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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表情派 VS 逻辑推理派

波诡云谲的博弈社交
文\海南日报记者 邓钰 图\海南日报记者 张茂

狼人杀成为年轻人青睐的社交方式。

在海口市国贸某
栋大厦的一处桌游俱
乐 部 内 ，灯 光 有 点 昏
暗，气氛有点神秘，一
群年轻人正在观察着
彼此，思考着彼此的发
言，这是桌游“狼人杀”
的游戏现场。近年来，
狼人杀因其规则简单、
互动性高和逻辑性强
等特点，早已成为都市
人最青睐的社交方式
之一。

“迷雾”重重的博弈社交
“ 你永远不知道对方是敌
过 5 亿次。
是友，你所面对的可能是披着
“ 规则简单是狼人杀能不
人皮的‘狼’，也可能是扮狼的
断 吸 纳 新 玩 家 的 重 要 原 因 。”
人。”在资深玩家“达蒙”看来， “达蒙”认为，狼人杀玩法比较
狼人杀的魅力在其不确定性，
固定，入门门槛低，只要玩过一
玩法虽简单，却在玩家的互动
两把的人，马上能摸清个中套
中，形成一局局波诡云谲的博
路。
弈。
狼人杀是种社交性极强的
狼人杀于 2010 年由北京一
桌游，
一般由 9 人至20 余人组成
家公司注册商标并发行，迅速
一局。每局选出一名玩家担任法
风靡全国。同时期出现的“谁
官，
向其他玩家分发角色牌。根
是卧底”
“ 一鸣惊人”等多种桌
据角色牌，
玩家将被分成狼人和
游已丧失生命力，唯有狼人杀
好人两个阵营。好人阵营包括村
“越战越勇”。去年 9 月，甚至在
民和
“神”
，
如预言家、
女巫和猎人
熊猫 TV 和斗鱼直播等网络直
等。游戏开始，
法官宣布天黑请
播平台上线，视频总播放量超
闭眼。除了第一夜是平安夜，
其

余每晚狼人都将“杀”死一名好
人。当法官宣布天亮，
所有玩家
睁眼，
经过每个人的发言，
投票选
出隐藏在人群中的狼，
每轮只能
投出一位，
得票最多者出局。夜
幕降临，
狼人再次作案。如此循
环，
直到狼人全部被投出，
或狼人
将神职人员或村民任意一方全部
杀掉，
游戏就算结束。
“规则简单，
却
‘杀’
机重重，
因为所有人都要想方设法骗过
对方，
以获取最终胜利。
”
“达蒙”
说，每个身份都有自己的使命，
狼要结成联盟，通过混淆黑白，
获取好人信任，
同时要抓住他人
漏洞。村民则要保持清醒，
不被

狼所欺骗，
以免在投票时误杀队
友。
“ 神”要看透狼人的谎言，通
过角色拥有特殊能力，
带领村民
获取胜利。
“ 玩狼人杀能锻炼逻辑和
交际能力，大多数人会成为铁
粉。”
“ 达蒙”介绍，自己从 2011
年接触狼人杀，越来越喜爱这
项游戏，为了有更好的游戏体
验，去年他成立桌游俱乐部，让
好友们都可以上门来玩。
“ 这么
多年来，狼人杀在海口发展出
了不小的玩家群体，在我微信
群里起码有 400 多个活跃玩家，
现在仅国贸就有 6 个狼人杀俱
乐部，
海口估计超过 20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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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人杀桌游考验着玩家
的逻辑观察力。

玩家“十七岁”是海南大学
大二的学生，接触狼人杀的时
间并不长，但热情高涨。
“ 十七
岁”说，一群人聚在一起，讨论
着游戏自带的源源不断的话
题，这些话题又会碰撞出别的
话题，让还没有跨入社会的他，
既好奇又向往。
“ 狼人杀是一个可以提前
感受社会和人性的地方。”
“十
七岁”介绍，由于狼人杀涉及到
双方博弈，游戏中的厮杀在所
难免。局势复杂，充满变化，任
何一个微小元素都可能带来蝴
蝶效应，改变全局。
“ 我最喜欢
的角色是法官，能够拥有‘上帝
视角’，看着一群人尔虞我诈，

