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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

能装进火柴盒的汉服、用石头做的辣妹裙、摇滚风的三星堆盲盒、中国首家太空酒店⋯⋯每年能集齐这么多“脑洞大开”店

铺的展会，正是淘宝造物节。

造物节，顾名思义，“造物主”的节日，让那些平日里隐藏在网络里、颇具创造力的年轻人有机会在线下见个面。在众多商

家看来，淘宝造物节是与“6·18”“双11”齐名的三大消费节日，不同之处在于，造物节不以几秒破亿的消费为主，在这里创造力

才是最重要的。

长三角文旅产业资源优势得天独厚，分布相得益彰，
近年来，长三角文旅产业基础日渐雄厚，发展空间巨大，
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初见成效。但目前长三角文旅产业
一体化发展存在着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不均衡、融合发
展深度不足、产业整体影响力低等问题。

那么，该如何深化文旅产业一体化，推动长三角高质
量发展呢？

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长三角文旅产业协同发
展体制机制。打破长三角区域行政体制藩篱，加强三省一
市相关管理部门之间的紧密配合，在标准规划、政策激励、
智慧网络、金融支持、人才培养、公共服务、产品创意、产业
开发、营销推广、市场监管等方面，建立目标统一、行动协同
的文旅协调合作长效体制机制；结合长三角各地区的产业
特色与发展规划，构建布局合理、结构高效的文旅产业区域
协同发展体系；完善人才保障机制，建立灵活的人才引进机
制，加快建设旅游和文化人才发展联盟，优化文旅产业人才
评价和培养机制，探索人才共享共育新机制。

其次，要突出核心引领，强化上海在产业融合发展方
面的引领作用。突出上海在长三角文旅产业一体化中的
引领带动作用，应注重优秀传统文旅资源的挖掘、继承与
融合，促进长三角地区乃至国内外文旅产业的沟通与交
流；提升上海市对长三角三大省会城市文旅产业的集聚
吸引强度，进而辐射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促进长三角文
旅产业一体化均衡发展。同时应重点关注距上海地理位
置较远的城市，增强区域文旅产业的合作，加强对其集聚
吸引强度，更好地推动长三角文旅产业的一体化发展。

再次，要促进错位发展，形成长三角文旅产业互利共
赢局面。发挥苏浙沪皖在文旅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进
一步加强跨区域合作以及长三角中心城市间的合作联
动，探索省际毗邻区域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新机制，强化分
工合作、错位发展，提升长三角区域文旅产业发展的整体
水平和效率，实现互利共赢。其中，江苏进一步扩大健康
养老、旅游休闲、体育健身以及教育培训等社会服务有效
供给；浙江持续放大越剧、婺剧等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国
际动漫节等文化活动品牌效应，构建国内一流古镇集群；
安徽大力推进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加强楚汉
文化、淮河文化、老庄文化等研究，推动制定区域性旅游
服务标准、规范。

最后，要加强品牌构建，整合长三角区域文旅产业品
牌资源。明确“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定位，整合、
归纳长三角文化，提炼“文化长三角”核心要素和标志性
特质，策划、打造长三角旅游目的地整体品牌形象；三省
一市要结合自身旅游和文化特色，精心设计、推广传播并
加快形成长三角区域高质量文化旅游品牌形象；在整合
区域文旅资源的基础上，以世界遗产标志性文旅产品为
核心，打造长三角一体化的文旅产品体系和文旅产业发
展格局，夯实长三角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产业基础；发挥
长三角历史文化底蕴和绿色山水优势，建设环太湖生态
文化旅游圈，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推出“高铁+景区门
票”“高铁+酒店”等快捷旅游线路和产品，构筑长三角文
旅品牌高地，吸引更多游客走进长三角。

（作者分别为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现代服务业智库首
席专家，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现代服务业智库研究员）

长三角文旅产业一体化，
如何破除藩篱深融合？

□ 张为付 张敏

为付有约

年轻人都爱“剧本杀”

