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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竞培训出圈 劝退会是“网瘾少年”的解药吗
新华社记者 夏 亮 王 梦 齐 琪

4月13日，辽宁本钢队球员郭艾伦（左）在比赛中进攻。
当日，在 CBA 第四阶段第 56 轮比赛中，辽宁本钢队以

114∶106战胜天津先行者队。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4月13日，中国队球员王霜在比赛中庆祝进球。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4月13日，武汉队主教练李霄鹏在出征仪式上。当日，武汉
足球队2021赛季出征仪式在武汉举行。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奥运火炬接力在大阪闭门举行

钓鱼“王中王”争霸赛在赣举行
“薛老师，儿子说今天测试时状态不好，

心里面还是不认输，但答应明天去上学，等
初三毕业后再来测试。非常感谢老师今天
的耐心指导，对孩子和我帮助都很大。”类似
的微信，薛世亮几乎每天都能收到。

作为知名电竞俱乐部 LGD 的电竞教
育总监，在电竞培训意外“出圈”后，薛世
亮开始变得异常忙碌。他常常自嘲：一只
脚留在了电竞圈，另一只脚却已经迈入教
育圈；他也常常自问：劝退，是家长梦寐以
求的“解药”吗？

电竞天赋 万里挑一
“我们是电子竞技天赋测评，并不是

做培训。”面对慕名而来的家长，薛世亮总
会第一时间去纠正，“电竞是需要天赋的，
总不能说培训天赋吧？”

在LGD的电竞天赋测评室，薛世亮所
设计的天赋测试涵盖反应能力、快速记忆
和复原能力、信息捕捉能力、手眼脑协调能
力和身体素质等五个方面。在他看来，通
过这些测试得出的数据能够体现被测试者
的手眼反应、协调性、稳定性和抗压能力
等，而这些指标都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一个
人是否具备成为职业选手的基本天赋。

以测试身体素质的悬空测试为例，测
试者需要将测试笔插入测试仪器的孔槽
中，并且不碰到孔槽的任何地方，而孔槽
直径只有3毫米。“能通过这个测试的选手

比例在 10%到 15%左右，而职业选手平时
训练时，需在直径 2.5 毫米孔槽中坚持 60
秒，难度可想而知。”薛世亮说。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薛世亮测试了超过
一千个对象。在所有的被测者中，只有两
名初三男生在某些项目上的得分达到了
俱乐部对于青训职业选手要求的最低标
准，通过率之低令人大跌眼镜。

“我们做了大概测算，每一万个电竞
爱好者中只有两到三个人能达到职业队
青训水平。成为后备选手后，依然有超过
半数的淘汰率，最终能够成为职业选手的
可以说是万里挑一。”薛世亮说。

一味劝退 扬汤止沸
旨在为电竞储备人才的培训，意外衍

生“劝退”功效，这也让那些沉溺于电子游
戏而不能自拔的孩子家长们看到了救命
稻草。

“尤其是在疫情暴发后，孩子上网课
多了，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也长了，问题
开始集中出现。”薛世亮说，电竞天赋测评
室最初设立的时候，一个月只有几组家庭
来测评，现在仅今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月时
间，接待量就超过200组家庭。

“我大概接待了 1000 组家庭，很多家
长把孩子送过来，希望通过我们的天赋测
试，来达到劝退孩子打游戏的目的。”和家
长们的结果导向相比，薛世亮更愿意把时

间花在追根溯源上，是什么原因造成他喜
欢打游戏？他是不是真喜欢电竞？

在交流的过程中，薛世亮发现，随着
孩子年龄的增长，父母和老师在教育方面
的权威性开始不再稳固。“比如，当他看到
电竞选手年入百万的消息，他会心生疑
惑，父母让我好好读书是为了有一份好工
作，一个好的收入。打游戏是一件很轻松
的事情，还能赚钱，我为什么不能走电竞
这条路呢？”薛世亮说，由于家长对电竞缺
乏了解，所以给出的答案往往很难令孩子
信服。在孩子进入叛逆期后，问题便会集
中出现。

