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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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里全票当选MVP，篮球运动或将因他而改变

库里在MVP获奖感言上说：“我从
未想过改变比赛，还得继续前行！”他
说他从未想改变比赛，然而他却彻底改
变了NBA的比赛方式，人们已经把他的
比赛方式，看作是一场新时代的革命，
史蒂芬-库里永远如此低调谦虚，甚至
有点孩子气，但他的能量，却足以影响
整个篮球世界，在那些和美国远隔重洋
的地方，孩子们也开始穿上金州30号球
衣，在野球场上模仿那些匪夷所思的超
远三分，UA这款小众篮球鞋，也因为史
蒂芬-库里而名扬天下，风靡全球。

终于，NBA的各位体育记者放下了
他们由来已久的傲慢和偏见，他们给史
蒂芬-库里投出了充满良心的一票，库里
毫无争议地赢得了131张第一选票，全票
当选了2015-2016赛季的常规赛MVP，成
为NBA历史上全票当选常规赛MVP绝无
仅有的第一人。

如今的实至名归让所有人欣慰，然
而一年之前，那些专家记者们并不是这
么看，还记得2014-2015赛季总决赛的
FMVP投票吗？那个系列赛，明显库里的
场均表现要比伊戈达拉好，但总共11位
媒体记者进行的投票中，系列赛期间被
提拔为先发的伊格达拉得到了7张选票，
骑士队的勒布朗-詹姆斯得到了4张选
票，而球队的核心、领袖、最关键人物
斯蒂芬-库里竟然一票未得。伊戈达拉确
实是勇士赢球的功臣，但却绝不是勇士

夺得冠军的真正核心，傲慢和偏见蒙蔽了
记者们的眼睛，让他们做出了一次匪夷所
思的选择。这种傲慢和偏见，一直延续到
整个夏天，以及这个赛季初。

那些专家、名宿、世外高人，一直
在絮絮叨叨怀念九十年代的铁血防守，怀
念他们是如何与乔丹对抗的，他们潜意识
里，篮球就该是那些肌肉爆棚、筋骨突
出、飞天遁地的铁汉和野兽们玩的事情，
一提起篮球，他们满脑子就是对抗、防
守、篮板球、暴扣，满脑子都是乔丹、巴
克利、奥拉朱旺、以及活塞坏孩子军团的
影子。他们容不得他们的世界观里出现史
蒂芬-库里这么一个异类，用看起来最轻
描淡写的方式，去击破铁血防守和身体对
抗，去击破他们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篮球世
界观。

这就像令狐冲全无内力的时候，也
能施展独孤九剑，打得内力、经验远远
胜过他的田伯光、封不平、十八大盗、
梅庄四友全无还手之力，就像阿尔法狗
只不过是一个程序，却能将人类最高智
力游戏的佼佼者屡次击败。这说明，双
方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对决，你的那些
智慧、内力、技巧、经验都变成了过时
的东西，你刀法再好，骑术再棒，再会
排兵布阵，截道埋伏，孙子兵法三十六
计，也不能和端着步枪齐射的近代步兵
对抗，进化不以人类的情怀和意志而改
变方向，最强最优秀的，自然而然就会
脱颖而出，老派的球星和教练再讨厌三
分球，也挡不住史蒂芬-库里越来越准、
三分越来越远，你觉得这个方式离经叛
道，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未来。

本赛季，库里常规赛出战79次，场
均出场34.2分钟得到30.1分5.4篮板6.7助
攻2.14抢断，他的投篮命中率高达50.4%
，其中三分球命中率45.4%，罚球命中率
90.8%，共出手886次三分，命中402个，
这两项数据均创造了NBA历史纪录。他
率领金州勇士拿下了创造历史纪录的73
胜，让96年乔丹和公牛的神迹作古。

对于目睹90年代NBA发展至今的
人们来说，并不缺少惊奇和赞叹，我们
见过奥拉朱旺的梦幻脚步、见过乔丹的
飞天遁地、见过奥尼尔的摧枯拉朽、见
过科比的得分爆炸力、见过邓肯的坚如

磐石、见过德克的无解进攻、见过詹姆
斯的无所不能、也见过杜兰特的四个得
分王。这些都是必定光耀NBA史册的人
物，我们看他们打球的时候，无不钦佩
膜拜，赞叹不已，但我们同时也觉得理
所当然，因为他们都有着史上罕见的天
赋。

而 当 我 们 看 到 史 蒂 芬 - 库 里 的 时
候，那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震惊，在我们
的篮球知识体系中，没有这样一种统治
力，看上去脆弱而又诡异的统治力。三
分线外包夹库里已经成了各家球队心照
不宣的尝试，包夹，可能会被库里的传
球打碎防守体系；但是不包夹，全队都
会被那些闪电般的三分球打掉信心。

人们没有理由忽视史蒂芬-库里的
伟大，无论你之前抱有多大的偏见，如
今都不得不服，他们是另外一个层面的
球队。库里也是超出所有人之上的神奇
射手。金州勇士也成了一支青史流芳的
超级强队，如果因为某些怀旧的情怀而
忽视这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就是只见
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尘埃，不见宇宙。

