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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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儿童牙科服务；洗牙 补牙 假牙
急诊 根管治疗 牙周病治疗 拔牙
拔智齿 植牙 美白牙齿 隐形矫正等
接受大部份牙科保险，Medicaid 及
Obamacare

再见科比，再见青春

4月14日，科比退役前的最后一场
比赛，在与爵士的较量中，他全场50投
22中得到60分，用一场典型的科比式比
赛完成了华丽的谢幕演出。就此，不服
输的科比终于解甲归田，洛杉矶凌晨4
点的球馆也许再也听不到科比拍球的回
响。

作为黄金一代最杰出的巨星，科
比是带着5次总冠军、2次NBA总决赛
MVP、1次常规赛MVP、18次全明星、11
次最佳阵容一阵、9次最佳防守阵容一
阵、2次得分王、单场81分的神迹昂首离
开NBA的。就连告别赛，他都在继续创
造传奇。

科比退役，就此，叱咤NBA20年的
黄金一代的辉煌华丽落幕。

遇见科比·布莱恩特
初二时偶尔在CCTV5中看到身披8

号紫金战袍球员的十佳进球，他便是“

科比布莱恩特”，人
称“黑曼巴”。这些
年，我看到了科比从
桀骜不羁的8号蜕变
为具有王者风范的24
号。

科 比 曾
说 ， “ 2 4 ” 这 个 数
字，意味着他要把一
天24小时都投入到训
练和比赛当中去。正
是这强悍的性格和精
湛球技把我拉入到 “
科粉”大军中去。

自 打 看 N B A 开
始，就一直在关注科比的比赛，每一个
高难度的后仰跳投，每一次突破过人，每
一次劈扣……我都历历在目。高中时，科
比的每一个投篮动作都能成为我们这些篮
球爱好者之间的话题。为了学好科比的几
个招牌动作，我和球友们练习可没少下工
夫。科比的动作中，后仰跳投最厉害，
有手感的时候几乎每发必中，而且很少被
盖，最欣赏的就是科比的负角度投篮。模
仿这个动作的时候，才领悟到这个动作的
难度是很大的，而科比做起来却如此轻松
自如。

追科比不仅是模仿他的各个动作，
也追他的24号球衣和科比战靴。为了买到
科比砍下81分时穿的那双同款战靴，我楞
是省吃俭用了两个月。大学期间熬夜看湖
人球赛更是成为同寝室男生们的一种默
契，当科比带领湖人反超比分时，我们整
个寝室都能跟着兴奋了一个晚上。

科比获得的荣耀毋庸置疑。虽说
最后一个赛季湖人的成绩并不理想，但
是在三次大伤之后作为篮球运动员又站
在球场上，科比在我们心目中已足够伟
大，这20年科比留给我们人生中最难忘
的回忆。

科比退役了，但我们的篮球情结仍
在

科比的退役是伤感的，他陪伴我
的整个青春。科比退役了，就好像从小
玩到大的哥们跟你说，“我要走了，再
见。”看到科比在电视中说的最后一
句“Mamba Out(黑曼巴告退)”的时候，
我的眼角湿润了，因为以后再也看不到
在赛场上呼风唤雨的24号，再也看不到
众人包夹之后的后仰跳投……那些美好
的记忆都封存在我的学生时代。

20年光阴，“黑曼巴”“小飞侠”
科比·布莱恩特，这一承载了无数激

情、梦想、信念、青春的名字，即将浓
墨重彩地写入NBA的历史。

科比说，“这20年好像做了一场梦
一样，我仿佛处在迷雾中，我走的很快
别人却走得很慢，是时候要离开这个职
业赛场了。”这句话不知令多少球迷心
碎，心碎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共鸣，无数
的人和事情，都伴随着科比退役烟消云
散。球迷们眼眶湿润，为科比，也为自
己的篮球情结，为自己随风渐逝的青春
年华。