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剧本杀行业市
场规模超百亿元，同比增长 68%，预计到
2021 年中国剧本杀行业市场规模将增至
170.2亿元。

年轻人为何爱玩“剧本杀”？几个小时
不等的游戏时间，剧本杀让玩家暂时忘掉生
活和工作的压力，全身心投入到角色扮演当
中。它满足的是年轻人的社交需求，让他们
从线上回到线下，面对面去交流。正是打开
了线下社交市场，让剧本杀成为目前主流的
线下娱乐方式之一。

王阳是南京某公司的信息安全师，平日
里工作比较单一，周末会约上好友们“开一
车”。“剧本杀是由 6—8 名玩家各自拿着自
己的剧本坐成一圈，一个 DM（主持人）全程
参与，每一车的时长为 4—6 小时（一车为一
局的意思），通过推理、嫁祸他人脱罪、排查，
最后找到藏在玩家中的凶手。我主要还是
喜欢每次剧本里人物角色的扮演，各式各样
的场景布置，会让人有一种在现实生活里体
验另一段人生的刺激感。”王阳说，一场剧本
杀好不好玩，不仅看剧本的好坏，DM 本身
的专业程度也比较影响玩家们的游戏体验。

据了解，剧本杀分为“本格本”和“变格
本”，前者指凶手作案手法相对科学、真实，
依托于客观工具。后者则指作者构建的脱
离现实世界的故事，凶手作案手法多使用

“虚拟科技”“幻术”等。
杨茂丽是“变格本”的资深粉丝，一共玩过

60本左右。她告诉记者，剧本杀刚进入中国时
以推理类为主，2019年因一部叫《舍离》的主打
情感的剧本爆火后，剧本杀破圈了，后又增加了
欢乐本、硬核本等类型，并不断丰富起来。

“十几年前，一个 qq 好友能聊上个几
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聊天一言不合就
拉黑。短视频的火热，也说明人们越来越没
有耐心。”剧本圈月报主编镇上春树认为，剧
本杀符合当下年轻人的需求，探索、交流与
社交，是剧本游戏已知必备的核心。

月入百万是真是假

“月入百万的剧本杀，靠的是什么？”“开
家 剧 本 杀 ，他 赚 了 500 万 ，是 怎 么 做 到
的？”⋯⋯不少平台这样的炒作背后，也折射

出市场的“火爆”——2019 年一年，国内剧
本杀实体店增长近万家；到 2020 年底，全国
的剧本杀实体店已达3万家。

那么，开一家剧本杀店到底赚不赚钱？
“在南京玩一次盒装本就要 100—200

元，更别说玩一次实景剧本杀，最低也得
200 元。”王姚起初只是一名普通的剧本杀
爱好者，后来每月花在剧本杀的消费就有上
千元，微信剧本杀群里的玩家也是越来越
多，便萌生了开实体店的念头。

“经营剧本杀门店没有那么容易。”南京
市水西门大街万达金街西区一家线下店的
老板央也一边说，一边拿纸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一家中规中矩地段 190 平方米的门
店，设置6个主题房间，装修约10万元；剧本
平均每本500元，30本盒装起步，就要1.5万
元；服装道具约 5000 元，固定成本合计 12
万元。人员工资预留 1.5 万元，水电网费
1000 元/月 ，租 金 1.5 万 元/月 ，剧 本 更 新
2000 元，推广费 7000 元，变动成本加一块
每月4万元。

目前，根据城市不同，剧本杀的客单价
大概为 100—300 元不等。“拿我们家来说，
店内客单价80元/人，一车6人，单车的收入
为 480 元。平均每个月 50 车，一个月收入

也就是 24000 元。所以，店还在‘养’的阶
段。”央也坦言，进入这一行业，前期需要大
量接触剧本，再从 DM 做起，学习开店经营
的经验。剧本杀并不是一本万利的行业，而
是十分重人工运营的生意。

