017年8月6日《战狼2》的4.27亿元），国庆档历史单日单片纪录（之前为2019
年10月1日《我和我的祖国》的3.88亿元）在内的多项票房纪录。

此外，主旋律影片《我和我的父辈》档期内产出票房9.65亿元，儿童片《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

头小人》档期内产出票房4523.6万元，动画电影《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累计票房4173.8万
元，青春喜剧电影《五个扑水的少年》累计票房 3704.4万元，《老鹰抓小鸡》累计票房 2843万元，

《拯救甜甜圈：时空大营救》累计票房2545.5万元。

◎国庆档连续6天破6亿创历史
《长津湖》档期内收获32.03亿元刷新多项纪录

◎假期观影成群众精神生活“刚需”
主旋律影片引发观众强烈共情

◎《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有望实现长线放映
国庆档包容度与成熟度受专家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