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皆男，哔哩哔哩直播平台（以
下简称 B 站）网络红人，B 站百大
UP 主 。 粉 丝 数 238.2 万 ，获 赞 数
925.5万，播放数 4.7亿，他的观众很
多；“王老菊”“董事长”……他的称
号很多，梗很多。虽然这位 1991 年
出生的崇明小伙已经到了人生的而
立之年，可观看他制作的游戏视频，
与他交流，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热
爱游戏的大男孩。

“我喜欢王老菊，因为他是一个
纯粹的玩家。”有粉丝这样称赞施
皆男。

在城桥镇生活长大，施皆男觉
得自己的父母还算开明，只要学习
成绩过得去，并不会干涉过多。与
同龄人一样，施皆男从小开始玩游
戏。说在“玩”，不如说在“看”。和
表哥一起到同学家玩，施皆男是其
中年龄最小的孩子，他基本杵在一
旁，伸头看着。

作为旁观者，施皆男的话挺多，
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问出各种各样
的问题。“这是什么道具？”“这个角
色干什么用的？”年长的伙伴当然不
可能事无巨细地一一告知，很多要
靠施皆男自己去理解思考。

这样一种“局外人”的体验，给
了施皆男一个独特的切入视角。“观
众在初次接触一款未知的游戏时，
他会想知道什么？在意什么？怎样
的玩法最吸引人？”很多后来制作游
戏视频的想法可能就此萌芽。

进入大学后，拥有更多自己时
间的施皆男一头扎进了游戏的世
界。从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制药毕
业，施皆男进了一家医疗器械公
司。白天是兢兢业业的上班族，下
班回家，游戏便是放松自己的方
式。施皆男渐渐开始制作一些游
戏视频放到网上。起步阶段比较
冷清，但随着一个个视频不断更
新，观众慢慢多了起来。

玩过上千款游戏，施皆男特别

钟情于其中一款名为《黑暗之魂》的游
戏。在那款游戏中，所有的流程完全
靠玩家自行探索，赋予玩家极大的自
由度，又非常容易“死亡”。在失败的
过程中，玩家不断受锤炼，再不断挑战
自己向前进。

生活也是一个“不断受锤”的过
程，可有些人注定生猛。2014 年底，
施皆男做了一个决定：辞职做全职的
UP主。

“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王老
菊……”开场白一如既往。施皆男觉得
自己和观看视频的人是朋友关系，对于
游戏的朴素热爱让大家聚在一起。“只
求同好，不问浮名。”这句个性签名施皆
男用了好多年，代表了他的态度。

游戏视频有两种，一种是将自己
整个过程原封不动地录制下来，还有
一种是做攻略，教科书式地打通关。
施皆男一开始学别人做攻略，反响寥
寥，后来“随便做了个自己瞎玩的”，
观众反倒觉得特别有趣。从那时他
就意识到，一个视频不必做得特别完
整，但要有趣。“我做的内容介于两者
之间，既不是原始状态，也不呈现最
优教程。”

施 皆 男 的 视 频 中 ，会 诞 生 各 种

令人捧腹的“笑点”，这些基本都是
自然而然。他在游戏中并不是一个
循规蹈矩的人，经常会尝试一些独
特的玩法，另辟蹊径。不走寻常路
便会犯错，笑点也由此而生。在施
皆男看来，失误、受伤也是游戏的一
环。“你可以通过不断练习达到毫发
无伤通关的水平，但这并不是观众
最想看的。”

“老菊的视频是我刷碗时的背景
音乐。”“老菊的视频伴我入眠。”施皆
男做过一个统计，发现在自己的观众
里，海外留学生出人意料得多，大大超
过了自己的预期。“我也不太能解释为
什么，顺其自然吧。”施皆男说。

“观众知道自己要什么。”施皆男
把这种选择类比成“直男看美女”：没
有很多理由，一接触就知道喜不喜
欢。“这是一个趋向于精细分类，专注
垂直领域的传播时代。我希望把视
频做得好玩、有趣一点，关键是不要
做作。”

对自己做全职 UP 主的选择，父
母也从一开始的不理解转为支持。有
一回，施皆男做了些周边，放在网上零
售。自己包装、自己快递、自己填地
址，给买家发货。发着发着一看，怎么
有个地址那么眼熟，再一看名字，忍不
住笑：“这地址不是我家吗？这买家不
是我妈吗？”

