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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体大二学生

汤同学进行现场电竞

解说。

荨

广体大一新生

罗同学在宿舍里打电

竞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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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高校也有了“电竞班”

广体今年开设电竞解说等3个专业方向，学生可根据兴趣自愿报名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晏文龙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开学季刚过，广州体育学院（下称“广体”）的师生

们就开始忙碌了起来。“我本来还想去试试电竞班，结

果只针对王者荣耀和英雄联盟这两款游戏。 ”广体大一

新生曹斯聪称，最近同学们都在考虑是否要报电竞班。

据了解， 今年广体分别开设三个与电竞相关的专业方

向：电竞解说、电竞运动管理和电竞心理与康复。 这使

广体成为继中国传媒大学、上海体育学院等学校之后，

又一开设电竞相关专业的高校。

今年， 广体首次尝试开设三

个与电子竞技相关的专业方向，

其中在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下设

电竞解说方向， 公共事业管理专

业下设电竞运动管理方向， 运动

康复专业下设电竞运动心理与康

复方向。 王同学目前已报名电竞

解说班， 她介绍，“课程的报名条

件就是兴趣， 大家选择的电竞解

说方向， 是在原专业课程的基础

上加上电竞相关知识的学习。 ”以

电竞解说方向的课程为例， 记者

在人才培养方案上看到， 必选课

程包括电竞技战术分析、 电竞文

化传播、电竞数据统计与分析等。

师资方面，王同学介绍，目前

没有职业从事电竞的老师，“主要

是广体毕业、 有硕士学位的老

师。 ”该校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吕

树庭介绍，“广体联合腾讯、KPL

（ 王者荣耀职业联赛）

相关人员组

成专家组， 从 160 名应届硕士毕

业生中挑选 3 名教师

（ 分别任职

电竞解说、电竞技战术、电竞数据

分析）

，后续将送往职业俱乐部进

行培训深造。 其他电竞理论课程，

全部由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或副

教授任课。 ”

据了解， 尽管电竞班的分班

名单还没公布， 但单独编班的信

息已得到多名同学的确认。 以电

竞解说班为例， 学生们将按照自

愿原则离开原班级组成播音 5

班，额定人数为 20~25 人。 王同学

说， 她现在已了解电竞解说班的

基本情况，“人数为 20 个人左右，

男女比例大概是 7:3，没想到还有

挺多女生。 ”

“到时候，我们的毕业证就是

原有的毕业证加上教务处开具的

证明， 证明我们在 4 年里学到这

些电竞相关知识。 ”王同学介绍，

在就业方面，“学校跟腾讯已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 会推荐学生前往

实习， 就业时腾讯还会对我们优

先选择。 ”

单独编班教学

男女比例7:3

“整个电竞行业都在起步当中。 ”

有过丰富电竞解说经验的“达人”陈昱

豪表示， 如果现在开启电竞相关的课

程， 还说不上是水到渠成，“我觉得

‘水’已经到了，但‘渠’可能还没有完

全建好。 ”

据了解， 陈昱豪曾解说全国高校

电子竞技联赛华南赛区总决赛等大小

赛事，在他看来，高校开设电竞解说课

程，“教会解说肯定没问题， 但解说效

果好不好，可能就见仁见智。因为现在

玩家和听众普遍会倾向于有深刻游戏

理解的人或职业玩家去解说， 原因在

于他们本身经历过

（ 游戏）

，所以他们

更清楚赛场上的下一个高潮点会何时

出现，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高度，很难

去反映当时选手们为什么这么做和这

么做的目的。 ”

对于高校设置电竞班， 陈昱豪更

希望学生能够学到解说之外与电竞相

关的技能，“现在电竞市场人才很稀

缺，但是一直得不到补充，本身喜欢电

竞的人可能更希望成为选手或者解

说， 但其实还有其他工种和职业需要

人才。 ”陈昱豪认为，电竞解说的位置

相对有限，“尽管现在有很多比赛，但

真正能够靠解说过日子的人少之又

少，据我了解，在广州基本没有只靠解

说

（ 生活）

的。 ”

