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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爱不释手”

美国学者简·麦戈尼格尔在其《游戏改变
世界》 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大约 3000
年前，在小亚细亚一个叫吕底亚的地方，有
一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饥荒。到了第二
年，局面并未好转，于是吕底亚人发明了一
种奇怪的办法来解决饥荒问题。他们先用一
整天来玩游戏，不吃不喝；接下来的一天，
他们吃东西，克制玩游戏。依靠这一做法，
他们一熬就是18年，其间发明了骰子、抓子
儿、球以及其他所有常见游戏。

这个故事的真伪待考，但揭示了游戏的
部分本质——专注、忘我和团结协作。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游戏击
中了很多人心目中对幸福的定义，不仅让很
多人得以打法无聊的时间、疏泄对社会转型
的愤懑和无措，而且成为培养团队精神、联
络朋友感情的桥梁。

“玩游戏让时间过得很快。”老家在山东
省的张玲现在在贵州省贵阳市一家私企做白
领，这些天下班后她很喜欢上一款名叫“开
心消消乐”的游戏。“我很宅，没什么朋友，
有时候很想家。这个游戏不用费什么脑筋，
效果也很炫酷，让我玩起来很专注。”如今，
为了开启某个关卡，她会选择花钱买道具。

“毕竟玩了这么久，删了还挺舍不得的。”
随着人们业余时间的碎片化，近年来，

游戏行业在带动就业、促进消费、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此前发布的

《2016 中国游戏行业年度报告》 显示，今年
中国游戏行业备案的网络游戏达8000个，预
计全年营收将达 1671.7 亿元，同比增长将达
25.6%。截至今年6月，中国网络游戏用户达
3.91亿，占整体网民的55.1%。也就是说，一
半多的网民都玩过网络游戏。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团队投身
游戏领域，游戏产品的数量不断攀升，市场
竞争也日益加剧，一些抢上线周期、粗制滥
造的游戏开始大肆圈钱，背离网络游戏的本
义。微软大中华区高级副总裁谢恩伟认为，
游戏行业的发展应该注重对玩家价值观的塑
造、人群社交聚会等娱乐功能的开发。

“很多老的网络游戏在这方面做得很不
错。”现在在北京一家媒体做记者的黄俊很怀
念大学时那段和室友一起玩枪战游戏CS和对
战游戏 DOTA 的时光。“那时候到了晚上，
男生几个宿舍都会联网对战，玩得多了感情
就深了，成了兄弟。”黄俊说，虽然现在大家
工作内容和地点不同，但到了周末，只要在
微信群里招呼一声，都能组队玩几局。

“现在工作压力都很大，大家聚在一起玩
游戏其实只是为了放松一下，输赢倒在其
次；有时还能互相帮着解决生活或工作中的
一些难题。我想这就是网络游戏倡导的团队
协作精神和团结品格。”黄俊说，现在，这些
游戏已经成为朋友间联络、维系感情的纽带。

观者“侧目而视”

今年 8 月以来，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平
阳两县多个乡镇的摩托车、电动车及电瓶频
频被盗，弄得当地居民人心惶惶。当地公安
干警循线追踪，终于在最近逮住了嫌犯。让
他们惊讶的是，他们竟然是 4个还不满 18岁

孩子；盗窃的原因也很简单，为了购买一款
网络游戏中的装备。

这样的案例近年来时常见诸报端。学习
成绩下降、离家出走、为筹网费偷窃抢劫甚
至弑亲……青少年由于沉迷网络游戏而造成
的不良后果，已经引发社会担忧。

接触网络游戏时间过早，是很多青少年
沉迷其中的重要原因。中国少先队事业发展
中心等单位今年发布的“第八次中国未成年
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报告”显示，91.9%的
未成年人有使用互联网的经历，玩网络游戏

（包括手机上网） 的比例占到26.9%。
“现在的很多网络游戏就是‘精神毒品’，

衣着暴露、语言低俗、画面也很血腥。”“80后”
妈妈王女士如今有一个5岁多的儿子，为了让
孩子免受不良网络游戏的影响，她决定亲自为
孩子挑选一些“绿色游戏”。让她苦恼的是，

