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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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七日，杨光杯第四届ICCCI
篮球锦标赛进入第二轮。第一场比赛在
IUPUI队和教会队之间拉开帷幕。IUPUI
队队员大多都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玄
色的球衣下，个个眼明手快， 骠疾如猿
猴， 又似蛟龙入水。他们全攻全守，
运球、传球、投篮如行云流水， 一气呵
成。教会队则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一
招一式似春蚕吐丝绵绵不断，传球进攻
护板防守更是心心相通，配合默契。 几
名老将在场上指东打西，气定神闲。半
场结束时教会队以23 : 19领先。下半场
IUPUI奋起直追，三分投篮屡试不爽。
教会队则毫不示弱，见招拆招。两队你
来我往，各显神通，不相上下。 随着
时间的推移，IUPUI队毕竟年轻， 体
力充沛；而教会队渐渐体力不支动作变
形。IUPUI队在比赛结束前的三分钟将比
分追至39 ：39平，并最终以49：43取得
了胜利。

第二场比赛由ICCCI队对阵上届冠
军CCN队。前已述及，CCN队训练有
素，乃是一支在锦标赛开始以来日趋成
熟的常胜军。 他们打得有章有法，有内
有外，传球布局运转灵活，进攻防守错
落有致。而更新换代后的ICCCI队在内
线外线的人员、技术水准上和风格上都
与CCN队非常相似，而且两个兄弟队彼
此知根知底。周密的准备之后，ICCCI

队一上场便展开犀利威猛的进攻，先声
夺人拿下6分，防守更是滴水不漏，场下
还有一群拉拉队摇旗呐喊。CCN队在比
分落后的情况下以他们一贯的心理素质，
不急不躁，稳打稳扎。半场结束时ICCCI
队仅以23：18领先。下半场开始ICCCI队
愈战愈勇，五虎上将气势如虹，四面开
花。CCN队奋起直追，一度将比分追至
22 : 25。 这时只见场上狼烟四起，烽火连
天，超远三分，滞空投篮数不胜数。场上
的精彩表演层出不穷， 场下的呐喊喝彩
也响成一片。眼看时间剩余不多，比分落
后的CCN队终于开始沉不住气，频频防

守犯规。ICCCI队抓住机会扩大战果，最
终以56 : 44锁定胜局。

九月二十五日，锦标赛进入第三
轮，争夺更加白热化。第一场是CCN队
对阵两战全胜异军突起的IUPUI队。开场
哨响，CCN队并没有受上周输于ICCCI
队的影响，很快进入状态。他们利用两
个中锋的身高优势，内外结合，打得有
张有弛，一直以微弱的优势领先。11号
中锋利用自己多年练就的技术，迫使
IUPUI队很快进入犯规困扰。IUPUI队不
得不动用两员战将夹击11号，这给CCN
队的外线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20号和5
号球员充分发挥了外投优势，先后攻进
了8个三分球。而年轻的IUPUI队并没有
因为身高处于劣势而气馁。他们利用队
员默契的传球和运球，出色的远投，一
直将比分紧紧咬住。尤其是15号队员出
手又快又准。11号队员也不停地突破上
篮，对CCN的内线防守照成了不小的压
力。在下半场还剩下3分钟时，IUPUI队
终于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CCN队20
号的一记三分远投稳定了局势。而年轻
的IUPUI队急于投三分以挽回颓势，放弃
了对内线的冲击。结果越急越不顺手，
最后以5分之差（46 ：51）惜败。

当日的第二场比赛，由本届新军
MISO队挑战老牌强队教会队。MISO有
一名大将从外地赶来，队
伍比上一次整齐。开场之
后三军用命，比分一度领
先 。 教 会 队 毕 竟 经 验 老
道。虽然当年的三驾马车
只出现了一驾，经过短暂
的混乱后，主教练及时调
整战术，利用默契的配合
很快将比分追上来。尤其
是刚刚归队的新人21号左
冲右突，远投近攻，屡屡
得手，而MISO队一直没
有找到合适的办法制衡，
慢慢的比分开始落后。下

