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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小人物

如果你的身边有绝不
渺小的小人物，如果你有
不凡的凡人故事想与大家
分享，请与本版联系：qn-
bxiaorenwu@sohu.com

三个85后“ 海归”，学成后回上
海创业，迅速聚拢了一群90后大学毕
业生，打造了一个属于他们的“ 地面
游戏”王国———那就是如今在上海90

后中风靡一时的Pulupulu。本月24日，他们的第二家
旗舰店将冲出上海、亮相南京。谈起当初这个被父母
不屑地贬为“ 过家家游戏” 的创业项目，他们说：

“ 我们希望年轻人不要老是盯着电脑和手机，能出
来多动动身体。”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吴斌、卢见瑜、诸敏（ 从左至右）与他们一手打造的“ 地面游戏”王国。 受访者供图

“ 让年轻人离手机、电脑远点！”
三个“ 85后”缔造地面游戏王国

“ 对于创业来说，上海
是不二选择，这里的市场环
境好，人们对于新型产业的
接受度高。”“ 上海年轻人
没有什么玩的地方，不是吃
饭，就是唱K或者看电影，缺
乏有创意的活动”。

201 3年对于吴斌、卢见瑜和

诸敏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因为

就在这一年，他们一手打造的

Pulupulu主题体验馆正式开业。

也从那一天起，上海出现了一个

全新的行业：地面游戏行业。

“ Pulupulu，就是Pulupulu

Game Arena，也就是实景游戏馆，

把电脑里虚拟的游戏变成实景让

你玩。”卢见瑜向青年报记者解

释道。两年多以前，他们也是这样

向他们的第一批“ 投资人”———

父母解释这个项目的创意。但再

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楚，父母坚

决反对他们做这个“ 像过家家一

样”的项目。

父母的反对也不是完全没有

道理的。吴斌、卢见瑜和诸敏都毕

业于上海重点高中，高中毕业后，

就去了英国留学。诸敏学的是电

子工程，而卢见瑜和吴斌，学的是

经济和商务管理专业。

原本，只要凭着“ 海归”的留

学背景，他们回到上海完全可以找

到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甚至可以

给父母打工。卢见瑜不喜欢别人称

他为“ 富二代”，在他看来，父母的

事业是父母的，而自己亲手创造出

来的事业，才是自己的。

投资不是小数目，父母们开

始并不理解孩子们的创业项目。

但孩子们不认为它像“ 过家家”。

“ 我们一回国就想到了创业，对

于创业来说，上海是不二选择，这

里的市场环境好，人们对于新型

产业的接受度高。”考察之后，他

们却发现，“ 上海年轻人没有什

么玩的地方，不是吃饭，就是唱K

或者看电影，千篇一律，缺乏有创

意的活动”。于是，他们想到了

曾在日本、美国、英国玩过的有创

意的地面娱乐。“ 上海是个国际

化大都市，市民的观念都比较领

先，他们应该最能接受这个项

目。”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群充满

活力的90后复旦毕业生，加入了

他们的创业团队。这股新鲜血液

里，有学新闻的、学历史的和学

计算机的。经过无数次的“ 头脑

风暴”，一个中国式的Pulupulu

主题体验馆轮廓渐渐清晰起来。

而此时，面对这个充满活力的创

业团队，父母也决定给年轻人一

次机会，但这只是投资，借的钱，

必须还。

“ 这个项目光是前期的策划

酝酿就用了一年多时间。当时所

有已经工作的小伙伴，都辞了职，

一门心思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

个项目中来，我们没有给自己留

后路。”回忆起创业初期，诸敏用

“ 艰苦”二字来形容：“ 那时我们

全年无休，天天上班，每天一早就

来，到晚上十一二点才结束。所有

的设计、施工的前期准备工作，都

是我们自己来。”

Pulupulu在内地没有先例可

循，整个创业团队也都不是学这类

专业的，因此，只能摸石头过河，后

天“ 自学成才”，包括馆内那个亚

洲最大的“ 镜子迷宫”，也是创业

后卢见瑜自己摸索出来的。

“ 我们希望现在的年轻
人不要老是盯着电脑和手机，
能出来玩一玩、乐一乐，多动
动身体，这样也有益于排解压
力。”“ 一旦哪个游戏日均人
流量低了，也就是没人气了，
我们就得拆掉重建。”

201 3年9月，第一家Pulupulu

主题体验馆终于亮相浦西世博

园。旧厂房被改造成古堡风格大

厅、众多主题游戏场馆、3层惊悚

恐怖体验馆、多层复杂镜子迷宫，

还有水吧。Pulupulu的定义是：

“ 互动游戏”、“ 真人角色体验”

