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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恐龙”？

过去三个月，《月球陨落》《新蝙
蝠侠》《神奇动物：邓布利多之谜》《神
秘海域》《密室逃生2》《唐顿庄园2》《亡
命救护车》等大片纷纷上映撑场，但
都因影院复工率低、没能渗透入二三
线下沉市场等原因，对影市的提振作
用不明显。《侏罗纪世界3》票房小爆，
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

6月10日，《侏罗纪世界3》上映首
日票房超1亿元，让中国电影市场时
隔103天再次迎来单日票房破亿。截至
6月13日15时，《侏罗纪世界3》累计票
房已超过3.67亿元。在该片带动下，国
内电影市场的单日票房重新回到连
续的亿元规模，为持续低迷3个月的
电影市场燃起了小火苗，也提升了业
内人士对暑期档的期待。

《侏罗纪世界3》开始预售就被
业内看好，因为这部影片是该系列
的完结篇，且自带情怀和关注度。
2015年上映的《侏罗纪世界》和2018
年上映的《侏罗纪世界2》都在中国
取得了优异的票房成绩，票房分别
为14 . 21亿元和16 . 96亿元。在国内，
该系列影片本身就是有观众基础和
大盘基础的超级大片。《侏罗纪世界
3》中出现了迅猛龙、双冠龙、镰刀
龙、风神翼龙、异齿龙等27种恐龙，
既安排之前的明星恐龙打出了情
怀，又有10种新恐龙首次出现。

《侏罗纪世界3》的上映期，恰好
迎来多地影院纷纷复工。据统计，6
月初全国影院单日营业总数超过1
万家，二线城市影院营业率恢复到
90%，三四线城市影院营业率恢复到
80%左右。既有观众基础，又有影院
高复工率支撑，《侏罗纪世界3》上映
前三天，每天1亿多元的票房给低迷

的影市打了鸡血。

电影行业有多难？

《侏罗纪世界3》的票房成绩振
奋人心，是因为过去3个月的时间里
电影市场太过于沉闷。全国影院在
40%至60%的低营业率徘徊，导致新
片纷纷撤档，没有强势大片支撑的
清明档、五一档、520档、端午档票房
纷纷失利。电影院再次陷入经营难，
电影行业被纳入“困难行业”。

在《长津湖之水门桥》《这个杀手
不太冷静》《奇迹·笨小孩》和《狙击手》
等春节档强势影片的带动下，2022年2
月电影票房达到103亿元。但受疫情影
响，从3月中旬开始，全国影院营业率
急速下滑，春节档“开门红”的强势不
再，电影票房一落千丈。

3月电影市场票房9 . 12亿元，4
月总票房5 . 66亿元，与2021年3月和
4月25亿元左右的票房相比，差距很
大。包含清明档、五一假期档、520档
等档期的5月被寄予厚望，但等来的
是大片撤档潮，《哥，你好》《人生大
事》《神探大战》《你是我的春天》《检
察风云》等影片纷纷撤档，电影院迎
来2020年春节档以来又一次严峻挑
战。热门新片供应受限，5月只收获
7 . 16亿元票房，与2021年同期48 . 66
亿元票房相比大大缩水。3月至5月
新片最高票房是《坏蛋联盟》，刚过2
亿元，其次是《神奇动物：邓布利多
之谜》，票房1 . 8亿元。

在电影院暂停营业、大片纷纷
撤档、档期缺大片、影院上座率低等
连锁反应下，全国各地一批小体量
影院纷纷闭店减少开支。据猫眼专
业版数据，3月至5月，平均一周全国
影院单店收入低至1 . 4万元，电影院
困难重重。5月31日，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等四部门公布扩大实施缓缴
社会保险费政策的困难行业名单，

“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以
及文化艺术业、体育、娱乐业等被纳
入困难行业、行业内困难企业，可申
请缓缴三项社保费单位缴费部分。

