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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比两件球衣传奇谢幕，背后有个感动人心的商业好故事
文： 郭阳

个号码，
因为两件
球 衣 所
代表的成
就，都足
以进入篮
球 名 人
堂，”珍
妮说，”
你让我们
看到坚持
的力量，
教会我们
曼巴精神，让我们懂得不但要让自己
变得更好，还要帮助队友变得更强。
谢谢你激励了一代人，在联盟历史中
刻下自己的名字。”
在珍妮发言结束后，球馆上空
的退役球衣墙上，8号与24号球衣缓
缓展开，与另外9件退役战袍高悬于
斯台普斯中心的上空。
迎着全场球迷的欢呼，科比致
辞。”谢谢你们，今晚不仅是我的球
衣退役，还是向之前退役的球衣致
敬， “科比说，”这是向湖人的致
敬，他们相信我这个来自费城的瘦男
孩。这也是向联盟的致敬，NBA将继
续前行，未来的20年会更棒。更重
要的是，关于球迷，关于媒体，你们

北京时间12月19日，在迎战金
州勇士队的比赛中场休息期间，洛杉
矶湖人队为传奇巨星科比·布莱恩
特的8号以及24号球衣举办了退役仪
式，科比成为NBA历史首位同时退役
两件球衣的球员。
当湖人与勇士比赛中场休息的
哨音响起，斯台普斯中心的球迷集体
高喊科比的名字，球衣退役仪式正式
开始。身穿黑色西装、白色衬衫的
科比，微笑着走到球场中央。NBA”
指环王”比尔-拉塞尔，科比昔日队
友奥尼尔、奥多姆、费舍尔、德文乔治、卡隆-巴特勒，湖人名宿贾巴
尔、杰里-韦斯特和沃西，与科比同
为96一代超巨代表的艾弗森，都在
现场见证这一荣耀时刻的到来。
首先，湖人传奇球星、球队
篮球运营总裁”魔术师”约翰逊发
言：”你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无数
的神迹时刻，5枚总冠军戒指，3个
属于8号，2个属于24号，能拥有你
真是太幸福了。我们有幸同时退役你
的两件球衣，不会再有下一个科比
了。我们的国家需要团结一心，而
你是这座城市团结的纽带，整整20
年，我们感谢你。”
随后，湖人老板珍妮-巴斯登场
向科比致敬。”我们之所以退役两

并不知道自
己有多么重
要，是你们
一直鼓励着
我。”
值得一
提的是，科
比的妻子瓦
妮莎和三个
孩子都在现
场，科比也
向家人表达
了谢意。”
在我生涯最后一战，我说我太累了，
不知道会打成什么样，瓦妮莎给我看
了那些名宿球衣退役的视频，其中
包括乔丹，我知道自己一定要好好
打，”科比说，”谢谢我的女儿们，
你们要知道，努力会让你们获得机
会，过程是最重要的。你们要记住
梦想和拼搏的力量，如果你们能够了
解，我就是尽到了父亲的职责。”
而 当 科 比 说 完 最 后 一
句”Mamba ou”之后,便把话筒放
在了球馆的地板上。此时现场再次传
来了球迷激动的呼喊声。
作为NBA传奇巨星，科比之所
以能取得如今的成就，成为很多人心
目中的榜样，与其个人的天赋及后天

的努力密不可分。他身上的特质深刻
地诠释了”曼巴精神”的深刻内涵，
让其在职业生涯中披荆斩棘，所向披
靡，成为一代传奇。同时也成为大家
喜爱、敬佩、支持他，将他视为榜样
的重要因素。
其球衣退役当天，关于科比的
商品为斯台普斯球馆的母公司AEG带
来了82.4万美元的销售额。这82.4万
美元的销售额中，61.6万美元来自于
斯台普斯球馆，14.7万美元来自于网
络，AEG的另外两个门店分别贡献了
3.9万美元和2.2万美元。大家之所以
不惜高价，如此疯狂地购买这些商
品，更多的其实是在购买当年的回
忆：这个人陪自己度过了人生中最重
要的时光。
传奇谢幕，青春无悔！科比·
布莱恩特的退役令很多人感慨不已
的同时，也引发大家无限思考。一方
面，尽管巨星退役，但曼巴精神永
存，它时刻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着
自己的梦想而不懈奋斗；而NBA作为
一个商业联盟给我们带来的产品绝并
不仅仅是用价格来衡量的。对于英雄
史诗的着意打造，对于价值观的提炼
和呈现，都体现了一个体育联盟所能
带来产品的至高境界，其生意经的精
髓值得我们长久的学习和借鉴。

