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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 杨雅）12月1日
晚间，偶像男团R1SE的团综《十一少年的

秋天》正式上线，截至12月2日下午4时，腾

讯视频播放量达648.2万次。北京商报记者

统计发现，今年以来，已上线10档团综，其

中既包括已实现长期更新的团综如ONER

的《新生活日记》，也不乏新出道团体的季

播团综如NEXT的《少年可期》、火箭少女

101的《横冲直撞20岁》等。但同时也能发

现，接二连三出现的团综大多仍以偶像组

合的粉丝为主要受众群，团综热闹的背后

难道只有粉丝买账？

作为一个偶像团体，推出团综已逐步

成为维持粉丝黏性、保持影响力的一项内

容，而以偶像组合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

全记录、队内爆料、默契任务等多重环节

展示成员个性魅力，也能让组合迅速被观

众认知。

随着2018年选秀综艺《偶像练习生》

《创造101》相继火爆，国产偶像团体进入大

众视野，团综也成为了众经纪公司吸粉的

利器，经纪公司觉醒东方为自家艺人制作

了《觉醒TV》，每期正片在微博上的播放量

高达600万左右；经纪公司香蕉娱乐为

Trainning18组合推出《萨瓦迪卡banana》，

预告片播放量在上线一小时内就突破了80

万。此外，随着今年优爱腾三大视频平台相

继推出三档选秀节目，UNINE的《蹦吧》、黑

金计划的《HEY！HOLIDAY》等众多偶像团

体和团综也相继亮相。

公开资料显示，国内开始试水团综要

追溯到2013年，代表性团综如男团SWIN的

团综 《SWINTV》、SNH48的专属综艺

《SNHello星萌学园》等，但早期的团综处于

圈地阶段，并未实现过多商业价值。随着团

综的不断发展，用综艺配置拍摄团队生活，

邀请其他艺人或素人参与，节目时长为

30-90分钟不等的团综开始显现价值，《咕

噔咕噔banana》拿到了美年达的赞助，《横

冲直撞20岁》除了冠名赞助的蘑菇街，还有

享物说、德芙等品牌植入。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内团综开始向

专业化和商业化靠拢，但至今未出现真正

出圈的节目，而这一现象也让众人疑惑，看

似热闹的团综难道只有粉丝买账？对此，业

内普遍认为，国内偶像产业处于起步阶段，

但粉丝经济有着庞大的市场，对于偶像团

体而言，借助团综可以完成从前期圈粉到

后期固粉，因此，以粉丝为导向制作团综是

合理的逻辑。

在资深经纪人七喜看来，团综并不一

定只有粉丝买账，虽然是针对偶像团体

量身定制的综艺，但是团综的本质依旧

是节目，关键在于如何操刀，“一般情况

下，纯综艺节目更多侧重在内容本身，好

的策划加上好的物料使得传播更简单，

假若团综针对垂直粉丝圈层，主题立意、

环节设置、内容模式等各方面不够有吸

引力，便会出现受众群体过窄，节目社会

功能价值低的情况，很难在竞争激烈的

综艺市场脱颖而出”。

无论是对团综还是偶像团体，只在圈

层内传播并非长久之计。“嘻哈、街舞等也

属于圈层文化，但都借助优质的内容成功

出圈，因此，同为圈层文化的团综节目也

有成为爆款的可能。此外，纵观近几年的

团综可以发现，相较于此前纯粹的偶像生

活日常，如今的节目还注入了更多能引起

社会共鸣的议题，以及更多迎合年轻人审

美的内容和表达方式，而这也是团综未来

的一个方向。”电视评论人何天平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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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价格不一

