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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者》《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累计票房超60亿元

深入贯彻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结硕果
中国电影人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70华诞献礼

■文/本报记者 林琳

本报讯 史诗电影《开国大典》4K
新版将于 10月 18日全国上映。近日，

影片体现“人民万岁”宏大主题的终极

海报和预告片同步上线。

《开国大典》于1989年9月21日全

国首映，影片以纪实性和表现性相结

合的拍摄手法，使该片成为中国影史

上经久不衰的经典；经过全新科技手

段修复的4K新版《开国大典》，在30年

后再度重映，将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

的视听享受。

电影《开国大典》1989年上映时轰

动海内外，收获了建国以来最高票房

记录 1.7亿，创下在中国香港连续上映

147天的历史纪录，至今未破。该片荣

获第 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第 13届大

众电影百花奖、第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等 9项大奖。在 2019年第三届全国中

小学生电影周上荣获“学生最喜爱的

经典影片”奖。

《开国大典》4K新版由长影集团出

品，万达影视、五洲电影、酷仔(上海)影
视、三维六度(北京)、霍尔果斯新媒诚

品、北京市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基金、浙

江东阳百顺、长春东新影业、蒋喜旺、

肖蔚然、邵国军联合发行。 （杜思梦）

《开国大典》发布4K新版终极海报

本报讯 由上海市文联、上海电影

（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上海电影家协

会承办，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

电影译制厂、上影演员剧团、上海影

视乐园、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上海

电影博物馆联合协办的礼赞新中国

70 华诞·上海电影成果巡礼，日前在

上海文艺会堂开展。中共上海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市电影局局长胡劲

军，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

席尤存，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

书长赵芸，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速

达出席开幕式。上海电影（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影协

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电

影家协会主席任仲伦，中国电影家协

会副秘书长毕文宇，著名表演艺术

家、曾在《三毛流浪记》中扮演小三毛

的王龙基，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郑

大圣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

展览分为主题展和综合展两个部

分。一楼主题展以上海电影对共和国

70年沧桑巨变的见证和呼应为主线，从

历届华表、金鸡、百花等代表着中国电

影最高水平奖项的获奖故事片中选取

了 83 部上海出品的影片，展示 70 年间

上海城市变迁、时代发展、人民生活安

居乐业在大银幕上留下的足迹。二楼

综合展主要呈现上美影、上译厂等单位

70年间取得的艺术成就，以及上海技术

厂、永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际电影

节、上海电影人获得的艺术成就等相关

内容，展示上海电影在积累经验与交流

互鉴中形成的独特人文景观。展出形

式包括海报、剧照、手稿、杂志、道具、互

动体验、视频、情景再现等。

本次展览还集中展示 70年上海影

片荣誉墙、上影 70年获奖人物胶片墙、

大事记，以及新旧（1995年vs2018年）对

照的影院地图。展览期间，王龙基、吕

其明、孙渝峰、冯健男、周克勤等多位电

影艺术家讲述电影往事和从艺经历，为

申城观众们带来了精彩的电影课堂。

（上海影协供稿）

回顾上周市场，周一由于还在国庆

假期之内，因此单日票房维持在4亿的

高位，此后在周二至周五的工作日中，

单日票房依旧达到 1亿元以上。10月

12日虽然是工作日，但票房突破了2亿

元。10 月 13 日票房同样突破 2 亿，达

2.6亿元。

过去一周中，《攀登者》、《中国机

长》和《我和我的祖国》仍是主导市场

的龙头。尤其是《中国机长》和《我和

我的祖国》，日票房始终维持在 5000
万以上。其中，《中国机长》在国庆假

期后半段完成对《我和我的祖国》的

“超车”之后，上周依旧保持着领先。

值得继续观察的是，一直到 10 月 11
日，《中国机长》和《我和我的祖国》的

日票房差距都非常小，但从 10月 12日

起，周末两天中《中国机长》逐步扩大

了领先优势。

广州金逸珠江院线总经理助理谢

世明对于国庆档几部大片在本周继续

保持较大优势并不意外。他从市场的

角度分析说，上周新片中，唯一有较强

票房号召力的就是古天乐主演的《犯罪

现场》，但与《反贪风暴》等系列片相比，

内地市场对于《犯罪现场》的认知度不

高，其本身的体量也无法和国庆档大片

相比，因此即使是新片，但票房排在《中

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等影片后面

也是情理之中。加之“三驾马车”的口

碑不错，在国庆档出游的人，以及企事

业单位包场必然会首选国庆档三部影

片，因此它们在节后依旧会有很强的票

房延续性。

《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立

则从影片质量的角度解释了以上三部

影片有较强延续性的原因。在她看来，

《攀登者》、《中国机长》和《我和我的祖

国》均具备较高的品质。“它们都是具备

思想性、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影片，创作

者把三者的关系平衡得很好。”高小立

认为，随着近些年中国电影产业换挡升

级、市场不断成熟，高质量的影片在市

场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也更能体现出

它们在市场中的韧劲，因此上周依旧是

国庆档大片主导市场的这一现象也就

不难想象。

截至 10月 15日，《中国机长》累计

票房超 25 亿元，这一成绩也让不少业

内人士感到意外。中国电影票房吧创

始人涂彪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虽然中

国的人口众多，但现阶段以飞机为主要

交通工具人占比并不高，而且同一题材

的《萨利机长》在国内的票房不过 6000
万左右。因此《中国机长》超20亿的票

房多少让人感到意外。他同时表示，

《中国机长》将主流价值观和类型化创

作、将工业制作水准和故事人物的打造

结合得很好，是一部值得研究的影片。

谢世明告诉记者，《我和我的祖国》

7个故事各有千秋，每个人喜欢的故事

都不同，非常容易形成话题。“即使是评

选自己不喜欢哪个故事，对于《我和我

的祖国》都是一种转播。”

