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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一起约个剧本杀
吗？”“剧本杀”日益成为当今
各大城市都市青年周末休闲
娱乐和社交生活的热门游
戏，各类剧本花样迭出，同
时，撰写游戏剧本也成了一
部分青年的业余爱好甚至收
入来源。

“剧本杀”剧情主要以悬
疑案件为核心，多人参与解
密案发过程，大多剧本看似
是西方推理小说的支流，但
是如果我们翻检中国古代的

“剧本库”，会发现原来古人
也玩“剧本杀”。

古人也玩“剧本杀”？

中国古代的剧本主要分
为杂剧和传奇两种，杂剧篇
幅较短，通常只有四折一楔
子，我们熟知的《窦娥冤》就
属于杂剧。传奇篇幅大多较
长，比如最著名的明代传奇
《牡丹亭》就有五十五出之
长。杂剧通常一天就可以演
完，而传奇的整本演出则可
能要连续数日。传奇节奏较
慢、情节比较曲折，类似于现
在的电视剧；而杂剧节奏较
快，信息密度大，便类似于当
下火热的“剧本杀”。

元杂剧中就有不少表现
断案故事的“公案戏”。“公
案”作为故事题材的一个门
类，最早出现于宋代。当时

“说话”四家的“小说”就出现
了“说公案”这一门类。后来
人们把小说名目用在戏剧分
类上，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公
案剧”。郑振铎将“公案剧”
定义为“摘奸发覆、洗冤雪枉
的故事剧”。虽然古时有“十

部传奇九相思”之称，明清传
奇戏曲中以才子佳人故事为
多，但中国古代戏曲文化一
脉相承，传奇中也有一定对
元杂剧公案戏的改写，以及
表现民间断案的剧本。

元杂剧中可以称之为
“公案戏”的剧本大约有三十
多种，其中十一种剧本的主
角 —— 负 责 断 案 的“ 侦
探”——都是包公，所以这些
剧本也常被称为“包公戏”。
这些元杂剧中的“包公戏”后
来也成为著名的侠义小说
《三侠五义》的直接情节和艺
术来源。

自古“套路”得人心

自古真情留不住，唯有
套路得人心。这话虽说不是
古人云，但委实不虚。有人
说剧本杀大佬和萌新之间最
大的区别就是会不会娴熟地
使用套路，掌握一定套路，有
时候就是抓住凶手或成功逃
脱问鼎 MVP 的关键。对于
玩家如此，对于剧本杀作者
来说也是如此。剧本杀玩久
了，有些玩家也会萌生自己
创作一套剧本杀的念头，同
时发现很多剧本也是根据一
定套路构造的。其实，剧本
有套路，自古皆然，中国古代
剧本便有不少固定模式。

中国古代剧本的套路首
先表现在人物设置上。古典
戏曲无论是杂剧还是传奇，
都有一套非常完整的角色体
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生、
旦、净、末、丑等，演员首先要
扮演一类角色，再由角色来
扮演人物。不同的角色有着
不同的表演风格，在舞台上，
观众常常通过角色的嗓音和
动作，一看便知这个人物的
身份和品行。而一个人物出
场时，也会有一段出场的道
白，类似于我们在“剧本杀”
时拿到的人物小传中的人物
背景介绍。比如关汉卿《鲁
斋郎》中鲁斋郎出场即自白：

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
丧门再没双。街市小民闻吾
怕，则我是权豪势要鲁斋
郎。小官鲁斋郎是也。随朝
数载，谢圣恩可怜，除授今
职。小官嫌官小不做，嫌马
瘦不骑，但行处引的是花腿

闲汉，弹弓粘竿，鹞儿小鹞，
每日飞鹰走犬，街市闲行。
但见人家好的玩器，怎么他
倒有，我倒无，我则借三日玩
看了，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
了他的。人家有那骏马雕
鞍，我使人牵来，则骑三日，
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
的。我是个本分的人。