南京一家留学中介机构的雅思口语老
师 李 桐 ，去 年 和 朋 友 合 伙 开 了 家 剧 本 杀
店。她介绍说，剧本杀行业已形成一条完
整产业链：上游作者、中游发行方以及下游
剧本杀门店。上游的作者是剧本内容的核
心创作方，作者在完成一个剧本的创作后
找到发行方，发行方对剧本进行后期包装，包
括美工、音频制作和剧本印刷等。随后，发行
方正式将剧本推向市场，剧本销售收入在扣
除成本后，由作者和发行方按比例分成。据
业 内 人 士 透 露 ，作 者 一 般 会 分 到 20% —
40%的提成。

市场乱象亟待监管

不过，就在几个月前，央视网微博公布：
今年 4 月，全国剧本杀门店倒闭数量翻倍。
当月，某闲置平台上以“倒闭了”为理由转卖
剧本、道具、门店桌椅等剧本杀商品的数量
较上月增长了110%。

业内人士坦言，市场乱象亟待监管，追
风创业还需谨慎。

“现在剧本杀市场火是真的火，乱也是
真的乱。”李桐感慨，别看现在倒闭的多，其
实新开的剧本杀店更多。有一个店家朋友
倒闭的原因就是隔壁又开了两三家新店，把
生意都分走了。

当前，消费者、店家、发行方、作者还处
于疯狂涌入的状态，这个赛道开始受到资
本的关注，剧本杀展会、剧本杀协会、剧本
杀培训机构也应运而生。“店家需要好的剧
本，但很难抢到，独家更难抢到，几乎都要
去线下剧本杀展会上抢。南京上半年办了
两场展会，目前最近的一场展会在常州。”

作为店主，张景认为眼下发行端失控，剧本
展会也“失控了”，一年几十场，店家要把精力
时间投入在抢本上，还动不动被骗，希望行业
长远发展。

凡诚是个剧本杀作者，也曾遇到合作方
没有兑现承诺的经历，“底薪一直欠着，提成
也没有全部兑现。我很希望这一行业除了
优秀的作品、专业的从业人员，还有严格的
监管和健康规范的市场环境。”他说，剧本
杀行业的特殊在于，它符合时代所需种种因
素，但作为新兴行业，不少店家还分不清产
品与服务结合的重要性，其实就是新兴创业
者对经营管理知识的缺失。

记者发现，版权问题一直困扰着创作者
们。平姐是个剧本杀作者，写了 6 年剧本。
她说，目前剧本有三种类型：盒装本也就是
普通本，每家店都能购买；城市限定本，一个
城市只有几家店有；独家本，一个城市只有
一家店拥有。三者的售卖价格相差很大，盒
装本的价格在 500—600 元之间，城限本在
2000 元左右，独家本则在 4000 元上下，高
可过万。看似价格不菲，但行业里抄袭现象
泛滥。“以前我们团队有一个外聘的作者，抄
袭了我们三个作者的创意和剧情，因为剧本
杀剧本没有申请版权保护，大多不了了之，
只能尽量和靠谱的发行方合作。”

显然，作为新兴文化娱乐方式，剧本杀
目前处在无序发展阶段，还有一些隐忧需要
特别关注。比如，某些剧本情节充斥着各种
血腥恐怖等元素，与现实生活形成较大反
差，容易给心智尚未成熟的年轻人造成消极
影响。同时，目前对于剧本杀行业的监管缺
位，各商家服务水平参差不齐。

业内人士认为，剧本杀的红利期还远远
没有到来，现在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吸引
更多目光入驻的阶段。只有相关部门监管
介入、制定统一标准之后，行业才会迎来真
正的红利期。

作为线下娱乐新方式快速崛起，市场火爆但乱象频仍 ——

“剧本杀”，站上“风口”还是徘徊“路口”

