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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剧本杀随着一档推
理类综艺真人秀走上流量舞台，
看到角色扮演类派对游戏的市场
前景，商家纷纷入局。

2019年，是业内公认的“中
国剧本杀元年”。据《2021年中
国“剧本杀”行业研究报告》显示，
2019年全国剧本杀门店数量由
2400家飙升至1.2万家，到2020
年底增长至超3万家，2021年中
国实体剧本杀市场规模已经超过
了120亿元。2021年中国消费
者偏好的线下潮流娱乐方式中，
剧本杀以36.1%排名第三，仅次
于看电影和运动健身。

与很多新兴产业一样，剧本
杀兴起之后一直在野蛮生长，随
之而来的是不断的争议。此次文
旅部、公安部等五部门发布管理
规定，让剧本杀行业进入了严监
管时代。《通知》明确了剧本杀的
营业范畴为“剧本娱乐活动”，并
且不得开设在居民楼内、建筑物
地下一层以下等地。

而剧本杀的内容也有了严格
规定，剧本内容和表演、道具服饰
等必须合法合规，剔除不适合未
成年人的元素，并且需要对剧本
脚本做适龄提示。为了预防未成
年人沉迷其中，《通知》规定：“除
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
假期外，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不得
向未成年人提供剧本娱乐活动。”

记者注意到，新规的过渡期
为明年6月30之前，这期间，剧本
娱乐经营场所要进行自查自纠。
未来，不合规、不整改的经营场
所，将面临整改并停止等一系列
措施。

告别野蛮生长，剧本杀还能火多久
进入强监管时代，明确营业范畴为“剧本娱乐活动”，不得开设在居民楼内……

6月末，国家文旅部、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通知》（下称：《通知》），从
内容、未成年人保护、安全生产等多个层面，首次将剧本杀等发展快速的新业态纳入管理。

密闭的房间，穿梭的年代，待解的谜题……作为一种新兴的娱乐社交方式，剧本杀近年来备受年轻人追捧，
同时也伴生了一系列乱象。不过随着管理规定的出台，剧本杀有望告别多年来的野蛮生长。

随着剧本杀管理新规的出台，整个
行业将迈入强监管时代，业内看来，剧
本杀将告别野蛮生长，迎来规范发展。

“其实未成年人的消费占比并不算
高，很多商家也意识到，没必要为了这
个去触碰红线。”剧本杀经营者陈先生
说，一些蹭热点的创业者为求快钱会使
用一些盗版和粗制滥造的剧本，甚至不
乏色情、暴力的剧本，这对于正规店和
剧本出版方是一种伤害。而新规落地
后，剧本必须在网络监管平台备案，从
源头上遏制了使用不良剧本，更好地帮
助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王大毛说，前些年不少从业者涌进
来，一些伴生问题扰乱了剧本杀正常的
生长速度和内在成长逻辑。“从2020年
开始，郑州较有规模的剧本杀店都不会
去买盗版剧本，避免低俗剧本，尽可能
去挖掘能够宣传正能量的剧本，这是一
种行业自律。”

时值暑期，剧本杀行业迎来了旺
季。在王大毛看来，由于管控要求，剧
本杀目前还不能满负荷运营，今年的市
场大概只恢复到往年暑期的七八成，

“剧本杀已不再是一个赚快钱的行业，
现在还想入局的，必须要有实力和资
源，店铺要具备一定规模。近一两年市
场已经淘汰了很多店，还有一些店目前
也进入了关店倒计时。”在他看来，郑州
经过这个洗牌期之后，最终留下来的会
是有实力、有口碑沉淀的店，未来市场
上将呈现出“强者恒强”的态势。

“至于整个行业能否走得更远、更
久，主要看用户群体能否进一步破圈。
目前很多人群没有玩过剧本杀，从全国
范围来看，剧本杀还是在往上发展，我
对未来很有信心。”王大毛说。

王大毛2017年就进入剧本杀行
业，在郑州剧本杀圈里，有不小的知名
度。看他看来，郑州剧本杀经历了几个
发展阶段。2017年，剧本杀刚刚兴起，
大批年轻人急于尝鲜，但店铺少剧本也
少，市场供小于求，“那会儿剧本杀店铺
都是人满为患，排队等房间是常态。”

随后，站上风口的剧本杀吸引了大
批入局者，伴随着剧本创作的爆发，游
戏的形式也更加丰富，在传统推理剧本
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情感、阵营等类
别。同时随着技术的更新，全息房、AR
房纷纷出现。游戏玩家的选择空间更
大，市场进入了平衡期。

“近两年在疫情的影响下，行业进
入洗牌期，一些规模较小的店铺要么被
市场淘汰，要么主动离场。”王大毛说，
在此前多轮疫情中，剧本杀行业无法营
业，一批店铺很难继续坚持。除了疫情
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是竞争激烈趋于白
热化。

“剧本杀经过几年发展，沉淀了很
多老玩家，他们对环境、剧本、游戏主持
人要求都很高。”王大毛说，店铺装修和
风格固然是吸引顾客的前提，但剧本才
是一家店的核心，目前市场上剧本同质
化现象比较普遍，一些商家并不会费力
跑展会找资源、精心测试新剧本。

“用经典老剧本吸引新客户，用优
质新剧本吸引老客户，才是长久之计。”
王大毛说，剧本一般分为盒装、城限（城
市限定）和独家，盒装剧本在网上都能
买到，在几十到几百元不等，城限是针
对剧本杀馆的投放，一个城市只有几
套，价格在两千元左右，独家则是剧本
杀场馆的特色，价格更高，上万的都有。

