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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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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4冠+轰49球！C罗第5次加冕金球奖追平梅西

 超级罚单震动世界：俄罗斯被禁止参加平昌冬奥！
体育该被政治左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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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6号早上，国际奥委会突然
宣布了对俄罗斯的一纸罚单：因俄
罗斯“系统性操纵反兴奋剂工作”
，IOC（国际奥委会）已经决定禁止
该国代表团参加将于明年2月在韩国
平昌举行的冬奥会。

一时间，这个超级罚单引爆了今
天的国际体坛，有人拍手称快，也有
人为无辜的运动员扼腕叹息。

很快，俄罗斯就做出了初步的
回应，俄罗斯奥委会主席Alexander 
Zhukov表示，不赞同本国运动员必
须在中立的旗帜，而不是俄罗斯国旗
下比赛，他表示，最终是否参赛的决
定还有待做出。同时，其国家电视台
将不直播本届冬奥会。

这一来一回的攻防也就意味着，
作为冰雪大国的俄罗斯很可能将无缘
本次的冬奥会，这将是继里约奥运田
径队因禁药受罚之后，俄罗斯再一次
被奥委会严厉打击。

俄罗斯禁药问题近几年的大爆
发，使得里约奥运会上俄罗斯田径遭
遇了史无前例的禁赛。事件还要追述
到2014年12月，德国电视一台播放一
部电视纪录片，揭露俄罗斯兴奋剂丑
闻，随即引发轩然大波。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不
久之后派出一支独立调查小组，赴俄
罗斯进行调查，负责人是WADA前
任主席庞德先生，兴奋剂丑闻浮出水

面。
2015年9月，WADA公布了调查

结果，建议全面封杀俄罗斯田径运动
员。随后国际田径协会根据国际反兴
奋剂组织的条例，取消了俄罗斯田径
协会会员国的资格，且禁止俄罗斯运
动员参加所有国际赛事包括奥运会。

随后，俄罗斯68名申请参加里约
奥运会的田径运动员向国际体育仲裁
法庭提出诉讼，要求代表俄罗斯参加
里约奥运会，但这一请求最终被驳
回。使得撑杆跳女皇伊辛巴耶娃，前
欧锦赛女子跳远冠军克利什娜等一代
名将最终遗憾告别赛场。

对于IOC来说，打击禁药一直是

一项持久长期的斗争，但如今针对俄
罗斯接二连三的处罚看来已经蕴含了
越来越浓的政治意味，而对于西方来
说，无论何时无论何种方式，打击俄
罗斯永远是政治正确。自“麦克拉伦
报告”发布后，俄罗斯已经有11枚奖
牌被剥夺。此前，俄罗斯田径队已经
被禁止参加里约奥运会和伦敦世锦
赛。

但IOC似乎还是对4年前索契冬
奥被俄罗斯人兴奋剂玩弄一事耿耿于
怀，终于在临近冬奥会开赛前两个月
对“老毛子”痛下杀手，让人措手不
及。

IOC在处罚公布后同时表示，参

赛运动员只能考虑符合各项运动资格
标准的运动员，并且运动员必须被认
为是清白的，而且必须经过赛前测试
任务组推荐的所有赛前准备的测试才
能参赛。对于任何一个有些民族自尊
心和荣誉感的人来说，这样的待遇你
会接受么？ 这无疑又是一次赤裸裸
的羞辱。

《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
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没有任何歧
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以友谊、
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相互理解的体
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
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但无
论如何，大规模对清白运动员的竞赛
都无助于世界的和平和谅解。”

因此，让政治裹挟体育的这种做
法，或许已经背离了举办奥运会的目
的。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2000年悉尼
奥运会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南北朝
鲜代表团同时出场一派祥和欢腾的场
面。这原本应该是奥林匹克最美的样
子。如今，在新的国际局势下，这
样的场面在最近几届奥运会上已经绝
迹。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存在，是“为
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 ，
沦为政治打手和大国间较力的工具，
这恐怕是IOC不能承受之重。

北京时间12月7日晚间23点30分
开始，2017年欧洲金球奖盛典在法
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举行。这是2017
年世界足坛最重要的个人奖项，效
力于皇马的葡萄牙巨星C罗，击败梅
西、内马尔、布冯等巨星，夺得个

人职业生涯第5座金球奖。
最 近 1 0 年 ， 梅 西 和 C 罗 分 享

了全部金球。C罗于2008年、2013
年、2014年、2016年、2017年5次获
奖，梅西则于2009年、2010年、2011
年、2012年、2015年5次获奖。

拿到金球后，C罗在颁奖典礼上
发表了获奖感言，他盼望与梅西继
续竞争下去，希望职业生涯可以夺
得7个金球。

“很开心，这一刻我等了很久
了，这是我职业生涯又一个辉煌的
时刻。过去一年很梦幻，我们赢得
了西甲和欧冠，同时我获得了欧冠
金靴。这些奖杯能够帮助我夺得像
金球这样的荣誉，所以我要感谢皇
马和葡萄牙的队友们。当然，希望
可以在未来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
与梅西竞争下去。”

谈及即将到来的圣诞，C罗道
出想要的礼物，希望未来可以生育
7个孩子，拿到7个金球，目前他有4
个孩子和5个金球，“我们家庭要团
聚，享受天伦之乐。我希望可以有7
个孩子，并且夺得7个金球。”

《法国足球》杂志评选的欧洲
金球奖诞生于1956年，从1995年开
始，金球奖评选范围扩大为在欧洲
效力的球员，2007年扩大为全球所
有球员，从2010到2015年，欧洲金
球奖与世界足球先生合并为FIFA金
球奖，2016年《法国足球》和FIFA
合作结束。从1956年至今，金球奖
已举办62届，是足坛公认为的最具
权威的个人奖项。来自全球173个国
家和地区的体育记者，对2017年欧
洲金球奖进行投票。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2点45
分，2017金球奖盛典正式开始。结
果不出意外，拿到2017年世界足球
先生的C罗，又捧得欧洲金球奖。C
罗在埃菲尔铁塔接受了金球奖的奖
杯。继2008、2013、2014、2016年之
后，C罗第5次拿到欧洲金球奖，与
5夺金球的梅西持平。梅西和内马尔
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

2017年足坛再次进入C罗之年，
在这个自然年里，C罗收获2016-17
赛季西甲冠军、欧冠冠军、西班牙
超级杯冠军、欧洲超级杯冠军，4座

金杯在手。尤其是在欧冠赛场上，C
罗上演惊天大逆转，1/4决赛、半
决赛、决赛的生死大战，C罗5场10
球，从梅西手中抢过欧冠金靴。在
国家队层面，C罗所在的葡萄牙也直
接杀入2018年世界杯。

尽管，2017-18赛季的C罗在西
甲只有2球进账，但这不影响C罗全
年的伟大。2017年C罗在欧冠联赛
狂轰19球，创造欧冠自然年进球纪
录。这1年里，巴萨全队的欧冠总进
球只有15个。整个2017年，C罗代表
葡萄牙国家队和皇马，56场比赛49
球13次助攻。无论是从数据还是团
队荣誉来看，C罗获得2017年金球奖
实至名归。

2017金球奖排名：
第1到第10名：C罗（皇马）、

梅西（巴萨）、内马尔（巴萨/巴
黎）、布冯（尤文）、莫德里奇（
皇马）、拉莫斯（皇马）、姆巴佩
（摩纳哥/巴黎）、坎特（切尔西）
、莱万多夫斯基（拜仁）、凯恩（
热刺）

文： 郭阳

文： 郭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