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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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士VS骑士终决战！先看看NBA总决赛“观影指南”吧
NBA总决赛6月2日在奥克兰甲骨文

球馆拉开大幕。在勇士连赢3场，在西部
决赛上演惊天逆转后，所有的NBA球迷
对即将到来的总决赛都充满了期待：是
库里领衔的勇士73胜+总冠军兼得，冲击
历史最佳球队，还是“小皇帝”詹姆斯
率领的骑士成功复仇，首夺总冠军？双
方能够战至抢七，追平总决赛举办时间
最长纪录吗？

勇士和骑士再战总决赛，但和上赛
季相比，两队的实力都有所加强：常规
赛创造NBA史上最佳战绩73胜，西部决
赛1：3落后连扳三局，“水花兄弟”库
里和汤普森更准更稳，这样的勇士绝对
是“最强勇士”；詹姆斯7进总决赛，
上赛季季后赛受伤的欧文和勒夫双双康
复，东部季后赛只输了两场球，这样的
骑士也可以说是“最好骑士”。这样两
支球星云集、特点鲜明的球队再度PK总
决赛，球迷们绝对有福了。

NBA总决赛这部篮球的“年度大
戏”明天即将上演，这部大片里充满了
有趣的元素，让我们翻翻这本《NBA总
决赛观影指南》来看看吧？

第一部：《王的盛宴》主演：勒布
朗·詹姆斯（骑士）

尽管勇士去年在总决赛中击败了骑
士，但勒布朗·詹姆斯毫无疑问是全联
盟当中地位和商业价值的“一哥”。从
高中时期开始，他就已经收获了“皇帝
（KING）”的外号；而他的社交账号就
叫KingJames（“詹姆斯大帝”或者“詹
姆斯王”）。今年的NBA总决赛会是一

场“王的盛宴”吗？

克利夫兰实在太需要一个总冠军
了。他们从来没有拿到过NBA总冠军，
过去9年，他们两次进入总决赛（今年是
第3次）。这个城市有3支职业球队，只有
NFL的布朗队在1964年夺过一次职业联赛
的冠军，骑士会打破职业体育上的“克利
夫兰魔咒”吗？

第二部：《无间道》主演：瓦莱乔
（勇士）

《无间道》这部电影想必大家很熟
悉，而在这次总决赛中，有一位球员的经
历和这部电影十分贴切，他就是勇士的
巴西籍球员瓦莱乔。从2004年开始，瓦莱
乔进入NBA后的12个赛季都是在骑士度
过，他是最早辅佐詹姆斯的“老臣子”，

而且最忠心，当年为了表达对詹姆斯的
忠诚，瓦莱乔甚至特意去弄了一个“天
选之子II”的文身。而詹姆斯也多次在不
同场合表示，瓦莱乔是他最喜欢的队友
之一。

现在问题来了，瓦莱乔现在加盟了
勇士，在总决赛里要对阵自己效力了12
年的老东家骑士，他会不会在场上忽然
走神，把球误传给詹姆斯？

这固然是玩笑话，但瓦莱乔的经历
确实引人唏嘘，这出《无间道》也将非
常好看。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赛季中更
换“身份”，不管骑士还是勇士最终胜
出，瓦莱乔都能获得一枚总冠军戒指，
已然成为今年NBA锁定总冠军的第一
人。

第三部：《双城记》主演：骑士+
勇士

骑士和勇士的对阵更多时候可以
引申为克利夫兰和奥克兰两个城市的较
量，而这两座城市对于勇士和骑士球员
来说并非全无关联，甚至对这两座城
市，不少球员都被不同的感情纽带所联
结起来。

詹姆斯和库里都出生在阿克伦，这
个小城市离克利夫兰仅54公里。库里的
爸爸戴尔·库里曾经在1987~1988赛季效
力于骑士，当时库里就诞生在那儿。

而勇士主帅科尔虽然在公牛和马刺
作为重要角色球员一共拿了5个总冠军，
但实际上他在骑士也打过3个赛季。勇
士昔日助教、即将到湖人担任主帅的卢
克·沃顿，其球员职业生涯的最后时期
就是在骑士度过的，他还和克里斯坦·
汤普森和凯里·欧文做过队友。这两个
教练也是骑士的“前娘家人”，可惜这
次得兵戎相见。

