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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景沉浸式剧本杀为何能“破
圈”？

实景沉浸式剧本杀为何会如此
迷人？

“作为全国首家两天一夜沉浸
式探案馆，我们的剧本是原创、
NPC全部是专业演员，还融合了成
都汉服、美食、美景等本土文化、潮
流。”位于青城山的某剧本杀店负责
人罗钢说，实景沉浸式“剧本杀”之
所以好玩，还在于能突破重复和套
路，更潮、更新的玩法是吸引全国玩
家打飞的前来的原因。

事实上，从2018年底开业后，这
一新模式的吸引力就超乎了罗钢的
预期，最火的时候周末可预约档期
甚至排到半年后。今年1月，罗钢和
团队乘势推出了新的剧集，同样是
一席难求。

罗钢的从业经历最早可以追
溯到10年前的桌游店，从桌游店迭
代到专业的剧本游戏体验馆，再到
目前实景沉浸式剧本杀，罗钢可以
说经历了剧本杀发展的各个阶段，
进入3.0版本，剧本杀也从单一的
推理追凶，演变成了多元化的剧情
游戏，玩家可以在游戏中体会到多
样化的人生。

“目前，以90后、00后为代表的剧
本杀玩家们，正大批量涌入。”这是罗
钢最大的感触，可以满足玩家的表演
欲和推理爱好，配合悬疑、刺激、故事
性，且自带社交属性，这样更丰富的
特质让剧本杀更受年轻人的欢迎。

当然，随着大量玩家、店家的
出现，剧本杀行业内部开始出现
巨大的变化，不少头部店家朝着
更高更深的方向进行更新尝试。
除了单纯的推理型桌面剧本，国
内市场开始出现注重场景搭建、
主打精美场景的店家，还有不少

剧本杀搬进了剧场。
比如，南京保利大剧院就将《北

国之春》搬上了专业的舞台。南京保
利大剧院舞台技术人员徐立，是该

“剧本杀”活动的策划人之一，他认
为，不同于单纯在剧本杀店玩一次
烧脑的游戏，保利推出“剧本杀”活
动，是利用剧场现有的道具场景，把
重点放在剧本以外的专业舞台灯
光、音响和舞美道具上，来塑造剧本
杀的氛围，给观众强烈的代入感来
体验舞台和剧场的独特魅力，这也
是这一尝试大受欢迎的原因。

而在罗钢看来，在不断创新的
过程中，剧本杀的发展融合了包括
服装、演员、剧本在内的整个产业
链。比如说，他们剧本中被玩家盛赞
的服装，就是和专业的汉服制作者
进行合作的结果。再比如能够迅速
将玩家带“入戏”的NPC，大多数是
经过系统培训的专业演员。而聚焦
剧本本身，罗钢坦言，这是剧本杀的
根本所在，目前该店推出的两个剧
本全部都是原创，主创团队几乎全
部是剧本杀的资深玩家。

2月15日起，在成都市、德阳
市、眉山市、资阳市行政区域内生
产经营散装白酒，不仅要统一标
识，也不得明示、暗示具有保健作
用了。来自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
消息显示，成德眉资四市市场监
管局联合发布的关于《成德眉资
地区散装白酒标识规范》《成德眉
资地区餐饮自制泡酒标识规范》
将于2021年2月15日正式施行，对
四市区域内的散装白酒、餐饮自
制泡酒标识进行规范。

根据《散装白酒标识规范》规
定，在成都市、德阳市、眉山市、资
阳市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的散装

白酒的标识必须符合一系列要
求，比如应当标注食品名称、酒精
度（%vol）、配料表或者原料表、生
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执行的产
品标准编号、生产工艺类型、生产
经营者的名称和地址、食品生产
许可证编号或者四川省食品小作
坊备案证编号、销售单价等。

据了解，2月15日正式施行
后，相关执法部门如发现标识不
符合规范，构成违反《食品安全
法》《产品质量法》等规定的，将依
照有关规定予以查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成德眉资规范散装酒标识
2月15日起无标识要被查

