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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把她像小威一样培养，最终她击败了小威

她和李娜不一样
揭秘新科美网女单冠军大阪直美

李娜之后，亚洲又有了大满贯冠军——大阪直美，
这位还没满21岁的日本姑娘，也成为莎拉波娃之后最年
轻的美网冠军。有意思的是，她的偶像是小威，她的日
语远不如英语好……其实，这位新科美网女单冠军的背
后故事，远不止这一点。 扫二维码

看本文视频

你要相信你自己
哪怕AI在“骂”你廖元赫

棋 说

扫二维码
看本文视频

围甲战柯洁廖元赫屠龙未果
孤注一掷，不利形势下，小将廖元赫悄悄拔出40米长的屠龙刀……

然而对手是强大的柯洁，至180手，川军主将廖元赫屠龙未果，棋局就此
戛然而止。9月8日，2018“华为手机杯”全国围甲联赛第14轮（赛会制）在
天津打响，成都懿锦控股队2：2主将负夺冠热门之一的国旅联合厦门队，
不过凭借党毅飞、古灵益的胜利，仍获得宝贵的1分。

华西都市报：请回顾一下你对柯
洁的围甲联赛之战。

廖元赫：开局还行，但是中盘战
我的判断失误了，这是别人用AI“绝
艺”作出的分析，后面不杀他大龙不
行了，但又杀不了。这次我是主动请
战，原因很简单，西南棋王赛和柯洁
下过一盘快棋，很有点机会，当然最
后还是输了，围甲是慢棋，我就想看
看下慢棋我和他有多大差距。客观
地讲，这盘棋他发挥得很好、很稳，我
输得心服口服。

华西都市报：你今年围甲到现在
成绩是10胜4负，你自己的“及格线”
到底是赢多少盘？

廖元赫：去年我是15胜11负，我
在想，怎么着也应该比去年赢得多点
吧？16胜就算及格，我会尽全力。今
年下主将的时候多一点，说实话，主
将台确实和其他台次不一样，对手都
很强，而且都很有责任感，不好对付。

华西都市报：“天府杯”，你获得
了外卡，有何感言？

廖元赫：能得到外卡，要感谢很多
人，所以多少有点压力，希望发挥得好
一点，对得起大家的抬爱和关注。我
们四个确实是有机会把冠军留在四川
的。现在是AI的时代，说不定将来会

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职业棋手，因为
突然感悟到AI的招法，就所向披靡，这
个设想未必不会成为现实。当然，我
希望我将来对AI也有一次顿悟。

华西都市报：你的队友崔哲瀚九
段最近状态不佳，他自己透露是因为
看AI的棋太多，可能来不及消化，导
致有“不会下棋”的感觉。你可以给
队友支点招吗？

廖元赫：（笑）支招谈不上，因为
我现在也很迷茫。不仅崔哲瀚和我，
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棋手都处于迷
茫中。AI太强了，只有当它的招亮出
来的时候，你才会觉得那是一步妙
手。而当你用AI分析自己的棋谱，如
果它有太多的不一样，给你降胜率的
次数太多，你会觉得它明明就在骂
你！这个很头疼，也完全无法避免。
所以我现在大概9点半会去中国棋院
训练室，接受“绝艺”的复盘分析，今
后，可能还会早一点去。如果你不能
顿悟，至少应该更努力对吧？我只有
一点可以和队友崔哲瀚交流，那就
是，尽管AI一直在“骂”你，你也应该
有起码的信心，因为只有信心能改变
那种无可避免的迷茫。

我迷茫，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不
再迷茫。

18岁的廖元赫还很腼腆，接
受采访时青涩更甚，不过他迅速
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笑着
问笔者——“我可以站着接受您
采访吗？”

于是，在并不宽敞的酒店房
间里，小廖边说边踱步，举手投足
间，属于少年人的那种自信逐渐
挥发开来。是的，一天前的天府
杯世界围棋职业锦标赛新闻发布
会上，重庆籍的“八冠王”古力放
出豪言，称既然32强中包含廖元
赫、檀啸、党毅飞和自己这四名

“大四川籍”棋手，那就“希望我们
四个能把冠军奖杯留在四川”。
言及此，廖元赫眉毛一扬，表示：

“我同意古哥的说法，其实现在职
业棋手参加世界大赛就看谁的状
态好，确实不是空口无凭，我觉得
我们当然有可能拿冠军！”

围甲主将台新败，赛季初无
往不利的廖元赫迄今10胜4负，
从状态的巅峰跌落尘埃，不过就
算这样，他依然很乐观，“面对强
大的围棋AI，我有时也很迷茫，
不过我始终相信我自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贾知若

廖元赫（左）对阵柯洁是本轮
围甲焦点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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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直美与李娜合影。（资料图片）

27岁杨洋过生日
现学现卖成都话

粉丝大喊“巴适得板”

生日会变演唱会，杨洋（右）嗨翻全场。

他是《盗墓笔记》中淡然出尘的张
起灵、《微微一笑很倾城》中宠溺高甜的
肖奈，他也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三
生为爱的夜华、《武动乾坤》中的不羁林
动……9月9日晚，杨洋自在·YOUNG
生日会在成都演艺中心举行，万千粉丝
点亮夜光棒，用超高分贝为杨洋欢呼庆
生。

