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帅昨天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我们得到的情况和佩雷特
同乌伊凡克的教练的对话，完全是南辕北辙。我在被TIU叫去问
话后，询问员当时也觉得有些误会，让我到伦敦第一时间找了
WTA裁判长同乌伊凡克一起沟通下，解释清楚。我和裁判长沟通
清楚后又等了乌伊凡克三多小时，她没有来。比赛开始后接到她
的短信，她说因伤退出双打比赛。她后来退出双打比赛完全是她
的个人行为，与我无关。我也从未给乌伊凡克钱让她假伤退赛。”

彭帅承认自己在双打规则上确实犯了一个巨大的失误，
“当时我确实希望可以和米尔扎配对，然后我们确实提及到
愿意给她第一轮的奖金，但是是用于补偿乌伊凡克租房子和
更改行程带来的损失。”

同时，彭帅也表示前教练佩雷特与乌伊凡克教练信息的
对话内容，涉及的任何交易并不是她本人所指使。值得注意
的是，在TIU的处罚中也有涉及到彭帅的前教练佩雷特，后者
被罚停赛3个月，并被指控为该事件的幕后主使。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综合新京报

违背网球反腐条约？
中国球员彭帅被禁赛+罚款

从未给钱
让搭档假伤退赛

彭
帅
：

昨天，一条消息震惊了整个中国网球界，据多
家国外媒体报道，国际网球道德调查小组（TIU）
发布一条处罚：中国球员彭帅被禁赛3个月，外加
3个月的禁赛缓期执行，并处以1万美元的罚款，
外加5000美元罚款缓期执行。TIU对外公布的
原因，是2017年温网报名截止后，彭帅曾试图以
提供经济补偿的方式劝说其双打搭档退赛，以便

实现自己更换搭档的目的。但对方并未答应彭帅的
要求，二人也未参加去年的温网双打比赛。昨日，彭帅

对此公开回应说：“从未给钱让双打搭档假伤退赛。”

国 际 网 球 道 德 调 查 小 组
（TIU）是一个由国际网球联合会
（ITF）、男 子 职 业 网 球 协 会
（ATP）、世 界 女 子 网 球 协 会
（WTA）和四项大满贯比赛在2008
年建立的独立委员会，是专门负
责监管网球运动的网球廉政机
构。在TIU此次公布的内容中，
2017年温网报名截止后，彭帅与

当时的搭档比利时球员范·乌伊
凡克出战女双，但后来彭帅试图说
服对方退赛来换搭档，但范·乌伊
凡克没有答应彭帅这一要求，而最
终彭帅也没有参加这次的比赛。
TIU认为，彭帅这一行为“违背了
网球反腐条约中任何人不得策划
或干预任何比赛的任何结果”这一
项规定。这也是TIU最终做出处罚

的依据。一起接受处罚的还有彭帅
当时的外教，法国人佩雷特，原因
是他在背后出谋划策。据悉，如没
有其他违规出现，彭帅将于11月8
日复出，但那时，2018赛季已结束。
对彭帅而言，这次禁赛意味着本赛
季提前结束。目前，彭帅的世界排
名为第80位，3个月禁赛期满后排
名将跌出前200位。

昨天，彭帅对此向新京报记者表示，“事情发生在去年温
网，米尔扎的搭档受伤想找我配对，但我当时已经和卡萨金
娜讲好了一起搭档。后来，卡萨金娜受伤了。我再问米尔扎时
她已经同菲利普配了，前后一天时间我们错过了。”彭帅称，
温网前一周几乎所有排名靠前、能进正选的球员已经所剩无
几，而自己也并不认识乌伊凡克，是她当时的教练佩雷特推
荐了乌伊凡克，因为两人的排名刚好可以打正选。

