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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集协代理总干事回应KTV歌曲下架——
—

6000歌曲下架并非强制
只针对特定版本
本报讯 11月5日中国音像著作
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称“音集协”
）
发出《关于停止使用部分涉诉歌曲的
公告》，要求各KTV终端生产管理商
和卡拉OK经营者删除或者不再向消
费 者 提 供 6609部 音 乐 电 视 作 品 即
MV，引发了不小的关注。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虽然其中
大部分是少为人知的冷门歌曲，但也
有《恰似你的温柔》
《十年》
《K歌之王》
《死了都要爱》
《晚秋》等传唱金曲，惹
得很多麦霸网友一片哀叹，担心以后
再也无法在KTV点唱这些歌曲了。为
此，音集协代理总干事周亚平接受采
访时再次做出回应，称此次歌曲MV
下架并非强制执行，而且只包括与音
集协有合作关系的KTV经营者，要求
删除的也只是某些特定版本，如《卷
珠帘》
《当你老了》等，就仅限于《中国
好歌曲》等节目的播出影像版本。
周亚平解释说，依据《著作权集
体条例》的相关规定，音集协只能代
表自身会员及接受中国音乐著作权
协会（以下称“音著协”
）委托的授权
作品向KTV经营者发放许可，非音集
协或音著协管理的作品均不在许可
范围内。而这次要求下架的歌曲MV
中涉及原本就一些并非音集协会员

的知名唱片公司，此前的授权事宜都
是委托相关代理公司和音集协方面
办理的。

KTV再也见不到某些歌？
只针对特定版本
且经营者可自行谈版权
周亚平表示，音集协只是一个集
体管理组织，并不能强制经营场所将
作品下架，此举其实是为了保护己方
合作用户的利益。“如果他们坚持使
用这些已无合法授权的作品，就有可
能面临版权方的侵权诉讼和索赔，所
以我们才会通过公告方式告知这些
用户不要再使用了。不告诉他们的
话，
那是我们的失职。” 至于国内还
有些KTV不是通过音集协而是通过
自有渠道取得版权方授权的，则不在
此次通知下架范围之内。即便是从音
集协获得授权的KTV，如果今后还想
继续使用这些作品，也可以自行去与
版权方沟通洽谈。
周亚平还强调，对于KTV来说，
提供给消费者使用的作品主要是
MV而非歌曲，一首歌往往会有多个
MV版本，那么除了未获授权的特定

版本，其他MV版本只要是有合法授
权的，也无需下架。音集协宣传部主
任国琨进一步解释，比如陈奕迅、张
惠妹、邓紫棋等热门歌手的经典作品
被下架的都仅限于某一个版本，像陈
奕迅被下架的《十年》
《K歌之王》都只
是英皇娱乐（香港）有限公司版本，张
惠妹的《听海》和邓紫棋的《泡沫》也
只是丰华唱片股份有限公司制作的
版本，
其他版本仍然可以在KTV现场
点播。

唱片公司退出是因分成问题？
音集协只抽取使用费的4%
2008年时音集协成立的
据了解，
目的就在于为版权方和使用者搭建
一条便于沟通的桥梁，因为面对海量
的音乐作者和作品，KTV经营者想要
全部实现一对一授权的难度非常之
大，而通过音集协这样的集体管理组
织来统一协调就会比较省事。周亚平
介绍，基于此目的而成立的音集协本
身并非赢利性组织，现在每年都是通
过KTV经营者提供的点播数据，委托
第三方统计公司进行加权平均后，按
照点播量向经营者收取著作权使用

费后再支付给版权方，音集协只从中
抽取4%的份额用于机构日常的基本
运营。下一步音集协还将通过科学技
术手段，依靠平台建立更加公开透明
的授权收费及分配体系，以合理精准
的收费及分配，让创作出好作品的权
利人能够获得跟作品流行度相匹配
的收益。

不下架会面临什么后果？
少数权利人索要高价使用费
另据透露，此次公告的发布是音
集协接下来将大力推动正版KTV曲
库建设、规范KTV版权市场的系列举
措之一。当下，少数没有加入集体管
理组织的权利人将其作品通过与律
师事务所合作或通过交易层层转包，
利用各地法院司法判赔额存在的巨
大差异，选择在高判赔额的地区不向
任何使用者授权，然后再批量起诉当
地KTV经营者，以期获得远远高于作
品实际价值的商业利益。此举让众多
的KTV从业者苦不堪言。音集协规范
曲库后，向音集协缴纳著作权使用费
的KTV场所即可彻底摆脱被诉风险，
以建立公平合理的行业新秩序。

