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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今年1月，体育博彩合法
化还没板上钉钉之时，NBA方面就
曾表示，如果体育博彩实现了合法
化，那么要向体育博彩运营收取投
注收入的1%，这个投注收入的范
围包括任何有关NBA比赛的投注
金额，NBA发言人斯皮兰称这1%
的费用为“诚信补偿费”。

若此举一旦成真，NBA将有可
能增加几十亿美元的收入，并且还
会源源不断带动广告销售收入的
增加。30支球队、超450名球员将从
联盟收入分成和球队广告收入中
大大受益。

据福克斯新闻台报道，美国
博彩协会（AGA）是一家代表价
值2400亿美元博彩相关行业的
贸易集团，他们对NBA支持体育
博彩合法化的态度表示赞扬，但
公开表示1%的“诚信风险费”是
不合理的。

AGA认为，“诚信补偿”只是一
个从美国纳税人那里掠夺资金的
借口。AG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杰夫
弗里曼于1月24日表示，“现在当务
之急是消除非法市场，保护消费者
并确定一个保证博彩过程公正合
法的角色，这个角色应该是政府而

不是NBA联盟”。
至于知识产权的费用，AGA

表示，“唯一一个体育博彩合法的
内华达州仅实现3.5%至5%的投注
收入，合法下注的所有货币的1%

‘风险费’将占该总收入的20%至
29%，这大大超过了AGA应该支付
的费用。”

代表博彩相关行业的美国博
彩协会称赞了NBA同米高梅公司
的合作。“体育博彩交易应该通过
合同来完成而不是法定义务，这应
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AGA高
级副总裁萨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为什么说智能牙科的“即刻
用”种植牙技术更适合于多颗缺牙
者，甚至是半口和全口牙齿缺失的
高龄老人呢？这个我们就要从高龄
缺牙者及多颗牙缺失者本身的身
体情况来分析。一般来说，半口和
全口牙缺失者的掉牙时间都比较
长，牙槽骨已严重萎缩，加之这些
人群大部分是高龄老人，身体机能
下降，部分还存在心脏病、“三高”
等慢性病，可以说，这几乎是种植
牙中难度系数最大的。而“即刻用”
智能种植牙是如何在攻克半口和

全口修复的困难，还做到“即拔、即
种、即用”的呢？“即刻用”种植牙
北京地区推广医师及西南地区“即
刻用”3.0 研发团队李建君医生透
露，“即刻用”的核心技术是即刻
负重，它是精密的力学设计，将一
个种植体使用设计成可以多颗种
植体多角度分力，突破了传统种
植牙的时间瓶颈。而它的实现关
键在于人工智能的辅助和医生的
操作。可以这样说，“即刻用”智能
种植牙在攻克一项极高难度的挑
战，还要求自己要创造新纪录。事

实证明，无论是“即刻用”种植牙
技术推广的北、上、广等城市，还
是“AI+即刻用 3.0 种植牙”在现在
成都的普及，都是半口全口缺失、
高龄、骨条件差等疑难缺牙的极
佳修复方案。不过要注意的是，

“即刻用”技术也不是人人都可以
做 的 ，患 者 应 提 前 拨 打 电 话
028-67696636 咨询，如果不符合
的患者还是应该选择其他修复方
法，也可以先到院与医生和已经做
过“即刻用”的缺牙者交流，看看自
己到底适不适合去做“即刻用”。

我们都知道，由于遗传，地理环境，气候、光照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西南地区的人相对来说骨骼娇小轻薄、骨密度较低，口腔内牙槽骨的情
况也是如此。在成都做种植牙10年的罗君医生就表示，“成都人的口腔情况相对四川其他城市来说更应引起重视，除了川人自身的牙槽骨
薄、骨质疏松等情况之外，成都不少人不规律的生活习惯，热衷火锅，喜欢抽烟等对口内环境的破坏更大，牙周炎情况严重。”而更让人痛心的
是，许多老年人在掉牙之后觉得没什么关系，或者因为各种原因选择拖一拖、等一等，导致牙槽骨萎缩严重，甚至在老年人想做种植牙的时候
却没有办法再进行种牙，于是只能以粥汤度日。而智能牙科“即刻用”种植牙技术的出现让更多缺牙者看到了新的希望。

