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压力非常大。”这是付强对于制作国足

海报工作的感受。对于海报引发的吐槽，付强

首先承认在工作中有所不足，他说：“我们部

门的工作还是挺繁重的，落实赛事转播、媒体

报名、考察赛区，还有准备一些基础的事务性

工作，海报也只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部分，再加

上人手有限， 确实在最开始给人比较粗糙的

感觉。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工作人员都

是从2012年、2013年才招进来的，所以接手海

报制作工作后一开始肯定有不成熟的地方，

但没有人会去糊弄它， 我们也希望能做好这

项工作，在宣传上有一些改变。”

至于那几次遭遇恶评， 付强说：“有时

你根本不会想到大家会从哪个角度去吐槽，

我们的初衷其实是想寻找到最贴切、最能代

表比赛的口号。”付强也坦承，当非常认真地

设计了海报之后，遇到恶评后大家都会特别

有受挫感，也会觉得非常委屈，“我们真的是

希望把这件工作做好，把赛事宣传好，但被

吐槽之后就会觉得是种打击。所以做这个工

作真的需要特别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当

然，从另一个角度看，网友们在每期海报上

发现的问题和不足，对我们的工作也是一种

促进，促使我们在下一期中能做得更好。”

有意思的是，当国足海报发布后，付强

都会刻意地不让两位负责具体制作的女孩

去看微博上的评论，“这也是出于保护自己

员工的目的吧，毕竟年轻女孩子没有那种经

历，心理承受能力也不强，看到一些不好的

评价时很容易生气，甚至可能会说，做得多

错得多，我不做这块了，我不干了。”付强也

希望借成都商报向外界呼吁，能有在海报设

计上有专场的人才加入她们，“我一直在招

聘这样的人才。但确实非常稀缺，既需要懂

得媒体规律， 也需要对足球有一定的认识，

另外还要有对中国足球特别执着和热爱的

内心，才能坚持把这项工作做下去，做好。”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江弋 发自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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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高升桥路“心机城”招租

受中国移动四川成都分公司委托， 定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成都市文武路 42 号（北打铜街 8 号）新时代广场 6 楼 F 座拍卖厅，以公

开拍卖的方式对下列标的进行招租：

位于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路 9 号罗浮广场的“心机城”，招

租面积 3088.38m

2

。

拍卖参考价 130 元 / 月 /m

2

�����竞拍保证金 10 万元

竞拍要求:1、招租方式：整体出租心机城 3088.38m

2

承租权，出租期限为 5

年。 2、投标要求：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拥有 2 年以上相关通信业务经营经验

（需提供资质证明），注册资金在 200 万元以上的公司。 3、经营范围：心机城临

街（A、C）区域必须专营移动公司通信类产品，原则上 B 区可经营非通信类业

务。（平面图请到本公司所在地查询）。 4、优先权：同等价格下，原承租方享有

优先续租权。 5、拍卖佣金：此次拍卖产生的拍卖费用由最终的承租方支付。

报名时间、地点、方式及标的展示：即日起标的现址展示。 有意者即日起至

2014 年 10 月 17 日 16 时止（双休日除外），至成都市高新区紫竹北街 85 号

大世界商务公寓 3 楼 28 号本公司所在地查询相关资料并办理竞拍登记手

续，方能参与竞拍。 联系电话：13981974546������85158656

�����������������������������������四川省瑞诚拍卖有限公司 二 0 一四年十月十一日

▲

“战斗”海报

这是国足去年在亚

洲杯预选赛主场迎战印

尼队前推出的海报主题，

当时除了很多球迷认为

制作粗糙，简直是小区打

印店做出来的水准外，海

报中只有九名国足球员

的身影也遭到吐槽，有球

迷就表示：“难道被罚下

去了两个人吗？”

成都商报专访福特宝公司媒介部经理付强

独家揭秘国足官方海报背后的设计团队

他们和国足共患难

▲

“从心开始”海报

由于排版上是从上而下自行的排列，

因此被球迷调侃为“怂开始”。在被攻击

后，“中国足球队” 官方微博还按捺不住

进行了还击：“人心歪了才看什么都是歪

的，写什么不被吐槽？”