上港夺冠要感谢徐根宝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
1战胜北京人和，
阳）随着上海上港2：
提前一轮拿到本赛季中超联赛冠军。
上港的崛起印证了一个道理，那
就是光有金元政策还不够。如果没有
当年扎根崇明的徐根宝潜心做青训，
如今的上港或许也无法从恒大手中
夺过中超冠军。

冠军之路走了13年
上港提出夺冠，
是4年前。5年前，
上港队的名字是“上海东亚”。
2006年，徐根宝带着自己的球队
上海东亚从中乙联赛打起，用了2年
时间冲甲成功。随后，
东亚又用了5年
时间最终成功冲超，而此时距离队伍
成立，
已经过了7年的时间。
升上中超后，徐根宝曾提出
“631”的目标，即作为升班马的赛季
要打进前6，第2年杀入三甲，第3年夺
冠。但中超此时的残酷，今非昔比。
2013赛季的第9名、
2014赛季的第5
名，均距离徐根宝当初设立的目标，
有一定的差距，怀揣着梦想，却没有
资金，东亚与梦想总差那么一点点。
2014赛季结束后，
上港集团出手收购
东亚，用了4年的时间冲冠。似乎，上
港夺冠也离不开“金元”
，其实不然，
没有徐根宝崇明岛凄风苦雨、十年磨
一剑的扎实青训，即使再大肆购买外
援，如天津权健、华夏幸福，上港也
“买“不到这个冠军。
上港的成功，带来了更多的思
考。在国内球员层面，以自家青训培

徐根宝扎根青训建功

上港球员夺冠后庆祝

保级谜团尚待解开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
阳）身陷保级圈的7支球队中，广州富
力在以2比1战胜华夏幸福后“上岸”，
跟着成功保级的还有河南建业和天
津权健，但仍有4支球队理论上有降
级的可能，因此保级悬念必须要到本
周日的最后一轮方可破解。不得不
说，
本赛季中超联赛竞争的激烈贯穿
始终，这也为联赛吸引了更多的关
注。
天津泰达以3比1逆转大连一方
后，积分升至第12位，而一方则被推
至倒数第二。同为难兄难弟的长春亚
泰与天津权健以2比2战平，重庆斯威
在主场以2比0完胜已经卫冕无望的
广州恒大，
排名暂时升至第13位。经
过这一轮激战，提前上岸的只有富
力、建业和权健，富力在主场2比1力

克华夏幸福，
建业以4比0大胜已经降
级的贵州恒丰，由于联赛末轮大连一
方将与长春亚泰直接对话，两队无论
如何积分都不可能同时超过33分，因
此目前积35分的富力和积34分的建
业都完成了保级重任。而权健因为与
一方、亚泰的胜负关系均占优而提前
保级。
本轮过后，还有4队需要为保级
最后一搏，泰达、斯威、亚泰和一方4
队均积32分。斯威末轮客战已经降级
的恒丰，泰达则要做客挑战恒大，一
方将在主场迎战亚泰。虽然泰达暂列
第12位，但形势并不乐观，因为他们
想保级的话最后一轮至少要从恒大
主场带走1分，否则一旦一方与亚泰
打平，泰达输球就肯定降级。恒大会
给泰达这个机会吗？

旅美青年钢琴家方瑞琪：
跳跃在黑白键盘上的丝路精灵
方瑞琪博士，一位从丝路起点出
发走向钢琴音乐世界舞台的青年钢
琴家，曾在西安音乐学院附中、中央
音乐学院钢琴专业求学，以全额奖学
金考入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现正攻
读钢琴博士研究生学位，并受聘担任
曼哈顿音乐学院钢琴副科教研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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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8日~21日，旅美钢
琴演奏家、曼哈顿音乐学院方瑞琪博
士，受美国寻律音乐教育机构之邀
请，回国在西安、上海、广东等地，举
办了独奏音乐会及大师课，回馈故
土、
反哺家乡。
12日，在世界斯坦威钢琴上海亚
太区总部，从钢琴专业学子到钢琴爱
好者，从幼龄孩子到家长们，热爱钢
琴艺术的人们聚在一起，共同聆听方
瑞琪博士的钢琴大师课。在这堂2小
时的大师课上，方博士为大家讲解和
示范了范围广泛、类型多样的钢琴曲
目，从难度较高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
到入门级的车尔尼849练习曲，从美
国近现代作曲家科普兰到巴洛克时
期巴赫的作品，均有涵盖。从众多报
名者中，方博士选择了来自不同年龄

