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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造梦之地”
剧本杀店装修风格大同小异，入门处是

灯光明亮温暖的客厅，墙上挂着五花八门的
剧本杀海报，年轻人扎堆挤坐沙发上，喝饮
料吃零食叫外卖，不时发出嘻嘻哈哈的笑
声，一眼看去就是个轻松好玩的地儿。每家
店都有多个主题房间，灯光烘托下，主题房
间充满着奇幻、戏剧化的氛围。

青山探沉浸式推理馆，藏在某写字楼中，
面积200平方米，五个主题房间为日式、新中
式、欧式等，日式房色调淡雅，木色推拉门配
榻榻米和浮世绘。新中式房古典意味十足。

这家店开业半年，规模与消费水平中
档。老板歌歌是 90后，她称玩家单人单次
最低消费 88元，一桌至少六人同玩，一桌流
水五六百元。

白夜实景推理馆，地处某商场旁地铁入
口处。开业早，名气大，是郑州第一家实景
推理馆。它有 400多平方米面积，5个主题
房间。最为玩家看重的是，它有多个不同风
格的小搜证间，面积达 150平方米，相当于
影视剧中的多幕场景，可给玩家很好的沉浸
感和深度卷入感。

白夜店长兼股东杨紫曦，回国后被朋友
带玩入坑。她说，这家店已开四年，主要做
城市限定本（一个城市只卖2到 3家）和独家
本（一个城市只卖一家），这两种剧本单个成
本在 3000元到 5000元。店内一天最多开

十个本，每个本平均 6人玩，一天客流量是
60 人次左右。客单价 150 元，加上变装发
型，客单价会到 200元左右，单桌流水破千
是常事。

杨紫曦和歌歌表示，剧本杀店揽客，是
通过美团、抖音、小红书等发布信息，喊人加
群，在群里发公告，并在群里帮散客拼桌开
本。歌歌的群成员有七百多人，杨紫曦的群
成员八百余人。在白夜采访时，记者见到两
个自行到店的女孩，坐等店长在群里叫人

“上车”。
郑州 200余家正规剧本杀店，主要集中

在繁华商贸中心或写字楼里。郑州花园路
国贸 360新领地三号楼、四号楼加一起有不
低于 13家剧本杀店。营业时间为下午一点
到凌晨两点，周末或节假日会开店到早晨六
七点。多个从业者表示：“这个行业太熬人
了！但又痛并快乐着。”

剧本杀玩家年龄，基本集中在 18岁到
35岁。歌歌说：“目前玩家年龄层也在慢慢
拓宽，我们接待过超 50岁的玩家，也有小学
生来玩。”她的说法在白夜得到印证，4月 2
日下午，有 13位小学四年级孩子来白夜玩
剧本杀，开了两桌，一桌开本“兵临城下”，讲
的是抗战救亡图存的故事，一桌开本“解
离”，关注的是儿童心理健康。两者都是为
孩子设计的正能量剧本。

剧本杀最早诞生于英国，是绅士们的聚会
小游戏，后演变成桌游，再渐次演变成剧本
杀。其内容有推理本、还原本、沉浸本、情感本
等。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市场上出现了一批
弘扬家国情怀的立意本。

剧本杀的创作团队，由营销总监+作品
监制+N个作者构成。一个精彩、烧脑、无逻
辑漏洞的故事，是店铺获客关键。剧本杀的
特性是一个剧本玩家只能玩一次，行业需要
源源不断的新作品。

张靳雷是郑州本土重要作者，他参与创
作过 15个剧本。其中《长沙保卫战》，2018
年 4月在北京展会上，作为城市限定本，销
到了40多个城市。

全国现有剧本杀作者两千人左右，36岁
以下作者占比80%左右。“作者学历本科，专
业以学经济、金融、心理学的居多，学新闻、
历史的也有。”张靳雷说。

业内公认头部作者全国有十几个，他们
发本量并不大，一年会发两三个本，主做独
家本或城市限定本。头部作者年收入一百
万没问题。一个腰部作者，年收入也能 20

万起。近两年的影视寒冬，使得很多影视编
剧下沉写网络剧剧本，网剧编辑再下沉到剧
本杀市场，给行业注入新力量。“今年一个月
产出 500—1000 个剧本，这个数量是 2020
年一年的产量。”张靳雷说。

