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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英雄联盟总决赛全程在沪举办
赛事将从 9 月 25 日开始，
决赛时间为 10 月 31 日
晨报记者 徐 颖
昨日举办的 2020Chinajoy 全
球电竞大会上，
拳头游戏与上海市政
府共同发布了关于 2020 英雄联盟
全球总决赛的准备计划及最新消息。
拳头游戏全球 CEO Nicolo Laurent 和全球电竞业务负责人 John
Needham 通过现场视频表示：为了
保障所有 2020 全球总决赛参与者
的健康与安全，
本届全球总决赛将全
程在上海举办，
赛事将从 9 月 25 日
开始，
决赛时间为 10 月 31 日。

在一个城市举办所有阶段赛事，
可以减少赛程中的出行往来，同时
赛事的举办方也能够更密切地控制
活动环境。在全球总决赛的筹备过
程中，
拳头游戏将始终以选手、粉丝
和所有 2020 全球总决赛参与者的
安全健康为首要考虑因素，持续协
同来自各卫生组织，以及当地与国
家管理部门的指导意见，关于票务
及观众安全要求的信息，也将在获
得相关管理部门的评估和审核通过
后择机公布。
考虑到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对
于全球总决赛最终效果呈现及玩家
体验的影响，拳头游戏决定：
2021
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将重返中
国，在中国举办一届多城市规模的
全球总决赛，以期完成其最初的愿
望，将现场竞技体验带给中国的电
竞爱好者。与此同时，原计划举办
2021 年全球总决赛的北美地区将
由此顺延，承担 2022 年全球总决
赛的主办。

2020 全球总决赛冠亚军决赛
将在浦东足球场举行。作为冠亚军
决赛举办的场馆，浦东足球场将以
全球总决赛迎来其建成后的揭幕赛
事。这个全新的全球顶级运动场不
仅是上海上港俱乐部的新主场，同
时设计上也满足了作为运动、休闲
和娱乐的核心场所的配套设施。
在全球电竞大会上，拳头游戏
中国区负责人兼腾竞体育联席
CEO 林松回顾了英雄联盟电竞的
发展之路，并公布了今年全球总决
赛的主题——
—“所向无前”。
2020年是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的第十年，在英雄联盟电竞爱好者
不懈的支持下，全球总决赛从一个
小舞台走到世界各地的知名体育场
馆。在特殊时期举办全球总决赛，
考
虑到线下观赛场景的减少，拳头游
戏将更多地尝试为玩家带来线上数
字体验——
—在赛事过程中，通过数
字形式为玩家带来具有英雄联盟电
竞风格的原生现场竞技体验。从
2017 年的远古巨龙到 2019 年“真
实伤害”虚拟偶像技术，拳头游戏
一直致力于不断尝试创新。
时隔三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
赛重返中国，在上海市的鼎力支持
下，在全球英雄联盟各赛区的通力
合作下，在玩家与粉丝的不懈支持
下，2020 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依然
在有序推进中，这也将是在这段特
殊时期的一次突破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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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首席记者 沈坤
公开招募的海报是 3 月
底发出的 ，很快就有 60 多支
队伍报名 。 经过 10 天的线上
选拔赛 ，最后选出 20 余人组
成上海电竞集训队 ， 代表上
海参加 2020TGA 腾讯电竞
运动会英雄联盟 /王者荣耀
省队赛 。 这支由职业俱乐部
青训队员 、主播 、素人构成的
队伍 ， 年龄都在 18 岁以上 ，
他们填补了一段历史遗留下
的长期空白—
—— 这 是 自 从
2003 年电竞被中国承认是
职业运动项目后很长一段时
间里 ，再次出现省级代表队 。
上海集训队 5 月完成组建，队员年龄都在 18 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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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凭实力说话，
要取得符合上海电竞之都地位的成绩”

“上海电竞集训队”平时交流禁说脏字
相关的工作。在经过一定技能培训
后，都是可以去从事的。”
“地方队伍在电竞这块此前
几乎是空白，
一般都以俱乐部或业
余高校为组成单位。
而作为一个成
熟的体育体系，
未来电竞的参赛模
式一定不只是俱乐部。”上海电竞
协会副会长朱沁沁说，
“如果电竞
进入全运会、亚运会以及奥运会，
必然会以地方队或者国家队为参
赛模式。那么，在我们知道这个模
式可能短期就会到来时，就要先做
好队伍的基础建设。”
海选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评判
标准当然是实战成绩，但此外，包
括选手素质、
体能以及综合能力等
因素也需要纳入考量范围。
在后期
的评估中，
工作人员发现这次选拔
赛中打进四强的队伍里有一支是
由残疾人组成的。
这些选手对于电
竞的执著和热爱让他们感动，但是
整个赛季周期很长，
满打满算有八
个月。虽然他们都希望自己能作为
普通选手参加这次比赛，但很多实
际情况却不能不考虑。最后，上海
电竞协会决定授予对方 “上海集
训队荣誉队员”的身份。
在和海选选手的交流中，上海
电竞协会副秘书长陶俊赢发现大
部分人最关心的问题是自己将来
能否成为一名职业选手。“他们在
期盼中也带着一些迷茫，他们看到
在这个行业中有一些获得了巨大
成功的先例，这对他们很有吸引
力，但他们并没有看到职业选手背
后的艰辛。
我们也会实事求是地告
诉他们一些这个行业的真实情况，
那就是天赋固然重要，但更需要努
力。经过这次赛事，
有些选手可能
有机会被职业俱乐部选中，进入他
们的青训部，这当然是最好的。但
即使无法成为职业选手，他们如果
真的热爱电竞事业，
其实还有很多

