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望进入游戏业大公司

辛大伟
!"

岁 游戏

美工师

!""#

年
#

月! 毕业于
河南大学数学学院信息技

术专业!如果按专业特长!我可能要做一
辈子网管!做网站技术人员!可是我对这
样的人生有些不甘心!很想给自己另一种
可能"所以!进入游戏学院学习游戏开发!

一年的学习已经结束!眼下正在等待工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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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游戏公司招聘方式很感兴
趣!那么我就把自己的经历给大家分享一
下" 我应聘的是深圳悠游软件公司!因为
远在深圳!所以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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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公司投上
简历!不久就接到了公司发来的考题#$$

一张原画% 一般游戏类公司觉得应聘合
适!就会给你发一张原图!根据风格!色彩
明暗!把模型建出来"就是把

!,

变成生动
的

-,

效果!让这幅画更有真实感"如果公
司觉得你

$.

! 就会通知你直接去深圳面
试了!也有的会用视频方式进行面试"

游戏策划人员

用创造力& 想象力将游戏从无到有的
构思出来! 游戏策划人员要有丰富的文史
知识!从生活细节中捕捉灵感!还要掌握编
写游戏创意说明书&故事情节&游戏元素&

游戏任务等的设计原则和方法' 掌握游戏
策划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能够编写完整的
游戏策划案" 掌握游戏运营相关知识!能够
编写游戏活动策划案"

!就业方向" 各游戏开发公司游戏策
划!运营公司文案&媒介&活动策划" 各大门
户网站&游戏网站&播客类网站游戏编辑"

游戏美术设计人员

美术设计让游戏方案成为直观画面!

让游戏生动多彩&活灵活现" 游戏美术设计
人员需要掌握游戏角色制作& 游戏场景制

作&游戏动画制作&游戏特效制作&游戏像素
界面设计&游戏原画设计"

!就业方向" 游戏开发公司&游戏代理
公司&游戏外包公司&动漫公司&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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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计公司&手机及网络公司"

游戏程序设计人员

让游戏成为有思想&有灵魂的完整体"

程序就像大脑和神经系统! 控制着游戏进
程&运作" 游戏程序设计人员要熟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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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游戏中的逻辑'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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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游戏编
辑器和工具'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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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数学&人工智能&网络等知识!

开发完整的游戏
,&($

等"

!就业方向"客户端逻辑程序员&服务
器端逻辑程序员&工具开发程序员&引擎程
序员&架构工程师"

!""# ! $ " ! #

!!"""#$

!"#$%&'(

!"

$% &'( )$ *+, -. /0

%&'1"-#@:AB#CA"AD

走进最快乐职业

游戏 创意为王
文
#

本报记者 吴春一 图
#

本报记者 和来贵

游戏是文化领域和娱乐领域的交叉点" 业内人士刘鹏介绍!游戏从娱乐的因
素来说!尽量要轻松!从文化因素来说!可以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恶搞一下文
化"对整个社会来说!游戏对文化和教育都有很大的影响!它既有独立性!又有包容
性"

中国游戏起步比较晚! 而且人们对它的认识比较片面" 认为游戏就是不务正
业"随着游戏企业的崛起!人们对它的看法也改观了!它也可以成为大的产业!像日
韩一样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游戏业日益成熟的今天!网络游戏成为中国游戏业
的主流!手机游戏也成为新热点" 网络游戏作为一个新产品!已经逐渐走进人们的
生活中!游戏行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同动漫一起被列入国家创意文化产业"

背景

游戏产业正红火
!""#

年中国网络游戏用户数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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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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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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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网络游戏
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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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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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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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关产业(电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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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传统出版媒体业等) 的贡献也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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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亿元人民币% 虽然受经济危机影响!其
他行业传来降薪裁员的噩耗!游戏业界却出现
了一股人才需求的热浪!网易&盛大&金山等几
家国内知名的网络游戏巨头一致地选择在经
济形势最不好的时间展开大规模的招聘%

