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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盘点

  无名之辈崛起，向600亿票房要质量 曾于里

中国电影产业呈爆发式增长， 票房总
量从 1997 年的 10 亿元发展到 2018 年突
破 600 亿元，二十年间翻了 60 倍，令人叹
为观止。600亿元的新高度， 进一步拉近了
中国与美国的票房差距，在从“票房大国”

到“票房强国”的路上又迈出一步。在新纪
录面前， 回望 2018 年中国电影的历程，不
禁要问：600亿元票房是怎么来的？ 去年中
国电影市场有哪些可喜的变化， 又有哪些
值得警惕的问题？

2018年的春节档被称为“史上最强春节
档”，累计含单片在内，共破 100多项票房纪
录。大年初一《捉妖记 2》《唐人街探案 2》《西
游记女儿国》《红海行动》同时破亿元，单日票
房最终超过 12亿元， 历史性地首次冲破 10

亿元大关， 这也是全球的单日票房新高。最
终，春节档总票房超过 100亿元，中国影市超
过北美市场成为全球月度票房最高的地区
市场。在春节档的加持下，第一季度中国电
影票房增速高达 39.82%，可谓相当惊人。

暑期档（6月 1日-8月 31日）电影票房增
速明显放缓。 全国电影票房 173.99亿元，较
2017 年增长 6.74% ， 其中并没有出现像
2017年《战狼 2》这样一骑绝尘的票房冠军。然
而，《我不是药神》《西虹市首富》《一出好戏》

《侏罗纪世界 2》《巨齿鲨》 等占比 10%的影片
贡献了约 75%的票房， 使得头部内容更加集
中，电影类型也非常丰富。《我不是药神》《西虹
市首富》《一出好戏》为暑期档票房三甲，它们
都是中等制作的现实题材影片，足见这一与当
下关联度最高的电影类型在悄然崛起。

到了国庆档 （9月 30日-10月 7日），市
场表现同比下滑， 全国电影总票房下跌近
20%。大盘回落与上映电影的整体口碑不佳有
关，之前被认为是板上钉钉的夺冠热门《李茶
的姑妈》高开低走，其不及格的口碑令票房一
蹶不振。《胖子行动队》 更是获得一边倒的差
评。《影》与《无双》的口碑固然不错，但受制于
影片类型和风格，也没有达到爆款的地步。

业界用“电影无战事”来形容 10月的整
体表现，像《宝贝儿》这样网络营销很火的电
影， 最终票房仅有 2000多万元。 在新片疲
软、老片乏力的双重压力之下，内地影市陷
入票房低谷，日平均票房在 5000万元左右。

直到 11 月 9 日进口片《毒液》上映，市场才
终于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救市大军”，票房表
现才恢复正常。

在 2018年末贺岁档这一次“期末考试”以
及 600亿元的冲刺战中 （12月 1日-12月 31

日），虽然大导演、大制作、大 IP、大话题的国产
电影与往年相比少了许多，但中国电影人还是
交出了比较丰厚的作业：有现实题材力作《狗

十三》、文艺性探索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奇幻
喜剧《天气预爆》、动作片《叶问外传：张天志》、

港式武侠片《武林怪兽》和动作奇幻片《云南虫
谷》等。但除了《地球最后的夜晚》凭借强势到
有点“透支”的营销在上映前 6 天预售破亿元
外，其他国产电影票房平平。反倒是《海王》《蜘
蛛侠：平行宇宙》《龙猫》等海外影片有更佳的
市场表现。

2018年的国产电影票房虽然起起伏伏，但

并非无迹可寻。其起伏曲线与电影口碑呈现出
重要的正相关关系———电影口碑好，票房很可
能走高；口碑差，票房大概率是不景气的。

以春节档的“四大金刚”为例。《捉妖记 2》

首日便凭借其合家欢属性以及强大的宣发大
比分甩开对手， 狂揽 5.4亿元综合票房，《红海
行动》则在当日仅收获 1.28亿元票房和 11.5%

的排片，位列当日第四。然而凭借过硬的质量
和汹涌而来的“自来水”效应，《红海行动》随即
开始逆袭之旅。第二天，它挤掉前一天的《西游
记女儿国》成单日票房第三，上映第四天单日
票房超越《捉妖记 2》跃升至第二。上映第五天，

