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均一周2-3场

在陆续恢复营业的过程中，消毒成了各

家线下剧本杀的关键词。李明表示，“每天店

内开业前都会先进行一遍消毒，并开窗通风，

当有玩家前来体验时，则会提供洗手液、酒精

等物品，让玩家先消毒再体验。每一场游戏结

束后，工作人员都会对使用的道具以及桌椅

等进行消毒，全天营业结束后则会再进行一

次深入的消毒”。

北京商报记者在大众点评网上看到，多

家线下剧本杀店均在页面上标注“每日消

毒”“佩戴口罩”“全员测温”等标签。而近两

日刚刚与朋友共同体验了一场线下剧本杀

的玩家吴先生表示，进入店内后，戴着口罩

的工作人员便会先提示洗手、消毒，同时公

共空间内也能看到摆放了消毒纸巾，供玩家

随时使用。

对于实景剧本杀店，由于涉及到玩家换

装的情况，因此也增加了更多消毒措施。某实

景剧本杀店主王女士表示，每个游戏主题均

配备了多套衣服，每一场结束后，玩家穿过的

衣服均会进行洗涤，不会直接重复使用。除此

以外，每一场剧本杀的体验时间相对较长，可

达到4-5个小时，店内也为玩家准备了口罩，

到店时便会发放给玩家。

尽管各类消毒措施已纷纷上线，但线下

剧本杀的经营情况并不乐观。据王女士透露，

目前前来咨询体验的玩家大约一周一场，多

时一周两三场，“主要还是玩家的防备心理尚

未完全退去，且实景剧本杀会通过换装、场景

还原、实景搜证、NPC引导等方式增强深度体

验感，每场至少需要7个玩家，疫情之前玩家

可以选择与陌生人拼场，但疫情之下玩家对

拼场有较多顾虑，难以成行，能聚拢7个玩家

的包场也相对较少”。

相较于玩法相对复杂的实景剧本杀，纸

本剧本杀只需要玩家围坐一圈，且使用常规

纸质道具，因而经营情况相对略好。北京商报

记者调查发现，尽管不同剧本杀的经营情况

高低不一，但整体来看，当下单店平均一周接

单两三场较为普遍，这与疫情之前工作日可

实现单日1-2场，周末休息日最多可7-8场相

比，存在不小的差距。

租金成最大负担

疫情暴发前，线下剧本杀曾是线下娱乐

行业的香饽饽，普通纸本剧本杀月均流水可

达10万元，实景剧本杀甚至能实现年流水上

百万元的情况，在此吸引力之下，入局者日益

增多。

由于疫情的突袭，线下剧本杀随之按下

了“暂停键”，经营压力陡增。北京商报记者了

解到，每年的春节以及暑期都是线下剧本杀

的消费旺季，仅这两个时期便可令一家店赚

取到全年的利润，而其他时期只是赚个房租，

保证营收成本相对持平。但面对今年这一特

殊情况，第一个消费旺季春节早已随着暂停

营业而消失，第二个消费旺季暑期也随着疫

情防控仍在持续中而难言乐观。对此，不少经

营者纷纷表示，或许会将去年一年赚得的利

润全部赔进去。

“两个多月的停业期里，店内一分收入都

没有，虽然停业后员工均已回家，并不会承担

较多的人力成本，但房租支出也不是一笔小

数。”王女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自己原计

划于春节后正式在北京开设第二家门店，此

前已为该店投入了超百万元，但也无法按照

计划实施，现阶段两家店每个月仅房租便有

20万元左右的支出，而能获得的收入只是杯

水车薪，“如果后期情况未能好转，手中的资

金只能支撑至8月”。

王女士的情况并非个例。据已在北京经

营线下剧本杀两年时间的刘志透露，由于店

面地处商圈附近，因此房租也会相对较高，单

月在14万元左右，虽然已与房东就租金进行

过协商，但并不能解决太多问题，房租仍是目

前最大的经营负担。

除了房租之外，线下剧本杀在恢复营

