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12月23日星期五 9Friday, Dec 23, 2016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运动 & 健康   Sports & Health 

116th St

M
er

id
ia

n 
St

- 465

70

Post Rd

Pe
nn

sy
lv

an
ia

 

US31

I

I

Carm

-

Exit31

Dr.el 

Ke
ys

to
ne

 A
ve

16st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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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十大体育新闻：奥运会抢头条 两传奇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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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弈桑

陈剑牙医诊所
Jane	J	Chen	DDS,	PC
www.chenddspc.com

4715 Statemen Dr. Ste E
Indianapolis, IN 46250

•
•
• Invisalign
•
•
•
•
•
•
•
•
• Anthem, Cigna, Delta, Metlife PPO

 317.578.9696 

  Jane J Chen DDS, PC 

陈剑牙医诊所  

全牙科,专于美容修复 

个性化龋齿方案  

隐适美矫正(Invisalign) 

iTero 数码取模 

数码X-光片,椅边口内数码相机 

种植牙修复 

电动和超声波根管治疗 

牙色材料补牙, 烤瓷贴面, 全烤瓷冠,牙齿漂白 

牙周病综合治疗,口腔黏膜病防治 

普通拔牙,活动和固定假牙修复 

颞关节病和呼吸暂停症治疗 

接受Anthem, Cigna, Delta, Metlife等多个PPO保险 

 

198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口腔系，获医学学士学位。毕业后

任口腔修复的教学工作报告和附属医院口腔修复科医生。  

1999年毕业于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of Dentistry，获

牙科博士学位。2000年取得University of Ilinois a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住院牙医的资格证书。 

行医20年,手法轻巧，耐心细致，反复推敲,追求科学和艺

术的完美结合 

多个牙科专业组织的会员包括 ADA, IDA, AGD, Spear Den‐
tal Study Club, IRSC Implant Study Club 
热心公益活动,支持多个公益团体 

业余时间喜欢阅读,国画,书法和摄影,坚持打太极拳多年 

www.chenddspc.com 
4715 STATESMEN DR.  SUITE E 
INDIANAPOLIS, IN 46250 
info@chenddspc.com 
位于Keystone at the Crossing附近,

周围有DSW 和Nordstrom Rack  
 
 

•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of Dentistry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
• ，Spear Study Club, IRSC
Implant Study Club

•
•

www.chenddspc.com

317.578.9696
info@chendds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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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 妇产科 综合诊所

70

Lilly Day Care
Shapiro's

S M
eridian St

E McCarty St
Eli Lilly Co.

市中心诊所
29 E McCarty St, Suite 200
Indianapolis, IN 46225
www.indycaredental.com
info@indycaredental.com

Carmel 诊所
755 W. Carmel Dr., Suite 202
Carmel, IN 46032
www.indyobgyn.com
info@indyobgyn.com

牙科

• 全科牙科服务，成人和儿童
• 洗牙、拔牙、补牙、假牙
• 隐适矫正
• 牙齿美容、烤瓷、漂白
• 种植牙、电动和超声波根管
• 全数码设备、全景X光、
• 口内数码相机、Adec设备

徐 峰 全全科牙医

Carrie Haifeng Xu, DDS, PhD
电话：317-602-4898

牙科博士
生物化学博士

Carmel：每周五，周六（第2，4）
市中心：每周一至周四，周六（第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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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度检查周周绕 执照妇产科医师

Rao Zhou, MD, PhD
电话：317-218-7764

内分泌与生殖生理学博士
Board Certified OBGYN Physician

Carmel：每周一至周四，周六（第1，3，5）
市中心：每周五，周六（第2，4）

2016行至岁末，这一年对于体坛来
说又是意义重大的一年，在此岁末年关之
际，我们为大家盘点出了2016体坛十大新
闻。

排除万难！里约奥运会成功举办

8月5日到21日，第31届夏季奥林匹克
奥运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这也是奥
运会首次来到南美大陆。尽管赛前遭遇了
经济危机、寨卡病毒、场馆建设、安保、
禁药风波等一系列困难，但最终，就像国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在闭幕式中说的那
样：非凡之城举办了一次非凡的奥运会。
本届奥运会上最引人关注的就是首次有“
难民代表团”来参加比赛，也彰显了体
育的人道主义力量，最终共有59个代表团
获得了金牌，87个代表团获得奖牌，美国
队以46金，37银，38铜高居金牌榜首位，
英国队以27金紧随其后，中国队则以26
金，18银，26铜位列第三，这也是中国队
继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后，首次跌出金牌
榜前两位。下届夏季奥运会将于2020年在
日本东京举办。

23金！菲尔普斯奥运第一人

为了奥运会复出的美国名将菲尔普
斯，在里约再次展示了自己泳坛霸主的地
位，这位31岁的老将共获得包括4X100米自
由泳接力、200米蝶泳、4X200米混合泳接
力、200米个人混合泳、4X100米混合泳接
力在内的五枚金牌，至此，他四次参加奥
运会共获得23枚金牌、28枚奖牌。 这一成
绩让他稳稳当当地坐在奥运历史金牌数的
头把交椅上，因为并列第二名的四位运动
员都只有9枚。里约奥运会后，菲尔普斯再
度宣布退役，留给后人的是不知多少年都
望而兴叹的纪录。

