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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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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沃顿：盗窃案太不尊重人 
我代表大家向中国道歉

美国大学生篮球员在华盗窃　总统求情后获释返美
　 　 美 国 加 州 大 学 洛 杉 矶 分 校
（UCLA）篮球员在中国杭州行窃被
逮获释返国，校方今天召开记者会宣
布，将继续调查失格球员的犯行，并
给予他们无限期禁赛处分。
　　由于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说项，3名UCLA闯祸的篮球
员里安吉罗·波尔（LiAngelo Ball）
、莱里（Cody Riley）及希尔（Jalen 
Hill）平安获释。
　　他们昨天傍晚搭机返美，今早校
方在UCLA的主场馆Edwin W. Pauley 
Pavilion召开记者会，根据UCLA官网
的记者会实况影音，3人先後宣读致歉
声明，并强调绝不再犯。
　 　 其 中 里 安 吉 罗 · 波 尔 更 声
称，110%绝对不再重蹈覆辙。里安吉
罗·波尔不仅是UCLA篮球队的明星
球员，他的哥哥朗梭·波尔（Lonzo 
Ball）也曾是UCLA篮球校队主力，目
前是美国职篮NBA洛杉矶湖人队备受
瞩目的新秀。
　　UCLA篮球队总教练艾福德（Steve 
Alford）与体育系主任格雷罗（Dan 
Guerrero）也出席记者会，艾福德爱
之深责之切说，他们让很多人都失望
了，而他个人更是感到极度失望，希
望他们能从中记取教训。
　　虽然闯祸球员都希望能继续打
球，不过格雷罗坚持，学校要继续调
查事件原委，所有闯祸球员无限期禁

赛。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体育系主任
格雷罗（Dan Guerrero）当天特别感谢
总统川普及其行政当局，白宫幕僚长
凯利还特地打电话慰问球员。同时，
他也向阿里巴巴和太平洋十二校联盟
表达歉意“球员的行为给这个文化交
流带来干扰和负面影响。”

格雷罗表示，过去九天在中国发
生的事情还存在很多疑问，三名球员
昨晚刚刚返回，校方还在继续研究此
事。很多人都想知道校方为何在这种
情况下保持沉默。本质上，试图把三
人安全带回国的敏感性要求校方保持
沉默。

随后格雷罗介绍了案情的经过：11
月6日，球队抵达中国第一天，大家
参观了位于杭州的阿里巴巴总部，还
会见了公司联合创始人蔡崇信。当
晚，球员们在返回酒店后，有1个半
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在杭州城内游
览放松。利安吉洛·鲍尔（LiAngelo 
Ball）, 希尔（Jalen Hill）和瑞雷（Cody 
Riley）三人一起出门逛街。

在那时，三人将商品从三家商店带
回酒店，并没有付钱。11月7日清早，
中国警方抵达球队所在的酒店，并约
谈了乔治亚理工大学和洛杉矶加大的
多名球员，警方试图确认哪一些球员
涉嫌盗窃。在约谈球员的同时，警方

还搜查了酒店球员的随身物品以及球
队大巴。几小时后，警方确认利安吉
洛·鲍尔、希尔和瑞雷三人为此案嫌
犯，便将三人带回警局。

格雷罗指出，球队副教练、太平
洋十二校联盟主席以及球队负责人随
后也抵达警局配合调查。他在飞往上
海的航班上得知此事，洛加大校方立
刻采取行动，寻求法律援助。三人被
逮捕在杭州警局接受调查，11月8日上
午，三人在上交护照，同意不离开杭
州，并缴纳约2200美元的保释金后出
狱。虽然中国警方并没有要求三人在
酒店内禁足，但是为了表示对此案的
重视和配合，洛加大校方要求三人不
得离开酒店。

校方一直积极的为三人寻求法律
援助，并与三人的家长保持联系，球
队其他成员则继续行程，前往上海比
赛。格雷罗与美方团队努力为三人获
得释放与中方沟通，他在8日前往杭州
看望三名球员，并也确认三名球员是
安全的，并受到最高尊重的对待。

格雷罗强调，虽然对三人的指控最
终被撤销，但是鲍尔、希尔和瑞雷三
人承认的确作出违法行为。目前三人
已经被校方无限期禁赛，学校将继续
调查此事，并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与大
家分享更多的信息。

（ 网络 综合消息）

近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
乔治亚理工大学在中国进行比赛，而
吸引大家眼球的是效力于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的利安吉洛-鲍尔，他和几
位队友因在奢侈店偷窃被中国警方逮
捕。 

因为利安吉洛-鲍尔是鲍尔家族
的二儿子，所以很多媒体都在关注这
件事情。跟随两支球队一起来中国解
说的前NBA名宿比尔-沃顿日前谈了
这起事件，他对这些球员的行为表示
失望。

“我很悲伤，很失望，觉得很
丢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非常
严重的事情，我们来这里的崇高目的
被这起事件玷污了，”沃顿说道，“
我们的东道主，中国方面在一切安排
上都做得不能再好，比完美更完美，
他们做了一切，做对了所有事情，
才促成这次比赛，现在，我们大家庭
里的一些成员表现出了让人震惊的无
礼，极度不尊敬人家，没有一点荣誉
感，严重地失体统，在别人家里干一
些在他们自己的地盘可能永远都不会
干的事情。现在我想代表大家进行道
歉，为这次丑事道歉。”

沃顿是NBA历史上最著名的内
线之一，职业生涯比较遗憾的就是伤
病太多，否则他可能达到更高的高
度。值得一提的是，沃顿对中国非常
喜爱，他也是著名的姚明粉丝，近
日在中国他还和中国百姓一起打起太
极，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来源 腾讯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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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鲁-拉克：
在欧洲寻找治愈肩伤的良方

自从传球手的肩膀受伤以来，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的四分卫安德鲁-拉
克（Andrew Luck）一直处于伤病名单中。

最近ESPN记者透露，拉克目前在欧洲寻找治愈自己肩伤的办法。
但是记者尚未透露拉克寻找的治疗形式是怎么样的，我们都知道欧

洲有相对于美国更加宽松的医疗治疗法律，前NBA巨星科比-布莱恩特
（Kobe Bryant）曾在欧洲接受PRP疗法，而该治疗法在美国是不可以的。

拉克在今年一月完成了肩膀手术，而这次的肩伤是在2015赛季时候造成
的。原本他计划休赛季康复后参加训练营，但是目前已经宣布他将缺席整
个赛季。

（来源 新浪体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