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男篮亚锦赛夺冠，时隔四年重回亚洲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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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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FL：世界上时间跨度最长的面试，竟然要6个月！
文： 梁华青

        2015年男篮亚锦赛对于中国队来讲
是个巨大的挑战，虽然比赛在长沙进行，
但是由于唯有夺魁才能直通里约、参与奥
运，连续错失两届亚锦赛冠军的中国男篮
似乎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过去二十七
届亚锦赛里，中国男篮曾夺取超过一半的
冠军，然而自姚明、王治郅、巴特尔这些
内线霸主相继退役之后，霸主地位早已易
主，中国队已经沉寂的太久，前有波斯铁
骑四年三冠伟业，后有菲律宾台北约旦
虎视眈眈 。在这舆论一致看衰，哀兵出
征的情况下，拼，似乎是我们的唯一出
路……

        在一片骂声中走马上任的中国男篮
主帅宫鲁鸣则表示：“球队的目标是夺
冠，无论哪个对手都需要跨过去，所以不
管分组如何、赛程如何，打铁还需自身
硬。”
       在小组赛首战轻取新加坡之后，第二
场中国队就遭遇了累世仇敌韩国队的挑
战。中国队早早的就挖下了20分的大坑，
然而这一次，落后的中国队没有气馁，他
们奋起反击，在周琦、郭艾伦、赵继伟等
年轻新秀的青春风暴下，中国男篮完成

了史诗级的逆
转！以76-73
击败了不可一
世的韩国队。

       对阵韩国
的史诗级的逆
转之后，FIBA
官网专家大
卫-海因撰文
评价了这支中
国男篮，直言
中国男篮看到
了未来。他表
示，之前亚锦赛的溃败之后，一大批90
后年轻球员进入了国家队。在这支中国
男篮队中，有6名球员年龄都不超过22
岁，他们代表着中国篮球的未来。到了
2019年在中国举办的世界杯上，这拨年
轻球员就会真正成熟起来，进入他们的
颠峰时期，等待中国男篮的是美好的未
来。

        八强决战，轻松淘汰黑马印度后，
没有一个人流露出欣喜，因为真正难以

普通人看到电视上的橄榄球比赛，
总觉得是一群壮汉穿着钢盔撞来撞去的
游戏；并且他们承受的每一次撞击，看
起来都会使普通人至少骨折。在橄榄球
并不普及的中国，橄榄球在大众看起来
算得上是一项超人类运动了。实际上，
在NFL打工的各位职业运动员，是有着
非同寻常的身体素质，同时也忍受着常
人难以想象的打磨和锤炼，就比如，新
秀们拿到合同之前需要经历漫长又艰辛
的面试。

NFL的常规赛季是九月初开始，
之前有四周季前赛，在之前召集所有队
员集训的训练营则是在七月底八月初。
但是，作为一个新秀，真正的面试开始
时间早在二月份！而，真正的面试周期
是：六个月！

球迷们大概都听说过NFL combine
这个概念，就是所有当年新秀聚集起来
测试一系列和身体素质有关的数据，比
如40码速度，卧推数据等等。然而，圈
内人士会把这次集会称作“The Winter 
Meat Market”。实际上，在新秀们体测
之前，每一个新秀都会到每一只球队的
队医处报到，检查身体并询问之前的旧
伤情况：这就意味着，每一个新秀，尤
其是有过重大受伤手术史的新秀，要接
受32遍拷问。每只球队都会派自己的队
医拷问新秀们，因为他们并不信赖其它

球队的队医，或者说签订每一个球员对于
球队未来的构建都是无比重点的抉择，所
以他们希望全方面的了解每一个面试者。

之所以称之为“拷问”，是因为面
试者的伤病记录报告真伪难辨。真正有机
会参加NFL combine的球员，必定是大学
联盟中的佼佼者，那么他们必定也是少年
时即开始打球了。这么多年的橄榄球生
涯，难免有各式各样的伤病乃至手术。但
是为了得到大合同或者说为了得到工作，
他们经常会掩饰自己的伤病，他们的经纪
人也会教他们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粉饰自己
的伤病记录，然而队医在长达六个月的时
间里足以看破一切事实真相。

