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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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地姐妹城市杭州申办2022年亚运会成功！前景如何？
文： 程宏军

      2015-16赛季NBA常规赛将于下月末
正式开打，步行者在大面积的人员更替之
后，目前队伍的整体实力已难在东区称
得上上乘。根据阵容变动和竞争对手的情
况来初步判断，步行者最终的落脚点很可
能是排名中游。新赛季宣布将打“小球”
的他们，必将面临举步维艰的局面 。想
要继续攀升，只有看保罗-乔治状态的恢
复程度和球队主席拉里-伯德的运作功力
了。

        去年开赛前乔治的重伤让步行者被
迫开启了重建模式，球队也决心在打法
上进行全面的变革。原本步行者的内线大
闸希伯特， 休赛期被送去了湖人。另一
位内线主将大卫-韦斯特也看清了当下形
势，离开印城底薪转投马刺。再加上离开
的斯科拉，步行者赖以生存的看家本领“
内线防守”几乎完全消失。内线分崩离析
后，步行者也宣布将紧跟联盟步伐，改打
速度更快的小球战术，保罗-乔治甚至可
能出现在内线的4号位上。

        失去一众内线好手之后，这个夏天
伯德的运作只能算中规中矩。如今的步行
者需要得分手，而伯德就适时的补充了蒙

塔-埃利斯。问题在于，埃利斯从来就不
是一名高效率的球员，4年里3次改换门
庭的埃利斯也绝非步行者可以长期仰仗
的真命天子，而更像是伯德在进行大交
易或者选秀淘宝之前的一个临时补充。
好的一面是， 埃利斯在进攻端的确有
一定杀伤力，如果新季乔治也能寻回状
态，那么两人在外线火力的叠加，还是
会让很多球队感到头痛的。而作为一名
善于配合的球员，乔治与埃利斯共存，
应该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乔丹-希尔应该是步行者今夏最容
易被忽视的一位新援，印城用很便宜的
价格将他挖来阵中。仅从进攻的角度来

     北京时间9月16日，第34届亚奥理事会
代表大会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
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亚奥理事会
主席艾哈迈德亲王郑重宣布：“中国杭
州获得2022年亚运会主办权”。印第安
纳波利斯的姐妹城市杭州也就此成为继
北京和广州（之后，第三个举办亚运会
的中国城市。

     此前杭州已经成功获得2018年世界
短池游泳锦标赛承办权，而申办亚运会
只有杭州一家申办，没有城市与杭州竞
争，这让杭州的“胜利”显得有点“孤
独”。中国互联网上泛起的嘲讽声似乎
多于祝贺声，这也再次呈现了中国舆论
迎接大型体育赛事心态的变化。

        这一方面是因为亚运会相对于奥运
会和主流项目的世锦赛，比赛质量相对
不高，几乎已经沦为了“二流”超大型
运动会。比如说，2014年仁川亚运会似
乎并不遥远，但要不是因为小鲜肉宁泽
涛的横空出世，它几乎就被人遗忘了。

      此外，高额的举办成本也让亚洲其
他各国望而却步。 2006年多哈亚运会
共耗资28亿美元，已经打破最昂贵的纪
录，然而，广州在2010 很快超越了这一
数字——当时总投资超过1200亿元，接
近2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纷纷

退场也可以理解。第一个退出的是韩国，
理由是“国家安全”。巴基斯坦和越南也
以“政局动荡”和“资金有限”的理由纷
纷放弃竞争。有越南媒体直接指出“他们
的1.5亿美元预算甚至不够建一座大型场
馆。”

     钱都会花在哪里呢？广州市相关负责
人当时透露， 1200多亿人民币除了用于
场馆建设维护、亚运会运行资金外，还主
要用于城市面貌和环境改善，包括地铁建
设、城市道路、桥梁和基础设施，以及环
境综合整治、工业污水治理等经费。8月
13日发布的一份券商研报指出，对比广州
投入的1200亿元，预计杭州举办亚运会的
投入将只多不少，如此高额的一笔钱投
入到一个只有15天的赛事中，杭州的底气
是什么？有为何要接过亚运这“烫手的山
芋”呢？

