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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下的电竞盛筵，既有遗
憾也有利好

把时间线拉回到1月7日，王者荣
耀冬季冠军杯选拔赛首日记者第一次
去现场时，就被观众的热情深深震撼，
大家举着各式各样的灯牌和应援物为
赛场上的选手加油。据了解，在放票首
日，300张对外售卖的门票刚上线就被
一扫而空。当时就给记者一种感觉，

“河南电竞粉丝的热情与电竞一线城市
相比丝毫不差。”

1月13日，八进四淘汰赛正式开
战，作为赛程的重头戏，出于疫情防控
要求考虑，观众只能通过现场直播观看
比赛，这也让河南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
会长翟霖颇感遗憾。尽管赛事规模没
达到预期效果，但是从网络上播放量来
看，赛程过半时已经超过4亿播放量
了，这个数据还是很可观的。

在翟霖看来，尽管由于疫情影响导
致赛事规模缩小，但赛事的成功举办，
依然让河南广大电竞爱好者以及政府
有关部门认识到，河南是有条件也有能
力承办好电竞重磅赛事的。

今后还有没有类似王者荣耀冬冠杯

王者荣耀冬季冠军杯在河南省体育馆开幕

何时能有本省战队征战电竞顶级赛场？

“没人会去想黄河之水来自哪
里，他们只想看这条大河流向何
方。当打之年，遇阵前强敌，如这万
壑嵩山，莫忧莫惧莫回头。松移岫
转，左边而右易，风生云起，出鬼而
入神。风华易逝，流转变换，谁是那
个坚韧不拔，铭记初心的少年……”

1月13日下午，伴随着气势
磅礴的开场宣传片，王者荣耀冬
季冠军杯在河南省体育馆正式拉
开帷幕，来自KPL顶级职业俱乐
部、KGL王者荣耀甲级职业俱乐
部等14支战队齐聚一堂，对国内
最高规格的电竞赛事的桂冠展开
争夺，其中就包括人们熟知的成
都AG超玩会、南京Hero久竞、
杭州LGD大鹅这样的知名战队。

顶级赛事落地郑州，对处于
平稳期的河南电竞来说可谓是一
针强心剂，然而有不少细心的观
众发现，参赛的战队里为何没有
来自本土的战队？“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看到本土的战队在顶级电竞
赛场上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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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赛事落地郑州？面对记者的提
问，翟霖显得颇有信心，“万事开头难，既
然办了一次，那就能办第二次，接下来努
努力准备再办一次。”

王者荣耀职业电竞联盟KPL秘书
长黄承也表示，后续赛事计划还没出
来。不过这次与郑州的合作十分愉
快，河南本地的观众粉丝对赛事落地
反映很积极，通过线上数据等，看出郑
州的观众玩家对赛事很期待。

我们什么时候能在顶级赛事看
到河南本土战队的身影？

曾几何时，河南也是电竞强省，走
出过sky李晓峰、suhO苏昊、banana
王蛟、RNGxiaohu李元浩这样一批在
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知名的电竞选手。
即便是在王者荣耀冬冠杯的赛场上，依
然不乏河南籍选手征战的身影。就连黄
承也认为，来自河南的职业选手无论是
从数量上还是竞技水平上都挺高的。

选手有了，那么战队呢？如今的
电竞职业俱乐部早已不是当年依靠网

吧老板就能支起的草台班子。
翟霖认为，河南电竞人才多，同时

外流也多，全国各地都有活跃着的河
南籍电竞人，通过对本届赛事的承办，
可以提高全国电竞人以及河南本地政
府对河南电竞行业的关注度，引起他
们的重视。目前河南还没有优秀俱乐
部诞生，下一步协会会努力培育和发
掘河南电竞市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河南也会有优秀的俱乐部诞生，在全
国顶级电竞职业赛事征战。

