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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登陆热门综艺到成为现象级线下社交活动袁从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实体店到与文旅尧民宿业融合要要
要作为近年来悄然流行的社交野新宠冶袁野剧本杀冶在野Z 世代冶年轻群体中有
极高的参与度袁并逐渐形成了一条清晰的产业链遥
野剧本杀冶是什么钥 其核心要要
要剧本是怎么创作产生的钥 目前行业发展面临哪些问题钥 近日袁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访多位野剧本杀冶从业者袁深入了解这一新业态的真实面貌遥

：
社交“新宠”
能走多远看格调
“剧本杀”
成产业，
全国线下店超过 2 万家
北京市朝阳区袁一家野剧本杀冶门店袁三四
间面积不大的房间被装饰成古风尧 日式等不
同风格遥 其中一间工业风格的房间内袁玩家们
面对面坐下袁在 DM(野剧本杀冶主持人)的带领
下细细地研读着各自扮演角色的剧本遥
他们面前的桌子上袁摆着用于记录关键信
息的笔和纸袁还有一桌子零食和尚未开包的外
要桌上几名野老玩家冶知道袁这次是五
卖午餐要要
六个小时才能玩完的剧本袁把饭桌搬到野剧桌冶
上袁才能保证这一下午玩得更加充实遥
野最近一段时间几乎每个周末都组一局
耶剧本杀爷袁有时玩得不过瘾袁一周组两次遥 冶被
朋友带着参与袁今年 28 岁的贾雨在不到三个
月的时间里已体验了十几个剧本袁 从当初对
野剧本杀冶闻所未闻的野小白冶成了野组 局 达
人冶遥 这一天袁他们尝试的是一个推理难度极
大的野进阶冶剧本遥
野非常耶烧脑爷袁长时间的讨论也没有理出
思绪遥 冶贾雨说袁这类剧本让他非常享受袁野不
只在剧本里体验角色人生袁 重要的是不断接
近耶真相爷过程中的紧张与刺激遥 冶
所谓野接近真相冶的提法袁是因为早期的
野剧本杀冶基本上是由推理爱好者从国外译制
而来遥
野剧本杀冶刚开始不成规模尧不为盈利袁单
纯是朋友之间的聚会游戏遥 大约从 2019 年开
始袁国内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尧经营者与
玩家袁逐渐成为一个新业态遥
野就目前来看袁国内耶剧本杀爷发行从业者
人数过万袁 每年发行的新本在 200 本到 300
本左右袁线下店超过 2 万家遥 冶野剧本杀冶资深
从业者冷月说遥
目前袁从内容上划分袁野剧本杀冶分为野硬
核本冶(以推理为核心袁 难度较大)尧野还原本冶
(借助推理还原故事袁往往具有曲折离奇的情
节)尧野欢乐本冶(情节诙谐幽默袁 注重欢乐体
验)尧野恐怖本冶(注重渲染恐怖氛围)尧野情感本冶
(通过动人的情感故事打动玩家)尧野阵营本冶
(玩家被划为不同阵营进行对抗)与野机制本冶
(在剧本中设置游戏环节袁以其为玩家赋予能
力袁推动剧情)等 7 种类型遥
北京市海淀区某大学附近的一栋写字
楼袁聚集了 22 家野剧本杀冶店遥
小罗是其中一家店的 DM袁 附近高校的
学生尧 互联网公司员工是他接待的主要客户
群体袁野当然也不限于这些群体袁 店里目前接
过的平均年龄最小的顾客群体是一些七八岁
的小学生袁 年龄最大的是四五十岁的叔叔阿
姨遥 冶
很多家长愿意让孩子来参与袁 为的是丰
富孩子们的课外生活袁 在娱乐活动中增进他
们的社交能力袁 同时锻炼他们的逻辑推理思
维遥
野我之前带过的耶孩子场爷都是七八岁的
小学生袁有的拿到剧本之后字还认不全袁我还

会帮他们认字袁 而且他们对于剧情的理解也
不太到位袁需要我全程给他们讲袁一场下来我
相当于给他们讲了四个多小时的故事袁 想来
也挺有趣遥 冶小罗回忆说遥
真实社交，受年轻人追捧
野剧本杀冶袁顾名思义需要有好的剧本遥
作为国内 野剧本杀冶 最早发轫的城市之
一袁杭州聚集了大量相关从业者遥 愔音曾是一
名教师袁 现为杭州市海棠无香发行工作室主
理人袁 工作室主要从事剧本内容的创作与剧
本的发行遥
野耶剧本杀爷产业链包括了作者尧发行方尧
店家尧玩家四个环节遥 冶愔音说袁在这个链条
里袁作者负责剧本创作袁呈现出一个初步的故
事背景尧案件细节与游戏流程袁同时通过设计
人物单人背景故事袁 打造一个错综复杂的人
物关系网遥
剧本创作初步完成后袁 发行方的监制会
对剧本进行全方位把控袁 同时将剧本进行五
六次内测遥 经过多次调整与修改袁剧本成熟度
达到 80%至 90%袁才有机会进入市场销售遥
在培训和指导剧本创作者方面袁野推理大
师冶微信公众号创始人尧野剧本杀冶行业协会副
会长王梦池颇有心得遥 2017 年底推出的线上
推理游戏公众号野推理大师冶袁截至目前已累
计 1300 万人次使用遥 2020 年 2 月袁野推理大
师冶 的第一家线下门店在北京开业袁 形成了
野线上+线下冶融合的经营模式遥
野推理大师团队在剧本创作上有专业的
监理来指导剧本方向遥 冶王梦池说袁有很多网
文作者尧编剧想要跨界成为野剧本杀冶作者袁他

