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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智能牙科不断升级种植技术、
设备、材料的原因。以“即刻用”种植方案为例，
相对的骨量少，采用“即刻用”独有的骨挤压技
术，运用数字牙科技术将患者的上颌窦黏膜从
窦底剥离后抬高，这样免去了植骨的麻烦，就
达到了足够的高度。再种植有生物活性的“超
级种植体”，由于有种植体的仿生良性刺激，可
以阻止牙槽骨的继续吸收。并且媲美真牙的咬
合，可以产生类似于天然牙在咀嚼时的咬合力
通过牙周膜传到牙槽骨，这种生理性刺激可触

发骨的生长，调节骨的吸收与再生，加上有生
物活性的新型植体。即使缺牙很多年，萎缩的
牙槽骨仍有可能被重新激活而生长。

另外，在“即刻用”种植牙落户蓉城两周年之
际，智能牙科已形成“以麦哲伦数字化系统”为中
心、以“口内扫描、面部扫描、专用电脑三维CT、口
腔大数据中心为辅”的数字化种植体系，实现“数
据采集-种植规划-手术-取模-CAD设计-生产
加工-后处理-最终修复”全程数字化，真正做到

“前置性”种植修复。这就意味着，患者来到智能牙

科就诊，在术前就通过CBCT和光学扫描360°全
方面、多层扫描出一套完整、精确的脸部和口内信
息，通过医学成像进行三维重建，整合生成“虚拟
3D患者”进行模拟种植和模拟修复，不仅预知了种
植位置、角度、深度等精确种植数据，还生成个性
化基台和修复体（牙冠）的方案，并进行了咬合重
建和调试，最终这些数据通过CAD/CAM技术将
牙冠制作出来。如此一来，现在到智能牙科做“即
刻用”种植牙的市民，既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
用”，后续的牙齿使用也有了保障。

震撼蓉城！仅限50岁以上缺牙者
“超级种植体”西南首发，开启“当天种牙可用，咀嚼体验好”的新导向时代

“超级种植体”首批200颗尊享体验价（先到先得），四川名医种植热线028-60160000已开通预约

虽然在医学浩瀚宇宙中，人类探索的道路还很
长。但是，智能牙科希望从一颗小小的牙齿开始，以

“医本为德、科技为道”去不断探索，让先进技术去
解决更多的人的口腔问题。据智能牙科透露，新引
进的超级种植体是来自著名的奢侈品王国意大利，
因为意大利人对产品有着近乎执拗的追求，而且对
品牌形象高度的重视，中国少有口腔机构引进，智
能牙科凭借成都二级口腔医院、全套数字化口腔诊
疗设备、种植牙专业团队以及上万成功案例等综合
实力，拿出十足诚意赴意大利，才引进这款“超级种
植体”，并多次与厂商沟通，在4月西南地区试推广
月，厂商才做出极大的价格让步，未来可能几万块
钱一颗的种植体在本次推广月中却可以很经济的
价格享受，但也仅仅只有200颗，缺牙市民可通过
028-60160000进行预约，先到先得。

4月医讯

纵观人类医学的发展历程，每
一次历史性跨越都与高新科技的进
步紧密相关。口腔领域也是如此，缺
牙修复从活动假牙，到传统种植牙，
再到“即刻用”种植牙，缺牙修复技
术往实用性、便捷性、舒适性的方向
不断升级。4月，意大利“超级种植
体”登陆成都（德国的工匠精神造就
了很多的种植体品牌，但是意大利
人的考究，却造就了更多备受追捧
的奢侈品大牌。超级种植体就来源
于意大利），将进一步解决蓉城缺牙
问题，这款超级种植体兼备优良的
生物相容性，骨结合能力更强大，让
“牙槽骨严重萎缩、缺牙时间长”的
市民也能实现种植。目前，智能牙科
已形成“超级种植牙技术+超级种
植牙团队+超级数字化设备+超级
种植体”的种植牙体系，不仅让患者
可以即刻有牙，而且是拥有一口咬
合舒适、强劲有力、长期使用的品质
好牙。

