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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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杯开始了，真球迷和伪球迷的不同表现有哪些？
欧洲杯开始之后在很多球迷看来这

是一个令人激动比赛的开始，不过对于
真球迷与假球迷来讲，他们确实有很多
不同的表现。

真球迷的表现：

1、不疯魔，不成活。这可不是女
人说的，有着20年铁杆球迷经历的天伟
说：“真正的铁杆球迷在这段时间都像
得了神经病，球迷绝对不会出现平时表
现正常、晚上出门前不正常的状态，而
是全天候的不太正常。”

2、十足的白目。所谓白目，就是
不管老婆的脸色总抢着把电视换到体育
频道，就算你想和他说说家常话，他还
是痴呆地盯着电视。平时他看你心情不
佳就赶紧抢着刷碗扫地，现在则完全当
做没看见。

3、呼朋唤友劲头十足。下班回家
后电话不断，大多是那一群“狐朋狗
友”的电话，约着晚上去哪地呆着去。

4 、 半 夜 回 来 ， 面 部 表 情 阴 晴 不
定。面部阴沉，那还用问，肯定是其支
持的球队输了。

5、喝了小酒但还清醒。正宗的球
迷除了赢球太过瘾或者输球太悲哀的情
况下，不会把自己傻得灌得大醉。若醉

醺醺还带着一身的胭脂香味，嘿，赶紧让
他睡沙发去吧。

伪球迷的表现：

1、最爱问“哪支队会夺冠”。真球
迷一般有比较钟爱的国家队，了解世界足
球的格局，有看好的队伍，但大家也都知
道足球的偶然性，除了特别喜欢哪个队或
者去打了赌的话，谁都不愿意盲目预测冠
军，他们热衷于享受每一场球未知的过
程。伪球迷问这个问题，一来为了了解球
队增加谈资，二来万一蒙对了，便可以得

意洋洋的晋升自己的足球地位。瞧，我
比真球迷还厉害！

2、喜欢看强队。所谓强队，就是
巴西英格兰意大利阿根廷等这种有头有
脸路人皆知的队伍，不管现在他们状态
如何，伪球迷一律将他们归为强队。有
他们比赛的场次（最好是九点那场），
这些“球迷”就来了劲，英格兰，看！
巴西，看！阿根廷，看！什么？早上三
点？不看！

3、喜欢支持弱队。所谓弱队就是

他们没听到过的队。譬如特里尼达多巴
哥和乌克兰。真球迷会为了约克和舍甫
琴科表示对这些球队的友好，伪球迷
则会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站在“弱
队”那边，凭他们对世界足球地理知识
的匮乏程度，判断了人家的能力。一旦
冷门出现，真球迷会赞美黑马的能力，
伪球迷会佩服自己押对了宝。

4、进球多的比赛就是好看的比赛。
开幕赛好看不好看？好看！为什么？六
个球！听见这样淳朴的回答，不用问，
又碰上伪球迷了。虽然说这场球好看的
不一定是伪球迷，但伪球迷一定会说这
场球好看。

他们不会知道哥队的后防有多羸
弱，他们不会知道德国队对反越位的万
乔普办法不多，他们更不会知道进球并
不是一场比赛的全部。建议世界足联取
消守门员，让足球打成篮球那样，取消
点球，不停地打加时，必定会吸引更多
的人来关注。

5、惊鸿一瞥看球星。伪球迷看球必
找球星，看到了就算完成了任务，好像
他看过整场球了。巴西要看小罗，英格
兰要看贝壳汉姆欧文，法国要看秃子，
意大利要看巴乔——哦，巴乔退役了啊？

（文章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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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美洲杯迎来乱世，冷门迭爆只等梅西“登基”？

万 与欧锦赛赛程“撞车”半个
月，2016年美洲杯足球赛似乎并没有带上
太多“百年纪念版”的光环。首次离开南
美大陆，首次聚齐美洲大陆１６支球队，
对于美洲杯有里程碑意义的本届赛事却被
贴上“混乱”的标签。

乱归乱，美洲杯上的绝杀、世界波和
冷门也一点儿不比大洋彼岸的法兰西来得
少。小组赛战罢，南美三强中的巴西和乌
拉圭已经双双提前告别，踌躇满志的东道
主美国队开局踉跄，幸得同组最强对手哥
伦比亚队意外爆冷输球才能侥幸以小组第
一出线，卫冕冠军智利队若不是依靠第二
场补时阶段的幸运点球获胜，如今也已经
步了巴西队后尘。

放眼诸强，也只有起步平稳的阿根
廷队表现尚算正常。梅西在对阵巴拿马的

比赛中用帽子戏法完成“王者归来”，
第三轮则只出战半场，球队也以３连胜

出线。眼看竞争对手纷纷自断前程，唯
一具有威胁的智利队在首秀中也被潘帕
斯雄鹰制服，梅西带领阿根廷队在淘汰
赛将一路坦途，豪夺他在成年队的首个
大赛锦标，并为自己的“球王”称号加
冕？未免言之过早。

从本届美洲杯上诡异的“剧本”来
看，阿根廷队强则强矣，但其他几支强
队此前的遭遇表明，他们也不一定能够
保证在冷门迭爆的情况下独善其身。巴
西队中内马尔选择出战奥运会，久违的
卡卡赛前受伤退出，无米下炊的巴西队
前两场踢得尚算及格，但末轮比赛被秘
鲁队疑似手球淘汰出局，如此窝囊出局
铁帅邓加也是有苦难言，无奈接受下课
命运。

和巴西队一样缺兵少将的乌拉圭队
看似带着卡瓦尼和苏亚雷斯，但伤势未
愈的苏亚雷斯全程作壁上观。卡瓦尼独
木难支，再加上缺乏新鲜血液的中后场
在实力上已经与两、三年前不可同日而
语，连续输给中北美“一哥”墨西哥队
和爆冷能手委内瑞拉队，按实力属于小
组头名的乌拉圭队也只能提前出局。

相比两支邻国球队，阿根廷队此次
出征的阵容在后防线外也是捉襟见肘，
进攻线上去年美洲杯上的核心帕斯托雷
如今将位置让给巴内加，梅西带着腰伤
来到美利坚参赛，迪马利亚在小组赛中
肌肉拉伤何时复出成疑。球队在实力上
相比上届比赛并没有明显的提升，作为
队长梅西在后防上尚可放心，但是在进
攻端依然得继续组织、进球一肩挑。

在除决赛外的淘汰赛打满９０分钟
常规时间即踢点球的另类赛制之下，如
何打破对手的严防死守，也成为阿根廷
队接下来必须面临的课题，否则一旦进
入点球大战，胜负将极难预料。由此看
来，除了要报首战落败一箭之仇的智利
队，哥伦比亚、墨西哥、美国等二线强
队也并非目前这支阿根廷能够轻易战胜
的，想要在乱世之中王者驾临，梅西和
他的队友还是需要像在巴西世界杯上那
样摆正位置做苦战准备，还要加上一点
点运气。

文：郑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