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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3年磨砺，WCA成长为最大电竞第三方赛事平台——

电竞黄金时代，中国来了！
本报记者 韩 叙

万里丝路，千年沧桑。2000 多年
前，络绎不绝的商贾驼队迤逦西行，穿
越中亚大陆前往欧洲，走出了一条融贯
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而今，伴随着
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
WCA （World Cyber Arena 世界电子
竞技大赛），这个诞生于丝绸之路重要节
点城市银川的世界电子竞技大赛，历经
3 年磨砺，终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第三
方赛事平台。

输出：为了行业健康发展

“太忙了！”这是 WCA 国际赛事部
总经理张校冲进会议室，见到记者说的
第一句话。这个“85 后”的年轻人，号
称公司最忙碌的人，由于处理国外业务
的缘故，他已经这样过了很多年黑白颠
倒的日子。

回顾过去的日子，忙碌是张校唯一
的感受，而成就则是他最大的动力：
2016 年 5 月，银川举办了国际第一届电
子竞技裁判培训班，填补了电子竞技生
态 链 上 缺 失 的 一 环 ； 6 月 至 7 月 份 ，
WCA 中外对抗赛“中国 vs 韩国 《魔兽
争 霸》 ” 举 办 ； 7 月 30 日 至 31 日 ，
WCA 携手国际电子竞技联盟 （IeSF）
在上海主办 2016 全球电子竞技高峰论
坛，47 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专家和玩
家出席；8月6日，在巴西LNEe公司的
邀请下，WCA 品牌亮相里约奥运会；
11 月，张校带队考察了印度电竞市场的
发展现状，着手在印度设立分公司，拓
展在印度的业务⋯⋯

当中国电竞一步步迈出国门，走在
世界前列时，也形成了经验的分享和输
出。“WCA 在亚洲是领先的电竞赛事，
并且正在成为全世界最突出的赛事。他
们的专业性及对专注于赛事质量的奉献
精神是独一无二的。”巴西电竞联盟主席
Daniel Cossi 告诉记者，WCA2015 全
球总决赛共有来自 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512 名全球顶尖选手参赛，全球超过 30
家直播平台对赛事进行了全程直播，这
场全球瞩目的国际性盛会至今仍令无数
电竞粉丝回味无穷。

创新：不为第一而“第一”

WCA 诞 生 于 电 竞 运 动 的 低 潮 阶
段。2014 年 2 月份，在电竞界久负盛名
的WCG （原世界电子竞技大赛） 宣布停
办。在全球电竞界一片叹息声中，银
川，这个丝绸之路古老而又新兴的城市
毅然地站了出来，创建了 WCA，继续
举办世界性的第三方电子竞技赛事。

在 WCA 创办初期，由于聘请了大
量原 WCG 高管团队成员，因而给人们
的印象只是 WCG 的承继者。但随之而
来的创新举措不断改写着 WCA 的定
位，冲击着业内神经。

作为第一个引入手游、页游产品的电
竞赛事，WCA 打破了原来端游“一统天
下”局面，促进了移动电竞发展。“这在当
时争议很大。与‘阳春白雪’的端游相比，
页游、手游太‘low’了，根本入不了电竞
赛事的‘法眼’，还有高管为此愤而辞职。
不过我们看准了页游、手游的前景，所以
顶住了压力，坚决引入，这才开拓了移动
电竞时代。”张校说。

WCA 的开拓远不止如此。资料显
示，WCA 第一个引入中国原创游戏作
为电竞赛事项目，通过电竞带领中国游
戏产品走向世界，中国原创游戏登不上
国际电竞舞台的时代就此结束；第一个
将电竞的线下比赛与线上比赛融合起
来，打破了一年一次比赛的固有范式，
以天天有比赛、周周有奖金、月月有排
名等形式来增加电竞的黏性，满足电竞
爱好者的多重需求；第一个提出了全民
电子竞技概念，在2014年总决赛上吸引
了 29 个国家和地区的 4700 名参赛选
手，创造电竞参赛选手最大规模的记
录，推动了电竞运动的普及；第一个打
破了中国电视媒体对电竞行业的10年宣
传“禁忌”，并将电竞赛事引入电视直
播；第一个将电竞引入学校，在银川职
业学院开放生态圈设立电竞培训课程；
第一个让电竞走进高校，通过在清华、
厦大这些国家知名高等学府开展电竞主
题公开课的活动方式，让电竞文化在象
牙塔里进行传播；第一个将网吧和电竞

结合，逐渐发展网吧对抗赛、城市对抗
赛，实现了电竞对网吧引领和改造升
级；第一个将电竞引入资本市场，将电
竞赛事平台估值置入上市公司，并围绕
WCA成立电竞产业基金。