“潜心笃志”，这是昨晚中泰之战前由“中

国足球队”推出的官方海报中的口号，这个词

语特指做事专心致志，极为投入、认真。国足也

希望用这样的口号鼓励国脚们在再次面对泰国

队时，不提复仇，而是在比赛中更加专心认真，

用积极的态度去拼搏，去争取胜利。自从广州恒

大在中超和亚冠赛场上掀起“海报攻势”，将中

国足球圈的“海报文化”发扬光大以来，不少俱

乐部也都进行了效仿，随后球迷发现，国足也开

始在每场比赛之前推出官方海报， 但在网络上，

国足向来是被“黑”的对象，他们的海报自然也

给专注黑国足的“黑子”们提供了吐槽的炮弹，

“跟风恒大”、“制作粗糙” 的恶评比比皆是，而

从每期国足海报的设计、字眼上挑问题、漏洞也

成为不少网友乐此不疲的事情。 但外界并不知

道，国足的官方海报的设计者是谁，外界的吐槽

声又对他们带来了怎样的压力和困扰。 日前，中

国足协直属的福特宝公司媒介部经理付强在武

汉向成都商报记者解开了上述问题的答案。

此前曾经有网友怀疑国足海报是花费

巨资请国际4A广告公司设计的，“不知道

足协在这方面又花了多少银子， 但比起付

给卡马乔的天价薪水， 应该还是能够接受

吧？”对此，付强做出回应：

“中国之队的官

方海报都是由福特宝公司媒介部制作的，

每次的文案和创意都来自于部门内部的集

思广益。”

此前国足推出海报后，曾被外界认为是

跟风恒大，毕竟恒大近年来所推出的赛事海

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诸神之战”

到“最低消费”，再到“冠军终归这里”都能

够引起全国球迷的共鸣，而在海报中用数学

公式来预测比分的创意更被认为是神来之

笔。 在国足也于每场比赛前推出海报后，有

不少球迷都认为是足协看到恒大海报所释

放的巨大能量， 才产生了跟风恒大的念头。

但付强表示，福特宝公司其实从2008年开始

就在“华策杯中国之队国际友谊赛”时推出

过创意海报，可以说国足海报的历史从那时

就开始了。

“因为福特宝公司媒介部是负责中国之

队赛事的承办和宣传推广工作，所以我们经

常会制作一些海报。只不过之前的海报更多

是一些票务类型的，没有加进寓意、主题、励

志性的东西，可能因此没有给人留下较为深

刻的印象。在最近一些比赛前，我们推出了

有否极泰来，盈科后进、枕戈待旦等等口号

的海报， 随着这些比较励志的东西出来，大

家才开始慢慢关注，所以也让外界产生了国

足在跟风恒大的误解。”付强说，不过他也

对恒大的海报赞不绝口，“我真的觉得恒大

的海报做得特别不错，有关于俱乐部的文化

和广东地区的文化，而且会结合每一个时间

点，每一场比赛的新闻内容，比如输球之后

是什么样的海报， 赢球之后又是怎样的，球

员低迷的时候是怎样鼓励的， 都特别好，也

是我们学习的目标。

“外界其实不太了解现在中国足球的

宣传、推广工作的难度，它跟成绩的关系

特别明显， 稍微有一点点不好的情况，那

外界就会认为你做什么都是错误的。这个

时候大家不会看到这个团队是多么希望

更多人去了解我们的比赛、了解我们的足

球、了解我们的队伍。”

———负责制作国足海报的福特宝公司媒介

部经理付强真情流露

国足海报历史可追溯到2008年

恒大的海报确实做得不错，也是我们学习的目标

为保护女员工，不让她们上网看评论

遇到恶评后大家都会特别有受挫感，也会觉得非常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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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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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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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