们的文笔与故事创作能力都非常强袁 只不过
缺乏野剧本杀冶创作经验遥
通过监制的引导以及大众玩家的反馈袁
作者能迅速成长袁 基本上两到三个月就可以
成为一个专业写手遥 野我们在平台上线一个剧
本袁可能一天就有几万人看到这个剧本袁大量
评论给作者及时的反馈袁 作者可以据此做出
相应的调整遥 冶王梦池说遥
美团 叶2021 实 体 野剧 本 杀 冶消 费 洞 察 报
告曳显示袁2021 年中国实体野剧本杀冶市场规
模预计将超过 150 亿元袁 消费者有望达 940
多万遥
记者调查发现袁 目前市场上有专职和兼
职两类剧本创作者袁 作者往往与发行方进行
事前约定协商袁 共同拟定剧本收入的结算方
式遥 野目前来看袁 主要有分成和买断两种方
式遥 冶愔音介绍遥
在这位从业者看来袁野剧本杀冶 行业发展
前景不错遥 首先袁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袁野剧本
杀冶 已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袁 一些行业协
会尧联盟正在逐步成型遥 同时袁野剧本杀冶作为
一种新兴的真实社交方式袁 越来越受到年轻
人的喜欢遥
野现在年轻人压力比较大袁他们可以通过
耶剧本杀爷宣泄情感袁收获快乐袁拉近与他人之
间距离袁同时增强真实社交能力遥 冶愔音说遥
剧本质量良莠不齐
无论是野剧本杀冶的 IP 化袁还是沉浸式的
野剧本杀+VR冶野剧本杀+民宿冶野剧本杀+景
区冶的逐渐兴起袁都显示出野剧本杀冶有较强的
拓展和可塑性遥 此外袁与景区尧邮轮等旅游场

栾川公安：全国人大代表杨来
法式“民调室”效果显著

兰考县考城镇财政所

今年以来袁栾川县公安局城关派
出所按照创建省级野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冶工作
部署袁坚持野多力协作尧理情融合冶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长效机制袁成立栾川县全国人大代表杨
来法式野人民调解室冶袁调解室积极探索野四六冶
工作法袁确保矛盾纠纷早消化遥
调解室借助社会力量野人熟尧地熟尧情况
熟冶的天然优势袁全面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效能遥
调解室积极探索野四六冶工作法遥 野四先冶院即预
警在先袁苗头问题早消化曰教育在先袁重点对象
早转化曰控制在先袁敏感时期早防范曰调解在
先袁矛盾纠纷早处理曰野六个用心冶院即倾听当事
人陈述专心尧调查取证细心尧开展疏导耐心尧调
处纠纷诚心尧下达结论公心尧遇到反复有恒心袁
全力防范化解管控各类矛盾袁 最大限度减少
野民转刑冶案事件发生遥
至 8 月份袁共受理交通事故尧家庭纠纷尧邻
里纠纷尧人身伤害等矛盾纠纷 120 余件袁成功
调解 110 余件遥
渊杨雪利冤

中秋尧国庆双节将至袁为切实筑牢全所干部
职工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袁日前袁兰考县考城镇财政所组
织召开节前廉政提醒专题会袁敲响警钟袁严肃纪律袁防治节
日腐败问题发生遥
会上袁集中学习了开封市纪委关于三起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典型案例的通报袁接着袁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叶蜕变
的初心曳袁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剖析袁警示大家要以案为鉴尧
警钟长鸣袁自觉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底线遥 最后袁对常
态化疫情防控尧值班值守尧餐饮浪费尧纪律作风等工作进行
了安排遥
会议要求袁一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遥 要注重加强政治
理论学习袁深入学习党纪国法和法纪法规袁以典型违纪违
法案件为镜鉴袁不断加强明辨是非的能力尧抵抗诱惑能力
和廉洁意识能力遥 二要贯彻落实防疫举措遥 要紧绷疫情防
控这根弦袁认真落实疫情防控各项举措袁常态化做好防控
工作遥 三要始终严守纪律规矩遥 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袁绷紧纪律规矩这根铁弦袁做到不越底线尧不踩红
线尧不碰高压线袁用思想上的自觉和行动上的自律袁努力营
造崇廉尚俭尧节约质朴的良好节日氛围遥
渊孔 恒冤