得益于 WCA，地处西北的银川也
在电竞领域斩获了诸多第一，比如，第
一个提出打造电竞之都，第一个在全国
成立了知识产权保护支队⋯⋯“WCA 的
这些创新并不是为了争第一，而是为了电
竞发展的需要。”WCA 首席运营官徐雪
峰表示，“电竞是一个新生事物，生态链极
其脆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WCG 举
办了 13 年却戛然而止，这与其赛事举办
方式单一，没找到盈利模式有关。新生事
物生态链不健全是正常的，需要不断创
新、不断发展来弥补，只有这样才能让电
竞行业健康地发展”。

争雄：为了文化有效传播

如今，电竞行业正处于有史以来最
为高速的发展阶段。华尔街研究团体麦
考瑞研究小组发布的电竞行业研究报告
显示，目前全球电竞行业以每年 29%的
速度发展，现已成为世界第七大行业。
而无论从产业规模还是参与人数上，中
国电竞都居于世界前列。

业内专家认为，近两年，电竞之所
以升温迅猛，一方面与网络技术发展特
别是移动网络普及有关，更重要的是与
电竞的竞技体育、文化的双重属性有关。

首先，电竞是一种竞技体育，同传
统体育一样，能够在展示技能的同时获
得荣誉。2003 年，我国承认电竞是一
种竞技体育，并在 2008 年把它列为第
78 号体育项目。2016 年 9 月，教育部
发布 《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 （专
科） 专业目录》 2016 年增补专业，公
布了 13 个新增专业，其中包括“电子
竞技运动与管理”，属于体育类。今年
10 月 14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指
出，要因地制宜发展电子竞技。可以
说，中国电子竞技正面临着历史上最好
的发展机遇。

在国外，电竞也大热起来。英国政

府在伦敦游戏节上宣布，在国际奥委会
的指导下，正式成立非营利组织国际电
子游戏委员会 （IEGC），并准备举办电
子游戏奥运会。今年 6 月份，英超曼联
收购 《守望先锋》 战队，红魔正式进军
电竞。美国 NBA 球队也开始涉猎电竞，
魔术师约翰逊和金州勇士队老板也投资
了著名电竞战队 Team Liquid。据最新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美国 21 岁至 35 岁
的男性中，有 22%的人会观看电子竞技
比赛，这意味着电子竞技已经成为和棒
球一样流行的项目，未来的市场前景可
见一斑。

其次，电竞又是一种很好的文化载
体。我国大多数原创电竞的 IP 都源于四
大名著、武侠小说、玄幻小说，而美国
的电竞 IP 也或多或少地带着好莱坞的影
子。这意味着，当电竞走出国门时，必
然潜移默化地带着本土文化在国际市场
上生根发芽。事实上，这一现状与主管
部门的判断非常吻合，文化部明确提
出，支持打造区域性、全国性乃至国际
性游戏游艺竞技赛事，带动行业发展。

“电竞受众群体一般都在 18 岁至 30
岁之间，这是一个最活跃的群体，再加
上电竞又不受语言、场地、气候和身体
条件过多制约，参与者众多。WCA 在

‘一带一路’上交流、推广、发展，不仅
可以把中国原创游戏带出去，而且还有
利于文化的传播。”WCA 总策划李燕飞
表示。

业界专家认为，电子竞技全球市场
是片广阔天地。虽然在传统游戏领域，
已经有完美世界、腾讯互娱等先行者在
海外市场开拓方面建树颇丰，但在电子
竞技领域，国内少有成功的海外拓展经
验。WCA 的成功之处正是瞄准了这一
空白市场，并从成立之初便定下了“中
国造，全球化”的战略。目前，中国电
子竞技发展已经进入了全面爆发期，
WCA 的 职 业 化 、 规 范 化 、 全 球 化 理
念，都将促使中国电竞走向黄金时代。
可以预见的是，在不远的将来，越来越
多优质的国内游戏项目，将通过 WCA
这个国际化的平台充分展示中国电竞的
风采。

先行先试 勇于探索

“福田经验”成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优秀样本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日前，在 2016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暨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
论坛上，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公布第二批
获得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荣誉
称号的单位中，深圳市福田区成为广东省
惟一获此殊荣的行政区。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专家委员会主任、北
京大学教授李国新对“先行先试、勇于探
索”的公共文化服务“福田经验”给予了高
度评价,称其为全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提供了优秀样本。