业后，随着部分工作人员返工，同时店内需

额外配备消毒产品，水电等其他支出也在

增加。

扛下来就是赢家

“主要是当下恢复营业后的收入实在有

限，一场两场带来的营收没有太大作用，有时

也会想是不是再停业一段时间，等大家的防

备心理再降一些后营业，但停业什么都做不

了的感觉也很无力。”刘志如是说。

为了能够让线下剧本杀重新燃起曾经的

热度，经营者们也尝试用不同方式拉回消费

者的目光。李明表示，现阶段很多店面均会将

消毒用品摆放在明面上，当然一方面是进行

卫生消毒，另一方面也是明确告知玩家店内

已进行过完善的消毒措施，从而提升玩家的

安全感，放心来到线下进行游戏体验。

与此同时，有些纸本剧本杀经营者也在

积极拓展线上渠道，玩家可通过微信群等方

式在线上进行游戏体验，尽管体验感远不如

线下，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与玩家的关

系。此外，部分独立创作剧本的经营者则选择

在这一期间内打磨剧本，以提升市场竞争力，

让玩家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

王女士表示，近两年线下剧本杀正处于

培育市场的阶段，逐步从小众转向更大的市

场，正当更多人知道并对线下剧本杀产生兴

趣时，疫情则让这一培育期出现了断档，后续

如若想要恢复曾经的步调，则需重新耗费不

小的力气才能实现原状。且此次冲击也会让

行业出现一轮洗牌，能够扛下来的就是最终

的赢者，而缺少信心或此前投入相对较少的

经营者，或许就会顺势画上句号。

在数字文创产业智库研究员李杰看来，

人们对于线下娱乐仍具有消费需求，随着疫

情逐步消失，同时人们步入曾经的安全感，包

括剧本杀在内的线下娱乐业也将重新恢复到

正常发展状态中，而此时已经来到加强与玩

家联系并培养感情的时期，为后期的全面恢

复蓄力。

线下剧本杀的经营挑战也是当下不少行

业面临的普遍压力，对此，北京市也持续推进

相关政策帮助经营者渡过当下的难关。且就

在一周前，北京市在推出促进中小微企业持

续健康发展16条措施的基础上，又印发了《进

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应对疫情影响保持平稳

发展若干措施》，并就延长租金减免政策实施

时限、强化对中小微企业金融支持、鼓励发展

供应链金融、保障中小微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等多方面制定相应的工作措施。

北京商报沸点调查小组

“恢复营业后便有玩家通过微信、 电话等方式咨询， 但热度无法达到疫情之前的状

态，周末休息日偶尔会出现一天内两三场的情况。”作为某纸本剧本杀店主，李明坦言。据

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现阶段北京市内恢复营业的线下剧本杀数量已达到58家。

虽然已经陆续复工，但在关门的两个多月内，线下剧本杀行业已经失去了春节这个

消费旺季，而即将到来的暑期档也不容乐观。对于这一行业而言，房租成本、消费者的戒

备心理等诸多压力都挡在复苏的路上，扛得下去的才会在这轮洗牌中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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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机票1折促销 国内热门航线很受伤