在国足每场比赛前，福特宝公司媒介部

都会召开一个策划会，专门讨论这期官方海

报的文案和创意， 可以说是来自于集体智

慧。但文案和创意并不仅仅是在一次会议后

就可以出台的一般需要很多次讨论之后才

会成型，期间会针对不同的方案，不同的设

计进行制作，然后不断地修改，直到最后海

报成型。”据付强介绍，国足海报最长的一

次讨论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每天部门

员工都会碰一下， 经过思路激烈碰撞后，才

能达成共识。其中那张广受球迷好评的“盈

科后进，枕戈待旦”海报前前后后改版多达

20多次，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修改。

“现在中国足球的环境大家都知道，跟

俱乐部还真不一样。 所以我们每次都希望国

足海报的效果能够更好， 也特别担心海报出

来之后，会出现一点歧义或让大家产生误解，

从而引发吐槽。所以在设计上特别小心，发现

有一些字眼不妥，或者图片存在问题，就要推

翻之前的所有方案，从头来过。”付强说。

国足海报的文案和创意出台后， 是由福

特宝公司媒介部一个姓马的女孩子负责具体

制作， 她也是媒介部少有的学美术设计出身

的， 最近又有一个姓樊的女孩儿加入制作工

作中。而每期海报成型后，媒介部都会报到福

特宝公司最高层， 在领导审批后才会正式发

布。有时，也会与足协新闻办对此进行沟通，

希望对方能够提出一些好的想法和建议。

有时一张海报前后改版多达20多次

我们发现有不妥的地方，就要推翻之前的方案，从头来过

制作

流程

遭遇

吐槽

今晚8点，南美超级德比杯将在北京鸟巢打

响，阿根廷队和巴西队展开精彩对决。在这两天

的训练中，两队的大腕球星们普遍感到不适应，

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北京严重的空气污染让球

星们很难受。 从成都商报记者本周三抵达北京

时，就感受到了北京雾霾的威力。中央气象台持

续发布霾橙色预警，前日晚间，北京的PM2.5指

数甚至逼近500的爆表值。在阿根廷队来到北京

之前，阿根廷足协已经为球员们打了防疫针。

两支球队原本打算游览长城以及故宫等标

志性的景点，但是由于这样的天气，两队都取消

了旅游的安排。 阿根廷队的头牌球员梅西更是

对北京的天气非常不适。为了保持状态，阿根廷

队在前晚与国安的U17队踢了一场训练赛，梅

西也出现在这场比赛中。 比赛中， 梅西无精打

采， 而摄像机也拍到他在场边咳嗽并疑似再次

呕吐。除了训练和参加一次访谈节目，梅西这几

日在北京的宾馆里几乎没有出门， 他不是在器

械房里练力量就是独自在房间里打游戏， 计划

中的新闻发布会也爽约了，成为一名标准“宅

男”。好在昨晚，阿根廷队主教练马蒂诺在赛前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梅西呕吐只是因为前一天训

练量太大导致不适，不过马大帅也承认，北京的

雾霾带给他们很大的困扰。

面对这种天气， 几十名来自巴西和阿根廷

的记者忍不住抱怨。 来自巴西的南美足联工作

人员拉斯迪克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我上周

日来都是好好的， 但到了这两天简直难以呼

吸。” 巴西队也深受其苦。 主帅邓加无奈地表

示，“空气条件实在是很恶劣， 加上时差的原

因，我的队员很多在晚上根本睡不着，这严重影

响了我们的备战。”在巴西队医的建议下，邓加

将训练暂停了3次，只有这样才可以尽量避免对

球员的伤害。就算如此，巴西队阵中的罗比尼奥

仍旧感到不适，“我感到自己的呼吸困难，嗓子

发干而且非常灼热，就像吸入了浓烟一般。但是

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逃避，而且必须面对，这

不是借口。”除此之外，巴西阵中的迭戈·塔尔

德利也与罗比有一样的感觉。 邓加只好安慰队

员，“空气对于两支队伍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

没有办法解决，只有去面对它。”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发自北京

南美超级德比杯

时间：今晚

20:00

地点：北京鸟巢

对阵双方：阿根廷

VS

巴西

直播频道：

CCTV5

遭遇“十面霾伏”

梅球王，你还看得清球门吗？

南美超级德比杯一触即发，北京雾霾天气困扰阿巴两队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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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科后进，枕戈待旦”海报