首先是种植体本身的失败，这是大多数了
解种植牙的患者都清楚的。因为种植牙与牙槽
骨的骨结合不良，没有长牢，就像地基没有打
牢不能盖高楼一样，这样的种植体不能承担咀
嚼力量，一旦受力就会发生松动。另外一种风
险是修复后的失败。请注意，这一点有很多患
者是不清楚的，很是不解：“我一直用得好好
的，怎么就掉了呢？”智能牙科的蔡明河院长分

析道，种植的成功与否最终是靠牙冠来决定
的，如果没有建立正确的咬合，戴牙后初期使
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期咀嚼受力后，仍会
造成骨吸收，最终导致了种植牙脱落。

智能牙科的罗君医生曾在三甲口腔医院
工作多年，接诊过的缺牙患者超万例，他也介
绍到，实际上，缺牙患者的初衷是恢复咀嚼功
能，但是临床上，种植修复完成后，患者咬合不

舒适、咬东西无力的病例并不少见，甚至存在
戴牙后患者非常难受的情况。特别是缺牙颗数
多的中老年群体，再三衡量后终于下决心种
牙，手术也经历下来了，最终未能如愿恢复好
牙口，着实令人惋惜。所以，智能牙科聚焦到更
核心、更深的层面--咬合重建问题，即，最终完
成修复后患者的用牙情况，咬合是否舒适，咬
合是否有力。

中老年种植牙须知：种植失败的风险有哪些？

“超级种植体”可促进牙槽骨再生 骨条件不佳的中老年也能拥有咀嚼强劲、长期可用的好牙

郑海霞之后
参加选秀第一人

在中国篮球历史上，第一位参加
WNBA选秀的运动员，是上世纪90年代
威震世界的“巨无霸”郑海霞，在带领中
国女篮连续获得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
和1994年澳大利亚世锦赛亚军后，郑海
霞让外界都认识到了她在球场上强大的
统治力。因此在1997年首届WNBA选秀
大会上，郑海霞被来自“天使之城”的洛
杉矶火花队选中，她也成为首位加盟
WNBA的中国球员。郑海霞之后，苗立
杰、隋菲菲和陈楠都加入过WNBA的球
队，可后面几位都是以自由球员身份加
盟，而非在WNBA选秀大会上被选中。

此前据媒体报道，有五名中国球员
有望冲击WNBA，不过其中李月汝已经
明确表态今年不会参加WNBA选秀，孙
梦然、李梦和杨力维三名球员将不通过
选秀，而是参加球队训练营来争取获得
WNBA的青睐。因此，本次参加WNBA
选秀大会的中国球员，就只有韩旭。按
照此前美国媒体预测，韩旭最高将在首
轮第9顺位被康涅狄格太阳选中，最低
将在第二轮17顺位被达拉斯飞翼队选
中。但无论如何，她都将成为继郑海霞
之后，中国参加WNBA选秀第一人，这
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女版周琦”？
“女版姚明”！

韩旭出生于1999年10月，仅有19
岁，身高2米07的她在场上司职中锋，
四年前的西班牙U17世青赛上，四分之
一决赛与东道主一战，韩旭砍下18分
18篮板5盖帽，完爆对手内线，帮助中
国队以51比50险胜对手杀进四强，就
此一战成名。因为身型和技术特点与
周琦有些相似，所以被球迷们称之为

“女版周琦”。出色的身体天赋让韩旭
得到了国家队的青睐，她在去年首度
被召入中国女篮，并参加了亚运会和
西班牙女篮世界杯，帮助中国女篮夺
得亚运会金牌，而在女篮世界杯上，她
面对拥有多名WNBA状元的美国女篮

“梦之队”狂砍20分5篮板。时任美国队
主教练赛后给予韩旭极高的评价：“韩
旭很难对付，无论是在内线还是外线，
她打得都很高效。同时，她还能充分阅
读我们的防守策略，我们有几次被迫
调整防守，她真的打得很棒。”而这，也
为韩旭打开了通往WNBA的大门。

