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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世界杯今晚开战
大河客户端世界杯频道今日上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小娟

世界杯
一夏！

北京时间 6 月 14 日 23：00，俄罗斯世界杯
揭幕战将打响，东道主俄罗斯队将在莫斯科卢
日尼基体育场迎战沙特队。未来的一个月，足
球将成为全世界的共同主题。为给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的千万粉丝带来最权威、最丰富、最个
性、最欢乐的世界杯“海陆空”集群报道，大河客
户端世界杯频道今日将正式上线！俄斗专题可
以方便地收进微信“浮窗”，伴您世界杯全程！

俄罗斯“黄牛”
爆炒世界杯

因为唯一，所以专业
在大河客户端单独开辟世界杯
频道，是大河客户端的第一次——
第一次将完整的世界杯频道呈现给
全球的千万
“河粉儿”
！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在大河客
户端开通世界杯频道，同时拥有了
河南省的两个“唯一”——大河客户
端是河南省唯一省级新闻客户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特派俄罗斯世
界杯前方记者王玮皓是河南省唯一

全程报道世界杯的记者！
这是大河报第五次特派记者赶
赴比赛地报道世界杯，十六年，
“大
河”
从不缺席。
从 2002 年 韩 日 世 界 杯、2006
年德国世界杯，到 2010 年南非世界
杯、2014 年巴西世界杯，再到今年
的俄罗斯世界杯，连续五届世界杯，
大河报从不缺席，有大力神杯的地
方，
就有大河报人的身影。

从最初的大河报一纸风行，采
激情世界杯，入寻常球迷家，到如今
的大河融媒体时代，
一个大河客户端
就是一个媒体集团军——文字、图
片、视频、直播、互动……时代的更
迭，变的仅仅是手段和渠道，不变的
是大河报对世界杯的热爱与执着。
坐拥两个“唯一”，大河客户端
的世界杯频道已经准备好了。您爱
世界杯吗？那就来大河客户端吧！

因为热爱，所以有趣

合成

冯帅

因为独家，所以诱惑
历届世界杯报道，大河报总能
推出震撼四野的独家内容，本届也
不例外，我们第一次上线的世界杯
频道将提供多个独家板块内容，分
享给爱球的您！
1.河南唯一全程报道世界杯的
记者王玮皓，继续“皓言皓语”，将他
在俄罗斯的现场见闻、看球心得等
各种猛料，随时随地上传，和您分
享。
2.我们还开设了能让您笑出八

寻找看球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雪玉
本报讯 等了四年的世界杯终
于来了，啤酒、撸串儿、刷夜、呐喊，
小伙伴们已备好看球的正确姿势！
今年世界杯您准备在哪儿看？想去
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看球？您身边有
什么看球的私藏好地儿？都赶紧分
享给我们，进而分享给更多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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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腹肌的短视频栏目“趣球”，各种
吗？除了进球，还有丰厚的奖品等
有关世界杯的搞笑短视频，都会第
着您。
一时间和球迷们分享。
5.如果现代足球穿越回古代，会
3.推出
“伪球迷课堂”，我们将通
遭遇怎样的电光火石？我们还将推
过各种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方式， 出文化气息浓厚的中国古代足球
为伪球迷全方位解读世界杯的各种 （蹴鞠）知识科普，文艺范儿的您一
知识。什么是越位？什么是角球？ 定不能错过！
什么是定位球？不懂就来围观！
来吧，乘上世界杯的东风，放飞
4.当然，看得再多，不如自己踢
您的奇思妙想，享受这个动感时尚
上两脚，我们还将推出线上点球大
的夏天吧！
战 ，您 能 成 为 网 络 世 界 里 的 梅 西

的餐吧饮吧!
吃货和狂欢者吧！
不只是饭店、酒吧，咖啡店、饮
品店都行，各位店家可以毛遂自荐，
把您的位置，您的特色，您的球迷福
利活动，拨打电话 0371-65796258
告诉我们，大河报的庞大球迷粉丝
团将去
“攻占”
你们！
河粉儿们敬请期待我们的后续
相关报道，我们会为大家推荐在郑

州看球的绝佳好地儿，您不仅能和
众多志同道合的球友一起观赏精彩
赛事，还会有超多的河粉儿福利送
给大家，惊喜多多，我们也为大家备
下了好玩游戏，边吃边喝边看边玩，
开启一场属于我们的世界杯！等待
和我们一起解锁郑州最爽看球场地
及河粉福利吧！

伴随着世界杯的热度，
周边产品的销售也开始火爆
起来，莫斯科的不少商场、超
市里，都可以找到专门销售
世界杯纪念品的货架。但奇
怪的是，同样的产品价格却
各有千秋，官方发行的纪念
币 也 被“ 黄 牛 ”炒 高 了 五 六
倍。
在莫斯科大学附近，国
际足联设立了一个官方纪
念品商店，里面的商品
琳 琅 满 目 ，小 到 启 瓶
器、钥匙扣、徽章，大到
足球、T 恤衫、围巾，有
近百种之多。商店里逛
的人不少，但真正买的人
不多，可能是由于纪念品的
价格都高，一件普通 T 恤要
2000 卢布，约人民币 210 元；
一个比手掌大些的吉祥物扎
比瓦卡狼也要 2000 卢布，钥
匙扣和纪念徽章则分别是
700 和 400 卢布。
在一些商场和超市，也
在销售世界杯纪念品，但价
格就平易近人了许多，同样
的商品要比官方商店便宜
20%至 40%，即使这
样，球迷们依然不
愿做被宰的羔羊。
记 得 2014 年 巴 西
世界杯时，一个吉
祥物钥匙扣大约只
有 30 多元人民币，
但到这届世界杯翻
了一倍。也许人们
都已有经验，随着
球赛的推进，商店
会时不时进行打折
促销，价格会大幅
跳水，那时候才是
出手的好时机。
在世界杯前
夕，俄罗斯发行了
一系列世界杯纪念币，最新
出炉的是一张面值为 100 卢
布的纸币，合人民币 10 元，
发行几天后，这张纪念币在
当地被炒到了 500 卢布，虽
然当地人凭借身份证件可以
换取一套纪念币，但已经有
不少黄牛囤积了数千张纪念
币，就是为了趁着世界杯发
上一笔。
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记
者，这些纪念币的价格之所
以会节节高升，主要是因为
俄罗斯一些银行的工作人员
通过私人关系大量向世界各
国的黄牛供货，黄牛再进行
层层转卖，如今面向中国球
迷销售的已经涨到了 60 元人
民币一张。

皓言皓语

如果您是伪球迷，又或者您
根本不懂球，那也无所谓，大河客
户端依然可以满足您对这个夏天
所有的想象和乐趣！
毫不夸张地说，大河客户端
世界杯频道，是一份属于您的“私
人订制”，除了前方特派记者发回
的最为鲜活的新闻外，后方报道
组也为大家准备了不少鲜活好
料。除了全方位的世界杯资讯，
您在大河客户端上还可以参与竞
猜、玩游戏、评论互动，丰厚奖品
等您赢取。
此次俄罗斯世界杯，大河客
户端世界杯频道将推出一系列主
题策划报道——赛事方面，包括
前瞻、赛况、访谈、深度等专业性
内容，这将是专业球迷的最爱；话
题方面，深入挖掘趣味性、话题性
内容，无论是赛场内分泌旺盛的
肾上腺素，还是赛场外的美艳太
太团、酒吧奇遇记，甚至是更衣室
内不可告人的秘密，只要您想看，
大河客户端为您一网打尽！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特派记者 王玮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