成为一个优秀的游戏视频作者
并没有让施皆男止步，他心中还有
更大的梦想。

2019 年，施皆男宣布组建自己
的团队，开发一款游戏。“这家新的
游戏公司将由我全资投入，开发团
队也将是一个年轻的团队。开发游
戏是个很艰难的过程，可能要持续
一两年以上，抑或更久。开发的成
本也会耗费数百万。或许这款游戏
未必会最终成功，但这是我作为一
个游戏人的夙愿。”微博上发声之
后，施皆男马上付诸行动。

从头开始做游戏很难。“有时
候，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做到的一个
高度，其实是前辈很早就达到的。”
尽管如此，施皆男并不沮丧，他说，

“还是要自己动手，在此过程中经历
的种种都是必要的、无法省略的。”
今年年底，施皆男开发的独立游戏
就将登录上线。

“这些年，我从一个稚嫩的游戏
爱好者，变得逐渐成熟，游戏对我来
说已经不只是爱好，更成为了工作
生活的一部分。”创业很辛苦，但施
皆男仍保持游戏视频的更新。“现在
更新视频带有一种使命感，毕竟有
这么多观众嘛！”

看待世界，施皆男带有工科生
的思维。在与人交流时，他希望对
方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
也喜欢感性的事物，小提琴是他钟
爱的乐器。“你看，小提琴不像钢琴
一样有键位，也不像吉他一样有品
格划分，需要在一根弦上凭借自己
的感觉奏出音乐。”没有那么多条条
框框，按自己内心的理解不做作，便
是施皆男喜欢的表达方式。

“终为声名累，褒贬皆嘈杂。”多
年后，施皆男的微信签名是这句。不
难看出，他其实挺清醒。“不为浮名”，
无法阻止“声名”主动找上门，去除杂
音，才能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

从兴趣出发，以热爱为翼，穿过
嘈杂的外部世界，终究会到达哪里？
这个崇明大男孩的故事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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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台空调失窃
竟是管理人员监守自盗

纯粹的玩家纯粹的玩家

□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陈卫国

施皆男:我的“游戏人生”

不做作的不做作的UPUP主主

▲ 小选手蓄势待发（图片由“运动崇明”微信公众号提供）

自己做游戏自己做游戏

夫妻互扶持
敬业勇担当

□ 记者 施昊豪

三人因盗窃被
警方刑事拘留

□ 记者 姚红梅

两条申崇线新增临时下客点

□ 长兴镇

空调除湿模式
比制冷模式省电？

崇明小水手亮相市级帆船赛
□ 记者 盛赛丹

本报讯 近日，陈家镇一工地空调
安装工程承包商报警，称有 8 台待安
装的全新空调失窃。警方接警后迅速
开展调查，3 名犯罪嫌疑人在压力下
当日即投案自首。

7 月 5 日 8 时许，承包陈家镇一在
建学校空调安装工程的赵先生来到工
地，发现准备安装的 50 台空调少了 8
台（未 拆 封 的 内 机 和 外 机），价 值
24000元，随即报警。

区公安分局陈家镇派出所民警迅
速出警。民警在工地监控中发现，7
月 4 日 22 时 30 分许，有一辆银白色面
包车在监控区域内经过，约半小时后，
该面包车又从现场离开。根据这一线
索，民警展开进一步侦查。7月 5日下
午 4 时，正当民警向工地工人排摸情
况时，一蒋姓工地监管人员带着另外
两个人前来投案自首。

据嫌疑人蒋某交代，其系该在建
学校二期工程现场监管工作人员。7
月 4 日下午，他看到空调安装商运来
大量新空调，就想趁工地看管不严搬
几台回家。他把这事和另两名同乡工
友一说，三人一拍即合。当晚，蒋某便
开自己的面包车带着两个老乡来到空
调堆放点，搬了 8台空调上车，然后连
夜开车回老家。到家后，蒋某分到 4
台，另两人各分得 2台。

