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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健康 Sports/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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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mel  诊所
Carmel Medical Pavilion
(MedCK Building)

时间: 每周一、二、四 8:30-5点
          和周五上午8:3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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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东边 诊所

时间: 每周三 8:00-12点
地址：9015 E. 17th St., 
           Indianapolis, IN 46229
             

电话：317.355.7700  （中／英）

高秀莹 执照中英文心理治疗师

微信：

年临床经验

文化适应
家庭失和
身体健康
心理 情绪困扰
学业 事业问题
戀情 婚姻關係
亲子交流沟通
心灵创伤
失眠
追尋自我 肯定自我
戒烟戒酒戒毒

移民心理评估

Methodist Medical Plaza I
6920 Parkdale Place, Suite 217
Indianapolis, IN 46254
317-328-6708
drwong@dentistwong.com
www.dentistwong.com

Raymond Wong, DDS, MSD
王重光  牙科医生

印第安那大学牙科临床教授
印第安那大学牙科博士
美国牙科学院院士

开业20年 通国、粤、台、英语
成人儿童牙医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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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大部分牙科保险及Medicaid

•  擅长口腔美学设计，全瓷美容修复，全口复
杂牙列和多科目联合美容修复
•  隐形矫正 (Invisalign   ) 治疗
•  种植牙修复
•  牙周病的综合防治
•  面部美容(Botox  , Dermal Filler)
•  颞下颌关节疾病的治疗(Botox     , 颌垫等）
•  儿童和成人牙科保健
•  美国美容牙科协会，美国面部美容协会，美
国牙科协会，Spear   等多个专业协会会员
•  印城开业14年，服务至上，勤于专研，追求
完美。
•  接受多个牙科保险, 周六门诊。

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of Dentistry 
牙科博士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牙科住院
医师证书

浙江大学口腔系学士,
曾任浙江大学口腔医
院修复科医生

陈剑牙医诊所

317.578.9696
in fo@chenddspc.com

Jane J Chen DDS, PC
www.chenddspc.com

年轻笑容，自信人生!

地址 : 4715 Statement Dr. Ste E, Indianapolis, IN 4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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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B I 揭 开 阿 迪 达 斯 黑 金 门 ， 过 度 商 业 化 的 N C A A 来 到 历 史 关 头

特朗普怒怼NFL：一场关公战秦琼式的闹剧
文： 郭爱兵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橄榄球联盟
NFL球星们互怼，是过去一段时间美
国体育圈的一件大事。对阵的双方堪
称是“关公对秦琼”。不是一个时代
的人, 说的不是同一件事, 唯一挨得
上边儿的, 就是这两边儿真的打起来
了。

NFL旧金山49人队四分卫 Colin 
Kaepernick（卡总）去年八月份NFL
季前赛的时候，拒绝在唱国歌时起立
致敬，选择坐在板凳上表达自己的不
满。卡总认为，之前发生的几起白人
警察无正当理由枪杀黑人的事件是对
于有色人种的不公平，不愿意向容忍
这种种族歧视国家的国歌致敬。

后来，有个退役的军官名字叫
Nate Boyer，之前也打过橄榄球，他
说坐在板凳席可能对于军人不是太尊
重。军中适用的方式是单膝下跪，这
样的方式所有人都可以接受。卡总在
之后也特别在采访中表达了对于军人
的尊重，说单膝下跪就是为了尊重军
人尊重国旗，同期也保留自己对种族
问题的不满。当时，这个事件没有引
起太大的波澜，毕竟从法律上讲，在
美国唱国歌不起立致敬，确实没有任
何问题。

不过，这项之前并没有引起太

多争议的事件
突然间上了热
搜红人榜，还
都要拜于特朗
普总统亲自出
马来炒作。在
他看来,卡总所
作的一切都被
简化到对国旗
不尊重，对国
家不尊重，对
前线流血拼命的士兵不尊重，他把信
息简单化和极端化，变成:你们对抗
国家和军队。

事实上，有意思的是，卡总们
抗议的，和特朗普总统号召反对的，
完全不是一个事儿。 从反对社会种
族不公，到不尊重国家辱骂军队，这
么大的跨越非常烧脑，但政治人物的
能力就是引领您按照简单且愤怒的思
路狂奔，把复杂问题极端化，不抵制
不足以平民愤.。所以一开始我为什
么把这场争端比喻为“关公战秦琼”
，就是这么来的。

特朗普总统在上周五的演讲里
面，用了SOB来形容唱国歌是抗议的
球员。从当时的场合看，这一信息主
要是希望传达给支持特朗普的蓝领阶

层听众，用个广
大人民群众中被
广泛使用的脏口
来助威，效果是
不错，还显得很
亲民。

但 另 一 部
分听众，也就是
NFL的球员甚至
老板立刻有点儿
接受不了，除了

谩骂就是人身威胁，你要是再不站出
来反对，给人的感觉就是被总统的口
炮给吓到了。于是上个周末，从遥远
的伦敦NFL国际赛，到在美国本土进
行的常规赛，球员进行了大面积的抵
制，很多球队老板出于球队团结需要
也不得不加入了抗议阵容。

关心娱乐事件的人多了，留心
国家大事儿的人就少了，不少人可以
趁机在叫骂声的掩护中悄悄撤退。每
当政治人物开始评论流行话题时，吃
瓜群众必须要有所警惕。他们的话不
是随口一说的无心插柳，每个坑挖好
了都是希望有人可以勇敢跳进去。

特朗普参选总统时的三大承诺
尚未解决，而外交上处理的也捉襟见
肘。这种情况下， 特朗普总统历史

性地选择了NFL做为标靶，以不爱国
为前导，携雷霆万钧之势强力插入。
从效果上看，至少这周没人惦记着执
政上的各种失败了，热搜关键词是
NFL、抗议、总统和国旗国歌。这里
面无论你沉醉于哪一项的争论，政府
都可以喘口气休息一下了。