“能上清华北大的孩子毕竟是少数，
每个人的天赋各异。很多孩子在学校里
虽然已经很努力了，但成绩依然不能名列
前茅，在家庭教育中也得不到父母的肯
定。”薛世亮说，这是他所接触到的家庭教
育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接触的家长和孩子越多，薛世亮心里
的答案就越笃定。“粗暴劝退犹如扬汤止
沸，当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给不了孩子成
就感和满足感后，即使没有电竞，他们也
会选择其他方式来放松自己。”

电竞教育 任重道远
大部分有着“电竞梦”的孩子在做完薛

世亮的测试后，开始回到校园，尽管心里多
数还是不服气，但也迈出了回归主流教育

的第一步。父母们在参观完整洁明亮宽敞
的俱乐部后，也改变了对于电竞行业还停
留在“黑网吧”阶段的刻板印象。不过，薛
世亮坦言，电竞教育之路任重而道远。

“其实电竞从业人员缺口非常大，真
正专而精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电竞被教
育部定为高校增补专业，被人社部认可为
新职业，其实国家也是希望有更专业的人
来引导电竞行业往更好的方向去走。我
们现在也在尝试校企合作，并且和省内开
设电竞专业的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建
立联系。我们给他们的学生上课，希望我
们退役的选手有机会去学校深造。”薛世
亮说，电竞教育仍然是一个比较新的概
念，现在就像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薛世亮看来，社会上没有足够多的
平台来让人们尤其是家长们来了解电竞，
是电竞行业在发展过程中较为缺失的地
方。“5个人打比赛，背后的团队可能有10个
人，主教练、助理教练、数据分析师、心理
师、营养师等等，但大部分家长看不到这
些，因为他们没有渠道或者机会去了解。”

不过，随着电竞成为杭州亚运会正式
比赛项目，电竞行业发展的短板有望被补
上。“亚运会给电竞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
让更多的人了解电竞，当家长和孩子之间
有了共同话题可以进行更有效的沟通，很
多问题或将迎刃而解。”薛世亮说。

（新华社杭州4月13日电）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
由中国钓鱼运动协会、江西
省钓鱼运动协会、九江市文
旅集团、彭泽县体育总会共
同举办的第三届中国钓鱼

“王中王”大师争霸赛，4 月
10日至11日在彭泽县举行，

全国 280名竞钓大师参与角
逐。经过激烈角逐，河南选
手马焱以 3∶0 战胜对手，获
得“王中王”称号，由一级竞
钓大师晋级成为特级竞钓大
师。亚军刘涛晋级为一级竞
钓大师。

4月 10日，2021中国“铁人三项”联赛暨全国冠军杯赛江
西德兴站比赛在凤凰湖畔鸣笛开赛，800多名选手上演速度
与激情的大戏。 本报记者 吕玉玺摄

据新华社东京4月13日
电 （记者王子江）东京奥运
会火炬 13 日开始在大阪接
力传递，由于当地疫情恶化，
接力传递在空空荡荡的万博
公园内闭门举行。

这是火炬传递自3月25
日开始以来，第一次在没有
观众的情况下举行。参加接
力的火炬手最多可以邀请 4
名亲朋好友入园观看，两天
中大约将有 100 人参加接
力，每人跑200米。

曾经在 2012 年伦敦奥
运会上赢得游泳铜牌的寺川
绫参加了当天的接力，她对
活动能够举行感到庆幸，毕

竟“形式都是次要的”。
据 日 本 放 送 协 会

（NHK）报道，大阪府当日新
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了
1000 例，创历史新高，大阪
府也成为全日本疫情最严重
的地区。

奥运会火炬接力原计划
于 13 日和 14 日在大阪府举
行两天，经过当地 15个知名
景点，由于 14日这天正赶上
奥运会倒计时 100 天，当地
还计划举办盛大的庆祝活
动。但由于自 3月底开始大
阪疫情持续恶化，当地政府
被迫取消火炬在公共道路的
传递，活动改在公园内举行。