北京商报讯（记者 关子辰） 随着
“五一”小长假的临近，北京恢复开放的

景区也越来越多。4月26日，根据北京市

文化和旅游局统计，北京目前共开放了

80家A级旅游景区。“五一”假期期间，

这些景区还将通过预约制接待游客，同

时将采取限流、分流等措施，防止游客

扎堆。近一段时间以来，包括古北水镇、

八达岭长城、北京野生动物园等多类型

的京郊游重点景区景点都已恢复开放

或确定于“五一”前重新开放。至此，京

郊游市场也拉开了复苏的大幕。

一个星期前，北京有序恢复开放的

A级旅游景区还是73家，在这一个星期

之内，又有7家景区恢复开业。就在上

周，位于密云的古北水镇就宣布正式恢

复开放，而北京也迎来了景区密集复工

潮。据悉，目前未恢复开放的A级旅游

景区已不足160家，景区恢复开放率接

近四成。

据了解，在已经开放的80家A级旅

游景区中，不仅包括天坛公园、颐和园、

北海公园等市属公园，还包括慕田峪长

城、十三陵、八达岭长城风景名胜区等

京郊景区。

携程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周边游

人数环比增长超200%。同时，该企业相

关负责人还介绍，目前北京已重新开园

的景区中，在携程上，八达岭长城、颐和

园、北京野生动物园等受游客关注度相

对较高。

马蜂窝的统计数据也显示，随着

“五一”小长假临近，北京京郊游、周边

游热度还在不断攀升，“市内组团游‘解

禁’政策发布至今，马蜂窝上以京郊游

为主的北京市内旅游产品交易量日均

环比上涨了100%以上；同时，平台内

‘北京周边自驾游’关键词热度周环比

涨幅也达到了87%”，马蜂窝旅游研究

中心负责人冯饶表示。

考虑到“五一”假期临近，客流增

多，各大景区也开始加强限流管控。近

日，北京商报记者还从北京市公园管理

中心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市属11家

公园中的10家售票公园就将首次全部

实行“网络实名预约购票、实名验票入

园”，同时，各公园还将按照疫情防控期

间的安全游园标准限定购票数量，并分

4个时段进行预约，做到有效远端分流、

错峰游园。不仅如此，像携程等OTA平

台还综合景区目前浏览量与预订量，发

布“预约景区人气预测排行榜”，让游客

提前获悉景区动态。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

旅游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指出，按

照当前的情况来看，“五一”北京很可能

会形成一个今年以来的京郊游小高峰。

如今，景区可以利用“五一”前的最后一

个周末先“热个身”，对外释放一些积极

的信号。不过，在当前这一时期，景区工

作的关键还是要恢复游客的信心，让游

客了解景区所采取的安全有效的防控

措施，只有游客对景区有了“安全感”，

市场热度才能逐步、分层恢复。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五一”临近，
景区门票销售、周边游产品及酒店预订热度

快速上升，与此同时，机票销售的回温脚步却

显得相对迟缓了一些。4月26日，北京商报记

者在携程、去哪儿、飞猪等多家OTA上搜索发

现，截至目前，不少平台还都能定到低至1-2

折的“五一”国内机票，均价几百元的往返票

比比皆是。

去哪儿网统计显示，该平台上今年“五

一”多条国内热门旅游航线均价同比降幅达

3-6成，整体国内机票均价为五年来的最

低值；而飞猪提供的数据也表明，对比近两

年“五一”旅游产品预订价格发现，目前

“五一”国内酒店已恢复到去年同期常态价

格，均价仅同比微降2%，但机票却因跨省

旅游尚未放开等因素影响，价格同比降幅

达三成。

“近三周以来，‘五一’旅游搜索以超90%

的周增长率持续攀升。周边游将在‘五一’全

面苏醒，带动城市周边度假酒店价格恢复至

旺季正常水平。”飞猪相关负责人介绍。而去

哪儿网统计数据也显示，该平台上预计“五

一”假期出游旅客量与清明假期相比增长近

四成，周边游、省内游和高铁游率先回暖。

然而，在旅游业一片向好的形势下，疫情

期间“很受伤”的民航业，却仍然没有摆脱消

费冷清的局面。

去哪儿网副总裁兰翔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今年“五一”假期国内机票均价为近五年

来最低值，多条国内热门旅游航线均价同比

跌幅高达3-6成。

飞猪方面也表示，因跨省旅游还没全面

放开，平台上“五一”机票均价比去年跌了近

三成，部分往年热门的航线，如：北京-三亚、

上海-厦门、广州-昆明等，“五一”期间还可

以买到低至1折的机票。而北京商报记者在携

程上查找也发现，包括北京-上海等线路，“五

一”1-2折机票并不少见。

去哪儿网相关负责人为北京商报记者算

了一笔账：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上海-敦煌

航线均价为860元，而去年同期为1523元，降

幅达43.53%；上海-拉萨均价为1124元，同比

下降542元，降幅达32.53%；广州-稻城均价

为1188元，而去年同期为1622元，降幅达

26.76%；北京-北海均价为545元，较去年同

期下降了近1000元，降幅高达64.36%。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

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看来，在当前这一

特殊时期，特价机票对游客的吸引力并不如

预想的那么大，“囤机票”这种消费习惯也在

逐步弱化。“很多特价机票都有时间限制，若

限定时间内未能出行，未来想要改签也需补

齐差价或承担部分手续费，性价比就会有所

下降，因此，当前选择‘囤机票’的游客数量已

明显减少。”

吴丽云坦言，目前跨省旅游尚未恢复，未

来开闸时间也不明朗，而省内游客出行更青

睐于自驾或高铁等交通方式，对机票的需求

量较小。因此目前尽管不少机票价格都比较

低，但市场回温却仍需一段时间。

小长假期间北京将开放80家A级景区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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