       首先，杭州有着足够的经济实力。从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2014年，
杭州人均GDP达到了1.6万美元，已经接近
全球富裕国家水平，体育产业市场日趋成
熟，2015年将有望超过300亿元，杭州市人
均体育用地达1.27平方米 。

     其次，我们还应该看到，承办亚运会可
以给整个杭州带来红利。在经济方面，承
办亚运会将带动拉动固定资产投资、促进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推动杭州经济发展。
以举办过亚运会的广州为例，从2004年申
办成功到2010年正式举办，广州市的GDP
年均增长0.56%，亚运会举办期间，广州市
接待总人数866万人次，同比增长42.1%，
旅游收入超过70亿元。

   而且，对于杭州市民而言，亚运会将
给杭州市民带来众多实惠。最直观
的，市民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高水
平赛事，并且场馆设施提供更多的
健身娱乐场所。此外还能够促进环
境 的 改 善 ， 让 天 更 蓝 水 更 清 。 以
2014年举办青奥会的南京为例，青
奥会给南京带来了城市社区10分钟
体育健身圈；三条地铁线的开通，
使南京从全国城市拥堵排序第6降到
第26；青奥会后的2015年上半年，
南京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114天，
是2014年同期的1.65倍。

  近年各国对大型体育赛事热度下降自
有原因，但并不意味着举办已失去其意
义。申办之前反观自己，若财力财政允
许，承办有利，何乐而不为呢？ 城市
的升级是一个极度缓慢的过程，不仅说
经济，文化、基础设施、市民素质等诸
多方面的变化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
时，大型运动会将是一个质变的契机，
一届成功的大型运动会能使发展凝滞
的城市突破其瓶颈，找到新的城市定
位。“上有天堂下苏杭”，我们期待着
印地的姐妹城市、富庶美丽的杭州可以
举办一届成功的亚运会，并且靠着亚运
会的红利顺利完成城市的转换和升级 。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体育产业生态
圈”，图片来自网络）

文： 郭阳
说，希尔相比于希伯特，贡献或许会更
大，同时他在攻防两端出色的折返能
力，也更加符合伯德和主帅沃格尔小球
战术的新理念。

        内线新秀迈尔斯-特纳的加盟，无
疑给步行者注入了新希望。尽管夏季联
赛并不具备太高的参考价值，但特纳在
今夏的表现，的确让人眼前一亮。他有
射程，篮下终结和封盖能力也不错。很
显然，他有潜质成为一名统治内线攻防
两端的好手。

       约瑟夫-杨则是步行者在选秀大会次
轮淘到的宝贝。这位菜鸟在大学时期就
曾是明星球员，今年的夏季联赛表现更
是惊艳，场均可以贡献22.5分 。在早先
NBA官网的一次投票调查中，约瑟夫-杨
还被看好成为新季最有可能一鸣惊人的
低顺位新秀。  

       如果新赛季中，蒙塔-埃利斯和保
罗-乔治可以在球权分配上处理得当，并
且乔治-希尔和特纳能够补上希伯特离开
后球队的防守短板的话，步行者的重建
速度无疑会因此加快，甚至有望重新成

为一支季后赛球队。 

       近两季随着大多数球星的东游，东
西两区的整体实力差距已然在缩小，东
部联盟再逐渐变强。从上季整体表现以
及本季阵容强度来看，东至少骑士、热
火、奇才、公牛、猛龙和雄鹿这几只队
伍依然实力强，而活塞、魔术和黄蜂这
样的球队也有望向季后赛发起冲击，步
行者要想挤掉这其中任何一队都有相当
大难度，球队下季晋级路着实艰辛。如
果最终冲击季后赛失败，靠着印城目前
灵活的薪金空间，伯德也有希望在明夏
通过交易和签约的方式，继续补强。

       上赛季步行者在缺少了当家球星的情
况下依然夺下38场常规赛胜利，新赛季如
果一切能够运转正常，步行者的战绩还
有望进一步提升。

附录：转出：罗伊-希伯特、大卫-韦斯
特、路易斯-斯科拉、CJ-沃特森
　　    转入：迈尔斯-特纳、蒙塔-埃利
斯、乔丹-希尔、约瑟夫-杨
（部分整理自ESPN、7M体育，图片来自
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