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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茗

2018年夏天， 最火热的莫过于俄罗斯世界
杯。世界杯作为全球影响力和转播覆盖率最大的
体育盛事，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力
量，无论是承办国、赞助商，还是各路转播机构，
都在分享这一“经济蛋糕”。俄罗斯世界杯，国际
足联总收入预计超过80亿美元。其中，商业赞助
收入约20亿美元， 电视广播权收入约27亿美元，
授权品牌产品销售约40亿美元。能够将体育赛事
做成经济盛宴，其奥秘就在知识产权。

世界杯知识产权，主要涉及电视转播权和世
界杯相关产品品牌授权销售。 世界杯的举办，实
质上就是国际足联对“世界杯”的超级知识产权
的运营。俄罗斯世界杯知识产权的运营，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版权。世界杯赛事的电视转播权，包括
赛事直播、视频点播、赛场花絮等多项权益。想直
播或者转播赛事必须得到国际足联的授权，签署
相应的许可使用协议或者合同， 支付许可费用。
在中国，取得合法播放权的平台仅有3家，即中央
电视台、咪咕视频、优酷，其它平台如果播放就会
侵犯国际足联的版权。

第二 ，商标权 。“RUSSIA 2018”商标核定使
用的商品 ，涵盖球衣 、鞋帽 、啤酒 、按摩器械 、奖
杯、足球纪念品等19个类别。如果一些厂家和跨
境电商平台为了蹭热度，未经授权生产、销售、许
诺销售相关产品， 将侵犯国际足联的商标专用
权， 不仅要承担败诉后高昂的诉讼及律师费用，
还要支付侵权损害赔偿，得不偿失。

在世界各大体育组织和体育赛事中，知识产
权成为其赖以运营和发展的“秘密武器”。国际足
联对世界杯的知识产权作出了长远、缜密、前瞻
的规划与布局，使得世界杯自诞生以来从不为巨
额举办经费而苦恼：主办国为争取主办权倾尽全
力，球队为取得参赛权奋力角逐，国际足联因每
届赛事赚得盆满钵满。

周倜

没有比赛的这两天， 球迷可以暂停
熬夜，球员可以喘口气。但媒体工作者，
不得清闲。

6月22日， 爵爷从北京飞往俄罗斯，
开启第二次世界杯报道之旅。 爵爷是北
京人， 他在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负责两
条线，一是足球、二是中医养生。两条线
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偏生他做得很溜。到
了俄罗斯， 爵爷和其余12个小伙伴把厨
房改成了临时机房，他除了出镜，还得做
剪辑、策划，每天开不完的会，赶不完的
场，当然，还有发不完的朋友圈。

朋 友 圈 里 的
爵爷 ，时而出现在
场内 拍 比 赛 采 素
材 ，甚至还闹出过
提早 收 拾 机 器 又

突然打道回府拍点球大战的笑话 ；时
而又出现在球场外采访观众 、游客 ，甚
至是自己找点福利不忘跟高颜值女球
迷合个影 ；又或者晒个3万以上的运动
步数截图 ，附上一句 “这种活儿法 ，接
下来咋整 ？” 我们在朋友圈负责点赞 ，
也不忘在群里 “@”一下爵爷 ，他每次
都回复一句 ：“各位老铁 ，这活儿真累 ，
不过真爽 ！”

爵爷说出了许多同行媒体的心声。1
个月的世界杯，对于球迷是狂欢，对于撸
稿码字的记者而言，是硬仗。

身处前线的媒体人在各个角落分头
行动，记录身边的所见所闻，或编辑一条
条精美的片子， 或撰写一篇篇有趣的稿
件……鲜少能踩着点吃饭， 赶上凌晨两
点最晚一班地铁也习以为常。 学着挤时
间轮轴转开工， 也不忘忙里偷闲走走拍
拍，留下属于自己的标准游客照。他们承

载着无数球迷的期
待， 尽可能将大家
无法亲眼看见 、亲
身经历的美好瞬间
完美呈现。

处 在 后 方 的
“守卫者”亦默默贡献。如果说前线记者
负责述说美好， 那么后方工作者则是深
度与思考的保障。守着电视机观战，心中
却盘算着各种独到的见解与视角。 对于
他们而言，世界杯虽“只能在眼前”，但他
们的笔触却能书写出无限的深度， 与前
方动态交相辉映。

