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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本报讯（记者 刘伟）
北京时间25日上午，NBA
全明星新秀赛巴克利队
146：133击败奥尼尔队，凯
瑞·欧文当选MVP。林书豪
仅仅出场9分钟，得到2分1
个篮板1次助攻，外加1次
失误，并不出众。不过这不
影响他在场下依旧享受焦
点的待遇，这也让他疲惫不
堪。

20天内14场比赛，林
书豪身体早已透支，新秀赛
中，他的步子明显放慢了，
其实按照林书豪原来的打
算，如果没有新秀赛，他会
选择在某个寂静的海滩享
受属于自己的周末时光，好
好休息，备战季后赛以后更
艰苦的赛事。不过一出名，
所有计划全被打乱了。

按照全明星组委会的
规定，新秀赛球员只能在赛
后举行媒体见面会，但这样
的规定根本满足不了采访
林书豪的媒体的需求，于是

NBA破例开了绿灯：为林
书豪举行一次赛前媒体采
访。由于到访的媒体实在太
多，原本 20个座位的媒体
室根本不够用，在临时增加
了 30多个座位后，依旧有
100多名记者鱼贯而入，林
书豪不得不去应付。据美国
媒体报道，林书豪虽然疲
倦，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采
访要求。

16 分钟的采访，媒体
多半将精力聚集在了林书
豪的花边新闻上，诸如为什
么会选择 17号作为球衣，
濒临被裁之时，是否真的如
别人所言在牧师面前祈祷
过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林
书豪很耐心地作了详细解
答。在高强度赛事和频繁的
新闻发布会双重考验之下，
林书豪有些吃不消，新秀赛
上他主动要求缩减上场时
间，一场比赛下来，林书豪
只打了 9分钟，享受比赛，
用在他身上更贴切一些。

新华社西安 2月 25日
体育专电（记者 周欣
段博）2 5 日，中国国家武
术散打队在西安正式宣告
成立，以往赛前临时组建
的集训队形式一去不复
返。由散打名将张开印和
去年世锦赛金牌得主黄
磊、陈彦召等明星队员领
衔的51人国家散打队将在
西安训练，备战今年的亚
洲锦标赛和世界杯。

国家散打队第一批队
员共有51人，包括33名男
队员和 18名女队员，他们
经过了基础身体素质、基本
技术、打圈靶、循环力量和
实战5大项的严格选拔。教
练组由张根学担任总教练，
翟寿涛任主教练。

据介绍，国家队人员选
拔标准极为严格，有资格参
加选拔的选手全国不足70
人，实际参加选拔的有 59
人。选拔进行了一天，成绩
排在各级别前两位的运动
员才有资格进入国家队，
有 8 人被淘汰。在级别方
面，偏重于中大级别，小级
别的入选人数相对较少，
这是根据战略发展规律做
出的选择。

国家散打队的任务是
打好包括亚运会、世锦赛、
亚锦赛和世界杯等在内的
国内国际赛事。张根学说：

“成立了国家队，中国散打
的水平会越来越高，我们会
争取在国内的搏击项目中
当好领头羊。”

本报讯 2 月 2 4 日，
2011-2012赛季全国室内
五人制足球甲级联赛第16
轮两个回合的较量在青岛
展开，第一回合，远道而来
的广东福迪汽车队 3：7不
敌坐拥主场之利的青岛英
茁体育队，两队的巴西外援
包办了10个进球中的9个，
成为全场最大的看点。第二
回合，两队则以5：5战平。

24 日比赛一开始，青
岛队便摆出了两名外援加
两名攻击型球员的进攻阵

势，意图在福迪汽车队未稳
之际冲击其后防线，并以
2：1的比分进入下半场。下
半场比赛风云突变，青岛英
茁队的巴西外援开始发威，
五甲射手榜排名第二的艾
弗凭借个人能力连入3球，
青岛队5：1领先。

大比分落后的福迪汽
车队显然不会善罢甘休，而
是全力进攻，由拉蒙和迪奥
戈各入一球，最终比分锁定
在3：7。25日下午次回合比
赛进行，双方5：5握手言和。

25日，第20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中，中
国女队以3：1击败新加坡队，取得女团三连冠。郭跃在比
赛中拿下2分，成为赢球的最大功臣。 新华社发

1983年，年轻的迈克尔·乔丹
顺利加盟NBA。一年后，在中国福
建省晋江县注册资金为3万元的日
用品二厂成立。当2000年已经功成
身退的迈克尔·乔丹成为华盛顿奇
才队的老板时，远在大洋彼岸的日
用品二厂已随着晋江体育用品制造
业的兴起转型进军运动用品，并改
制变更为晋江市乔丹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当年9月又更名为福建乔丹体
育用品有限公司。这是即将上市的
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招股书中乔丹体育特别提到：
“可能会有部分消费者将发行人及
其产品与迈克尔·乔丹联系起来从
而产生误解或混淆，在此特提请投

