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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1 年春节，电影市场的火爆

程度超出很多人的预料，大年初一的电影票

房突破16.9亿元，再度刷新国内单日票房纪

录，7天票房产出达78.22亿元，同比2019年

增长 32.47%，观影人次达到 1.6 亿，同比

2019年增长21%。

其中，《唐人街探案 3》作为国产主流商

业电影类型化、工业化、系列化的代表，甫一

上映就显示出了超强的“吸金”能力，单日票

房突破 10亿元，截至 2月 17日，七天假期收

获35.62亿元，领跑春节档。

市场的火爆程度也引发了业界和学界

的高度关注，2 月 18 日，春节长假结束后的

第一天，来自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中国艺术

研究院、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

心、北京文化产业投融资协会等的众多业

界、学界代表与知名影评人，共同参与了聚

影汇发起的“《唐人街探案 3》暨春节档电影

市场”线上专家研讨会，总结春节档电影市

场，剖析“唐探”系列化开发经验，以期推动

中国电影繁荣发展。

春节档电影市场大爆发

彰显中国电影新成果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胡

智锋率先表示，春节档电影市场的火爆具

有社会、文化和电影本体三个层面的重要

意义，电影不仅是娱乐的标杆，同时还是

政治文化软实力的标杆，春节期间上映的

多部影片在内容与质量上经得起观众的

检验，在价值与情感上实现了正向的引

领，市场火热数据的背后表达了观众对国

家和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中

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丁亚平对此表示

认同，并以“唐探”系列为例，指出影片用

一种自创的电影类型，通过移动式场景的

设置（不同国家），融合了其他文化符号，

持续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影响力

的作品，显示了中国商业电影“跨国化”

的努力，而在它的背后，是中国电影技术

和工业制作水平的巨大进步，更是中国电

影文化自信的表现。

《中国艺术报》总编辑康伟认为，春节

档影片类型多样，质量在线，集体发力，真

正做到了百花齐放，电影年货供给侧丰富

多样、需求侧各取所需，极大地提振了疫

情尚未彻底过去的非常时期中国电影市

场的信心。特别是《唐人街探案 3》具备的

主动的、创造性的国际视野，使中国电影

具备更多国际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说，

《唐人街探案 3》的成功和唐探系列的成

功，其实超越了类型片的范畴，而是中国

电影活力的象征，是中国电影人创新的尝

试。对于试图建立“唐探宇宙”的“唐探”

