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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致蒙古人民黨主席口信：願同蒙方加強抗疫交流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7 月 3 日，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向蒙古人民黨主
席、政府總理呼日勒蘇赫致口信。
習近平表示，中蒙是山水相連的友好鄰邦。新
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中蒙緊密開展抗疫合作，充
分體現出守望相助、共克時艱的深厚情誼。主席
先生高度評價中方為全球抗疫所作貢獻。中方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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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包括蒙古在內的世界各國加強抗疫交流合作，
共同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
我高興地看到，在蒙古人民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
界的共同努力下，蒙古疫情防控取得顯著成效，經
濟社會平穩發展，日前又順利舉行了議會選舉。
不久前，主席先生在中國共產黨成立 99 周年之
際專門給我來函，充分體現了你和蒙古人民黨對

為守護世界人民健康作出了巨大貢獻，我對此深
表欽佩。
近年來，在兩黨交流合作備忘錄框架內，蒙古
人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成功推動雙方各層級合作邁
上新台階，我對此感到高興。相信我們兩黨將進
一步鞏固合作成果，推動蒙中兩國關係不斷深化
發展，共同走向繁榮富強。

知名遊戲主播建言想嘗試轉行年輕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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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任芳頡
北京報道）受疫情影響，很多人因無法
出門玩起了遊戲，同時線上遊戲直播也
人氣急升。不少就業受挫的年輕人見
此，紛紛轉行當起了遊戲主播，除了可
以娛樂打發時間外，也希望通過直播增
加收入。嗶哩嗶哩（以下簡稱 B 站）知
名遊戲主播老騷豆腐坦言，從業四年來
的最高人氣就出現在疫情期間。「平時直播間人氣高峰
基本在 120 萬左右，今年最高人氣達到了 200 萬。」但
做主播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老騷豆腐表示，新人主
播如果沒人氣就沒收入。B 站另一位知名遊戲主播 OldBa1 也表示，做主播需要「熬得住」。

中蒙兩黨兩國關係的高度重視。中國共產黨願同
蒙古人民黨加強各層級各領域交流合作，引領中
蒙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取得更大發展，為地區和平
與繁榮作出應有貢獻。
呼日勒蘇赫在此前致習近平的信函中表示，在
中國共產黨的不懈努力下，中國成功抗擊新冠肺
炎疫情，不僅有力保護了本國人民健康安全，也

漲粉靠特色
入行需捱得
產業崛起迅速 人才需求急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任
芳頡 北京報道）5G 網絡、運算
法的支持下，直播領域產業鏈走
向成熟規範，直播行業逆勢崛起
迅速形成了巨大人才缺口，相關
崗位人才需求直線上升。根據智
聯招聘《2020 年春季直播產業人
才報告》數據顯示，受疫情影
響，疫情下直播行業招聘需求同
比逆勢上漲1.3倍。薪酬方面，今
年春節後一個月內，直播相關崗
位的平均招聘薪酬為9,845元人民

■遊戲主播老騷豆腐在直播。
情導致宅家看直播的人越來越多，主播的打賞
收入也水漲船高。「疫情時最高人氣到過 100
多萬，復工復產之後，影響了大概三分之一的人
氣。」OldBa1 表示，由於疫情，不少年輕人賦閒在
家，越來越多的粉絲向他諮詢「成為遊戲主播」的問
題。他認為，做主播一定要有獨特性，還要有運氣。
「並不是打打遊戲就能賺很多錢，在不影響自己工
作、學習和生活的情況下，有興趣的年輕人可以試試
看，但千萬不能想着漲粉。」他說，「要有一個單純
的出發點。」