NBA圣诞大战破收视纪录，骑士输球却宣告总冠军归属？
文：郭阳

12月25日，NBA圣诞大战打
响，在关注度最高的勇士队主场对骑
士队比赛中，勇士队以99比92险胜
骑士队。
勇士队方面，虽然库里缺阵，
凯文-杜兰特19投8中，得到25分7篮
板5盖帽3助攻，最后决胜时刻连续2
次防守成功勒布朗-詹姆斯，是勇士
取胜的最大功臣。詹姆斯18投7中，
得到20分6篮板6助攻，有7次失误。
其它数据：德拉蒙德-格林打出
三双，得到12分12篮板11助攻2抢
断1盖帽，乔丹-贝尔得到8分6篮板3
助攻。骑士这边，凯文-乐福25投9
中，三分11投6中得到31分18篮板2
抢断，贾伊-克劳德得到15分6篮板，
德怀恩-韦德得到13分5篮板4助攻3
抢断。
赛后，双方球迷就最后2分钟是
否存在犯规，吵的不可开交。近日，
圣诞大战勇士和骑士的比赛最后2分
钟裁判报告出炉，结果显示凯文-杜
兰特在防守勒布朗-詹姆斯的时候多
次犯规，但是裁判没有吹。
裁判报告指出，这场比赛的最
后1分12秒，杜兰特对詹姆斯犯规了

3次。如果吹罚正确，那么詹姆斯当
时应该获得2次罚球机会，从而有机
会帮助骑士将落后分差缩小到1分。
事实上昨天赛后，詹姆斯在接
受采访时就指出杜兰特在最后27秒
那次突破中2次对他犯规。但比赛已
经结束，结果也无法更改了。
从本场比赛来看，勇士队实力
高出骑士队一筹，当然，如果以一场
常规赛来说今年的总冠军的归属还是

太过于草率。在目前的阵容来看骑士
不比勇士的差，并且还存在交易补强
的可能性。这方面看，双方最大的差
距可能主教练。当然，我们希望双方
球员也能保持坚定，今年能有精彩的
总决赛上演。
而球迷们也非常乐于看到这
种“神仙打架”的超级明星集团作
战，据了解，勇士和骑士的比赛收
视率达到5.5，书写了新的纪录。另

高秀莹

开业20年 通国、粤、台、英语

外，相比去年，今年圣诞大战5场比
赛的总收视率提升了39%。
那么，这场比赛真的会决定最
终的冠军归属吗？在这场让人瞩目的
圣诞大战之前，媒体对此进行了铺天
盖地的报道，甚至有媒体得出结论：
输圣诞大战者将赢得总冠军！
且回顾过去两年的骑勇圣诞大
战——
2015年圣诞大战，双方激战四
节，勇士肖恩-利文斯顿挺身而出，
弹无虚发在末节贡献8分，一波带走
骑士。而当年，骑士夺冠！
2016年圣诞大战，联盟又安排
了这两支球队正面交锋，勇士志在报
仇，欧文最后时刻三分杀死比赛。而
当年，勇士夺冠！
2017年，在开赛之前，骑士当
家球星詹姆斯还率先“示弱”，表示
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比赛而已。
现在，骑士“如愿”输掉了圣
诞大战，是不是意味着2017-18赛季
NBA的总决赛，骑士将赢得最终冠军
呢？相信，答案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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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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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SW, L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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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years clinical practice

20年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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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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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培怡医生诊所

陈剑牙医诊所

Carmel 诊所

Jane J Chen DDS, PC
www.chenddspc.com

Carmel Medical Pavilion
(MedCK Building)

317.578.9696
• 隐形矫正 (Invisalign R ) 治疗

时间: 每周一、二、四 8:30-5点
和周五上午8:30-12点
地址：11911 N. Meridian St., Ste 130
Carmel, IN 46032
(从Pennsylvania Ave.进去)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of Dentistry

• 种植牙修复

电话：

牙科博士

• 面部美容(Botox R , Dermal Filler)

info@chenddspc.com

• 擅长口腔美学设计，全瓷美容修复，全口复

杂牙列和多科目联合美容修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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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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培怡 全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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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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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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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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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s

医师证书

• 颞下颌关节疾病的治疗(Botox

Stateman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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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牙周病的综合防治

东边 诊所
时间: 每周三 8:00-12点
地址：9015 E. 17th St.,
Indianapolis, IN 46229

317.355.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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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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