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记者 徐惠芬

11月 7 日， 中国 EDG 电子

竞技俱乐部赢得英雄联盟全球总

决赛冠军当天， 复旦大学管理学

院硕士生谢方刚收到了母亲发来

的微信消息：“EDG 好像是你曾

经效力的俱乐部吧？ ”

“对的。 ”

“牛！ ”

作为一名前 EDG 职业电竞

选手，看着母亲打出的这个“牛”

字，谢方刚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

因为一次意外，3 年前，还是

复旦本科生的谢方刚走上了职业

电竞选手的道路，而在退役之后，

他走上了继续求学之路。

“电竞”与“学霸”这两个看

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标签，却和谐地

集中在了谢方刚身上，这令他这几

年来的追梦故事， 充满了传奇色

彩。 在谢方刚的个人故事背后，上

海的电竞产业优势、多元化的文化

氛围、 对新事物的接纳程度等等，

都可看作这段传奇的注脚。

如今， 电竞事业依然是谢方

刚的梦想， 正在复旦大学管理学

院读硕士的他， 希望能以自己的

赛事经验， 加上学到的管理学知

识，为电竞行业的职业、规范化发

展助力。

夺冠之夜

11月 6 日晚 8 点，2021 英

雄 联 盟 全 球 总 决 赛 ( 简 称

“S11”)迎来冠军争夺战，中国

LPL 赛区 EDG 战队迎战韩国

LCK赛区 DK战队。

这是英雄联盟一年一度最

盛大的比赛， 也是英雄联盟赛

事中含金量最高的比赛。 当晚，

仅在 bilibili 平台，S11 总决赛的直

播间人气峰值就突破 3亿。

25岁的谢方刚是看总决赛直播

的观众之一。 作为 EDG 前队员，谢

方刚几乎是提着心， 看完了长达 4

个多小时的直播。在 EDG以 3:2获

胜的那一刻， 谢方刚和一同观看的

朋友止不住挥舞拳头，兴奋极了。

“获胜的那一刻实在太激动了！

比看到我最爱的球队巴萨获得欧洲

杯冠军还要激动！ 真想大声喊出来，

但又怕吵到邻居， 所以只能用力挥

舞拳头！ ”回想起决赛那一晚，谢方

刚依然心潮澎湃。

“打得实在太精彩了！很多时候

比赛 3:0 或者 3:1 就结束了， 但那

晚的比赛非常胶着， 可以说是惊心

动魄，EDG 在 1:2 落后的情况下，

最后以 3:2 反败为胜， 赢得真是太

精彩了！ ”

看着 EDG 战队选手们的精彩

表现，曾是电竞职业选手的谢方刚能

感受到他们在场上的那种兴奋，“状

态好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那种心流，

就是心特别安静，反应超快，几乎想

都不用想就可以做出反应，操作几乎

是下意识的。 我觉得 EDG那天晚上

的表现，就能看到这种状态。 ”

虽然决赛前， 外界普遍更看好

DK 战队，但谢方刚却觉得，EDG 战

队赢的希望很大。

“今年 EDG 战队的表现一直

都很出色。 而且我在 EDG 待过，知

道这个俱乐部的职业化管理做得非

常好，纪律性也很好。 英雄联盟分部

一直是俱乐部的王牌核心战队，队

员的勤奋是我们其他分部队员的标

杆。 像这次参赛的 Scout、Meiko，

以前领队就常把他们当榜样让我们

刻苦训练。 ”

一场意外

2018年， 谢方刚被 EDG 看中，成

为俱乐部皇室战争分部的一员。

那一年，他 22岁，是复旦大学

化学系的一名本科生。

一场意外，让他没有按预想地

那样走上科研道路。

大三时， 因为一次实验意外，

谢方刚受伤，在 ICU躺了一周。 出

院后，曾经外向的谢方刚成了“宅

男”，也对未来产生了迷茫。 宅在

家里，心情处于低谷的谢方刚开始

花更多时间打皇室战争。

“皇室战争是 2016 年上半年

出的一款卡牌游戏，刚出就火遍全

球。 那时我读大二，有两个室友天

天玩，还怂恿我一起玩，但我没打。

放了暑假后， 我才试着玩这款游

戏。 一打就非常喜欢，觉得从来没

玩过这么好玩的游戏。这款游戏集

合了即时策略、MOBA 以及卡牌

等元素，可以说开创了一个全新的

品类。 ”

