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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亦是戏中角色

小洋楼里打造“平行世界”

正所谓，波谲云诡纷乱事，最难
勘破是人心。1928年，北伐军势如破
竹，剑指平津。6月，北洋政府的张作
霖退回关外，却殒命皇姑屯。阎锡山
账下将军傅作义以“和谈”方式兵不
血刃进占天津。
天津作为彼时中国北方最繁华

的城市，本就鱼龙混杂，商贾云集。加
之各国租界林立，水陆码头通达，三教
九流，形形色色的人都会聚于此。时
局变幻中，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在剧
中，看似平静的天津城内，接连发生
多起离奇案件，高官士商、平民百姓
纷纷卷入其中，一时人心惶惶。天津
市警察厅为安抚群众，尽快破案，于
是邀请社会人士参与侦破稽查并许
以重利。一场声势浩大的民间侦探
大赛，由此展开……
《北洋歇洛克》的故事大幕即将拉

开，为保证最真实以及全方位的体验
感，在开场前，观众可以换上由演出方
提供的民国服装，以及拿到一本护照
和5元游戏券。在观演过程中，观众
全程不可以使用任何电子产品，也不
可以用现代货币进行交易，5元游戏
券可以用来购买场地中各个商铺出售
的饮料、面食、水果等，也可以去钱庄
借贷等。总而言之，当你迈进范竹斋
故居大门的那一刻，你将来到一个与
现实社会平行的“世界”，在这里，你还
是你，却开启了属于你的另一个人生。
据《北洋歇洛克》的策划、编剧朱

振达介绍，与一般的戏剧不同，《北洋
歇洛克》除了对故事的开头与结尾进
行设计，以引导故事的大致走向，演
员是没有固定台词的，因此也没有完
全固定的剧本。
在整部剧中，将有20余名演员

分别扮演警察、商会会长、医生、裁
缝、记者等角色，每个人物相互之间
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观众可以通过
跟每个人物进行接触与交流，以挖掘
他们背后的故事，从而找出线索，破
解一个个谜题要案。
而演员除了完成规定情节的表

演以外，在与观众飙戏的过程中可以
完全自由发挥，以增加游戏过程中的
真实性与不确定性，“我们在培训演
员时，强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进入角
色，演员在充分了解时代背景以及人
物性格后，他们在演出过程中的行为
举止都将是自然流露的，与观众的互
动也是更为真实的，这也是沉浸式实
景戏剧与剧本杀游戏最大的区别，去
角色化以实现更加真实的体验，观众
不再是被动的接收信息，而是主动探
寻。”朱振达解释道。
本剧的另一位策划、编剧郭嵩

表示，《北洋歇洛克》是一个集体创
作的产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是
这部剧的创作者，“我们想打造的是
一个自由和开放的‘世界’，因此‘生
活’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选择他们
命运的权力，这也是我们设计这部
剧的初衷。”

◆ 沉浸式实景戏剧

寻找历史缝隙的真实触感

坐落在和平区赤峰道76号有一
座极富特色的通道式的楼房建筑，距

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这里就是天津
商人范竹斋的故居。如今，这座有着
百年历史的风貌建筑摇身一变，成为
了大型沉浸式实景戏剧《北洋歇洛
克》的演出地，也成为了再现民国时
期津沽风土人情的绝佳之地。
记者了解到，为了最大程度保证

《北洋歇洛克》的体验感和真实性，主
创团队将范竹斋故居部分区域进行
了修缮装饰，根据史料还原成民国时
期的几十个场景，以超过5000平方
米的超大空间，实景还原民国风貌，
未来将包括60余个场景，30多名演
员将带领观众重回那段岁月。
其次在演出设置上，该剧以主线

支线剧情明暗联动的方式实现了多
层次的演绎穿插，给观众更立体的
观演体验。9大民国奇案，超过150
个案件分支，全程5至7小时的高密
度情节编排让人切身感受到时局的
纷乱，也使得观演全程充满未知与
惊喜。此外，《北洋歇洛克》首创随
进随出可进度存盘的游玩模式、实
时更新的玩家排名和真实的货币系
统，为观众深度还原了一个有真实
触感的“民国世界”。
据《北洋歇洛克》舞美设计陈铂

