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唐探3》春节档市场轨迹

《唐人街探案3》之前，没有为一部电影等

待一年的先例。市场的期待和片方的信心可

见一斑。

《唐人街探案 3》由陈思诚执导，王宝强、

刘昊然领衔主演，妻夫木聪、托尼·贾、长泽雅

美等人主演，继“曼谷夺金杀人案”、“纽约五

行连环杀人案”后，“唐人街神探组合”唐仁、

秦风受日本名侦探野田昊之邀到东京调查离

奇密室谋杀案。

《唐人街探案 3》原定 2020 年春节档上

映，映前曾创下预售 23 小时过亿的纪录。

2020年10月9日，影片宣布重回春节档，定档

2021大年初一。“唐探3”和“熊出没”是唯二两

部重返春节档的电影作品。从市场反馈看，

一年的等待虽然影响了原定的宣发节奏，但

并没有消耗观众的热情。2月11日影片上映

前一天，预售总票房破 9亿，并一举拿下上座

率冠军、综合票房冠军、场均人次冠军和总人

次冠军等成绩。

2月12日影片上映首日破纪录拿下10亿

票房，此后连续8天票房过亿，并最终以35.62
亿票房问鼎春节档电影票房冠军，以其强大

的品牌号召力，拉动春节档大盘新高。在《唐

探3》的带动下，2月12日(大年初一)当天单日

票房 16.9 亿，打破中国市场单日票房纪录。

2021 年春节档总票房累计超 78.22 亿元，较

2019年春节档的59.05亿增长32%，刷新春节

档票房影史纪录。

2“唐探”品牌养成记

陈思诚的商业直觉和中国顶级电影资源

深度融合，成就了“唐人街探案”系列的品牌。

2015年至 2021年七年间，《唐人街探案》系列

从无到有共产出三部电影和一部网剧，初步形

成了“喜剧+推理”的“唐探”系列品牌。

2015年横空出世的《唐人街探案》从泰国

出发，陈思诚出于导演的商业敏感，规划了这

个唐人街背景下的“侦探+喜剧”故事。

彼时还没有清晰的品牌和宇宙概念，但

“唐人街”和陈赫饰演的黄兰登的角色造型让

人很容易联想到影史上的经典作品，主人公唐

仁和秦风分别以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朝代为

姓氏，从中不难看出创作者对影片的期待值。

选择“唐人街”这样一个具有全球知名度的文

化空间展开故事，既能规避探案题材创作的各

种掣肘，也提供了丰富的影像呈现空间。

《唐人街探案》2015年12月31日上映，首

日票房破亿、随后以 2.82 亿的成绩成为元旦

档票房冠军。影片最终实现票房8.2亿，一举

奠定了“唐探”系列品牌的起点。

有一组数据能大致勾勒出《唐人街探案》

的原始配方：

时长 135 分钟，11 个主要人物，52 处笑

点，平均2.6分钟笑一次，主演王宝强被追了5
次共 30 公里，刘昊然展示了 4 次神推理技

能。《唐人街探案》成功开创了中国式推理喜

剧的全新类型，也让“唐探”品牌成为可能。

编剧团队制是“唐探”系列保持周期性高

效供给的智力基础。在《唐人街探案 2》的创

作过程中，陈思诚和编剧团队碰撞出了世界

名侦探大赛的概念。陈思诚喜欢武侠小说，

于是参照百晓生的兵器谱给出了名侦探榜单

的设计。来自世界各地的上榜侦探让故事具

备了一种空间性，侦探推理故事本身可以看

作是对时间的追溯和复原，有了时间性和空

间性，也就有了建设“唐探宇宙”的基础。

与第一部专注案件的本格推理不同，《唐

人街探案 2》将视点从泰国转移至美国，在现

代化大都市的背景下探讨人性、兽性和神性

在个体身上的呈现，借助一个连环谋杀的故

事将推理从本格推向社会派。

《唐探 2》2018 年春节档上映，累计票房

33.97亿，从元旦档转战春节档，进一步奠定了

“唐探”推理喜剧第一品牌的地位，也实实在在

开始了“唐探宇宙”的打造。

电影走到第三部，陈思诚高调宣布《唐人

街探案3》将是自己执导的最后一部“唐探”电

影。联想《唐人街探案》网剧分别由柯汶利、

戴墨、姚文逸、来牧宽四位青年导演执导，陈

思诚监制、柯汶利执导的电影《误杀》一炮而

红，有理由相信“唐探宇宙”已经完成了从市

场黑马到系列电影，及至电影品牌、“电影宇

宙”的转型升级，“唐探宇宙”正以其巨大的包

容性和引力场吸引着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人

才、资源的加入和补给。

《唐人街探案 3》尝试在故事内涵和宇宙

建设两方面再进一步，带入了开拓团、日本遗

孤等背景事件，内层叙事在密室案件之外，继

续探讨反战的主题；外层叙事则通过对“Q”身

份的确认，正式建立了由名侦探联盟和“Q”集

团组成的两个正邪对抗阵营，“唐探宇宙”在

大银幕上正式落地。

为了弥补院线电影单一产品在内容拓展

