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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也）昨日一早，重庆中心城区阳光炙热。
白天我市大部地区晴到多云，东南部部分
地区出现阵雨，气温大部地区20～37℃。

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我市
各地晴间多云，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
达 37～39℃，局地超过 40℃。部分地

区森林火险气象条件等级极高，须严
密防范。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今天：多云间晴，气温28～38℃。
明天：晴间多云，气温28～39℃。
后天：晴间多云，气温29～39℃。

连晴高温 林区须加强火源管理

主场目标就是夺冠

记者抵达位于沙坪坝区西永微电园
西林大道88号的重庆QG融创电竞中心，
发现不少观众已经提前抵达了现场，在入
口戴着口罩有序排队入场。

这样的场面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马
茂昶告诉记者：“今年年初我们从上海来
到重庆，就在主场感受到了重庆观众的热
情，经常比赛门票都是一扫而空。以这次
世冠赛为例，开票仅仅10分钟，8天的门
票就销售一空了。我们听说有粉丝在网
上抢不到票，就在官方微博搞了抽奖活
动，把我们俱乐部的少量内部票拿出来，
回馈粉丝的支持。”

作为曾经的“王者”，重庆QG曾在
2017年、2018年两次夺得世冠前身的王
者荣耀夏季冠军杯冠军，这次又是主场作
战，自然也是希望能够捍卫昔日的“荣
耀”。说起参赛的目标，马茂昶直言不讳：

“没啥好说的，目标肯定只有一个，就是总
冠军！”

为了感谢粉丝们的支持，马茂昶表
示，俱乐部会在世冠期间发放礼品：“我
们在现场准备了很多互动小礼品，同时
还有应援物的DIY活动。考虑到比赛时
间比较长，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小零食，
让粉丝们可以在为我们加油的时候填填
肚子。”

谈到俱乐部在重庆的适应
情况，马茂昶表示很不错：“来
重庆的大半年时间里，我们适
应得很好。Fly(重庆QG著名
选手彭云飞)本身就是重庆人，
平时训练、比赛之余，他会带全
队去品尝本地的美食。”

全局BP已进行针对性调整

2020年，KPL(王者荣耀职业联赛)采
取了全新的全局BP规则，前面使用过的
英雄，在决胜局之前将不能再使用，结果

“五冠王”重庆QG成绩一落千丈，直接掉
出了争冠队伍。

重庆QG何时能恢复昔日的霸主感
觉？马茂昶没有回避这个稍显尖锐的问
题，他表示：“全局BP实际上就是英雄池
的博弈，从去年战绩来看我们做得不够
好，可以说是不太适应全局BP，因此今年
我们无论是战术还是队员都进行了调整，
并做了针对性的训练，希望能恢复昔日的
荣光。”

在目前重庆QG的首发队员当中，中
单向鱼和上单Fly都是重庆人，重庆QG也
是KPL实施主场地域化以后，本土化做得
最好的队伍。因此，马茂昶希望重庆QG
能成为城市的形象之一：“在电竞方面，曾
经有重庆的选手和俱乐部，取得过世界冠
军（记者注：秦源达获得实况足球世界冠
军、卞正伟取得CS世界冠军、Wings取得
DOTA2世界冠军），所以我一直跟队员们
强调，希望他们在比赛中打出重庆人特有
的不服输的精神。事实上，现在在比赛中
还回忆过去的荣光没用了，我们需要以挑
战者的姿态去打好每场比赛。”

巅峰赛前100名可报名青训

电子竞技是一项体育项目，自然青训
也是一个重点，重庆QG也想发掘下一个
Fly，因此在重庆建立了青训梯队。据马
茂昶透露：“电竞和传统体育一样，青训很
重要。我们除了一线队之外，还组织了长
期训练的20-30人梯队，从中选拔出有实
力的选手，补充到一线队阵容中。”