队医问的不仅是伤病历史，很多时
候也能问出新秀的人品。那种为了能过检
查不惜一切代价虚报病情，只为一纸合同
的新秀，也极有可能在日后被球队裁员后

以劳动法为名把球队告上法庭，宣称“训
练营受伤”来索要巨额赔款的家伙。

检查过后，队医会给每一个人一个0
至9的评分。0分意味着有某些疾病会使得
打球可能导致生命危险。9分是满分，但到
了NFL级别，极少有可能达到9分的新秀，
或许某些踢球手可能有机会达到9分。其实
4分及以上就已经标志着这个新秀是相对健
康的橄榄球球员了，就算以前有伤病也是
完全恢复功能的了。1分和2分标志着有着
伤病手术史但是没有恢复到伤前状态。3分
是个灰色地带，意味着买家自酌，球队也
会综合球探报告和球员才华来决定是否冒
险赌博。

然而NFL combine只能测出身体素质
数据，但无法测量热情，投入度，决心等
等。医学并不是一门绝对的科学，所以我
们也常常会听到选秀没人要的球员经历各
种波折后得到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举成名，
最终成为名人堂级球员的故事，这些故事
也是最为激动人心的。

NFL combine之后，球队们忙碌的
整理所有数据，为四月底五月初的选秀大
会做准备。球探们也会进一步去大学现场
观察一些新秀以便完成全方面的评估。选
秀大会被选中的新秀，并不意味着他就拥
有了NFL的工作，他只是进入了90人大名
单。到第三周季前赛结束时，名单会变成

75，再过一周，就会变成53人的最终大名
单。

其实排除一定会入选的首发，新秀
和替补们一定会有一半人被裁掉。

和天天一同训练一起征战的兄弟
们竞争工作岗位，这也是商业联盟残酷
的事实。更残酷的，也有新秀在训练营
第一天膝盖韧带损伤整个赛季报销的故
事，这种故事还不在少数。要是这个新
秀潜力很高，就可能被球队保护起来归
在伤病名单中，领着薪水在球队顶级康
复中心修养一年，但这一年也并不是闲
着，也有各种各样的体能项目等着他。
不走运的话，就会被球队裁掉。其实新
秀在训练营前都有签过waiver，意味着在
训练营的伤病球队一概不负责，所以他
们只能自己恢复，期待来年运气会更好
一些。

经历了六个月心惊胆战的数轮面试
之后，如果新秀有着球队需要的才华，
又很走运的保证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
场外的麻烦的话，那么他终于有了一纸
价值百万的雇佣合同，却也时刻面临被
转会或者裁掉的风险。

（文章转载自NFL官网，作者为美
国乔治亚州立大学运动科学在读博士，
复旦大学龙骑兵橄榄球队首位女四分
卫，梁华青。文章有删改。

文： 骆达
逾越的高山
如今才真正
出现在了眼
前——亚洲
霸主伊朗
队！伊朗队
的核心哈达
迪仍是传统
意义上的亚
洲第一中
锋，所有人
都明白，摆
在男篮面前
真正的挑战

是伊朗这支09年登基的亚洲霸主——毕
竟我们亚锦赛逢伊不胜，长达十载。最
终，在易建联的率领下，中国男篮气势
如虹，以快速的节奏和高强度的拼抢
碾压了波斯铁骑，以70-57的比分击溃
对手。此役，易建联砍下13分8篮板4盖
帽，成为了球队的绝对功臣。

       决赛中，中国队的对手是拥有多
名“归化球员”的菲律宾队。比赛开始
后，中国队开局打得并不理想，一度落

后菲律宾队5分。主帅宫鲁鸣及时作出
调整，被替换上场的郭艾伦迅速打开局
面，帮助球队“化险为夷”，反超了比
分。比分领先之后的中国队表现出了超
越年龄的成熟，再也没有被反超过。决
赛中临危受命的郭艾伦拿下全场最高的19
分，还成功串联了球队的进攻，用出色
的表现为亚锦赛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中国男篮在本届亚锦赛上连克韩
国、伊朗、菲律宾等强敌，获得了明年
里约奥运会的入场券，7名首次参加亚锦
赛的年轻球员均有出色发挥。中国男篮
主帅宫鲁鸣赛后表示，相信通过这次亚
锦赛的历练，年轻的新一届中国男篮将
会走得更远、更好。

       至此，中国男篮经历九场血战，过关
斩将，于乙未羊年，芙蓉国度，七十多
年前熟悉的“长沙保卫战”再次打响在
这充满奇迹的璀璨星城，潇湘夜雨，终
将冠军收入囊中，我们期待男篮小伙子
们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心理諮商輔導
高秀瑩        執照輔導師

Hsiu-Ying Ransburg, LCSW, LCAC

电话：（317）590-1760
E -Mail: info@ransburgcounseling.com
住址：5610 Crawfordsville Road, Suite 101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24

兒童， 青少年， 成人， 婚姻 ，家庭輔導
18年臨床經驗， 收醫療保險
現任家庭科， 小兒科，身心輔導主任     經驗豐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