7月 5日 15时许，蒋某等 3人赶回
工地，得知空调安装工程承包商报警
后，自知无法逃脱，投案自首。

目前，犯罪嫌疑人蒋某等 3 人已
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家住堡镇的蒋邦栋、习小丽夫妇
均为第十人民医院崇明分院的医务工
作者，两人在生活中互相照顾互相信
任，在工作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一家
人生活其乐融融。

去年年初，疫情突发，蒋邦栋主动
报名，第一时间赶往武汉支援。作为
一名检验师，那时，每天要检测大量的
标本，厚重的全身装备让工作变得比
平时辛苦几倍，但蒋邦栋不折不扣地
完成了所有任务，没有叫过一声苦。
蒋邦栋前线得以全身心投入抗疫工
作，离不开习小丽这位“幕后英雄”。
疫情发生后，习小丽一方面要在医院
做好防疫工作，另一方面也将家庭照
顾得井井有条。

日常生活中，夫妇二人也是出了
名的“热心肠”。若碰到邻居、朋友遇
到医疗问题，两人总是耐心解答。“就
像是家里有个固定的家庭医生一样，
很方便，让人很安心。”周围邻居对夫
妇两人的评价很高。“医者，就应该用
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帮助更多的人。”
秉持着仁心理念，夫妇两人经常到社
区、街道为老百姓免费提供专业的医
疗服务，还时常参加单位组织的志愿
者服务。蒋邦栋家庭只是大千世界
中平凡的一户小家庭，但他们互敬互
爱、积极进取、爱岗敬业，共同用心打
造着文明家庭，将文明家风传向四面
八方。

本报讯 近日，2021 年上海市青
少年帆船冠军赛暨青少年体育精英系
列赛帆船比赛第二站在上海水上运动
中心顺利落幕，9名 8岁的崇明小水手
首次正式亮相市级竞赛舞台，与各区
143名运动员同场角逐。

“虽然没有取得名次，但 3 名小水
手顺利完赛，实现了赛前预定的锻炼
目标。”帆船队负责人刘雄告诉记者。
崇明帆船队由以恒水上运动俱乐部组
建于去年 11 月，新建时间短，此次参
赛人数少、参赛队员年龄小，还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

下一步，俱乐部将通过举办夏令
营、亲子活动、体育赛事等活动，吸引
更多体育爱好者参与，打造国际化、时
尚化的民众健康生活。

本报讯 随着长兴公交规划的调
整，原长橘路丰福路的公交站点搬迁
至位于金岸路丰福路的公交停保场，

这一变化为不少原本在长橘路下车的
居民带来了不便。对此，居民向长兴
镇反映了相关情况。收到意见后，长
兴镇立即就情况与区交通委进行了沟
通，并得到了区交通委的大力支持。

交通问题看似简单，但协调处理
相当复杂。跨区公交线路调整的权限
往往涉及市级多个部门，在市、区、镇

三级政府的共同努力、多次协调后，一
个个难点问题都得到了有效解决。

7月 14日起，申崇四线、五线公交
车在长兴人民医院站开设临时下客点，
方便周边居民出行。同时，为便于居民
出行中转，长兴镇在长橘路南侧增设了
非机动车停放点，有需要的居民可以在
此处有序停放非机动车。

空调作为耗电大户，是每家每户
夏季电费的主要部分。有人说：“空调
的除湿和制冷模式都能达到降低室内
温度的效果，所以空调开除湿模式比
制冷模式更省电”。

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开启除湿
模式时，室内吹风机将保持低速运行，
压缩机也会间断性运作，如此不断地循
环，使室温保持在设定的温度附近。而
开启制冷模式后，空调压缩机和吹风机
会持续运作，直到室内温度达到低温后
才会停机。当气温超过 30℃时，除湿
和制冷模式的用电量差不多；当气温在
20℃-30℃时，除湿模式比制冷模式省
电。此外，长时间开启除湿模式还可能
会损坏压缩机，得不偿失。

因此，梅雨季节不太热但湿度大
时，除湿模式更适合；当房间内又热又
潮湿时首选制冷模式。如果纯粹从耗
电量来考虑的话，与其使用除湿模式
来省电，还不如把空调的温度调高两
度来得更环保省电，空调每调高 1℃，
可以降低 10%左右的用电负荷。另
外，如果觉得热，可以调整风力大小，
比调低温度更省电。

——记崇明区文明家庭
蒋邦栋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