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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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中国足球罪人？十年足球记者心碎告白！
文： 徐江

2014年12月，俄罗斯田径界的兴奋剂
丑闻随着德国电视一台的纪录片，曝光在
世人面前。随即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派出独
立小组在前任主席庞德的带领下赴俄罗斯
进行调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独立调查委
员会11月9日发布调查报告称，俄罗斯田
径存在大规模使用兴奋剂问题，并建议全
面禁止俄罗斯田径选手参加包括里约奥运
会在内的各种国际赛事。

国际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科
说：“我们决定对俄罗斯严肃处理，这是
此刻最严厉的制裁。我们讨论并且达成共
识：整个田径系统已然失败，不只是俄罗
斯，更是全世界。”

11月13日晚，国际田径联合会理事会
以几乎全票通过作出决议，对俄罗斯田

径选手
实行全
面“禁
赛”，
这一决
议马上
生效。
这也意
味着，
俄罗斯
田径被
全面封
杀。此
决定在
俄罗斯
政府上下引起强烈反响。

俄罗斯田径运动员也做出了反应，

终场哨响，港囧再度上演，港脚和
球迷像夺了世界冠军一样庆祝。记分牌
上的中国0-0中国香港，显得那么刺眼。
在哨响的那一瞬间，有一个记者失声痛
哭，那就是我。后来，不少人问我，至
于吗？我说我不是伤心，只是感觉到屈
辱。几秒钟后，我起身，仓皇的离开记
者看台，躲进新闻发布厅。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一群中国
记者还在那里三三两两的询问佩兰的战
术，用人，准备工作。这场景是不是特
别的可笑？你看，人都死了，你还在那
里把脉，探讨究竟是肝坏了，还是胆结
石，用不用再做个手术？还有什么用
呢？

 
发布会之后，除了队长郑智没有

人接受采访。那一瞬间，我想起2008年
在天津，我们主场输给伊拉克后，李
玮峰在混合采访区失声痛哭。李玮峰
说：“我们这批球员结束了，我们的世
界杯梦也结束了，但我希望年轻的球员
不要放弃，海滨、小冯、郜林，他们不
要放弃，中国足球的路还要靠他们走下
去。”

这样的一个夜，满脑子都是回忆。
没有愤怒，有那么一些屈辱，更多的是
忧伤。我在微信上跟郜林聊天，我问郜
林，虽然不在队里，但现在是什么感
觉？郜林说，心痛。我说从2005年认识
你，走到今天，整整十年，你们这批荷
兰世青赛的球员彻底落幕。郜林说，体

制不改，永远没戏。荣昊在微信上跟我
说：兄弟，沉默吧，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于大宝说，我们给中国足球丢人了。王大
雷在微博上发泄着自己的愤怒情绪。到后
来我跟他们说的最多的话是，兄弟们，珍
重。

比赛结束后，我想起高洪波下课后
的某次集训，一位后卫球员跟我聊天说过
的话。他说，我们这批球员当年打亚青赛
时候怕过谁？结果到成年队，正式比赛没
跟日韩踢过，真的我们可能进不了世界
杯，但我们多少跟亚洲最强的球队掰掰手
腕，看看我们跟人家有没有的打啊。我们
现在是27-8岁的年纪，身体经验最好的
时候，4年之后，我们多大了，世界杯，
拉倒吧。郜林说的没错，体制不改，永远
没戏。所以，不在体制内的恒大球员能

够拿到亚冠冠军，2013年你说他们靠外
援，但今年晋级决赛，本土球员的表现
足够硬气。

一直有同行算着其他小组的积分，
还在分析中国队理论性出线的可能。很
多人也许不死心，但我是真的死心了，
哀莫大于心死。以2005年荷兰世青赛为
开始，到2015年两平香港世预赛出局为
结束，周海滨、冯潇霆、郜林、蒿俊闵
这批球员基本落幕，他们的十年，也是
我的十年。国足客场输给卡塔尔后，足
协新闻办，在那扯什么陪伴是最长情的
告白，我心说，别扯淡，老子这十年，
每年365天，至少有一半是跟他们在一起
过的。你比我陪伴的时间长吗？人生能
有几个十年？这十年是一个球员的职业
生涯，这十年是我不断推高的发际线。

你看，我这十年过的多扯淡，走到哪里
输到哪里，我的心情能好吗？ 

这个夜里，所有人都在喊佩兰下
课，这时候已经没有用了，人死了，究
竟是三天火化，还是五天火化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你必须接受，给国足吃
一百味还魂丹，也救不回命的现实。所
以，探讨佩兰的国家队何去何从没有意
义。但我还是希望你们明白中国足球的
问题究竟在那里？

球队工作人员跟我说，随队督战的
足协主席已经休息了。您看，国足出不
了线，他依然是足协主席，换个教练，
他依然是足协高官。没有问责，没有担
当，如果国足出不了线，足协主席必须
引咎辞职，我不相信你们还敢这么无动
于衷。我们跟了这么多年国家队，每次
我们点出国足危局，你们都是麻木不仁
的冷眼旁观，然后出局了，就玩沉默是
金。

中国足球，真正的罪人是谁？不是
球员，不是教练，是这个该死的官僚体
制，是这帮什么也不懂的足协高官。他
们划着皮划艇，他们打着乒乓球，他们
挺着髂腰肌，他们在向全世界宣告，这
个世界上有两种足球，一种是足球，一
种是中国足球。

最后，用高洪波说过的话作为结
尾：外籍教练走了，受伤的永远是中国
足球。

文： 郭阳

他们联
名致信
国际田
联主席
塞巴斯
蒂安·
科和国
际田联
理事
会，请
求获准
参加
2016年
里约奥
运会。

在这封公开信中运动员们表示，完
全支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国际田联和

俄田径协会在反兴奋剂方面所做的复杂
而细致的工作，但是，那些无辜的、从
未使用过兴奋剂的人不应受到牵连。

信中写道：“运动员中有的早在
1999年便开始运动生涯，正在为人生中第
四次甚至是第五次奥运比赛作准备，也
有有所成就的年轻队员，他们正备战自
己的第一次奥运比赛。”“我们把同强
悍的对手比赛作为人生动力，我们渴望
参加里约奥运会，请不要断送我们的梦
想”。

在这样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恶性使用
兴奋剂时间面前，各个国际组织如何处
理，俄罗斯方面如何应对，都受到了世
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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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