两天后，米尔扎找到彭帅说菲利普肩部受伤，看两人有
没机会一起配对。“我和米尔扎非常想配在一起，因为我们之
后的比赛都配在一起。”彭帅表示，两人还希望冲击一下年底
的新加坡总决赛。彭帅介绍称，于是她通过前教练佩雷特询
问乌伊凡克，但后者不愿意。“因为她原本没有打双打，我们两
个排名可以进双打正赛，她另外又租了房子、改了行程花了很
多钱。”彭帅表示，为冲击新加坡总决赛，彭帅、米尔扎和佩雷
特沟通后愿意把彭帅、米尔扎第一轮的双打奖金给乌伊凡克，
用于补偿因换搭档而对她额外付房租、改行程造成的损失。

“我也想表示一下歉意，因为这不是我们希望发生的情况。”
彭帅承认教练确实发了一条短信告知乌伊凡克，自己和米尔扎
愿意给她第一轮的奖金，但是从未要她假伤退赛。随后，乌伊凡
克的教练截屏佩雷特给他的法语信息，举报给TIU。

干预赛事结果

作为郑洁、晏紫之后的中国女
双头号选手，最近几年来，彭帅频
频更换双打搭档，也有一些与搭档
不和的消息。成都商报记者就此事
采访了一位前职业网球运动员，她
表示对此事也有耳闻，“听说是彭
帅搭档（乌伊凡克）不满，所以将这

个事情说出去的。”这位前职业网
球运动员也表示此次TIU的处罚
决定前所未闻，“之前只听说过球
员因为兴奋剂问题，或者消极比
赛，或者打假球的原因被道德调查
小组处罚，还从来没听说过因为更
换搭档而被禁赛的。”她还表示，其

实职业网球运动员，尤其是双打项
目上，更换搭档非常正常，像这次
这种情况非常少见，“一般情况下，
双打搭档之间都会有比较深的了
解，很多搭档之间本身就是朋友，
即使有更换搭档的想法，都会好好
交流，好聚好散。”

消息一出，不少国外网球媒
体人纷纷表示从未听说这也算违
规行为，总计6个月禁赛“疯狂”

“诡异”；更有不少球迷提出质疑：
“她显然是想找个更好的搭档，是
为了赢得比赛，而不是打假球，为
什么他们不去抓一些真正的骗子
和药罐子呢？”“完全没道理，TIU
只是为了刷存在感，这很明显不
是为了打假球，最多罚一点款就

行了。”
事实上，网友的指责并非毫

无依据，从2008年成立以来，TIU
一直饱受质疑，2016年澳网期间，
BBC报道称，在过去10年中，世界
排名前五十的顶级网球选手中有
16名多次因涉嫌打假球受到监管
机构TIU的关注。而为规范网球
赛事而设立的机构TIU却未能针
对选手涉嫌违规的行为采取措

施，或进行制裁。报道还称，所有
涉嫌打假球的选手都被允许继续
进行比赛，其中8名将参加澳网公
开赛。这一报道震惊世界网坛，
ATP、WTA、ITF以及大满贯董事
会联合成立独立审查小组，对TIU
监管的透明性、证据来源、内部组
织结构及管理等相关事宜展开调
查，并探讨如何扩大网坛反腐败
教育范围。

从未听说过更换搭档被禁赛

TIU长期饱受质疑

圈内人

球迷

本想用奖金
弥补对方的房租等损失

八千多名美国人
希望詹姆斯当教育部长

拥有无数球迷的勒布朗·詹姆斯是NBA
超级巨星，也是一位慈善家。但现在，他有可能
会跨界成为一个政治家了！据美国雅虎体育、

《今日美国》等媒体报道，勒布朗·詹姆斯日前
在家乡阿克伦开办学校的行为感动了很多人，
以至于有美国民众提出请愿，要求詹姆斯担任
美国教育部长。从当地时间本周二晚上开始，一
项请求“詹姆斯担任教育部长”的请愿在美国
CARE2网站上发起，一晚上就有4000多人签名
支持。截至红星新闻昨日发稿时，记者发现已经
有8195美国人支持了这个请愿。

今年夏天，詹姆斯在家乡阿克伦开办了一
所名为“我承诺（I Promise）”的小学，专门资助
当地的困难孩子。学校首批将会招生240人，三
年级和四年级各占一半，随后每年将会逐步开
办其他年级。这些孩子都是从阿克伦学生中挑
选出来的——他们的阅读水平都明显低于同
龄人。未来，詹姆斯这所学校要涵盖一到八年
级，而学校对学生的关心绝对是全方位的，免
费学费，免费校服，免费食物，附近的免费交
通，甚至还为骑车来的学生提供免费护具。

