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08 中国电影报

责编责编：：李霆钧李霆钧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特别策划 5

◎十年间百余部电影票房破亿
动作片成“积淀最深厚”类型

数据显示，2012 年以来，《战狼 2》
（56.94亿）、《唐人街探案3》（45.23亿）、《红

海行动》（36.51亿）、《唐人街探案 2》（33.97
亿）、《捉妖记》（24.36 亿）、《捉妖记 2》
（22.37 亿）等六部国产动作电影票房突破

了20亿；《功夫瑜伽》、《寻龙诀》、《西游：伏

妖篇》、《怒火·重案》、《拆弹专家 2》、《扫毒

2天地对决》、《无双》、《西游记之孙悟空三

打白骨精》、《湄公河行动》、《叶问 4：完结

篇》等十余部国产动作电影票房超过 10

亿；超过 130 部国产动作电影票房破亿。

作为积淀最深厚的类型样式，国产动作电

影为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助力。

去年年底，猫眼研究院发布了《华语动

作电影数据洞察》，复盘了国产动作电影近

年来的整体发展情况，并挖掘出国产动作

电影发展的三个关键市场节点：2016年，国

产动作电影上映数提升至9部，其中《寒战

2》、《使徒行者》等七部影片实现了票房破

亿，年度产值较往年提升一倍，突破 20 亿

大关；2018年，《无双》在内地电影市场突破

十亿元，刷新了华语动作电影的单片成绩，

单片的强势表现也延续到了 2019 年——

《扫毒2》以票房破十亿的强势表现收官，国

产动作电影上映数量在当年也迎来回升。

数量提升和单片突破的叠加效应，使得

2019年华语动作电影的票房总产值达到了

34亿元的新高度。

在此趋势下，2020年上映的《拆弹专家

2》与 2021 年暑期档的大热之作《怒火·重

案》依次打破了华语动作电影的票房纪

录。连续四年都有 10 亿票房的国产动作

电影诞生，这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市场对于

国产动作电影稳定且积极的需求。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示，

电影本身就是运动的艺术，最擅长表现运

动与动作，因此我们只听过“动作电影”，而

没有“动作小说”的说法。他表示，电影人

成龙在年轻时期，凭借高难度，甚至是不可

能完成的动作表演赢得了观众，也赢得了

电影人的尊重，为华语电影赢得了国际性

的声誉。

“尽管我们承认电影的基础是文学，

但是文学、文字的写作方法与电影拍摄制

作的方法是有很大差异的。尤其随着电

影产业化的发展，电影工业化水平的提

升，很多电影拍摄制作的方法尤其是高科

技特效，是别的艺术形式望尘莫及的。”饶

曙光说。

《“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提出，完善电影创作生产整体布局，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稳定产量、优化结构。积极借鉴世界电影的先进成

果和经验，促进题材、类型、风格、手法、技术创新。

在全世界范围内，动作片都是重要的电影类型，深受观众喜爱。近年来，《战狼》系列、《唐人街探案》系列、《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捉妖记》

系列、《功夫瑜伽》、《拆弹专家》系列、《叶问》系列、《怒火·重案》、《寻龙诀》等动作电影收获了优异的市场表现与良好的观众口碑。截至目前，内地电

影市场票房排行前30名的国产片中，以动作为主要类型的作品有10部，前50名中有19部，凸显出动作电影强大的市场号召力。

受疫情反复影响，今年电影市场尚未完全恢复，制片方纷纷持持观望态度，谨慎投放。在百余部制作完成待映的作品中，不乏《龙马精神》、《断

网》、《神探大战》、《明日战记》、《维和防暴队》、《隐秘世界》等动作电影。业界认为，动作片要想获得新一代观众群体的青睐和追捧，就必须追求创新、

追求变化，通过与其他类型的杂糅带给观众全新的体验，让观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并进一步开拓自身更大的发展空间。

国产动作电影观察：

发扬优势打造视听盛宴
积极创新赢得年轻观众

翻看近年来卖座的国产动作电影不难

发现，品牌效应是这一类型影片重要的支

撑。不论是成龙、吴京的个人品牌效应，还

是《唐人街探案》、《叶问》等系列电影的号

召力，都是这些电影卖座的根本原因之

一。在国产动作电影票房榜前 30 位中有

16部均为系列电影，成龙、吴京、林超贤、邱

礼涛、刘德华、甄子丹、古天乐、徐克、郑保

瑞等电影人更是频繁出现在主创名单中。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刘汉文认

为，系列电影最大的优势是类型化的创作

思维。在这种思维创作出来的作品，往往

具有同样的价值观和统一的美学风格，有

不少还是同一个主创团队创作出来的，使

得观众和市场对这类作品形成了强烈的观

影期待和市场热度。

他说，《叶问》系列是比较成功的动作

电影系列。选择将一个系列完结的原因比

较多，比如主角去世、任务完结等等。这个

系列较好地体现了中国武术的精神。“武

者，止戈也，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用

拳头来解决问题。在这点上，《叶问》系列

已经阐释得很充分，也没有必要再出续

集。”

