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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業 2 0  年  通 國  粵  台  英 語
成人儿童牙科服务；洗牙 补牙 假牙
急诊 根管治疗 牙周病治疗 拔牙
拔智齿 植牙 美白牙齿 隐形矫正等
接受大部份牙科保险，Medicaid 及
Obamacare

又 到 了 一 年 一 度 的 感 恩 节
（Thanksgiving Day），在这样的日子里
发发朋友圈，感谢一下家人的支持、朋友
的陪伴，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在体育世
界中，感恩节又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呢？

由于感恩节加上之后的Black Friday组
成了4天小假期，也成了美国为主的数个
国家的购物狂欢。感恩节到来时，消费者
通常会早早地排队等在超市和商店门口，
只等时间一到，开启疯狂扫货模式，从
2005年开始又增加了“Cyber Monday”（
网络剁手星期一），转向了线上销售。像
JD Sports、Footlocker以及Sports Direct这样
的体育用品零售商，也都会在感恩节期间
进行半价促销等活动。在美国，户外、钓
鱼以及水上运动用品，是这期间最受欢迎
的体育用品。

也不是所有公司都抢着在这一天赚钱，
户外装备零售商REI（Recreational Equipment 
Inc.）在2014年的黑色星期五反其道而行之，
当天宣布关闭公司在美国的140多家门店，并
且不在自己的官网上处理任何订单，还给员
工放了带薪假期。在这一天，REI发起了标签
为“optoutside”的活动，号召人们和家人一
起走出房间，到户外去真正的进行锻炼。

此举一出，引来一片讨论。要知道，黑
色星期五可是许多零售商每年最重要的销售
时间。但REI的总裁和CEO杰瑞-斯特里茨克
(Jerry Stritzke) 则表示，“鼓励人们走向室外
可能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品牌需要一直保
持最真实的品牌形象。”

这样的举动也为他们赢得了不少印象分，
从诞生那一刻起，REI就是《财富》杂志评选
出来的100家最适合工作的公司之一。

在感恩节期间，职业体育也在想方设法地
凑一凑热闹，NFL的感恩节大战也是球迷们
的一次饕餮盛宴，而NBA也识趣的不在这一
天安排比赛，让这一天彻彻底底的属于橄榄
球。

前一阵子火热上演的李安电影《比利-
林恩的中场战事》，其故事的基本素材和灵
感，就是源于下面这一场NFL感恩节大战。

2004年11月25日，坐镇主场的达拉斯牛仔
于感恩节迎战芝加哥熊。中场休息时，碧昂
斯当时所在的“真命天女”组合作为特别嘉
宾，与一群美国士兵进行了表演。

电影的同名小说作者班-方登对于演出曾
作出过如此描述：“伴随着空中升起的绚烂

烟火，一群美国士兵站在散落着国旗的场地
里进行严肃的阅兵演出，旁边却是碧昂斯挑
逗火辣的流行舞蹈，这一奇葩场景透满了美
式爱国主义，充斥着超现实的荒诞感。”

正是受这场橄榄球赛中场秀的启发，班-
方登借此灵感，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比利-
林恩的中场战事》，而李安又以此为蓝本改
编拍摄，创作出了我们看到的这部120帧4K电
影。

其实，感恩节大战的历史源远流长，从
1920年开始，NFL就设立了感恩节比赛。时
至今日，参加感恩节大战的球队，大多都是
联盟的初创时的具有深厚底蕴的球队。虽然
不一定是万众瞩目的强强对话，但却是一种
对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和认可。

今年的三场感恩节大赛，分别是明尼苏达
维京人对感恩节赛常客底特律雄狮，华盛顿
红皮对感恩节赛常客达拉斯牛仔，以及第三
场匹兹堡钢人对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可谓
精彩纷呈。

从收视率和影响程度来看，感恩节大战
也都优于普通比赛，每年平均有3000万人收
看，逐渐形成了观众们的收视习惯，其中
2015年卡罗莱纳黑豹与达拉斯牛仔的比赛，
以3250万成为了收视人数最多的感恩节大
赛。

总而言之，体育之所以能够成为感恩节的
一部分，还是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体育文化与感恩节文化相碰撞，自然就产
生了体育公司感恩节营销与NFL感恩节大赛
这样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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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牙科,专于美容修复 

个性化龋齿方案  

隐适美矫正(Invisalign) 

iTero 数码取模 

数码X-光片,椅边口内数码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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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色材料补牙, 烤瓷贴面, 全烤瓷冠,牙齿漂白 

牙周病综合治疗,口腔黏膜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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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口腔系，获医学学士学位。毕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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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体 育 遇 上 感 恩 节 ： 黑 色 星 期 五
与 比 利 林 恩 的 中 场 战 事

 文： 陈点点

绿湾包装工：属于36万球迷股东的NFL球
队，社区体育的极致

本与文化、
底蕴与发展的冲
击，在体育商业
化的大潮中，总
能碰撞出一些精
彩的故事。在
NFL的管理经营
史上，独具一格
的绿湾包装工队
就是这样一个关
于社区体育的故
事。

这个社区化的
故事，还要从俱乐部的历史说起，这支俱
乐部由来自威斯康星州绿湾的高中橄榄球
球星Curly Lambea建立，目前球场的名字也
就是以他的姓氏 Lambeau命名。

在当时，一条威斯康星州税法规定，球
队在遇到经济状况需要被出售或转移时，
需要通过当地的组织的投票，而当绿湾在
1923年面临第一次破产的时候，球队决定
将自己卖给当地的社区，每个球迷投资了
几美金而使得这个球队继续运转下去。