超七成日本民众希望奥运取消或再推迟
据新华社东京4月12日

电（记者王子江）东京奥运会
倒计时100天到来之际，共同
社进行了一次新的民意调查，
结果显示奥运会的支持率并
没有回升的迹象，超过70%的
受访者认为东京奥运会应当
取消或者再次推迟。

调查结果显示，39.2%的
受访者希望东京奥运会取

消，32.8%的人希望奥运会再
次推迟，只有 24.5%的受访
者希望奥运会能够在7月23
日如期开幕。

日本民众对奥运会态度
消极，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
防疫不力，疫情不断反弹。
共同社的调查结果还显示，
高达 92.6%的受访者对疫情
的反弹表示担忧。

艾哈迈多夫加盟沧州雄师
据新华社石家庄4月13

日电 （记者杨帆）中超沧州
雄师足球俱乐部 13日宣布，
乌兹别克斯坦中场艾哈迈多
夫正式加盟沧州雄师。

艾哈迈多夫 1987 年出
生于乌兹别克斯坦，曾五次
当选该国足球先生，场上胜
任中后场多个位置。2016
年加盟上海海港（原上海上
港），并在 2018 年帮助球队

拿到中超冠军，具备丰富中
超联赛经验，效力上海上港
期间共计出场 104 次，有 11
粒进球，13次助攻。

艾哈迈多夫表示：“沧州
雄师是第一家向我发来邀请
的俱乐部，我感觉这家俱乐
部有很远大的目标和雄心，
球队今年有很多强力引援，
在努力跻身强队行列，和那
些强队掰一掰手腕。”

新华社江苏苏州 4月 13日电 （记者
王恒志、肖世尧、岳冉冉）东京奥运会女
足亚洲区预选赛附加赛第二回合较量13
日在苏州结束，中国女足在半场落后两
球的情况下绝地反击，加时赛王霜禁区
外远射破门，中国队总比分4∶3淘汰韩国
队，拿下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双方首回合较量，中国女足客场2∶1
获胜，掌握出线主动权。回到苏州主场，
中国队却在开场后陷入被动，甚至一度
陷入绝境。在全场 1万多名球迷持续不

断的助威声中，中国女足最终重新掌握
住了自己的命运。

这场比赛韩国队通过积极拼抢给中
国队造成很大压力，上半场中国队难以
组织起有效的进攻。第 30分钟，首回合
未能登场的韩国“海归”球员赵昭贤送出
关键助攻，这位在英超热刺效力的老将
禁区内连过两人传中，姜綵林打破场上
僵局，韩国队1∶0领先。此时总比分改写
为 2∶2，凭借客场进球优势，中国队仍然
掌握出线主动。此后中国队一度在进攻

端有所起色，但第 45 分钟球队再遭重
创。韩国队利用角球机会再入一球，半
场结束2∶0领先，总比分3∶2反超。

下半场，背水一战的变成了中国队，
主教练贾秀全换上高中锋杨曼作为锋线
支点，但整体场面上改观并不明显，韩
国队一度又获得了一些破门机会。第
69 分钟，中国队获得前场任意球，王霜
主罚的皮球落点极佳，杨曼微微蹭到，
球的线路没有改变，落地后反弹入网。
凭借这个进球，中国队在 90分钟内追成

1∶2。双方总比分打成 3∶3，重回同一起
跑线。

根据赛制，加时赛进球仍算入主客
场进球，这意味着中国队已不容失球。
加时赛第 13分钟，王霜再度展现了出众
的个人能力，她在禁区外拿球一脚远射
破门，帮助中国队再度掌握主动。在频
频化解韩国队的终极反扑之后，中国女
足最终以两回合4∶3的比分险胜对手，拿
下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区的最后一张入
场券。

4月13日，王霜进球后和场边球迷一起庆祝。新华社记者 丁 旭摄 中国女足主教练贾秀全（中）与教练组成员庆祝比赛胜利。新华社记者 丁 旭摄

4∶3！中国女足神勇逆转韩国队
搭上东京奥运会末班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