每一位媒体人都用心将看得见或看
不见的精彩化成了一行行文字， 一刀刀
剪辑，一条条成片，一句句台词。或许所
有媒体人的工作状态都 “只在朋友圈可
见”，但每一个作品恰好成为这份辛苦的
最好见证和结晶。

下半区7日22时开踢

又有点球大战？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8强赛下半区7月7日将打响， 第一场
是22时英格兰队对阵瑞典队，然后是7月8
日凌晨2时克罗地亚队对阵俄罗斯队。

下半区的4个球队都是欧洲球队，也
被戏称为“欧洲杯”，但对比上半区的4支
球队和对阵形式， 还是难免让外界看低。
尽管账面实力与上半区有差距， 综合4支
球队的实力、技战术特点，下半区的比赛
有两大特点。

一是悬念足。两场比赛的对手实力相
差不大，瑞典队根本不怵英格兰队，历史
上瑞典队一直是英格兰队最难战胜的对
手，直到2012年欧洲杯，英格兰队才拿下
对手， 破解了43年不胜瑞典队的尴尬历
史。两队再次遭遇，鹿死谁手谁也说不准。
克罗地亚队也不比俄罗斯队强多少，两支
球队也格外熟悉， 俄罗斯队又是东道主，
淘汰西班牙队后，气势更足。同时，淘汰赛
是遭遇战，状态、运气都会影响比赛的走
势，意外很容易产生。

二是有可能又要踢点球大战。克罗地
亚队和英格兰队都擅长进攻，比赛相对流
畅。但俄罗斯队和瑞典队是两支强调团体
的队伍，面对实力优于自己的对手，肯定
要把比赛拖入自己的节奏。俄罗斯队占据
主场之力，很有可能和克罗地亚队对攻起
来， 但少了伊布的瑞典队肯定是温温吞
吞，很容易就把比赛变成“泥潭”，谁都别
想踢得舒服。从这个角度考虑，凯恩领衔
的英格兰队前场压力很大，如果他们能快
速破门， 比赛将成为一场开放式的比赛，
利于英格兰队的发挥， 如果破门乏术，比
赛就会很艰难。英格兰队就又要面对点球
大战的考验了。

神奇的乌拉圭
王亮

近几年冰岛队
战绩出色，因全国只
有30多万人口，为世
人赞叹 。 今天才发
觉，0比2不敌法国队
的乌拉圭全国只有
300多万人口，却能够一直位列世界足坛
劲旅之列，似乎更神奇。

看看本次8强的其他球队，人口最少
的瑞典超过900万，其他国家均在千万人
口以上，法国则有6000多万人口。以前只
知道乌拉圭足球底蕴深厚， 曾在1930年
和1950年两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如今综
合考虑人口因素， 才惊叹乌拉圭足球的
厉害。

数数乌拉圭近30年涌现过的球星 ，
远有弗朗西斯科利、弗兰、雷科巴 ，现在
有苏亚雷斯、卡瓦尼、戈丁，效力欧洲五
大联赛的实力球员有一大票。 单论足球
人口的成才率， 乌拉圭在世界足坛绝对
名列前茅。

乌拉圭人民对足球的喜爱不亚于足
球王国巴西，堪称全民足球。每个乌拉圭
男孩学会走路后， 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第
一个礼物往往是足球。据了解，乌拉圭业
余层面的注册球员约有215000人， 职业
层面约有3000人。 乌拉圭34岁以下的人
口约为160万人，注册球员绝大多数在34
岁以下， 因此乌拉圭注册球员总数约占
全国该年龄段总人口的13.7％，每10个34
岁以下的乌拉圭人就有一人是注册球
员，比例之高无愧于全民足球。

虽然如今的乌拉圭队已不是早期那
般的顶级豪门， 但在全国人口仅300多万
的基础上， 能长期保持在一流球队的层
次，也称得上是世界足坛的奇迹。乌拉圭
队虽然不敌法国队， 但8强的成绩足以让
他们昂着头离开。