系列来说，进一步厘清“宇宙观”也至关重

要。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研究员沙丹结合

春节档其他几部电影，从亚洲电影的视角

进行了全新的解读，认为《唐人街探案 3》
融入了更多的日本影视元素，引入东南亚

影人，将众多文化融合在一起进行结构与

重构，从而形成和延续了亚洲电影意识，

已经超越了民族主义，有可能在更大的、

全亚洲的范围内取得成功，从而突破地域

的限制。

内容与市场成功对接

助力《唐人街探案3》类型化探索

对于《唐人街探案 3》赢得数以千万计

观众的喜欢，在市场上大获成功，各位专

家与学者进行了深度的剖析与解读。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强调，

应从电影的本质和创作规律出发，认识和

看待《唐人街探案 3》这样的现象级电影。

他指出，从电影的本质上来说，电影是高

科技、技术化的艺术，《唐人街探案 3》的背

后是国产电影工业化的提升，而春节档多

部工业化影片的上映，显示了工业化已经

融入中国价值观和文化符号。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电影

评论学会副会长王一川提出了“氛围影

片”的概念。他说，中国电影需要多元化、

多样化、多层次的供给，才能形成一种良

性循环，《唐人街探案 3》作为春节档定制

的“氛围片”，具有极强的指向性，既继承

了前两部的特点，又融入了更多父女情，

正义与邪恶较量等，营造丰富热闹的共情

氛围，是“氛围片”的典范，为同类影片提

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

《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春利同

样认为，《唐人街探案 3》是一次创作与市

场的成功对接，市场定位非常精准，通过

热闹的场景、炫丽的色彩，游戏空间的延

展、推理烧脑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实现了

对观众感官的强烈冲击，让观众获得比肩

好莱坞硬核大片的观赏效果，又一次刷新

了观众的审美体验，提高了国产大片的美

誉度，为民族电影产业的发展树立了强大

的信心。

《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立说，

《唐探 3》的故事发生地是东京。这里的

侦探形象柯南、金田一家喻户晓，很多著

名小说也是以悬疑推理取胜，如推理小

说家东野圭吾。唐仁和秦风这次以中国

侦探形象走进东京，以本格推理的典型

性，和观众一起揭开了一个扑朔迷离的

案件。这和当地的推理文艺很吻合。最

精彩的法庭反转，既表现了中国年轻侦探

的智慧，也出人意料地让影片站在人类高

度审判了真正的原罪——战争。从这一

点，可以看出陈思诚的创作野心，他已不

仅仅满足于喜剧加推理的叙事风格，而开

始回顾历史，站在人性深处、战争反思上

呼唤世界和平，正如结尾用了迈克.杰克逊

《heal the world》的歌，拯救地球，治愈人

类。并且这种呼唤是站在平等的视角而

非像美国好莱坞大片，以强势的我俯视弱

势的他国。她认为，中国电影用情节讲故

事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人

物的下沉不够，很多影片人物没有前史，

《唐探 3》使人物有了下沉，使影片有了思

想深度。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则将影片

的成功之处归于以导演为核心的创作团

队对观众观影心理的洞悉和把握，“电影

观众喜欢把真实性体验，放在电影所营造

的虚幻中，而‘唐探’系列正式借助对这一

心理的把握，不断做出调整、逐渐突破受

众范围，从而打造成一部优秀的合家欢电

影。”

