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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健康 Sports/Health 

20 years clinical practice

Acculturation
Family
Health
Mental/Emotional
School /workplace
Relationship/ Marital
Parenting
Traumas
Insomnia
Identity/Self-esteem
Substance 
Abuse/Addiction                        
Immigration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Licensed Behavioral Health Therapist 
高秀莹 执照中英文心理治疗师

Hsiu-Ying 
Ransburg
LCSW, LCAC   

Craig 
Ransburg
LCSW, LCAC 

597 Industrial Drive, 
Suite 104

Carmel, Indiana 46032 
TEL: (317) 590-1760        
微信：Ransburg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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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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人MLB夺冠！不只是姚明，休斯敦还有颗不容低估的冠军心

11亿美金入股NBA球队！揭秘马云背后的神秘男人
文： 郭阳

10月27日晚，阿里巴巴集团执
行副主席蔡崇信确认以个人出资购买
NBA篮网队49%的股份。阿里、马云、
蔡崇信、NBA、篮网队、林书豪……
一个个元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次
收购的大背景。

首先，蔡崇信很有钱，在如今被
人津津乐道的1999年杭州阿里巴巴十
八罗汉时期，蔡崇信就追随马云，担
任公司的CFO——首席财务官。出生
于台湾，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法律博
士的蔡崇信出手不凡，先后三次帮助
阿里巴巴进行了生死攸关的融资，几
次风雨飘摇，都是在他的出手下得以
摆平。

过去十多年，蔡崇信一直担任
阿里巴巴的财务长，后来交棒转而担
任“集团执行副主席”，但阿里巴巴
上上下下都清楚，蔡崇信就是阿里巴
巴集团的财务、投资“总负责人”，
所有阿里巴巴的资金调度、转投资、
募资入股，挂牌上市，全部由他统筹
负责，被广泛认为是今日阿里巴巴庞
大帝国搭建过程中马云最佳拍档。

“只要是财务、投资的事，找
Joe蔡就对了！”——是的，蔡崇信英
文名是Joseph，因此熟悉他的人都叫
他“Joe蔡”。

透过公开资讯显示，到2012年7
月，阿里巴巴最后要从香港股市下市
之前，马云的个人持股是7.43%，而蔡

崇信的持股是经营团队的第二多，仅
次于马云，为2.15%。如果按照阿里集
团如今超过4000亿美元的估值来算，
蔡崇信的身价大约100亿美元。早年间
加入加拿大国籍的蔡崇信，还一度跻
身加拿大富豪前十名。这样的身家，
拿出11亿美元入股布鲁克林篮网队，
自然不在话下。

此外，蔡崇信还是个体育狂人。
相对于玩票投资恒大队的马云，接受
美国全套教育的蔡崇信自然与体育颇
有渊源，这也帮助他更加游刃有余的
进行体育投资。

在 蔡 崇 信 就 读 于 劳 伦 斯 维 尔
学校期间，他就是学校的长曲棍球
（Lacrosse）和橄榄球队的成员。在大
学期间，蔡崇信就非常热衷于篮球，
而且还是NBA的疯狂爱好者，还曾
在阿里体育签约Pac-12联盟时大秀球
技。

而在这次收购篮网之前，蔡崇信
就已经在体育界试过水投资。2017年8
月，彭博社曝出消息，蔡崇信在圣地
亚哥购买了一支NLL（国家长曲棍球
联盟）的扩张球队。

随 后 ， 因 为 一 直 热 爱 篮 球 与

NBA，这次入股篮网之后，蔡崇信非
常高兴，通过媒体表示了一套“正循
环”理论：

“我们很幸运创办了阿里巴巴，
我们努力工作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
意，让公司发展得更好；同时阿里巴
巴对我的回馈，让我能够投入到热爱
的运动，也能给更多中国人带来健康
与快乐。没有比这更正循环而快乐的
人生了。”

篮网队的俄罗斯老板总共花了大
概6亿美金的总投入，换来了篮网队以
及场馆的所有权，但他之后的高投入
却没能换来球队的冠军。与此同时，
俄罗斯政局不稳造成卢布贬值，普罗
霍洛夫的身家大幅缩水，伴随着篮网
队的估值攀升，他选择了转手球队。

随着NBA持续全球化推广，球队
价值普遍走高，快船、火箭都在20亿
美元的级别。因此，此时俄罗斯富豪
49%的股权脱手，能够换回11亿美金的
超高收益。

对于蔡崇信来说，篮网队还有台
湾老乡林书豪。虽然“林疯狂”本赛
季不幸因伤病报销，但这不妨碍他们
联手对华人市场进行持续开发。

媒体也普遍推测，在俄罗斯富
豪萌生退意，蔡崇信高歌猛进的局面
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未来有可能
蔡崇信进一步增资，从而全资控股篮
网队。