如何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精准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
企业集聚，这是当前科技创新驱
动高质量发展的难点所在。

1月12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从成都高新区获悉，聚焦
上述难点，科技部日前提出试点
推广企业创新积分制。经咨询评
议，成都高新区作为火炬中心首
批13家试点国家高新区之一，获
批在全国率先试点开展“金熊猫
创新积分”工作。

对区域内研发能力强、成长
潜力大、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中
小企业来说，将如何通过“金熊猫
创新积分”得到切实帮助？

成都高新区科技和人才工作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例如，对成都
高新区内企业以注册成立时间5
年以下、5年至10年、10年至15年、
15年以上为不同阶段，做好企业

不同成长期分类分层政策扶持，
并与国家、省、市科技部门其他相
关政策衔接，努力争取国家、省、
市层面的支持，打出政策配套组
合拳；成都高新区还将优先整合
区内企业现有扶持政策，按照“金
熊猫创新积分”结果对企业进行
精准量化支持，促进解决科技型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同
时，持续推动建立基于“金熊猫创
新积分”的科技企业增信机制，提
高区内的创新资源流通配置效
率，加快促进科技企业创新发展。

此外，上年度“金熊猫创新积
分”评价结果靠前的企业，还可获
推荐参选成都高新区年度科技创
新50强企业；其中符合条件的企
业还可推荐企业人才享受成都高
新区相关人才政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高新区全国首批试点“金熊猫创新积分”制
中小企业可以得到这些帮助

近日，车厘子价格腰斩登上
微博热搜。不少网友好奇，车厘子
自由，今年可以实现了吗？

1月11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走访了成都部分菜市
场、商超以及批发市场发现，车
厘子降价大约两三成，其中品
种较好的如“三J”“四J”车厘子
降幅较小。

批发商：好货降幅较小

1月11日下午两点左右，四
川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有
的商铺门口堆着一箱整袋的车
厘子，有的成箱车厘子已经打包
好准备装车。

“这个‘四勾’的500元一箱，
10斤，算下来50元一斤。”市场里
一位卖车厘子的商家，指着纸箱
里整袋塑料包装的车厘子介绍
说，“几勾”表示车厘子果径大小，
车厘子从大到小，分别对应“4J”

“3J”“2J”“J”。去年同样的“4J”批
发价一箱大约550元左右。

“也有便宜的”，该工作人员
随后打开一箱车厘子表示，该种
车厘子“一勾”都算不上，200元一
箱10斤，去年一箱大概在230元到
250元。

继续往市场里走，另外一家
商铺正将车厘子装车。据商铺老
板表示，门口堆放的5斤整袋一箱
的车厘子批发价为180元，每斤36
元。去年同样的货价格大约一箱
240左右，算下来每斤大概47元。
上述两位商家都表示，今年价格
确实比往年都低，平均降价两三
成，“好货降幅相对较小，毕竟好
货数量还是有限”。

产地丰收是降价原因之一

要了解这次车厘子降价的原
因，首先需要了解我们吃的车厘
子从何而来。一位水果电商平台

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中国车
厘子的供应情况：每年3月左右山
东的车厘子上市，5月左右汶川的
车厘子上市，6月左右汉源的车厘
子上市，7月美国的车厘子上市，
11月左右智利、新西兰的车厘子
开始上市。全年除了9月、10月，基
本都有车厘子吃。现在，大家吃到
的基本都是进口的车厘子。其中
以智利进口的为主，新西兰的也
有但很少，因为贵，“新西兰的基
本不走批发，走电商零售，价格都
是100元一斤起”。

这个季节，国内的车厘子几
乎都是智利进口的。“根据我们得
到的消息，种植面积增加和今年
天气很好是今年智利车厘子丰收
的主要原因。”四川雨润国际农产
品交易中心的一位车厘子批发商
表示，智利车厘子丰收，供应量大
了，价格自然会降低。今年说的是
增产了30%，听上去增量还是比
较大。但其实，近几年智利车厘子
国内市场供应量的涨幅都在20%
左右。所以增产对价格有一定影
响，但也不是唯一因素。

