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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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士跑轰F4或创新次元，步行者公牛尼克斯挑战骑士

有些事儿就是蝴蝶效应，牵一发而动
全身。

NBA军备竞赛年年有，今年的动静
特别大，该挪窝的挪窝，该砸钱的砸钱，
该骂娘的骂娘，好不热闹。不过可以肯定
的是，对于肖华来说肯定又是猫在某个角
落偷笑了，今年夏天工资帽狂飙新的转播
合同启动，NBA新时代的大门已经一脚
踢开，鱼贯而入的不仅仅是百家争鸣的电
视转播，还有惊天动地的巨星交易，直接
改变了上赛季的联盟格局，一如宫廷之中
的权力斗争一样，都会浮出水面，一触即
发。

凡事都要说个因果，杜兰特挪窝的
事儿你可以指着他的鼻子骂，但是平心静
气的说他也不欠俄克拉荷马什么，历史地
位和人格魅力势必要down掉一些了，但
是没关系，只要有了总冠军现在的球迷还
是比较健忘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詹姆斯三
进三出的折腾回骑士拿了一个冠军，所有
恩怨瞬间就一笔勾销了。说到底NBA球星
进入联盟的因果，都是因为“名利”才去
打NBA，所以也不必把某某某架在多高的
位置进行什么道德绑架，该看球就好好看
球，就像现在的烂片疯狂挤满院线一样，
不用你挑剔，看个热闹也挺好。现在的勇
士至少可以期盼看个淋漓痛快了，就账面
的火力而言，勇士哪怕就是当年湖人的F4
也能在西部折腾个天翻地覆了。可阿杜不
是卡尔-马龙和佩顿，勇士的F4都还处于职
业生涯的巅峰状态。上赛季杜兰特打的有
些低调，但实际上他已经恢复到了MVP赛
季的水准和效率，场均28.2分8.2个篮板5次
助攻，投篮命中率50%，三分球命中率38%
。然后勇士的MVP库里场均30分5.4篮板以
及6.7次助攻，投篮命中率50%，三分球命
中率45%。仅仅就这两个人的火力来说已
经够过分了，再回头看看汤普森场均22.1
分3.8个篮板以及2.1次助攻，投篮命中率
47%，三分球命中率42.5%——现在联盟防
线面对勇士的时候是要面对一组场均80分 
17个篮板 15.5次助攻的三叉戟，更要命的
是5成投篮命中率和4成的三分球命中率，
三个人场均11个三分球，顶了联盟半数的

球队水准。当然损失是有的，没了内线的
屏障，勇士的防守势必要下降的。可勇士
去年防守也只是联盟中游水准，他们靠的
是死亡五小。伊戈达拉还在，替补的利文
斯顿也还在，韦斯特和帕楚利亚不见得就
比博格特差多少，去年一防二阵的格林依
然有能量提升，最后5分钟格林、杜兰特、
汤普森、库里、伊戈达拉，这看起来简直
比今年的梦之队还豪华。所以新赛季的勇
士带着去年73胜无冠的历史级尴尬，势必
要在新赛季卷土重来，勇士新版F4将会在
新赛季占据各大头条。

不过勇士也不见得就一家独大。邓肯
退役了情感上来说难受，但是从战术来说
邓肯在去年的季后赛已经没有任何战术价
值而言，全面的释放阿尔德里奇的作用对
马刺是个好事。虽然走了迪奥，但是来了
加索尔，打法和风格和邓肯都十分相似的
加索尔依然有着联盟顶级内线的攻击和防
守，马刺的班底都还在，妖刀续约会在新
赛季成为球队的精神领袖，伦纳德也还处
于上升期。惟一不足的是帕克和格林的后
场能量还剩多少，这才是马刺在新赛季的
问题。其实快船这边才是最大的X因素，
全部的班底都在，人员都处于比较好的状
态，磨合期已经过去，该留下的人都留下
了，巴斯也要底薪加盟了，快船的板凳更
深了。去年要不是天愁地惨保罗和格里芬
双双报销，西部季后赛的天还真不好说。
总的来说勇士和马刺还有快船依然把持着
西部第一集团。

很抱歉将雷霆放在了第二集团，失去
了杜兰特对于威少来说好消息是他可能成
为新赛季MVP的竞争者之一，坏消息就是
威少会不会成为当年费城的艾弗森，只有
他一个人往坏了用往坏了使。现在的雷霆
阵容看起来不错，应该是“减肥”了，更
快也更矮了，一个杜兰特走了还有维特斯
和后来的奥拉迪波嗷嗷待哺，这球权威少
也不能一手遮天的把控。总体来说雷霆还
有竞争力，但是攻防两端少了伊巴卡和杜
兰特，这对雷霆的伤害无法想象。对开拓
者是有想象空间的，有了艾泽利和特纳的
加盟，加上后场双枪，开拓者可能会在西