和盈利空间上的掣肘，“唐探”还从电影出发

研发了系列网剧，进而形成了包括电影《唐人

街探案》、网剧《玫瑰的名字》；网剧《曼陀罗之

舞》、电影《唐人街探案 2》；网剧《幽灵邀请

赛》、电影《唐人街探案3》在内的唐探宇宙。

网剧版《唐人街探案》配合唐探大电影上

映，引入除唐仁、秦风外的新的侦探主角，围

绕他们展开故事。网剧与电影剧情和人物相

通，进一步拓宽了“唐人街探案”系列的维度，

更多的侦探组成更多的星辰大海，实现了“唐

探”系列向“宇宙”的过渡。

3 国产原创电影品牌价值梳理

市场营销理论认为，品牌是用于识别产

品或服务的生产者或销售者的名称、术语、标

记、符号、设计或上述因素的组合。消费者将

品牌视为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品牌管理能

够为商品增加价值。与实体商品不同，电影

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存在高风险、高不确定

性、生命周期短等生产和消费特点，将品牌思

维纳入电影生产，可以打破单一产品短期内

无法有效建立认知、无法重复消费的困局，提

升电影的市场号召力和消费辨识度。

具体到我国电影市场，电影品牌的探索

与电影产业化发展一路同行，经历了导演品

牌、明星品牌、类型品牌的探索升级。产业化

初期，国产电影品牌通常创作者深度绑定，冯

小刚、张艺谋、陈凯歌三大导演成为国内影迷

观影首选的三大导演品牌；葛优的市民喜剧，

成龙、李连杰的动作电影帮观众建立了和类

型绑定的明星品牌。市场的不断扩容和完善

为系列化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也逐步

形成了不同类型、风格的电影品牌，如“喜羊

羊”、“熊出没”为代表的动画电影品牌；开心

麻花代表的喜剧电影品牌；“战狼”系列动作

电影品牌；《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

童降世》、《姜子牙》为代表的中国神话宇宙品

牌；《流浪地球》为代表的科幻电影品牌；“唐

探”系列推理探案喜剧品牌。

1、电影品牌的市场价值。品牌作为电影

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窗口期和不同的

价值实现环节都有重要意义。如“战狼”、“流

浪地球”、“唐探”等系列作品的成功，不断刷新

中国国产电影单片市场票房纪录，推动档期市

场新高，同时也为后续的台、网销售，衍生品开

发等环节奠定了基础。

迪士尼前总裁罗伯特·艾格在其自传《一

生的旅程》中，详细叙述了其任期内的几次大

的收购整合，通过促成迪士尼与皮克斯、漫

威、卢卡斯、21世纪福斯影业等明星厂牌的整

合，进一步完善了迪士尼的内容品牌矩阵，也

推动各大厂牌实现了“1+1>2”的品牌效应。

2、电影品牌的营销价值。回顾近年来国

产电影的营销实践，电影营销的专业化、细分

化程度不断提高，围绕电影的营销推广延伸

出专业的物料制作公司、发行落地公司、全案

营销公司等不同类型的企业，但由于产品形

态、产业规模、产品生命周期等维度的差异，

鲜有4A广告公司进入。究其原因，相比世界

知名品牌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营销预

算，电影单片的宣发成本极其有限，且院线电

影一周至一个月左右的上映周期造成电影营

销天生具有“从头再来”、“平地起楼”的营销

瓶颈。

电影品牌之于营销的意义在于依托电影

品牌的高辨识度，可以有效打通制作、发行、

营销、放映之间的沟通壁垒，提升产业的护城

河、降低消费认知门槛。一方面，单个电影品

牌通过连续、稳定的创作输出，在观众心中建

立了一定的辨识度和认同感，市场二次启动

的周期更短、效果更好。另一方面，一定数量

的品牌积累，也有助于夯实产业基础，推动良

性可持续发展。

3、电影品牌的文化价值。品牌价值是商

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统一。好莱坞作为世界

上最成熟的电影市场，依托其明星品牌、导演

品牌、影片品牌和企业品牌堆积的品牌矩阵，

迅速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市场扩张和文化输

出。相比之下，中国的电影品牌建设还处于

早期孵化阶段，只有特定类型和代际导演的

作品已经赢得了世界范围的品牌影响力。

4“黑马”和品牌

“黑马”最早出于英国前首相本杰明·迪

斯勒利名为《年轻的公爵》的小说。书中记

录了一场赛马比赛，一匹预期夺冠可能性极

小的黑马最终力压强敌、一举获胜。“黑马”