《红海行动》的上座率超过《唐人街探案 2》，两
天后反超后者成为单日票房冠军。最终，它以
36.5亿元的成绩成为 2018年年度票房冠军。

再如暑期档身陷抄袭丑闻的 《爱情公寓》

和黄渤的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又陷入同日
上档的对垒戏码之中。在观众怀旧情感助推之
下，《爱情公寓》迅速圈钱，首日票房是《一出好
戏》的两倍，然而其名不副实的质量招致豆瓣
评分不到 3分， 次日影片票房跌幅近 60%，被
《一出好戏》轻松反超，第三日票房更是仅为首
日票房六分之一，最终的影市表现，远逊于有
着“喻世明言”口碑的《一出好戏》。

小成本制作《无名之辈》也是被反复提及
的逆袭榜样。上映首日，因为正面撞击两部势
头强劲的好莱坞大片《毒液》和《神奇动物：格
林德沃之罪》，《无名之辈》 的排映空间自然非
常有限，首日票房和场均人次都远逊于榜首的
好莱坞两强。但从第二天开始，观众口碑连续
加持，对身边人身边事给以出色表现的《无名
之辈》，票房迅速崛起，轻松逆袭夺冠，成为 11

月票房的最大实力派。

口碑， 已经逐渐取代了影片的话题性、演
员阵容、成本、特效等因素，成为观影前优先被
考虑的问题。上映档期的“头部效应”，开始遭
遇“流程性口碑”的挑战，“笑到最后”者往往才
是真赢家。许多自信有大 IP、大宣传实力的电
影，虽然在首日排片上占据压倒性优势，可一

旦口碑不济，后几日排片便急剧减少，甚至纷
纷败下阵来，比如《阿修罗》《欧洲攻略》《古剑
奇谭之流月昭明》《谜巢》《战神纪》等，大多净
亏损在1亿元以上。尤其是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
的迅速发展，观片后的口碑传播速度更为迅猛，

对市场的影响和作用也更为及时和强大。可见，

“流量明星+IP”的创作模式不再是通行证，好口
碑不一定有最佳的票房， 但糟糕的口碑在市场
修正之手的作用下，也几乎不可能成为爆款。

笔者以为，无名之辈崛起、口碑效应凸显，

这才是 2018年电影市场最可喜的现象。 口碑
时代的到来，给予了小成本制作、小众题材和
多元风格电影更多的市场机遇，这将有力倒逼
中国电影整体质量的升级。

2018年也是电影市场规范年，一系列优化
中国电影整体生态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比如
票补政策的调整、遏制天价片酬、加强税务监
管等， 对整个电影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18年票补取消的传闻沸沸扬扬，虽还未正式

落地，但票补在市场已大幅减少。票补原本是一
种促销手段， 曾经它愈发成为烂片的 “作恶神
器”。 很多烂片依靠票补获得极高的预售成绩，

以唬人之势将观众忽悠进电影院， 一旦有口碑
的佳作没有进行票补，极有可能遭遇“劣币驱逐
良币”的困境。从短期来看，票补取消看似会影
响观众的观影积极性，但从长期看，取消票补有
望使片方摆脱恶性竞争，更加注重内容，也能吸
引真正追求品质的观众重回影院， 继而带动整
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2018 年中国电影票房虽然最终达到了
600亿元目标， 但是电影市场的增长既应看重
速度，更不该忽视增长的质量、增长的潜力。中国
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曾一针见血指出，中国
电影市场就目前看来，在投资回报、电影企业生