不过，说韩旭是“女版周琦”，不如
说她是“女版姚明”更加贴切，因为接
近2米07的身高，在女篮赛场上，优势
实在是太过明显，就如同当年姚明在
男篮赛场上的优势一样。而且韩旭在

国际大赛上的表现，也跟当年姚明一
般亮眼。只是，能否跟姚明一样，在美
国篮球界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还需要韩旭自己去努力。

其父：
她能成为中国女篮顶梁柱

韩旭“天赋异禀”，来源于她的父
母，父母皆是篮球运动员，父亲韩发顺
身高2.10米，母亲也有1.81米。出生篮
球世家，意味着韩旭除了身体条件出
众之外，也比其他人拥有更早接触篮
球技能的机会。受父母影响，她从很小
就开始接触篮球，在童年时期，正值姚
明在NBA赛场上纵横驰骋，不知不觉
间，成为“偶像”姚明那样的球员，就成
了韩旭的理想。

韩发顺告诉记者，韩旭7岁时，身
高就接近1.7米，去学校上课，跟同龄
人坐一起显得非常另类，再加上“这样
的身体条件，不让她走篮球道路就可
惜了，关键孩子自己也想打篮球。”于
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韩发顺夫妇就
开始对韩旭进行篮球启蒙，小学三年
级，韩旭正式在石家庄市体育运动学
校接受专业篮球培训。当时韩发顺夫
妇工作都很忙，韩旭每天放学后自己
得坐1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去体校学球，

通常得倒2-3次车，训练两个小时之
后再独自乘公交车回家，除了周日，几
乎每天都去。这样艰苦的环境，也磨练
出韩旭能吃苦的性格，“这孩子能吃苦，
训练起来从来不叫苦叫累，这也是她在
技术上能够快速提高的原因之一。”

在决定参加本次WNBA选秀之
后，上个月中旬，韩旭就前往美国洛杉
矶进行特训，韩发顺告诉记者，这一个
月的时间里，经过两名美国训练师的特
训，韩旭的进步非常大，“除了增加力量
训练之外，他们重点对韩旭的中远距离
投篮、尤其是三分球进行了特训，这也
是为韩旭将来在WNBA打拼，开发的新
武器，现在世界篮球的潮流就是小球
嘛，她本身投篮手感就很好，你可以想
一下，一个身高臂长，篮下防守面积非
常大，脚部又不慢，还有三分球能力的
球员，在哪不能站稳脚跟？”

尽管对女儿在WNBA立足充满
信心，但韩发顺并不想给女儿增加太
大的压力。他告诉记者，其实韩旭这次
能不能选上，能以什么顺位选上，他都
不在意，他在意的是，通过这段时间在
美国的训练，让韩旭能够更快提升自
己的能力，“她本身学习能力就强，就
这一个月的特训时间，她包括三分球
在内的各方面能力都有很大提高。就
算这次选不上，就她这个年龄这个条
件，回国内再锻炼两年，一样可以成为
中国女篮的顶梁柱。”

韩旭：
有信心在WNBA立足

通过韩发顺，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向韩旭提了一个问题：“有没有信
心能够在WNBA立足？”韩旭的回答非
常务实：“我认为只要能扬长避短，我
在WNBA这个舞台上是可以立足的。”

事实上，对于自己在身体素质和
身体对抗能力方面的差距，韩旭有着
非常清醒的认识，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韩旭说：“我一直在努力让自己
变得强壮起来，家人和朋友其实也都
在不断提醒我这一点。我也在训练和
比赛中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对抗能
力。这次到美国训练，我也进行了详细
的身体测试，然后美方训练师也根据
我的身体条件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
但韩旭并不认为这是自己不能在
WNBA立足的理由，对于自己的优
势，她也看得很清楚。“我其实不是那
种一直用身体对抗的打法。在WNBA
和蒂娜这些球星打球，要更善于动脑
筋，发挥自己灵活的特点，也更需要保
持一个镇定的心态，每次出手都要非
常自信。”韩旭表示，作为年轻一代的
球员，她的成长得到了中国篮球界的
广泛帮助。这次参加WNBA选秀，也
得到了新疆队和中国篮协的支持，她
非常希望能像自己的偶像姚明一样，
在美国职业篮球的赛场锻炼和提高自
己，未来更好地为中国篮球做贡献。此
外，韩旭还认为，郑海霞、苗立杰、隋菲
菲和陈楠等前辈都曾登陆WNBA，

