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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有色眼镜”，游戏变成全民娱乐

游戏是门好生意
□记者 邵洋洋

脱去“洪水猛兽”的外衣，游戏正成为全民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依附于游戏这一重要的
业态，众多游戏玩家、设备厂商等共同织就了火热的“游戏经济”。

>>电竞人才队伍扩大

“早期的这一批知名职业游
戏玩家，他们的成名，源于他们
在那个时候兴起的一批专业游
戏赛事上的惊艳表现。”游戏玩
家“wukey”是一名dota2的玩
家，作为一名网游爱好者，提起
早些年游戏界崛起的“大神”，他
兴趣盎然，这些人中，主要以

“SKY”李晓峰等人为代表，他们
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网络游戏界
的第一批中坚力量。

“SKY”李晓峰，被称为魔兽
“人皇”，2004年，成为war3选
手，2005年，获得ESWC电子
竞技世界杯殿军，他也是卫冕
WCG魔兽争霸项目的世界第
一人。直到 2015 年，他正式
宣布退出，转而走向了创业的
道路。

现如今，“盖哥”（众多游戏
玩家对李晓峰的称呼）已经在游
戏商业化的道路演绎新的精彩，
但在“wukey”等人的口中，这
个名为SKY的先锋人物，以及
他曾经给电竞游戏带来的众多
改变，仍让一些后来者总是无法
抑制地怀念。

“正是在SKY这批人的带
领下，电竞成为一项职业，并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游戏爱好者进
入这个行业，不少人还走上职业
玩家的道路。”“wukey”说，在
李晓峰这一批人开始崭露头角
的年代，游戏还被视作“洪水猛
兽”，被众多的家长、老师以及学
界、业界人士当作毒害青少年的

“电子海洛因”。
经过了多年发展，社会的眼

光早已开始改变，那些戴着有色
眼镜的人群，已经开始不得不重
新审视游戏这一越来越强大的
社会基因。电竞开始成为一门
热门专业进入越来越多的大学
课堂，而将体育类游戏带入奥运
会的呼声，也越来越强大。

在众多游戏爱好者看来，专
业游戏的玩家，除了在国际大赛
中登峰造极的那部分顶级选手，
更多的，则是像“wukey”这类
纯粹的游戏爱好者。“现在的电
竞游戏，已经基本‘脱敏’，演变
成为全民娱乐。”“wukey”认
为。

多个群体，不同层次的玩
家，彼此呼应，相携前行，让游戏
走到全民中间，成为大众娱乐中
的健康因子。

>>电竞设备品牌崛起

游戏玩家对于游戏体验的
需求也在不断地丰富，除了游戏
开发层面的体验，游戏玩家对于
游戏外设的体验需求，也变得越
来越急切，这也让电竞设备领域
成为商家“必争之地”。

较早在游戏外设领域发力
的，当数雷蛇等一批海外品牌，他
们主打中高端电竞设备，为众多游
戏玩家带来极佳的性能体验，也使
得他们在电竞市场崛起的当头，
通过提高性能、打造良好用户体
验的方式，迅速占领市场。

而传统的电脑设备厂商，也

在积极试水电竞设备这一细分
市场，华硕旗下的电竞品牌“玩
家国度”（Republic of Gam-
ers，简称“ROG”）便是如此。
据ROG玩家国度产品中心总监
乐可登介绍，玩家国度最初的规
划只是设计最好的主板、显卡产
品，但随着华硕笔记本电脑产品
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进步，为游
戏爱好者设计性能更佳的笔记
本电脑的想法也浮出水面。
2007年，首款使用ROG标识的
游戏笔记本电脑G70就此问世。

“ROG玩家国度从诞生开

始，就以服务玩家为己任，让玩
家可以享受更清晰、更真实的游
戏画面，不断引领着顶尖硬件的
发展方向，从主板开始，逐渐覆
盖到笔记本电脑、显卡、PC整机、
耳机、显示器……”乐可登说。

华硕此前已将此前ROG产
品线进行整合，将其作为华硕旗
下的独立电竞设备品牌来发
展。在研发电竞设备的同时，华
硕还通过签约顶级电竞选手的
方式，大力推广电竞赛事，助推
游戏的发展，借此打造ROG的
品牌形象。

>>游戏主播等职业兴起

与“SKY”李晓峰成长的足
迹有着很大不同的伍声，则是
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
高材生。虽然成名稍晚，但都
是从很小的年纪开始接触电竞
游戏，在伍声成名的年代里，电
脑的普及率已经有明显提高，
游戏玩家的视野也更开阔，但
生存的问题，依然摆在很多玩家
的面前。

“职业电竞选手，吃的都是
青春饭。”在“wukey”看来，在
高水平的电竞比赛中，考验的是
选手的综合能力，而这些能力，
需要选手体力、耐力、专注度、敏
捷程度等作为基础。“不论国内
还是国外，当职业的电竞选手无

法迈过年龄所带来的职业素质
下降这道门槛时，生存上的压力
便顺势而来。”

退役后的李晓峰，走上了创
业的道路，选择的领域仍然是自
己再熟悉不过的电竞设备行业，
他旗下的“钛度科技”也成为游
戏外设行业里的新生力量。除
了产品品质的吸引力之外，如果
说在这批愿意花钱购买李晓峰
公司的产品的人中，没有当年的
SKY粉，是不现实的。

