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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先生”曾是“失意者”

下午 1 点，这是 FPX 战队每天集合“打
卡”的时间。

即便没有训练和比赛，19 岁的高天亮
（Tian） 也很少离开战队基地。这跟他在英雄
联盟游戏里的角色迥然不同——游戏中，高
天亮的角色是“打野”，这需要他游弋在地图
的“野区”，为队伍积累经验和资本，迎接随
时可能发生的“战争”。

这栋位于上海浦东张江高新区的别墅，
是高天亮和队友的“大本营”。别墅一楼是训
练室和餐厅，队员的宿舍则在楼上。除了电
脑，高天亮的桌子上还摆放着粉丝送来的玩
偶和一盆绿萝。平日训练时，他每天都要在
这里度过十几个小时。

过去一年，高天亮到达了电竞生涯的巅
峰——在2019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上，组队
只有两年的 FPX战队一路过关斩将，捧得冠
军奖杯。高天亮则凭借出色的表现，被评为
总决赛最有价值选手 （FMVP）。颁奖时，身
材瘦弱的他本想举起奖杯，却低估了奖杯的
重量，只得在队友帮助下才如愿。

“我觉得生活变麻烦了，还有一些奇怪的
事情。”谈到夺冠后的变化，高天亮说。成为
冠军和 FMVP 后，他拍摄了几个广告，还被
时尚杂志杂志评为“年度榜样”……但在高
天亮看来，这些都没有走在马路上被别人认
出来“麻烦”。

就在一年半前，高天亮还只是一名默
默无闻的“地下室选手”。由于无法进入之
前所在战队的主力阵容，他只能在地下室
埋头训练。

“那时感觉自己的能力没什么问题，只不
过没什么机会。但我相信肯定有机会。”高天
亮说。

机遇在 2019 年来到。赛季转会时，FPX
战队负责人李淳叫来了高天亮，在基地观察
了3天后，李淳决定签下这名失意的年轻人。

“我从他心中感觉到了很强的求胜欲。他
对自己要求很高，品性不错，性格也挺好。”
李淳说。

FPX 战队主教练陈如治 （战马） 也对高
天亮印象深刻。“那时我们考察了三四名选
手，但小天的意愿是最强烈的，他很想证明
自己。”

进入 FPX战队之后，高天亮迅速成为赛
场上的新星。全球总决赛上，他成了队伍的
关键先生，屡次帮助队伍冲出绝境。“以前大
家都在说我的打法像其他选手，但我觉得，
我就是我，与其他人都不同，我就是 Tian！”
在夺冠后，高天亮说。

“他很有冲劲儿，而且在游戏技巧方面
理解很好，甚至还在推动前辈的进步。”李
淳说。

没有天赋别轻易入行

“如果没有打电竞，我可能现在在清华
吧。”此前在接受采访时，高天亮的一句惊人
之语，为他赢得了“清华打野”的称号。事
实上，这只不过是高天亮的一句玩笑，他自
己也并非坊间传言的“学霸”选手。

如果没有打电竞，高天亮或许会成为一
名中医。来自中医世家的他，从太爷爷到父
亲都是中医。因此，当15岁的他决定走上电
竞之路时，遭到了来自家人的一致反对。

“现在确实有成就，但也不能说当时的决
定就是对的。”高天亮说，“正常的话还是学
习比较好，但是电竞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

比高天亮大两岁的刘青松 （Crisp） 也有
相似的经历。16岁加入职业俱乐部，从二队
一步步成长，直到登上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我认为读书对我而言不是一条理想的
路。当时玩游戏遇到过一些比较厉害的职业
选手，我跟他们的差距不是很大，于是就坚
定了从事电竞的信心。”刘青松说，和很多队
友一样，父母听说自己要去“打游戏”，都觉
得很不靠谱。但看到电竞选手有较高的收入
保证，便不再阻拦。

电竞并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如今，高
天亮和刘青松每天从下午 1 点开始训练，直
到凌晨两点。除去短暂的吃饭和休息时间，

几乎都要坐在电脑前比赛和复盘。有的选手
还会继续加练或直播，一直到三点甚至四五
点钟才入睡。刘青松说，一个赛季下来，自
己的肩膀和颈椎都觉得酸痛。

如何判断自己适不适合从事电竞行业？
“天赋”，是电竞选手提到最频繁的词汇。

“电竞这个职业挺吃青春饭的，如果没有
天赋真的打不了。”高天亮说，“同样的游
戏，大家打的时间都差不多，但有的人进步
很快，有的人就会一直卡在原地。”