广体体育传媒学院院长王晓东则

表示， 目前市场对电竞解说的需求量

非常大，行业的发展前景广阔。“电竞

行业的解说评论员都是通过市场自发

产生，就像电竞玩家投身解说，这种情

况下，电竞解说员的水平良莠不齐，会

带来很多负面的问题， 比如说解说低

俗化。 ”王晓东还认为，电竞解说总归

是属于大众传播的范畴， 出镜的解说

员应该具备一定的素质和要求， 所以

要设置门槛，“应该符合国家对出镜人

员的一些要求，包括政治要求、业务要

求等，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专业化培养

是培养高素质电竞解说人才的必由之

路。 ”

电竞人才稀缺 需专业化培养

“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电竞解

说。 ” 在广体大一新生罗译含的宿舍

里，一台 27 寸的台式电脑以及他的电

竞椅十分抢眼。仅凭这套“装备”，他早

已名声在外， 成了其他专业同学口中

的“电竞大神”。罗译含介绍，这台电脑

特意为电竞而准备，“我玩的游戏比较

多，像英雄联盟、‘吃鸡’、星际争霸、炉

石传说这些我都玩。 ”

在他看来， 玩电竞和做好电竞解

说，两者相辅相成，“成为电竞解说，可

能付出的努力会更多一点， 因为电竞

解说不仅只要求对游戏， 还要对解说

这项‘事业’有深刻的理解。 ”罗译含用

了“事业”这个词来形容电竞解说，他

并不认为电竞就是打游戏，“因为电竞

现在已成为一项电子运动。 ”

该校大二的学生汤韵文， 报名电

竞班是因为自己喜欢， 他认为，“要做

电竞解说，必须要玩游戏。 ”汤韵文表

示， 希望电竞班不仅仅有台前的解说

培训，还能在赛事运营、赛事研发、赛

事宣传等方面， 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培

养。

学生：“电竞是事业，而不是打游戏”

上海体育学院老师：

电竞行业

需要社会合作办学

对话

课程设置

行业现状

据了解， 上海体育学院于 2018 年

开设电竞解说专业， 今年已是第二年。

电竞相关专业如何培养？ 培养成效如

何？信息时报记者对话上海体育学院播

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负责人朱俊河，了解

电竞相关专业建设的“上体经验”。

问：电竞解说班如何招生？

朱俊河 ：

去年是单招的形式，设有

电竞解说项目，我们要看学生是否有潜

质。今年按照学生播音与主持艺术类考

试的统考成绩招生，再将录取的学生按

照兴趣分为电竞解说班和体育解说班。

2018 年电竞解说班是 21 人，2019 年是

13 人。

问：电竞解说班师资怎样？

朱俊河：

分为专业课老师和从事电

竞的职业老师，这些职业老师也想与学

校合作去带学生，他们也成立不少经纪

公司去推荐学生。这些职业老师有的是

打过电竞的退役运动员，有的办过电竞

相关的公司，有的还在解说电竞。 因为

电竞本身是一个社会化很强的项目，需

要社会合作办学。

问：电竞解说学生培养有什么困境？

朱俊河：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学生本

身，既要完成学校的教学任务，又要不

影响学业的情况下在专业领域实践，这

是非常难以把握的一个问题。 另外，还

在于对专业热爱程度的培养，有些学生

已经能解说一些比赛， 甚至签约公司，

但有些学生比较喜欢玩游戏，就不会往

传播服务类的方向努力，所以在一定程

度上会出现学生的分化。

问：电竞人才培养的效果如何？

朱俊河：

头一批孩子会分享到市场

的红利，机会比较多。 还没上电竞相关

的专业课时，大一就有五六个学生经常

解说比赛，有的已签约公司，有的已成

为官方解说，所以对他们的前景，我们

比较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