存状态、 项目综合效益等环节上相对
而言还比较脆弱， 观众的观影习惯还
需要悉心培养，稳定的观影人群还需
要不断拓展， 与其追求腾飞高速增
长，不如追求提质增效，“暂时速度稍
微慢一点，但长远看来，综合效益更
好，只有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才能实现更高质量、更好效益、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诚哉此言。回望 2018年，共有近
500部电影上映，其中国产片占比近
八成， 票房占比首超六成———这已
经是国产电影极大的进步， 但与北
美市场的票房结构比， 国产电影可
进步的空间还非常大。如果将《红海
行动》《唐人街探案 2》《我不是药神》

等头部作品扣除， 国产电影的票房
占比将不值一提。可见，中国电影市

场的发展仍相当不均衡，不是那种可以多中选
优的“橄榄球形”，而是走两个极端的“金字塔
形”，也即除极少数赢家外，大部分电影无法赢
得主流观众认可， 也不赚钱。2018上半年国产
电影票房 TOP50中，仅 12部盈利，32部亏损。

这种“几家欢乐大家愁”的格局，意味着我们的
电影市场仍不够成熟，中流砥柱的商业类型片
依旧欠缺，电影工业化水准仍有待提高。

这种不均衡也体现在单块银幕的产出上。

目前中国有近 10000家影院、超过 53000块银
幕，银幕数量比美国高出近一万块，位居全球
第一。但我们的单块银幕产出与美国相比则有
不小的距离。许多观众属于“低频观影人群”，

除了春节档这种重要档期走进电影院一两次
外，一年到头没看几次电影，我们的年人均观
影次数仅 1.2次， 与美国的人均 3.8次有显著
差距。我们源源不断生产优质电影的能力尚欠
缺，眼见潜在市场非常庞大，却还没有能力去
充分激活。

电影还面临着新媒体的冲击，无论是网剧、网
大（电影）、短视频、直播还是手机游戏，都在一定
程度上分流了电影的观众人群。 中国电影的从业
者们必须下苦功夫，以更好看、更优质、更精湛的
作品，巩固存量观众，并将新观众吸引到影院。

口碑效应凸显，“无名之
辈”破壳

         《应物兄》：小说的节日和集市 项 静

写 作 者
与读者之间
必须建立起
适当的契约

关系，一部作品才是可理解的。多年来，读者
们走到平原而作家固守密林的情形历历在
目，必定也有作家悄然移动了坐标，而读者
落在了原来沟堑里的时刻。

我们可以把李洱的《应物兄》看成一部
学院题材的知识分子小说，的确到处是学院
大厦的影子；也可能被作品中的女性描述所
触怒， 男作家们的窠臼他也没那么容易逃
脱；我们还可能被喜剧性讲述所引领而四处
踌躇和精神发慌，被儒学的幌子吸引去寻找
思想体系和意义的巨柱等等。《应物兄》埋藏
了众多的线头和路径，坐实了其中任何一个
就是掉进了陷阱，毕竟在作品中它们哪一个
都没有建立自己的优越感， 它们众生平等，

因汇聚而拥有力量， 成为整饬而绝妙的宇
宙，以整体性的臃肿身姿，漫卷生活泛起尘
土落叶，树立起当代长篇小说的一面镜子。

小说在应物兄询问 “来还是不来”的问
号中跃入生活的巨流中， 在一个悬念中诞
生，带着蛮力进入生活的巨大岩层：成立儒学
研究院延请儒学大师程济世归来， 进而创立
太和研究院， 资本和政治权力加入事件和能
量不断升级。《应物兄》整体上跟穆齐尔的《没
有个性的人》具有某种相似性，是一个事件小
说， 由一个看似普通却又万里蹀躞的事件贯
穿时间。 而占据大部分小说空间的却是捕捉
现在时间中的具体，虚弱的、好笑的、好玩的、

可悲的，像万花筒，好像是众人出发去寻找宝
藏而又迷了路，看到的都是雾中风景。

李洱否认小说中的大学原型是求学多
年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也不是累年生活工
作环绕的另一个文化中心北京大学，更不是
作家故乡济源的一个大学，那个地级市根本

