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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届超级碗对阵出炉，布雷迪与爱国者能够笑到最后吗？
第52届超级碗终于到来，而本
届超级碗依然有我们熟悉的面孔：新
英格兰爱国者。作为21世纪以来最出
色的球队，爱国者已经7次进入超级
碗，5次夺冠，如果今年爱国者能够
再次夺冠，他们就能和钢人一样，成
为NFL历史上超级碗夺冠次数最多的
球队。与此同时，他们也将创造第二
个四年三冠。
要知道，上一次爱国者四年三
冠的最后一个对手，正是本赛季超级
碗的对手费城老鹰；作为国联东区唯
一一支没能夺得超级碗的球队，在经
历了一个成功的赛季后，老鹰自然不
想再次空手而归，在国联决赛发挥不
俗的他们将向爱国者发起挑战。
在以24-20战胜美洲虎后，新英
格兰爱国者再次挺进了超级碗。虽然
在上半场爱国者就失去了近端锋格隆
考斯基，而布雷迪也带着手伤，但是
爱国者依然后来居上完成逆转。
境中帮助爱国者拿到胜利的是
外接手丹尼-阿曼多拉，他在第四节
完成两次接球达阵，帮助爱国者从
落后到反超，而角卫吉尔摩尔在第

四节几次成功的
防守，也最终确
保了爱国者的胜
利。
老道的爱国
者再次用一场史
诗级的逆转让年
轻的美洲虎看到
了NFL的残酷，
纵观正常比赛，
爱国者在路面防守方面没有给美洲虎
太多的机会，虽然上半场在外侧防跑
交出了几个大码数，但是下半场的及
时调整还是让美洲虎在下半场仅依靠
射门拿下6分；与此同时，在进攻方
面，基本放弃了路面进攻后，通过让
刘易斯、怀特、库克斯、阿曼多拉几
名小快灵类型的球员穿插跑位，创造
出了多次机会。而在超级碗中面对老
鹰，爱国者的二线防守将面临严重考
验，而进攻端也要当心老鹰的前线冲
传，能否拿下第六冠就要看接下来的
表现了。
以一场38-7的主场大胜，老鹰

彻底让维京人丧
失了主场打超级
碗的可能。而在
经历了表现起伏
后，尼克-福尔
斯终于在这场国
联决赛中证明
了自己：33传26
中，拿下352码
以及3次达阵。
这位二进宫的老
鹰四分卫用这样的表现告诉所有球
迷，永远不要看轻他。由杰弗里和厄
茨领衔的老鹰接球组，整场比赛让维
京人二线吃尽了苦头；而阿加伊和布
朗特在路面进攻中也给了球队很大的
帮助。
如果保持好状态，梳理得当，
老鹰的进攻组的确能给爱国者带来不
小的麻烦。再来看防守组，本赛季老
鹰的前线七人组无论在防跑还是冲传
中都在联盟首屈一指，上场比赛由弗
莱彻-考克斯领衔的这条防守线把维
京人进攻前线搅了一个天翻地覆，正
是在防守的强大压力下，老鹰在进攻

端才能打的更为收放自如。
不过老鹰二线防守，尤其是角
卫，是他们防守组相对薄弱的点，
怎样在接下来的不到2周的时间里制
定出相对应的防守策略，是老鹰目
前的重中之重。
超级碗作为NFL年度冠军总
决赛，将在2月4日于明尼苏达州举
行。过去，超级碗因其气势宏大的
比赛场面、充满战术与对抗的精彩
对决、燃爆全场的中场秀表演以及
充满创意的广告盛宴被誉为全球体
育娱乐皇冠上的明珠。2017年第51
届超级碗平均收视人数高达1.113
亿，远超各大体育联盟决赛，奥运
会开、闭幕式和格莱美、奥斯卡颁
奖典礼。据福布斯数据显示，NFL
超级碗品牌价值高达到6.63亿美
元，超过夏季奥运会及足球世界杯
之和。
今年的超级碗究竟谁会笑到最
后，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NBA全明星赛故事多：詹库组队集齐重聚与反戈戏码
曾 NBA全明星正赛的分队名单
于1月25日产生，东、西部票王詹姆
斯与库里分别挑选了自己的队伍。勇
士“四大天王”之一的杜兰特被詹姆
斯挑选，这位FMVP将在全明星赛中
面对自己的三位队友。