从上年11月开始到过完农历
年，智利车厘子在这周期里，也会
有价格波动。“刚开始产量少，走
空运；后面产量起来了，走海运，
价格会先高后低。”该批发商解
释，根据往年的经验，等到快过年
的时候，市场需求增大，车厘子又
会迎来一波上涨。整体看，冬天车
厘子的价格会经历一个由高到低
再拉高的过程。

“我们觉得这是回到正常价
位，这波降价前几年就该来的，之
前有人在炒作车厘子，赔本赚吆
喝。”一位给成都批发商供货的进
口商说，价格回归正常后，影响价
格的因素就会回来最基本的供需
关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车厘子价格腰斩？实探批发商：
“降价约两三成，
这才是正常价位”

服装/
剧本中被玩家盛赞的服
装，是和专业的汉服制作
者进行合作的结果。

演员/
能够迅速将玩家带“入戏”
的NPC（非玩家控制角
色），大多数是经过系统培
训的专业演员。

剧本/
该店推出的两个剧本全部
都是原创，主创团队几乎全
部是剧本杀的资深玩家。

青城山这家店背后的

产业链

一座隐于竹林后的古风山庄、一枚广
招各路英雄豪杰的“英雄令”，10多名年轻
人身穿各色汉服，或手持佩剑，或头戴斗
笠……这并不是什么古装剧的拍摄现场，
而是位于成都青城山的一家剧本杀店里
的场景。两天一夜沉浸式体验、人均消费
超过800元，尽管消费不低，但这家店从
2018年底开业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玩
本粉”打“飞的”前来，最火时周末预约档
期排到了半年后。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共新增剧本
杀相关企业超过3100家，较2019年同比
增长63%。数据增长的背后，还有剧本杀
的频频“破圈”。上海、成都、长沙、北京等
地都出现了与景区、山庄等旅游场景结
合，游玩时长超过24小时的剧本杀项目。

被称为3.0版本的实景沉浸式剧本凭
何杀“出圈”？文旅+“剧本杀”的新玩法能
否成为新业态的大IP？

值得关注的是，进入剧本杀3.0
时代，有这样一个讯号越来越明显：
剧本杀在线下隐隐有与剧场、旅游
合体的迹象。记者发现，除成都都江
堰之外，上海、长沙、北京等地都出
现了与景区、山庄等旅游场景结合
的，时长超过24小时的剧本杀项目。

比如，湖南渔窑小镇就透露，将
于2021年大年初一到初七，上线一个
百余名NPC参与、覆盖面积300亩的
七天沉浸式剧本杀体验，七天景区套
票售价4299元。再比如，2020年11月，
海口剧本杀联盟在海口观澜湖火山
温泉谷上演了第一场剧本杀——《人
间不值得》，别开生面的玩法让玩家
朋友们大呼过瘾，这也成为了2020海
南首届温泉文化旅游节的“重头戏”
之一，吸引了大波游客关注。

天眼查数据显示，近五年来我
国剧本杀相关企业（全部企业状
态）注册总量增长明显。其中，2017
年相关企业新增数量首次突破
1000家，2019年新增近2000家。以工
商登记为准，我国2020年共新增剧
本杀相关企业（全部企业状态）超

过3100家，较2019年同比增长63%。
如果从行业分布看的话，63%的剧
本杀相关企业分布在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央视财经也曾在报道中提
到，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剧本
杀”行业市场快速增长，规模是
2018年的2倍，突破100亿元。

“今年确实有很多文旅企业、
古镇来和我们洽谈，共同开发新的
作品。”罗钢透露，目前他们正在筹
划第三个体验场景，同时也仍在探
索剧本杀+文旅的这种新模式的发
展路径，这种模式会带来更沉浸的
推理体验，在旅游的同时，深度感
受剧本杀体验。

