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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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场揭幕战，加时最后90秒，两队
僵持。Pacers去年几乎又在重蹈去年加时
一胜难求的剧本（1胜7负），这次Paul 
George持球与Myles Turner高位挡拆后强
硬突破到篮底造成对方防线崩塌，他凌
空跳起反方向将球回传给撤退到右边翼
位的Myles Turner，后者无人看管下坚决
三分命中，拿到4分距离。

随后Monta Ellis一手抄走了Deron 
Williams的强攻，Paul George利用Turner
掩护干拔射入今晚第五个三分，7分距
离。最后Myles Turner力争跳球，Paul 
George出界前将球强行挽给中线的Jeff 
Teague，后者在中线濒临出界时回传
给后上的Myles Turner单刀劈扣!爆满的
Fieldhouse全场振臂欢呼，惊心动魄地拿
下了50周年赛季的第一场胜利。

而直播镜头则多次给到Myles Turner
的父亲，老人家今日心怀安慰。因为二
年生Myles Turner今晚“横空出袭”，19
射13中轰入30分16个篮板4次封盖，赛
后他将信心来源归功于队友：“George
一直都相信我，即时是去年，他都告诉
我‘我们知道你的能力，你自己也知道
自己，放开手脚去发挥就好’。他们总
是想办法让我可以茁壮成长，而今晚就
是最好的例子……”

在比赛中，我们完全看不出它是
一位年仅20岁的菜鸟，他在进攻防守两
端屡屡出现在关键位置，要么就抢下Air 
ball补篮得手，要么就双龙出水把对方投
篮封出底线，相信假以时日（甚至可能
在今年）这位7尺巨人一定能代表Pacers
入选全明星。

而Turner今晚在防守端的震慑力，
已经不亚于去年的Ian Mahinmi甚至之前
的Roy Hibbert，不要看他只有4次封盖，
但其实他多次干扰到对方突破的决策，
尤其是加时阶段，对方至少有三次突破
到禁区都没有得逞，这点连对方主教练
Rick Carlisle都深表肯定。

P a u l 
George今天
虽然前面四
节有点不温
不火，但是
加时都挺身
而出，最后
两分钟一次
强硬突破到
篮底将比分
反超，然后
就是上述关
键的两个回
合带来两个
三分，这三
次攻势成了

比赛最终转折点。
Paul George今晚最后贡献25分8个篮

板6次助攻的全明星数据：“今晚算是做
足全套了。在关键时候守得住，进攻战术
执行也到位。在加时，我开始主动操刀，
要是过去，我就闪一边了，教练怎么布置
我就怎么执行。现在我得到了队友的尊
重，我要持球，他们都会给我去处理。”

互 相 提 醒 的 ， 其 实 不 止 是 P a u l 
George和Myles Turner。根据现场DJ透
露，昨晚暂停时，全队都在互相给队友提
醒，怎么守挡拆、你为啥不去跟人，他挡
我了你怎么补位等等……而防守助教Dan 
Burke也是没闲过，每次暂停都从头讲到
尾到时间到了球员走出场了他还在高喊提
醒。

今天也是Nate McMillan首次正式执
教Pacers，赛后Paul George带着队友在更
衣室把比赛球送给教练留念。而今晚也是
Monta Ellis的32岁生日，他平生第一次在
生日比赛（NBA今年提早开季），他的
亲朋好友也坐在包厢里观赛。Monta Ellis
最后贡献19分7个篮板7次助攻3次抢断。
而Jeff Teague虽然防守谁都守不住，但是
贡献20分8次助攻，上线13次，对方也是
拿他没办法，十足当年的T.J. Ford。C.J. 
Miles今日因为Thad Young个犯缠身而小
狗又怯场，临场上阵12分钟居然在第三节
1分24秒里连得8分。

今晚Pacers攻入130分，是2011年来
最高的得分，先发5人全部上双，合共30
次助攻。第一场比赛后，Larry Bird这样简
单评价：“我想我们是有版图的了，就是
看怎么拼起来……这阵容挺好的，看起来
应该充满乐趣。”

嗯，和Jim O’Brien的过山车差不
多。这个赛季，才刚开始。而这样一场得
到130分的比赛，让步行者新赛季的征程
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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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 幕 战 加 时 胜 小 牛 ， 印 第 安 纳 步 行
者 N B A 新 赛 季 值 得 期 待