从某种角度上说，NFL国旗事件
就是去年大选政治斗争的延续，不幸
之处在于被总统钦点为炸药桶的导火
索，想置身事外也晚了。

对于此次互怼的时间跨度和结
果其实很难预料。至少NFL球员和特
朗普总统都不会主动和解，也没有和
解的空间。NFL联盟作为代表大多数
白人老板利益的总舵主，表态也会十
分的谨慎，绝不能把球员和总统的矛
盾，转化成球员和联盟的矛盾，这个
锅实在是背不起。

对于反特朗普战斗群众来说，
球赛必须要看的还要更多的看，支持
特朗普的超级铁杆可能会少去现场看
球，毕竟花了钱又惹一肚子犯不上。
对于绝大多数的NFL死硬球迷来说，
该吃吃，该喝喝，比赛照看不误。毕
竟对于大多数NFL球队来说，一年只
有八个主场，错过这个季节，再想看
比赛就要再等八个月了。

这段时间，北美体育用品圈因
为一则事件炸开了锅——FBI在反腐
调查中逮捕了4名美国大学篮球联赛
（NCAA）教练以及adidas的一名全
球体育营销（Global Marketing）高
管。

当地时间9月26日，美国联邦调
查局（FBI）的检察官突然宣布，在
反腐调查中逮捕了10人，其中包括
NCAA球队教练、高中篮球联赛教
练、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AAU）
教练、以及阿迪达斯全球体育营销主
管James Gatto。据了解，FBI是在对
一名已经落马的财政顾问调查中发现
这起贿赂案的，这名财政顾问在教
练和企业间牵线搭桥，这才揭开了
adidas与NCAA教练的黑金交易。

美国大学体育联盟NCAA，是
一个非商业化的机构。这也就意味
着，NCAA球队之间的比赛，市场的
开发，球员的输送等等，都必须杜绝
金钱交易。如果一名NCAA球员被发
现获得了任何赞助商的酬劳，他就将
被无限期禁赛，失去上场资格。

正是因为NCAA的此项规定，运
动品公司不得不“在规则允许的范围
内”尽可能向球员示好，通过合法的
方式，努力建立与潜力新星之间的联
系。

在 N B A
还允许高中生
直接参加选秀
时 ， N i k e 和
adidas可以通
过球鞋经纪人
与高中球员直
接商谈合约，
但在前NBA总
裁David Stern
宣布禁止高中
生直接参加选秀后，各大品牌就不得
不将视野回归大学，通过赞助篮球名
校的方式，让未来的NBA乐透秀在
大学时期就体验到自家品牌，从而为
NBA选秀时签约他们铺路。

因此，他们一面继续举办各种
高中篮球训练营，让潜力新星从小拥
有自家品牌忠诚度，例如一年一度的
耐克精英赛、乔丹经典赛、麦当劳
全明星赛（阿迪达斯赞助），以及
adidas Gauntlet、Under Armour SC30
训练营等；一面花费重金赞助篮球名
校。此次贿赂丑闻，也是由NCAA引
发。

但仅仅是赞助NCAA名校显然
还不够，阿迪达斯为了让更多天才球
员前往自家赞助的学校，通过与大学
教练建立联系达到目的；而此次FBI

调查的重
点，就是
有哪些大
学教练收
受了来自
运动品牌
或是经纪
人方面的
贿赂。

目 前
公布的调

查结果还未明确指出所有的教练和涉
案人员姓名，但几乎所有证据都指向
路易斯维尔大学教练Rick Pitino。他
是路易斯维尔红雀队男篮功勋主帅，
曾带领球队夺得2013年NCAA锦标赛
冠军。FBI公布的资料显示，前文提
到的阿迪营销主管加图向路易斯维
尔大学和迈阿密大学教练行贿25万美
金，希望他们能够招募得到两名高中
篮球明星。

事发之后，路易斯维尔大学火
速决定炒掉皮蒂诺，并发布声明等待
最终的裁决。他们甚至从推特背景墙
上移除了阿迪达斯的标志，希望尽可
能减少此事带来的负面影响。

阿迪达斯黑金门事件进入了人
们的视野，但这只是揭开了运动品行
业与NCAA黑幕的冰山一角。同样致

力于重金签约NCAA球队的美国本土
品牌耐克，也无法独善其身。

当 地 时 间 9 月 2 8 日 ， 耐 克 的
Grassroots Basketball Division部分工作
人员被法庭传唤，接受FBI关于本案
的调查。毕竟，卷入案件的不只有阿
迪达斯赞助学校，在已经公布的犯罪
嫌疑人中，就有俄克拉荷马州大、亚
利桑那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等耐克赞助
篮球名校的助理教练。

案件检方律师Joon Kim在新闻
发布会上指出，他们的调查目标是“
大学篮球的肮脏面”，希望彻底曝光
NCAA盛行的通过贿赂招募球员之风
（pay-to-play culture）。相信在后
续调查中，还会有更多贪腐丑闻被挖
出，届时等待NCAA的必将是一番腥
风血雨。

目前的NCAA已经陷入两难境
地：经过FBI的调查，大学篮球的净
土形象已经荡然无存，联盟提倡的“
纯粹竞技体育”蒙羞。只要有着金钱
的驱动，在现有的漏洞百出的NCAA
系统中，贪腐行为就永远没有平息之
日。而如果真的孤注一掷，将大学联
盟商业化，使得金钱交易得以规范进
行，则又背离了NCAA的初衷。

大学竞技体育与商业化浪潮的
博弈，这才刚刚开始。

文： Kris Y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