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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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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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游记中有一个“真假孙悟空”的
著名桥段，假的孙悟空瞒过了唐僧、照妖
镜、谛听和观音菩萨，闹出了一出取经路
上最大的悬案，直到如来佛祖出面，才解
决了谁是真身的问题。

近年来，一桩“真假“乔丹侵权案
件，也是经过了4年的拉锯战，在前NBA巨
星迈克尔-乔丹方面提交了1.5万页审核材
料后，在今年“4.26知识产权日”闹上了
最高人民法院，直到12月8日才由最高人民
法院做出了一份最终判决，可以简单总结
为：“中文‘乔丹’商标应撤销，qiaodan
拼音可维持”。

在判决生效后，乔丹发布了一则声
明，表示自己很欣慰地看到，保护自己名
字的权利得到了认可。

作为篮球之神的迈克尔-乔丹，拥
有耐克为他专门开发的“Jordan”品牌，
具有极高的品牌价值和惊人的销售量。据
《CBS》报道，乔丹在2014年从乔丹品牌
球鞋里获得了1亿美元的收入，甚至超过
了乔丹整个打球生涯的总收入为9400万美
元。虽时代不同，这样的比较不算合理，
但乔丹的影响力和品牌价值可见一斑。

乔丹和乔丹体育的梁子，结与山寨和
模仿。而和诸多国产品牌类似，乔丹体育
也是发家于晋江。1984年，丁国雄与其父
丁老岁注资13.6万元，成立乔丹体育前身
（而那一年，乔丹刚巧进入联盟），而在
2000年，他们正式更名为“乔丹体育”，
也正式揭开飞黄腾达的序幕。

跟众多晋江品牌一样，明眼人都看得
出来，乔丹体育也在名称上打了擦边球。
尽管如此，乔丹体育的的版权意识十分惊
人，公司更名开始，他们就先后注册了“
乔丹”、“QIAODAN”、“侨丹”、“
桥丹”以及乔丹两个儿子的名字等66个与
乔丹相关的商标。

随着乔丹体育营收水涨船高，到了
10亿级别，他们在2009年将广告打到了美
国，在2011年已经在申请挂牌上市。 面对
直接的威胁，从2012年开始，迈克尔-乔丹
的团队对乔丹体育展开了一轮“清剿”，
前前后后共提起了78诉讼。

然而，跟球场上战无不胜的乔丹相
比，在中国的诉讼战场上他屡屡败北，其
中50件案件的再审申请都被裁定驳回。在
诉讼中，乔丹体育方面几句证词曾火爆网
络——“乔丹的意思是南方之草木”、“
中国有4200多个叫乔丹的”。

不过，这些诉讼也
并非毫无作用，它们直接导致了乔丹体育
的IPO之路被叫停。 

本次最高法院审判的案件，主要围绕
乔丹体育正在使用的10件商标展开，其中3
件中文商标被宣判不准继续试用。乔丹体
育方面表示，这3件商标均为乔丹体育近5
年注册的防御性商标，方向涉及游泳衣、
装饰品、啤酒饮料等方面，对乔丹体育的
生产和经营本身，其实没有产生影响。

这可以看做迈克尔-乔丹的阶段性胜
利——“Jordan=乔丹”的等式终于被证明
有效，乔丹的姓名权得到了认可，这是此
前的一审二审过程中没有过的。

然而由于最高法院判决中表示，“商
标评审委员会需针对争议商标重新作出裁
定”，这也就意味着，中文“乔丹”商标
最终会不会被撤销还要等待商标评判委员
会重新裁定，这也就意味着依然有变数。

有专家表示，商标评审委员会最终做
出的裁定，有可能维持原判——这样的话
乔丹体育还可以继续生产运营。而多数专
家认为，从最高院说理部分来看，商标评
审委员会更改裁定结果的可能性比较大。

而一旦最终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乔丹
体育的商标涉嫌侵权，他们仍然面临着不
得不更换Logo和中文名称的可能性——虽
然“Qiaodan”的拼音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我们目前只能先等待商标评审委员会
的重新裁定结果，才能得知究竟是Jordan赢
了还是乔丹赢了。

其实，在早年间中国晋江品牌的发家
故事里，充满了山寨的影子。某克（随“
耐克”）、某迪（随“阿迪达斯”）、某
步（随“锐步”）、某踏（随“安踏”）
的品牌屡见不鲜。