打皇室战争时，谢方刚加入了

复旦大学部落———“复旦大联

盟”。 不久，谢方刚便发现自己的

水平远超部落里的其他玩家，这让

他意识到：或许，自己在电竞方面

有一些天赋。

但成为一名职业电竞选手的

念头，谢方刚一次都没有过，他依

然能清晰看到自己未来的样

子———一名科研工作者。

直到那次意外的发生。

刚出院的那个暑假，谢方刚记

得，自己唯一一次主动出门，是去

看皇室战争的现场比赛。

2017 年， 皇室战争亚洲皇冠

杯总决赛在上海举行。 彼时，上海

的电竞产业已经蔚成风气，从上游

厂商到中游赛事、制作公司以及下

游的俱乐部、直播平台，拥有完善

电竞产业链的上海保持着自己的

先发优势。 同时，上海也是国内最

受电竞赛事欢迎的城市， 在 2016

年， 在上海举办的赛事占全国的

41.3%。

这样的大环境，给了谢方刚现

场观赛的机会，也给了他结识国内

一些顶尖玩家的机会。 回来后，谢

方刚开始看这些高手的直播，发现

“原来游戏还可以这么打！ ”

“人家看直播是娱乐，我

会去学习、思考这些顶尖高手

的玩法。 ” 看了没多久的直

播，谢方刚的电竞水平就突飞

猛进。

于是， 抱着试试看的态

度，谢方刚参加了当年的皇室

战争 20 胜挑战赛， 并成功拿到

2018 年职业选拔赛的资格。 在这

场国内赛区职业选拔赛中，谢方刚

从千人锦标赛中成功突围，取得了

前 16名的好成绩。

比赛结束近一个月后， 谢方刚

的微信收到了一条添加朋友的请求。

这位“新朋友”问他，是否考虑加入

EDG，成为一名职业电竞选手。

中国电竞 80%以上的公司、俱

乐部、 明星都集中在上海， 包括

EDG、IG、SNAKE 等多家知名战

队。 多元化的优质电竞相关企业扎

根上海，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集群。成

立于 2013年的 EDG，那时已经是

全国最好的电子竞技俱乐部之一。

但在收到邀请的时候，谢方刚

的第一反应是：“该不会骗子吧？”

在下意识中， 他还是不敢相信，自

己真会成为职业电竞选手。

斜穿小半个上海，从杨浦到静

安，大宁灵石电竞中心奔放而充满

现代感的建筑昭示着这座城市的

无限可能。 参观完俱乐部后，谢方

刚往家里打了个电话。

“我父母一直比较开明，他们

的态度是， 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

下，我自己决定。 那时我学分修得

差不多了，只剩下一门课，自觉不

会影响学业，就决定加入 EDG。 ”

另一方面，谢方刚也和俱乐部

商量， 允许他住校，“一般选手都

是统一住俱乐部宿舍的。但因为我

还有课要上，所以每天晚上我都搭

地铁回学校宿舍，训练作息时间也

和其他选手有些不同。 ”

据谢方刚介绍，因为电竞比赛

多在晚上进行， 为了让选手适应，

俱乐部的训练时间集中于下午和

晚上，“俱乐部选手的作息时间

是： 每天中午 11 点起床，12 点做

瑜伽锻炼，吃完饭后，差不多 1 点

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深夜，早的

话 11点结束，晚的话要到凌晨。 ”

最好礼物

在电竞赛场上， 谢方刚是“EDG.M-In-

messionante”。 Inmessionante 是专为球星

梅西创造的一个词，结合了“才华横溢”“印象

深刻”以及梅西本人的名字。 谢方刚希望自己

也能像偶像梅西那样，在赛场上才华横溢、让人

印象深刻。

谢方刚笑称， 在学霸与电竞高手的光环之

下，自己的职业生涯并没有按“天才出道，惊艳

全场”的剧情发展。

2018 年春季赛是谢方刚参加的第一个赛季，他

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最终，“EDG.M-Inmession-

ante”以一胜十一负的成绩结束了第一个赛季，也与

俱乐部遗憾解约。

事后总结那个赛季的表现，谢方刚认为，自己太

容易受观众的影响了，“一想到有那么多人看你打比

赛，就很紧张，有时甚至会头脑空白，很影响发挥。 ”

为了克服这一点，谢方刚开始尝试游戏直播。 直

播差不多半年后，他终于能做到众目睽睽之下，旁若

无人地打比赛了。

谢方刚当主播时的出色表现， 也为他赢得了另

一支职业电竞战队的青睐。 2019 年春，他加了新的

战队———Newbee战队，并以高中时的绰号———“斑

斑”重回职业赛场。

“高中时我经常穿一件有斑点的衣服，同学们笑

称我像斑点狗，就给我取名斑斑。 ”这个不及“EDG.

M-Inmessionante”霸气的名字，带谢方刚走上了

职业生涯的巅峰。 直到现在，在电竞圈，他更为人熟

知的身份也是“斑斑”。

起初，“斑斑”只是作为 2v2 的选手参赛，半程

结束的时候，Newbee 以六胜一负的好成绩位列半

程冠军。在上半赛程最后一场 1v1比赛中，表现绝佳

的“斑斑”先后拿下三名对手，不仅帮助队伍以较大

优势取得胜利，还成为了那场比赛的 MVP（最有价

值玩家）。

MVP 头衔的获得，是谢方刚至今最感骄傲的经

历之一，他也越来越相信：只要自己喜欢的事情，只

要沉下心来做，花时间花精力去做，就能做好。

曾经那个自信、 阳光的谢方刚又回来了，“我觉

得这是电竞带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

继续求学

2019年，23岁的谢方刚结束了职业电竞选

手生涯。 他也将迎来自己的新身份———复旦大

学管理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

谢方刚直言， 年龄对职业电竞选手的影响

很大，“很多选手十四五岁时就显现天赋，十六

岁达到巅峰，像打英雄联盟的职业选手，二十一

二岁已经算‘老人’了，再大些，我们就叫‘活

化石’。 打皇室战争的选手职业寿命长些，但也很看

年纪，像我现在二十五岁，就觉得和十六七岁的选手

根本不能比，他们的操作太恐怖了。 ”

