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发行分
公司本周发布野发行通知冶袁宣布近期将发运第
一批影片节目硬盘袁共五部影片袁分别为叶中国
合伙人曳叶狼图腾曳叶战狼 2曳叶流浪地球曳四部国
产片以及版权买断的引进片 叶何以为家曳遥 哈
利窑波特系列电影第一部 叶哈利窑波特与魔法
石曳的全新 4K 修复 3D 版袁也于本周宣布将于
近期在中国影院重映遥

无论是公益放映的叶战狼 2曳等袁还是以修
复版形式重映的叶哈利窑波特与魔法石曳袁都被
认为是当下为影城复工准备的最好片单遥

但也有观点认为袁 首批片单都是 野老
片冶袁没有兴趣观看遥 为影院复映准备的这
些优质片单袁真的是市场的野炮灰冶吗钥 其实
并非如此遥 其一袁这些片单本身确实是为影
城陆续复工试运营准备的暖场片单曰其二袁
虽然是野老片冶袁但不代表这些影片复映没
有观众遥

从春节开始袁 全国影城已经暂停营业 50
余天遥 目前影城复工袁首先面临的就是片源问
题遥 因为影城复工需要一个过程袁上座率短时
间内上不去袁 大部分新片在这样没有完全复
苏的电影市场里袁无法获得预期票房遥 在强大
的制作成本的压力下袁 回本压力大的新片不
敢选择当下的档期上映遥

新片短时间内不愿意上映袁一些野老片冶
成为目前复工影城的主要选择遥 自 3 月 16 日
开始袁新疆等地部分影院陆续复工遥 3 月 16 日
当天袁 新疆中影金棕榈影城并未上映任何新
片袁而是推出野会员免费观看尧非会员每人 10
元冶 的亲子动画电影场袁 其中包括 4 部动画
片要要要叶青蛙王子曳叶阿里巴巴大盗奇兵曳叶阿
里巴巴三根金发曳叶阿里巴巴 2 所罗门封印曳遥
其他已营业影院放映的影片袁也多是叶动物特
工局曳叶解放终局营救曳叶我和我的祖国曳与叶误
杀曳等野老片冶遥

部分影院以放映老片的形式零星复工袁
目前看票房收入并不理想遥 根据某专业票房
软件的统计袁3 月 16 日至 19 日袁 全国票房逐
日提升袁但单日票房并没有超过 1 万元遥

而近期中影组织的一批野老片冶和华纳宣
布重映的哈利窑波特系列电影第一部 叶哈利窑
波特与魔法石曳的全新 4K 修复 3D 版袁与一
般的野老片冶不大相同袁属于经典影片重映遥

经典影片重映不是新话题遥 最近十年来袁
包括经典港片 叶东邪西毒曳叶大话西游曳叶阿飞
正传曳 等在内的华语片以及 叶泰坦尼克号曳
叶2012曳叶侏罗纪公园曳在内的引进片袁都曾经
重新上映遥

最近几年重新上映的经典影片袁 分两种
情况袁 一种是原版上映袁 比如张国荣主演的
叶阿飞正传曳叶缘分曳以及陈可辛执导的叶甜蜜
蜜曳等曰第二种是修复版上映袁比如叶泰坦尼克
号曳叶2012曳叶侏罗纪公园曳叶功夫曳叶一代宗师曳
等以 3D 修复版形式重新上映袁叶东邪西毒曳修
复了画面尧缩短了内容后重映遥

不是所有影片重映都能取得好成绩袁但
最近几年票房过亿的复映电影也不少袁 包括
3D 版叶泰坦尼克号曳的 9.46 亿尧3D 版叶侏罗纪
公园曳 的 3.49 亿尧叶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曳的
1.78 亿以及 3D 版叶2012曳的 1.3 亿遥

2018 年以来袁 经典重映市场更为成熟遥
2018 年年末的 叶龙猫曳30 周年重映票房斩获
1.72 亿袁 取得 2018 年动画电影第七的好成
绩曰去年 6 月的叶千与千寻曳更是狂揽 4.86 亿
的惊人票房袁问鼎 2019 年进口片冠军尧进口
动画片票房第二的好成绩曰去年 11 月的叶海