剧本杀作者要和工作室合作，在故事的文
学性基础上增加游戏性和玩法，平面变立体后
才能推向市场。这个工作，主要由监制完成。

24岁的翟乃博是某公司监制，已监制了
十多个剧本。他认为，一个监制，要帮助作
者加深故事厚度，给作者提供氛围营造方案
和演绎方案，最终完成剧本文学性叠加游戏
性和市场性的任务。

鉴于剧本之于行业的重要性，2019年，
剧本杀行业针对剧本抄袭与黄暴内容，展开
了“行业自净行动”。

“在此之前，剧本杀抄袭风行，作者拿不
着钱不愿写，剧本更新量不够，玩家不愿到
店玩，恶性循环。2019年，剧本杀业内出现
了自发联盟，大家自发审查，发现抄袭盗版
和黄暴本后‘组团骂街’共同抵制，直到犯事
者退圈为止。”张靳雷笑言。

筑梦师之“作者+监制”

2021 年 3月 24日，郑州光华大

酒店举办了一场展会——“本源·郑

州，豫见你我”剧本展。参会者中，有

1500余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剧本杀

店家，有200余人是剧本发行方。

“三天会期，完成剧本测试的有

八九百个店家，每个剧本至少有六个

店家参与，剧本成交量在五六千本左

右，成交额达数百万元。”主办方代表

苌生谦说。这次剧本展，是河南首

展，展会背景是省会郑州剧本杀市场

的蓬勃发展，急需交流和交易平台。

河南雷梁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雷梁海公司），是河南剧本杀行业领

头羊，公司合伙人张靳雷说：“全郑州

正版剧本杀店有 200多家，加上用盗

版剧本的小店铺，总共有 500 多家，

已形成全产业链条。作为 90后、00

后最潮最火的社交方式，最近的郑州

市场，爆了。”

全国亦如此。据央视财经频道微

博称，2019年我国剧本杀行业规模突

破 100亿元。据美团不完全统计，截

至 2020年 11月底，全国剧本杀线下

店突破 3万家。且该市场远未饱和，

上下游产业有巨大潜力和发展空间。

无论北上广深还是四线小

城，身处百亿风口的剧本杀，正

以极快速度完成野蛮生长。从

商业角度而言，它被投资者追逐。从

玩家角度来讲，每玩一次剧本杀，都

让人活在一场不同的人生、活在一场

不同梦境里。

剧本杀产业链上，从业者和消费

者均非常年轻，全产业充斥着枕戈待

旦、躁动亢奋的青春气息。作为新兴

潮流，它集合了 90 后、00 后喜爱的

流行文化样式，如真人秀、直播、脱口

秀、角色扮演等。它又游离于戏剧边

缘，打破戏剧“第四面墙”的存在，带

给参与者全方位、多感官、沉浸式的

极致体验。

□本报记者 张冬云 师喆

筑梦师之“DM”
一家剧本杀店，往往有多个 DM（带本

者，游戏主持）。DM所需技能包括语言表达
能力、角色扮演能力、细节把握能力、及时应
变能力等。

青山探DM刘浩，28岁，从业两年。“我
第一次试玩就迷上了，拿到剧本我就不是我
了。玩过七八十个本后，做了专职DM。”

刘浩带本量平均一天一个，一个本需四
至七小时不等，刘浩说这期间DM并非全场
参与，只在开头和关键节点参与，中间要掌
控进度“扶车”，最后复盘。

刘浩认为：“做DM，需要灵性、演技、临场
反应。DM核心任务是提升玩家游戏体验，
让游戏难易度适中，关键节点要有巧妙点
拨。”