介绍，《北洋歇洛克》这个项目前期
筹备了近三年的时间，为了使观众
能够有更加沉浸式的真实体验，团
队前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历史
的考证。在剧本逐渐成形的过程
中，由陈铂带领的舞美设计团队也
在紧锣密鼓地针对剧情的需要进行
故居修缮、场景布置、道具制作等相
关工作。
经过精心修缮装饰后，范竹斋

故居目前已被开发的1300平方米的
近20个房间被打造成鹤竹堂药铺、
瑞蚨祥成衣店、聚丰当铺、仙宫理发
店、春和茶馆等老字号店铺，房间陈
设布置尽显民国风貌。庭院内还设
有西瓜摊、算卦摊、小吃摊等，而且
每一个场景里，都有专属演员饰演
药铺掌柜、成衣店老板娘等对应的
五行八作，呈现出一个充满烟火气
息的民国津沽街景。
场景内部的布置也尽显设计团

队的用心，走廊上张贴了很多具有

民国时期特色的宣传海报，以营造出
时代背景的氛围。鼎章照相馆墙上的
老照片，也大多是当年照相馆保留下
来的珍贵瞬间。
为了增加年代感，在各个场景中

还摆放了很多“老物件”，例如瑞蚨祥
成衣店内的炭加热熨斗，鼎章照相馆
内的老式照相机，以及电报局用的第
一代进口打字机，这些都是舞美设计
团队通过多方渠道收集而来，具有极
高的历史价值。
在陈铂看来，沉浸式实景戏剧之所

以可以让观众融入其中，首先就要做到
观感上的沉浸，之后才能达到心理沉
浸，进而行为沉浸。因此，场景布置的
真实性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做起来却不
仅仅是对历史的呈现那么简单。
与影视剧不同，沉浸式实景戏剧

除了要通过布景、道具等完成对交代
故事背景以及铺垫剧情发展的辅助
性作用，还承担着提供线索的功能性
任务，因此对布景中的细节把握至关
重要，“在北洋画报社里张贴了数张
1928年的《北洋画报》，我们保留了当
年老报纸的真实排版样式，将新闻内
容替换成剧中内容，以增强真实性和
代入感。”
“范竹斋故居给了我们得天独

厚的历史条件，这座百年古宅承载
着天津的发展历程，而我们也希望
可以将百年前的天津呈现在世人的
面前。”据朱振达介绍，百年前天津
曾是北洋重镇，曾创造了一百个近
代“中国第一”，其中就有天津是中
国第一个有完善警察系统的城市，
因此《北洋歇洛克》也按照当年的警
察厅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复原，“作为
天津人，我们要深耕天津文化，因此
《北洋歇洛克》也是围绕天津的历史
创作的。我们也希望前来体验的观
众们在结束后可以深刻感受到天津
这座城市的魅力。”

◆ 沉浸剧场+历史建筑

探索文化和旅游结合新模式

近年来，剧本杀游戏成为年轻人热
衷的文化消费，它集表演、侦查、推理、

沉浸于一体，兼具娱乐性和社交功能。
以此为契机，“沉浸剧场+剧本杀”的新
兴戏剧模式，也如雨后春笋般逐渐多了
起来。它打破了观众观看与舞台表演
之间的界限，改变了观众在演出中的角
色，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从而获得
新体验。
记者了解到，剧本杀作为一种真人

扮演的游戏，分为桌面、实景和线上、线
下等多种类别，参与者进入游戏前需先
选择不同角色，阅读角色对应剧本，在3
至6小时的时间内揭秘探险，体验推理
性质的游戏。在整个游戏过程中，剧本

中剧情演绎的部分完全由参与者自己
完成，无需预先安排演员，因此游戏的
比重大于戏剧演绎的部分。而“沉浸剧
场+剧本杀”的模式下打造出的新兴戏
剧，则需要在实景演出场馆中，安排专
业演员进行剧情演绎。在整个观演体
验过程中，观众进入“沉浸剧场”后，可
自行设置出发路线和顺序，探索不同的
剧情和细节，但最终会汇聚成一个完整
的故事。
作为多年剧本杀从业者的郭嵩和

朱振达，对剧本杀行业的发展现状极为
担忧，“剧本杀近几年来非常受年轻人

的欢迎，大家很喜欢这种新兴的游戏模
式，然而由于行业缺乏规范管理，并且
存在互动单一的游戏弊端，我们非常担
心剧本杀会像很多年前火过的三国杀、
狼人杀一样，慢慢淡出大众的视野。”
因此，郭嵩和朱振达一直致力于寻