资者注意。”乔丹体育认为，公司商
号及主要产品商标“乔丹”与美国
著名职业篮球球星的中文译名“迈
克尔·乔丹”姓氏相同，但“Jordan”
作为普通外国人姓氏，并不具有特
定性。目前发行人和迈克尔·乔丹
不存在任何商业合作关系，也未曾
利用其形象进行企业、产品宣传。

在北京奥运会的带动之下，过
去的十多年成为中国本土体育品
牌发展的“黄金年代”。伴随着这股
东风，“福建乔丹”一路风生水起，
其图形商标和中文文字商标先后
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其运动用品
也被评为“国家免检产品”、“中国
名牌产品”。

乔丹体育的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
拟发行11250万股，募集10 . 64亿元，于
上交所上市。如果上市成功，它将成为
在A股上市的第一家体育用品企业。

在同迈克尔·乔丹合作关系紧密的
耐克公司提出商标异议未果之后，这次
是乔丹本人提出了“姓名权”的诉讼。无
论结果如何，这场诉讼对乔丹体育的上
市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发
行人资产必须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
的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商标、专利、
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国内某券商一位从事上市保荐业
务的人士认为，乔丹体育面临对公司未
来的经营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
如果败诉的话有可能无法再使用乔丹
这个品牌。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按照
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其上市进程有可能
会被暂时搁置。

中国体育产业在过去的数年中保
持了高速增长。面对庞大的中国市场，
硝烟四起已经不可避免，而有关品牌的
保护则更是重中之重。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知是不是吸
取了乔丹的教训，耐克公司在旗下的另
外一名合作球星勒布朗·詹姆斯的商标
注册上就谨慎许多，不但注册了球员的
中、英文姓名，同时“詹姆斯王”、“天王
詹姆斯”、“詹姆斯”等名称也一股脑儿
地拿下。

深知本土竞争规则的乔丹体育更
是大手笔，注册了众多防御性商标，诸
如“小乔丹”、“乔丹王”、“桥丹”、“丹乔”
等名称也全都收入囊中。

另外，乔丹体育所拥有的商标并不
仅限于“乔丹”，公司还在2009年成功注册
了“杰弗里乔丹”和“马库斯乔丹”两个商
标，而这两个商标非常“巧合”地同迈克
尔·乔丹两个儿子的中文译名相同。

然而在“乔丹”品牌一路走高
的同时，这个商标所带来的纠纷和
争议随之而来。来自美国的体育业
巨头——— 耐克国际有限公司数次
对乔丹体育的商标提出了质疑。

1983年，耐克公司同还是新秀
的迈克尔·乔丹签约，随后不久推
出了以“AIR JORDAN(飞人乔
丹)”为品牌的篮球鞋，被认为是有
史以来体育品牌和体育明星最完
美的一次结合。

2002年在乔丹体育提出商标
申请时，耐克公司两次对乔丹体育
申请的包括文字和图案共计8项商
标提出过异议，不过均被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驳回。耐克公
司并没有罢休，继而对其中7项异
议提出驳回复审，但全部复审请求
再次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
标评审委员会驳回。

商标局及商标评审委员会在裁
定中均认为：“运动员迈克尔·乔丹仅
在篮球运动领域里具有一定知名

度。但‘乔丹’为英美普通姓氏，在除
篮球运动之外的其他领域里‘乔丹’
并不与运动员迈克尔·乔丹具有唯
一对应关系。运动员的知名度不能
等同于‘Michael Jordan’商标在服
装、鞋、帽商品上的知名度。”

对于耐克公司的发难，乔丹体育
认为，公司与耐克公司不构成直接的
市场竞争，并在产品定位、目标消费
群体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通过商标局主办的“中国商标
网”记者查到，乔丹体育所拥有的
主要商标为于 2001年注册的“乔
丹”中文字样和“QIAODAN”拼音
字样，以及在2002年注册的篮球运
动员运球的图案商标。目前耐克公
司 在 华 拥 有 的 注 册 商 标 则 为

“MICHAEL JORDAN”英文字样
和篮球运动员飞身扣篮的图案商
标，而耐克申请的“迈克尔·乔丹”
中文字样商标还处在驳回复审阶
段。“JORDAN”英文字样的商标则
处于无效状态。 新华社体育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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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乔丹的，
不一定都是飞人
迈克尔·乔丹姓名权官司背后的商业玄机

IPAD的“姓名权”已经在美国苹果和中国深圳唯冠之间闹得不可开交，名头毫不逊色的美国篮球巨

星迈克尔·乔丹又为了自己的名字在中国打起了官司，他向中国法院起诉中国运动服饰生产商乔丹体育

股份有限公司涉嫌侵犯其姓名权。

记者调查之后发现，这场名誉权官司的背后颇有商业玄机。

商标驰名，也“重名”

耐克公司曾经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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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受影响

围绕一个
普通的姓氏，
多方面争得不
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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