部继续扮演黑马和搅局者的角色，毕竟特
纳和艾泽利都是狠角色，见过了大场面，
利拉德赋予球队的战斗精神是要肯定的。
说小牛之前先表扬一下达拉斯，挖墙脚的
手速太快。博格特和巴恩斯在小牛绝对有
作为，不仅仅是因为库班，还因为小牛这
支球队和勇士本身就有些相似，轮转，无
私，分享甚至打法都有几分相似，卡莱尔
会物尽其用，小牛将阵容变得稍微年轻一
点，不过他们新赛季在西部依然只能算是
第二建团。在健康的情况下，灰熊依然是
联盟最硬气的球队，来了个帕森斯不会变
天，只是进攻手段多了点，灰熊的锋线防
守和梯次防守依然联盟顶级，只是他们的
健康在去年实在是坑爹了。最后说一嘴火
箭吧，没了霍华德对火箭来说其实伤害不
小，说是来了内内，安德森以及戈登，彻
底不要防守了？内内在整个职业生涯最大
的两个标志：进攻手段丰富以及伤病丰
富！弄来个安德森这样的射手和戈登这种
过气的二号位，说实话还真不一定比去年
的索大腿好用。可火箭就这样，你觉得好
的时候他能活不起一样的赖进季后赛，你
觉得不好了也许下赛季会给你惊喜。不过
目前火箭的阵容依然算是西部第二集团的
天赋异禀，季后赛不会是问题。

其实真正有意思的是东部，骑士一
家独大的局面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尼克斯
这边罗斯的加盟让尼克斯终于有了成为东
部豪强的资本，他们不仅坐拥安东尼、罗
斯、波神和诺阿的豪华阵容，还有詹宁
斯、考特尼-李这样的板凳匪徒。诺阿这
几年在公牛不开心，憋着一股劲，他在内
线可以解放真正属于四号位的波神，一攻
一守遥相呼应；罗斯和小李的配合是同样
的道理，小李有防守有三分，在黄蜂季后
赛已经证明过了，而罗斯不需要再持球玩
命突破了，因为还有一个安东尼，替补来
的詹宁斯也是突破高手，罗斯的健康才是
第一。从账面来说尼克斯已经有了叫板骑
士的资本，但是磨合什么样就不知道了，
毕竟这是尼克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
生。公牛走了罗斯来了韦德，热火这边不
用考虑没什么竞争力可说了，公牛这边巴

特勒、韦德、朗多，防守绝对是联盟顶级
的外线级别，但是……投射能力或者会成
为芝加哥的硬伤。走了加索尔和诺阿公
牛内线也不是无人可用，吉普森可以扶
正，洛佩兹值得期待，只要公牛能投进
外线投篮，那么在新赛季韦德会给那些
看轻他的人以颜色，这在过去的十几年
中已经不断的论证过，不用多说。有了
霍华德的老鹰确实值得一看，一个超级
中锋带着一帮射手，还有一个组织型米
尔萨普辅佐，施罗德会让老鹰变得更快
而不是一次一次落阵地，打好了老鹰就
能打出2009年魔术的那套变化。同样有了
霍福德的绿军实力增强了一个档次，只
是损失了特纳，但是霍福德的投篮能力
是绿军内线一直没有的，风格算是无缝
对接，新赛季的绿军值得期待。

篮网不会有什么太大竞争力，林
书豪倒是可能打出当年在纽约林疯狂的
那种待遇，不过整体实力篮网并没有任
何优势，东部真正值得期待的球队还有
一支，就是步行者。步行者在没有破坏
原班核心乔治、埃利斯、迈尔斯的情况
下，竟然挖来了黄蜂的明星中锋杰弗
森，篮网的当家组织前锋赛迪斯-杨以及
老鹰的核心一流控卫蒂格，加上已经成
长的中锋特纳和发挥余热的火箭旧将阿
隆-布鲁克斯，这支步行者在东部已经具
备了前四的水准，有内线有外线有组织
中锋有投手，磨合好了会对骑士有很大
的威胁。当然东部怎么折腾也感觉是骑
士一枝独秀，毕竟班底都在人员齐整，
骑士在明年作为卫冕冠军依然是东部冠
军的第一人选。