□ 本报记者 洪叶 丁茜茜

玩转场景力，你就是展览的一部分

7月17日-25日，第六届淘宝造物节在上海
国家会展中心举行，以“遗失的宝藏”为主题，把
展馆打造成一个“造物之城”，给消费者带来沉浸
式密室寻宝体验。

进入展馆后，消费者可以选择不同的阵营和
领路，和另外几千名玩家一起，在240分钟内解锁
任务。“我们用时下最流行的概念来设计密室夺宝
游戏，让最多5000人进行规模最大的游戏体验。”
阿里巴巴首席市场官董本洪介绍，在现场会安排
许多角色扮演的人物与观展者互动，“参观者不
仅是了解商品，自己也成为体验的一部分。”

傲娇的水母公主打着伞四处“飘荡”、身着烟
青色汉服的女子蹙眉寻助⋯⋯展馆内，头戴黄色
感叹号发箍的 NPC（非玩家角色）们会随机给消
费者发布任务，完成任务即可获得“灵感值”，最
终总灵感值高的阵营获胜。

从二次元风弥漫的戏梦游园，穿梭到舌尖上的
真香酒楼，再踏入古代科技实验重地⋯⋯身处造物
节会场，仿佛置身于一座东方奇幻古城，天机阁、山
海异兽馆、军机处、天工坊等15个场景，分别散落在
商业、娱乐、文化、科技四个大区中，各种“宝藏店”和

“宝藏小物”分布其中。淘宝卖家则会以类似NPC
的形式出现，用剧情向玩家介绍自家的“宝贝”。

“所有商铺门口都设置有抽奖体验等环节，
如果抽到技能卡还可以进来体验刺绣，苏绣非遗
技艺比较难，我们会教授一些简单易学的针法，

比如玫瑰绣、松打子等，这些针法还可以运用到
消费者未来的生活中。通过这些互动，消费者更
有参与感、体验感。”淘宝店铺“姚绣 yaosilk”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发掘消费力，“Z世代”偏爱朋克与养生

小众、奇特、有趣，一直是造物节商家的标
签。在现场穿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如何纪
念一部“逝去”的手机，遇到了生“发”危机怎么
办，如何解决“吃”与“胖”的永恒难题？每个疑问
的背后都蕴含着新消费。

不远处，造型独特的“柴油朋克生物”吸引着
消费者前来打卡。“机械小海”店主谭浩，通过拼
接来做一些生命形态雕塑摆件，把人类的工业
文明跟生物的形态相结合，这些形状各异的机
械生物深受全国各地科幻迷的青睐，前来询问
的玩家不断。

“异世界”、赛博朋克、未来世界，这些小众文
化都是记者在这次采访中听到的高频词，也反映
出在消费领域，拥有科技、机械、神秘和潮酷等多

种元素的新风格在悄然形成。
一位身穿赛博朋克风旗袍的义肢模特坐在

由半个浴缸打造的“王座”上。这样的场景让游
客仿佛穿越至末世废墟。该店店长黄立星已在
苏州做了近 20 年的传统手工旗袍，近几年发现
95 后、00 后“Z 世代”的年轻人，比较难接受百年
前旗袍的样子，这一次在造物节带着新品牌

“LUCKY CARP 鲤语”首次亮相，“我们参加造
物节是‘异世界’系列，在保留了旗袍的最有特点
的元素之外，如衣领、开叉等，在风格、面料、设计
等方面均进行了大胆的修改，更接近年轻人的喜
好。造物节是线下反哺到线上，可以和消费者实
现有效的互动。”

追求“潮、酷、炫”的年轻人，同时又是养生爱
好者。无论是透明汉堡、生酮披萨，还是西兰花
冰淇淋、折耳根果冻，都让想吃怕胖的年轻人可
以放心大胆吃，很多食品外包装都“大写加粗”
地标注了卡路里。“养生果动”现场工作人员李
聪慧介绍，“公司全线产品都是无蔗糖的，使用
代糖来做口味上的调和，其中‘火大星人’系列