力。比赛进
程如何，大
伙儿究竟会
用几分力，
还得打过才
知道。

在组队上还
是体现了各
自风格。
首 先
詹姆斯揽下
了FMVP杜
兰特，两位
联盟最顶尖
的锋线球员
将联袂首
发。还有鹈
鹕双塔戴维
斯与考辛
斯，再加上
能内能外的乐福、阿尔德里奇、波尔
津吉斯，詹姆斯队在身高上的优势毋
庸置疑。高度之外，欧文、沃尔、奥
拉迪波也会为球队提供需要的速度，
这是一支看上去没有死角的队伍。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全明星正
赛将不再采用东、西部对抗的形式，
参赛的两支队伍由两位队长挑选而
成。两位队长由球迷票选出的东、西
部票王担任，今年是詹姆斯与库里。
两位队长可按顺序挑选各自心
仪的球员以组成球队，选择不受分区
限制，这也是全明星赛的一次全新尝
试。两人将首先在另外8名首发球员
中各自挑选4人，组成先发阵容，再
从14人的替补名单中各自挑选7人。
由于詹姆斯得票更高，因此他可以优
先挑选首发，而库里在替补选择中拥
有先手。

而库里则将大部分的选择权留
给了后场球员，他的球队中云集了哈
登、汤普森、利拉德、德罗赞、洛瑞
等一批双能卫，加之运动能力出众的
阿德托昆博、格林、巴特勒，可以预
见这是一支以转换与外线为主的队
伍，参照勇士体系。

分队结果于今日出炉。虽然詹
姆斯在社交网站上表示“全明星选秀
很有趣应该直播”，库里也转发赞
成，但综合各方因素后，两人的挑选
过程并没有对外公开，顺序也同样保
密。

当然进入全明星的24名球员都
是星中之星，都拥有改变比赛的能

纵观两队名单，詹姆斯和库里

比 赛
如何尚不得
而知，但可
以预见的是
这是一届不
缺话题的全
明星赛。
库里挑选队友格林与汤普森，
詹姆斯在选择乐福的同时还揽下前队
友欧文，勇、骑巨头间的较量将在全
明星的舞台上重现，只不过这次杜兰
特将站在詹姆斯一边。两位联盟顶尖
的球员到底能擦出怎样的火花，这肯
定会吸引很多球迷的眼球。
不仅与詹姆斯同队，这次杜兰
特也将与威斯布鲁克再次携手。上赛
季杜兰特加盟勇士后，一度被曝关系
紧张的两人正是在全明星赛上释放出
了缓和的信号。今年，说不定还会有
唤起回忆的“杜威连线”。

库里没能聚齐勇士“四大天
王”或许稍显遗憾，但这也恰恰正
是全明星赛的最大看点。奇才双枪
沃尔、比尔同队，猛龙搭档德罗
赞、洛瑞也没被分开，鹈鹕双塔都
被詹姆斯选中，巴特勒与唐斯也均
在库里阵中……在和谐的大背景
下，两位队长还是给球迷留下了悬
念。
今年的全明星正赛将于当地时
间2月18日在洛杉矶举行，正值农历
春节假期。
附全明星赛两队名单：
詹姆斯队：詹姆斯、杜兰特、
欧文、戴维斯、考辛斯、比尔、阿
尔德里奇、乐福、威斯布鲁克、奥
拉迪波、波尔津吉斯、沃尔；
库里队：库里、哈登、德罗
赞、阿德托昆博、恩比德、利拉
德、巴特勒、格林、汤普森、洛
瑞、唐斯、霍福德。

昔日“雷霆三少”的另一人哈

高秀莹

开业20年 通国、粤、台、英语

登则被库里挑选。火箭队被视为最
有可能颠覆勇士统治的一股力量，
如今两队核心搭档首发，球迷自然
不会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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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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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iu-Ying
Ransburg
LCSW, L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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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aig
Ransburg
LCSW, LCAC

Raymond Wong, DDS, MSD

王重光 牙科医生

597 Industrial Drive,
Suite 104
Carmel, Indiana 46032
TEL: (317) 590-1760
微信：Rans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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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笑容，自信人生!

20 years clinical practice

20年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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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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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培怡医生诊所

陈剑牙医诊所

Carmel 诊所

Jane J Chen DDS, PC
www.chenddspc.com

Carmel Medical Pavilion
(MedCK Building)

317.578.9696
• 隐形矫正 (Invisalign R )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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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of Dentistry

• 种植牙修复

电话：

牙科博士

• 面部美容(Botox R , Dermal Filler)

info@chenddspc.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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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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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W

ille

Rd.

R

Nordstrom
Rack

82nd St.

317.621.6809 （中／英）
317.355.7700 （英）

胡培怡 全科医生

onv

浙江大学口腔系学士,
曾任浙江大学口腔医
院修复科医生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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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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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s

医师证书

• 颞下颌关节疾病的治疗(Botox

Stateman D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牙科住院

• 牙周病的综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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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355.7700

电话：

（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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