科比退役了，工作后，打篮球的次
数也无法和学生时代相提并论，但是对
篮球的那份特殊的情感却一直在，也永
远在。

向近20年最伟大的篮球巨星科比
致敬，向退出NBA舞台的96黄金一代致
敬，向我们逝去的黄金年代致敬。旧幕

落下，新剧即将
上演。前方不远
处，就是科比以
及我们人生的下
个黄金年代。所
以，永远不要忘
了洛杉矶凌晨4
点，篮球撞击地
面的声响。在奔
向梦想的路上，
努力的人永不独
行。

 

高秀瑩        執照心理治療師
Hsiu-Ying Ransburg, LCSW, LCAC

电话：（317）590-1760              微信: Ransburg
住址：597 Industrial Drive, Suite104, Carmel, Indiana 46032

憂鬱，恐慌，焦慮，失眠，煩躁，心寧創傷，課業
/事業問題，人際關係障礙，家庭失和，失戀/離婚
，自信心低落，對人生無望嗎？我可以幫助您！

19年執照臨床經驗，收醫療保險，兒童， 青少年， 成

人， 婚姻 ，家庭, 視頻輔導  

Young Pioneer征战Little500创纪录，200圈追逐见证24号牌下的坚持

美 200是个不能更简单的数字。说出
这个数字可能用不了3秒，但是真正赛完
这200圈，却需要3个小时。400米的煤渣
跑道，总共将近80公里的路程，需要选手
们顶着烈日，在29度的燥热天气下，交替
几十次才足够完成。Little500（小五百）
，这项印第安纳大学66年历史的接力式自
行车比赛，每一次，都是对于所有参赛选
手体力与毅力的严峻考验。

而今年的比赛，与往年不同的是，在
以往清一色美国学生组成的车队中，第一
次，一支华人车队闯进了总决赛，在这片
赛场上拥有了一席之地。Young Pioneer，
少先队，成立仅仅两年，从一开始的没有
教练，没有赞助，没有专业自行车的窘
困，一步步走到今天，在3月26日的预赛
这天顺利杀入了小五百决赛战场。

当地时间4月16日下午的正赛中，
运动员们开始依次入场，走到指定的等

待区，等
待比赛开
始。少先
队所在的
区域，是
24号牌。
白底的牌
子写着黑
色的数
字，牌子
有些年头
了，满是
木头的裂
纹。牌子
之后，隔
了栅栏就
是观众
席。24号的观众区，第一次挤满了中国
面孔。大家都是来为这次少先队挺入决

赛加油助威
的。也是第一
次，小五百的
赛场上，除了
美国国旗，中
国的五星红旗
也随风飘扬。
中国学生们情
绪高涨的振臂
呐喊着加油，
那阵势，令周
围的本地学生
们也不由得侧
目喟叹。

比赛进
行的精彩又激
烈，队员们的

体力一点点在比赛中磨尽，兴致却越发
昂扬，观众席上大家也齐心加油鼓劲，

气氛热火朝天。眼看着对手们逼近200圈
数，中国的队员们也丝毫没有气馁的意
思，纷纷咬紧了牙关做着最后的冲刺。
作为初次走上赛场，缺乏经验的Young 
Pioneer来说，这场比赛的结果并不那么
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在
坚持。

比赛结束了，少先队的最后成绩是
176圈，29名，对于一个第一次参赛，并
且一开始就出了事故的参赛队来说，这
已经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名次。成员们
激动的和教练抱在一起，观众们也站起
来，大声的唱响少先队队歌。

没喝过酒的哪算朋友，没经历过
的哪算人生。一起流汗拼搏，无论结
果，那都将是我们青春回忆里留下来的
最美好的一笔。败而不馁，勇而不乱，
柔而不弱，韧而不屈。小五百，Young 
Pioneer明年再战！

文： Yuan Lin、Menghua Yang

文: 钱炜成

（Young Pioneer队员：刘昊铭 许多 林恒 樊潮润，经理：阮路 
赵冰冰，Student Coach： 史子昂，教练：Carl Fie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