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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小牛队更名独行侠，IU校友库班瞄准了中国市场
文： 刘金涛

马克-库班更大的计划。毫无疑问，
马克-库班正利用麾下的这只职业球
队，在商业道路上开启新的探索。
实际上，早在2017年9月11
日，Dallas Mavericks老板马克-库班
发布官方视频，正式宣布将面向全球
征集全新中文队名。
“多年以来我一直了解到，小
牛队的中文队名翻译并不准确。据我
所知，‘小牛’在中文里的意思是幼
小的牛，这和英文队名‘Mavericks’
没有任何联系。”库班在那条视频中
说道。
实际上，中文翻译除了“直
译”，在名字上一般都被赋予了极为
丰富的含义。Maverick含义有两层，
一个指的是“还没有烧上烙印的小
马”，因为在旧时的西部，人们习惯
在属于自己驯养的动物身上打上特别
的烙印。
另一个含义，则是指“自行其
是，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的人”，这
也被看作是“独行侠”的由来。
起初，独行侠队成立于1980
年，当地电台WBAP展开了一个名
为“Name the Team”的竞赛，一个5
人委员会收到超过4600多项建议，最
终“Mavericks”胜出，以纪念当地的
西部牛仔生活，代表着桀骜不驯、狂

1982年7月7日，马克-库班开着
一辆菲亚特X1/9老爷车，带着他的
全部家当——为数不多的现金、皱巴
巴的衣服、睡袋，只身来到了达拉
斯，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格林维尔
的酒吧当服务生。
“那时候的达拉斯和现在一
样，倡导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印
第安纳大学校友库班说，“你想干什
么压根就没人拦着你。”
现在，经历足够拍出一部“华
尔街之狼”的亿万富翁马克-库班，
似乎正对中国市场跃跃欲试。2018年
1月4日，Dallas Mavericks正式宣布更
改新的球队名字——达拉斯独行侠。
用了近30年的中文名，突然因
翻译不准确而更改，这背后自然有着

放而不羁的牛仔精神。
借着央视舞台进入中国的各支
NBA球队，其队名翻译在一开始也
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小牛”的翻
译包含了“牛仔精神”，“初生牛
犊”等含义，“牛”因此成为核心关
键字，同样的，达拉斯当地的NFL球
队在大陆地区则翻译成了达拉斯牛仔
队（Dallas Cowboys）。
“这将会开启独行侠队与中国
羁绊的一个新篇章。”马克-库班在
更改中文名后说道：“随着中文名字
的改变，中国球迷重新定义我们球队
的含义，并且开创了历史的先河。”
可以说，正是因为马克-库班

的到来，才使独行侠队有了如今的
成绩和面貌。在库班2000年接手之
前，这支球队连续9年无缘季后赛。
而从00-01赛季到10-11赛季，独行
侠队连续11个赛季拿到50+胜场的
战绩，并在2011年夏天赢下了队史
唯一一座总冠军。
从1999年签下新秀王治郅、成
为易建联NBA的最后一站，独行侠
队便开始重视中国市场，在2017年
夏天签下CBA球员丁彦雨航征战夏
季联赛，并为其开出双向合同后，
他们对中国球员、中国市场的认可
和追捧，则来到了新的阶段。
而独行侠队启动的“中文改
名”行为，也被看做是在中国的一
次商业推广，在这样一个名称背
后，是马克库班，这样一支球队，
乃至NBA联盟的中国野心。
“达拉斯小牛队”已经成为了
过去式，新的“独行侠队”将逐渐
走进球迷们心中，但这并没有改变
那些关于马克-库班、诺维茨基、
王治郅、易建联和丁彦雨航的记
忆，未来或许有更多中国球员加入
到NBA，而正是因为体育，我们与
大洋彼岸更紧密连接的时代，则已
经开启。

一场高中足球比赛吸引4万观众，感动之余你想到了什么？
文： 葛思文

曾几何时，年少的我们都曾有
一个足球梦：代表自己的家乡在万人
空巷的球场里踢一场比赛，打进那个
制胜的进球，在球迷面向享受众人的
簇拥和欢呼。
令人羡慕的是，在日本，这样
的梦想却一直都能在现实中实现。
近日，第96届日本高中足球锦
标赛迎来终极对决：由来自群马县四
年三进决赛的前桥育英对阵来自千
叶县的流通経済大柏。依靠榎本树92
分钟的绝杀，前桥育英这支前两次决
赛铩羽而归的大热门终于圆梦成功夺
魁。
从4134所学校中突围而出，成
为48支各县市代表队角逐全国大赛的
球队一员，几十万人次的球迷到场助
威，最终，在全日本直播的情况下，
踏上世界杯举办场地，在超4万现场
观众面前比赛……这样一个对于我们
来说只可能在梦中出现的场景，在日
本早已成为真真切切的年度励志故
事。
本次日本高中全国大赛于2017
年12月30日打响，比赛采取单败淘汰
制，采用集中赛会制，不设联赛制，
为的是不耽误学生的日常学习和上学

秩序。但这种一场定胜负的较量，也
增加了比赛的观赏性和不确定性，想
取得好成绩容不得一丝的错误。
决赛在新年第二周的周一举
行，也就是日本法定的节日“成人
式”这天进行。这天日本全国放假，
两支球队所在学校的校友和学校应援
团都会感到球场为本校助威，日本
电视台NTV对本场比赛进行全国直
播，数以百万计的观众都会在电视前
见证新一代“足球小将”的诞生。
众所周知，日本高中历来是球
星的孵化池，而日本高中足球校队的
规模更大的惊人，以第94届赛事冠軍
东福冈高校为例，足球部就有280名
部员，规模比一支职业足球队加上几
级梯队都要高出不少。

可见，日本足球在高中生这里
已经成为了全校全县乃至全国关注的
焦点。也难怪，日本年轻男性未来最
想做的三种职业，职业足球排名第
三。
不难发现，日本的高中校园联
赛与美国大学的NCAA篮球存在着某
种程度的相同点：比赛球队基础数量
庞大，球队应援团除了家长和学生外
都还有一大批校友。赛制大多相同，
多采用单败淘汰，偶然性极大。同时
在全国进行直播，赛事的影响力很
大。
不同点则在于，日本的校园赛
事从始至终都相对亲民，即使是决赛
普通人也能通过一个相对低廉的价
格进场看球。而NCAA赛事无论是篮

高秀莹

开业20年 通国、粤、台、英语

球还是橄榄球，越到赛事末期，观
赛成本越高，甚至达到天文数字。
这在商业化开发上当然是一件好
事，但如果在社区和校园体育尚不
成熟，没有几十年积累沉淀的地区
恐怕会让人望而却步。
日本虽然没有美国那样出色的
商业运营，但99届的天皇杯和96届
的日本高中足球锦标赛以及近百年
的日本高校棒球锦标赛（甲子园）
都说明了，时间的积累对于打造一
项赛事口碑和深度，是必不可少的
过程，着急不得。
一次日本高中锦标赛给我们留
下的只有感动和羡慕，但更多是求
之而不得的无力感。无论是体育赛
事的打造，还是体育文化的养成，
都需要时间与耐心。只有我们自己
的赛事做起来，我们自己的足球青
训搞上去，才会有一天向日本球迷
那样纯粹的欣赏自己的校园足球赛
事，而不是一年又一年的感动和羡
慕于别国的赛事，空有羡鱼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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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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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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dstrom
Rack

82nd St.

317.621.6809 （中／英）
317.355.7700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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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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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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