白夜 DM 木木，也是一天平均带一场，
她说“带本是享受”。木木着黑休闲西装配
马丁靴，五官立体有种锋利美，她擅长带暗

黑本，和其长相气质倒也匹配。
玩家很介意DM能否脱稿，这也是区分

店铺档次的一项指标。
张靳雷称，郑州 DM 以大学生居多，其

专业以播音主持为主。“我们旗下的店要求
DM 有才艺，比如会说相声说评书、会跳舞
会喊麦等。公司的DM培训，有三个月无薪
学徒期，之后能脱稿工作，才能拿到钱。”

剧本杀店卖的是玩家体验，所以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不少店铺已开始搞差异化竞
争，这主要来自DM带来的体验感。

记者走访发现，几乎所有DM都是由玩
家转化来的，月收入三千至八千不等，优秀
DM 月收入可过万。在北京、上海、深圳等
一线城市，已有 DM 培训机构存在，业内也
有了DM资格证书。随着该行业规范发展，
或许能为不少有才艺爱表演的年轻人，提供
一条就业新出路。

□本报记者 师喆

“我们一起去玩剧本杀吧？”2019年元旦，好友

小崔发来邀请。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娱乐方式。当时的

郑州，仅有寥寥几家店能玩剧本杀，年轻人的娱乐

休闲更多集中于电影院、KTV等地。

电影剧情引人入戏，唱 K释放天性酣畅淋漓。

而我在体验了一次剧本杀后惊喜地发现，居然有一

项活动兼具了这两者的优势，于是逢人便“安利”：朋

友，来场剧本杀吧！

相比三国杀等较早被人熟知的桌游，剧本杀带

给玩家的真实体验感是独一无二的。现实中平平

无奇的我们，进入剧本后身份各异，彼此间的关系

错综复杂，可能身怀惊人绝技，可能背负血海深仇，

可能面对枪林弹雨，可能陷于爱恨纠葛……

每翻开一个故事，每扮演一个角色，都像是在短

短的几个小时中，在未知的世界里过了另一种人生。

这正是剧本杀的迷人之处，游戏里的欢笑、泪水、紧

张、猜忌、烧脑，会让人暂时忘掉现实中的烦恼。

除了绝佳的体验感，剧本杀突出的社交性特质

也使它受到年轻人的喜爱。从组队到挑本，从研读

剧本到开始表演，长时间的身心投入、沉浸式的游

戏氛围，加上多番观察、揣摩、讨论，这本质上是人与

人之间一次难得的深度交流。因此也有人说：“治

好一个社恐患者的孤独和拧巴，只要一场剧本杀就

够了。”

剧本杀因此成为不少年轻人扩大社交圈的新

途径。每逢节假日，约上三五好友一起玩场剧本

杀，远比简单约个饭更能促进感情。如果人数不

够，还能通过“拼车”和陌生人一起玩，结识几个新朋

友。更有甚者，直接把剧本杀店作为相亲场所，通

过游戏中的发言和处事方式，了解相亲对象的脾气

秉性。

渐渐地，郑州大大小小的商圈写字楼里，雨后

春笋般冒出了数百家剧本杀店。当初邀我入坑的

好友，也趁着风口开了自己的店面。

店探多了，本刷多了，热情似乎也有些消退。

当推理已经令人麻木，当情感纠葛已经成为套路，

我们玩剧本杀，还在玩什么？

所幸玩家在成长，作者也在进步。越来越多的

剧本不再单纯为了推理谁是凶手，而是着眼于家国

情怀、环境保护、网络暴力等多个社会热点话题，引

发玩家多维度思考。

今年春节期间，我带着刚上大学的弟弟玩了一

个叫《北国之春》的剧本。我们以普通人的身份参

与进一桩重大历史事件中，体验其中的暗流涌动和

大义凛然。

剧本复盘后，我们都沉浸在复杂的情绪中久久

不能平静。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它们与剧本杀的

结合，甚至比阅读同题材文章或观看影视作品更具

感染力。我由此想到，如果剧本杀这种形式能运用

到教学中，让学生们亲身体验一些优秀文学作品，

或许会比简单的“背诵全文”来得更有效吧。6

我们在玩什么？

解析“雷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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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全称为 DungeonMaster，最早出