“挑了半天也没挑到一个”。
“当前国内的网游市场仍以成人游戏居

多。”中国青年网此前发布的《第6次中国游
戏绿色度测评统计报告》 显示，测评的 1250
款游戏中，成人游戏有 935 款，占总测评游
戏比例 74.8%。不少网络、手机游戏频打色
情、暴力擦边球，并以此为噱头进行营销。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网络游戏看似清新
卡通，实际却存在着博彩泛滥、花费过高、
防沉迷系统不完善、故意制造玩家仇恨、肆
意传播钱权至上价值观等问题，而这些隐藏
在游戏内部的不良设置很难被家长发现，也
成为影响孩子们身心健康的隐患。

有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在对网络游戏的
很多管理措施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同时，
对网络游戏的内容缺乏严格的等级分级、审
查标准和统一处罚标准，使一些不法商人有
恃无恐。

监管“抓铁有痕”

在刚刚落幕的 2016 中国游戏行业年会
上，国内各家游戏制造商、平台发布了一份
行业自律倡议。倡议说，游戏企业肩负起教
育人、鼓舞人、熏陶人、塑造人的社会责
任，致力于开发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
有品质的优秀产品，推动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的传播。同时，游戏企业要积极探索将游戏
与教育、医疗、安全、环保、科普等领域结

合，加快研发适合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用
户群体的游戏产品。

然而，如何让这样一份行业倡议真正变
成网络游戏行业的“军令状”？靠自律恐怕远
远不够，还需要强有力的监管和各类有益的
探索和实践。

监管须“抓铁有痕”。针对不合规范的网
络游戏，文化部等部门已经接连发布通知进
行监管、查处。12 月 1 日，文化部出台 《关
于规范网络游戏运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
的通知》，对如何更好地发挥家庭、社会、企

业和政府在保护未成年人健康“网游”方面
作出明确规定。

例如，针对一些玩网络游戏的孩子不断
充钱买装备、有的甚至盗用家长银行卡和密
码偷偷消费的情况，《通知》 表示，“提倡企
业针对未成年用户设置消费限额、限定游戏
时间，并采取措施屏蔽不适宜未成年用户的
场景和功能”。

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星水
认为，应尽快完善互联网管理法律制度，形
成以法律法规、行政监督、行业自律和技术
保障为核心的管理体制，规范网络游戏运作。

“政府要多提倡绿色网络游戏的引进和开
发，强调游戏内容和形式的健康，鼓励在游
戏中通过设置疲劳度限制游戏时间。”张星水
建议，应该将团队合作、精神道德、公平公
正等因素作为网络游戏的上线门槛，“不合要
求，一票否决”。

此外，引导网络游戏行业健康发展更需
要从完善行业链条的角度来通盘考虑。

近日，一张名为“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体
育系电竞班 《英雄联盟》（一款电竞游戏名
字） 科目”的期中考试试卷火了。人们热
议：“打游戏也能成为专业？”

这源于今年 9 月，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司发布《关于做好2017年高等职业学
校拟招生专业申报工作的通知》，“电子竞技
运动与管理”成为增补专业之一。不久后，
内蒙古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开设全国首个电竞
专业。

目前，中国网络游戏行业产值巨大，但
并没有规范的行业标准，也没有清晰的产业
的规划。在这种情况下，引导电竞玩家打好
进入这个行业的专业基础，的确是将网络游
戏社会化、产业化发展与职业教育融合的一
种有益尝试。

“中国游戏产业存在的问题终归来说是人
的问题。”张星水说，只有监管好从游戏开
发、发行到运行链条上的人，让他们不逾
矩、不越位、有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网
络游戏“不止于玩”的问题。

天堂、劲舞团、跑跑卡丁车、泡泡堂、剑灵……
很轻松就能列举出一些经典的来自韩国的游戏。韩国
游戏产业自20世纪70年代起进入启蒙期，经历了外国
产品进入及国产游戏开发、外国产品本土化、设立国产
游戏公司，从开发国产单机游戏到网络游戏，再到国际
化等不同阶段。在国家政策支持、企业努力、国民认可
的基础上，韩国企业短期内从美国、日本、欧洲等游戏发
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游戏产业市场中脱颖而出。

