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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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马捧得第50届超级碗，美国“春晚”比中国春晚强在哪？
文： 郭阳

第 5 0 届 美 国 职 业 橄 榄 球 大 联 盟
（NFL）冠军总决赛即“超级碗”，7日
在旧金山湾区利维斯体育场落幕，最终
丹佛野马队依靠出色的防守，以24比10
击败卡罗来纳黑豹队，历史上第三次捧
得超级碗。

丹 佛 野 马 的 线 卫 冯 - 米 勒 （ V o n 
Mi l l e r）荣获第50届超级碗MVP，而
野马队传奇四分卫佩顿-曼宁（Peyton 
Manning）在赛后在接受采访时，拒绝回
答关于退役的问题。“Heroes come and 
go, but legends are forever”，恭喜野马队
传奇四分卫佩顿-曼宁有机会用这样一个
冠军，结束自己的传奇生涯。

除 了 比 赛 之 外 ， 还 有 一
个看点也非常有趣。超级碗被
广泛的成为“美国春晚”，今
年，超级碗又恰逢中国的“大
年初一”，人们也理所当然的
拿超级碗与中国的春晚做起了
对比。

虽 然 今 年 的 比 赛 精 彩 程
度略显不足，但凭着良好的口
碑、巨星卖力的演出和穿插其
间的优质广告，超级碗已经成
为了美国最有商业价值的“吸
金碗”，长期霸占美国电视节

目收视率榜首。本届超级碗的明星表演也
没有让大家失望，超级碗赛前，著名歌星
Lady Gaga在球场中献唱美国国歌，引发
第一波欢呼狂潮。在随后的中场秀中，碧
昂斯、酷玩乐队以及作为彩蛋的火星哥联
袂登台出任演出嘉宾，为球迷奉献了一场
超越春晚的视听盛宴。

春晚同样是收视率超高，据统计“
超过了去年”，春晚总导演吕逸涛也给春
晚打了一百分。然而，好不好并不是导演
一个人说了算的。从观众普遍的反应来
看，这道曾经占据年夜饭重要地位的饕餮
盛宴，正在逐渐变得寡淡无味。

我们不否认，从收视率和观看人数
上看，春晚还要比超级碗要出色一些。
但是不同之处在于，春晚更多的得益于
习惯和垄断，而超级碗超高收视率是由
商业来主导的，人们付费观看，用口袋
里的钞票投出自己的一票。

为什么今年六小龄童没能登上春
晚，会被大家广泛诟病？为什么美猴王
能够触动每个中国人内心最柔软的地
方？正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联系，这
是所谓血脉，也是所谓的文化。超级碗
的文化发乎于民，是人们需求的产物，
因此其参与程度之
深、参与面之广，
育成着一种以体育
运 动 为 内 涵 的 文
化 。 正 是 因 为 如
此，付费直播的超
级碗，依然可以获
得超高的收视率，
而更加值得一提的
是，种种辉煌背后
的超级碗，并没有
建立在法定假日的
基础上，人们完全
是被赛事和娱乐所
吸引而欢聚一堂。

原本基于春节

文化而兴起的春晚，同样具有良好的文
化基础，曾经垄断着大家的娱乐生活。
然而，随着现在平日里人们的娱乐活动
越来越丰富，电影和制作精良的电视节
目不断的提高着人们审美的阈值，而光
环逐渐褪去的春晚也在故步自封与“政
治正确”的把控中，逐渐的失去着自己
魅力，沦为了年夜饭、红包大战、或是
麻将局的BGM。看看“别人家的春晚”
，不知道“自评满分”的中国春晚导演
们，有没有改进的想法呢？

身心健康輔導

高秀瑩        執照輔導師
Hsiu-Ying Ransburg, LCSW, LCAC

电话：（317）590-1760
E -Mail: ransburgcounseling@gmail.com
住址：597 Industrial Drive, Suite104,

Carmel, Indiana 46032

兒童， 青少年， 成人， 婚姻 ，家庭, 網路輔導
18年臨床經驗， 收醫療保險,  經驗豐富, 專業服務品質

奥巴马白宫接见勇士队：梦想尊重每个付出的人 
卫冕冠军造访白宫接受美国总统接

见，已经成为NBA每年的大事件，当然
这也是对总冠军的褒奖。

1985年，贾巴尔和“魔术师”约翰逊
率领着湖人来到白宫，接受时任美国总统
里根的会见。随后，由时任总统在白宫接
见NBA总冠军便成为传统，一直延续至
今。里根总统、克林顿总统、布什总统
以及奥巴马总统都在白宫接见过NBA总
冠军。

近日，上赛季的NBA总冠军，金州
勇士队于接受了奥巴马总统的会见。在
上赛季NBA总决赛上，勇士6场击败了骑
士，夺得了队史近40年来第一个总冠军。
而本赛季，勇士又打出了火爆的表现，开
季24胜0负，现在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5胜4
负——好过那支“72胜10负”的公牛队的
同期战绩。

众所周知，奥巴马是篮球迷，他本人

是芝加哥公牛
的粉丝。他称
赞勇士小个阵
容拥有核能一
般的威力，同
时，他也把这
支勇士和上世
纪90年代的公
牛相提并论。

在点评卫
冕冠军时，奥
巴马盛赞勇士
队是NBA历
史上最出色的
球队之一。“
当他们全员动转起来时，这是极具观赏
性的，”奥巴马表示。“所以，今天我
们非常幸运，有一位当年的公牛功勋能
够出现在白宫里，他就是——史蒂夫-科
尔，”奥巴马表示。