找可以解决行业发展问题行之有效的
解决办法，沉浸式互动演绎让他们看到
了希望。然而当下以“沉浸式”为主题
的互动形式已逐渐兴起，郭嵩与朱振达
也多方考察，在他们看来，目前所谓的
“沉浸式”互动仍然存在一定问题，“在
我看来，只有主体与环境的极端差距，
才能达到沉浸的效果，一粒豆子放进一
杯水里，叫沉浸，如果我放一根玉米进
去，那只能叫浸泡。”
郭嵩和朱振达的愿望是可以将剧

本杀游戏商业化，打造可复制、可沿
袭、可流水线化的新兴文化消费产
品。两个“90后”青年大胆的想法，没
想到很快就得到了天津市楚云天文化
传媒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风雷的大
力支持，在他看来《北洋歇洛克》就是他
一直想要寻找的文化产品，“《北洋歇洛
克》可谓集演出、游戏、文旅‘多合一’的
项目，在名人故居里实景演绎民国时期
天津故事，同时还带有一定的游戏功能
来满足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自我展示
的需求，让《北洋歇洛克》既有文化底
蕴，又有潮流气息。希望《北洋歇洛
克》可以成为天津文旅的新亮点，将范
竹斋故居打造成为天津故事讲述地、
文艺青年打卡地。”
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科学技术飞

速提升的时代背景下，随着消费者消费
观念和消费意识的逐渐变化，给文化及
旅游市场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以“沉
浸式”为主题的文旅项目成为了新热点，
格外引人注目。近年来，国家也相继出
台多项关于文化旅游的政策，要求各地
方要高度重视文化和旅游的结合发展，
并对文化和旅游的相互关系和工作目
标作出了指导意见。
《北洋歇洛克》在制作中对传统沉

浸式项目的模式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和
创新，“我们想以一种新的思路和模式
来解决行业内的问题，挑战了行业内的
观演比例，做到了演员与观众1：4的比
例，这是我们在沉浸模式上的创新，也
让我们看到了‘沉浸式’进一步商业化，
进一步推广，进一步大众化的可能性。”
郭嵩如是说道。
截至8月底，《北洋歇洛克》已上演近

二十场，复购率高达13%，这在行业内已
属十分难得，但对此郭嵩和朱振达仍不
满意，“对于目前的呈现效果来看，我们只
能打60分，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想法没能
实现，但相信在未来这一切都能如愿。”
据朱振达透露，目前范竹斋故居

被开发的区域仅占四分之一，未来故
居的内部布局将会被慢慢打开，尤其
是地下的部分，将会打造成为一个带
有惊悚氛围的地带，剧情中隐藏在“天
津城”地下不为人知的故事也将慢慢
浮出水面。
并且《北洋歇洛克》项目已拥有多

达五六十人的作者库，这些作者将围绕
民国时期的天津为背景创作更多的故
事，在不久的将来，将采取多故事并行
的沉浸式戏剧演绎，各个故事中的人物
命运交织在一起，形成越来越庞大的
“民国世界”。
“很多人问我，《北洋歇洛克》有没有

完结的那一天，我的答案是这部剧可能
永远没有完整版的那一天，就像世界是
没有尽头的，这里的‘世界’也将是无限
的。”朱振达说。

沉浸式实景戏剧《北洋歇洛克》落地天津范竹斋故居

戏剧+文旅，体验别样人生
本报记者 徐雪霏

近年来，以“沉浸式”为主题的文旅项目不断推陈出新，收获

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互动性强、参与度高、故事感十足的沉浸式

实景演绎互动推理剧，更是以其新鲜的玩法以及“零距离”的真实触感为观众带来

全新的观演体验，也成为当下年轻人休闲娱乐的首选。

8月20日，大型沉浸式实景戏剧《北洋歇洛克》正式在津上演。该项目由天津

北方对外演艺交流有限公司、天津市楚云天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天

津市沉浸式演出联盟及创作设计中心制作、演出。为了一探究竟，日前记者来到

百年历史风貌建筑范竹斋故居，推开那扇带有厚重历史感的大门，感受隐藏在门

后的另一个世界。一出“好戏”正在这里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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