不存在这样一个大学。这是小说家惯用的技
俩，又是蓄意为之以守为攻的据点，他建立
了一个暧昧不明的契约：他所描写的不是实
际中发生的事实，似真似假，智慧的争吵，修
辞和引用，隐喻和讽刺，轶事和思索，纯粹卖
弄唇舌的离题和格物致知，绝妙混杂的宇宙
以及对身居其中的游戏精神和自由的致敬。

这个“宇宙”又是一个谨严的世界，披阅
十载以前是形容《红楼梦》的，现在它真实地
成为《应物兄》的注脚，这不是行为艺术，而是
小说的另外属性。 这种小说是无法一次写就
的，在才华、激情和灵感却步的地方，他为这
个庞大的躯体不断塞进合情合理的日常性、

知识性、自由的分子和原子。小说中的人物很
多是学者， 他们的日常即是无尽的谈话，观
点、看法、真理被引用成口语和对话，谈话中
的人情、幽微褶皱做成中式雅致的周全。即使
是这个虚构的校园和研究院， 李洱也给予了
足够的细致和精心， 他让程济世的讲座的门
票有 72张，对应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巴别塔
的座位是 300个，对接“诗三百”，程济世在博
雅国际酒店入住，首选九楼，所谓的“九思”，

应承《周易》《楚辞》《管子》。作家使用了农业
文明的叙事伦理和语法， 从史诗思维和心理
现实主义的架构中跳出来，讲究实在、具体、

琐碎和叠屋架梁。小说里有很多关于猫、狗、

马、驴的知识，津津乐道于羊杂碎、仁德丸子、

男女关系、人情世故、清谈对弈，这种叙事跟
小说的整体框架关系是疏远的， 但是它们不
断蔓延膨胀， 去弥补和填充小说中的大量空
间，带着设计、手工劳作、装饰术的特点。

近年建立起来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之
一是在当代的中国， 小说已经赶不上现实精
彩。《应物兄》逃离了这个乏味的游戏，他略微
调整了蠡测真实和生活的准星， 可以把它放
在拉伯雷和左拉、福楼拜们之间，也可以放在
先锋派小说与宏大现实主义中间， 它给予了

很多潜在的阅读期望以满足。《应物兄》 的现
实不是批判现实主义意义上的现实， 也不是
一般小说中急于模仿和代入的那个鲜活的热
气腾腾的现实。 小说用似真似假的知识和我
们心神领会的真人真事真情， 以诸多我们熟
悉的情感和神经反射路径， 造就了一种现实
的装置，这个装置是物自体式的现实，它自成
体系自我生长， 可以不与我们所期待的现实
发生关系，但是假装发生很多形式上的关系。

它满足我们对于学院知识分子观看猎奇的需
要，又指摘上世纪 80年代以来的中国时间和
主体性的可能，理解古典与当代的再次相遇，

把一个文辞和谈话组成的世界， 镶嵌进消费
主义和欲望化、权力资本加速运转的现实中。

《应物兄》祛除了抒情和刻奇的可能，遵循
着自己创造的物自体的现实，使得被描述的世
界自然而自由，最大可能地承纳了沉默、喧哗、

服膺、反抗、反思、复杂、晦暗等人类的境况和
态度，为小说赢得了尊严和难度，从而使得它
进入小说艺术的历史之中，处在一个可以跟过
去和未来的小说对话的位置上。鉴于作家李洱
对于现代小说这门艺术的深心眷注， 庞然大
物的《应物兄》首先是对小说艺术和中国当代
小说写作方式的一次“对话”行为，在这里能
够感受到小说的节日和集市， 是昆德拉意义
上的 “将小说艺术全部的历史经验给予它作
为基础”。在小说的节日和集市上，边走边看，

讨价还价，买椟还珠，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赞
美和批评都可以喋喋不休。 它们都是无尽的
谈话，就像应物兄看似沉默的舌头。