疫

積極面對負評 自我調整心態
老騷豆腐也表示，有不少粉絲來向他「取經」。「遊
戲玩得好只是最基本的條件，還要多看書、自律、有特
色和魅力，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基礎，較好的表達能
力。而且，不少遊戲是沒有漢化的，所以英文也不能
差。」對於想涉足遊戲直播行業的年輕人，他建議，最
好先有自己的本職工作，不要把所有希望都壓在遊戲直
播上，一旦下定決心進入直播行業，就要耐得住寂寞，
堅持到底。「網上對你的各種評價都會隨着名氣增長而
來，要正確積極地面對，合理地轉化負面評價。」他
說，「做主播，自我調節能力要好。」
近年來，UZI、張大仙等遊戲主播們風生水起，年
入千萬甚至過億，讓一些愛玩遊戲的年輕人對遊戲直
播行業趨之若鶩，但真正踏入遊戲直播行業後，卻發
現並非那麼容易。

受訪者供圖
小幾千」。現在當上全職主播的他，堅持每天播 8 個
小時至 10 個小時，每年休息半月左右，粉絲量漲到
了80多萬。
「剛開始，直播間一個人都沒有。」老騷豆腐20歲
就進入直播行業，他表示，前三個月屬於主播的起步
階段，基本沒什麼人氣。「新人主播的收入只靠粉絲
刷禮物，沒有人氣就沒收入，很多人在播到兩三個月
看不到起色後就直接放棄了。」但他堅持了下來，直
播半年後順利與 B 站簽約。簽約後，通過官方推送以
及自身宣傳，他慢慢打開了粉絲渠道，第一年積累了
7 萬粉絲，第二年便漲到了 50 萬粉絲。遊戲直播成為
他的正式職業，到目前為止已積累了110多萬粉絲。
兩位受訪主播均表示，遊戲直播行業在未來一段時
間仍有火熱的前景。「現在是信息時代，手機不離
手，5G 等新技術會讓觀看直播更加便捷。」他們都
打算在做遊戲直播的同時，錄製一些遊戲類和生活類
的小視頻，多維度地利用網絡發展事業。

主播起步艱難 僅靠粉絲刷禮物
「熬得住」大概是每個遊戲主播都必須經歷的一
環。OldBa1 坦言，他之前從晚上 7 點播到凌晨 1 點，
連續播了兩三個月之後才開始有粉絲，「每個月漲粉

■遊戲主播OldBa1

受訪者供圖

幣/月，高於全行業平均水平。
B 站負責人表示，過去 B 站的
直播業務一直保持 100%左右的
同比增長，今年第一季度 B 站最
新財報顯示，B 站月均付費用戶
數同比提升 134%至 1,340 萬，一
定程度上要歸功於直播服務的付
費人數增加，帶動了增值服務的
增長。
疫情令遊戲跟直播行業呈井噴
式發展，也有人對遊戲直播的前
景持懷疑態度，認為遊戲直播熱

度會隨着疫情結束而呈斷崖式下
跌。對此，B 站負責人表示，遊
戲直播並非僅是疫情期間的內容
需求，隨着平台機制和主播運營
的不斷成熟，遊戲直播已經逐漸
成為用戶日常內容消費的一環。
「對於 B 站的遊戲主播來說，視
頻內容和直播互為助力，形成一
個更為完整的內容生態和粉絲粘
性閉環。依託於 B 站生態的直播
內容，也會直接享有 B 站生態的
成熟和擴大的紅利。」

直播不是「鐵飯碗」疫情結束再搵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
頡、朱燁 北京報道）實際上，年
入百萬、千萬的遊戲大主播並不
多，大部分都是比工薪階層高兩
三倍左右的中檔收入，而收入不
夠伙食費、連方便麵也買不起的
主播也不在少數。
因遊戲玩得好，辰星（化
名）經常會帶同學打遊戲。
「你遊戲玩得這麼好，為什麼
不去做主播呢？」經一位女同
學的提醒，辰星於去年底開始
在某直播平台上開始直播。今
年即將大學畢業的他表示，剛
開始堅持每晚播 3 小時，大概半
個月時間沒有一個觀眾。當時
就想直接放棄，然後找個地方
實習，但去年底趕上了疫情，
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就索性多
費些心思好好直播了。
有一天辰星打開貼吧，帖子裏
很多找遊戲代練的，他就去宣傳
自己，沒想到瞬間吸引了不少粉
絲。「當時感覺幸福來的太突然
了，他們都喊着讓我建一個粉絲
群，群建好不到 1 個小時，就已
滿200人。」
之後，他每晚直播粉絲群裏的
好友都會來捧場，直播間裏觀眾
從十幾、幾十，再到上百人，3

