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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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年 通國 粵 台 英語 
成人兒童牙科服務; 洗牙 補牙 假牙 
急診 根管治療 牙周病治療 拔牙 

拔智齒 植牙 美白牙齒 隱形矯正等 

接受大部份牙科保險及Medic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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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mond Wong DDS MSD FAGD 

王重光牙科医生 
印地安那大學牙科臨床教授 

印地安那大學牙医博士 

美國牙科學院院士 

  

费纳决34番战意义超胜负，此去经年，何时再见？

小 马 战 绩 不 佳 解 雇 进 攻 协 调 员 ， 下 一 个 会 是 帕 加 诺 吗 ？
文： 郭了个日

在瑞士巴塞尔室内赛决赛正式开始
之前，有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说：“近两
年之后看的第一场费纳，恍若隔世。”若
不是这场看上去级别不高、意义不大的比
赛，可能大家根本不会意识到，费德勒和
纳达尔——这对“纠缠”了几乎整个职业
生涯的老对手，已经很久没有在正式比赛
中以对手的身份同时出现过了。

他们的上一次交锋是什么时候呢？要
追溯到2014年初的澳网了。那时的费德勒
刚刚经历了惨痛的2013赛季，正在探索自
己职业身涯末期出路的道路上苦苦摸索；
那时的纳达尔状态已称不上巅峰，伤病一
直困扰着他。从2014年1月底到2015年11
月，苦等21个月有余，我们终于等来了2
人的第34次对决。他们两人在2004年迈阿
密第三轮的比赛，已经过去了11年。

11年，足够一个人走过自己的青春
期。而费纳两人则在这11年里，把自己的
名字与对方的职业生涯紧紧联系到一起。
纵观网坛，其实不乏伟大经典的对手组
合，远有麦肯罗与比约博格、纳夫拉蒂洛
娃与艾弗特，近有桑普拉斯与阿加西，可
费德勒与纳达尔两人在比赛中因打法差异
所迸发出的火花，言论中掩不住的对彼此
的欣赏，以及在场下体现出的惺惺相惜，
都显示出他们的不同。

这场比赛，虽然不是大满贯，但比

赛的精彩程度却不亚于大满贯比赛。作
为“好久不见”的二人，这两年来都发
生了太多的变化，费德勒为了应对“高
龄”所带来的体能和步伐短板，不断的
改进自己的技战术体系，换大拍面增强
自己的反手，强化自的发球上网体系，
不再过多的在底线纠缠，今年又发明了
自己专属的接二法抢攻上网打法，让其
技战术体系越来越完善。而纳达尔也不
断加强其进攻火力，而不再是一味的防
守，因此这一场比赛，依然那样的扣人
心弦。

最终费德勒拿下了这场比赛。但对
于更多人而言，恐怕这场对决本身远大

NFL的赛季已经过去了一半，不过
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战绩却一直没有
起色，糟糕的进攻让他们遭遇了一连
串的失利，进攻协调员汉密尔顿（Pep 
Hamilton）难辞其咎，惨遭球队解雇，现
在，就连球队主帅查克-帕加诺（Chuck 
Pagano）的位置也变得岌岌可危了。

目前小马的战绩是惨淡的3胜5负，
要知道，自从安德鲁-拉克（Andrew 
Luck）2012年来到球队之后，小马队最
多也只在一个赛季中输过5场球赛。球
队的进攻惨淡，进攻教练遭到解雇，
灵魂人物四分卫安德鲁-拉克的表现也
十分糟糕，至今已遭遇了12次抄截和14
次擒杀——球队3场胜利中的2场都是在
拉克受伤、由马塔-海斯里贝克（Matt 
Hasselbeck）首发的情况下取得的。

作为一支有着华丽顶级进攻组的球
队，小马在赛季开始前被大家寄予极高
的期望，但是他们现在连简单的向前推

进都难以做到。

虽然主帅查克-帕加诺已在表示输球
全部都是自己的责任，并且坚称绝不考

虑重新把拉克放回
到板凳上，然而，
失利的炮火还是指
向了这位明星四分
卫。

“对于失利我
有百分之一百的责
任，”拉克周三表
示。“我必须取得
进步。没有任何借
口。”

诚 然 ， 小 马
进攻锋线应该为过
去两周的糟糕表现
承担部分责任，但
是 拉 克 表 示 ， 他

必须更好地保护球权。拉克说“作为四
分卫，球在我的手中，然而，掉球，抄
截……我没有做出最好的决定，传丢了
一些球，真是该死。我得参加训练并且

改正这点，然后看看在比赛中能不能有
所提高。”

对于主教练帕加诺来说，目前最糟
糕的消息是，球队可能在赛季中期就解
雇他。输给仍然保持全胜的黑豹之后，
小马队将会在主场面对丹佛野马，然后
球队会有一周轮空的时间来做调整。当
然，如果球队这场比赛再无法拿下，从
12赛季就开始担任球队主帅的帕加诺仍
然有赛季中期就下课的风险。

尽管小马是新赛季最令人失望的球
队之一，身处实力较弱的美联南区可能
会救了小马一把，要知道，尽管战绩惨
淡，他们目前还在美联南区排行第一，
如果他们能够力压本区的其他球队，他
们仍然有晋级季后赛的机会。但首先，
拉克和帕加诺需要做到的是，尽量保护
好球，并且努力赢下比赛。

文： 樊梦娇

于谁夺冠，因为我们太久没有看到他俩
的比赛了，以至于让我们会想下一次会
是什么时候呢？ 

很多人都猜想，如果没有纳达尔，
费德勒可以再拿多少个冠军？如果没有
纳达尔，史上第一的位置费德勒是不是
可以坐的更加名正言顺？可他们没有想
过，如果没有纳达尔，费德勒是否会依
然强大，是否会在不断更新完善的过程
中成为现在这样一位活着的传奇？可现
实没有“如果”，我们只听到费德勒表
示：“多年来为了能过战胜纳达尔，我
逼迫自己不断改进。是他的存在，令我
成为一名和以往完全不同的球员。”这

就是两位老对手对这项运动的热爱和对
彼此的惺惺相惜。

回想往昔，他俩的对决是那么的频
繁，可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奢求，是
岁月太无情，还是我们太贪婪，两人都
已经不是曾经的巅峰时刻，但对决依然
那么精彩和扣人心弦，下边让我们来回
顾一下那些年费纳的经典对决，纵然回
忆，依然感动！

费德勒在巴塞尔这样评价他的老对
手：“多年来为了能够战胜纳达尔，我
逼迫自己不断改进，是他的存在，令我
成为了一名和以往完全不同的球员。”

两人的球迷因为费纳决互相斗过不
少次嘴，但若从04年第一次对决开始看到
现在那都已成长十年有余。或从小学到
了大学，更多的则已步入工作。我们不
再将对方视作敌人，而是真切地感谢对
方的存在，感谢对方的存在让自己支持
的球员变得更加伟大。

相见时难，怕是别亦难，相爱相杀
了11年，从昔日针锋变成惺惺相惜，两
人的对话堪称史上最伟大的对决之一，
但谁都明白，这种PK将越来越少，每一
场都可能是绝唱，下一次，又是何时，
又在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