一词于是成为出人意料的优胜者的代名

词。黑马的出现，意味着为行业提示了创新

思维、创新方法。具体到电影行业，市场黑

马的出现提示着全新的创作风格、类型或营

销手段的有效性，黑马在短时间内的频繁出

现也可能提示市场进入类型轮值的调整期

或无序竞争状态。

黑马与品牌的差异在于，黑马代表个案

突破，品牌则代表着一定的历史积淀和可持

续、可预期性；黑马擅长发现并激活微观动

机，实现局部最优；品牌则专注长远目标，实

现全局最优。

一般情况下，品牌电影的诞生要经过“单

部电影-系列作品-电影品牌”的发展轨迹，也

有“黑马”被成功复制，成长为品牌的先例，比

如“战狼”系列。

5“唐探”的价值和启示

从《唐人街探案》的年度“黑马”，到《唐探

2》春节档“爆款”，再到《唐探3》全民期待，“唐

探”用7年时间迅速建立了一个与春节档深度

绑定的全民喜剧探案品牌，三部电影累计票

房接近 90亿、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原创喜剧

探案品牌。“唐探”品牌背后有哪些经验和启

示呢？

视频号“视频战争”从文本层面归纳了

“唐探”系列电影四大成功要素：“喜剧+推理”

的复合类型设定；双男主的人物设定，一人负

责推理、一人负责搞笑；案中案的情节设定，

每一部电影都包含一个顺风车杀人案。喜剧

场面设定，封闭空间的多人游戏……

跳出具体的文本经验总结，“唐探”最核

心的品牌塑造经验也可以归纳为寻找现阶

段电影观众的“最大公约数”，这也意味着在

喜剧、推理、奇观场面等元素之间寻找一种

准确的平衡。陈思诚在《唐人街探案 3》的映

后畅聊会上曾表示，单纯从创作出发，他更

喜欢纯类型的作品，并表示未来或将跳出双

侦探的主线故事，创作更多番外故事，通过

不同规模、不同体量的作品满足不同档期、

平台观众的观影需求。

“唐探”品牌塑造的另一个经验在于打

造开放的创作平台。通过集体编剧的形式，

保证系列故事的情节密度和持续高效供。

“唐探”系列的一个创作方法是一部电影创

作同时，启动下一部电影的剧本创作。剧本

创作的提前量保证了故事的连贯和悬念。

如《唐人街探案 2》还没公映，《唐人街探案 3》

的剧本筹备就开始了：《唐探 3》中也埋伏了

伦敦眼等创作伏笔。电影之外，陈思诚也通

过网剧锻炼了全新的导演团队，充分将“唐

探”打造成一个吸附优秀人才、资源、创意的

开放平台。

参照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创作经验，螺旋

上升是系列电影生产的必然规律，即便是漫

威、星球大战等明星品牌，也无法保证万无

一失。“唐探”作为既有国产原创电影品牌的

头部作品，通过强情节的复合类型创作，实

现了现阶段观影的最大公约数，有效对抗市

场风险。影片独特的品牌打造轨迹也为市

场提供了全新的启示：

从影片的成长周期看，《唐人街探案 3》
作为“系列”向“品牌”的过渡作品，在完成单

一案件叙事的同时，也要兼顾整体宇宙观的

设计。因此相比前作，在外层宇宙建构方面

难免有所偏重。系列电影在不同的品牌生

命周期内，如何做好既有观众的留存维护和

新观众的开发值得思考。

从影片的宣发轨迹看，从 2020年春节档

调整至 2021年春节档，影片的营销节奏必然

受到影响。《唐人街探案 3》开创了电影延期

一年上映的先例，探索了头部电影市场宣发

二次启动的经验，档期内的口碑维护值得思

考。

从内容创作和市场环境看，在疫情影

响、上座率受限的前提下，春节档仍然实现

了 32%的增长，最高单日票房突破 16 亿，市

场为优质内容提供了广阔的赛道。优质的

电影品牌塑造依赖包括创作者、评论者、观

众在内的各个环节共同打造。如何营造适

合品牌生长的舆论环境、市场秩序值得思

考。

电影史上不乏问世之初被低估、被误判

的先例，比如大卫·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

费穆的《小城之春》；比如以今天的眼光重看

《英雄》和《无极》可能会有与彼时舆论场不

同的观影感受。上述例子，无意将任何两部

作品并列，任何一个时代、类型、品牌的探索

者都值得被尊重，如何构建尊重、包容、共赢

的竞争环境值得思考。

这是最宽容的时代，技术带领思想抵达

前所未有的自由，市场为创作提供了零门槛

的准入；这也是最苛责的时代，在不同的评

价体系、发布渠道下，仅凭个体好恶和评价

就可能影响一部电影的生命轨迹；这也是最

便捷的时代，没有什么比一张电影票更能接

近一部电影的真相。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

《预感》中说，“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

海”！时代需要优秀的作品，优秀的作品因

为观众的确认更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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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探”为何可贵？
■文/本报记者 林莉丽

2月 26日农历元宵节，上映 15天的《唐人街探案 3》票房突破 42亿，

国产电影票房总榜排名第五。除了意料之中的40多亿票房，《唐人街探

案3》也贡献了牛年春节档最具研究性的影片样本。

一边是行业“中国最具价值电影品牌”、中国第一部单片突破100亿的

电影极有可能出自“唐探系列”的判断和预测；一边是《唐人街探案3》评分

与票房两极化的客观现实。就像电影中那张对折后直立的白纸，走到第

三部“唐探”系列正在面对喧哗市场上截然不同的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