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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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国足出现
的地方，总少不了各种“段子”——比
如：中国足球队，专业输球30年，一直
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再比如，国足甫
一进入12强赛，就有了赛事“预测”：
第一场虽败犹荣，第二场主场惜平，第
三场功亏一篑，第四场生死大战，第五
场理论出线，第六场遗憾出局，第七场
荣誉大战，第八场左右大局，第九场下
届练兵，第十场看到希望。

这当然是对国足的揶揄，也肯定
有拳拳期盼。我们当然不希望上述“预
测”一语成谶，但是，从国足12强赛目
前的走势来看，“预测”的内容却一再
得到印证，四战仅积1分，国足想要出
线已经基本丧失希望，高洪波也主动辞
职，离开了教练的岗位。

国足的高关注度注定令其成为球迷
的话题甚至是社会的话题，这就决定了
国足或时刻与批评相伴。只是，类似的
情况其实已经很多，难道2013年1-5输给
泰国那场比赛不比这场更虐心？或许，
经历了多次苦痛后，对国足实力有正确
了解的球迷，把心态稍微放平一些也未
尝不可。

其实想想看，在国足还在40强赛挣
扎的时候，你真的对国足晋级12强赛有
很强的信心吗？我相信90%的球迷会持
否定答案。事实也证明，国足是在最后
一轮战胜了卡塔尔、且满足了若干“条
件”之后才“挤”进12强赛的，而且忝
列12强末座，这才是国足真正的实力。
但是，随着15年后终于再次进入世预
赛亚洲区最后阶段，随着12强赛战火燃
起，不少人包括业界人士对国足12强赛
小组出线的信心莫名地变得很足，这种
盲目的乐观情绪不断蔓延，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球队。

前 两
场比赛取得
一分支行，
不少人针对
中叙和中乌
之战制订了
取 4 分 的 目
标，这显然
过于乐观。
从叙利亚逼
平韩国、中
叙之战表现
出的极其扎
实的防守、
犀利的进攻
上 不 难 看

出，这支球队的实力并不弱。同时，国足
面对“中亚狼”乌兹别克斯坦历史成绩不
占优势，比赛又是客场，谁说国足一定能
从乌兹别克斯坦身上取分？但是取4分的
目标又是怎么制订出来的呢？

最终，四轮过后，国足仅积1分，甚
至被取胜的卡塔尔超了过去，这基本意味
着国足丧失了出线的希望。

国足的失利令人扼腕，但是扼腕的
同时更要看清国足的实力本就如此。有球
迷在难受之余说，可能本身国足的实力也
就那样。而实力如此反映出的更深的问题
则是以往存在违反规律的种种错误之举，
如豪赌国家队，杀鸡取卵、寅吃卯粮，以
大打小、更改年龄，无视青少年培养等。
尤其在青少年培养上，职业联赛球员身价
虚高就是人才匮乏最明显的例证。而且青
少年培养目前在有些俱乐部依然得不到重
视，而体育教育部门在注册体系的打通上
存在障碍同样也是问题之一。

中国的青少年比赛每年最多只能提
供30场锻炼的机会，且大都是赛会制，不
利于球队通过比赛来提升水平。此外，许
多职业俱乐部的15、17和19岁以下梯队都
是挂靠在某个足球学校，这也导致参赛球
队水平参差不齐，悬殊比分在国内的青少
年比赛中十分常见。

如今，面对中国男足的失利，人们
应该冷静想想，在中国，小孩踢球的多
吗？城市里足球场多吗？人们真正为足球
付出的多吗？

对待国足，我们不要奢望，但也不
要绝望。可以批评，更要鼓励和支持。生
活还要继续，国足也终会有崛起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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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足 恐 再 次 无 缘 世 界 杯
狠 抓 青 训 才 能 化 失 望 为 希 望

文：新华社

偷走中国拳手奥运梦的裁判被停职了
业余拳击的黑金故事浮出水面

作
为当今世
界最吸金
的个人体
育运动，
各项职业
拳击组织
的商业模
式已经达
到了炉火
纯青的
境界，
一场重量
级的拳王
之战，让
餐饮、博
彩、赞
助、转播等产业链上的齿轮疯狂转动，赛
事方、拳手、经纪人赚得盆满钵盈，赞助
商、观众的需求也得到满足。 