库里自己则是这样说的：“不管人
们说你如何伟大，也不管人们说你有多
么幸运甚至是批评你，而你唯一要坚持
做的就是不自满，继续前行。我们是一
支伟大的球队，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
上，我们将会成为永远被历史铭记的一
支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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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斯特逆袭夺得英超冠军，金元时代上演平民的奇迹

2016年5月3日，莱斯特城以22胜11平
3负的战绩提前两轮获得英超冠军，成为
英超联赛第六支冠军球队，同时也是俱乐
部建立132年来第一座顶级联赛冠军。

在以往漫长的英超四强争霸时代里，
切尔西、曼联、阿森纳、利物浦一直以来
都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就如同今天中国
足球的金元风暴一样，曼城的介入打破了
原有的格局，它就像一个风向标，不仅使
得英超真正变成了“有钱人”的游戏，也
令世界足坛进入了“金元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莱斯特城的出现打破
了这个游戏规则，它使得整个拥有了几百
年现代足球史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为之
瞩目。

五千分之一的概率
1赔5000，是本赛季初博彩公司为莱

斯特定下的夺冠赔率，它甚至比之前博彩
公司开出的中国队夺得世界杯的1赔751还
要高。这样的赔率仿佛预示着莱斯特夺冠
的概率只有五千分之一那么渺茫。

在莱斯特
这支球会131年
的历史上，从
未有过登顶顶
级联赛冠军的
经历，2012-
2013赛季，身
在英冠的莱
斯特以微弱
差距无缘英
超，2014-2015
赛季，他们虽
然如愿时隔多
年重返顶级联赛，但是却徘徊在榜尾多
达140天，最终以联赛第14名的成绩勉强
保级成功。

在过去漫长的英超历史中，有着太
多像莱斯特城这样的球会。在经历过一
个或者两个赛季的英超保级之旅后，这
些不知名的球会便一路沉沦，最终只在
低端级别的联赛厮混，当它们再次重返

英超联赛之时，已
经不知道是多少年
之后的事了。所以
当这样的一支球队
能够在英超诸强中
脱颖而出，在整个
漫长的赛季都保持
了如此高的竞技状
态时，也就不得不
令人感到惊讶。

“平民足球的
胜利”

翻开本赛季莱
斯特的球队阵容簿，平时不看英超的球
迷根本认不全莱斯特的球员，现在这些
名字却是家喻户晓，他们的故事球迷们
都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球队当家射手
瓦尔迪曾长期在业余球队踢球，他最初
周薪只有30英镑。然而在本联赛半程过
后，瓦尔迪却上演了15场进14球、连续11
场进球的“神奇表演”。此外，埃尔及
利亚的年轻的90后中场球员马赫雷斯也是
莱斯特城本赛季最大的亮点之一，他为
球队贡献了17个进球，这名球员在2014年
加盟莱斯特时仅仅只有44万英镑的身价。

将英超“菜鸟球员”点石成金的则
是意大利人拉涅利。作为意大利名帅，
拉涅利曾执教过尤文、切尔西这样的豪
门俱乐部，但他在职业生涯中从来没
有拿到过冠军，在被希腊足协辞退后，
处于事业低谷的拉涅利与莱斯特一拍即
合，或许连老头儿本人都预料不到，他
的这次选择或许是他执教生涯中最正确
的一次选择，他为莱斯特打造的442战术
以及低调的态度成为了莱斯特城问鼎冠

军的保证。
除了自身球队的实力，竞争对手

的“集体萎靡”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本赛季的曼联、切尔西像极了中超赛场
上的鲁能和国安，在赛季开始之初就困
难重重。在巴西世界杯上“点石成金”
的范加尔在曼联磕磕绊绊，而狂人穆里
尼奥也在赛季中旬便提早下课，他麾下
的切尔西只能阻击热刺甘当绿叶来刷存
在感。

夺冠之后，莱斯特将直接获得英超
排名奖金超过9000万英镑，整体收入效应
有望突破1.5亿英镑。平民球队也终于品
尝到了“打土豪”的滋味。

莱斯特城，你要红到什么时候？
在度过一个激动人心的夜晚之后，

莱斯特接下来也将面临着与古往今来所
有的“黑马”一样的挑战和危机。球队
功勋便被欧洲各大“土豪”盯上，莱斯
特城早在赛季初，皇马、利物浦就已经
瞄上了瓦尔迪。

除此之外，莱斯特城在下个赛季还
将面临欧冠赛场的挑战，多线作战将考
验球队的板凳厚度，这对于“平民”莱
斯特而言也将是一个艰难的选择题。哪
怕是“平民风暴”只是一瞬间的流星，
莱斯特也已经在足球史上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面对英国媒体的采访，拉涅利留下
的这段话令人肃然起敬，“在这个金钱
衡量一切的时代，我认为我们给了每个
人希望。”

（文章整合自齐鲁日报）
 

文： 郭阳 

文: 平原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