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ii是对电子游戏的
一次彻底颠覆，它不仅充

分诠释出简约的设计理
念，还让玩家重新找到第一

次接触游戏时的新鲜感与乐趣。这款产
品秉承“破坏式创新”理念，打破两手操
控摇杆的惯例，而设计出以单手玩游戏
的棒状摇杆为主的新兴使用方式。

Wii

这款 1984 年诞生
于苏联的游戏，易于上

手难于精通，以最原始
的游戏乐趣风靡全球几十

年。这款经典之作能够影响如此深
远，任天堂可谓居功至伟。当时是任
天堂美国分部领头人就预感这款游
戏将是便携掌机的绝配。GameBoy
版的《俄罗斯方块》售出 3500 万份，
至今仍是销量最高的游戏之一。

俄罗斯方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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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墨西哥主要贩毒集团“锡那罗亚”最
高头目华金·古斯曼7月11日晚从首都
墨西哥城附近一座监狱逃走。这是他第
二次从墨西哥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中逃
脱。他1993年曾在危地马拉被捕，被引渡
回墨西哥后因谋杀和贩毒罪被判20年监
禁。2001年，在狱卒帮助下，他藏在洗衣
车中从哈利斯科州一座监狱逃走，直至
2014年2月才在墨海滨城市马萨特兰一
处公寓宾馆内落网。

古斯曼再次逍遥法外令墨西哥当局
头疼：他曾被美国悬赏500万美元通缉，
有全球“头号毒枭”之称，且行事狡猾，曾
躲避追捕10多年。

洗澡时成功越狱

墨西哥国家安全委员会12日证实了
古斯曼从“高原”联邦监狱越狱的消息，称
他11日晚去洗澡，之后就不见踪影。

古斯曼最后一次出现在监狱监控录
像中是11日20时52分。监控录像显示，
他走进了监狱淋浴区。淋浴区属于监控
盲区。古斯曼长时间未出现在监控录像
中后，狱警进入淋浴室和牢房，发现他不
见踪影后触发警报。

搜索行动随即在周边地区和公路展
开，距监狱45分钟车程的一处机场也取
消了航班。

警方晚些时候证实，调查发现，古斯
曼的淋浴区有一处10米深、带有楼梯的
地下暗道。暗道高1.7米，宽0.8米，延伸
超过1.5公里，通往监狱外的一处在建建
筑。目前，当局已经转移18名监狱守卫人
员，准备对他们展开问讯。

古斯曼所在的“高原”联邦监狱属墨
西哥境内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距离首
都90公里，关押着一批毒枭、杀人犯、绑
架犯等。

这已经不是古斯曼头一次从这类
“天牢”中逃脱。

2014年曾“出山散心”被捕

墨西哥当地时间2014年2月22日6
时40分，墨西哥海军陆战队士兵突袭西
北部锡那罗亚州海滨城市马萨特兰的

“米拉马”公寓宾馆，在这栋十层建筑一
间面朝大海的客房内捕获古斯曼。其间，
未发一枪。

而后，古斯曼被立即带往首都墨西
哥城的一处海军基地。蒙面士兵随后护

送他登上一架在基地内提前等候的直升
机，飞往一座监狱。

多家当地电视台拍摄了古斯曼到达
海军基地的场景，浓密黑发的他被两名
士兵扣住臂膀，摁着脖子。

与古斯曼过去在山区活动时安保人
员簇拥的情形不同，他落网时，身边只有
为数不多的几名护卫。

“坐拥那么多财富的他在山里待腻
了，想出来舒服舒服，”美国毒品管制局
高级官员迈克尔·比希尔说，“他太得意
了，所以跑到（锡那罗亚州首府）库利亚
坎和马萨特兰，这是个致命错误。”

（综合新华社）

全球头号大毒枭 二度越狱
从墨西哥安全级别最高监狱逃脱 曾被美国悬赏500万美元通缉

2050年
印度人口或超中国

“人口已经超过12.7亿！”印度
数 据 统 计 网 站“Indiastat。com”在

“世界人口日”当天发布的国家人口
统计数字显示：截至7月11日下午
2时30分，印度人口数量为12.7亿。
媒体预计，以当前人口增长速度计
算，到 2050 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
国，成为世界头号人口大国。

