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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宇翔（左）在
OMG实习期间与知
名电竞选手在一起。

A07民生2021年1月25日 星期一
编辑/曾梓民 美编/胡万元 校对/张郁文

扫
码
关
注
他
们

参
与
电
子
竞
技

肖宇翔，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2020届电子竞技毕业生， 这名
22岁的娄底伢子在实习期间就
去了上海，成为OMG电子竞技
俱乐部PUBG分部管理员。

“我们是湖南省第一届，一
共47人。”2020年5月，肖宇翔和
同学们一起跨出校园马上成了
抢手货， 基本上都在电竞相关
行业工作，其中有十多人去了上
海， 有一些直接进了专业俱乐
部。肖宇翔说，他们的薪资待遇
比一般大学生高出30%-40%，
“还是比较满意的。”

肖宇翔是典型的从爱好到
擅长的例子。 从最初单纯的爱
玩游戏， 到参与电竞赛事组织
策划， 再到看好整个行业的发

展，有主见的他说服父母，在高
考时选择了去高职学习电竞。
他所实习的OMG是国内一流的
电竞俱乐部，拿过众多国际电竞赛
事大奖， 他们的战队是数亿电竞
玩家心目中的“大神”。在这样的知
名俱乐部，肖宇翔的成长也很快。

“我的工作有点像明星经纪
人，要负责选手的饮食起居，安排
训练任务， 还要帮他们做职业规
划、形象包装，以及协助经理看合
同、签直播等，我觉得非常充实。实
习结束， 我又接到了华硕俱乐部
的offer，年后会去新的岗位。”

这名小伙子信心满满地表
示，有一天他要带着先进的管理
经验回湖南，“希望为家乡的电
竞发展做贡献。”

本报1月24日讯 随着新高考
适应性考试开考， 我省也正式进入
不分文理科的“新高考时代”。对于众
多考生而言， 昨日下午考完的数学
科目也非常关注。因为，从此次考试
开始将不再分科， 考生要如何适应
这些变化？今天，三湘都市报记者邀
请多位数学名师进行点评分析。

凸显选拔性
注重数学核心素养

“这次数学模拟演练试卷命题
高度体现了新高考改革的‘一核四
层四翼’,知识覆盖面广、综合性强、
创新点多，注重问题解答技能、数学
思想方法和数学核心素养， 充分展
示数学的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长
沙市实验中学数学高级教师、 长沙
市卓越教师彭本辉认为， 此次适应
性考试数学命题从过去的“知识立
意、能力立意”转变为“价值引领、素
养导向、能力为重、知识为基”，凸显
了试卷的选拔性， 对后段复习备考
具有很好的导向作用。

那么此次考卷有何新的特点及
变化？彭本辉表示，主要是多选题评
分规则的改变， 这与2020年高考Ⅰ
卷相比多选题由原来部分选对得3
分改为选对得2分,减少了考生得分
的投机性；不再画“重点”,增大了知
识的覆盖面；与高等数学多点衔接，
为高等数学学习做好铺垫； 同时出
现了新型试题，如逻辑推理题、结论
开放性试题， 进一步明确逻辑推理
素养的重要性和数学知识积累的必
要性； 另外还体现了跨学科知识的
融合，加强了学科知识之间的渗透。

对教师而言， 要在教学中发气
力选取最具典型性和有研究价值的
试题，进行一题多解，扩大知识覆盖
面，优化解题方法，提高解题技能，让
学生理解数学知识的本质，做到“心

中有粮就不慌”。“要重视数学思想与
方法的渗透和运用，特别是要坚持在
解题后进行反思。”

更侧重能力与运用
贴近生活情景

长沙市明达中学副校长、明达中
学教科院院长、中学数学高级教师张
雪林认为，试卷对知识的考查方式更
侧重能力与运用，考点内容呈现形式
多样，题型、语言表述丰富生动，更贴
近生活情景。

张雪林指出，填空题出现了不定
答案填空，突出考查学生对周期和奇
函数的理解深度，从过去的定式定法
题转变成开放应用型。而且解析几何
题考了双曲线、 填空题涉及圆台。在
立体几何大题上， 是妥妥的新定义
题，不会阅读理解的孩子恐怕难以适
应，因为涉及范围广，情景题多。

由于取消文理分科， 所有考生
“同答一张数学试卷”的局面，对于部
分害怕数学的考生来说难度有增加。
张雪林建议考生务必重视基础题，即
知识点涉及相对单一，题型和语言表
述相对常规的题， 反复训练， 直到
“会、准、熟”；加强数形结合、分类讨
论、 概率统计等五大数学思想的渗
透，不能只刷题而不思考，不能只犯
错而不总结在哪犯错；对基础知识公
式定理要默写过关、反复训练，同时
要加强新题型的训练， 如数学文化
题、结构不良题、开放性题、简单地自
主命题等，一题带多题，发散再回归。