元杂剧公案戏中有不少
如鲁斋郎这般“权豪势要”的
角色，他们目无纲纪，胡作非
为，最后通常要受到法律的
制裁。

一般来讲，公案戏剧本
的受害人是老实巴交的好人
形象，有时会由“旦”或“末”
来扮演。公案戏中的“侦探”
常常是清官形象，尤以包公
为典型。包公在元杂剧中不
仅仅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判
官，更是一位刚正不阿专门
打击“权豪势要”的政治领
袖，正如《后庭花》杂剧中所
写：“见放着开封府执法牟包
龙图，必有个目前见血，剑下
伏诛。”

构思剧本的关键环节是
构思作案动机。与当代推理
小说中复杂的心理动机相
比，元杂剧公案戏中的作案
动机常常比较简单，左右不
离“财”与“色”两样。元杂剧
将人性之贪财好色淋漓展
现，《风雨像生货郎旦》中妓
女张玉娥气死李秀才正妻，
又勾结奸夫火烧李宅，在江
边勒死李秀才谋财害命，最
后刘秀才生还，奸夫淫妇案
发伏诛；《包待制智赚生金
阁》中庞衙内强占郭成的祖
传宝物“生金阁”，还强占郭
妻李氏，杀死郭成，最终被包
公绳之以法。

元剧中也有一些单纯的
财产官司，《包龙图智赚合同
文字》写荒年兄弟立约未分
家产，弟出逃死后，侄子刘安
住负父母尸骨归葬，其伯母
为了自己的女婿独占家财，
拒不认亲，还骗走合同，最后
由包龙图出场确认合同文字
的合法性，使安住得以认祖
归宗。

元剧中谋财害命也不在
少数，《叮叮当当盆儿鬼》就
表现了一桩骇人听闻的谋财
害命案：外出做买卖的小商
人杨国用，回家途中借宿在

“盆罐赵”的黑店。“盆罐赵”
夫妻杀死杨国用，夺其经商
所得钱财，又将尸首焚烧制
成瓦盆。后来老差吏张别古
得到瓦盆，杨国用的鬼魂在
盆中诉苦，张别古携带瓦盆
向包公鸣冤，最终严惩凶
手。这个故事到了小说《三
侠五义》中，变成了为人们所
熟知的“乌盆案”。

“剧本杀”的终极套路，
正是一套环环相扣、让人拍
案叫绝的侦破思维。一套剧
本是否成功，也正取决于案
件侦破过程中的“头脑风暴”
是否足够引人入胜。然而，
与西方推理小说和当代剧本
杀崇尚线索勘查和逻辑推理
相比，中国古代剧本中的侦
破思维显得格外另类，案件
的侦破常常依赖非自然力量
或人伦经验判断。案件侦破
过程中的非自然力量主要表
现为受害者鬼魂鸣冤，如《盆
儿鬼》中的谋杀案件就是由
瓦盆中被害者的鬼魂诉说案
情经过，才得以惩治凶手；与
之相似，著名的杂剧《窦娥
冤》的结局，亦是在窦娥的鬼
魂的控诉下，感天动地，奇冤
昭雪。

一套“剧本杀”救活一个
剧种

虽 然 古 代 的“ 剧 本
杀”——公案戏时常套路满
满，但一部优秀的剧本有时
也会“大力出奇迹”。在上个
世纪五十年代，就发生过这
样一个一套“剧本杀”救活一
个剧种的故事。

昆剧被称为“百戏之
母”，明代时昆山腔从南戏四
大声腔中脱颖而出，成为全
国性声腔，清代剧坛上，昆曲
独称“雅部”，但雅部昆腔在
清中叶的花雅之争中节节败
退，逐渐门庭冷落，民国战乱
中几近失传，到新中国成立
前，全国范围内几乎已经没
有职业昆剧团。1955 年春
天，袁牧之和丁玲在杭州发
现了浙江国风苏昆剧团这一
硕果仅存的昆剧表演团体，
几经周折，剧团改名为国营
浙江苏昆剧团，在 1956年四
月踏上进京演出之路。这次
演出十分轰动，5 月 18 日，