“我觉得有她们在前面，我面临的压力
也会小一点，她们都是我的榜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川男篮前中锋之女、2.07米的韩旭
成为时隔22年后，又一名参加WNBA选秀的中国球员

今日选秀WNBA
“女版姚明”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
2019年WNBA（美国女子职
业篮球联赛）选秀大会在美国
纽约拉开帷幕，身高2.07米的
“女版周琦”韩旭作为唯一一名
参加本次选秀的中国球员备受
关注。19岁的韩旭此次参选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继1997
年郑海霞之后，时隔22年，又一
名参加WNBA选秀的中国球
员，也是中国篮球历史第二位参
加WNBA选秀的球员。

值得一提的是，韩旭的父
母，与四川篮球渊源颇深，其父
韩发顺，身高2.10米，职业篮球
运动员，尽管是河北人，但其职
业生涯巅峰期在四川队度过，
甲A联赛（CBA联赛前身）
1997-1998赛季，韩发顺作为
四川男篮的替补中锋出战19
场，场均4.4分1.9篮板。而韩旭
的母亲也是篮球运动员，身高
1.81米。两人退役后，开始教练
员生涯，从2009年四川金强俱
乐部成立，韩发顺和妻子就在
俱乐部工作，先后辅佐各级队
伍主教练，目前四川队中李柯
七等年轻球员，都接受过韩发
顺的指导。直到2016年，韩发
顺夫妇才离开金强俱乐部。可
以说，四川队重回CBA，乃至拿
到总冠军，其间都有韩发顺夫
妇的一份功劳。

在韩旭参加WNBA选秀
之际，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采访了韩发顺夫妇，听他们
讲述“女版姚明”是如何“打造”
出来的。

“与蒋圣龙能用眼神交流”

在过去的三个月，朱辰杰与
蒋圣龙搭档的中卫组合为国出征
可谓是收获满满。身高1.85米的
朱辰杰比上个赛季要壮了不少，
在力量上得到了更好地加强。朱
辰杰说：“在国奥队里更加需要个
人能力，不管是控球还是对抗方
面都要更加努力，这段时间我自
己在力量上也练得挺多。”

力助国奥队出线，上海申花
俱乐部为了表彰朱辰杰、蒋圣龙
和刘若钒三名队员，第一时间开
出嘉奖令。对此，朱辰杰说：“很感
谢俱乐部对我们的看重，对我们
表现的认可。回来之后首先就是
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因为
之前参加了那么多的比赛。现在
就是尽快地在投入到中超联赛的
比赛当中，通过在国足和国奥的
经历，对我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
让我更进一步了解足球，我也学
到了很多东西。现在回到俱乐部，
还是按照主教练的战术要求，努
力去踢好每场比赛。”

朱辰杰与蒋圣龙在根宝基地
就是队友，在俱乐部、国青、国奥
俩人都“形影不离”，此番蒋圣龙
也以40万欧元排名亚洲第二，朱
辰杰表示这有可能是因为平时配
合默契，产生了1+1大于2的效
果，“我们从小就一起踢后卫，在
球场上非常默契，用眼神就能交
流一切。比如一些球对我来说来
不及处理了，那一刻，不用呼喊，
蒋圣龙都能出现在应该出现的位
置，把球保护起来。”

“踢后卫是教练的安排”