今年暑期看黄渤？

高复工率为《侏罗纪世界3》的

票房提供了支撑。《侏罗纪世界3》
上映后，全国电影票房每日超1亿
元，让影院收入大增。全国影院单店
最高收入，已经从该片上映前的2万
元左右提升到6月1 2日的3 0多万
元。猫眼数据显示，济南电影院有的
单店票房收入已超10万元。但《侏
罗纪世界3》并不能单枪匹马带领影
视复苏，影片上映第四天的票房数
据，已经呈明显下滑势头。该片评
分并不高，消化掉忠实粉丝观影人
群后，如何继续刺激市场还值得关
注。

在《侏罗纪世界3》给影市打了
一针救急鸡血的情况下，暑期档要
想电影市场能满血复活，还需要头
部大片入市以及中等体量影片的大
量供给。2020年上半年，电影市场有
长达近半年的停摆，但后来是超级
大片《八佰》入市，影片最终拿下了
超31亿的票房。2021年暑期档有明
显的颓势，但有10亿票房级别影片

《中国医生》《怒火·重案》等影片撑
起票房，而且类型供给丰富均衡，青
春、国漫并驾齐驱，中小体量影片扎
堆，才取得了73亿多元的总票房。

目前，“撤档潮”积累下的影片，
已经瞄准今年暑期档。在6月开始的
暑期档，还将有三十多部电影上映。
其中，《一周的朋友》《人生大事》等
期待值最高，《学爸》《海底小纵队：
洞穴大冒险》《你是我的春天》《惊天
救援》《我是哪吒2之大闹东海》《外
太空的莫扎特》《遇见你》《念念相
忘》等十多部电影，想看观众的体量
也比较大。不过，《一周的朋友》是青
春爱情片，这类影片顶多算中等体
量影片。《人生大事》的期待值很高，
不知能否达到《我的姐姐》等同类话
题性很强的影片的票房带动力？目
前来看，除了《你是我的春天》，今年
暑期档缺乏新主流电影大片。现在，
也有不少人期待演员黄渤来“救
市”，他的带有科幻性质的《外太空
的莫扎特》、教育主题的《学爸》等影
片备受期待，如果《外太空的莫扎
特》发挥出《一出好戏》《疯狂的外星
人》水平，必然是今年暑期档的头部
之一。不知在其他各类型影片中，哪
一部能成为超级黑马，来拉动市场，
或许还有其他大片“空降”暑期档。

实探济南电影院：

检票处排起队，久违的热闹回来了

《侏罗纪世界3》提振行业信心

暑期档需要更多大片，黄渤能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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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宋说

时隔103天，中国电影市场
久违地迎来单日票房破亿的消
息。6月10日，《侏罗纪世界3》上
映，不负众望地给中国电影市场
打了一针强心剂。“好久没有单
日票房破亿的影片了。”济南新
世纪电影城泉城路店的经理李
言鲁对齐鲁晚报记者感慨道。

解片荒

《侏罗纪世界3》上映首日，记
者打开购票App发现，在限流75%
的基础上，济南多家影城晚间黄
金场的《侏罗纪世界3》，靠中间的
位置几乎满座。对于再次复工后
的济南影院，这部影片带来了久
违的热闹。李言鲁对齐鲁晚报记
者表示，《侏罗纪世界3》是103天
以来第一部单日票房破亿的电
影，“‘恐龙’的出现，极大程度缓
解了影院的片荒。”“我们6月10日
排了好几个厅，一共不到20场，人
虽然不算爆满，但是气氛热烈。”
在下午的黄金场次，检票时，场内

还排起了队，这是复工以来没出
现过的情况。“很久没有见到这样
的场景了。”李言鲁很开心，“看到
好多人留言，想看《侏罗纪世界3》
2D版的，我们排片也根据观众的
需求，多排了几场2D版本的。”