所以，职业电竞选手更新换代是很快的。 “像这

次夺冠的 EDG 战队的 7 位选手， 只有 Scout 和

Meiko 是我 2018 年在 EDG 时就已经在的，其他都

是新人。 ”

退役的职业电竞选手，有些会去做电竞教练、领

队，有些会去做数据分析，有些会做直播或主持，也

有转行的。

谢方刚却做了一个与别人都不一样的选择———

继续求学。 事实上， 这个选择做得很早。 早在加入

EDG 之前，谢方刚就决定报考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

研究生，为此还申请延期毕业一年，为管院的硕博夏

令营做准备。夏令营的最终录取率仅为 40%左右，最

终经过笔试、面试一轮轮筛选之后，谢方刚获得了保

送资格。

虽然热爱电竞， 但显然， 职业选手的道路走不

长。 谢方刚希望以另一种方式，参与、推动电竞运动

行业的发展。

“我很看好电竞这一行，也热爱这一行，所以还

是希望能从事电竞这一行。”谢方刚希望能以自己的

赛事经验，加上学到的管理学知识，为电竞行业的职

业、规范化发展助力。

鱼和熊掌能否兼得

关键在是否有自控力

像谢方刚这样的“电竞学霸”，让不少人看到了

“鱼和熊掌皆得”的可能性。对此，谢方刚并不否认。

在他看来，电竞和学习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电

竞圈有不少学霸便是证明。

与此同时，谢方刚觉得，电竞越来越主流，并不

能成为学生“打游戏、不读书”的借口。 “从事电竞

是一件很需要天分的事情，如果打游戏打了没多久，

就可以打到服务器的前几十名， 或许有成为职业选

手的可能性。 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电竞只能是

一种业余爱好，一种娱乐，所以学生应该在保证不影

响学业的情况下有节制地打游戏。 ”

在谢方刚看来，任何事情想要做到极致，自控力

必不可少。 像职业电竞选手，天分决定了其下限，努

力则决定了其天花板高度。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能

努力到何种程度， 与能自控到何种程度是一致的。

如果一个人没有自控力， 也不要指望在电竞上取得

多大成绩。

如果有自控力，能合理安排时间，打游戏并不必

然影响学业，“‘复旦大联盟’每年都会进来很多新

生，许多都是皇室战争的骨灰级玩家。 所以，关键不

是打不打游戏，而是是否有自控力，是否能平衡

好学与玩的关系。 ”

同时，电竞不等于打游戏，或者说，选手只

是这个产业走上前台的很小一撮人。更需要的，

是整个产业链链条上，各种各样的专业人才，就

像继续求学的谢方刚，学成之时，或许对于整个

产业帮助更大。

当然，这些都离不开成熟的产业氛围、海纳

百川鼓励多元的社会氛围作为土壤。而上海就是

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永远充满了无数的可能。

只要你足够努力，你不仅可以在这里追梦，

还可以追出花样来， 追出一段令人称奇称羡的

故事来。

编者按

两年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

上海首次提出 “人民城市人民

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重要理

念。两年来，践行人民城市重要

理念， 正在成为我们每个人的

努力方向。

两年来， 上海一直在探索

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

理现代化新路， 这是一座城市

追求卓越的品格；

两年来， 上海始终在聚焦

事关人民群众幸福感、 满意度

的载体和抓手， 这是一座城市

满怀真情的暖意；

两年来，上海围绕“人人都

有人生出彩机会、 人人都能有

序参与治理、 人人都能享有品

质生活、 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

度、 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

让这座城市人人为之向往，人

人起而行之。

今天起， 新闻晨报将推出

“向往的城市”系列报道，聚焦

打造人民城市建设的上海样

本，从城市空间、生活体验、科

学治理、个人逐梦等各个维度，

展现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成就

人民的美好城市的建设历程。

首篇报道， 我们记述了一

个“学霸”在电竞这一新兴行业

里追逐梦想的故事。 上海坚实

的产业基础、 海纳百川的城市

品格， 让这里可以容纳各种多

元的梦想， 而这些多姿多彩的

追梦人，则令上海的未来，拥有

更加无限的可能。

他是复旦学生，曾是 EDG 职业电竞选手

继续求学的他希望学成后助力行业发展

“电竞学霸”在上海“花式逐梦”

“电竞学霸”谈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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