文： ChinaPacers

世界杯预选赛告急，中国足协天价年
薪火线签下里皮！

北
京时间10
月22日，
中国足协
在官网正
式宣布里
皮就任中
国男足国
家队主教
练。随之
恒大发布
了俱乐部
解约里
皮、里皮
担任足校
顾问的相
关消息。
这两条消息足以引发了国内足坛的新闻大
爆炸。

从10月13日宣布正式启动选帅，再到
22日下午与里皮签约，中国足协这一次的
选帅快得有些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还是签
下了里皮这样的世界名帅。那么，这9天时
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妨从梳理一下
此次签约里皮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尽可能
还原本次国足闪电选帅的过程。

10月13日，中国足协火速召开临时执
委会，随后召开新闻通气会，一方面澄清
与乌兹别克斯坦比赛前夜的国足内部会议
到底发生了什么，足协也同时宣布启动选
帅工作，当时还少见地公布了一个新帅出
台时间节点：10月20日。

在执委会和新闻通气会之后，中国
足协技术委员会成员在第二天立刻聚集北
京，研究讨论相关候选人，这里面就包括
曼萨诺、埃里克森以及贾秀全、马林、李
铁这些本土教练。

此时，广州恒大立刻做出反应：商量
是否把里皮推荐给中国足协。10月17日，
恒大集团一直负责足球的刘永灼来到北
京，与中国足协商谈推荐里皮出任国足主
帅的相关事宜。其中一个重点问题就是如
何解决里皮的工资待遇问题。

对于恒大再次推荐里皮，中国足协也
并不惊讶，毕竟2013年的时候双方就差点
就走到一起。这一次，中国足协可以承担
一小部分工资，而里皮也愿意接受这份来
自中国足协的待遇，至于另外的一大部分
工资以怎样的形式支付给里皮，对于里皮
和中国足协都不重要。

正因为如此，恒大在足协公布里皮为
国足主帅之后，恒大俱乐部立刻宣布与里
皮解除了此前签署的工作合同，由恒大足
球学校聘请里皮及其团队作为顾问团队，
年薪1550万欧元。也就是说，里皮的大部
分工资还是由恒大支付的。只不过并不是
来自恒大俱乐部，而是恒大足校。

于是，过去对于中国足协来说可能是
最难办的一个问题反而在这次选帅中成了
最容易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主教练待遇。

在高洪波辞职，中国足协重新启动选
帅之后，恒大在决定推荐里皮之后，除了
许家印亲自游说之外，一些更有份量的、
来自中央的声音传递到了里皮那里，希望
里皮能够在这个时候帮一帮中国足球，不
仅仅是中国国家队，中国足球很多方面都
需要里皮这位世界名帅利用他的影响力来
推动相关工作，未来里皮可以成为中国足
球振兴计划的总设计师。正是这样的声
音，让里皮感受到了自己在中国受到的重
视程度。

而且，对于里皮本来说，执教恒大
几乎很难再有突破，毕竟恒大已经拿了两
次亚冠冠军、六次中超冠军，想要在未来
三年问鼎世俱杯也不太现实。以里皮的年
纪，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奔波于各个中超赛
场，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执教中国国
家队，只需要每年几次短期集训和比赛。
所以这一次里皮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接
受中国队的帅印。

于是，10月20日，里皮向中国足协确
认了自己来华的行程，也就是转道香港来
到广州。中国足协也决定由蔡振华、张剑
亲自前往广州与里皮进行签约。

据了解，无论这一次的12强赛成绩如
何，都不会影响里皮后面的执教，如果能
够进入下一届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最后
阶段，双方将自动续约。如果没有进入，
将根据双方意愿商议是否继续合作。

除此之外，中国足协希望能够借助里
皮在国际足坛的声望，帮助中国足球在其
他方面给予相应帮助。

总之，对于中国男足来说，得到里皮
这样一位世界名帅，绝对是一件好事。但
里皮到底能够给中国男足、中国足球带来
多大的变化，现在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答
案。

但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足
球从来没有救世主，里皮当然也不是救世
主。中国足球可以相信里皮，但绝不能迷
信里皮。

 文： 袁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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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