在今年9月4日和9月9日中国队

迎战科威特、约旦队前，国足推出了口

号为“盈科后进，枕戈待旦”的海报，

创意是将一件古代盔甲和国足球衣合

成在一起， 这是近期最受球迷好评的

一张国足海报， 这张海报前前后后改

版多达20多次。

最

受

好

评

海

报

一场国际A级赛事很少出现昨晚

中国队主场3比0击败泰国队时的情

况———客队替补席上只坐了4名替补

球员， 算上指挥比赛的泰国队助理教

练盖隆以及教练组其他成员、 队医等

人，替补席上显得稀稀拉拉。不过即便

是以15人的残阵应战， 泰国队也一度

让国足痛苦了60分钟，直到泰国队长、

主力门将哈泰拉塔纳库尔主动送出乌

龙大礼，才让国足才打破僵局。另外人

手充足的国足下半场换了6名生力军

上场，而“人丁单薄”的泰国队只换了

1人，最终凭借替补出场的孙可和杨旭

在最后时刻的进球， 国足才以3比0击

败泰国队， 很难说这样的胜利是否符

合外界此前对于“复仇”的定义。

和国足上一场1比1战平约旦队的

首发阵容相比，佩兰这次把郜林、于汉

超和杨旭等人放在了替补席上， 首次

入选“佩家军”的老将韩鹏也如愿首

发， 佩兰希望用他的空中优势来对身

材不高的泰国队实施打击。 不过由于

上半场国足传中质量不高， 韩鹏很少

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头球能力， 反倒因

为拼抢时动作过大而吃到黄牌。 上半

场国足基本没有获得太好的机会，泰

国队更是龟缩半场死守， 连射门都没

有出现过。 下半场泰国队依旧采取

“老虎不出洞”的策略，国足虽然在门

前制造出了几次险情， 但都没能攻破

对手的大门。

全场的转机出现在第61分钟，武

磊直塞右路， 张呈栋套边插上下底传

中，前点包抄的吴曦并未碰到皮球，但

泰国门将哈泰拉塔纳库尔鬼使神差地

伸手一挡，居然将球碰进了自家大门！

值得一提的是， 哈泰拉塔纳库尔不但

是泰国队队长， 也是去年泰国队5比1

大胜国足时的亲历者。 比赛进行到第

84分钟时， 替补上场的孙可门前铲射

入网。第88分钟，同样替补上场的杨旭

单刀破门，为国足锁定3比0的胜局。赛

后在谈到这场比赛时， 曾表示希望用

一场胜利来抹平中国球迷伤痛的佩兰

表示：“我觉得3比0的比分是不够的，

我们浪费了很多机会， 但这样的结果

应该会对球迷起到一个好的安抚作

用。我们的球队还处于磨合中，我对球

员们的精神面貌感到满意， 不过还是

希望能用下一场比赛继续检验球队的

实力。”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江弋 发自武汉

国足昨晚主场3比0击败

泰国残阵复仇“1比5惨案”

佩兰：

这下应该能

安抚球迷了

昨晚中泰之战的宣传海报

雾霾天中训练的梅西貌似无精打采

在场边的佩兰双手合十仿佛在祈求胜利

昨晚，四川金强与福建男篮进行了一场热身赛，

这是新组建的四川队首场正式比赛， 也是慈世平首

次亮相赛场，他的表现也没有让四川球迷失望，三分

球10投5中，全场砍下21分。最终四川金强队112比88

大胜福建队。本场比赛是CBA季前赛开始前四川金

强队最后一场热身赛， 主力中锋徐韬因伤缺阵，小

将贾诚扛起内线重任。 最受关注的当属慈世平，作

为本赛季CBA最大牌的外援，他的表现也受到外界

极大的关注。 昨晚的比赛慈世平并未首发出场，另

一名外援菲巴手感火热，第一节就拿下10分，全场

砍下25分的最高分。慈世平首节过半替补登场，上场

后就连中三个三分球， 同时他还不断指示队友的跑

位和防守，俨然“场上教练”，最终慈世平三分球10

投5中，砍下21分，也算是为自己的首秀交了一个比

较圆满的答卷。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慈世平首秀砍下2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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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