特别关注：智能牙科“即刻用”为何更适合蓉城60岁以上多颗缺牙者？
拨打本报热线028-69982575免费获取智能预知种牙效果的方案设计，当天种牙当天享美食

为什么说“即刻用”智能种植牙更
适合成都人口腔情况呢？罗医生介绍
道，之所以说“即刻用”更适合成都市
民的口腔情况，倒不如说是更了解成
都市民的口腔情况，因为了解所以才
能做出更适合缺牙者的种植牙方案。
而即刻用之所以能够更了解成都市民
的口腔情况，就得益于“智能牙科”的
数字化全息采集体系及大数据中心的
超级运算能力。

据了解，传统种植牙之所以无法
做到精准种植，医生缺乏医疗设备的
精准辅助，没法全面了解患者的口腔

情况，不能确定种植体精准的种植位
点，只能靠目测，凭经验和感觉去种
植。而智能牙科与传统种植牙的本质
区别是，智能辅助决策。数字化和全息
技术将患者口腔按照1：1模型完整展
示出来，缺牙位置、牙根残留、牙槽骨
厚度高度，甚至是骨骼密度，全部清清
楚楚地展示出来，这就相当于给医生
装上了“慧眼”。而智能牙科的大数据
中心更是会根据每个人的不同年龄、
不同体质条件进行分析，计算出需要
多少颗种植才足以支撑起牙冠，什么
样的种植深度和角度才能在“贫瘠”的

牙槽骨上实现牢靠的骨结合效果，并
拥有可靠的咬合力。因为在了解的基
础上选择的位置更精确，也更能增加
种植体与牙骨组织的接触面积，受力
更强大，骨结合速度更快。

所以，很多市民在了解“即刻用”和
“ 智 能 牙 科 ”之 后 纷 纷 致 电 热 线
028-69982575表示，智能“即刻用”种植
牙颠覆了传统种植牙的盲区，智能技术
让即刻用种植牙技术在实现“即拔、即
种、即用”效果的基础上，大大地扩大了
其适用范围，让不同年龄、不同体质、不
同口腔状况的市民，都有更多的选择。

“智能牙科”让“即刻用”更了解成都缺牙者 “即刻用”专业解析 为什么说“即刻用”更适合多颗缺牙者

NBA 与全球最大博彩巨头米高梅达成合作协
议，成美国首个有博彩合作伙伴的体育联盟

本周，世界体坛发生了一件大事。据EPSN报道，NBA总裁亚当·萧华宣布与全球
最大的博彩巨头米高梅达成合作伙伴协议，NBA就此成为美国首个拥有博彩合作伙
伴的体育联盟。一石激起千层浪，对此举有人表示赞许，也有人表示不解。比如，拥有
92万粉丝的fansided专栏作家、美国著名博主肖恩就将NBA的这次协议称为“与魔鬼
签契约”。

不少人还认为，这会促使更多“假球”出现。对此说法，资深体育评论员颜强向成都
商报记者表示，“我们并不能这样去理解。其实，这会更加维护比赛的真实性，能起到一
种保护比赛的作用。”在颜强看来，这从博彩公司的动机便能知晓，“博彩公司的盈利不
是去做假，而是通过博彩服务去换取利润。所以，他们的利益是跟参与竞猜比赛的球迷
利益相一致的。”

拥有 92 万粉丝的 fansided 专
栏作家、美国著名博主肖恩写道：

“对于一个对这类丑闻并不陌生的
联盟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举动。”

NBA并不是没有被陷入过操
盘丑闻。早在 2007 年，裁判蒂姆·
多纳希对于他主裁的比赛进行投
注操盘的指控表示认罪。多纳西
声称，2002 年 NBA 总决赛的结果
是由裁判员在 NBA 官员指示下
确定的。他还提到许多其他裁判
在 2007 年西部决赛中的不法行
为。这在当时国际体坛掀起了一
阵风波。

