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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队遗憾告别俄罗斯世界杯，背后有一场怎样的阴谋论？

文： 殷豪男

2017年足坛迄今为止最令人称奇
的一宗逆转战役，在北美世预赛最后
一轮中发生了：继1：2爆冷负于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之后，美国男足告别了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而巴拿马则战
胜了哥斯达黎加，力压美国历史首次
晋级世界杯决赛圈。
尽管本届世界杯预选赛上美国
队的状态一直低迷，创造了诸多下限
纪录，但在最后一轮开打之前，他们
依旧掌握着出线的绝对主动权：只要
不输给垫底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并
且洪都拉斯和巴拿马不同时赢球，美
国即可晋级。简而言之五个字：打平
就出线。如今，这段让中国球迷痛恨
不已的足坛绝句，也成了困扰美国人
的魔咒。
为什么说美国队被淘汰是一宗
惊天大冷门？因为在赛前，几乎所有
人都默认了美国晋级2018世界杯的“
事实”。
的确，自1990年开始连续七届出
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美国队，似乎没
有任何理由不出现在2018年的俄罗斯
继续他们的第八次世界杯之旅：欣欣
向荣的美国大联盟，飞速增长的青年
足球参与人数.......这个依旧在世界上
呼风唤雨的强大经济体，几乎就快用

行动证明，足球已经成为了他们的“
第五运动”。
赛前据ESPN的指数预测，美国
队被淘汰出世界杯的概率仅为3%。
然而，就是这3%的微小概率，让美
国队以及身后的转播商赞助商赔了
个“血崩”，也让不少人怀疑背后是
不是有阴谋。
两周前，为了赢得与竞争对手

ESPN的投标战，美国福克斯公司同
意在2018年和2022年为世界杯的播出
版权支付总计合4亿美元的费用。此
外，福克斯还宣布，2018年世界杯将
是“二十年来最重磅的事件，我们将
全力以赴，制作超过350个小时的全
程直播节目。”在福克斯大张旗鼓
造势之后，市场人员也开始了推广
工作，各个下家也开始向福克斯提

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转播宣传策
划......
但生意大获丰收的前提只有一
个，那就是：美国队晋级世界杯。
在布鲁斯竞技场的一地鸡毛
中，说福克斯体育是美国队被淘汰的
最大输家还为时过早。但福克斯已经
为2018世界杯投入的2亿美元，其价
值恐怕已经是大大缩水了。
而在福克斯体育之外，包括美
国国家队背后的美国足协USSF，球
衣赞助商耐克，美国足球大联盟，美
国青年足球组织U.S. Youth Soccer，
甚至是街头的体育主题酒吧，都受到
了不同程度的波及。
有时候你尊重体育规律，但未
必收获成果，比如被淘汰的美国队。
有时候你胡作非为，但仍然有天神的
眷顾，比如拥有梅西的阿根廷队。这
或许就是体育竞技的一种魅力：未知
性。
的确，在世界杯这样的舞台
上，足球从来就不是简单的体育比
赛，人们借助着足球重新了解着世
界，它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了解
当今世界跨文化事件的窗口。阴谋论
却大可不必再提——谁让我们如此热
爱足球呢？

进入乳腺癌防治的十月，NFL硬汉们都穿上了粉红色
文： 李亚丽

被定为粉红丝带
关爱日，每年的10
月，也成为“粉
红丝带乳腺癌防
治月”。而体育
穿上粉红色，目
的自然是为了唤
起社会对于这种
疾病的重视与关
爱。
数据显示，
乳腺癌是如今
20-59岁女性的致
命杀手之一，每
年全球有超过140
万乳腺癌新增案例，大约70000人被
确诊为乳腺癌晚期，其中每5名患者
仅有1名在5年后存活。
因此，为提高社会对于乳腺癌
疾病的防治意识，体育圈也往往会在
此时行动起来，品牌推出粉红色的定
制版装备，赛场也被粉红色妆点起
来。
2009年，NFL与美国癌症协会
（American Cancer Society）联合发起
了“关键拦截”（A Crucial Catch）
的乳腺癌公益活动，呼吁全社会关注
女性健康，提早进行乳腺癌检查和防
治。

进入10月，NFL赛场上，正是一
片温暖的粉色海洋。一个个橄榄球硬
汉，在10月都穿上了粉红色的装备，
球迷和整座体育场也会在此时被粉红
色覆盖。传统观念里属于硬汉的体
育，在这个月格外柔情似水。
原来，10月里体育赛场边随处
可见的粉红丝带，是关爱女性乳腺癌
的特别标志，而体育场变成粉红色，
推出粉红色装备，也是体育为关爱乳
腺癌而特意举行的公益行为。
自1992年10月，雅诗兰黛副总
裁伊芙琳-兰黛发起乳腺癌防治运
动，此后，每年10月的第3个星期五