半场开赛不久，MISO队的主力中锋又因
7次犯规罚下，这让本队形势雪上加霜。
人员不整的MISO队显然捉襟见肘，再也
跟不上教会的节奏，最后再次失利 （38 
：67）。纵观全场比赛，教会队并没有
因为失去冠军机会而放弃拼搏，让观众
在赞叹的同时不禁为他们惋惜。如果21
号队员（一人拿下本场比赛28分）能够
在赛事一开始就归队，教会队仍然是一
只冠军热门队。MISO队的表现与第一场
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渐渐磨合得更像
一个队伍。明年两名年轻虎将有资格参
加比赛后，MISO队将会是一支真正的后
起之秀， 不容小觑。

至此，本届锦标赛已打完了十场中
的六场。除ICCCI队两战两胜，MISO队
二城尽失之外，CCN和教会队均为一胜
一负，IUPUI队两胜一负。今天CCN队
和IUPUI比赛的结果，陡然让比赛前景
扑簌迷离：CCN、IUPUI 和ICCCI队均
有机会拿到最后的冠军。尤其是IUPUI
队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实力和年轻的优
势，虽然暂失一城， 若能挖掘潜能，稳
定发挥， 很有可能独领风骚，蟾宫折桂 
- 而这，将取决于下周六 （10/1， 3：30 
pm）他们与ICCCI队之间的龙虎争斗， 
也是他们本赛季的最后一战。让我们拭
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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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317）590-1760              微信: Ransburg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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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第四届）ICCCI篮球锦标赛*杨光杯战况综述
 来源： 姜巍青、裴华兴、熊泉波           摄影：尹宏、熊泉波

印城世界杯中国队小组出线 八强战不敌老对手沙特
上周五至周日在Park Tudor School举

办的MAI Community Cup (因按国家队分组
又被称为小世界杯) 中，中国队和东道主美
国队，Chad以及约旦队同时分在了C组。

小组赛第一场，中国队对阵东道主美
国队。在上半场1：5落后的情况下，中国
队下半场加强攻势，将比分扳平，只可惜
最后时刻的失误，让美国队抓住机会连进
两球，5：7中国队不敌东道主美国队。小
组赛第二场，中国迎来中非劲旅Chad队的

挑战，在身体优势不占优的情况下，中国
队凭借着华丽的配合和球员的个人技术，7
：2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迎来小组赛首场胜
利。两战过后，中国队一胜一负积4分位列
小组第三。第三场必须死磕约旦赢球才能
出线。可是面对生死战，中国队开局状态
并不好，约旦队利用后防的空洞，头顶脚
踢连进四个。直到被进第四个中国队才完
全回过神来。李硕在中场的远射，帮助中
国队首开纪录。在进了第一个球之后，李

硕如同开了窍，连续破门，半场将比分扳
到3：4。下半场开场，中国队依旧慢热开
局，被约旦队先进一球。但顽强的中国队
并没有放弃，全体球员轮番上阵，使出洪
荒之力。Michael，沈雷，作义，Hongqiu，
老李全场围抢对手。李明老将出马一个顶
两。少博中圈吊射破门引来观众欢呼。常
规时间将比分打到5：5平。加时赛双方各
进两球。比赛来到了残酷的点球大战。前
两罚双方都很稳当的将球射入。中国队最
后一罚的李硕也很稳当的将球罚入。面对

约旦队的最后一
个罚球球员，沈
彤沉着冷静一个
侧扑将球揽入怀
里。这一刻，所
有的中国队球员
冲上场地欢呼庆
祝。7(3)：(2)7
中国队点胜进军
八强。八强战，
中国队面对老对
手沙特队，由于
沙特的比赛比中
国队早结束1个
小时，沙特队获
得了更多的休息

时间。中国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不敌沙特
队，止步八强。但是面对约旦的比赛，逢
敌亮剑勇者胜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
难，奋勇拼搏传统美德。相信参加过这场
比赛的球员永远会记得这场胜利。

最后祝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在未来的
世界杯十二强预选赛中赛出水平，争取打
进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执笔：花落无声   图片：沈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