政策全方位支持

自 2001 年开始，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每年发布

“韩国游戏产业白皮书”，举办各种研究论坛，为游戏
企业提供海内外游戏产业相关信息。为帮助韩国企业
走向海外，韩国政府每年都支持韩国中小游戏企业参
加海外各种游戏展览，所有费用均由政府承担。

有关统计显示，游戏产业的海外出口额占到韩国
文化产业出口额的 50%以上，是韩国文化产业进军海
外的主力军。资料显示，2015 年，韩国政府划拨约 77
亿韩元资金用于支持相关企业海外项目的发展，这
笔资金被用于推动手机游戏全球发行、建设游戏全
球服务平台以及在韩国国内外举办游戏产品出口协商
会等。

自2008年逐渐兴起的“功能性游戏”持续受到韩
国政府重视，在政府的支持下，一大批韩国“功能性
游戏”得以诞生，内容从英语教育、文化知识普
及 、 健 康 、 大 脑 开 发 到 国 防 等 各 个 方 面 。 2015
年，韩国政府将划拨约 13 亿韩元用于支持这一领
域持续发展，相关企业不论规模大小都可以申请
支援资金，所开发的游戏主题也没有特别的设定，门
槛较低。

人才专业化培养

韩国游戏人才的培养最早始于1996年，2000年以
后逐步实现正规化。经过1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从高
中到研究生院的多层次游戏人才培养体系。开设游戏
相关课程的正规教育机构包括高中（游戏高中/专门学
校）、大学 （专门/一般/网络） 和研究生院。统计资料
显示，截止到2012年，韩国游戏教育机构包括高中6
个，专门大学28个，一般大学28个，网络大学4个，
研究生院9个。游戏人才教育机构中，高中学校数量稳
定，专门大学及网络大学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一般大
学及研究生院则呈现数量上升的趋势。韩国游戏人才
教育机构呈现出整体水平提高，向培养游戏产业高层
次人才发展的趋势。

韩国游戏人才培养体系具有以下3方面特征。首
先，橄榄球型游戏人才教育体系中的教育机构各具特
色，各类教育机构培养的游戏人才可以满足游戏企业
对不同层次的人才需求。

其次，重视游戏专家资格证的考试，分为游戏策
划专家资格证、游戏特效专家资格证和游戏编程专家
资格证；最后，积极促进产学合作，几乎每个游戏教
育机构都有产学合作项目，各种游戏人才培养机构不
仅与企业进行合作，与其他学校也有合作。

韩国游戏从业人员呈现学历高、年轻化的特点。
其中大学学历的占 66.1%，从业人员中 30—39岁的占
57.5%，他们通常拥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

产业个性化发展

近年来，韩国鼓励游戏产业创业及首都圈外的地
方游戏产业发展。游戏产业领域，初创阶段的企业面
临很多发展困境，为了保证产业后备力量的不断涌
现，政府将为初创阶段的企业提供产品制作所需的基
础，并为相关企业提供人员教育、业务咨询等服务。
2015 年，韩国政府首次提出发展地方游戏产业的计
划，并针对不同地区的特点，设定了游戏产业相关的
发展方案，如大邱庆尚北道圈发展“国际化游戏产
业”、釜山庆尚南道圈发展“融合型游戏产业”、全罗
北道圈则发展“功能性游戏”，为此，政府将划拨 70
亿韩元资金。

作为一名还算资深的游戏玩家，我常常
面对这样的“嘲讽”：都多大年纪了还玩游
戏，当自己是小学生吗？

不玩游戏、不接触游戏行业的人，似乎
很难理解网游的火爆。事实上，游戏产业早已
不是当年的“超级玛丽”“魂斗罗”，也不仅是茶
余饭后的玩乐。由于与互联网和科技行业直
接相关，游戏产业往往成为最新技术成果的试
验田。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超高
清技术等，都使游戏产业不断焕发生机。据统