肖恩认为篮球，特别是 NBA
是一种非常容易操控的运动。肖
恩将 NBA 的这次协议称为“与魔
鬼签契约”，并预言这会影响比赛
的公平性，NBA 将会为这个不明
智的决定付出代价。但不管怎么
样，在未来的 NBA 赛场上，球迷
可见证米高梅等博彩公司的 logo

第一次出现在球衣上这一历史性
的时刻。

职业体育和博彩有着不可分
割的关联，例如在欧洲职业足球
赛场，尤其是从英超赛场上的各
种商业赞助情况上看，过去 10 多
年，最高频出现的一个单词就是

“bet”，意为“投注”，这就是博彩
公司的赞助。

发展成熟的足球博彩尚存在
不少问题，可操控性更强的篮球赛
面临的问题更是不可小觑。篮球比
赛节奏快、场地小，除了明显的犯
规，有些小动作是否判罚，常常取
决于裁判员。其次，篮球比赛容易
出现大比分，这使比分预测很难准
确。因此，对于这场与博彩公司的
合作，美国球迷们普遍持担心态
度，有球迷甚至称这是 NBA 走向
灭亡的开始。

成都商报记者 张涵
实习生 唐卓瑶 撰写/编译

据每日邮报消息，NBA与米高
梅的结盟，离不开美国最高法院对
体育博彩禁令的解禁。今年5月15
日，美国最高法院判定联邦政府对
体育博彩的禁令违宪。

这次法律上的解禁，无疑是推
动这次合作的重要因素。美国时间
8月1日下午，萧华与米高梅首席执
行官吉姆·穆伦一起宣布，将米高
梅锁定为NBA和WNBA的唯一官

方合作伙伴。其实在准备职业体育
博彩合法化的问题上，萧华一直算
先行者。早在2014年11月，上任不
到一年的萧华便在《纽约时报》上
发表了一篇评论，旗帜鲜明地支持
体育博彩合法化。

在那篇评论中萧华写道：“很多
州都提供彩票，超过一半的州有合法
赌场，有些州还批准了互联网赌
博。”让这些地下生意转到“阳光”下

接受监督，更重要的是，大家也还都
能分一杯羹，这是萧华的用意之一。

著名篮球评论员苏群在接受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说道，“过去
NBA对博彩一事还是比较避讳的，
不过这事又是无法避免的。而且，
美国各州对于博彩的限制程度一
直都是不一样的。”在苏群看来，此
次双方的合作“对NBA的博彩现状
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EPSN报道中提到，米高梅和
NBA联盟已在拉斯维加斯举行过
一年一度的夏季联赛，萧华对此表
示，最近几周他与穆伦通过全面的
交流，正式确立前进道路。

双方达成3年至少2500万美元
的合同。作为合作协议的一部分，
米高梅将获得NBA的所有官方数
据，包括联盟标识、名称、数据、球
队、球员名字和比赛集锦等，这些
将会出现在米高梅公司的博彩应
用上。但是，这其中的项目除了联
盟和球队注册标识外，博彩公司都
无需授权，这是在合作之前都能够
使用的。所以，3年至少2500万美元
的费用看似极其低廉，它其中包含
的“油水”也的确寡淡得可怜。

除此之外，米高梅还将与NBA
就诚信条款进行合作，即监督制止
欺诈和操纵赌局。此外，米高梅有
权使用NBA和WNBA的知识产
权。苏群认为，“现在米高梅拿出
2500万美元后就可合理合法地贴
NBA的标签，这样就不存在版权纠
纷问题，也可以起到对自己的推广
作用。除此之外，过去赛场内数据
接入所存在的版权问题，现在也就
不存在了。”

据EPSN报道，萧华和穆伦都
反复强调要增强球迷对新兴市场
的体验。穆伦曾表示：“我们最重
要的任务是保持比赛的公正性和
完整性，并提供给球迷更好的博
彩体验。”