在后续复习中，张雪林还建议考
生要注重核心素养渗透；注重阅读理
解能力的培养；同时要更注重对知识
本身理解的完善，要打破以前的固定
题型，从多方面去考查对知识的理解
和应用；注重数学知识在生活中的应
用举例，专门强化训练。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实习生 林心滢

“我们是从业人员，真不是‘玩游戏的’”
湖南首批电竞专业学生毕业，这批“正规军”修炼得怎样，就业情况如何

“我们这个专业，真的不是玩游戏的。”自从
三年前选择了电竞专业， 肖宇翔几乎每次与陌
生人见面，都要解释一番。

2017年被称为中国电竞教育元年，包括中
国传媒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在内的多
所高校开设了与电竞相关专业。2018年， 湖南
体育职业学院也首开“电子竞技”专业（高职）。
三年后，湖南首批电竞专业学生毕业。作为电子
竞技行业的第一批“正规军”，这些毕业生目前
的就业情况如何？近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多
名电竞专业毕业生， 了解他们的成长轨迹。（扫
报眉二维码，看他们参与电竞视频）

数学不分文理，这些变化要知晓
本报邀名师点评新高考适应性考试命题

【故事一】 他实习就去了顶级俱乐部

毛均是湖南体育
职业学院电子竞技运
动与管理专业带头人，
也是湖南璀璨电竞俱
乐部总监。 他透露，
2020届电竞专业的就
业率为92%， 但其实可
以更好，“如果不是疫
情的原因，这个行业应
该是在2020年要出现
井喷的。”

“我的理解是，电
竞专业的学生是电竞
文化的传播者。” 毛均
说，电子竞技是一门交
叉学科， 融合了体育 、
艺术、金融、管理与计
算机五大板块，“这其
中任何一个板块自身
有所发展，就会对电竞
行业产生影响。”

毛均介绍，从2017
年至今，学校每年的电
竞专业都在招生，2018
年，湖南大众传媒职业
技术学院也开设了相
关专业，这些专业人才
的输出会给整个行业
带来新兴的力量。“当
然， 和其他产业一样，
电竞还是一个初生产
业，发展目前仍然面临
诸多挑战，相关的政策
标准还没跟上步伐，不
过，只要我们处于这个
网络时代，就离不开电
子产品，电子竞技未来
一定是主导市场发展
的新型产业。”

■记者 郭辉
图 视频 何佳洁 王珏

赛事训练、 策划、 赛事管
理、赛事导播、电子竞技解说、
用户行为分析、游戏数据分析，
甚至是电竞主题酒店的管理
……事实上， 每个电竞专业的
同学都在强调： 我们是从业人
员，真的不是社会上误以为“玩
游戏的”。

电子竞技是指电子游戏比
赛达到“竞技”层面的活动。电
子竞技运动就是利用电子设备
作为运动器械进行的、 人与人
之间的智力对抗运动。 相关数
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中国电
子竞技用户已超过4.8亿人，电
竞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为
719.36亿元，同比增长54.69%。

前职业选手李阁目前在湖
南体育职业学院任外聘老师，
同时也是湖南璀璨电竞俱乐部

高级讲师。他说，即使是电竞从
业者， 真正成为职业选手的不
到5%， 而普通玩家的比例可能
是十万分之一。 但从业人员就
不一样了。比如，他所在的这家
电竞俱乐部正是校企共建的，学
生们在学校上公共课， 企业则在
此提供专业知识和实习就业岗
位，因此，学生们上手非常快。

“以前在俱乐部的时候，感
受不到社会对我们这个行业的
看法，现在当了老师，经常要和
学生家长交流。我告诉他们，电
子竞技是一项正式的体育项
目， 我们专业的目标主要还是
围绕赛事本身和周边产业，为
行业输送专业技能强的基层就
业人员，这个需求是巨大的。”他
认为， 消除社会对电竞行业的
偏见，也是从业者的责任之一。

消除社会偏见还要做很多事

有去北上广的，也有留在长
沙的。 蒋睿是肖宇翔的同学，班
上仅有的两名女生之一，毕业后
就在湖南璀璨电竞俱乐部实习，
随后去了一家电竞馆做文案策
划。“我的工作就是策划比赛和
活动，包括招募队伍、赛事执行，
甚至裁判和解说我也参与，我特
别喜欢这份工作。”

不过，因为疫情原因，电竞馆

在2020年关门了， 蒋睿去了一家
餐饮机构做HR（人力资源管理人
员），但她的“电竞梦”没有灭。

“我的同学中有些做主播，有
些在做电竞自媒体, 也有去大俱
乐部做管理的，都做得非常好。其
实，电竞行业的人才缺口非常大，
最近人社部颁布‘电子竞技运营
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我准备去报
个班，还是要回到电竞这个行业。”

【故事二】 女HR的电竞梦

“我们是电竞文化
的传播者”

电竞专业的学生们在电竞俱乐部学习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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