段的8位钢琴学子和爱好者，分别从
手指基本功、踏板的运用、速度的掌
握、声部间的音乐对话、和声的层次
构建及科学的发声原理等多层面，进
行了耐心细致的讲解，并通过现场手
把手的示范教学，让大家更加深刻地
理解演奏技巧。
当课上有学生问到方博士如何
能够呈现一场完美演出时，她说：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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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有一颗独具的匠心、负责的音乐
态度、坚实的演奏技术、完美的演绎
追求，才能在任何时候都能以最佳状
态演绎任何一部作品。”
当一位家长问到学琴孩子最应
该掌握的技能时，方博士分享了自己
2010年在北京音乐厅一场演出的经
历。当时，安排好的一位演奏家临时
有事无法出演，她临危受命要演奏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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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阳）第23届三
星杯三番棋半决赛决胜局日前战罢，柯洁执白中
盘战胜谢尔豪后，
三番棋2比1晋级决赛。这是柯洁
2016
第7次闯进世界大赛的决赛，也是他继2015、
年连夺两届三星杯冠军之后，再次晋级这项大赛
的决赛。

等级分下滑是事实
柯洁今年第一次进世界大赛决赛，意义有多
大，从他赛后的微博可见一斑，
“再度杀入世界大
赛三星杯决赛。我不需要你们为我欢呼，我只希
望，真正喜欢我喜欢围棋的人，再次见证我的传
奇。”受到围甲联赛中状态低迷的拖累，柯洁在中
国棋手等级分上也随之下滑。根据最新排名，
芈昱
廷以2715分，首次突破2700分大关，超过柯洁成
为新的国内排名第一。小芈也终结了柯洁对等级
分榜首三年零一个月的连霸。

柯洁不认同榜单
其实在失去中国排名榜首之前，柯洁已悄然
从世界围棋排名第一的位置滑落。不过柯洁并不
认同这一榜单，认为它并不能反映棋手真实水准。
但柯洁在本年度依然拥有翻盘的机会，那就是在
世界大赛中登顶。
整整一年前，柯洁拿下首届新奥杯世界围棋
公开赛冠军，这是他个人的第五个世界冠军，成为
历史上最年轻的五冠王。作为曾经的围甲联赛冠
军，等级分第一人，本赛季柯洁的受关注点更多的
是来自于棋盘外。作为微博炙手可热的围棋大V，
柯洁自称现在的活动接不过来，也在主动地推，多
给围棋留点时间。而外界依然质疑柯洁已没有当
年那么用功。对此柯洁曾表示，
自己只是在调整训
练的方式，
就是多利用AI
来下棋，研究人工智能的
围棋思路。

因凡蒂诺：不会增加
卡塔尔世界杯天数

养为主的上港，与恒大动辄数千万挖
一名国脚，
有天壤之别。无疑，
上港的
成功让我们看到，依靠本土青训球员
成为球队骨干力量，是足球常青的正
常发展规律。努力踏实地遵循足球规
律，搞好青训，中超或许将从此进入
一个百花齐放的新时代。

2002年，从申花下课后的徐根
宝，来到位于崇明的根宝基地培养小
球员，那一年，14岁的朱峥嵘成为崇
明一代球员中首位入选国字号的球
员（国少）。2004年，根宝足校代表中
国国少参加了U14东亚锦标赛，除了
夺冠外，武磊还成为最佳射手和最佳
球员。
此后，
上海东亚开始征战联赛，
也
陆续卖出过一些球员，其中王佳玉和
姜至鹏在2010年转会去了南昌，张琳
则去了恒大。2011赛季，
曹 定、
柏
佳骏去了申花，
顾超转会绿城。但即使
如此，
武磊、
王 超、
蔡慧康、
吕文君和
颜骏凌始终都在，而也正是他们这一
批见证了球队13年的起起伏伏。
细数这个赛季，上港阵中，颜骏
凌、武磊、蔡慧康、王 超、吕文君5名
球员的出场时间全部排在球队的前
11位，是这支球队的绝对主力或者主
要轮换角色。而包括傅欢、
张卫、
林创
益这些根宝青训出来的球员，也是上
港的中坚力量，另外一名主力贺惯，
也是中途来到崇明基地后，迅速成长
起来的。