“通常而言，一个普通剧本的生命
周期只有几个月，有实力的剧本杀店
都会与发行方签约，拿到限量、爆款
剧本。”王大毛说，另外，剧本杀DM
（游戏主持人）也是一家店铺的灵
魂。“每一场游戏中，DM拿着剧本引
导游戏，要利用语言表达和演绎能力
调动现场气氛，推动剧情发展，把握
全场节奏，让玩家沉浸其中。一个
优秀的DM可以成为一家店的招
牌，让顾客冲着他来消费。”他说。

虽然剧本杀已经风靡全
国，但眼下很多人并没有接触
过剧本杀，甚至不知道剧本杀
为何物，完全感受不到这个行
业的热度。与电影院、KTV、
健身房不同，剧本杀店铺往往

“藏”得很深。
记者在大众点评等商业

平台搜索，目前郑州市大小剧
本杀店铺有300多家，分布在
市区各个商圈周边。不过，拥
有独立门面的剧本杀店铺屈
指可数，绝大多数都“藏”在居
民楼、写字楼里，如果没有精
准的位置信息或熟人带路，很
难找到。而那些大量开设在
居民楼内的剧本杀店铺，显然
不符合新规。

“剧本杀店铺基本都以
‘楼吧’形式存在，主要是成本
因素，它并不依靠线下人流
量，吸引顾客的渠道都在网
上。”一家剧本杀店铺老板张
先生说，剧本杀的主要消费人
群以学生和职场年轻白领为
主，年龄段为18到35岁，参与
剧本杀游戏称为“打本”，玩家
加入游戏则称为“上车”，市场
上最普遍的剧本需要6名玩家
才能“开车”，一场游戏至少要
4个小时起步。“学生群体有整
车来玩的，但大部分还是散
客，我们要根据客人预定的时
间来凑场，这些沟通都在网上
完成。”

剧本杀的运营模式，决定
了它的开店门槛并不高。目
前，市场上存在大量的剧本杀
孵化公司，可以快速地“生产”
店铺。“租一个200平方的房
子，装修五六个房间，每个房
间花费3000元，加上买剧本
和雇游戏主持人的投入，几万
块钱就能开起来。”作为一家
孵化公司的经理，刘先生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目前，郑州市
剧本杀单人次的收费在80至
150元之间。虽然平时生意平
淡，但周五晚至周日，以及节
假日会迎来爆发。“高峰期理
想情况下，单个房间一天保守
能开3场，加上一些饮料和小
吃的收入，5个房间的店铺单
日营业额就近一万元。”

“品牌输出、店铺设计、剧
本供应、游戏主持人培训、线
上运营，我们提供保姆式服
务，你只管投钱，几个月收回
成本不成问题。”这，成为是剧
本杀孵化公司的一致话术。

火了多年的剧本杀
正式被纳入监管

郑州剧本杀行业潮起潮落

剧本杀，又名剧本推理，是玩家到实景场馆，
体验推理性质的项目。剧本杀的规则是，玩家先
选择人物，阅读人物对应剧本，搜集线索后揭开秘
密或者找出活动里隐藏的真凶。剧本杀不仅仅是
一个游戏，更是一个集知识属性、心理博弈属性、
强社交属性于一体的娱乐项目。

剧本杀是啥？“剧情”加油站

剧本杀店铺多以“楼吧”形式存在
开店门槛不高 剧本杀不再是赚快钱的行业

将迎来规范发展

一处剧本杀经营场所 本版图片均来自网络

正在玩剧本杀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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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声明

●编号为S410535033,姓名:谭
泽轩,性别:男,出生时间2018
年11月23日8时55分的《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何辉日用百货
店(代码92410105MA9GKNJD7C)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李翊赫，身份证号码:41102
3201902110050，军属保障
卡遗失:卡号8100002101150
03680，声明作废。
●郑州达库物流有限公司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4910067767
401农业银行郑州铭功路支行
16039801040005940丢失作废

●李佳欣(父亲:李宽,母亲:陈
建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10341847,出生日期:2017
年12月14日声明作废
●张栀夏(母亲:李雅,父亲:张金
亮)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Q410672117,出生日期2016
年06月20日,声明作废。

●周口合兴市政工程设施有限
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
专用章、法人代表章(柳士彬)
均丢失,特声明作废。
●郑州爱瑞贝特商贸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公告

● 变更公告（无债务债权）
郑州市金水区三臣家馨幼儿
园教民号：141010560000
060现声明法定代表人变更，
法定代表人由孙华敏变更为
朱伟丽，变更前无债务债权
问题，变更后的债务债权由
新法定代表人承担。联系人：
朱伟丽联系电话17334881708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郑州乐豪斯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李婧哲与

你方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仲裁案

【(2022)郑仲案字第0043号】,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增加

仲裁请求申请书》及开庭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领取上述通知书的期限为

公告满后5日内,你方提交答辩

书以及增加的举证期间为公告

期满后10日内,并定于2022年
8月15日9点在本委仲裁一厅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寻亲公告

●张新伟于2008年
12月20日在河南
省中牟县黄店镇

八李桥头捡到一
名男婴，父母信息不详，现
寻孩子亲生父母，如有知情

者请联系辖区民警卢警官，
联系电话15713675215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保姆保洁月嫂65930584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请供需

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
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服务
热线

18595905785
65795666

13676972177

剧本杀道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