传奇落幕！拳王阿里去世

北京时间6月4日，一代拳王穆罕默
德·阿里在凤凰城的一家医院中病逝，
享年74岁。阿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拳击
手之一，18岁就获得了奥运会轻量级金
牌。1964年2月25日，22岁的阿里在迈阿密
成为了新一代拳王，职业拳坛也从此进入
阿里时代。此后20年间里，他共获得了22
次重量级拳王称号，于1981年宣布退役。

晚年的阿里饱受帕金森病的摧残，1996年
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阿里颤巍而坚定点燃
主火炬的动作，成为人们心中又一个永恒
的经典。

震惊！魔幻熊捅破禁药门

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的一份
报告，揭露了俄罗斯体育代表团大规模服
用兴奋剂事件，险些导致整个俄罗斯队无
缘里约奥运会，最终经过各方力量角逐，
只有田径队等一部分运动员被禁止参加奥
运会。就在奥运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时间
里，俄罗斯黑客组织“奇异熊”就在网上
分批公布了WADA的多份机密医疗档案，
这些信息显示包括美国、英国、德国等多
国运动员在得到WADA豁免后服用禁药，
这其中不乏拜尔斯这样的里约奥运会金牌
得主，以及威廉姆斯姐妹、科维托娃等大
满贯得主。尽管这些选手都在服药前得到
了“官方许可”，但WADA是否在兴奋剂
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再次引发争议。

73胜！勇士破NBA多项纪录

在库里的率领下，金州勇士队在2015-
2016赛季的NBA常规赛上刷新多项数据，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打破了芝加哥公牛队
72胜10负这一最难的团队纪录，创造了单
赛季最佳的73胜9负。另外他们还创造了开

局最长的24场连胜纪录，主场最长的54场
连胜纪录连胜，库里还创造了个人单赛季
402个三分球的命中纪录。

挥别！科比正式退役

出手50次，轰下60分，北京时间4月14
日，科比用一场史诗般的表演，打出了属
于他一个人的告别战。至此，37岁科比·
布莱恩特，这位被誉为迈克尔·乔丹后最
伟大的NBA巨星，结束了长达20年的职业
生涯，这么多年间，他为洛杉矶湖人队带
来了5个总冠军，但最终他还是没能敌得过
伤病，一个时代宣告结束。

逆转！骑士首夺NBA总冠军

总决赛上面对常规赛巨无霸、卫冕冠
军金州勇士队，勒布朗·詹姆斯领衔的克
利夫兰骑士队以4比3赢得抢七大战，史上
首次捧起总冠军奖杯，他们也成为全联盟
历史上第一支在决赛中1比3落后情况下逆
转夺冠的球队。詹姆斯回归克利夫兰第二
个赛季，就帮助骑士队达成夙愿，他也无
悬念荣膺总决赛MVP。

奇迹！莱斯特城称霸英超

莱斯特城这支一年前还在保级区挣扎

的球队，却在一年后成为了英超冠军，这
堪称2016年体坛最大的奇迹。从赛季开始
前博彩公司为他们开出的5000：1的超低夺
冠赔率，就能看得出这个结果是多么令人
大跌眼镜，他们在主帅拉涅利的率领下，
取得了23胜12平3负的傲人战绩，积分达到
81分，领先第二名阿森纳10分之多。莱斯
特城也成为第六支夺得英超冠军的球队，
也是近二十年来，除了曼联、阿森纳、切
尔西(数据)和曼城(数据) 四支传统豪门外唯
一一支夺冠的球队。

圆梦！葡萄牙终夺欧洲杯

今夏，在法国举行的欧洲杯首次扩军
为24支参赛球队，最终C罗率领的葡萄牙队
历史上首次夺得欧洲杯冠军。小组赛中，
葡萄牙队一路跌跌撞撞，三场平局过后才
以小组第三的成绩惊险出线。之后，他们
先是通过加时赛击败克罗地亚挺进八强，
又在四分之决赛中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波兰
队，半决赛中轻取贝尔领衔的威尔士队，
决赛中则以1比0小胜东道主法国队，首次
捧起德劳内杯。值得一提的是，12年前在
葡萄牙本土的举办的欧洲杯上，葡萄牙队
正是在决赛以0比1输给希腊队，这一次他
们终于以同样的方式捧起了这个迟到的冠
军，这个冠军也为C罗夺得金球奖加上了重
重的砝码。

希望！里皮执教国足

10月11日，中国国足在世界杯亚洲区
12强赛中客场不敌乌兹别克斯坦队，4场仅
积1分，赛后主教练高洪波宣布辞职。在经
过10多天的谈判后，最终意大利人里皮成
为国足新教练，里皮团队和中国足协的合
同期到2019年1月，团队年薪为1550万欧。
里皮曾率领尤文图斯拿过5次意甲冠军和1
个欧冠冠军，2006还率意大利队夺得世界
杯冠军，他还曾把中超球队广州恒大送上
了亚洲之巅，现在他究竟能给中国足球带
来哪些变化呢？这成为明年大家关注的焦
点。

2016是有太多回忆的一年，让我们简
单回顾，记住今年发生的点点滴滴，不知
道等多年以后再回忆起2016，又会有怎么
的感慨？2017，我们再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