聚焦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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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巽达（文艺评论家）：9分

评语：用看似毫无意义的琐
碎镜头， 拼接出国人的真实人
生。一对有着文艺才华的老年夫
妻，过着寻常的乡间生活：熏肠、

缝纫、浇花、养鱼、闲聊、歌唱、写
字、拉琴、爬山、野游、生病、丧
葬、 祭祖……他们活得乐观豁
达、满足坦然，艰苦中满溢情趣，

痛苦时富有尊严，真善美得以自
然流露。克制的镜头，得体的剪
辑，让生活自然流淌。当我看到
燕子回巢衔食喂幼，当我看到二
老相伴墓前絮叨， 不禁微微泪
湿。简洁朴素的原生态生活竟有
这样的震撼力，这是回避了刻意
技巧后的高手所为。当代中国就
在这样的镜头里被定格，成为标
本。纪录片世界无限宽广，它给
了我们足够的想象。

张斌（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
院教授）：9分

评语：生活会有起落，四季
永远轮回，而生命可以一直在春
天开放。看这部纪录片，会一直
听到生命开花的声音。 春花摇
曳，春风烂漫，那不过是他们一
起相互扶持唱着歌跳着舞走过
了冬天。他们是多么爱家人爱生
活， 他们是如此的丰富有趣，以
至于让我们看到泪流满面也要
破涕为笑。这个影像构造的世界
有太多虚晃，而它却脱下了所有
伪装，于是便打动所有。

李亦中 （上海交通大学教
授）：8分

评语：《四个春天》是一部散文电影，情景
交融，娓娓道来；也是一册家庭影像日志，内
涵隽永，耐人寻味。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
成员就是细胞核。陆庆屹游子返乡，抓住一切
机会用“摄影机-自来水笔”记录父母亲日常
起居。两老相濡以沫，安逸度日，向世人传达
一种社会标本意义上的生命观。 这一家子的
媒介素养令人叫绝， 他们使用照相机、 录像
机、电脑上网、手机微信、微视频犹如家常便
饭，一段段粗糙的影像溢出浓浓的亲情。同期
声录下了父母的哼唱，既有当地山歌民谣，亦
有上世纪流行的苏联歌曲， 积淀为鲜活的民
间音像档案。

陆庆屹拍这部处女作虽然持续多年， 但局
限于春节这个节点，总体上信息量还不够饱满。

此外， 全片纪录视角似乎刻意伪装 “墙上的苍
蝇”，实际上毋须回避必要的互动。本片提醒我
们重温巴赞阐释的电影影像本体论， 那些用摄
影机拍下的 “能够撩拨情思的人生的各个瞬
间”，意味着“从时间长河中擭住生灵使其永生”。

齐青（上海师范大学教授）：9分

评语：烟花散尽，二月的迎春花开满露台，

燕子飞来飞去，亲人从未走远，野蜂飞舞难掩
落寞，岁月相守青春圆舞，生活的质感从来这
般，电影的本意不过如此。

  “思想跨年”与思想秀的贩卖 杜浩

从 2018年跨进 2019年的当口，国内卫视
推出多场 “跨年思想盛宴”， 其中有知识大 V

“十年之约”大型演讲，有“时间的朋友”演讲
秀，有“更好的明年”经济学家演讲大会，有各
行业专家汇集的“留给未来的备忘录”跨年演
讲， 网络上播出的则有某大牌主持人的演讲
“对白”等。这火起来的思想跨年，反映了社会
变迁中人们的哪些心态特点和变化？

在深圳一体育馆的大型舞台上，罗振宇在
演讲秀中讲到时间的无情流逝，“岁月不饶人，

你们确实没有饶过岁月……”并发问，“我能看
到事实吗？”“我们能感知‘非共识’吗？”“我的
时间够用吗？” 他向观众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
“小趋势”：对于有“寒冬”一说的 2018年，世界
又起变化，既然跟随大趋势走而基本不会犯错
的时代已不再，那么，决定一代人个体命运的，