不久前国家相关部门披露了一份游戏行
业薪酬调查报告%报告中显示!在美国!游戏程
序员的平均年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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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游戏美术设
计师平均年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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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而游戏策划的平
均年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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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就目前来看!相比其他
行业薪酬大幅缩水的情况!游戏行业的收入趋
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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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游戏从业人员新人年薪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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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左右%

游戏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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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美工"游戏编程#哪个更吃香$

刘鹏*游戏美工的需要量更大!而成为
游戏编程人员!需要他的数学&逻辑基础比
较好! 成才也比较慢! 而美工成才更快一
些% 企业的美工和程序类人员需求比例可
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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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大&九城资深的游戏制
作人员年薪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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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优秀的游戏制作人
员年薪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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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业喜欢哪种专业人才$

刘鹏* 游戏企业的人才要求专业知识
扎实!有沟通能力&团队合作精神!还要有

很好的学习能力! 才能在工作中不断提高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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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适合去游戏学院学习$

晏杰*一般来说!来游戏学院的分为两
种!一种是对游戏感兴趣!希望进入这个行
业的年轻人! 游戏学院为他提供进入游戏
开发专业学习的机会% 另外一种是希望改
变就业现状的人!主要是提升他们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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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的年轻人学习更好!有健全的知
识结构和人生规划!学习的效果也会更好%

所以就学生年龄段来说!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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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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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都有!其中以

!@K!A

岁的年龄段最多%

解读最快乐职业

游戏新星

找到了奋斗的方向

张浩龙
!$

岁 游戏

程序专业在校生

我来自洛阳!初中毕
业干过很多工作!后来又
去上学!但是没上多久自
己又放弃了!后来就去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 今
年夏天!了解到郑州有游戏学院!我从上海来到
郑州!结束了年少时动荡&不安稳的状态!在这里
找到了奋斗的方向% 原先的我很喜欢玩游戏!学
了游戏开发以后反而不怎么玩了! 现在我能设
计一些益智类游戏! 每天沉浸在自己设计游戏
的乐趣里%

游戏培训师

游戏掌门人

游
戏
学
院
的
学
生
作
品

刘鹏 汇众益智游戏学院郑州校区

教学经理

长期从事游戏策划&游戏运营!有六年
游戏开发经历!曾在华彩&金山&目标等软
件从事游戏开发工作%

培训课程 更人性化

目前的游戏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可以说
是从汇众益智起步的! 这就是游戏学院职
业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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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以往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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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人性化的课程设计!充分体现了对游戏
设计初学者的关怀! 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给
予零基础学员良好的引导! 使学员轻松掌
握游戏设计与开发技能% 该课程体系以职
业技能为核心!注重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先
进性和规范性!突出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

特别注意了初&中&高级技能人才培养的衔
接% 整个课程体系包括游戏开发基础&游戏
美术设计&游戏程序开发&职业素质培养四
大版块! 有效地避免了某些培训机构单一
课程导致学员能力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的
问题% 学员通过对游戏美术设计和游戏程
序开发两种专业的自由选择! 进行系统的
专业课程学习和系列项目的实战训练!让
学员掌握游戏美术设计或游戏程序开发的
专业技能! 能够独立或以小组合作形式完
成完整的游戏美术设计或者网络游戏&手
机游戏程序开发%

晏杰 汇众益智游戏学院郑州校区

校长

多年平面媒体的从业经历!转行进入
游戏学院任郑州校区校长% 坚信+环境可
以改变人的行为! 教与学应该分开对待!

要用严格的校规和教学理念培养出合格
的职业人% ,

中国首家游戏学院

汇众益智游戏学院是中国首家专业
游戏培训机构!学院老师均为在游戏企业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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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的资深员工!对行业有清晰
的认识!技术指导上更直观% 游戏学院目
前已形成了全国具有

@"""

多家游戏企
业的用人企业网络!拥有国内首创的集游
戏专业人才实训就业和游戏产品研发为
一体的大连&北京&济南&无锡等游戏工
厂!为学员提供项目实训&商业项目开发&

就业推荐&创业扶持等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