今年会不会出现文旅+“剧本
杀”新业态的大IP？对此，罗钢坦言还
没到火候，“从目前的市场体量看，剧
本杀还没有成为一项普及化的全民
皆知的娱乐项目，玩家大多数是剧本
杀或者桌游爱好者。”他认为，从目标
型消费群体看，目前也并不在游客，
可以说，这个行业在逐步规范成熟
中，离成熟还有一段距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有人拼车吗？我们
是上海飞过去的情侣，机
票都订好了”“深圳出发，
缺两个男生”“有拼车的
吗？来成都旅游看到这个
本想一起玩”……在知乎
的剧本杀圈中，这样的组
队邀约并不少见，少则三
五人，多则十人以上，从
全国各地打飞的前往目
的地，旨在赴一场“人生
如戏，全靠演技”的沉浸
式剧本杀之约。而成都青
城山也是最火的目的地
之一。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
周末，来自北京的琪琪专
程来到成都青城山的一
家剧本杀店玩探案，玩一
次剧本杀的收费为每人
800多元，为了省钱，琪琪
选择了更为便宜的动车
来成都。“所有花费在2000
多元，但我觉得值。”琪琪
说，体验另一种人生，是
剧本杀最大的吸引力，虽
然自己每周都会约朋友
去玩一把剧本杀，但这是
第一次用两天一夜的时
间，完全沉浸在剧本中的
体验。

打“飞的”从上海飞
来成都的玩家阿阳则认
为，最大的惊喜来自于场
地，不再是传统的一个房
间，而是一座栽满杏树的
独立古风庭院，10多个独
立的房间，完全实景还原
了整个剧本，各式精致的
汉 服 非 常 有 代 入 感 。

“NPC（非玩家控制角色）
整场都在，演技炸裂、非
常敬业，就算你偶尔聊到
场外也会迅速拉回来，沉
浸感极强。”

阿阳说，在长达两天
一夜的演绎中，剧情层层
推进，每个人物所作的不
同选择也会解锁不同版
本的结局。当然，阿阳认
为体验感极佳的关键原
因还是“沉浸”感，用餐、
睡觉都在戏里，“不论是
青城山的特色菜，还是店
家自酿的米酒，都让玩家
感受到了当地独特的风
土人情。”

沉浸感，是大多数玩
家痴迷于剧本杀的原因。
在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的采访中，不少玩家表
示，玩一次剧本杀一般在
200到500元之间不等，对
于喜欢演绎的玩家，主打
沉浸式体验的店，如果实
景搭得好，那么吸引是巨
大的，每月消费2000元左
右也并不稀奇。

文旅+剧本杀
成都新风口？

现象
一场消费超800元

他们为何
打“飞的”来蓉

从单一的推理追凶
演变到多元化剧情游戏

▶▶
进
化
进
化//

线下剧本杀的新讯号：
隐隐有与剧场、旅游合体的迹象

▶▶

问
路
问
路//

两天一夜沉浸式探案

位于青城山的某剧本杀店

制图 李开红

紧接01版 这不仅是民生工程、
民心工程，更是产业培育的新机
会、消费升级的新场景、品质生活
的新体验。要以商业化逻辑创新
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以场景化营
造释放城市投资机会，以产业化
思维抢占新兴市场风口，定期发
布幸福美好生活应用场景和机会
清单，形成策源领先的独特竞争
优势，让城市更有温度，让企业市
民更有获得感、幸福感。

会议强调，要强化要素运
筹，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
要持续深化以绩效为导向的财
政预算制度改革、以效率为导

向的国资经营评价制度改革、
以产出为导向的土地资源配置
制度改革、以成长为导向的企
业扶持激励制度改革、以利民
便民为导向的基本公共服务清
单标准管理和动态调整制度改
革等五项制度改革，更加注重
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健全
制度体系、释放制度力量、发挥
制度优势，加快完善城市高质
量发展政策体系，不断提升城
市发展韧性活力。

市委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
议，有关市领导、市直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列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