同时，动作片本身的确面临着困境。

明星老、观念和手法旧，尤其是随着这些年

市场的变化，如何在保持肢体打斗和危险

动作的呈现并达到极致的前提下，慢慢把

暴力血腥的东西去掉，凸显“暴力美学”的

魅力，这无疑是非常考验创作团队的事

情。动作武打明星的断档，大银幕上还是

“老面孔”，也是电影行业需要面对的挑战。

饶曙光表示，部分动作电影出现了不

卖座的局面，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缺少更多

的动作导演、动作明星，不足以满足功夫片

的发展和观众的需求。“人才是第一位的。

如果年轻人当中，不能出现成龙、洪金宝那

样的当红动作明星，那么动作电影，尤其是

传统功夫片就很难有新的起色。”

（下转第6版）

◎品牌、人才是动作电影的重要支撑

■文/本报记者 李霆钧

部分国产动作电影上映信息（不完全统计，仅供参考）

片名

战狼2
唐人街探案3
红海行动

唐人街探案2
捉妖记

捉妖记2
功夫瑜伽

寻龙诀

西游：伏妖篇

怒火·重案

拆弹专家2
扫毒2天地对决

无双

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湄公河行动

叶问4：完结篇

西游记之大闹天宫

刺杀小说家

绝地逃亡

十二生肖

唐人街探案

反贪风暴4
叶问3
大闹天竺

天将雄师

西游记女儿国

使徒行者2：谍影行动

铁道飞虎

悟空传

九层妖塔

寒战2
影

反贪风暴5：最终章

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使徒行者

狄仁杰之神都龙王

追龙

杀破狼2
战狼

上映日期

2017年7月27日

2021年2月12日

2018年2月16日

2018年2月16日

2015年7月16日

2018年2月16日

2017年1月28日

2015年12月18日

2017年1月28日

2021年7月30日

2020年12月24日

2019年7月5日

2018年9月30日

2016年2月8日

2021年4月30日

2019年12月20日

2014年1月31日

2021年2月12日

2016年7月21日

2012年12月20日

2015年12月31日

2019年4月4日

2016年3月4日

2017年1月28日

2015年2月19日

2018年2月16日

2019年8月7日

2016年12月23日

2017年7月13日

2015年9月30日

2016年7月8日

2018年9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2018年7月27日

2016年8月11日

2018年7月27日

2017年9月30日

2015年6月18日

2015年4月2日

导演

吴京

陈思诚

林超贤

陈思诚

许诚毅

许诚毅

唐季礼

乌尔善

徐克

陈木胜

邱礼涛

邱礼涛

庄文强、麦兆辉

郑保瑞

林超贤

叶伟信

郑保瑞

路阳

雷尼·哈林

成龙

陈思诚

林德禄

叶伟信

王宝强

李仁港、成龙

郑保瑞

文伟鸿

丁晟

郭子健、黄智亨

陆川

梁乐民、陆剑青

张艺谋

林德禄

徐克

文伟鸿、王晶

徐克

王晶、关智耀、张敏

郑保瑞

吴京

主演

吴京、吴刚、张翰、卢靖姗

王宝强、刘昊然、妻夫木聪

张译、黄景瑜、海清

王宝强、刘昊然、肖央

白百何、井柏然、姜武

梁朝伟、白百何、井柏然

成龙、李治廷、张艺兴

陈坤、黄渤、舒淇

林更新、姚晨、林允

甄子丹、谢霆锋、秦岚

刘德华、刘青云、倪妮

刘德华、古天乐、苗侨伟

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

郭富城、巩俐、冯绍峰

张涵予、彭于晏、于文娟

甄子丹、吴樾、吴建豪

甄子丹、周润发、郭富城

雷佳音、杨幂、董子健

成龙、约翰尼·纳什维尔

成龙、权相佑、廖凡

王宝强、刘昊然、陈赫

古天乐、郑嘉颖、林峯

甄子丹、张晋、熊黛林

王宝强、白客、岳云鹏

成龙、约翰·库萨克

郭富城、冯绍峰、赵丽颖

张家辉、古天乐、吴镇宇

成龙、黄子韬、房祖名

宋晓军、彭于晏、倪妮

赵又廷、姚晨、凤小岳

郭富城、梁家辉、彭于晏

邓超、孙俪、郑恺

古天乐、张智霖、郑嘉颖

赵又廷、冯绍峰、林更新

张家辉、古天乐、佘诗曼

赵又廷、冯绍峰、林更新

甄子丹、刘德华、姜皓文

甄子丹、托尼·贾、张晋

吴京、余男、倪大红

票房（万元）

569400
452300
365100
339700
243600
223700
174800
167900
165200
132900
131400
131200
127300
119800
119000
118100
104400
103500
88700
88100
82300
79900
76900
75600
74200
72700
70200
69900
69600
68100
67600
62800
62800
60600
60500
60000
57700
55900
54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