奥巴
马还试图模
仿库里的
投篮动作，
称库里打
球“如杂耍
一般”。整
个过程都充
满了欢声笑
语。

勇士
方面赠送给
奥巴马一件
特制的44号
球衣，因为

他是美国第44任总统。科尔也开玩笑，称
奥巴马即将成为自由球员。“可以把这
个视为是一个信号——一份报价合同即
将发出，”科尔在把球衣赠送给奥巴马
时开起了这样的玩笑。而奥巴马则表演
了一下他的投篮动作。

在白宫受到总统接见，对于球员来
说也意味着很多。2013年，奥巴马总统
在白宫接见NBA2011-2012赛季总冠军
热火队，受到总统接见这一至高荣誉让
詹姆斯兴奋不已，勒布朗甚至激动的表
示：“妈妈，我做到了！”这不就是平
凡人的美国梦吗？

进入白宫参与了现场报道的中国记
者沈洋，也写下了她的内心感受：

“所以，当听到奥巴马侃侃而谈
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也正参与着历
史。人们说，美国的文化就是体育文化
时，你更会觉得，走到这样的地方，听
到这样的演讲，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
情。美国职业体育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除了他的职业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每
个人的付出都能得到重视和尊重。”

文： 郭阳

Brown County因用短柄斧头从背后袭击中国
高中生的嫌 犯 说：砍她是“因为她是亚洲
人”

因为这个人以前就有精神病，他们目前正在
对他做心理评估。4月份开始审理。

根据 Brown Country公共信息办公室职员格
里高利·皮特曼于2月18日周四晚上向印第安
纳学生日报提供的消息，一名来自印第安纳
州纳什维尔市的男子在Brown County因用短
柄斧头从背后袭击了一名中国籍高中生而遭
到逮捕。

59岁的德纳·埃里克森同样遭到了逮捕。警
方提供的信息表明，她因用致命武器殴打并
造成严重的永久性伤害和蓄意谋杀而被指
控。

张悦（音译），这个 来自中国的18岁交换
生，在纳什维尔市区被埃里克森从背后用短
柄斧袭击。她被送到哥伦布区医院进行治
疗，并在周四晚11点出院。根据警方证实，
她是Brown Country高中的一名来自中国的交
流生。

“我们Brown Country学区所有人都非常关心
张悦并且希望她早日康复。“ Brown Country
校区在2月19日周五发布的声明中说道。

埃里克森目前被关押在Brown Country监狱。

原作者汉娜·阿兰尼
翻译：丁文妍

——记2016年IUPUI中文学校春节联欢会                         （IUPUI中文学校中文学校AP班学生：林嘉慧          指导老师：王璐）

2016年2月22号下午， 
IUPUI中文学校再一次举
办了“辞羊年，迎猴年”
春节联欢会。 在这个阳
光明亮的一天，很多亚洲
人来到了IUPUI Campus 
Center， 就为了看这个一
年一度的联欢会。 在这个
欢乐的一天，小朋友们和
家长们一起来到了剧院。
兴奋的小伙伴们穿着小礼服，来到了后台，
准备开始演出。 

在台下家长和观众的期待下， 小小主持
人李昤和李晟穿着传统的中国小礼服登上舞
台，拉开了此次联欢会的序幕。 第一场表演
是儿童舞蹈班的“兰花朵朵”。 小朋友们拿
着粉红色的扇子，随着音乐摆动起来了扇子
和身体。小朋友们拿着粉红色的扇子，身体
随着音乐摆动起来，美丽的音乐配上
优雅的动作，让台下的大小观众们拍
手叫好。

小朋友们在这场演出中表现出色，
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把握可谓入木三
分。小型舞台剧《老虎拔牙》是从中
文学校的教材中挑选编演而成，小朋
友们投入可爱的表演引得台下哈哈大
笑。三年级的两位小男生表演的相声
《反义词》更是将台下的小朋友们逗
的捧腹大笑，他们惟妙惟肖的表演，

颇有风范。还有情景剧《生肖的传说》，也
是从中文课本中选出故事，通过表演的方式
让小朋友们更巧妙的理解了生肖的来历。

这次的表演不仅有小朋友们来演，家长们
也凑了一回热闹。有爸爸们和一年级小朋友
的合唱《爸爸去哪儿》，也有妈妈们跳的舞
蹈《潇洒走一回》。 爸爸妈妈的参与，让人
感到父母们的用心和对孩子们的爱。 他们只
是想要孩子们在一个安全的教育环境学习、
成长，然后和孩子们留下美好的回忆。一起
唱歌，一起演出。 这个联欢会能让许多家长
们更加参与到孩子们的活动和学习。

联欢会里，有人唱歌，有人跳舞，有人弹
吉他，吹笛，演剧，也有人讲笑话……有各
种各样的表演。小朋友们兴奋的登台，热情
的表演，加上中间的抽奖活动，各个玩的不
亦乐乎。 

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
会不单单是一个给中国
人的节目，它也是一种
文化，它能让我们的孩
子们学习到，或见识到
我们中国伟大古老的文
化。这两年，高剑华校
长一直主张老师要将学
习中文的方式做的贴近
生活，要孩子们在学习
的过程中更加喜欢来中
文学校。所以，今年的
春节联欢会，老师的很
多节目都是从教材中选
取，再和学生们一起编
成小话剧，鼓励学生大

胆的用中文表达自己。

短斧袭击嫌犯正做心理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