萧华在采访中表示，这样的合
作将会是一个双赢的结果。米高梅
的持股规模之广以及在内华达州
的监管经验对NBA会很有利。米高
梅将在NBA的数字资产上进行推
广。反过来，米高梅旗下的体育博
彩平台会因更全方位的NBA相关
信息而得到推广。而在苏群看来，
合作的成效无非体现于两点，“第
一，现在的米高梅可以合理合法地
挂出涉及NBA内容的广告牌，这在
过去是不允许的。第二，在数据方
面使用得会更为合法化。”虽然双
方都没有披露签订的合同细节，但
有分析称，NBA不仅仅需要这2500
万美元，合同里也绝不会只设定和
钱有关的条款。

国内著名篮球评论员：对NBA博彩现状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3年至少2500万美元 这钱花得值吗？

1%“诚信补偿费”若成真NBA将可能增加几十亿收入

真的“与魔鬼签契约”？
美国相关人士：
篮球比赛可操控性强

国宝“何尊”啥样？
快来成博看看！
“秦蜀之路——青铜文明展”开展

展览名称：
秦蜀之路——青铜文明展
展览地点：
成都博物馆一楼一号临展厅
展览时间：
2018年8月6日~2018年11月11日

流光青铜耀古今，文明之路连四
方！8月6日晚7时，由成都博物馆、宝鸡
青铜器博物院、汉中市博物馆等共同
主办的“秦蜀之路——青铜文明展”在
成都博物馆举行了开幕式。

成都博物馆“秦蜀之路——青铜
文明展”策展人黄晓枫介绍，本次展览
集结了来自成都平原、关中平原、汉中
平原三地的青铜重器，共计250余件，
其中包括55件一级文物。250多件青铜
器沉稳厚重，反映了中国商周时期的
大国气度；多件展品雕刻有云雷纹、兽
面纹，昭示了当时中国人的审美情趣。
特别是“何尊”这一国之重器，更是首
次阐释了“中国”的来源。

昨日，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参
展的青铜器具有数量多、等级高、种类
全等特点。堪称我国第一部“青铜法
典”的亻朕匜铭文、被誉为最早的廉政
谈话的四十三年逨鼎铭文、汉中地区
目前发现的大型铜礼器——亚伐方
罍、造型独特的兽面纹觥等重磅展品
熠熠生辉。

同时，四川省文物诸如广汉三星
堆博物馆藏青铜人头像，金沙遗址博
物馆藏铜人面形器，茂县牟托一号石
棺墓、青白江双元村春秋战国时期船
棺墓群、彭州战国窖藏等出土的青铜
器等，也展现着商周至战国时期蜀地
青铜文明的璀璨。

此次展览的执行策展人魏敏称，
四川和陕西自古以来就拥有十分丰富
的青铜文明遗存。青铜，是人类冶金史
上最早的合金，也是一种文化的标志。
其中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何尊。宝鸡市
文物局副局长刘宏斌接受采访时介
绍，何尊这件西周青铜重器是国家文
物局首批公布的禁止出国（境）展览的
文物之一。何尊因其工艺精美、造型雄
奇得到盛赞。

据记者了解，早在7月27日，“秦蜀
之路——青铜文明展”就通过预展的
形式与观众见面。连日来，成博再现了

“网红”的力量。预展一周多的时间，已
迎来十万余人次参观。正值暑假，展厅
中处处都能看到家长与孩子们的身
影。“这里的展品有一些我以前在书中
看到过，今天终于能看到实物了”，来
自湘江中学的陈嘉怡同学兴奋地说，

“‘青铜文明展’是我暑假生活中非常
有意思的一次活动。”

展览期间，成都博物馆还会陆续为
观众奉上30多款新的文创产品。同时，
展览配套讲座及社教活动也将于近期
与观众见面。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何尊 本报资料图片

篮球携手博彩
输赢谁可预料？

NBA总裁亚当·萧华 图据东方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