然而就在职业拳击高速发展的同时，
本着传播拳击文化、开展各国拳击运动友
好交流的业余拳击，却传来了一桩惊天大
丑闻。几天前，国际业余拳击协会(AIBA) 
宣布，对参加里约奥运会的36名裁判和执
法官员实行禁赛，对于里约奥运会拳击比
赛出现的争议问题，AIBA将进行全面调
查。

还记得2个月前的里约奥运发生了什
么吗？中国运动员吕斌在全场比赛占尽
优势的情况下被判负，在男子57kg级四分
之一决赛中，被意外判负的爱尔兰选手
Michael-Conlan直接将中指送给场下的裁
判员。

事实上，这仅仅是里约奥运会拳击赛
场上争议画面的冰山一角。而通过这些零
零碎碎的画面，我们也能够多少了解到业
余拳坛的混乱与肮脏。

其实早在里约奥运开始前，英国的《
卫报》就发表过一份长篇报道，声称之后
的奥运拳击比赛将会被裁判和工作人员的
腐败、黑金问题所影响。在当时，大部分
人还都认为这只是媒体哗众取宠的伎俩。
而作为矛头指向，AIBA也进行了严正的回
应。

但不幸的是，所有的黑幕和丑闻都被
《卫报》不幸言中。在里约奥运中，AIBA
管理下的裁判收受来自各个组织或运动员
个人的贿赂，先是在赛程对阵方面做手
脚，给关系户尽量安排实力较弱的对手。

当然，为了保送一些运动员拿到金牌
或奖牌，他们还在需要通过点数判定胜负
的比赛中颠倒是非黑白，用一己之力帮助
运动员淘汰对手。在“双保险”的情况下

完成奥运
拳击比赛
的黑金产
业链。

事实
上，业余
拳击的黑
幕远不止
这些，根
据AIBA内
部人员的
爆料，一
名运动员
想要保送

到奥运会的赛场，需要向AIBA的相关官员
支付45万美元。而一些城市如果想要获得
AIBA组织的大型国际拳击赛事，则需要支
付1000万美元作为“中标”费。劣迹斑斑
的如是，使得那些推广业余拳击的美好童
话瞬间幻灭。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原因，让原本号
称“非盈利”，“推广拳击文化”的国际
业余拳击协会被黑金和腐败所打垮？

主要原因，就是国际业余拳击协会在
管理和运营中缺乏透明度和相关部门的监
管。AIBA在财政、比赛申办、内部管理和
工作人员选拔机制上就一直被外界诟病，
而《邮报》之所以能大篇幅地揭露AIBA的
腐败内幕，竟是由于组织内部的工作人员
对于AIBA的混乱和肮脏忍无可忍，最终匿
名检举揭发。

在职业体育大行其道的今天，手握着
业余拳坛的话语权，加之职业拳击产业的
兴起，AIBA内部怎么可能不受利益所驱
使？不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商业开
发上的糟糕表现，最终让这些从业者们走
上了徇私舞弊的道路。

相比起职业拳击联赛的红火，业余拳
击赛事在商业开发、赛事包装、宣传方面
还处于粗放阶段。无法依靠赛事形成自给
自足的产业链，让国际业余拳击协会的发
展举步维艰。

在职业拳击的世界里，成熟的商业模
式造就了多方共赢的良性循环，让那些在
拳台上流血流汗的拳手们赢得喝彩、尊重
和利益。而在另一个属于业余拳击的世界
里，产业跛脚前行，行当里充满了藏污纳
垢的角落，更让那些为拳击奉献青春的热
血男儿，无奈落下英雄泪。

 文：高鹤

周 绕 医生
执照妇产科医师
内分泌与生殖生理学博士
MD, Board certified OBGYN 

所
Friendly Women’s HealthCare LLC

电话： 317-218-7764                传真： 317-249-8640
电子邮箱： FriendlyObgyn@outlook.com
地址： 755 W Carmel Dr, Ste. 202, Carmel IN, 46032

• 围产保健
• 高危妊娠
• 宫外孕
• 顺产
• 剖腹产
• 不孕，避孕
• 妇科感染

• 内分泌失调
• 子宫肌瘤
• 更年期不适
• 妇科癌症诊断
• 各种妇产科手术
• 年度检查

服务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