在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里这其中的一
些品牌以假乱真，成功的从二三线城市中
脱颖而出，但在今天这个高度信息化的时
代里，这样的品牌以及无所遁形了。想要
彻底洗刷“山寨=Made in China”的污点，
想要挑战国际大品牌的地位，“创新+科技
+营销+定位”才是无往不利的上佳途径。

在真假美猴王中，孙悟空最终一棒子
打死了假美猴王——据说是自己的邪恶影
分身，从而一心一意的走上了西天取经的
道路。如今，中国品牌们有没有决心一棒
子打死那个山寨的自己，走上自主创新的
康庄大道呢？

高秀瑩        執照心理治療師
Hsiu-Ying Ransburg, LCSW, LCAC

电话：（317）590-1760              微信: Ransburg
地址：597 Industrial Drive, Suite104, Carmel, Indiana 46032

憂鬱，恐慌，焦慮，失眠，煩躁，心寧創傷，課業
/事業問題，人際關係障礙，家庭失和，失戀/離婚
自信心低落，對人生無望嗎？我可以幫助您！

19年執照臨床經驗，收醫療保險，兒童， 青少年，

成人， 婚姻 ，家庭, 視頻輔導  

陈剑牙医诊所
Jane	J	Chen	DDS,	PC
www.chenddspc.com

4715 Statemen Dr. Ste E
Indianapolis, IN 46250

•
•
• Invisalign
•
•
•
•
•
•
•
•
• Anthem, Cigna, Delta, Metlife PPO

 317.578.9696 

  Jane J Chen DDS, PC 

陈剑牙医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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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植牙修复 

电动和超声波根管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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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拔牙,活动和固定假牙修复 

颞关节病和呼吸暂停症治疗 

接受Anthem, Cigna, Delta, Metlife等多个PPO保险 

 

198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口腔系，获医学学士学位。毕业后

任口腔修复的教学工作报告和附属医院口腔修复科医生。  

1999年毕业于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of Dentistry，获

牙科博士学位。2000年取得University of Ilinois a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住院牙医的资格证书。 

行医20年,手法轻巧，耐心细致，反复推敲,追求科学和艺

术的完美结合 

多个牙科专业组织的会员包括 ADA, IDA, AGD, Spear Den‐
tal Study Club, IRSC Implant Study Club 
热心公益活动,支持多个公益团体 

业余时间喜欢阅读,国画,书法和摄影,坚持打太极拳多年 

www.chenddspc.com 
4715 STATESMEN DR.  SUITE E 
INDIANAPOLIS, IN 46250 
info@chenddspc.com 
位于Keystone at the Crossing附近,

周围有DSW 和Nordstrom Rack  
 
 

•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of Dentistry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
• ，Spear Study Club, IRSC
Implant Study Club

•
•

www.chenddspc.com

317.578.9696
info@chendds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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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美 “ 乔 丹 ” 闹 到 中 国 最 高 法

院 ： J o r d a n 没 赢 ， 乔 丹 也 没 输
文： 郭阳

棒球死忠、女排推手与马拉多纳死党，古
巴“司令”卡斯特罗与他没走完的体育路

11月26日，
古巴领导人劳
尔·卡斯特罗26
日凌晨发表全国
电视讲话时宣
布，古巴革命领
袖菲德尔·卡斯
特罗逝世，享年
90岁。

革命领袖、
共产主义战士、
古巴领导人，这
些都是菲德尔·
卡斯特罗90年人
生的伟大注脚。
但他的传奇一生中，也穿插着许许多多关
于体育的故事。

在就读古巴的哈瓦那大学时，从小热
爱棒球的卡斯特罗展现出过人的天赋，作
为投手的他能投出很棒的外角曲球，以及
可以刚好低到膝盖的变化球。卡斯特罗对
自己留胡须开玩笑的解释是：“如果每天
刮胡子需要一刻钟，那么一年就是5000分
钟，我宁肯把这些时间用来打棒球。”

由于出色的表现，当时MLB的的华盛
顿参议员队和纽约巨人队都有意找他到美
国打球。如果不是哈瓦那大学当时浓烈的
讨论政治的气氛，以及古巴内忧外患的政
治局面，卡斯特罗可能就真的能成为一名
出色的职业棒球运动员。