节前廉政提醒 筑牢思想防线

景相结合的野剧本杀冶项目也遍地开花遥
四川青城山一家两天一夜的野剧本杀冶体
验地袁火爆时需要提前几个月预约曰成都宽窄
巷子的野剧本杀冶游戏叶宽窄十二市曳袁吸引众
多玩家打卡曰玩过武汉野知音号冶沉浸式野剧本
杀冶的玩家袁直呼仿佛穿越到抗战时期袁来了
一场野保卫武汉之旅冶噎噎
随着野剧本杀冶行业的走红袁不少文学尧影
视作品开始向野剧本杀冶进行授权袁在原有作
品的基础上开发衍生产品遥 就目前来看袁国内
已出现 叶仙剑奇侠传曳叶赘婿曳 等影视作品的
野剧本杀冶袁受到粉丝喜爱遥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袁 知识产权等问题可
能制约行业健康发展遥
野2017 年的时候甚至夸张到花两三块钱
就可以买到几百本剧本的电子版遥 原创作者
与公司应该通过更专业的维权方式尧 更加便
利的维权途径尧 更数字化电子化的方式来从
各个角度防止盗版现象遥 冶王梦池坦言遥
野一方面是搭建数字化的版权体系袁让盗
版从根本上无法发生遥 另一方面是给发行方袁
也就是版权所有方相应的维权渠道袁 与专业
的律师团队合作进行维权遥 冶王梦池补充说遥
记者采访发现袁剧本质量参差不齐袁也被
一些消费者诟病遥
目前袁野剧本杀冶 行业的准入门槛相对较
低袁作者的创作能力不一袁造成了市场上剧本
数量不断增长袁剧本质量有高有低遥 甚至还有
少数剧本创作者以野黄色暴力冶野恐怖慎入冶作
为噱头博人眼球遥 一些受访玩家坦言袁少数剧
本内容过于低俗尧血腥遥
业内专业认为袁野剧本杀冶 的初衷本应是
对历史或当下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袁 传递
创作者自身的价值理念遥
例如袁 不少作者通过剧本创作引导玩家
对校园暴力尧PUA 等社会问题进行关注尧思
考袁呼吁大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遥 未来野剧本
杀冶行业应该加强自律袁对血腥暴力内容坚决
抵制袁让野剧本杀冶成为正确价值观的载体遥
当前袁受疫情影响袁很多线下野剧本杀冶店
经营受到极大影响袁 大量的店面基本处于长
时间零营业状态遥 同时袁作为剧本销售重要方
式的剧本展会也大量取消和延期袁 对剧本发
行和店家运营都带来了挑战遥
为适应疫情防控的要求袁不少野剧本杀冶
店家开发了新型的运营模式遥 例如袁一些店家
推出 野剧本外卖服务冶袁 玩家通过 App 下单
后袁DM 将带上剧本上门进行服务遥 还有的店
家借助微信尧钉钉等通讯类 App袁将剧本转移
至线上进行体验遥
野耶剧本杀爷入行门槛低尧内卷严重袁很多
人都觉得耶剧本杀爷能赚钱袁纷纷去开店袁也有
资金悄悄进入袁让行业竞争也愈演愈烈遥 行业
的健康发展需要有规范和标准介入袁 形成风
清气朗的环境袁防止耶虚胖爷遥 冶业内人士坦言遥
渊据新华每日电讯冤

声一片“门票经济”
是死胡同
旅游景区
“涨”
近些年袁不少旅游景区野涨冶声一片遥 景区门票价格偏高尧涨
价幅度偏大袁让不少游客直呼野吃不消冶遥 2018 年以来袁国家发展
改革委出台了关于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指导意见等一
系列文件袁各地景区积极落实袁让利于民遥 但个别地方仍存在部
分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偏高尧配套服务价格不合理袁以及强制捆
绑消费尧门票明降暗涨等现象遥
就景点长远健康发展而言袁单纯依赖野门票经济冶袁而在开
拓市场尧提升产品服务和转型发展上无所作为袁容易受市场规
律作用进入价格高尧游客少的野死胡同冶遥 有关部门对降低重点
国有景区门票价格野回头看冶袁并不是要降低景区的收入袁而是
倒逼景区实现由单纯依赖门票向综合产业经济转变遥 事实证
明袁有不少景区发展野旅游+冶袁坚持旅游与体育尧养生尧休闲等各
产业的融合袁丰富景区的食尧住尧行尧游尧购尧娱等产业要素袁提升
了景区文化内涵和品质袁通过吸引游客尧留住游客增加了收入遥
降低景区门票价格是硬要求袁各景区要严格落实袁不应搞
变通尧打野擦边球冶遥 有关部门对野回头看冶要真看尧真查尧真改袁建
立问题台账袁整改督导机制工作袁对于不按规定执行政府定价尧
擅自增设收费项目尧捆绑销售尧不执行优惠政策尧随意涨价等违
法违规行为袁要及时采取措施袁依法严厉处理袁切实维护旅游市
场价格秩序遥
渊据经济日报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