随着人们生活娱乐方式愈发多元化，再

加上《明星大侦探》等综艺及线上剧本杀游

戏的带动，现阶段线下剧本杀店如雨后春笋

般迅速铺开，相继出现在商圈、居民区等不

同区域，北京也不例外，并在两年时间内从

100余家线下店增长至如今的700余家。

数量井喷的趋势难免令剧本杀市场竞争

愈发激烈，而一家剧本杀店想要立足市场，除

了服务、环境外，最为核心的无疑是剧本。据

锯齿鲨推理馆店长晓天透露，目前商家可通

过相关的剧本交易会或正规电商、工作室直

接购买正版剧本，并根据城市限定本、独家

本、实景本等不同规格定价，价格少则数百

元，多则可达到上万元。

然而，真正使用正版的只是少数商家。

玩家刘女士是一位剧本杀爱好者，经常约

上三五好友共同前往实体店刷新剧本，据

刘女士透露，“尽管商家均会表明自己使用

的是正版剧本，但正版的包装以及制作均

较为精美，而盗版的制作则较为粗糙，不少

都只是简单用A4纸黑白打印后再用订书

器装订起来，甚至还有的商家直接是将正

版剧本上的内容用手机等拍摄下来，再打

印出图片使用。玩家只需要玩过几次，便可

以明显分辨出哪些是正版剧本，哪些是盗

版剧本”。

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现阶段盗版剧

本已明目张胆地在网络等平台上对外出售，

购买者最少只需支付0.1元，便可购买到1本盗

版剧本，数十元的价格则能获得200-400本

盗版剧本，同时还有销售者将价格定为300

元，而选择购买该价位后，不仅可获得约500

本已上线销售的盗版剧本，还可以成为该销

售商的会员，源源不断地获得今后更新的其

他盗版剧本。

打印、售后全流程服务

使用盗版剧本已成为剧本杀市场的常见

现象，与此同时，盗版剧本从获得内容到制

作、销售，再到额外服务，已逐步形成一条黑

色的产业链，影响着剧本杀市场的良性发展。

销售盗版剧本的张先生表示，“我们的剧

本保证与正版剧本一模一样，虽然是电子版

的文件，但都是在购买正版剧本或者去其他

商家体验后，直接复制下来的，并进行了排

版，购买后无需自己调整，打印出来便可”。与

此同时，由于部分正版剧本在发售后，相关内

容陆续被使用者曝光在网络上，这也给不少

盗版销售商带来便利，并从网络上直接搜集

大量正版剧内容，打包成合辑出售。

而在销售盗版剧本之余，还有部分卖家

做起了盗版服务的生意。北京商报记者在某

盗版剧本的介绍上看到，该卖家提供代打印

服务，只要多缴纳30元，便可实现剧本铜版纸

打印，并附赠与正版外观相同的包装盒子，而

若多缴纳50元，不止是剧本，线索也可铜版纸

打印，并在赠送包装盒子的同时附赠书皮、塑

封等。

此外，还有盗版剧本卖家为了吸引购买

者，会提供所谓的售后客服服务，并称游戏

过程中有问题可实时与客服联系，提供在线

解答。

从盗版剧本的销量可以发现，一个月少

则可以销售数十份或上百份，多则能达到数

千份，即使一份只卖1元钱，也可获得数千元

的收入。在徐先生看来，鉴于盗版剧本各个环

节的实际流程，能使盗版剧本销售者和购买

者获得一定收益，其中销售者即使此前购买

了剧本，但通过极低成本的制作以及大量的

销售也能逐步收回成本并持续获得收益，而

使用盗版剧本的店家，更是免除了正版剧本

的成本，降低整体支出，大幅提高利润。

多措并举遏制盗版

一位剧本杀店的工作人员徐先生向北京

商报记者表示，“一个残酷的现实是，目前北

京超七成的商家都在使用盗版剧本”。尽管对

于商家而言，盗版剧本成本较低，1本正版剧

本的价格能购买数百本盗版剧本，简直是一

本万利，但这样节约成本的代价是大大牺牲

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

玩家杨女士表示，有的盗版剧本里有很

多错别字，同时缺少关键线索，导致游戏无法

体验到最后，同时简单粗陋的制作也极大影

响沉浸感，“如果只是有文字，我可以只在线

上通过游戏体验，之所以选择到线下剧本杀

店，便是为了感受更有氛围的体验感，但粗糙

的打印纸和错别字让氛围瞬间消散”。

为了遏制剧本盗版泛滥的现象，市场相

关入局方也已开始行动起来，如正版独家本

或城市限定本在出售后便对外公布获得正版

的店面，以此提示玩家，但从目前情况来看，

效果尚不明显。且由于使用盗版剧本的商家

在制定玩家体验价格时，与正版商家相比价

格较低，也吸引不少玩家选择使用盗版剧本

的商家。

在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江本伟看

来，盗版成本低、维权难是知识产权案件中的

普遍问题，剧本杀市场中的盗版难题也不例

外，并不少被侵权方选择忍气吞声，而这也进

一步助长了盗版势力的横行。

随着盗版剧本的愈发泛滥，呼吁剧本杀

市场建立相关的监管机制的声音也日益增

强。剧本杀店店长王勇指出，盗版剧本给线下

实体店、剧本作者等多方都带来损害，因此各