而中国首个dota世界冠军
伍声退役后，则选择了另外一条
在目前看来无比火热的道路，开
淘宝店，做解说视频，转型电竞
主播，创建第三方电商服务平

台。2010年，伍声发布了自己
的第一个解说视频，解说的内容
也是自己无比熟悉的 dota 游
戏。到现在，“伍声2009”这个
ID，已经成为电竞直播界的流量
大户。借助于超强的流量，在节
目中植入自己的淘宝店，伍声走
出了一条职业玩家退役后转身
视频主播和淘宝店主的新路径。

游戏主播这个新兴的职业，
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玩家的选
择。不少直播平台签约一个知
名电竞主播，费用在数千万级
别。而在近期，屡屡曝出游戏主
播“改换门庭”引发纠纷的消息，
成为大众热点话题，也从侧面见
证了这个行业的荣辱兴衰。

□记者 李萍

9月16日，小米之家再次
迎来8店同时盛大开业，南阳
作为豫陕鄂区域性中心城市、
河南省域次中心城市也迎来了
这个互联网时代新零售的代表
作品——小米专卖店的落户。
今后，小米南阳建业凯旋广场
专卖店将扎根南阳，成为南阳
首家集形象展示、产品体验咨
询和承担销售功能为一体的零
售店，囊括了小米手机、小米笔
记本、小米电视、空气净化器、
电饭煲、扫地机器人、移动电
源、插线板等在内的几乎全系
小米产品。河南是人口大省，
也是米粉数量最多的省份之
一，小米南阳建业凯旋广场专
卖店开业当天就迎来了河南各
地米粉汇聚，它的开业将为南

阳米粉带来全新的购物体验环
境，也为一千多万南阳人民带
去诚意十足的科技感。

记者在开业现场注意到，
现 场 有 小 米 MIX2、小 米
Note3、小米6、小米5X、红米
Note5A 等爆款新机现货开
售，吸引了众多米粉的抢购。
小米南阳建业凯旋广场专卖店
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未来，小米
众多新品都将第一时间登陆
小米南阳建业凯旋广场专卖
店，与线上同步首发。“我们有
信心使小米南阳建业凯旋广
场专卖店成为受消费者欢迎
的小米门店，欢迎南阳米粉前
来交流体验最新最全的小米
产品，我们希望让每一个南阳
米粉都能够享受科技带来的
乐趣。”小米之家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推进新零售

小米专卖店落户南阳

□记者 邵洋洋

相约“世界骑行日”，倡导
文明绿色出行。9月17日，摩
拜单车携手共青团河南省委等
共同发起“骑行改变城市9·17
世界骑行日活动”。此举旨在
呼吁市民低碳出行，倡导绿色
新风尚，让郑州更美好。

9月13日，摩拜单车在北
京与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人
居署、世界自然基金会、世界
资源研究所等机构签订战略
合作谅解备忘录，倡议发起首
个世界骑行日，并在全球范围
内推动可持续交通体系的发
展。在 9 月 17 日“世界骑行
日”当天，摩拜单车在全球超
过 180个城市广泛开展绿色
出行活动，鼓励和吸引更多人
骑车出行，为建设低碳、绿色

城市添砖加瓦。
活动当天，共约200名青

年志愿者来到活动现场参加公
益骑行，用实际行动表达对郑
州城市环境与精神文明建设的
支持。骑行结束后，摩拜单车、
共青团河南省委、碧桂园龙城
以现场所有骑行者的个人名
义，向郑州惠济区厚德小学的
小朋友们捐赠 200个爱心书
包，以此帮助在校孩子们的学
习和生活。

据摩拜单车河南区负责人
朱涛介绍，以摩拜单车为代表
的智能共享单车的出现，逐渐
成为破解城市发展双刃剑难题
的重要推动力量。摩拜单车将
与城市管理部门一道，探讨规
范共享单车管理、科学完善城
市骑行基础设施建设，让城市
更美好。

携手共青团河南省委

摩拜倡导文明绿色出行

□记者 邵洋洋

9月16日，华硕ROG玩家
国度正式落户于郑州赛博数码
港店，为玩家们带来更专业的
游戏装备、更酷炫的体验环
境。ROG 玩家国度品牌自
2006年诞生以来，一直秉承只
为超越的精神，以玩家体验为
根本出发点，不断推出令人惊
叹的理念和创意，不断创造出
为玩家量身订制的设计和功
能，满足各种极限应用的需求。

在开业活动现场，漂亮的
模特们为大家展示了众多性能
超群的ROG笔记本。例如代

号为“冰刃”的GX501，顾名思
义这台电脑外观薄如冰片，性
能快如利刃。磅礴火力下的冷
静挑战，超薄电竞核武器。
GX501机身薄约16.9mm，搭
载 i7-7700HQ 处 理 器 和
NVIDIAGeForce-
GTX1080Max-Q 旗舰级显
卡，可谓是性能不凡；GX700是
一部相当令人瞩目的设备，它原
生配置液冷扩展坞，最大的亮点
就是随机附带的酷炫水冷模
块，可为GX700VO提供前所
未有的散热性能，以助其实现
超频（CPU、内容、显卡皆可超
频）状态下的稳定工作能力。

带来更专业的游戏装备

ROG玩家国度落户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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