刘青松则认为，电竞比拼的是大脑。“在
游戏中，要不断地去思考。思考自己该做什
么、团队该做什么、对手会做什么，思路必
须非常清晰才行。”

在陈如治看来，一名优秀的电竞选手，
只有好胜心还不够。“很多人因为自己的好胜
心影响到游戏中的判断和同队友的关系。电
竞作为一项团队游戏，同样需要沟通甚至是
个人的牺牲。”

严格管理才能出成绩

下午 5 点，高天亮趿着拖鞋、抱着玩偶
“闯”进了厨房。晚饭时间快到了，队员们已
经围坐在餐桌旁，互相开着玩笑。

对于队伍的饮食，FPX 战队的规定相
当严格。中晚餐需荤素搭配，且不能购买
成品或半成品，以尽量减少队员对食品添
加剂的摄取；每天下午 3 点前要为队员提供
鲜切水果；如果有队员午饭吃得不多，工
作人员还要考虑是否再准备一些坚果或面
包等零食……

李淳有过近 10 年的电竞行业从业经历。
在他看来，军事化、半军事化管理是比较适
合中国电竞俱乐部的管理方式。在 FPX战队
的管理规定中，迟到、抽烟等行为都要遭
到惩罚，而罢训、讨论工资等行为更是严禁
触碰的“高压线”。

不过，李淳的严格管理也遭遇过选手的
挑战。2018年，战队要求队员必须在训练排
位中打进世界前50，这一规定遭遇了队员的

“反抗”，队伍的成绩也不太好。
“去年我们变成了引导和激励的方式，大

家反倒都达到了排名目标。”李淳说，这次风
波也给自己提个了醒。

“如果是我选择俱乐部的话，管理层占
70%，选手只占 30%。”FPX 俱乐部队员金泰
相 （Doinb） 认为，俱乐部的管理非常重要。

“英雄联盟每年都有很多新人加入，很多选手
打了一个赛季就突然消失了，留得住人的关
键就在于俱乐部的管理要好。”

“FPX能够夺冠，源于团队的努力和科学
的训练方法。”李淳说，到法国巴黎参加总决
赛时，俱乐部派出了20人规模的团队，除了
专注于比赛的数据分析师外，还有心理咨
询、运动康复、营养膳食等专业人士，以确
保队员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尽管做了万全准备，但 FPX在总决赛上
的初次亮相就遭遇了滑铁卢。队员林炜翔

（Lwx） 更是因为糟糕表现，遭到了网络上如
潮般的批评。

“上个赛季，公司给我的任务之一是进一
次微博热搜前10。没想到，林炜翔一下子冲
到了热搜第二。”李淳说，为了保护队员，战

队连忙制作了一期访谈节目，让网友多了解
和理解一下这个年轻选手，帮他分担一些

“火力”。
经常被“喷”，学会同负面言论相处，是

这些年轻人的成长必修课。
“刚开始打职业时还是会受到一些言论的

影响，现在已经比较淡定了。当然，看到夸
我的言论还是会比较开心。”林炜翔说。

“电竞选手都很年轻，太容易出问题了。
观众对选手的要求很高，一旦表现不好就会
骂得很难听。一些有经验的俱乐部可以帮助
选手平和心态，但有的俱乐部可能因为压力
直接解散了。”金泰相说。

在李淳看来，经历过心理的考验，“电竞
少年”比同龄人有着更强大的内心。“他们浮
浮沉沉那几年，遭遇过很大的恶意。其实他
们早就有准备了，他们心理的成熟程度和坚
强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

“作为年轻人，他们在心理上、生活上可
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毛病。但总体上来说，
他们都是‘乖宝宝’。”李淳说，世界赛夺冠
拿到奖金之后，选手们都没有乱花钱，很多
人还给父母置办了房产。

职业发展是堂必修课

“这是今天第一个飞机，谢谢老板！”
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23 岁的金泰相开
始了晚上的直播。去年，金泰相在忙碌的
训练和比赛之余，平均每天还要直播 5 个
多小时，古灵精怪的性格为自己赢得了不
少粉丝。

来中国 5 年，金泰相学会了中文、成为
了中国女婿，而中国电竞迷也早已把这名韩
国选手看做“自己人”。事实也确实如此，从
本赛季开始，金泰相已经成为 LPL （英雄联
盟中国大陆赛区） 官方认证的“本土选手”。

“我在中国过得很习惯，放假回韩国反倒
觉得怪怪的。每到春节，我都会把家人接到
中国一起过年。”金泰相说。

来到中国第二年时，金泰相下决心好好
学中文。“那时有很多优秀的韩国选手加入中
国战队，但有的人来就是为了赚钱，不跟队
友交流，打完训练赛就下班不见了。我想打
赢比赛，也想和当时的女朋友交流，就逼着
自己认真学了。”