品牌打造成果初现

国产系列化电影开发需稳步推进

“唐探”系列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工业水

准与票房成绩上，其系列化开发打造、品牌

效应等也引起与会专家的高度关注。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贾磊磊认为，当

下国产电影急需两种电影：一种是原型性电

影，可以带动一种新类型的持续开发和系列

IP的打造，并逐渐成为与好莱坞竞争的主力

军；另一种是合家欢式的电影，在商业电影

框架内，让一家人坐下来一起观看同一部电

影，“唐探”系列基本上这两点都做到了，同

时，其主创团队对于商业电影的取向和信誉

也逐渐形成了品牌效应。

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陈旭光则从系列电影品牌建设的角度给出

分析，“唐探”系列已经形成的五大品牌效

应，具体包括陈思诚的导演品牌、王宝强（唐

仁）与刘昊然（秦风）的演员品牌、中国特色

贺岁喜剧的类型品牌、“贺岁喜剧+侦探推

理”的题材品牌和多方联动的系列品牌，具

有极强的工业化生产特征。

《人民日报》主任记者刘阳说，好莱坞最

卖座的电影很多都是系列电影，可以与观众

形成长期的互动。而“唐探”系列从第二部

开始，除在空间上进行延伸之外，还通过侦

探排行榜的概念拓展了空间维度，通过横向

空间与纵向时空的构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

国产“唐探宇宙”，成功经验很值得探讨，其

在制片流程和视觉效果上的工业化进步也

带动着中国电影制作水准的整体提升。

针对于系列电影中所出现曲折与瑕疵，

影评人，四味毒叔发起人谭飞则比较宽容。

他认为，中国系列电影还处于摸索阶段，相

比于前两部，再度瞄准春节档的《唐人街探

案 3》，放大了“庙会”属性和喜剧效果，包含

了更多元素。这种试图赢得更多观众喜欢

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推理部分的减

弱和口碑的下滑。对此，我们应该给它一个

容错的空间，而不是受舆论环境的影响，一

味的指责和批评。

影评人周黎明则对这种批评声音提出

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唐探”系列的第二

部是一场飞跃，而第三部则是在春节档定位

下，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升级，作为一部意

在覆盖所有群体的影片，《唐人街探案 3》必

然很难让每一个观众都满意，同时，当一部

影片体量足够大的时候，其瑕疵也被放大，

因此，需要理性看待批评的声音。

聚影汇创始人，北京文化产业投融资协

会电影专委会秘书长朱玉卿表示，《唐人街

探案 3》较之前两部全方位升级，在节奏把

控、细节处理，以及观影体验方面都有明显

提升，用喜剧的类型、探案的题材和国际语

境，成功探索出了本土系列类型影片的成功

路径，以其为代表的主流商业类型影片领跑

春节档，极大地提振整个行业信心，为电影

产业的规模化和高质量发展拓展了新思路，

为文化强国建设做出了贡献。他呼吁业界

和观众珍惜今年电影产业来之不易的良好

开局，鼓励主流商业类型影片探索，为饱受

疫情重创的中国电影产业复苏而鼓劲，为中

国电影的美好未来而努力。

（姬政鹏）

翻开近三年春节档票房榜单便不难

发现，春节档第一梯队影片和二、三梯队

影片之间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2018 年春节档期间，约 58 亿元的票

房主要由《唐人街探案 2》、《捉妖记 2》和

《红海行动》三片贡献，分别取得超 19 亿

元、17亿元和12亿元的票房成绩。

2019年春节档，第一梯队影片《流浪

地球》、《疯狂的外星人》和《飞驰人生》分

获约20亿元、14.6亿元和10.4亿元。第二

梯队的《新喜剧之王》和《熊出没·原始时

代》分获5.4亿元和4.2亿元票房。

2021年春节档票房来到78亿元的新

高，但《你好，李焕英》和《唐人街探案3》两
部影片合力“砍下”超 60 亿元的票房，其

余几部影片只分得不到20亿元的票房。

王义之表示，这种差距今后会愈发明

显。他解释说，在众多大片一起上映的档

期，拥有更多宣发资源的影片会让观众认

知度更高，影院经理的期待更高，因此更

容易得到更多的排片空间，从而正向推动

观众更多的认知和更高的票房期待。

刘晖表示，作为影院，在上映之初其

实是给了所有影片相对平等的机会，但在

争分夺秒、寸土寸金的春节档中，影院会

每天甚至每半天就动态地调整排映场次，

如果一部影片当天的上座率不如竞争对

手，接下来肯定会被相应减少场次。

郑寅路告诉记者，影院经理重要的一

项工作就是对影院负责，因此让排片更有

效率，票房实现最大化，是一名合格经理

的基本功。“即使是想给其它影片更多的

机会，也是在春节假期的黄金时段过后，

才会试着去更多排映当时上座率相对较

低的影片，这一方面是给其它影片机会，

但本质上也是替影院挖掘更大的票房潜

力。”

王义之认为，如《送你一朵小红花》，

并没有选择在激烈的春节档上映，但凭借

良好的质量依旧可以取得非常好的票房

成绩，因此春节档虽好，但并非唯一选

择。希望有更多优质影片选择其他档期，

为档期的均衡发展助力，也有效将春节档

“开门红”的势头延续到全年。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

表示，好电影是硬道理，好口碑是硬道

理。电影口碑决定了最终票房的走势。

从目前看，2021年春节档为疫情状态下的

“就地过年”做出了电影行业的贡献。

明振江说，春节档的火热为 2021 年

的电影行业打开了红红火火的局面，但在

暑期档、国庆档等其他重要档期，也同样

需要优质的头部影片点燃市场，这还需要

电影人凝心聚力，苦练内功。

今年春节档 7部主打影片中，无论题

材类型，还是创作制作，都各有所长、精彩

纷呈。

在大年初一 7 部影片同时开画的情

况下，《唐人街探案 3》将《复仇者联盟 4：
终局之战》保持的内地市场首日票房纪录

（含午夜场7.28亿元）提升了约40%，也刷

新了《复仇者联盟4》在北美创下的全球单

一市场最佳开画成绩（3.57亿美元）。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大年

初一一早便赶到影院观看了《唐人街探案

3》，“现场效果非常好，结束后还有观众自

发鼓掌”。

富海芳表示，《唐人街探案 3》去年的

热度就很高，这也推动了该片今年的预售

成绩；春节期间，大家更喜欢热热闹闹、欢

欢喜喜的作品。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该

片强势表现。

春节档期间，《你好，李焕英》一直在

奋力追赶。牛年初一，《你好，李焕英》以

约3亿元的票房夺得亚军。

大年初二，《你好，李焕英》的票房较

初一逆跌 3%，走势在各片中最佳。大年

初三，在口碑和“情人节”的助力下，票房

再次逆势上涨，单日票房突破4.5亿元，并

拉大了与第二梯队影片的差距。大年初

四，《你好，李焕英》一跃成为单日票房冠

军，当日票房突破5亿元。到了年初五和

年初六，《你好，李焕英》无论是单日票房

还是排片占比，均排名第一，实现精彩逆

袭。

刘晖认为，《你好，李焕英》凭借幽默

的喜剧风格以及真挚的情感和观众产生

了共鸣，不少观众都被影片中的浓郁情感

所打动，这也是该片票房一路走高的主要

原因。郑寅路则表示，从 2018 年春节档

《红海行动》的后来居上，到2019年《流浪

地球》逆袭《疯狂的外星人》；再到今年的

《你好，李焕英》，影片质量永远是口碑发

酵的基础。

饶曙光表示，欢乐型的喜剧适合在春

节档观看，贾玲在央视春晚的节目也对影

片票房有一定助推作用。

于超认为，《你好，李焕英》是带有喜

剧元素的亲情电影，过程很欢乐，结尾很

催泪，加上同名小品带来的观众基础，给

该片注入了较强的竞争力。

新疆美亚影城北晟店店长雷鹏鹏表

示，《你好，李焕英》是贾玲、沈腾两位喜剧

人联袂出演的作品，可谓“强强联手”。近

几年沈腾参演的电影品质都不错，这部影

片突出重围也印证了这一点。

影片上映后，不少观众都在社交平台

发表了观影感受。有观众认为，该片把搞

笑和煽情的比例把握得刚刚好，多一分煽

情太悲，少一分搞笑不乐。还有观众谈

到，笑点不断，前排都能听到最后一排的

笑声。更有观众总结称，笑到拍手，哭湿

衣袖。

该片之所以获得超高的口碑，以真实

事件、真情实感为创作基础是至关重要

的。贾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完全是

靠着自身的经历真情流露，如果能回到像

影片中的 1981 年，她只想抱抱自己的妈

妈。

有不少青少年观众观影后，落下了

“后遗症”。多位青少年观众告诉记者，看

过电影后，对自己青春期的叛逆很“后

悔”。“你以为已经很爱妈妈了，但妈妈远

比你想象中更爱你”。更有很多“就地过

年”的年轻人，在走出影厅的一刹那，拨通

了妈妈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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