互相猜忌。
”
“十七岁”
说，
两方阵营的厮
杀十分激烈，
游戏给予狼人杀戮
的权力，
又要求狼人必须足够聪
明、团结。因为在这个世界里，
死者可以复活，能够反抗，有携
带武器的神职人员守护。
“好多狼
人都是十足的演技派，
又一张最
无辜的面孔，
让对方措手不及。
”
如何巧用策略，
识别敌我身
份？狼人杀玩家演绎出了微表
情派和逻辑推理派两大阵营。
“脸就是人体的媒介，很多
一闪而过的微表情足以暴露玩
家的情绪。”玩家“鸟总”是微表
情派的拥趸，每当发牌时，他总
是环视一周，看看其他玩家面

对牌面的反应。
“ 拿牌的时候，
最直接的情绪和表情是做不了
假的，几乎所有拿到狼牌的人
都在无意识中垂嘴角或皱眉。”
此外，人如果在游戏中撒
谎，微表情和肢体语言也会有
所反应。
“ 例如不自觉地提高音
调，弹桌子以及双手摩擦，都可
能显示了这个玩家正在说
谎。”他有些得意地说，凭微表
情判断，自己已经带领队友找
出了很多条
“狼”
。
“ 用微表情做判断有几分
投机取巧，有些玩家也可以控
制自己的表情。但话语之间的
逻辑漏洞才是真正藏不住
的。”玩家“文子”作为“逻辑推

理派”的支持者，更注重找出玩
家的发言漏洞。
“文子”说，狼在游戏中是
少数派，所以注定了必须用伪
装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然而这
考验的不仅是胆量、心态，还有
清晰的思路和逻辑。要保持整
局游戏中说话前后照应，不牵
强和不矛盾，遇到突发事件还
不能慌乱，必须及时调整思路。
要甄别这些“狼人”话语的
真假，好人必须了解其中的说
话动机，是否存在前后矛盾，投
票过程是否蹊跷等，还可以通
过“神”的特殊能力去验证。
“只
有用逻辑去玩，才能体会狼人
杀的烧脑精彩之处！”
她说。

以桌游会友享受当下

玩者在分发角色牌。

在
“达蒙”
看来，
狼人杀的本
质是一种游戏，以”
“ 杀”会友是
其最大的乐趣。在狼人杀中，
人
们可以卸下伪装，
以玩家的身份
面对面平等交流，展示最纯粹、
真实的自我。
“ 没有什么烦恼是
一局狼人杀不能解决的，
如果不
行，
那就来两局。
”
达蒙玩笑道。
“在狼人杀里，只要专注玩

就行了，没有人会因为身份、地
位而阻止你发言。”玩家“西瓜”
认为，在游戏中，人们没有了职
场交际的烦恼，少了假惺惺的
应酬和客套，可以无所顾忌地
展示真性情，
“ 在这里，我会因
为被无辜‘票’死而委屈大哭，
但生完气，向大家哈哈一笑，马
上又投入新一轮游戏中。”

“ 很多玩家都是独身一人
在城市求学或打拼，在孤独无
助时，狼人杀带来的陪伴和友
谊尤为珍贵。”
“ 达蒙”回忆，去
年台风“莎莉嘉”登陆时，多数
企业和学校放假避灾，好几个
玩家不愿独自在家面对风灾，
不约而同地在微信群里求组
局。于是他开着车，从农垦一

路到新埠岛，把玩家们接到俱
乐部里一起“杀”。
“ 玩是其次，
大家享受的是在暴风雨天相互
依靠的感觉。
”他说。
“十七岁”认为，谁也不知
道狼人杀还能火多久，会被什
么样的娱乐所取代，但对于都
市 人 来 说，享受当下岂不是正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