月份直播間人氣最高達過萬。但
人一多，帶上分就不能面面俱到
了，甚至開始有粉絲直接罵他是
騙子。

競爭壓力大 難分一杯羹
「覺得既無奈、又失落。」自
此，辰星慢慢開始厭惡直播。
「曾經想過把遊戲直播當成職
業，但現實比想像中困難得多。
等疫情徹底結束後，還是要找份
安安穩穩的工作。」
舞蹈專業畢業的曉軍（化名）
跟辰星差不多，疫情導致線下演
出活動幾乎全停。因直播受挫，

他關掉直播間做起王者榮耀遊戲
代練。「遊戲直播行業確實是一
塊巨大的蛋糕，但是現在做遊戲
直播、代練的人實在太多了，想
從中分得一杯羹十分不易。」曉
軍說，每月代練所得大約六百元
（人民幣，下同），競爭壓力
大，有時單子太少，收入不到兩
百元，連泡麵都吃不起。
此外，曉軍每天堅持抽出兩三
個小時練舞。「無論如何基本功
不能落下，直播、代練只能在特
殊時期過渡一下，不是長久之
計，待疫情徹底結束，我還是要
回到舞台。」

■曉軍雖然因線下演出活動幾乎全停做起遊戲代練，但是他也堅持
練舞，等待疫情結束回歸舞台。
受訪者供圖

首家第三方獨立真菌實驗室落戶廣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廣州吉利德-瑞查森聯合創新
中心 3 日在廣州國際生物島落成，該
創新中心由廣州開發區與世界 500 強
企業吉利德科學公司、全球領先的
真菌診斷檢測實驗室瑞查森醫學三
方聯合共建，是中國第一家第三方
獨立真菌實驗室（獨立於醫院、政
府等之外），填補中國侵襲性真菌
診斷檢測空白。針對真菌感染這一
全球難題，該中心計劃把全球最先
■廣州吉利德-瑞查森聯合創新中心於3日在廣州國際生物島落成。
受訪者供圖 進、成熟的診斷技術引入到廣州，

實現診斷試劑國產化。
真菌感染發病人數龐大，中國每年
發生深部真菌感染的患者約為 250 萬
人。新冠疫情期間，亦已發現多名新
冠肺炎患者合併肺部真菌疑似感染。
對此，該創新中心將整合國內外真菌
領域的創新技術和頂尖人才，打通從
預防、診斷到治療的深部真菌感染產
業鏈條，促進真菌感染相關創新藥物
和檢測技術從研發到臨床應用的產業
生態發展，填補國內相關技術空白，
制定中國真菌診療標準，打造中國在

該領域的世界級技術創新先鋒、轉移
孵化平台、人才培養基地。

擬將歐洲診斷試劑國產化
該中心還計劃把全球最先進、最成
熟的真菌診斷技術引進到廣州，將歐洲
頂級真菌實驗室採用的診斷試劑國產
化，籌建大灣區真菌研究院，推進中國
侵襲性真菌的診斷檢測指南、標準制
定，縮短中國與國際真菌診斷水平差
距，真正實現快速精準診斷，降低醫療
支出，惠及更多的病患。另外，該中心

與國內多家頂尖三甲醫院建立了多中心
臨床合作平台，將在公共衞生領域尤其
是真菌領域培養更多的創新創業人才。
「作為中國第一個獨立第三方真
菌實驗室，我們將運用國際標準的
系統性真菌檢測方法，為中國的臨
床醫生提供快速精準的診斷報告，
進而快速為病患提供治療方案。我
們將整合國際資源，建立國際間合
作，打造世界領先的真菌參比實驗
室。」 瑞查森醫學負責人馬克西
姆．瑞查森在視頻連線時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