《新印度快报》12日称，尽管印度
人口超过12.7亿，相当于全球总人口
的17.25%，但该国年人口增长率居高
不下，保持在年均1.6%左右的水平，
远远超过中国。印度国家人口稳定基
金会一名官员接受采访时说：“如果
增长率保持这种速度，2050年印度人
口就会突破16.3亿，超过中国。”《印
度教徒报》甚至认为，2028年可能就
能提前实现这一“目标”。

人口问题至今仍是令印度头痛
的问题之一，但该国官方认为在“人
口稳定”方面的工作已经小有成效。
从过去 20 年的数据对比看，印度
1991 年至 2000 年人口增长率为
21.54%；2001 年到 2011 年间，增长
率降至 17.64%，堪称“下降趋势明
显”。此外，在印度36个邦或联邦属
地中，已有 24 个区域达到“人口稳
定”水平。 （环球时报）

古斯曼逃走的淋浴区地洞为正方
形，边长大约0.5米，深达10米，有一条
梯子。地洞底部是一条地道，长达1.5
公里，出口在监狱外一座未完工的房
屋里。地道做工“讲究”，高1.7米，宽0.8
米，地道里还有通风管和照明设备，甚
至有一台摩托车，架设在轨道上。

这起案件疑点重重，比如是否公职
人员遭收买、为何古斯曼的同伙能在狱
方眼皮底下挖通一条长达1.5公里的地
道而不遭察觉。事发后，墨西哥总统恩
里克·培尼亚·涅托下令调查是否有公
职人员帮助古斯曼越狱。包括典狱长在
内，大约30名狱方人员受到讯问。

《魂斗罗》（Contra）
是Konami于1987年至

今在大型游戏机，游戏
主机上推出的一系列卷轴

射击游戏。魂斗罗的故事背景是根据
著名恐怖片《异形（Alien）》改编，人物
原型来源于著名影星施瓦辛格和史
泰龙。1987年第一款魂斗罗诞生在名
为Jamma的街机上。游戏名称的含义
是“具有优秀战斗能力和素质的人”，
它是赋予最强战士的称呼。

魂斗罗

这可以算得上是任
天堂的经典游戏，1985

年初代马里奥开拓了任
天堂的一代霸业，奠定了之

后三十年的成功基础。
马里奥各种相关作品达到百部以

上，横跨任天堂各代游戏机，累计销量
超过五亿套，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的世界第一销量游戏系列。

超级马里奥

已逝的任天堂
创始人山内溥，无
疑是电子游戏界最
受人敬仰的人物之
一。正是他带领任
天堂进入了电子娱
乐业这片新天地。
也正是他引领着任
天堂在 80 年代—
90 年代初，成功地
成为了世界上最具
统治力的娱乐厂
商。在 2002 年 8 月
的一次新闻发布会
上，山内溥正式公
布了去职决定，他
也专门阐述了为何
选择岩田聪作为接
班人的原因：

“考虑到我在
任天堂总裁任上所
遭遇的种种经历，
我认为要想管理好
公司，就必需一位
特别的人才。基于
这样的标准，我选
择了岩田聪先生，
虽然我无法预测在
久远的将来，岩田
聪先生是否还会留
在这个位置上，也
不知道他是否能够
带领公司更上一层
楼，但至少现在，我
认为他是最合适的
总裁人选。

我知道很多人
会对这一要求的可
行性表示质疑，但
任天堂确实一直都
在为实现这样的目
标而努力着。我已
经指示公司要遵照
这条路线继续走下
去，毕竟这是我对
新管理层最后也是
唯一的要求了。我
无法预测公司将来
会推出何种新形态
的软件，但我确信，
我一定能在有生之
年亲眼看到这些软
件的诞生。”

关押古斯曼的“高原”联
邦监狱是墨西哥防范最严密
的监狱。这名大毒枭的同伙
何以能挖掘一条长达 1.5 公
里、设施完备的地道而未被
狱方察觉？

快乐的方式很多
他守护了最简单的一种

全球最大的电玩游戏机制造商任天堂13日发出讣告，该公司董事兼CEO岩田聪上周六因
胆管肿瘤去世，享年55岁。据悉，岩田聪去年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短暂告假后于今年回归履职。

岩田聪的突然离世让游戏界人士纷纷震惊，其生前好友及业内人士纷纷表示哀悼，任天堂公
司降下半旗纪念。

他说
在我的名片上，我是一个公司的CEO。

在我的脑海里，我是一个游戏开发者。

但在我的心里，我是一个玩家。

他们说
“他的时代，游戏都很可爱、趣味性强，
反观现在的游戏都是裸露、血腥”