计，美国的高频游戏玩家，平均年龄“高达”38
岁，足见“活到老、玩到老”的魅力。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游戏
行业曾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由于社会对
游戏的认知偏差，“游戏是电子海洛因”的观
念一度流行，再加上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让
盗版游戏大行其道，严重窒碍了游戏产业在
中国的落地和发展。

现在来看，游戏产业在中国的复兴、网
游的风靡，其实蓄积了不小的能量。无论是
国内外的行业从业者，还是普通的玩家，都在
追赶这一波的游戏浪潮。有机构预测，今年
中国网游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671亿元。做个
比较的话，已经和电影产业的规模差不多。

更励志的是，电子竞技成为了体育项目，
“打游戏”也成了一门职业。很多中国战队在
国际比赛中争金夺银，五星红旗高高飘起，让
年轻玩家感受到了游戏带来的正能量。

理性地理解和分析网游，当然应当看到
它的本质属性。不只是盯着电脑点鼠标、敲
键盘，网游也是一门技术活，更是一项蓬勃
的产业。在此基础上，审视由网游引发的社
会问题，或许更有说服力。

游戏本身没有原罪，那为何不少青少年
沉溺网游引发严重问题？我想，这与目前的
网游生态有关。

其一，网游在内容上缺少规范。由于市
场的繁荣，网游产业的投入和产出并不平
衡，一旦有热门游戏推出，山寨者就会蜂拥
而至。网游质量参差不齐，低质游戏甚至赌
博、色情类网游屡见不鲜。心智尚不成熟的
青少年一旦沉溺其中，难免引发问题。因此，
如何建立“良币驱逐劣币”的机制，戳破网游
市场的泡沫，是解决网游乱象的关键所在。

其二，网游在运营上缺乏监管。玩过网
游的玩家都知道，到了一定阶段，“氪金”（花

钱）几乎是“必经之路”。瞅准了商机，不少
运营商放弃了对游戏内容质量的追求，而是
把圈钱作为唯一标准，让不少青少年掉进了
无底洞。与此同时，有的网游运营者放松未
成年人的准入、时间、消费限制。对此，相关
部门仍以事后处罚居多，缺乏事前审查和运
营过程中的监管。

作为老玩家，我还有一点忧虑。越来越
多的中国游戏公司将目光投向了网游这一
投入产出更快的领域。而在更能体现游戏
制作能力和科技水准的单机游戏上，却鲜有
人涉足。我想，这既是源于盗版问题难以根
除，也是资本逐利的必然结果。希望中国游
戏产业能够在健康、法治的环境下健康成
长，成为繁荣文化产业的一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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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晚上，罗普 （化
名） 都会梦见死去的父亲对他
大喊：“儿子争口气啊，好好上
学，不要去网吧打游戏了。”因
为痴迷网络游戏，从 15 岁开
始，他经常通宵在网吧练级。

如今已23岁的罗普辗转北
京多个网吧，从事网管、游戏
代练等工作，单身、无房，对
未来充满迷茫。他说：“或许父
亲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

这是罗普的故事，也是很
多痴迷网络游戏并梦想以此为
职业的人的故事。在如今这个

注意力越来越稀缺的时代，网
络游戏培养了一代代忠实用
户，造就了一个个上市公司，
同时也毁掉了很多家庭对孩子
未来的梦想。

作为极具增长潜力和创新
活力的社会文化领域之一，网
络游戏事关青 少 年 价 值 观 塑
造、事关千万家庭对下一代
的 期 盼 ，如 何 摆 脱“ 精 神 毒
品 ”的 指 责 ？ 如 何“ 不 止 于
玩、寓教于乐”？这不仅考验
着局中人的良心，也考验着相
关部门的决心。

营造健康生态是关键
刘 峣

韩国游戏产业凭什么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本报记者 王 萌

《跑跑卡丁车》海报

他山之石

网络游戏主播“安德罗妮”在上海的家中进行直播。 新华社记者李 文摄网络游戏主播“安德罗妮”在上海的家中进行直播。 新华社记者李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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