是需要每个人去主动发现“小趋势”。他举例明
星开餐馆、云吸猫、人工智能等，来解释“小趋
势”的各种可能性。对那些需要焦虑解药的观
众，演说者说“对未来最大的慷慨，是把一切献
给现在”。说安慰也好，说启迪也对，这样的“思
想跨年”怎么听着都有点心理按摩的味道。

另一位经济知识大 V从关于“忙”和“茫”

两个生活角度切入， 让观众产生 “焦虑代入
感”。演讲的目的是要抓住大众“年终焦虑”这
个痛点，开出“药方”，化解他们的知识渴求。

2018年的宏观经济态势，危机中孕育着突破和
变革。十年后的世界会怎样？未来手机、新能源
汽车、无人驾驶、癌症治疗、人工智能等等新事
物， 都会给观众带来一些全新的想象……他
说，我们“每个人对生命的渴望、对世界的好奇
等这些温暖的有感情的事情是永远不会被替
代的。面对瞬息万变的时代，学习的能力、创新
的能力和善良的能力， 是我们走向未来五年、

十年甚至更长岁月的根本动力。这些能力的保
持，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仍是一个不断进步的
人”。这些老生常谈的话听着并不陌生，在这个
关节点甩出来，似乎也无法反驳。

在“对白”中， 被视为“年轻人导师”的大
腕主持人的姿态是推心置腹也更接地气的。他

向青年观众讲自己饥饿的记忆、青春的机会和社
会的变迁，将人生与大时代交织在一起，对“佛系
青年”“过劳回”“坚守尝试” 等年轻人遇到的生
命、生活状态、话题，试图给出带有人生经验性的
指导。

为什么“思想跨年”这么流行？

有人说，这是如今“知识付费”大潮兴起的结
果，源于“知识的焦虑”，它的确反映了当今时代
众多的人们面对新时代、新的生活节奏与需要不
断变化挪移的身位所产生的焦虑和困惑。知识大
咖说自己为“忙”和“茫”而感到焦虑，或许是一种
开讲角度或技巧， 而很多人溢满人生的惆怅、恍
惚和沮丧，又该怎样安抚？每一个社会人如今都
难免被时代的洪流裹挟，都在趋近与思考中迎接
不可预知的未来，怎样抓住趋势，把握个体命运？

怎样处理人和科技、自然的关系，不被时代所抛
弃，获得身份感和存在感？这些，已成为大众不言
而喻的普遍性焦虑。

在新时代来临时，大众面临的生活问题、生命
问题、精神问题、历史观和文化观的问题，乃至对幸
福的追问、对信仰的理解、对未来的仰望等，的确需
要得到预测和解答，也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寻找相应
答案。对一个个“知识跨年”“思想跨年”的演讲秀，

很多人是持欢迎和赞同态度的，它们为受众打开反
观自我而纾解日常积蓄压力与焦虑的可能。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为相同或相似
的需求和渴望、共同的难题寻求应对的共同经验
和智慧，本意不错。然而，比“思想跨年”“知识跨
年”更能持久成为人们焦虑“安慰剂”和“药方”

的，或许并非这样或那样特殊、片断的“知识”，而
是足以激发整个人生目的概念的知识、 见识、思
辨与追问， 是更系统更辽阔的人的视与知的能
力，挟带着真诚人生经验而非煽情式演讲的更为
崇高的感情和更为透彻的思考力。

任何时代的民众提升自我的主要渠道，恐怕
不是一两个代言人或所谓“智者”“名人”的“思想
秀”。 伟大的认知能力和无私广阔的胸襟结合地
带，才最易于产生出真正的智慧来，而这跟深阅
读、勤思想、善质疑更有关联，与一场场思想秀的
贩卖无关。

有惊无险的“600 亿”

600亿元的“质量”更重要

上图:黄渤的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

左图： 口碑票房逆袭的 2018最出色
电影之一《无名之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