《人民日报》发表田汉执笔的
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
剧种”谈起》，高度评价了演
出的盛况，而这次演出所表
演的剧目，正是一出表现推
理 断 案 的 好 戏——《十 五
贯》。

《十五贯》是明末清初苏
州派剧作家朱素臣的传奇戏
曲作品，改编自冯梦龙《醒世
恒言》中的小说《十五贯戏言
巧成祸》。原剧为双线结构，
讲述熊氏兄弟各遭冤案，托
梦苏州知府况钟申冤之事。
浙江苏昆剧团的改编本对原
剧删繁就简，只保留了一个
冤案，讲述无锡屠户尤葫芦
借来十五贯钱，醉中戏言是
出卖继女苏戍娟所得，戍娟
信以为真，连夜逃离。赌徒
娄阿鼠潜入尤葫芦家偷取十
五贯钱，误将尤葫芦杀死。
苏戍娟路遇客商陶复朱的伙
伴熊友兰，二人结伴同行。
众邻居见尤葫芦惨死报官，
公差发现二人，又查出熊友
兰身上恰好带着赴常州办货
用的十五贯钱。无锡知县主
观臆测，断定二人通奸谋杀，
判为死罪，江南巡抚周忱盲
目复审定案。苏州知府况钟
奉命监斩，验审时发觉案情
可疑，遂至周忱面前据理力
争，周忱限其半月查明。况
钟抵押金印，亲至凶案现场
勘查，找出破案线索。又乔
装改扮，访鼠测字，利用娄阿
鼠的迷信心理，步步为营迫
其招认真相，最终平反冤案。

今日重审《十五贯》的剧
情，发现它亦可以改编成一
个有趣的“剧本杀”本子。况
钟勘查现场，寻找线索，推定
真凶正符合“剧本杀”的破案
思路，而旁敲侧击，利用心理
战逼问实情，也是今日剧本
杀玩家的必备“套路”。《十五
贯》的剧情引人入胜，演员表
演鲜活灵动，轰动了北京剧
坛，此后，北京、上海、沈阳等
大中城市的十一个剧种争相
改编演出，全国多个地区昆
剧院团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
立，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
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
作”名录。一部小小的“剧本
杀”，真可谓起到了“救活一
个剧种”的奇效。（徐畅）

古代“ ”套路知多少

停电信息
1月17日 10kV长湾 181线力达机械支线

2#杆以下（带电作业）（长湾 181线力达机械支
线 2#杆以下：庙头东、丰家村、丹阳力达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一带）08:00-12:00。

1月18日 暂无。
1月19日 暂无。
1月20日 暂无。
1月21日 暂无。

1月22日 暂无。
1月23日 暂无。
1月24日 暂无。
1月25日 暂无。
1月26日 暂无。
1月27日 暂无。
1月28日 暂无。
1月29日 暂无。
1月30日 暂无。

（地名以供电公司配网图为准）

减资公告
经公司会议决定，拟将公

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至330
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本公
司债权人可自2022年1月15日
起四十五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公司将按
照法定程序减少注册资本。

特此公告。
联系人：展军13852927353

江苏丹化进出口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5日

今日送稿明天见报今日送稿明天见报
（（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个标点和数字算半个字）

◆遗失类广告：每件100元
◆分类广告：一行13个字50元收费标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市场

方便快捷 价格便宜 天天都有 欢迎预订

信息
★★

★★

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地址：开发区凤凰路融媒体中心大门北50米（丹阳智投一楼）电话：88011918

遗失信息
●丹阳市开发区飞腾酒业商行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13211810158034，声明作废。
●丹阳市贵邦眼镜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丹阳市年轻派眼镜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江苏昊丽承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141003879802，声明作废。
●蒋家锋遗失临床执业医师资格
证书及执业证书，资格证书编码：
199932110321102197307011915，
执 业 证 书 编 号 ：
110321181000896，声明作废。
●丹阳市方园规划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及法人“蔡
巍”私章，声明作废。