方也需团结力量共同对抗盗版剧本，并采取

法律手段，建立黑名单等。此外，正版剧本的

价格也需制定出标准，毕竟对于部分想使用

正版剧本的商家而言，部分剧本上万元的价

格相对较高，难以承担，因此若能推出更适合

市场的定价标准或授权模式，想必也能在一

定程度上遏制盗版的存在。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郑蕊

随着《明星大侦探5》上线开播，剧本杀的热度再度高涨。近日，北京商报记者调查

发现，目前线下剧本杀店遍布盗版剧本，同时网上也有铺天盖地的盗版剧本对外销售，

仅需花费0.1-300元便可直接购得少则1本、 多则近500本并持续更新的盗版剧本，更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卖家还提供代精装打印等相关服务。盗版剧本俨然已成一条黑色

产业链，并给热度正高的剧本杀市场带来不小的混乱。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备受社会关
注的原5A级景区乔家大院被摘牌，只是近

两年我国掀起的A级景区强监管风暴的一

个缩影。据文旅部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在

该部门开展的A级旅游景区整改提质行动

中，全国共复核A级旅游景区5000多家，共

有1186家景区受到处理，其中405家被取消

等级，占比接近一成。一时间，众多地方景

区的管理乱象集中曝光，A级景区难医的经

营痼疾也由此浮出水面。然而，12月2日，北

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在经历了复核、严查

之后，仍有部分景区被曝存在违规开放、园

内设施老化严重、卫生脏乱不堪、导游服务

收费价格混乱等问题。由此可见，“摘A”并

非一劳永逸的监管之道，如何在“摘A”后强

化监管、督促景区尽快补齐短板，才是更为

关键的一步。

“今年可以说是文化旅游部门对于A级

景区整顿力度最大的一年。”有资深景区经

营企业负责人直言，从中央到地方的多轮复

核，警醒了不少原本管理松散的景区。北京

商报记者梳理发现，除文旅部外，截至目前，

山西、山东、安徽、河南、四川等多地都开启

了对当地A级景区的整改、复核等工作，全面

自查景区存在的各种服务质量问题，其中，

因乔家大院被取消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而处

舆论风口浪尖的山西，启动了对全省A级景

区的复核，针对景区过度商业化等问题进行

全面整改。

然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

旅游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兴斌也指出，

政府层面“由上至下”的监管风暴，不可能

永远保持如此高压的态势，全天候的长效监

督机制，仅靠“政府的手”是无法充分发挥

效果的。

根据央视报道，目前，有部分被复核检

查出问题，甚至被取消了A级评定的景区，

仍存在各种管理问题。举例来说，位于承德

市兴隆县的六里坪-九龙潭景区是今年被

河北省文旅厅通报取消等级的8家3A级景

区之一。虽然被执行了“摘A”的严格处罚，

但该景区却依然出现了封山期照常营业、景

区内垃圾随处可见、部分设施陈旧老化的情

况。此外，承德避暑山庄作为当地文旅部门

通报批评、责令整改的“上榜”景区，也被部

分游客反映称有不少“黑导游”违规收费、

服务的情况。

“评A、检查、复核、明察暗访、处罚……目

前，我国文旅部门对于景区的管理，虽然能够

起到警示作用，但对于市场手段的使用还不

够充分。”王兴斌认为，市场化的景区监督手

段主要包括消费者的投诉以及行业组织的自

我纠错，前者需要一个更畅通的投诉、反馈渠

道来保障监督效果，而后者的职能则需要被

进一步强化。

王兴斌直言，目前行业组织对于A级

景区的管理还比较薄弱，“不可否认，对于

景区出现的一些偶发性、相对轻微的服务

质量问题，由行业组织来监督更为有效，

建议相关部门可以让行业组织更多地介入

景区评A、A级景区检查等工作中来。只有

在政府和市场双方共同的作用下，景区监

督的长效机制才能完整地建立起来。”王

兴斌表示。

盗版剧本泛滥情况一览

销售价格
0.1-300元不等

相应可获得1-500本
盗版剧本及永久更新

额外服务
30-50元

可提供打印精装
实时客服答疑等

北京线下剧本杀店
盗版情况

超七成
使用盗版剧本

国内团综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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