“身为福田人，真的很幸福。”住在福
田区的居民常常能由衷地发出感慨。在
福田辖区的任何位置出发，步行十分钟的
范围内，一定能找到国内设施一流的图书
馆、音乐厅、书城、文化广场等公共文化服
务设施。一到周末，这里可供选择的文化
演出、文化活动更是让人眼花缭乱。据了
解，自 2013 年获得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创建资格以来，福田区共计投入
8 亿元用于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建设，目

前已经成功打造出“十分钟文化圈”。
值得一提的是，福田还积极整合辖区

文化资源，将各种文化要素分门别类，打造
包括主题文化馆、图书馆阅读、博物馆、广
场文化、公园、公共艺术、地铁、现代戏剧、
街道特色、数字平台等在内的“3传统+3新
兴+3特色+1平台”的十大文化功能区，努
力实现现有文化资源的效能最大化。

在传统文化阵地方面，福田以辖区 7
个主题文化馆为阵地，以突出功能为特
色，打造主题文化馆功能区；发挥辖区
107 家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管理优势，打
造图书馆阅读功能区；规划建设安托山博
物馆群，打造博物馆功能区。福田还积极
开辟新兴文化阵地，结合辖区文化广场分
布密集的特色,打造广场文化功能区，充
分发挥 10 个市属公园和 120 个社区公园
的空间功能,打造公园文化功能区。

在强化特色文化阵地方面，福田举办
“福田当代戏剧双年展”等活动，打造现代
戏剧功能区；在全国率先尝试街头艺人自

治管理、实施城市雕塑艺术工程、打造公
共艺术功能区；推进“一街道一特色”，打
造街道特色文化功能区。

记者了解到，2015 年福田区政府正
式出台公共文化社会建设“1+1+N”系列
文件,两个“1”分别是指《关于鼓励社会力
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福田
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N”是指在公共文化若干领
域的具体实施办法，包括《扶持非国有博
物馆暂行办法》《引进世界冠军和文化名
人暂行办法》等 9 个文件。福田区也因此
成为全国首个出台公共文化社会建设系
列文件的区级政府。

据福田区文体局局长简定雄介绍，系
列文件虽然数量众多看似复杂,实际上却
是体系完整并行不悖。主文件是从 6 个
方面为社会力量参与区文化建设指明方
向的纲领性文件及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
定，其作用是对配套制度的制定与实施进
行指导，不断拓展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

服务的广度,不断撬动社会资金投入公共
文化服务的深度,在公共文化建设管理体
制、人才资源、资金投入、文化阵地、产品
供给、制度保障等方面形成新的格局。9
个配套文件则是如何使用专项资金鼓励
社会力量,同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
化建设的具体实施细则，涵盖名人引进、
现代戏剧、低票价惠民、群众文体团队、公
益广告等公共文化的方方面面,使各个文
化领域从此有章可循。

作为全国公共文化示范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公共艺术也成为福田不可或缺的
文化标识。福田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熊国
雄表示，公共艺术活动通过不同人群的体
验活动，凸显了“时代主题、城市精神、人
文风貌”的新的亮丽风景，体现了深圳的
城市精神品质，承载了凝神聚气彰显风貌
的创新功能。“将公共文化与全民体育、公
共艺术与市民参与有机融合，是深圳文化
的福田表达，是深圳城市文化、城市精神、
城市文明的创新载体。”熊国雄称。

保护中传承 传承中发扬

江西高安激发传统文化活力
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通讯员李莉报道：连日来，江

西高安采茶戏《罗山和他的女婿们》正加紧排练，准备参
加今年12月初的江西省玉茗花戏剧节。近年来，高安市
大力开展采茶戏进机关、进学校、进农村活动，使传统艺
术得到大力弘扬。

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高安，近年来把挖掘、整理、保
护、传承传统文化与发展文化事业、开发文化资源有机结
合，推动高安从文化大市向文化强市转变。高安市充分
利用自身的独特文化资源，对民间文学、传统技艺、民俗
习俗挖掘整理，积极申报全国、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认真做好文物普查和申报工作，大力培养传统文化
传承人，建立民间文化保护基地，开展传统文化进机关活
动，推动传统文化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学校，促进
传统文化普及和弘扬。同时，鼓励传统文化“走出去”，积
极参加各类展出和评选活动，努力扩大传统文化对外影
响。目前，高安成功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1个，省级非遗
项目7个。

高安充分利用文化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品
牌。高安采茶戏是江西四大地方剧种之一，曾多次进京
为中央领导演出，累获国家、省级多种荣誉，并成功申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为使这一传统剧种保
持生命力，高安每年投入100多万元扶持资金，并与江西
职业技术学院、宜春学院联合办班，培养后备人才。为促
进采茶戏的繁荣，高安发展业余剧团 12 个，每四年举办
一次采茶戏艺术节，每年新排 2 个至 3 个剧目，先后涌现
了《拐杖情》《孙成打酒新传》等10多个新创剧目，获得玉
茗花等众多大奖。高安市博物馆馆藏元青花数量位居全
国第一、世界第三。为更好地保护、陈列这批国宝，高安
市投资 5000 余万元兴建全国唯一的主题博物馆——高
安元青花博物馆，并将青花文化元素融入建筑之中。开
馆一年多以来，接待中外游客50多万人次。