“我们希望现场的孩子们，这座城市所有
的孩子，都知道我们很关心他们的成长。我们
也希望此举能影响到整个城市，整个州，甚至
整个国家。”这是詹姆斯在“我承诺”学校揭幕
仪式上说的话。该学校每天的放学时间都要比
其他学校晚很多，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学期
也会更长，学校将会提供三餐和点心，学生家
离学校超过两英里的还有校车服务。延长放学
时间是为了让穷苦家的孩子们不要输在起跑
线上，多学一些技能和知识。

詹姆斯在学校里放了114双鞋，都是他在
比赛中穿过的球鞋。每双鞋都出售，买家在得
到鞋子的同时能在相应位置留下自己的名字，
球鞋收入将全部用于基金会的阿克伦项目。美
国第一夫人梅拉尼娅对“我承诺”学校大加赞
扬，并公开表示考虑造访这所小学。

正是因为看到了詹姆斯对于教育事业的
热忱和号召力，周二晚上，一个社区机构的负责
人瑞贝卡·G在在网上发起了一个请求。她请求
的主题是“勒布朗·詹姆斯担任教育部长”，让其
取代现任的美国教育部长贝琪·德沃斯。

“詹姆斯的行为激励了全国的孩子，他展
示了自己关心美国的年轻人，并且了解公共教
育的力量，能帮助孩子实现他们真正的潜能。”
瑞贝卡在该请愿书写道。瑞贝卡表示，“加入洛
杉矶湖人队的詹姆斯是个备受尊敬且极具影
响力的运动员，他的故事鼓舞全国儿童，也关
心美国年轻人、了解公共教育对协助孩子展现
潜力的力量。”

虽然瑞贝卡也承认，目前詹姆斯不可能放
弃他的职业生涯，也不可能为他讨厌的特朗普
政府工作，但这值得一试，因此欢迎大家签署并
分享她的请愿书，让詹姆斯有机会出任教育部
长。詹姆斯对儿童教育的关注，不光赢得第一夫
人的肯定，不少美国人也表示支持。这个请愿截
至红星新闻发稿时，记者发现已经有8195人支
持了这个请愿。 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编译

TIU询问员
当时也觉得有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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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用”种植牙
让种牙比拔牙还要简单

说到种植牙，很多人会拿它和
拔牙比较，觉得拔牙都那么难受、那
么痛了，种植牙应该更“可怕”，也

“更痛”。其实，智能牙科“即刻用”种
植技术和拔牙相比，做种植牙可比
一般拔牙简单多了。人工智能种植
牙医生罗君介绍说，因为传统拔牙
是从骨头里取出牙齿，形成开放的
创口；而“即刻用”种植牙是用独特
的“力学设计”将种植体植入牙槽骨
里，形成的是关闭的创口。从操作时
间上来说，如果是拔阻生智齿，拔牙
难度大，时间长、甚至需要几个小
时，不适感也会更强烈；而“即刻
用”，采用的是微创的方式，无切口、

不翻瓣、无缝合拆线之类，手术时间
较短，通常患者还没有什么感觉，手
术就已经做好了。

“即刻用”推广医生李建君提
到，拔牙后立即做种植牙只需要一
次手术，缩短了治疗时间，还有利于
防止牙槽骨吸收而出现牙齿松动的
现象，更有利于骨增量。如果缺牙时
间长，牙龈组织会出现变化，拔牙后
立即种植保护了牙龈组织的天然形
态，有利于美观。一般来说，外伤引
起的前牙根折、桩冠修复后引起的
牙根纵折、根管壁侧穿而无法保留
牙根等是可以在拔牙后立即进行种
植的，缺牙时间不久，或经过检查口
腔状况良好，牙槽骨量不错，也是可
以进行“即刻用”种植的，而缺牙时
间太久，则需要少量植骨才能做。总