此后每年的10月，在NFL赛场上
都充满粉色的乳腺癌关爱元素，NFL
的LOGO将搭配作为全球乳腺癌防治
活动公认标识“粉红丝带”一起出
现。
比赛当天，所有球员和教练员
都将身穿粉色装备和佩戴粉红佩饰，
场边观众也会自发穿上粉红色的衣
服，表达他们对女性健康的关注，球
场成为一片粉色的海洋。
除了NFL官方，很多橄榄球球
员也纷纷行动起来。匹兹堡钢人队的
跑卫德安杰洛-威廉姆斯的母亲，在
2004年被诊断患有乳腺癌，与病魔抗
争10年之后于2014年不幸离世，而威
廉姆斯另有四位亲属也都是因乳腺癌
去世。
此后，威廉姆斯与美国乳腺癌
防治组织的Susan G. Komen基金会进
行了长期合作，致力于乳腺癌防治的
宣传。在每年“A Crucial Catch”慈
善活动期间，威廉姆斯也一直都扮演
着重要的宣传角色。
卡罗莱纳黑豹队的近端锋格雷
格-奥尔森，也由于母亲患癌，在
2009年成立了慈善基金会，致力于对
癌症防治的研究。“为痊愈而踢球”
（Kicks for a Cure）是基金会的募捐
活动之一，被认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高秀莹

开业20年 通国、粤、台、英语

执照中英文心理治疗师
Licensed Behavioral Health Therapist

成人儿童牙医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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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大部分牙科保险及Medicaid

Hsiu-Ying
Ransburg
LCSW, LCAC

Methodist Medical Plaza I
6920 Parkdale Place, Suite 217
Indianapolis, IN 46254
317-328-6708
drwong@dentistwong.com
www.dentistwong.com

Craig
Ransburg
LCSW, LCAC

Raymond Wong, DDS, MSD

王重光 牙科医生

597 Industrial Drive,
Suite 104
Carmel, Indiana 46032
TEL: (317) 590-1760
微信：Ransburg

印第安那大学牙科临床教授
印第安那大学牙科博士
美国牙科学院院士

年轻笑容，自信人生!

info@chenddspc.com

杂牙列和多科目联合美容修复
• 隐形矫正 (Invisalign ) 治疗
• 种植牙修复
• 牙周病的综合防治
• 面部美容(Botox , Dermal Filler)
• 颞下颌关节疾病的治疗(Botox , 颌垫等）
• 儿童和成人牙科保健
• 美国美容牙科协会，美国面部美容协会，美
国牙科协会，Spear 等多个专业协会会员
• 印城开业14年，服务至上，勤于专研，追求
完美。
• 接受多个牙科保险, 周六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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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口腔系学士,
曾任浙江大学口腔医
院修复科医生

文化适应
家庭失和
身体健康
心理/情绪困扰
学业/事业问题
戀情/婚姻關係
亲子交流沟通
心灵创伤
失眠
追尋自我/肯定自我
戒烟戒酒戒毒
移民心理评估

胡医生时间:
周一、二、四 8:30-4点
周五上午8:30-12点

• 擅长口腔美学设计，全瓷美容修复，全口复

医师证书

Acculturation
Family
Health
Mental/Emotional
School /workplace
Relationship/ Marital
Parenting
Traumas
Insomnia
Identity/Self-esteem
Substance
Abuse/Addiction
Immigration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Carmel Medical Pavilion
(MedCK Building)

317.578.9696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牙科住院

20年临床经验

胡医生&米医生
Carmel 诊所

Jane J Chen DDS, PC
www.chenddspc.com

牙科博士

20 years clinical practice

胡培怡&米德铭医生诊所

陈剑牙医诊所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of Dentistry

的慈善踢球比赛，每年在芝加哥举
行，参赛人数达上千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引起社会关
注之外，这样的公益行为还会实打实
的为公益做出捐赠，在NFL十月比赛
中使用过的限量版粉色装备，将在联
盟官方的拍卖网站上进行拍卖，而定
制的粉色商品也会在零售店以及官网
出售，所得收益将会捐赠给美国癌症
协会。
据ESPN的NFL记者Darren
Rovell调查数据，NFL一般会从乳腺
癌主题商品收益中收取25%的授权
费，其中90%捐献给美国癌症协会。
也就是说，每售卖100美元的“粉色
商品”，其中12.5美元将是NFL的版
权费，而这版权费中的11.25美元将
会捐给美国癌症协会。
经过近10年抗击乳腺癌的努
力，NFL与美国癌症协会将继续扩大
公益影响力，“关键拦截”的活动也
迎来全新升级，其内容不再仅限于乳
腺癌的防治，而是扩展到各种癌症。
吸引社会和广大女性重视乳腺
癌的同时，也为NFL赛事本身增加了
不小的女性流量。而粉红色的装备，
无疑对于女性用户也有着极强的吸引
力。这样一场有色彩的体育营销，背
后是体育与公益的一场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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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医生时间：
周一到周五8: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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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胡医生东边 诊所
时间: 每周三 8:00-12点
地址：9015 E. 17th St.,
Indianapolis, IN 46229
电话：317.355.7700 （英）

米德铭

内科医生

Deming Mi, MD
Internal Medicine
服务范围：
成人急、慢性病诊断
，治疗，年度检查。
华人护士，精通中／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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