对于中国体育而言，“休斯敦”
这三个字不仅代表过去，更加代表未
来。

十五年之前，姚明和火箭的“
联姻”，让NBA在中国的品牌推广犹
如坐上火箭，并且成为“中国运动员
留洋”之典范。而在十五年之后的今
天，姚明对于中国体育的意义已经超
越其球员时期，他个人的奋斗直接影
响中国体育改革的历史进程。展望未
来，刚刚得到NBA第一分的周琦，也

在休斯顿顺利接过
了东方巨人的枪。

但 对 于 美 国
体育而言，“休斯
敦”却远非一个火
箭队所能概括。北
美 四 大 联 盟 有 其
三，加上足球、大
学体育以及奥运项
目的传统，“太空
城”同样也是体育
城。

休 斯 敦 比 任
何时候需要这个冠
军。这是太空人建
队55年来的队史首

冠，这是1995年火箭获得NBA总冠军
之后，休斯敦的第一个四大联盟总冠
军，这也是今年8月这座城市被飓风“
哈维”严重袭击之后，得到的最好安
慰。

太空人同样需要这个冠军。1962
年才建队的他们，并无太多可以炫耀
的历史。12年前，他们首次打进MLB
世界大赛（总决赛），却惨遭芝加哥
白袜横扫，收视率创下世界大赛的历

文： 萧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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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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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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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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mel诊所
新增周一和
周五上午
门诊！

史新低。5年前，就在休斯敦本地商人
吉姆-克莱恩花费6.8亿美金买下太空
人不到一年，他们交出了单赛季55胜
107负的联盟最差战绩。

然而从“最差”到“最佳”，
从“赛季百败”到“赛季百胜”，太
空人只用了5年。

这次世界大赛，太空人遇上了常
规赛战绩比他们还要出色的洛杉矶道
奇。两队在第五场打出了一场13比12
的经典战役，甚至被称为“史上最佳
世界大赛”。而双方第六场较量，更
是创造了15.1的隔夜收视率，吸引了近
1900万人观看，是09年以来世界大赛
第六场的收视率新高。

太空人的“奇迹”不是休斯敦
体育的孤例。20年前，志在卫冕的火
箭仅以西部第六的成绩进入季后赛，
却连续击败西部头三号种子爵士、太
阳、马刺杀进总决赛，最后4比0横扫
奥尼尔和“便士”哈达威领衔的魔
术，逆转太阳以及奥拉朱旺戏耍罗宾
逊两战，堪称历史景点。

比胜利更振奋人心的，是时任
火箭主帅鲁迪-汤姆贾诺维奇留下的
话语：“永远不要低估一颗冠军的
心。”

在乔丹首次退役的“真空期”，
这句话和两连冠的火箭一起成为填补
整个联盟空白的最佳故事素材。

尽管当时风头无双，但火箭的
两连冠是休斯敦长久以来仅有两座职
业体育冠军奖杯。这种状况直到十

年之后才有好转，美国足球大联盟
（MLS）的后起之秀休斯敦迪纳摩，
在建队的头两年背靠背拿下总冠军，
成为休斯敦体育的又一突破。

2005年建队的迪纳摩，1967年建
队的火箭，1962年建队的太空人，都
先后赢得了各自联盟的总冠军。但在
橄榄球方面，休斯顿却渴望突破。

1959年建立的休斯敦油人在建队
之初，油人的战绩十分出色，连续夺
走美国橄榄球联盟的冠军。但在NFL
正式形成之后，油人反而陷入了持续
的低迷。随着政府和球队之间的扯
皮，油人转年搬家而去，成为今日的
田纳西泰坦，而休斯敦也陷入了长达
五年的NFL真空期。

1999年，麦克尼尔和NFL达成一
致，建立休斯敦德州人这个NFL的第32
支，同时也是最年轻的球队。2002赛
季，德州人正式开始参赛，但十多年
来始终无缘超级碗。

作为美国体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的大学体育，也没有在休斯敦缺
席。休斯敦大学的篮球培养了奥拉朱
旺、德雷克斯勒、埃尔文-海耶斯等巨
星，莱斯大学虽然知名度不及前者，
但他们出产的棒球巨星兰斯-贝克曼是
本地的骄傲。

在贝克曼的鼎盛时期，他与太空
人队史第一人克雷格-比吉奥交相辉
映，加上德州人的约翰逊，火箭的麦
迪和姚明，构成了休斯敦体育史上一
个星光璀璨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