出售信息
●四牌楼千禧花园四楼出售，实小学区房，
158平方米。 15906100826张女士，中介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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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骏）距离春
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不少市民
已把大扫除提上日程，家政服务
市场也迎来了“节前热”。

昨日一大早，张阿姨和她的
搭档正在开发区某装修店内忙着
打扫卫生，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多

年的她，在这一领域已然是一名
“老手”。张阿姨对记者说，最近
一个多月以来，预订保洁服务的
客户一下子多了起来，她每天的
工作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有时候
甚至中午也来不及休息，晚上则
要加班到10点左右。

“春节前的‘家政保洁热’从
上个月月初就开始了。现在，我
们店的全屋保洁预约已经排到了
一周以后，一些生意较好的家政
公司已经不再接受节前的全屋保
洁预约了。”在位于开发区的一家
家政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与往年相比，今年春节前的钟点
工家政服务价格变化不大，但全
屋保洁价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涨
幅，而影响价格的主要原因便是

“用工荒”。
“从事家政服务行业的人员

不多，一到春节这样的用工高峰，
就会出现人员不够的情况。”该负
责人表示，随着春节临近，一些外
来的家政人员将陆续回老家，本
地的家政人员也将忙着自己家过
年保洁，家政服务市场将面临“一
工难求”的情况。

在城区一家经营多年的家政
公司，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忙着
帮市民预约家政人员。“这段时
间，店里的生意比平常多了四五
成。如今公司的9名员工已经忙
不过来，有时还得另外请人帮忙，
客户需要提前一周甚至半个月预
约才可以安排到人手。”该工作人

员说，“按照往年经验，每到春节
前，家政保洁服务都会出现用工
高峰，如果没有提前预约，很难约
到保洁员。”该工作人员表示，从
目前预约情况来看，住家阿姨的
需求量仍然比较大，短期的擦玻
璃、全屋保洁和厨房油烟机清洗
很受市民青睐，预约群体多为年
轻人或上班族。

记者走访了解到，受疫情影
响，不少家政服务公司适时推出
了更多服务项目，如居家消毒，就
是用 84消毒液或者酒精对客户
家中进行喷洒。此外，更专业的
清洗油烟机、地毯、窗帘等项目也
受到不少市民欢迎。

不少市民表示，临近春节，工
作繁忙，而家里又需要进行大扫
除来迎新年，此时请家政服务不
失为一种好选择。“平时在家，就
是简单的扫地、拖地、擦拭一些比
较容易积灰的地方，但节前的打
扫工作量太大，我一个人忙不过
来，就请了家政人员把家中里里
外外打扫一遍。”市民黄女士说，

“家政人员更为专业，经过她们的
打扫，家里面焕然一新。”

对于春节前的家政保洁服

务，相关部门提醒，消费者在选择
家政保洁服务时，要选择正规家
政服务公司，查看经营者的合法
经营资格，不要轻信打游击似的

“专业保洁”或小广告等非专业人
员上门服务。同时，要注意签订
合同，这样不论是在保洁的过程
中产生矛盾和纠纷，还是保洁人
员在劳动过程中受伤，或是雇主
家庭里的财物被保洁人员破坏，
都能依据合同内容来划分责任。
此外，市民在选择家政公司时，尽
量查看相关资质，如果是到店里，
还可以查看是否有合法的营业执
照，避免寻找一些在小区楼道内
张贴小广告的家政“游击队”。当
保洁人员到家之后，最好能够查
看保洁人员的相关资质证件等，
避免出现纠纷。

春节临近，家政市场迎来“节前热”