王者荣耀职业电竞联盟KPL秘书
长黄承对电竞俱乐部落地河南也是信
心满满，他说，河南电竞目前还处于初
步发展阶段，今后也会加强与河南本地
政府、电竞协会的合作，帮助本地选手
走出去获得更多的表现机会。另一方
面，也会主导国内知名电竞俱乐部与河
南加强联系，推进俱乐部落地郑州。

王者荣耀冬季冠军杯是首次落地
郑州的重磅电竞赛事，对于黄承而言，
这对王者荣耀职业联赛发展也是一个
很好的契机。“希望用赛事做窗口，打
开职业电竞联盟和郑州合作的机会。”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张弋 王峰 文 吴国强 摄影

比赛现场

确定不是换关节？

我找到顶端新闻·大河报
就是有一个小小愿望：希望把
咱河南优秀的医生、护理、康
复团队，这么好的保膝技术告
诉更多的人。

我的膝关节疼痛出现在
10年前，当时，我先后辗转去
了多家知名专科医院就诊，看
过的专家都说要想彻底解决
问题只有换关节。但我本人

和家人都觉得年事已高，换关
节是大手术，不想轻易手术。

我在腿疼严重的时候就
尝试贴膏药、理疗等各种保守
疗法，却收效甚微，正常行走
对我来说成了奢望。

我疼得实在难受时，就吃
止痛药缓解。然而，到了前年
春天，吃药也控制不住疼痛
了。其间，我多次看到或者听
朋友说了河南省直第三人民
医院保膝技术的相关报道，称

“省直三院有新办法，沙宇主
任带领的保膝团队，保膝不换
膝，可以微创治疗，术后第一
天就能下床”。

看到这些报道，本已绝望
的我又看到了一点希望。当
时，我想去河南省直三院看
看，真不行了，就冒风险换关
节，不能再这样了，而且我也
熬不住了。

就这样，我和家人抱着试
试的心态驱车从济源来到了
郑州。

在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
院，接诊我的是该院保膝团队
的胡彬副主任医师，经过详细
问诊和查体并结合影像资料，
以“右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为
诊断收住院。

入院后经完善进一步检
查，并经该院骨科沙宇主任带
领的保膝团队专家共同会诊

后，认为我的膝关节情况适合
采取微创保膝的方法治疗。
随后，胡彬副主任医师将会诊
意见跟我进行了介绍。

我听完介绍还是有点不
敢相信地问道：“确定不是换
关节？”

胡彬副主任医师肯定地
答复：“不是换关节，这种微创
单髁技术，通过小切口，把磨
损的软骨去除，再像补牙一样
在磨损的局部贴上一层金属
保护套,关节周围原有的结构
和健康的软骨不会被破坏，术
后很快就能下床活动。”

听了这一解读，我和家人
欣然接受了微创保膝的方案。

术后一天就下床走路

很快，专家团队为我进行
了微创手术。术后的第一天，

我就能下床行走，感觉跟手术
前比膝关节一点也不疼了。
术后第5天，主管医生评估完
后说我可以出院了。

临出院时，我激动地拉着
沙宇主任的手对他说：“感谢
你们省直三院的保膝团队，你
们的技术满足了我对健康行
走的渴望，我最害怕疼，没想
到这个微创手术自始至终既
没有让我感觉到疼，还解决了
我的膝关节问题，之前压根儿
没想过还真有这么好的治疗
方法，你们说的微创保膝，创
伤小、并发症少、恢复快、住院
时间短真的一点都不是虚
夸。”

时间过得很快，我术后已
经1年有余，现在膝关节一点
都不疼了，日常活动完全正
常，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林辉

一定要讲讲我的保膝故事

“一定要讲讲我的保膝故事！”近日，河南济源90
岁高龄的周老先生联系上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提出
了这样一个请求。

原来，周老先生由于膝关节疼痛的缘故，原本对于
普通人来说再正常不过的行走，却成了他的奢望。

在他绝望之际，一个优秀的医生、护理、康复团队，
一举解决了他的“陈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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