王者荣耀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1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诸葛不亮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记者 王亮）
首场“欧美”大战，法国人笑到最后。今
晚进行的首场8强赛中， 发挥更加出
色、 运气更好的法国队以2比0击败乌
拉圭队，时隔12年后重返世界杯4强。

乌拉圭和法国队是本届世界杯表
现出色的两支强队，联手将“梅罗”组
合送回家， 乌拉圭队2比1击败葡萄牙
队，法国队4比3力克阿根廷队。

两队此前3次世界杯交锋均在小
组赛阶段，2002年与2010年均战成0
比0，1966年乌拉圭队2比1胜出。两队
最近的交锋是2013年6月的一场热身
赛， 苏亚雷斯打进全场唯一入球。从
本届世界杯来看，更加年轻的法国队
略胜一筹。 乌拉圭队也不是没有机
会，不过由于卡瓦尼的缺席，进攻力
打了折扣。

本场比赛，没有预想的激烈，场面
有些平淡。

第38分钟， 法国队获得禁区前右
侧任意球，格列兹曼左脚传中，瓦拉
内中路头球攻门得手。第61分钟法
国队扩大比分，格列兹曼禁区前

左脚抽射， 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上演
“黄油手”，皮球脱手后滚入球门。

比赛中，姆巴佩曾引发团队冲突。
第68分钟， 姆巴佩在无球的情况下与
卢卡斯·托雷拉有不明显的身体接触，
姆巴佩随即捂脸痛苦倒地， 乌拉圭队
戈丁上前试图拉起姆巴佩， 两队因此
爆发集体冲突。最终，姆巴佩和罗戈里
格斯分别获得一张黄牌。

回顾比赛， 法国队的优势稍微大
一些， 但两队自始至终都没有创造出
太多的得分机会， 法国队也仅有两次
命中门框范围内的射门， 但这两次射
门全都成功了。

悲怆三部曲：
缺阵 脱手 掉队
陈惠芳

伤病 ，是比赛的一部分 。卡瓦尼因伤
缺阵，无可奈何地成了这一部分。

失误 ，是比赛的一部分 。穆斯莱拉脱
了手，无可奈何地成了这一部分。

掉队 ，是比赛的一部分 。乌拉圭落败
掉队，无可奈何地成了这一部分。

还有很多部分 ，不会被忽视 ，不会被
忽略 。包括比赛尚未结束 ，乌拉圭提前预
支的眼泪。

人是有感情的高级动物。球员更是有
感情的凶猛的高级动物。我理解这样的眼
泪，理解这样的不能承受。足球是生命。生
命不能承受之轻，亦不能承受之重。

其实，作为球迷，作为中立的球迷，我
也提前预支了不祥的感觉。这种不祥的感
觉缘于卡瓦尼。

卡瓦尼缺阵，对乌拉圭是什么样的损
失？0比2负于法国的比赛本身已经回答。

如果乌拉圭像高卢雄鸡一样，也是一
只雄鸡，那么苏亚雷斯与卡瓦尼就是一对
翅膀。但翅膀折了。

如果苏亚雷斯是一副好牙 ， 咬钢咬
铁，但需要火候。没有了卡瓦尼，孤掌难鸣
的苏亚雷斯也就成了一副假牙。

卡瓦尼伤得不是时候 ，但伤了 。乌拉
圭注定也要一瘸一拐地离去。

有些球队离去， 我感觉不到悲怆。因
为他们没有给我足够的惊喜。

但乌拉圭的离去 ，留下了悲怆 ，留下
了悲怆三部曲。

很长时间，我都不会忘记卡瓦尼无助
的眼神 。那是一个人的悲怆 ，那是一群人
的悲怆。

那种悲怆 ，与喜悦一样 ，也充满了感
染的力量。

高卢雄鸡2比0战胜乌拉圭队

高歌猛进

辛苦并精彩着
世界杯：

知识产权的超级运营

� � � � 7月6日， 法国队主教练
德尚在比赛中。

� � � � 7月6日， 乌拉圭队球员
本坦库尔（右）与法国队球员
帕瓦在比赛中拼抢。

本版照片均为新华社发

� � � �图为7月3日，英格兰
队主教练索斯盖特在击
败哥伦比亚队的比赛后
庆祝胜利。

7月6日，乌拉圭队球迷在比赛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