虎年新春，乡村家宴一“厨”难求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近

日，记者走访发现，虽然距离春
节还有半个月时间，但城区大小
酒店的春节家宴预订火爆，农村
的一些乡村家宴厨师更是成了

“香饽饽”，可谓一“师”难求。
“老吴，今年正月初三轮到

我值年，有时间帮我做几桌菜
吗？”“哎，你怎么不早点预订啊，
我正月初二到正月初六的时间
都预约出去了，不好意思了啊！”
这两天，家住司徒镇固村村的王
大伯开始为正月里的家宴操心
了起来。

采访中，王大伯告诉记者，
他有兄弟两个，由于老母亲健
在，小辈们每年正月里都来拜
年，他和弟弟每年轮流宴请亲
戚。以前宴请亲戚，王大伯都是
亲力亲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去
年，69岁的王大伯明显感觉精力
赶不上了。“我和老伴都快 70岁
了，自己买菜烧菜工作量大，忙
活一天下来，累得全身酸痛。”王
大伯说，由于亲戚多，每年宴请
都有 4桌左右，要全靠他们老夫
妻俩，确实比较吃力，子女们想
要帮忙做菜，可口味也不是太
行，“所以，今年我就想请个厨师
到家里来烧，这样也方便，我们
也省力。”

为此，这两天，王大伯从其
他村民那里要来了几个乡村厨

师的电话，不过电话打了好几
个，都没约到厨师，“他们都说，
正月里前几天都预约出去了。”

经过几番联系，王大伯终于
和一位乡村厨师约好，把家宴定
在正月初六。定好厨师后，王大
伯总算放心了。

“以前过年都是自己烧，正
月里要烧好几桌，实在太累了。
今年我想请个乡村厨师，把所有
亲戚请来聚聚，大家好好热闹一
下。”家住延陵镇观庄的村民刘
师傅说，一年忙到头，他想趁春
节期间让自己放松一下。

而连续多年请厨师到家中
制作家宴的司徒镇全州东贺村
的赵师傅则说，平时，大小饭店
的菜已经吃腻了，请个乡村厨师
来掌勺，不但可以吃到具有农家
特色的菜肴，而且大家聚在一起
的时间也多，不像在酒店吃完就
散，何乐而不为呢。“其实过年请
乡村厨师来掌勺，菜肴美味是一
方面，另一方面也是亲情的延
续。在家里宴请有家里的味道，
那种亲戚们坐在一起聊家常，热
乎乎的场景，酒店里肯定是没有
的。”采访时，赵师傅的儿子坦言
道。

“现在农村的村民都很想得
开，一般家宴桌数多的都会请乡
村厨师去烧。”练湖新城的厨师
徐师傅说，这两年从正月初二开

始，他和妻子就带着几名阿姨，
驾车到乡下烧菜。“一般桌数多
的家庭有十多桌，少的也有三四
桌，从买食材到烧菜都由我们负
责。”徐师傅说，因为厨师一天最
多接两场，所以正月里这几天很
快就被约出去了。

那么，为何大家热衷于请乡
村大厨制作家宴呢？徐师傅说，
农村厨师烧惯了大锅菜，经验丰
富，味道不比酒店差，价格又实
惠。而且如今农村里一般都建
了公房，场地大，可以摆放十几
桌人，大家聚在一起气氛好。“我
们可以根据主人家提出的要求
列菜单，去买食材，然后搭个大
棚做临时厨房。”徐师傅说，我们
上门烧菜，除了带上几名阿姨做
帮手外，还会带上桌椅、碗筷等，
让宴请的主人省心又省力。

谈及如今乡村厨师走俏的
原因，徐师傅告诉记者，早些年，
农村宴席上总是扣肉、肉丝炒芹
菜、红烧鱼等老菜，而如今，菜谱
有了新变化，餐桌菜肴也越来越
丰富，桌子上还出现了海鲜，各
种创意菜也出现在了饭桌上。
这些菜肴，因为平时不经常做，
很多家庭吃得起却不会做，“乡
村厨师上门烧菜费用也比较实
惠，按照桌数算加工费，再加上
买的食材肯定比在酒店宴请便
宜，所以很多村民比较喜欢。”

图为工作中的家政保洁员。
记者 马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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