上钢琴师曳内地票房 1.43 亿袁今年年初的叶美
丽人生曳票房 6000 万袁市场成绩都超出预期遥

近期电影市场的特点袁是影院逐步复工袁
甚至堪称试营业袁 这一时期重映的经典影片
要想获得观众的关注袁基本是靠两个类型袁一
是观众有情怀的作品袁二是视效突出尧非影院
观看难达效果的影片遥 叶战狼 2曳等影片的公益
放映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影院的成本压力袁而
且这些影片从类型到形式袁 颇为适合当下的
市场遥

近期准备复映的叶中国合伙人曳叶狼图腾曳
叶战狼 2曳叶流浪地球曳 四部国产片以及版权买
断的引进片叶何以为家曳中袁叶中国合伙人曳叶何
以为家曳叶狼图腾曳 属于情怀因素比较强的作
品袁叶战狼 2曳叶流浪地球曳则属于情怀和视效兼
具的作品遥 以全新 4K 修复 3D 版回归的叶哈
利窑波特与魔法石曳 不属于公益放映范畴袁但
也属于情怀与视效兼具的作品遥

2013 年上映的 叶中国合伙人曳尧2019 年上
映的叶何以为家曳以及 2015 年上映的叶狼图
腾曳袁 皆属于口碑与票房双赢的作品遥 叶狼图
腾曳电影和原著小说都有无数粉丝袁影片情节
饱满遥 叶中国合伙人曳把梦想尧友谊尧爱情巧妙
地融合在一起袁既不失青春活力袁又不乏真诚
励志遥 引进片叶何以为家曳讲述了一个 12 岁的
黎巴嫩男孩扎因悲惨的生活经历袁 他控告自
己的父母袁原因是父母生下了他袁却没有能够
好好地抚养他遥影片目前在豆瓣保持着 9.1 分
的高分遥

视效方面达到华语片高峰的叶战狼 2曳叶流
浪地球曳袁至今仍保持着近年来中国影市票房
第一和第三的位置袁 两部影片上映时都引发
了观影热潮遥

影院复工的第一批片单出来后袁 引发热
议遥 影迷们也纷纷表达了自己最想看的复映
片袁除了叶战狼 2曳叶红海行动曳叶哪吒之魔童降
世曳等几部近年热门国产影片袁还有叶指环王曳
系列尧叶哈利窑波特曳系列尧叶阿凡达曳等遥 拥有强
大粉丝群体的经典老片重映袁 本意或许是过
渡性的暖场袁 但这些经典老片也具有让更多
观众走进影院的实力遥 因为更多经典老片的
回归袁影市尽快热起来是可以期待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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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院

坐车看电影
成新选择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袁 韩国政府 21
日建议国民 22 日起至 4 月 5 日避免参
加各类社交活动袁暂停开放宗教尧体育尧
娱乐等室内公共场所遥 于是袁驾驶私家车
来到汽车影院袁在车里观看露天电影袁成
为了一些韩国民众娱乐消遣的新选择遥

晓桦

戛纳电影节
因疫情推迟举行

戛纳国际电影节组委会 19 日发表声
明说袁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袁原定
于 5 月举行的第 73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推
迟举行遥

组委会在给媒体的声明中说袁原定于 5
月 12 日至 23 日举行的戛纳电影节不得不
推迟遥 目前正在研究几种方案袁其中可能性
最大的是推迟到今年 6 月底至 7 月初举
行遥

电影节组委会说袁 将视法国和国际公
共卫生状况的发展情况袁 并和有关各方共
同协商后最终决定电影节举办时间遥

戛纳国际电影节与柏林国际电影节尧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并称为欧洲三大国际电
影节袁最高奖项为野金棕榈奖冶遥 电影节每年
于 5 月中旬举办袁为期 12 天左右遥

唐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