自 游 戏《龙 与 地 下 城》，指 游 戏 的 组 织

者。剧本杀中 DM 为主持人，集导演、裁

判、公证人等角色于一身，是玩家和剧情

的“桥梁”人物。

【本格本】以可实现的推理为核心，剧

本在现实逻辑下发生，作案手法能用现

有的科学手段验证。

【变格本】运用科学无法解释的超自

然现象，注重刺激体验，如穿越或魔法

等，需要玩家发挥想象力。

【机制本】互动性比较强的剧本，盘本

过程中拥有很多技能，通过与其他玩家

的较量获得优势。

【阵营本】玩家会根据剧情分成多个

帮派，以阵营形式进行较量，这类剧本享

受的是过程中的波谲云诡，高趣味性。

【上车】玩家加入游戏。

【跳车】已经组好的车队，临时有人退出。

【拼车】人不够的情况下，和陌生玩家

组成一桌。

【公聊】所有玩家坐在一起公开讨论。

【复盘】一轮游戏结束后，DM 会向玩

家 还 原 完 整 剧 情 ，梳 理 故 事 的 来 龙 去

脉。6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师喆）

河南雷梁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在剧本杀行业中，其规模是河南第一，
全国前十。公司总共 50位员工，平均年龄二十
五岁。三个合伙人张靳雷 36岁，吕梁 31岁，朱
海仕昊 25岁。张靳雷主要管内容，朱海仕昊管
公司发展方向。“雷梁海”见证了剧本杀在河南
的发展历程，解析它有标本意义。

2016年，雷梁海公司成立，主做桌游和电脑
游戏。2016年年中，剧本杀引入中国，它是当桌
游引入。发现其发展空间后，雷梁海公司决定
把它从桌游中独立出去，当作一个独立的品类
在郑州开始运营。2017年，他们在国贸 360开
了郑州第一家剧本杀店。

剧本杀有“三低”特性：玩家门槛低，识字就
能玩；作者门槛低，不限专业；开店门槛低，投资
十几万元就能开一个店。剧本杀线下店，在郑
州和全国迅速扩张。

2017年年底，全国范围内剧本杀行业第一
次聚会号称“百城联盟”，“但到会者只有 30多
人，店家只有 20个左右。”朱海仕昊回忆。到了
2019年，剧本杀进入高速发展期，雷梁海公司在
河南省内开了十家店，在海外也开了两家店。

2020年疫情期间，雷梁海公司因实体店
停业遭重创。疫情后，公司开始轻量化运行、
多维度发展。致力于做产业孵化工作，为市
场提供运营模式+产品供给+人员培训。

朱海仕昊说：“我们想用剧本杀作载体，进
行多维发展，目前正致力于和文旅深度结合。”
该公司和省文旅厅以及某景区合作的大型线下
实景游戏，今年5月1日将正式运营。

极富生命力的剧本杀，拥有容纳不同内核
的温柔，有研究者认为戏剧会成为它未来的发
展方向，话剧、密室、剧本杀等在慢慢融合、相辅
相成。

剧本杀的玩法被综艺节目借鉴，如《明星大
侦探》《现身吧，嫌疑人》等。综艺的走红又反哺
了剧本杀，两种不同的文化业态，以共生关系各
取所需。

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它尚未有相匹配的
行业法规出台。它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
问题。相信随着行业运营规范的出台，加大对
抄袭或黄暴剧本的惩处措施，保障作者的版权
收益，强化从业者的资质培训等等，都能让这个
行业走得更稳更远。2

新手必看

学好“行话”刷本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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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展示墙

玩本必备品：DM手册、玩家手册、资料卡及道具

上车，开本

玩家沉浸剧情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