果冻主要成分有金银花、连翘等，吃起来口感凉
凉的，自 3 月份产品上线后，在果冻品类里面销
量持续领先。”

“很多年轻人并不喜欢喝到很重的茶味，而
是喜欢里面的鲜嫩感。我们最新款的冷萃系列
产品差不多加水摇晃20秒就可以出相应茶汤的
颜色、香气和味道，这也将是未来的一个潮流，既
便携、容易冲泡而且能保留茶本身的新鲜感。”

“木马逐风”店铺产品经理马各说。

解锁创造力，每天诞生一个新职业

“ 这 不 是 在 解 锁 任 务 ，这 是 在 解 锁 创 造
力。”00 后女生柳心馨站在 AI 体感交互健身魔
镜前感叹道，太新奇了，许多电影里的场景居
然成真了。

从历届造物节来看，2016 年，第一届的主题
为“每个人都是造物者”，强调的是对未来的科技
设想。2017 年，第二届的“奇市江湖”推出了无
人超市。2018 年，全球首款 MR（混合现实）购
物体验诞生，由“机器算法”叠加“真实世界”的

“未来街区”成为第三届亮点。此后，每年造物节
的主题和参展商品都在不断变动，但强调的内核
都是想象力和创造力。

“今年造物节的选品标准比过去要更严格，
得同时满足规模小、增速快、非爆品三个维度。”
董本洪透露，一些小规模、高增速的“非爆款”产
品，被淘宝视为“未被发掘的创造力”，也是这届
造物节“神榜”的重点挑选对象。

小众不小，年轻人的今天，正是商业的明
天。2018 年，造物节曾将“天下第一造”的奖项
颁给了大码汉服。在当时，大码和汉服还被视作
小众生意，如今，短短三年不到的时间内，这一市
场已达“百亿级”规模，且睡裙、旗袍、短裤在内的
各种品类，也都可以再细分出大码市场。

“创造与创新也是生产力。”阿里巴巴集团副
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认为，就业理念在
新时期将更强调兴趣与职业的契合，让大家在喜
欢的工作中实现个人价值，“他们不只在造物，也
在创造新职业。”

7月22日，造物节现场公布了新365行职业
图鉴，甄选出107个全新职业，包括大码模特、美
妆教学师、电子产品入殓师、信息安全测试员
等。淘宝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淘宝上平均每天
诞生一个新职业。

“电子产品入殓师”陈兴一是位来自无锡的
00 后。他告诉记者，开淘宝店来自于一次误打
误撞的尝试。“我大学毕业时创业开了家奶茶店，
但没想到只撑了半年。为纪念这段创业经历，我
就把用于接外卖订单的手机拆解，并制作成了艺
术标本，随手将作品发布到网上后，竟然有消费
者感兴趣下单。”陈兴一说，“现在平均每个月收
到几十单，每单价格在 598 元-898 元不等，最忙
的时候，要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凌晨。”

据悉，此次参加造物节的数百名淘宝店主平
均年龄仅 27 岁。这批年轻人在不经意间用自己
的创造力打开了一扇窗后，平台和市场从中挖掘
出巨大的商业潜力，帮助他们将“小兴趣”变成

“大生意”。

从淘宝造物节窥见消费新趋势 ——

创造力即生产力，“小兴趣”变“大生意”

紧张烧脑的“剧本杀”成为年轻人社交娱乐的新宠。《2021
实体剧本杀消费洞察报告》预估，2021年中国实体剧本杀市
场规模将达154.2亿元，消费者有望超940万人。企查查数

据显示，2021 年上半年新注册相关企业 0.36 万家，同比增长
294.4%。其中，江苏以1099家居全国之首。

连日来，记者走访多家线下剧本杀门店和剧本杀作者，一探这一新
兴市场。

调 查

2021年3月，陕西省西安市一处“剧本杀”门店内，玩家们在扮演不同角色。张远 摄

□ 本报记者 田墨池 宋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