有趣的是，“水花兄弟”库里和汤
普森的兄弟都在骑士效力过。前者的弟
弟赛斯·库里在2013~2014赛季效力于骑
士，后者的哥哥米切尔·汤普森曾经在
2011~2012赛季效力于骑士。

这部《双城记》，有点意思。

（文章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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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冠决赛点球分胜负，马德里城内战皇马终称霸
5月30日，万众瞩目欧冠决赛在米兰

城上演。来自西班牙的两支球队皇家马德
里和马德里竞技会师决赛，最终，双方
在120分钟内战成1比1，皇马在点球决胜
以5比3胜出，创纪录地第11次夺得欧冠冠
军，C罗为皇马罚进制胜点球。

皇马11冠称霸足坛
在欧冠赛场上，皇马是绝对的霸主。

皇马一共赢得了11座欧冠奖杯，这项数据
冠绝欧洲。排名第二的是AC米兰，一共
赢得了7次欧冠，拜仁、巴萨以及利物浦
分别赢得了5次欧冠；阿贾克斯赢得了4次
欧冠；国际米兰、曼联分别赢得了3次欧
冠；尤文图斯、本菲卡、波尔图、诺丁汉
森林分别赢得了2个欧冠冠军。如果站在

城市的角
度，皇马
一家俱乐
部的冠军
数，超过
了整座米
兰城（AC
米兰跟国
际米兰一
共赢得了
10座欧冠
奖杯）。

如
果从1992
年欧冠改
制算起，皇马依然是夺冠次数最多的球

队，一共赢
得了5次冠
军。巴萨排
名第二，赢
得了4次冠
军，AC米兰
赢得了3冠，
拜仁跟曼联
分别赢得了
2个冠军。所
以，皇马不
仅是冠军杯
历史上冠军
次数最多的
球队（6次）

，同时也是欧冠联赛夺冠次数最多的球
队（5次）。

史上最悲情亚军马竞
决赛只能有一个胜者，纵使再心

有不甘，马竞的将士也无法掩盖失望的
情绪，托雷斯眼泪扑簌扑簌地掉了下
来，罚球点球的胡安弗兰鞠躬向球迷道
歉……

本赛季，马竞的表现不可谓不好。
他们在联赛中，紧追巴萨，一度有机会
染指西甲联赛奖杯，可惜在关键时刻被
降级队莱万特拉下马，提前一轮退出争
冠行列。而在欧冠之中，他们更是表现
得让任何对手胆寒，淘汰了埃因霍温、

巴塞罗那、拜仁慕尼黑，并且跟皇马鏖
战到了最后一刻，直到胡安·弗兰的点
球偏了2厘米，击中立柱后弹出……

这样悲情的时刻，并非今年独
有，2013-14赛季的欧冠决赛，对手同样
是皇马，过程也是同样的戏剧。凭借戈
丁的进球，马竞把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
后一刻，然而拉莫斯在93分钟的奇迹扳平
让两支队伍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随后
皇马用摧枯拉朽的进攻在加时赛中摧毁
了床单军——那次马竞离欧冠冠军只有
120秒而已……

而马竞再上一次杀入欧冠决赛，还
要追溯到1974年，彼时他们与拜仁战至加
时赛，阿拉贡内斯第114分钟进球，施瓦
岑贝克却在第120分钟远射扳平——多么
戏剧！又是在最后时刻被扳平，和冠军
毫厘之差！当时的欧冠规则尚未引进点
球决战，双方只能重赛，重赛之中，马
竞0比4惨败。

在这场比赛之后，马竞成为史上第
一支三次杀入欧冠决赛却没能有一次捧
杯的队伍，马竞主帅西蒙尼在赛后接受
采访时一番闪烁其词话语，也让他在马
竞的未来变得不那么明朗了。

 
（文章来自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