朱辰杰踢后卫，一直都是教
练的安排，“我的百米速度大约是
11秒9，有时候我也想不明白，为
什么自己跑得挺快，怎么就踢起
了后卫？”朱辰杰是在小学1年级
下期开始踢球的，“我们家住在浦
东八佰伴那边，在金茂小学上小
学，小时候身体条件并不算好，可
能是因为那会儿什么都不懂，教
练说你踢后卫，然后我就老老实
实开始踢后卫了。当时很多小学
球队一起参加一个邀请赛，比赛
完了后，根宝基地的教练从这些
小学生中，挑了一批小球员，后来
我就去了崇明岛根宝基地。在根
宝基地，我一开始踢的是边后卫，
左边右边都踢过，但是到了全运
会之前，教练觉得我更适合踢中
卫，所以后来就一直跟蒋圣龙搭
档踢到现在。至于进球，我倒是真
没怎么想过，好像从小就是这样，

定位球有机会就上去抢一下，进
球了肯定开心，没进那就下次继
续努力。”

朱辰杰最喜欢的球员是胡梅
尔斯，“可能是因为场上位置的关
系，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德国队的
胡梅尔斯，他不管是在传接球方
面，还是防守方面都比较稳健，有
时候在训练当中我也会特意地去
模仿他的踢法，也会想如果碰到
同样的情况，他会怎么处理。我觉
得“稳”对中后卫来说非常重要。
现在的中后卫不再只是大脚解
围，同样也需要传控更加多一点，
只有把球交给边路或者中场，这
样才能提高反击质量，否则球权
会很轻易地交还给对手，那样后
防线的压力反倒会更大。”

“积累经验，向范志毅靠近”

作为一名年轻后卫，朱辰杰
也难免会在场上出现失误，在奥
预赛国奥与马来西亚队的最后
一场比赛中，第10分钟马来西亚
队20号西亚赫米半场奔袭后横
传，朱辰杰解围不幸造成乌龙，
对于赛场上的失误，朱辰杰表
示：“有的失误是自己的技术动
作出现了问题。在比赛中，如果
之前有过失误了却一直想着失
误，肯定会越来越紧张，我会尽
可能地忘掉之前的失误，想着接
下去该怎么做。”

奥预赛结束后，朱辰杰回到
球队参加了两场中超联赛，且打
满了90分钟。虽然受到教练的青
睐，但朱辰杰表示自己不敢放松，

“在中超，外援前锋都非常有特
点，防每个人都挺困难，所以我还
得加强自己的实力。”

18岁就能在申花一线队踢
球，收入也比较丰厚，但朱辰杰
表示：“我的朋友都是队友，平时
就是训练和在家里待着，不怎么
用钱，只是偶尔和队友一起吃
饭，每次吃饭一般大家轮流给
钱，工资奖金都交给爸妈保管。”
对于自己未来的身价，朱辰杰
说：“还没给自己规划好身价能
达到多少，但我会尽可能地让自
己的身价达到最高。”目前，朱辰
杰还想在申花这个平台多锻炼，
他说：“感觉能力达到那个级别，
才会考虑留洋。”

朱辰杰在申花穿的5号球
衣，在过去，这件球衣在申花的
主人是范志毅。朱辰杰表示：“只
能在训练和比赛中去积累经验，
然后慢慢地提高，向范志毅的水
平靠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以60万欧元在全球U18后卫身价榜排名第17

朱辰杰：没想到能排在亚洲第一
德国《转会市场》网站在4月8日更新了全球U18后卫球员的

身价榜单，在此前的奥预赛中表现不俗的国奥后卫蒋圣龙和朱辰
杰都进入了榜单的前25名，其中朱辰杰以60万欧的身价排名第
17，蒋圣龙则以40万欧元的身价排名第25。

对于朱辰杰来说，从去年到现在，都非常梦幻。2018年7月22
日完成中超首秀，同年10月份便接到里皮的征召，成为国足首位
“00后球员”，从国青连跳两级进入国足。今年，朱辰杰在希丁克执
教的国奥队中坐稳了主力位置。在得知自己以60万欧元排名U18
后卫亚洲第一时，朱辰杰对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表示：“我之前
不知道有这种身价排名，所以也没想过能排在亚洲第一。”

韩旭成为中国女篮的希望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