“在手游横行的时候依旧怀念他，毕竟
这几乎是童年的全部”

“他给人创造的不只是游戏，还有快乐”

任天堂CEO岩田聪患癌去世

1982 年，岩田聪加入任天堂旗下的
HAL研究所，主导开发了《星之卡比》系列，
2002年 成为任天堂第四任社长，主创《地
球大战》和《地球战斗》等游戏，并主持研发
了Wii、DS、Wii U、GameCube各种游戏产
品，使任天堂的视频游戏行业走向鼎盛。

1959年12月6日，岩田聪出生在日本
北海道札幌，自小对游戏开发有浓厚兴趣。
中学期间，岩田聪的一大业余爱好便是在
家里制作各种电子器件游戏。之后，岩田聪
考取东京工业大学就读计算机科学专业，
大学便进了HAL公司做兼职游戏程序师。

在担任程序师期间，岩田聪创作出了
Kirby系列的首部作品——Kirby's Dream-
land。Kirby's Dreamland 为初学者量身打
造，在 Kirby's Dreamland 中任何段位的玩
家都能轻松将它一通到底。

20世纪90年代初，电子游戏机市场由
盛转衰的时候，便携电子游戏机市场渐渐
饱和，HAL公司一度破产，这时岩田聪遇到
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机，他接过了这家
公司的负责权，并在随后几年里救活了公
司。正因为此事，岩田聪引起任天堂总裁山
内溥的注意。山内溥说：“他（岩田聪）具有
在这个行业里生存所必需的天赋。”

2000年，岩田聪被任命为任天堂企划部
的主管，主要负责规划任天堂的全球战略。通
过这一段历练，岩田聪视野和能力进一步得
到全面提升。最终，凭借着岩田聪在任天堂多
年的工作经历、他对业界的透彻理解以及其
年龄优势，岩田聪成为任天堂的接班人。

岩田聪被认为是一位坚定的反
手游和网游的斗士，他不止一次的公
开批判收费手游和网络游戏毁掉了
人们玩游戏的乐趣。随着智能手机的
发展，任天堂也开始考虑智能手机游
戏领域，岩田聪曾倾向于发展“免费
开始”（free-to-start）的手游模式。他
希望玩家在任天堂的智能手机游戏
中发生付费行为。岩田聪说：“对于

‘免费开始’系统，我的理解是玩家可
以免费启动一款应用软件，但如果想
要进入中后期关卡，或想让自己处于
一个更有利的地位，就必须花钱购买
道具。”

另一方面，任天堂希望自家智能
手机游戏获得大量玩家，包括安装用
户和付费用户。岩田聪这样说道：“当
我们观察市面上一批成功的智能设
备游戏时，我们注意到，很多公司都
希望吸引数量基数更大的消费者群
体，而平均每个消费者的付费额度很
少。这条路不容易走，但我们承认，既
然任天堂也要做智能手机游戏，那么
我们必须确保这些游戏对年龄阶段、
性别、文化背景、国籍、语言和游戏经
验不同的玩家产生吸引力。我们将尽
快推出几款能够风靡全球市场的智
能手机游戏。”

遗憾的是，岩田聪却没有在有生
之年看到任天堂手游的诞生。

综合国际台 参考消息

岩田聪认为“最简单的就是最棒
的”。在他的简单原则下，任天堂没有像其
他公司一样进入网络游戏，而是选择坚
持把“简单”作为游戏机开发的头等大事。

不过，岩田聪对业界的观点却遭到
了很多媒体观察家的批判与质疑。他们
抨击其网络游戏发展迟缓，同时也不看
好在游戏品种日渐繁多的今天，岩田聪
所提倡的简单风格。

不过任天堂随后推出的 Wii 等产
品却用事实证明岩田聪看法的意义。

Wii 是对电子游戏的一次彻底颠
覆，它不仅充分诠释出简约的设计理念，
还让玩家重新找到第一次接触游戏时的
新鲜感与乐趣。这款产品秉承“破坏式创
新”理念，打破两手操控摇杆的惯例，而
设计出以单手玩游戏的棒状摇杆为主的
新兴使用方式。同时，Wii控制器外形就
像电视遥控器一样，玩家可以依据不同
游戏情景把这个“遥控器”视为各种工
具。岩田聪认为，电视遥控器是每个人都
熟悉的东西。无论是新旧玩家，都会站在
同一起点去熟习新控制器。