上海集训队 5 月完成组建，
赛
事于 7 月 2 日正式开始，现在是小
组赛阶段。每个月的月初到 20 日
是线上赛时间，
月末则进行线下赛。
7 月末，
队伍来到南京打线下赛。领
队张尔承说，因为中途输给其他队
伍，所以大家比预想提前几天回到
了上海。虽然小组赛成绩对后面的
进程没有影响，但他觉得这给大家
提了个醒。
“6 月份时进行过一次模
拟性质的比赛，
让队伍之间摸个底。
当时的排名是很靠前的，但通过这
次线下赛，发现原来各地都是高手
云集，
回来还得加强训练。”
对于这些选手而言，他们都是
第一次参加大型线下比赛。第一次
在体育场馆进行比赛，第一次被追
光灯打在身上，第一次经历专业解
说，
他们中很多人会紧张，
但对于他
们而言，这也是一次磨炼提升自己
的机会。有过这样一次体验以后，
他
们的电竞生涯从此将进入另一种境
界——
—距离职业玩家更近的境界。
队伍实施严格的规章制度，
“我们明确了队员不得擅自离开
团队；不顶撞教练、
尊重队友；睡觉
要没收手机；饭点准时到达等。”
相对于其他传统体育团队，上海电
竞队还对队员们作出了一项特殊
规定：平时交流中不能出现脏字。
“我们没办法做到完全扼杀说脏
话现象，但我们也要严格控制。毕
竟电竞选手比较特殊，
未来赛场上
他们会戴专业耳麦，互相之间的交
流都会被录进去。到了赛后，会出
现一些精彩镜头回放，
比如比赛中
某个节点在讨论什么，
如果脏话被
放出来，影响就很不好。”张尔承
解释，
“他们不但代表自己，还代

表城市的形象。之前有些选手在比
赛中说脏话被放出来，引起过热
议。虽然网友们都是调侃为主，但
影响还是很不好。所以我们尽量让
他们克制，这要从平时做起。”
因为这些队员很多还没有收
入，因此对于违规违纪的惩罚措施
就是剥夺他们的上场权利。“对于
初犯会提出口头警告，情节严重或
者屡教不改的人，之后的比赛就不
让他们上了。这对他们是很严重的
处罚，因为所有队员最渴望的就是
上场表现自己。”

陶俊赢介绍，在这次赛事结束
后，集训队也会长期存在下去。今
年 10 月，位于康桥的实训基地就
将正式竣工，而队伍也将在此定期
集训，参加比赛。在基地内，
一切按
照国内高水平电竞职业俱乐部的
标准布局、运行。
目前选拔的队员里，一半是上
海人，
一半来自其他省市。为照顾到
不同地方队员的饮食习惯，届时将
聘请专门的厨师准备伙食。“一般
电竞选手的生物钟都不正常，习惯
性训练到深夜，
第二天要睡到中午，

因此大部分都跳过早饭。为了让他
们营养能够充分跟上，肯定要配备
专业的餐饮计划。这也是参照了现
有职业俱乐部的做法，很多俱乐部
现在都为选手制作营养餐。“上海
电竞资源是全国龙头，所以上海集
训队肯定是高标准的，食宿管理都
要设定很高的标准。”张尔承说。
当这批 18 岁左右的年轻人长
期在一起训练生活时，几乎可以预
见出现摩擦是必然的。“他们都还
处于青春期，
心理状态起伏比较大。
加上训练比赛当中肯定会出现一些
小矛盾，这就需要给他们及时做心
理疏导。”张尔承说：
“我们队里成
员 20 多名，
但真正上场也就 5 名，
你要尤其注意观察那些备选选手的
心理状态。在他们情绪低落的时候
不但要给他们鼓励，也要向他们强
调集体荣誉感的重要性。”
他觉得这有几分带领偶像练
习生出道的感觉，
“我们队伍里有
一个颜值比较高的小伙子，参加线
上赛时腾讯微博上都会有照片露
出，已经有一些粉丝了。”
当然，最终一切还是要凭实力
说话。对于此次参赛的目标，张尔
承说，
“肯定是要取得符合上海电
竞之都地位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