2020年的“报复性观影”，令
所有影院从业者感到振奋，虽然
今年有“大恐龙”提高了观众的观
影意愿，但李言鲁对影院再次复
工后的票房一直是“等待”大于

“期待”的态度。“这一段时间大家
确实对影院的遗忘度比较高，《侏
罗纪世界3》的出现提振影市这是
肯定的。这次《侏罗纪世界3》上映
首日知道的观众都不是很多，我6
月10日在朋友圈里发了影片单日
票房破亿的消息，还有人留言问
我，这部电影上映了吗？什么时候
上的？能看出来，很多观众现在都
已经不怎么关注电影了。”

因为今年一直没有特别爆
的片子出现，影院从业人员也开
始信心不足，认为不能把“宝”都
压在进口片身上。在《侏罗纪世
界3》上映之前，《新蝙蝠侠》《神
奇动物：邓布利多之谜》等一众

进口片纷纷定档，但上映后并没
有引起大规模的观影热潮。

不过《侏罗纪世界3》的定档
上映，还是令很多影院进入了摩
拳擦掌的准备状态。影片上映的
首周末(6月11日至12日)，李言鲁
也提高了对该片的排片量，“周六
是给《侏罗纪世界3》排了二十多
场，但到了周日，上座率又有所下
滑了。”6月12日上午11点，李言鲁
打开票房管理的后台给记者看，

“今天晚间的黄金场还是卖得不
太行。”根据灯塔专业版显示，6月
11日，《侏罗纪世界3》在济南地区
整体的上座率是14 .7%，6月12日
已经滑落到12.1%。

憋坏了

“我是6月10日下午买的电
影票，开始想买晚上19点那场，
但是选座时发现中心区均已经
售空，就买了中间排靠边的位
置。”现场一位观众告诉记者，他
是和朋友一起来观影的，两人对

“侏罗纪”系列电影有情怀，也非
常享受大银幕带来的震撼的视

觉效果。很多观众也表示，很久
没有踏入电影院，“憋坏了，就想
看点解压的爽片。”

经过近3个月的片荒，观众
对于好久不见的“大片”热情高
涨，李言鲁预计，《侏罗纪世界3》
最终票房将达到10亿元左右。

“多少人从春节过后就没有进过
电影院了，这个时候进电影院看
电影不就是要看《侏罗纪世界3》
这样的电影吗？其实影片的剧情
挺简单，大家选择它的大部分原
因还是为了解压。”

对于影院来说，《侏罗纪世
界3》究竟是不是“久旱逢甘霖”？
李言鲁摇头，他认为，《侏罗纪世
界3》的票房并不能用火爆来形
容，该片上映第二天的票房，相
比其他超级大片已经有一定的
差距。“想想之前的《变形金刚》
系列、《复仇者联盟》等系列电影
的表现，如果说那叫火爆的话，
这算什么呢？我认为的‘火爆’
是一票难求，是上午想买下午
两三点钟的场次都已经买不到
的情况。《侏罗纪世界3》上映，
只不过就是影院有客流了而

已，是帮助影院恢复以往常态。
所以，《侏罗纪世界3》的出现，对
于很多影院从业者来说，安慰是
大于激动的。”

“其实《侏罗纪世界3》上映首
日破亿的成绩，平摊到每一家影
城来看，票房并不高。”他认为，对
于自家影院而言，这部影片的出
现，终于让大家吃上了一口饭。

“今年上半年，几乎所有影院都在
消耗春节档赚的钱，在5月12日复
工之后，我们影城员工的工资依
旧和3月份的1900多元差不多，主
要还是因为没有新片。”而《侏罗
纪世界3》的票房表现，对于影院
从业者来说，工资体现上也仅仅
只是微弱的提升，“‘侏罗纪’来
了，我们终于有口饭吃了，但一部

‘恐龙’是不够的，影市需要更多
不同类型、内容质量佳的影片。”

《侏罗纪世界3》上映前三天，每天1亿多元的票房，着实
给影市提振了一下气势。经过3个月低迷期的电影行业甚至
被纳入了“困难行业”，而《侏罗纪世界3》让电影市场又燃起
了火苗。但仅凭这一部情怀超级大片，还无法让电影市场满
血复活。票仓持续复苏，还需要暑期档大片来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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