柯洁活动太多
下围棋时间被挤占

960。该作品包含4个
伯特《奏鸣曲》D.
乐章、演奏时长近1小时，经过一周时
间的全身心准备，她不仅读懂并将全
部曲谱熟练地背了下来，出色地完成
了演出任务，受到观众一致好评。她
说到，
“ 孩子要成为一名成功的钢琴
演奏家，一定要从小注重培养孩子的
读谱记谱能力。”
14日，方博士来到了广东佛山，
为当地的琴童和钢琴爱好者奉献一
场生动而受益匪浅的大师课。
本次回国，为回馈三秦父老，方
博士受邀在咸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为广大师生讲授了一场以“加强合作
交流，深化专业理念，提升专业技能，
绽放青春梦想”为主题的钢琴公开
课，课后还现场演奏一首莫扎特奏鸣
曲。“方博士对古典音乐演奏和曲目
处理、对谱面的阅读创新都有着独到
见解，相比国内钢琴家，她对古典作
品的理解更加深刻。”听了公开课的
咸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教师陈耀飞
认为，方瑞琪的钢琴演奏极具个人风
格，层次分明，感情细腻，音乐处理敏
感，赋予了作品叙事化和角色化的演
绎解读。
方瑞琪，这个脸上洋溢着灿烂笑
容、双手创造着魅力音乐的女孩，自
信、成熟、洒脱。她带来的课程，和她
一样，
个性、严谨、
难忘。
她，就是一个跳跃在黑白键盘上
的丝路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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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表
示，即便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扩大到48支球队，也
必须在28天内完成比赛。
因凡蒂诺在国际足联总部对记者说：
“我们不
能增加（世界杯）天数。”另外，他认为增加更多的
比赛场次
“并不理想”
。
卡塔尔世界杯将在2022年的11月21日至12
月18日举行。如果扩容，届时一天内需要进行6场
28天的
比赛，
才能适应总共80场比赛的赛程安排，
时间对于密集的赛程来说非常紧迫。
欧洲的各大球队强烈表示，国际足联不能再
从他们2022年11月的日程中抽走更多的时间，因
为那时他们刚结束赛季不久，尚需时日恢复到最
佳状态。
因凡蒂诺承认，卡塔尔无法单独主办一届48
支球队的世界杯赛事，但它与邻国共同承办的可
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不过，一切都还没有定数。对于是否将参赛队
伍从32支扩大到48支，国际足联将在明年3月宣布
最终决定。

越南2020年将举办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
新华社电 越南河内市人民委员会日前宣
布，越南首都河内将于2020年举办世界一级方程
式锦标赛（F1
）。
越南总理阮春福当日在河内会见F1集团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切斯·凯里时表示，举办F1锦标赛是
在越南举办的重大体育赛事，有利于促进越南经
济社会发展。当晚，
河内市举行了越南获得F1赛车
举办权庆祝活动。

解禁复出后首次出战举重世锦赛

中国大力士表现不错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阳）2018世界
举重锦标赛目前正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
举行。本届世锦赛是东京奥运会资格赛之一，
也是
今年7月国际举联更改举重竞赛级别后首次采用
新级别的比赛，更是中国举重队被禁赛一年之后
首次出征国际大赛。面对调整级别后的首次世锦
赛，
连日来，
中国队的表现总体来说还不错。
本次世锦赛首次采用新设的体重级别，以往
的世界纪录则全部作废，国际举联因此为每个级
别设置了初始的世界纪录。
世锦赛开赛以来，中国举重男队在4个中小级
别中收获了3枚总成绩金牌。相比之下，中国举重
女队在4个中小级别上遭遇了对手的强势挑战。
举重世锦赛昨日进行女子87公斤级和男子
109公斤级的争夺，不过这两个项目都没有中国选
手参赛。

朱婷土超首战零失误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阳）2018-2019
赛季土耳其女排超级联赛次轮比赛，
瓦基弗银行客
场挑战贝西克塔斯。
朱婷虽上场时间不多，
依然贡献
8
%。
分，
进攻成功率高达75
这场比赛朱婷虽然首发出场，
但由于瓦基弗银
行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大比分领先的状态，
主教练古
德蒂也在给朱婷争取更多的休息调整时间。由于朱
婷在场上时间不多，
获得的扣球机会也少，
但朱婷依
然交出漂亮的首战答卷。比赛中朱婷8扣6中，
成功
率达到了75%，
而且全场没有1次失误。
这样，面对拥有3名外援强将助阵的贝西克塔
斯，
朱婷领衔的瓦基弗银行女排直落三局横扫对手
赢得两连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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