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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麻花布局沉浸式演艺新空间
两大沉浸式新剧场已在魔都网红地标开张，下一个瞄准陕西北路老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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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演出市场迎来一片繁荣景象，上海的各类沉浸式剧场也遍地开花，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

红打卡圣地”。 由开心麻花出品的沉浸式喜剧《疯狂理发店》在长假期间更是票房火爆，沉浸式+喜剧+推理的设定赢

得 Z 世代观众的喜爱，成为引领上海演艺市场潮流的头部 IP。

《疯狂理发店》自今年 9月 10 日起在上

海瑞虹天地月亮湾长期驻演，场场爆满，大麦

评分 9.2 分、猫眼 9.2 分，大众点评 4.9 分 /5

分，好评如潮。

该剧围绕一场理发店中的谋杀案展开，

店里的造型师和客人都成为被侦探排查的嫌

疑人，而在场的观众则成为提供线索的重要

目击证人。

在演出过程中，“侦探”会向观众一一求

证线索，观众亦可以直接向演员质询，共同推

动剧情发展。

《疯狂理发店》中国版导演张轩豪表示：

“沉浸式戏剧的鼻祖《Sleep no more》，观

众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幽灵’的身份旁观，而

《疯狂理发店》的每位观众都被赋予了‘目击

者’的身份，由观众决定结局的走向，体验感

和参与度大大提升。”

《疯狂理发店》带给观众“沉浸式破案”

的观剧感受的同时，还可以体验“沉浸式洗

头”，可以说是将“沉浸式进行到底”———理

发店不设置舞台和观众席的分界线，烫发帽、

洗发椅即是舞台的一部分。

演员同时也是理发店的金牌造型师，中

场休息时，他们会邀请观众上台体验真实的

洗头过程，还有修剪假发片、美甲等一对一

vip服务。

如今，演出市场消费已呈现出年轻化的

趋势，95 后、00 后逐渐成为线下演出的消费

主力军。

线下娱乐门类繁多，脱口秀、密室、剧本

杀……年轻人的选择也更多。

对此，开心麻花联席总裁、上海开心麻花

CEO、《疯狂理发店》总制作人汪海刚表示：

“开心麻花一直在喜剧这条赛道上谋求新的

尝试和可能性。如今，年轻的观众已经越来越

不满足于传统的‘你看我演’的观演形式，他

们期待更多的互动和主观能动性，因此沉浸

类的新演艺项目，成为开心麻花团队今后迈

进的另一个方向。”