业内专家认为，高安市深入挖掘民间优秀文化，打造
具有地方风味的文化精品。通过农村和谐文化“一村一
品”建设，重点打造了石脑镇赤岸村、新街镇景贤村等一
大批特色文化村，创立和保护了戏曲、唢呐、舞龙、腰鼓、
斗牛等各类文化品牌66个，培植唢呐、二胡、笛子、摄影、
剪纸、石雕、绘画、书法等各类乡土文化人才348名。

“漂移式多维体验剧”《知音号》将公演
本报讯 记者崔国强报道：日前，“‘知音湖北 楚楚

动人’湖北旅游精品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记者获悉，由
武汉旅游发展投资集团投资的“漂移式多维体验剧”《知
音号》将于今年年底公演。所谓“漂移式多维体验剧”，是
指该剧的表现手法与传统实景演艺不同，表现舞台并非
位于传统剧场，而是在一艘为此剧特意建造的名为“知音
号”、仿上世纪 20 至 30 年代风格的蒸汽游轮上，与此同
时还复建了一座汉口老码头。届时，船和码头即为剧场，
演出将以在长江上漂移的方式完成。

该剧导演樊跃认为，“知音号”的取意，源于武汉“知
音之城”的历史以及武汉人海纳世界的情怀。在表演情
境设计方面，“知音号”的每一块甲板和客舱空间，都发生
过、发生着或即将发生观众不可预知的故事。长江、船、
码头均是线索和背景。旅程中，观众与演员融为一体，共
同探究剧情，体验寻找、发现、相遇与团聚的全过程，最后
凝聚成触及观众心灵的真情实感。表演期间，导演创造
性地使用了倒叙、插叙及人景互动等电影表现手法，用电
影的方式表现剧情。

历经一年半打造，“知音号”游轮已完成装修。同名
体验剧《知音号》在创作过程中秉承武汉“敢为人先，追求
卓越”的创新精神，在国内属首创。该剧2014年12月底
启动，今年5月完成前期创作，目前正在武汉排练。

以全球化视野生产影视作品

恒信进军文化产业领域
本报讯 记者许红洲报道：日前，恒信旗下恒信文化

产业集团发布盛典在北京召开，标志着恒信进军文化产
业领域。

“希望通过恒信文化产业集团的成立，及其与国际顶
尖企业的联合，打通全球文化产业生态链，促进国内外影
视产业间的交流与融合。”恒信钻石机构、恒信文化产业
集团董事长李厚霖说。

据悉，恒信文化由恒信影业、恒信互娱、恒信国际、恒
信传播和恒信风尚五大子公司组成。恒信文化联合创始
人兼总裁石峰介绍说，恒信文化将在多个维度与国内外
行业顶尖企业进行资本、内容、生产三个维度的深度交流
与合作，立足全球化视野，通过“引进来”“走出去”，专注
打造优质影视作品。

尽管恒信文化刚刚正式发布，但恒信在文化产业的
布局早已开始，并已积累了诸多海外优秀资源。美国灯
塔影业全球首席执行官马克·珀内尔在恒信文化成立仪
式上透露，灯塔影业与恒信文化共同成立中美合资公司
EMW，将凭借好莱坞顶尖影视制作实力和超 A 级的明
星资源，打造国际化影视版权作品，占领优质内容高地。

美国Unified Pictures的联合制片人拉比德·阿齐
兹认为，与恒信文化共同投资拍摄的最新动画电影巨制

《诺亚方舟》 已进入深度合作。这部电影还有 《怪物史
瑞克》 和 《功夫熊猫》 的导演约翰·斯蒂文森、《风中
奇缘》和《花木兰》的编剧菲利普·拉兹尼克加盟，将
是好莱坞有史以来第一部由中国投资的史诗动画巨作。

业内人士认为，尽管还是产业新秀，但恒信文化的文
娱之路走得清晰、扎实、开放。正如石峰所言：“恒信文化
意在追求全球影视工业的深度合作，希望通过对美国影
视工业产业优质资源整合，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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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WCA2015《自由之战》比赛现场。
右图：《英雄联盟》赛事团队为 WCA2015 赛事制作的战队对

战导视。 本报记者 韩 叙摄

左图：WCA2015
嘉年华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韩 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