和“ 文化主题”为一体的全新实

体、实景游戏场馆。

任何新生事物，从被认识到

接受，都需要一个过程。刚开始

时，Pulupulu难免门庭冷落。“ 我

们没有打广告，就是通过微博宣

传了一下。”诸敏至今没有忘记，

第一批游客是两个女学生。“ 她

们很早就给我们的官方微博留言

了，问我们什么时候开。我们开张

当天，她们如约而至。”

这两个女生让团队坚定了信

心，因为他们的项目还是会吸引

到“ 忠粉”。如今，一年多过去了，

Pulupulu总共吸引了20万人次的

游客，俨然已成为“ 地面游戏”行

业的领军企业。投资方，也由父母

扩大到了其他第三方。

“ 我们做过统计，Pulupulu的

游客以1 8-35岁的年轻人为主。

根据去年的统计，其中最多一个

人，先后买了1 3次门票来玩。可

以说，最早的一批玩家，已经把我

们馆里所有的游戏项目，都玩了

一遍。”

由于Pulupulu的顾客都是年

轻人，年轻人“ 喜新厌旧”，因此，

馆内的游戏项目都是有“ 寿命”

的。而这个“ 寿命”，一方面是设

备、道具的使用周期，另一方面是

来自不同渠道的评价以及现场游

客的反馈，更重要的是“ 人气度”。

“ 一旦哪个游戏日均人流量

低了，也就是没人气了，我们就拆

掉重建，用新的游戏、新的玩法进

行替换，这样才能不断地吸引新

老游客。我们平均每一两个月就

要推出一个新的游戏项目。”诸

敏坦言，目前馆内正在运营的8个

游戏项目中，人气度最高的是

《 恐怖病院》，90后乐此不疲。难

怪有人戏言：Pulupulu是一个检

验你真实年龄的所在。

“ 我们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

要老是盯着电脑和手机，能出来

玩一玩、乐一乐，多动动身体，这

样也有益于排解压力。”为了以

防万一，每个游戏间都装有探头，

一旦有人想退出游戏，只要举手，

立刻会有NPC（ 游戏向导）将之领

出房间。

Pulupulu的每个游戏，都是

原创的，都倾注了创业团队的集

体智慧。

“ 我们的创业团队人
多，基本都是年轻人，有时
意见难免会产生分歧，但我
们从来不表决，我们采用辩
论的方式，谁说得更有道理
就听谁的。这样，可以让团
队每个人都心服口服。”

在Pulupulu公司，没有董事

长，最大的“ 老板”是“ 执行董事”

吴斌，卢见瑜和诸敏都是“ 董事”。

眼下的Pulupulu，规模已然

越做越大：他们有着20多人的创

作团队，以及1 00多人的运营团

队。很多大学生，毕业的和没毕业

的，都愿意来这里干，因为“ 有

趣”，更因为这个团队民主而有

活力。

“ 我们的创业团队人多，基

本都是年轻人，有时意见难免会

产生分歧，但我们从来不表决，我

们采用辩论的方式，谁说得更有

道理就听谁的。这样，可以让团队

每个人都心服口服。”最近的一

次“ 辩论”是关于要不要用硅胶

道具，因为硅胶道具价格昂贵，且

数量较多，有的人觉得没必要，有

的人出于加强效果考虑觉得很有

必要。“ 结果就让每个人发表意

见，让觉得有必要的人说服觉得

没必要的人。最终，团队决定采用

硅胶道具。”诸敏说。

采访当天，“ 执行董事”吴斌

缺席。原来，Pulupulu第二家旗舰

店于本月24日亮相南京，包括吴

斌在内的半数人马都去了那里。

“ 我们上海的旗舰店负责人才输

出，包括店长在内都是这边实地

培训好了输送过去。”

对于为什么不把第二家店开

在上海，创业的小伙伴们想得长

远：“ 一方面是没有合适的地点，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把第一家店做

得更完善，而现在还没有达到我

们的要求。”为了成就心中完美

的Pulupulu，小伙伴们做得很认

真，哪怕是一件道具：“ 我们先让

专人做模型，然后再让供应商生

产，派专人监收，以控制好每个道

具的质量。”

由于每个游戏场景的人物都

是由运营团队扮演的，因此馆里

专门请来戏剧学院的老师，对工

作人员进行化妆、表演方面的培

训。“ 我们有化妆间，运营团队的

成员每天就像在表演舞台剧的演

员。”

但是，创业的小伙伴们明白，

Pulupulu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

方，例如，馆内的大多数游戏故事

都是根据西方历史而来，缺了点

“ 中国元素”。还有就是，有些游

戏方式因为技术原因暂时还做不

到⋯⋯这些都需要团队去改进去

升级。

“ 我 们 的 理 想 就 是 把

Pulupulu做成各种游戏集合的综

合店，最终打造世界级水准的连

锁体验馆。”面对未来，这个年轻

的创业团队踌躇满志。

“ 地面游戏”实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