在国内千人大剧场演出已占据市场领先

地位多年的开心麻花，如今正在研发更多有

沉浸感、互动性和参与感的戏剧形态，力图抓

住更多年轻的观众。

国内首档深夜沉浸式剧场《里弄 1992》

10月 15日开门迎客。

随着开心麻花“新空间演艺”布局进入增量

市场，他们也在与更多的商业综合体展开合作：

10 月 15 日，开心麻花在魔都打造的第

二个沉浸式剧场———联合北外滩来福士 ·城

市集市出品的国内首档深夜沉浸式剧场《里

弄 1992》正式开门迎客。在已然成为网红打

卡地的北外滩来福士地下一层的城市市集，

白天这里是怀旧风的餐饮打卡地，到了晚上

10点半，则变身演出场地。

故事的开头是一场电影聚会，观众会在

里弄入口处，领取自己的身份卡和任务纸条。

门票被设计成电影票的样子，让你一秒入戏，

化身为被福安里居民邀请来的亲朋好友。

深度沉浸的观众可领到一套 90 年代服

饰，并伴有特殊任务。

换上定制衣服，找到邀请你的那个居民，

就能成为福安里有名有姓的“大人物”之一。

随时加入剧情、带领队员寻找线索、和居民们

闲话家常斗嘴打闹……放下拘束，和演员们

玩在一起！

在《里弄 1992》这个超沉浸式复古造景

里，每个角落都能唤起老上海的记忆。同时，

出片率也超高，喜欢拍照的朋友随手一拍，分

分钟让你闪耀朋友圈！

据悉，这场沉浸秀还设定了很多隐藏玩

法，除了主线悬疑剧情之外，还开发了很多有

意思的游戏机制，让观众不知不觉就在弄堂

里“疯玩”起来———比如教居民学会上海话、

踢毽子跳皮筋、解谜语等等，恍惚间感觉真的

回到无忧无虑的儿时岁月。

在弄堂口打一局乒乓，来上一袋小时候

吃的零食……

你可以在福安里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

对某个居民感兴趣，就跟着 TA，开启更多

线索！

据悉，《里弄 1992》一开票，10月场次均

已迅速售罄。

文旅部在今年6月发布的《“十四五”文化

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鼓励沉浸式体验与

城市综合体、公共空间、旅游景区等相结合”。

《疯狂理发店》为开心麻花全国首家在

商业综合体内的演艺新空间驻场演出剧目，

该剧目是全球演艺产业的小型空间驻演标杆

剧目，在美国波士顿与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

心小剧场常年驻场演出已有 40 多年，获吉尼

斯世界纪录认定为美国驻演最长年份的经典

剧目。同时，该剧先后被翻译改编成法语、韩

语等 23种语言并在多国驻演。

采访中，晨报记者获悉，开心麻花与商业

综合体、公共空间合作的多个沉浸式项目正

在火热开展：除了已经开张的“理发店”和联

合北外滩来福士 ·城市集市出品的国内首档

深夜沉浸式剧场《里弄 1992》，还有开心麻

花联合杭州富义仓遗址公园打造的沉浸式剧

本杀《横财十万贯》，以及正在孵化的陕西北

路老洋房的沉浸式剧本杀项目……

可以说，开心麻花在与商业综合体的合作

中因地制宜地开发戏剧 IP，对已有的“可讲

故事”的场地加以利用，将演艺空间和公共

空间相融合，突破了传统戏剧的场地限制，

从而使硬件设施、装修成本和运营成本大大

降低，实现对城市文化的新引领和再塑造。

期待未来有更多精彩的沉浸式剧场与观

众见面！

高价收旧书
画银元家具
大正堂高价收旧瓷器.玉
器佛像.香炉.印章.砚台.

旧扇子竹木牙雕 . 古纸
币 .旧箱子像章 .小人书 .

旧旗袍等免费上门估价
南昌路 611 号近襄阳南路

太原路 327号仕宝堂
52733361 13564330778

绿洲知名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619号1366室 注册号：310113000212598

由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
C5234女教授 81岁丧偶无孩孤独
宽房寻老伴急盼 (女付)63337606

C5235貌美漂亮公务员女 51 岁丧偶夫孩
意外亡留下多家养老院获赔偿金有商铺
无房孤苦伶仃急寻善解人意关爱男入住
我家给你一切贫富不计 （女付)53833358

C5236照顾你永不离弃貌秀中西医专家女 71 岁
丧偶未育有多房无后继无父母兄妹盼真心待我
男有孩视亲生可继承家业急盼(女付)63337606

C5237 急寻愿陪我旅游男费用我来漂亮善良
温柔女护士长退休 61岁未婚父母亡留家产多
房觅体贴关爱男爱生活随缘（女付 )53833358

C5238 愿家访入住吗住静安新房公务员退休女
67 岁未婚肤白温柔懂体贴七套房另商铺出租继
承遗产盼过平淡生活费用我承担 (女付)63337606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 ,收购旧红 (白 )木
家具,新旧字画 ,名人信札 ,旧书碑帖 ,
连环画 ,邮票 ,钱币 ,像章 ,旧瓷 ,旧玉 ,
紫砂 ,竹木牙雕 ,文房用品 ,及其它古
玩杂件 ,名贵酒类 ,阿胶 ,工艺品等 。

徐汇区宛平路 255号（近肇嘉浜路）

63232582 13701722984 沙先生

物资回收

每周一下午二点父母为子女相亲活动 18016259810

每周二下午二点中老年相亲联谊活动 13901928471

心歌婚介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 619 号中福大厦 505 室 注册号 310101000181249

女 45 岁离婚未育自营文具批发独居宽
宅备车觅能助一臂之力共发展男士可住
女方户籍不限有孩继业 13901928471

女 66 岁丧偶未育自营养老院多套房经济好觅
善良健康男年龄不限无房可 13901928471

女 55岁未婚造币厂工段长退休二套房觅年
长踏实男士相伴可上门速婚 18016259810

女 68岁未婚工会主席退休党员独居 120 平方
电梯房觅人品好先生户籍不限 18016259810

男 69 岁 1.75 米丧偶女儿定居德国成家
立业有市中心二套宽宅另有度假房一套
气质修养佳觅贤妻为伴 13901928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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