漫长的休赛期还在继续，不过随着
这些自由球员大鱼纷纷“落袋”，NBA
的格局也基本形成了。勇士VS骑士的三
番战能否最终实现？就要看这些秣马厉
兵的豪强们答不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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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冠!葡萄牙捧杯，欧洲杯历史第十支冠军队诞生
 7月11日凌晨，葡萄牙人终于破除咒

语，首次加冕欧洲杯冠军，并让法国东道
主做了回背景板。这场胜利不仅让“躺
赢”的C罗在和梅西的比较下，获得了最终
的胜利。他让葡萄牙这支欧洲二流球队重
新塑造了历史。再没有什么比这跟给一个
传奇巨星加分的了。

依靠埃德尔的进球，葡萄牙艰难战胜
东道主法国，成为史上第10支赢得欧洲杯
冠军的球队，而这也是葡萄牙史上第一次
赢得国际大赛的冠军。12年前，葡萄牙在
光明球场与德劳内杯擦肩而过，而在2016
年，葡萄牙终于实现了他们的梦想，这将
是永载史册的一刻，也将是葡萄牙足球的

巅峰时刻。
2004年，葡萄

牙首次杀入欧洲杯决
赛，然而，他们却
没能利用东道主的优
势，而是在决赛中遗
憾负于希腊，成就
了“希腊神话”。当
时为葡萄牙出场的C
罗至今仍然耿耿于
怀，“我一直期待着
再踢一场决赛，因为
2004年我们输掉了决赛。我相信我们有夺
冠的可能。”

尽管C罗信誓旦
旦，但葡萄牙面对
的困难却不小。首
先是法国极为善于
利用东道主优势，
上一次赢得欧洲杯
的东道主正是1984
年的法国，而法国
近18场国际大赛主
场保持不败，取得
了16胜2平的成绩。
更重要的是，法国

近10次对阵葡萄牙保持全胜，上一次负于
葡萄牙还是在1975年3月。

雪上加霜的是，开场仅仅22分钟，葡
萄牙的头号球星C罗就因伤退场。葡萄牙前
6场比赛打入8球，C罗一人就参与了5球，
占到全队进球数的62.5%，不仅如此，C罗
对对手的威慑力是纳尼、夸雷斯马无法比
拟的。头号球星退场，葡萄牙该怎么踢？
前英格兰后卫丹尼-皮尔斯指出，“葡萄牙
肯定希望去踢点球决战，我保证。”

然而，老帅桑托斯却展示了自己的勇
气和夺冠的决心，穆蒂尼奥、埃德尔接连
替补出场后，葡萄牙在最后时刻改打433，
而老帅也收到了回报。埃德尔第109分钟
以远射破门，这是欧洲杯史上第二晚的进
球，然而，这又是葡萄牙史上最重要的进
球，正是这个进球，让葡萄牙第一次捧起
了冠军奖杯。

继德国、西班牙、法国、苏联、意大

利、捷克斯洛伐克、荷兰、丹麦和希腊之
后，葡萄牙成为史上第10支捧起德劳内杯
的球队。更重要的是，这是葡萄牙史上第
一次赢得国际大赛的冠军，这毫无疑问是
葡萄牙足球史上的巅峰，也是枣红军团取
得的最大胜利。

赛后葡萄牙中卫佩佩表示，“C罗下
场让比赛变得很艰难，他承载了我们的所
有希望，有他在我们随时可能进球。当他
不能坚持比赛之后，我告诉队友们，我们
要为了C罗去赢得冠军。教练的布置很完
美，换人时机恰到好处，我们为这场胜利
奉献了热血、心灵和眼泪。我们书写了葡
萄牙足球历史新的篇章。”

埃德尔上演绝杀后，C罗冲上去和队
友们拥抱，此时他的脸已经涨得通红。这
是他最渴望的一个冠军。完成了欧洲杯夺
冠之后，再加上此前拿到欧冠的奖杯，年
底的金球奖，肯定将是C罗的囊中之物。

菲戈退役后，葡萄牙队表现极不稳
定，2014年世界杯小组赛都没有出线。可C
罗没有放弃，从未表态过要放弃国家队。
成为巨星，获得过世界杯、欧洲杯和美洲
杯算是一个衡量标准，C罗做到了。想想C
罗，梅西是不是该后悔退出国家队？论整
体实力，梅西在阿根廷国家队得到的支持
要远比C罗多。有消息显示，2018年世界
杯梅西肯定会重回国家队率队参赛，如果
届时能够夺冠，梅西也将有望一举登顶球
王，再次在“梅罗二人转”的争夺中夺回
领先杆位。

文：郭阳

文：郭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