什么样的选手可以进入重庆QG？难
道真如最近《王者荣耀》开启的全民电竞
模式，可以通过地区选拔，找出隐藏在民
间的高手？马茂昶介绍：“目前我们青训
人员的选才主要还是看游戏里的排名，我
们不要求你是荣耀王者多少星，而是看重
巅峰赛的成绩。巅峰赛前100名、15岁以
上、18岁以下的年轻选手，都可以报名参
加考核。当然，如果确实能力、意识出众，
年龄上限可以适当放宽。”

在人社部发文，让电子竞技运营师和
电子竞技员成为正式职业之后，一些喜欢
玩《王者荣耀》的青少年，想进军电竞职业
圈，忽略了文化学习，成天打游戏。马茂
昶认为这样的行为并不可取：“诚然，电竞
产业是朝阳产业，被很多人看好，但这并
不意味着喜欢玩就能成功。电子竞技很
残酷，仅仅靠喜欢是不够的。说实话，按
照现在KPL的选手、战队竞争，比学习竞
争还要激烈，冠军只有一个，没人会记得
输的人，你需要在高强度的训练
下克服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且
我们在青训时发现，有文化基础
的选手，对他未来的成长是有很
大的帮助。他能很快理解教练
布置的战术和想传达的意识，所
以我们建议青少年一定要认真
学习。如果确实有天赋，又有吃
苦耐劳的精神，还能达到我们巅
峰赛前100的要求，那么我们会
欢迎你来我们俱乐部试训。”

电竞入奥并不遥远

最近东京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举行，
记者也和马茂昶聊起了电子竞技入奥的
话题：2019年12月16日，全球电子竞技
联合会(GEF)在新加坡成立，国际奥委会
执委、国际奥委会前副主席黄思棉担任首
任主席，这也意味着电子竞技得到了国际
奥委会的承认。

电子竞技已经进入亚运会，马茂昶认
为电子竞技入奥希望很大：“2018年雅加
达亚运会，电子竞技以表演项目进入亚运
会，结果中国代表团斩获2金1银的优异
成绩(记者注：英雄联盟、王者荣耀国际版
夺冠，皇室战争亚军)。2022年杭州亚运
会，电子竞技更是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在记者和马茂昶畅谈电竞入奥的话题
时，GEF也宣布首届全球电子竞技大赛(英
文名：Global Esports Games)将于今年12
月17日-19日在新加坡举行。有了这些比
赛的推动，电竞入奥的速度会大大加快。

马茂昶作为资深电竞人，也畅谈了未
来电竞入奥的前景：“如果电子竞技进入
奥运会，一定会成为中国的金牌项目。作
为一名电竞人，我希望未来能看到电竞选
手身披国家队战袍，在奥运赛场夺冠、升
国旗奏国歌的一幕！”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
摄影报道

对话重庆对话重庆QGQG：：

““王者王者””归来 捍卫归来 捍卫““荣耀荣耀””前天下午前天下午22
点点，，20212021《《王者王者
荣耀荣耀》》世界冠军世界冠军
杯杯（（以下简称以下简称：：
世冠世冠））在重庆在重庆
QGQG融创电竞中融创电竞中
心开赛心开赛，，这也是这也是
重庆首次上演重庆首次上演
《《王者荣耀王者荣耀》》世世
界级大赛界级大赛。。

重庆战队重庆战队
QGhappyQGhappy（（以以
下简称下简称：：重庆重庆
QGQG））昨 天 亮昨 天 亮
相相。。利用比赛利用比赛
间隙间隙，，记者专访记者专访
了了 QGQG 俱乐部俱乐部
重庆负责人马重庆负责人马
茂昶茂昶。。

▶今年年初QGhappy主场
落户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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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昶接受专访茂昶接受专访

◀◀
比
赛
现
场

比
赛
现
场

◀粉丝粉丝
很热情很热情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20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0 9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20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0 9 7 1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108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0 1 0 0 3 1 3 0 3 3 3 3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108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0 1 0 0 3 1 3 0 3 3 3 3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108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1 2 2 0 1 2 0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7月29日

2 5 8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200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1年7月29日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14 05 07 06 20 11
蓝色球号码

0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21085期

01 02 10 14 16 17 19 25 32 34
35 42 53 62 64 68 69 70 78 79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20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