在生前，卡斯特罗在哈瓦那西部的
海馬尼塔斯有座由两栋小楼组成的海滨別
墅，其中还包括一座棒球场、一座网球场
以及一个大屏幕电视。这里的主人已经花
时间戒掉了日消耗量8到10支的雪茄，但却
始终无法忍受远离棒球。

几十年来，美国人已经习惯于在酒
吧中猜想，如果卡斯特罗选择的是走上职
业棒坛而不是从政，那将会是什么样的历
史局面？也许不会有古巴革命，冷战期间
的古巴导弹危机可能也不会被载入历史史
册……

相比之下，足球并不是能让卡斯特罗
沉迷的爱好。不过他个人却与球王马拉多
纳有着惺惺相惜的情义。马拉多纳41岁生
日时，卡斯特罗在古巴接见了他。而马拉
多纳在自己的左腿上，文上了卡斯特罗的
头像。

12年前，马拉多纳因为吸毒，而导
致其心脏的严重问题以及体重超标。在当
时，球王向古巴寻求医疗帮助，而卡斯特
罗也授意让古巴方面给与马拉多纳最好的
治疗和休养。

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马拉多纳是
委内瑞拉一家电视台的评论嘉宾，而古巴
境内可以收看该电视台节目。而在当时，
已经87岁的卡斯特罗不仅收看了马拉多纳
解说的世界杯，还在古巴报纸专栏上为马
拉多纳撰文，同时夸了夸梅西的现象级表
现。

从1906年到1968年这62年间，古巴在
参加的数届奥运会中没有获得哪怕一枚金

牌。而自从1965年卡斯特罗上台后，他开

始重视对古巴国
内的体育改革。

与我们熟
悉的举国体制类
似，古巴的全国
体育与娱乐委
员会提倡的是专
业化的运动员培
养道路，与此同
时国家还会将基
础体育设施的建
设、推动体育运
动人口增长为目
标进行一些列的

行政化发展。
而这样的改革，对古巴体育而言可谓

是立竿见影。
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上，20岁的年

轻重量级拳击运动员特奥菲洛·史蒂文松
历史性地为古巴赢得了奥运会金牌，而他
在1/4决赛时击败美国拳手杜安·博比克
的比赛，被视为古板拳击历史上的经典瞬
间。

在此之后，史蒂文松还获得了1976年
蒙特利尔，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拳击冠
军。奥运3连冠的成绩，也让史蒂文松成为
了奥林匹克的传奇人物。

从1972年开始，古巴体育在世界体
坛的地位就蒸蒸日上。田径运动员阿尔伯
特·胡安特雷纳成为了首位同时获得奥运
会400米和800米金牌的男子运动员。

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棒球正式成
为比赛项目后，卡斯特罗最引以为傲的古
巴棒球代表队连续赢得了巴塞罗那奥运会
和亚特兰大奥运会冠军，2000年悉尼奥运
会古巴队决赛输给美国队获得亚军。2004
年雅典奥运会古巴又是冠军，2008年北京
奥运会古巴决赛输给韩国获得亚军。

在奥运赛场上三连冠的古巴女排，以
及刘翔曾经的终极对手罗伯斯，也都让人
们印象深刻。而这一切，都源于卡斯特罗
对古巴体育进行的改革。

除此之外，卡斯特罗的政坛生涯中也
频频通过体育进行外交。53年前，有美国
记者就偷偷拍下了一张他与一名美国北卡
大学的学生一同打乒乓球的照片。此外，
卡斯特罗也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秀过自己
的棒球球技，甚至有一次拿起了篮球瞄准
篮筐。作为体育迷的卡斯特罗，也尝试过
足球与高尔夫。

1999年，美国与古巴也曾启动“棒球
外交”。在那之后的2012年7月，美国国家
棒球队共有22名队员和5名教练，又与古巴
进行了棒球比赛。一些人将美古关系的改
善寄望于棒球友谊赛。曾担任尼克松总统
助理的史蒂夫·布尔认为，“越多的古巴
人看到美国人，两国正式的政府间关系就
越融洽。”

如今，90岁的卡斯特罗的离去，是
否会又一次影响着渴望发展的古巴的体育
呢？

 文： 陈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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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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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