这样的投资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股票投
资不尽相同。首先，这笔股票投资并不会
升值，而且并没有分红可以享受，同时不
可以交易与可转让给其他人，这个股东权
利只会跟随这位股东一辈子或当股东去世
时由直系亲属继承。

除了这些与传统意义上的股票不同之
外，作为股东也并不能够享受任何球票购
买的权利，顶多是有权购买标有NFL股东
的纪念品，或是在包装工夺得超级碗的时
候，购买一个廉价版的冠军戒指。

但这些迷你股东们在被问道为什么将自
己的钱投资在这里时，无一例外的都会自
豪的说：作为绿湾包装工的拥有者难道不
酷么？我们就是喜欢这个球队，无条件的
支持他。

在绿湾包装工的的历史上，共经历了5
次股权融资，目前球队的36万余股东拥有
500多万股股票。最后一次交易发生于2011
年12月-2012年2月，超过二十五万人购买
了近二十七万股股票，每股价格为250美
金，这笔融资的目的是为了扩建Lambeau球
场。

目前，绿湾包装工的管理层结构是由
42个会员组成，这42个会员中有7位构成一
个高级委员会，而委员会里面职务最高的
便是这个球队的“CEO+主席”，目前是
由前NFL球员，球员工会主席Mark Murphy
担任。

事实上，包装工队不仅仅是所有权归社
区，也是真正的在为社区服务与贡献。

据了解，每年包装工在运营中最主要
的开销是球员的薪水，而由于目前NFL处
于工资帽时代，所以每年薪水的支出范围
是固定的，再加上各种球队运营的方面的
支出，剩下的60%收入都会应用于社区的

建设。
身处只有10万人口的小城市，绿湾队

与市政府签订了
各种合同增加市
民的就业。与此
同时，作为一个
以蓝领阶级为主
的城市，俱乐部
也将自己球票的
价格定位在偏低
的位置，以帮助
大部分球迷来现
场观看比赛。

而连续300多
场主场球票售罄及8万多个在排队等待购买
季票的名字，足以证明俱乐部的这项策略
的正确性以及球迷们对于自己社区球队的
支持程度。

Mark Murphy，作为一个前NFL球员
以及球员工会主席，更能体会球队在社区
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如果将自己的球票
价格定位在跟新英格兰爱国者队一样的水
平，我们的球票收入会翻两番，但由于我
们的球迷主要是蓝领，所以我们必须为自
己的球迷着想。” 

2011年绿湾包装工队获得超级碗的那
年，超级碗比赛的球票价格最贵一档也仅
为83美金。

此外，作为唯一一个全美基于社区所有
的俱乐部，绿湾每年披露的财务数据能够
帮助大家了解到NFL目前的经营状况。每
年在6月，绿湾队的主场会迎来所有包装工
队的股东来参加股东年会。

在举办股东年会的那几天，球队与其他
上市公司一样，会公布自己今年的财政收
入，也就是年报。同时还会介绍给大家今
年准备重新签约的球员，以及讨论下选秀
的可能性，甚至告诉大家今年球队的日程
安排等等。

2015年，由于NFL刚刚与转播商签订巨
额转播合同，包装工队同样获得了不菲的
收入，其净利润达到了历史新高的4890万
美金，即便是一个社区型非盈利球队，他
们的净收入排名在整个NFL中也名列第9。

不同于其他球队，绿湾队每年除了联盟
的转播合同收入外，并不会有很多广告代
言的收入。因为与众不同的管理模式，俱
乐部并不需要通过出售自己球场的冠名权
甚至场地旁边的广告牌而获得高额利润。
因为这一点，现在的包装工球迷们还能找
到与60年代的Lambeau球场一样看球的感
觉。

绿湾作为NFL球队中最小的城市，与其
他拥有大球市的NFL球队而言，球队的收
入理应是处于一个相当劣势的地位。然而
在32个球队中，每年的收入都排在联盟的
前列，这对于那些大球市球队真的是一种
讽刺。

绿湾包装工的传奇，也许是仅仅是一
个个例，但如此有趣实用又具有经济效益
的俱乐部经营模式，却是值得借鉴和学习
的。

文： 万家源

周 绕 医生
执照妇产科医师
内分泌与生殖生理学博士
MD, Board certified OBGYN 

妇妇 产产 生生生生生 诊诊 所
Friendly Women’s HealthCare LLC

电话： 317-218-7764                传真： 317-249-8640
电子邮箱： FriendlyObgyn@outlook.com
地址： 755 W Carmel Dr, Ste. 202, Carmel IN, 46032

• 围产保健
• 高危妊娠
• 宫外孕
• 顺产
• 剖腹产
• 不孕，避孕
• 妇科感染

• 内分泌失调
• 子宫肌瘤
• 更年期不适
• 妇科癌症诊断
• 各种妇产科手术
• 年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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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培怡 全科医生

Peggy Hu, MD, PhD
Family Medicine

服务范围：
急、慢性病诊断，治疗，年度
检查。健康儿童体检及免疫注
射，移民体检等

    华人护士，精通中／英文

胡 培 怡 医 生 诊 所

东边 诊所
时间:   每周三和五 8:00-12点
地址：9015 E. 17th St., 
            Indianapolis, IN 46229
             
电话：317.355.7700  （中／英）

Carmel  诊所
Carmel Medical Pavilion
(MedCK Building)

时间:   每周一、二和四 8:30-5点
地址：11911 N. Meridian St., Ste 130
            Carmel, IN 46032
            (从Pennsylvania Ave.进去)
电话：317.621.6809 （中／英）
            317.355.7700 （中／英）

Carmel诊所
新增周一
门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