之，坏牙掉牙越及时修复，就越有条
件选择“即刻用”种植技术，完成拔
牙当天就可以种植牙、当天戴牙回
家正常吃饭的愿望。

人工智能与“即刻用”结合
实现30分钟一口好牙，当天可用

据罗君医生介绍，“即刻用”3.0
技术，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和
互联网+在种植领域的集中体现，
无论是手术创口、手术时间、出血
量、疼痛程度、安全性，“AI+即刻用
3.0”都做出跨越性的改进。传统种
植牙需要切开牙槽骨并采用“翻瓣
术”才能看清缺牙者的骨条件，如
此手术创口自然会比较大，出血量
大，缺牙者的疼痛感强。而智能牙

科则是CT扫描机来代替医生的
“肉眼”观察，只需几秒钟扫描，就
让牙槽骨宽度高度、骨密度、牙神
经位置全部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
不用切开翻瓣，却比牙科医生的眼
睛看得更准确，只需在牙龈上打一
个微孔，植入种植体，创口只有3-4
毫米，几乎小到肉眼都不到，根本
无需去担心手术对身体的影响。智
能种植牙是先“演练”后“实战”，相
比传统种植牙“盲种”，成功率自然
是大大提升，同时也缩短了手术时
间，平均3-5分钟种一颗牙，一口好
牙半小时就种好了，已经选择“即
刻用”种植牙的市民这样描述：“没
想到会是这样舒适，刚上手术台没
一会，医生就说顺利完成了，我还
以为没开始呢。”

50岁以上，吃不好，消化不良的多颗缺牙者请注意
种牙比拔牙更简单

智能牙科“即刻用”种一口新牙只需一顿饭工夫
拨打028-69982575预约“即拔即种即用”，提前预知种植效果，每日限10名多颗缺牙者

立秋之后，天气不仅没有
凉快下来，反而更加闷热，让不
少市民直呼“恼火”！更有许多
中老年缺牙者不仅因为天气原
因烦躁不安，更因为牙齿不给
力，吃饭都不能好好吃，更加恼
火。于是最近不少缺牙者拨打
028-69982575预约“当天种
牙当天用”，希望能够赶快种好
牙，好好吃东西，让心情愉悦，
身体健康。但是，也有许多老人
家表示担心，认为看牙、拔牙、
种植牙一定就是很痛的，而且
听说时间又很长，所以对于缺
牙修复，就一直有所犹豫。其
实，牙科医学发展日新月异，在
智能牙科，无痛拔牙和看牙已
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特
别对于种植牙，考虑到中老年
人身体耐受能力，更是力求无
痛和快速地去处理每一台手
术，智能牙科作为一家以人工
智能为特色的口腔机构，更是
充分考虑到中老年的身体条
件，在手术时间上，要求平均
3-5分钟植入完成一颗种植
体，30分种完成全部的种植牙
手术过程。

而“即刻用”技术如何能够实现
“当天种牙，当天用”，最核心的问题就
是人工智能的应用。AI主导下的种植
牙手术，实现了种植的可视化和精准
化，大数据根据口腔生物力学、牙槽骨
承重力量以及与牙神经距离的精确计
算后选择的种植点位，形成牙齿支撑
力和咀嚼承受力的完美平衡，突破了

“骨结合”的限制，让“即拔即种即用”
成为可能，甚至97岁的缺牙者都可以
在AI技术下实现当天种牙当天用。8
月，“即刻用”种植牙“不断探索，为消
除缺牙者的心理恐惧，”智能牙科“引
进了VR技术，加之全程无痛种植，将
种植牙手术从痛苦恐惧变成了愉快享
受的过程。想象一下，戴上VR进入虚
拟环境，你或许是躺在阳光沙滩的浪
漫海岛，或许是置身于郁郁葱葱的森
林，享受30分钟的悠闲度假时光，牙齿
就种好了。本报读者拨打健康热线

028-69982575可优先体验。

彭帅

乌伊凡克乌伊凡克

詹姆斯在洛杉矶湖人队过得很愉快

彭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