此外，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相比之

下，《中国机长》的商业元素更强，所呈

现的故事也更惊险紧张，这也是其后劲

足的重要原因。

至于《中国机长》和《我和我的祖

国》最终谁能够取得更多票房也是业内

人士热议的话题。在这一问题上，谢世

明更看好《我和我的祖国》，理由是在单

位组织观影方面，选择《我和我的祖国》

的会更多。但讨论哪部影片最终票房

胜出其实意义不大，这三部献礼大片无

疑都是赢家。

礼赞新中国70华诞 上海电影成果巡礼举行

金秋十月，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也迎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五周年。中国电影人深入学习贯彻讲话精神，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了一批无愧于时代的优秀献礼作品，其中国庆档上映的《攀登者》、《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三部现实题材影片，生动诠释出“祖

国是人民最坚强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以优异成绩向共和国七十华诞献上中国电影人的厚礼。

据国家电影资金办初步统计，上周票房15亿元，观影人次4079万。截至10月15日，《我和我的祖国》累计突破26亿，《中国机长》累计突破25亿，《攀登者》票

房达10亿元。业内人士表示，国庆档的“三驾马车”——《攀登者》、《中国机长》和《我和我的祖国》在国庆档后依然表现出了较强的延续性，这也和它们的质量和水

平成正比。

本周，将有4K修复版《开国大典》、

李安执导的动作《双子杀手》、悬疑动作

片《侠路相逢》，以及《沉睡魔咒2》、《航

海王：狂热行动》等一批新片进入市场。

修复版《开国大典》将以 4K 分辨

率、HFR 60 格/秒高帧率、HDR 高动态

范围、4K DCI 调色、5.1 环绕声的全新

版本再登大银幕。影片用纪实的手法

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取得三大战役的

胜利开始直至 10月 1日在北京举行开

国大典的历史过程。

李安新片《双子杀手》和《比利·林

恩的中场战事》一样，也采用了3D、120
帧/秒、4K分辨率的格式拍摄。

尽管届时新片较多，但在谢世明看

来，《攀登者》、《中国机长》和《我和我的

祖国》有具有不错的市场竞争力。“国庆

档三部大片的强大能量可能要到本月

25日左右才能释放完毕。”

涂彪在肯定几部国庆档影片票房成

绩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三

部影片都是献礼属性，纷纷唱响爱国主

义主旋律，但仍具有各自的差异性和创

新度，因此三部影片在同一档期上映更

多的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当

然，如果档期内几部大片的题材类型差

异度可以更大一些，也许能够产生更强

的共振，挖掘出更强的市场潜力。”

无论是《攀登者》中的登山队员、

《中国机长》中的民航机组，还是《我和

我的祖国》7个故事中的那些各行各业

的人们，国庆档三部大片的一个共同点

便是聚焦普通人。

著名影评人云飞扬认为，近些年

来，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主流大片越来

越注重对普通人的描写，这既是一种回

归，也是一种趋势。他表示：“早在新中

国成立初期，中国电影人便拍摄了一批

关注普通人生活和情感的电影，按现在

的说法，当年的那些电影都是口碑票房

双丰收。”

云飞扬说，今年国庆档的几部大

片，甚至包括之前的《烈火英雄》、

《红海行动》，以及未来将要上映的

《紧急救援》、《中国女排》、《独自上

场》等等影片，他们的镜头均瞄准了

各行业的普通人，观众在观看这样

的影片时，更容易和其中的人物和

故事产生共鸣，观众会认为影片中

的英雄其实就生活在他们身边，或

就是他们自己。因此对这些影片更

容易产生共情。

涂彪则以《中国机长》和《我和我的

祖国》分别举例，分析了它们成功的不

同原因。在他看来，《中国机长》成功更

容易复制。他说：“《中国机长》这类商

业化包装下的主流大片，经过《湄公河

行动》、《红海行动》等多部影片的尝试

后，已经逐步摸索出一套较为成熟的制

片模式。因此《中国机长》这类影片的

成功更具参考意义。”

相比之下，涂彪认为《我和我的祖

国》虽然也是一部高质量的作品，但它

在商业上的成功更多依托国庆档的喜

庆气氛和观众对祖国热爱的情怀，之后

是否可以复制这样的模式，还需要市场

进一步检验。

演员杜江同时主演了《中国机长》

和《我和我的祖国》两部国庆档大片。

作为一名演员，他表示出演这些影片有

一种自豪感。杜江回忆说，在路演过程

中，有一位看过《中国机长》空姐告诉

他，其实在平时的工作中也会遇到很多

困难，遇到很多不理解他们的客人，《中

国机长》把他们的专业性和工作职责直

观地告诉了更多的人，《中国机长》不仅

让社会更了解民航人，也同时让他们深

知肩上的那份责任。

高小立表示，今年国庆档上映的几

部大片很好地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和

力戒浮躁、不断创新的理念。而三部影

片取得的高票房，也证明观众对于这些

新时代主流现实题材影片的喜爱。

◎市场日票房保持亿元以上 国庆档献礼大片依旧主导市场

◎主流大片更加关注普通人 以人民为中心容易引起观众共鸣

◎本周有多部新片上映 但“三驾马车”还将延续强劲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