如今，金泰相不只是战队的核心，还是
队内的指挥。比赛中，他总是和队友沟通最
多的那个人。陈如治也说，去年一年，同金
泰相的讨论和争吵最多，这凸显了他在队伍
中的领导位置。

“职业生涯结束后，我还是会留在中国。
我还想拿到中国‘绿卡’，为此已经准备快3
年了。”金泰相说。

尽管只有23岁，但金泰相曾因为身体原
因考虑过退役。电竞选手的职业生涯并不
长，退役之后的发展和职业选择是每个人都
要面临的问题。

“现在还没有什么特别考虑，感觉自己还
能打，至少再打个四五年吧。”高天亮说。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么样。但我
希望退役后要么过得更好，要么保持一个比
较平稳的状态。”刘青松说，即便是退役，收
入仍是自己看重的因素。

李淳说，FPX 俱乐部目前同一些教育机
构和高校有沟通合作，在游戏产业内也有相
关布局。未来选手退役后，无论想做主播、
解说、教练等工作，俱乐部都会有资源帮助。

2018年，陈如治曾作为中国台北队主教
练，率队参加雅加达亚运会的电竞项目比
赛。在他看来，电竞与传统体育运动有相似
之处，随着选手年龄增长、竞技水平下降，
都会遇到退役和职业选择的问题。

“电竞选手的一个问题是入行年龄太小，
有的人可能从15岁开始就不再上学。而从事
电竞行业，同现实世界的交流会比较少，这
是未来的一个问题。”陈如治说，“但是目前
电竞行业的网络影响力很大，很多选手已经
习惯在网络上生存，并积累了一大票粉丝，
这或许能成为他们职业转换的资源。”

中国电竞站在风口上

夺得世界冠军之后，原本不爱说话的刘
青松对护肤产生了兴趣。他开始用面膜和防
晒霜，头发染了颜色，又染回了黑色。

回想起几个月前的巴黎之行，林炜翔的
脑海里只有“无聊”二字。“夺冠后，晚上吃
了顿火锅。路上被人认了出来，我就跑回了
宾馆，只想赶紧回家。”他说。

趁着休息时，工作人员将一沓明信片递
到了高天亮手中，签完字后，这些明信片会
送给战队的粉丝。

在战队基地里，金泰相穿着妻子为他设计
的卫衣，上面写有自己的名字。整个 2019 年，
金泰相只和妻子在一起呆了二三十天。他说，
自己心里很难受，但是还想拿一个世界冠军。

“往前看 10 年，那个时候电竞行业真正
做得好的只有凤毛麟角的几个人，其他人都
是被迫参与的。”李淳说，“现在电竞已经被
证实是一条比较好的职业道路了，未来也会
有更多、更优秀的年轻人来参与，也更有机
会成功。”

“我常常跟朋友讲，像电竞、短视频等
行业，年轻人应该多去尝试。失败的成本
低，一旦成功，就可以直接站在风口上。”
陈如治说。

FPX 战队的标志是一只红色的凤凰。巧
合的是，上赛季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主题
曲也叫 《凤凰》 ——烈火凤凰，浴火飞翔，
你该去向何方，坠入无尽深渊，或登临永恒
之殿。

而今，新一季的英雄联盟赛事已拉开帷
幕。今年，全球总决赛将第二次来到中国，
在上海举行。中国电竞少年能否再度展翅？
人们拭目以待。

凤凰展翅的电竞少年
本报记者 刘 峣

2019年上半年，中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达到4.4亿人，同比增
长11.2%，电竞从业者超过44万人。现阶段国内电子竞技产业对于
人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赛事服务类岗位，相关职位占比高达
67.5%。2019年上半年，电竞行业主要岗位的平均招聘月薪达到
9032元，比全行业整体平均招聘薪资高出12.5%。

2019年上半年，中国电子
竞技产业市场规模达到575.3亿
元，预计2019年全年电子竞技
产业市场规模将突破千亿大关。

从2019年到2024年，中国
电 竞 行 业 规 模 预 计 将 保 持
18.75%左右的年均水平增长，
至2024年，中国电竞行业市场
规模有望突破2700亿元。

在 2019 英雄联
盟全球总决赛上，同
时观看比赛人数峰值
达 4400 万人，平均
每分钟收视人数达
218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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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炜翔在比赛中 高天亮在比赛中

■ 体坛故事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