谈及Wii的未来战略，岩田聪当时
说，“如果一定的周期内不推出能够令
用户惊喜的东西的话用户可能就逐渐
对其失去兴趣。因此我们必须要不断的
进行研究，我们不能够有辱Wii地开发
代号——‘革命’。”

最终岩田聪找到了新的突围方向，推
出了DS、Wii这两款经典的革命性产品。

登
顶

从兼职程序师
到掌门人

风
格

最简单的
就是最棒的

争
议

拒绝手游
固执还是坚守

最原始又风靡全球的俄罗斯方块
大鼻子加永远扬起小胡子的马里奥
八个关口两位猛男奋勇杀敌的魂斗罗
——总有一款，曾占据你的整个暑假

那些年，
我们玩过的任天堂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玩游戏机制
造商、便携式游戏机平台的领导者，
任天堂开发了7代电视游戏机，推出
超过250款游戏，超过24亿套游戏
售出。其中的经典游戏形象——如穿
背带裤的管道工马里奥、两位以施瓦
辛格和史泰龙为原型的肌肉猛男也
风靡全球。早期的俄罗斯方块、岩田
聪时代的Wii等也影响了一代人。

……

里应外合？有人协助？

创始人山内溥眼中
的岩田聪：

他是最合适的
总裁人选

大麻合法
大麻过剩
美国遇到“大麻烦”

据美国媒体昨日报道，华盛顿
州自去年7月承认大麻合法性地位
以来，该州的大麻交易金额达到了
2.5亿美元。华盛顿州因此也获得了
7000万美元的税收，比该州当初预
料的金额多了一倍多。

受此影响，预计今后美国会有
越来越多的州承认大麻合法化。为
了吸引更多的大麻爱好者，一些地
方甚至打起了“价格战”。

2012年11月，美国华盛顿州和
科罗拉多州同时举行了关于大麻是
否合法化的居民投票。投票结果显
示，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大麻合法化，
于是这两个州于同年12月正式立法
承认“娱乐用大麻”的合法地位。21岁
以上的成年人持有少量大麻、在私人
场合使用大麻不再是违法行为。2014
年7月8日，华盛顿州一共有160家
商店开始出售大麻。在华盛顿州，大
麻作为一种特殊交易商品，除了需要
被征收25%的商品税之外，还需要征
收营业税等。今年上半年，华盛顿州
从大麻交易里获得了3600万美元的
税收。如果从去年 7 月开始计算的
话，华盛顿州一共获得了7000万美
元的税收。而科罗拉多州今年年初也
获得了4400万美元的商品税。

据美联社报道，受此影响，越来
越多的州也开始认真讨论是否推动

“娱乐用大麻”的合法化问题。佛蒙
特州参议员戴维·扎卡曼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虽然我认为大麻交易的
税收不应该补充到津贴中去，但从
华盛顿州的情况来看，还是受到了
很大的冲击。”扎卡曼赞成大麻的合
法化问题。他说：“更重要的是，华盛
顿州允许出售大麻之后，科罗拉多
州的生意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他
认为，大麻交易的市场空间还很大。

但实际的情况是，由于大麻供
给过剩，已经引发崩盘现象。华盛顿
州宣布大麻合法化之际，1 克大麻
大概能卖到30美元的价格。到了现
在，1克大麻基本上只能卖到12美
元了。在华盛顿州北部经营大麻农
场的谢尔米·穆贝利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成功和
失败竟然同时到来。”他的例子也证
明即便很早就开展大麻生意，也难
保不会走入现在的困境。

更令人吃惊的是，今年 7 月刚
承认大麻合法化的俄勒冈州竟然直
接取消了大麻的消费税。有分析认
为，这么做的目的是降低大麻的价
格，以争取更多的大麻爱好者。

在美国，至少有20个州承认医
用大麻的合法性。这主要是为了用
来缓解癌症病人等的疼痛。因为不
是“娱乐用品”，不需要征税，因此医
用大麻的价格只有“娱乐用大麻”价
格的1/3。结果，通过非法渠道流入
市场的医用大麻开始和“娱乐用大
麻”打起了价格战。

分析认为，如果越来越多的州
承认“娱乐用大麻”的合法性，那些
医药公司的股票必然会因此暴跌。
无法否认，俄勒冈州不征收大麻的
消费税就是为了争夺更多的大麻爱
好者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据统计，华
盛顿州去年因吸食大麻引发的交通
事故比前年增加了 56%。越来越多
的“毒驾”正在对社会治安构成威
胁。 （综合参考消息、环球时报）

华金·古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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