杨洋以复古造型“鲻鱼头”全新亮
相，《就像是 IDOL》全新编舞燃炸开
场。实力宠粉的杨洋来到成都也入乡
随俗，现学现卖用成都话邀请粉丝，“我
们一起吃火锅”，粉丝则大声回应“巴适
得板”。

当晚，杨洋的生日会俨然成了演唱
会。《微微一笑很倾城》前奏一响就回忆
满满，“肖奈大神”深情上线，轻快的旋
律，悠扬的曲调，甜甜的大合唱。随后，
杨洋献唱公益歌曲《爱的力量》，用歌声
传达温暖，释放爱的力量。

由于生日会次日恰逢教师节，杨洋
对老师真情告白：感谢老师和志愿者辛
勤的努力，让孩子们拥有健康快乐的童
年，谢谢老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摄影 陈羽啸

中国女排
北仑“冲刺”

郎平率队备战世锦赛
安家杰挂帅的中国女排在瑞士精英

赛以第五名收官，仅有3名奥运冠军成
员的二线阵容主打获得这一名次在意料
之中。尽管如此，这个成绩也是中国女
排三年来首次无缘该项赛事四强。但与
此同时，郎平率领的“一队”来到了熟悉
的北仑，为世锦赛做最后的冲刺。

虽然“一队”出征亚运会收获冠军，
“二队”出战精英赛仅获第五，但用郎平
自己的话来说，这都是锻炼队伍。郞平
认为，如果用世锦赛的标杆来衡量，队伍
远远没有达到自己心目中的要求。

本次精英赛，队中3名奥运冠军龚
翔宇、刘晓彤和林莉虽竭尽全力，但整体
感觉比较疲惫，在队伍漏洞较多之际也
难力挽狂澜。主攻线刘晏含和段放短板
明显，一传受限后，二传刁琳宇表现起伏
较大，副攻新秀杨涵玉和胡铭媛发挥相
对较好。此外，执行教练安家杰独立带
队的能力仍有待提高，在年轻选手原本
更需教练提点之际，安家杰能够给队员
提供的助力相当有限，在暂停和换人时
机把握、形势不利之际的应对等方面尚
有明显欠缺。

当然，一个客观因素是，因为没有亚
运会，我们的世锦赛劲敌巴西、俄罗斯、
土耳其、意大利等强队，都把瑞士女排精
英赛当作世锦赛前最后的热身赛对待，
他们阵容齐整，并且状态处于上升期，在
这种情况下，安家杰带“二队”取得第五
名，也在情理之中。

目前，在距离世锦赛不到一个月之
际，郎平用最后的集训作为“冲刺”。作
为郎平回归中国女排后唯一没有“染指”
过的冠军头衔，中国女排这样一支顶级
强队参赛，自然不会放过对冠军的追求，
而球迷的期待当然是冠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大阪直美
击败小威，首夺
大满贯冠军。

她只是半个日本人
从小在美国长大

大阪直美有一半的日本血统，她
的妈妈玉木是日本人，爸爸弗朗索瓦来
自中美洲的海地，而她出生在日本的大
阪。因为小时候居住在日本，所以她和
姐姐麻里的姓氏都跟随了母亲。

1999年的一个夜晚，弗朗索瓦的
孩子们还在蹒跚学步，他目光完全被法
国网球公开赛的转播吸引了。当年来
自美国的天才黑人姐妹，18和17岁的
大小威联手拿到女双冠军。不打球的
老威廉姆斯把两个女儿教导成了冠
军。弗朗索瓦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他说：

“蓝图已经钩织好了，我只得照着做。”
大阪直美对早年在日本的记忆非

常模糊，她3岁时全家就移居到了美
国，和她的海地祖父母一起住在长岛。
在那里，他们可以去健身房和公共场
地，弗朗索瓦开始认真执行他的“模仿”
计划，他从书籍和DVD中学习，让女儿
们每天都成百上千次地击球。

她也和姐姐一起练
就像大小威姐妹

早年的时候，姐姐麻里的运动天
赋更突出，球感也很好，而妹妹直美只
有在旁边看的份儿。姐妹俩的“竞争
机制”很像大小威姐妹，妹妹一直想超
越姐姐，最终都做到了。

“回到佛罗里达，姑娘们跳过了寻
常的青少年赛事，就像威廉姆斯姐妹们
一样，直接在职业赛场上挑战年纪大的
选手。”两人的训练视频开始在教练和

经纪人中流传，但是姐妹两个都没有令
人印象深刻的青少年排名和比赛经验，
美国网协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帮助大阪
姐妹发展，因为她们拥有美国和日本双
重国籍，父亲弗朗索瓦做出了一个关键
的决定：女儿们将为日本效力——虽然
她们的日语说得远远不如英语好。

2013年起，大阪直美转入了职业
网坛，2014年她在加州斯坦福举行的
西部银行赛上演了 WTA 处女秀。
2016年澳网，大阪直美首次参加大满
贯正赛，同年，大阪直美又在法网打入
第三轮，美网再次杀入第三轮。美网
结束后，她凭借外卡参加了东京顶级

赛，竟然接连击败各路高手打入决赛，
这也是她生涯第一个巡回赛的决赛，
最终输给了前世界第一沃兹尼亚奇，
但她的排名首次来到前50。

她成了大满贯冠军
教练是小威陪练

大阪直美成为世界网坛关注的新
星，就像“女金刚”纳芙娜蒂诺娃说的那
样，她关注了大阪很多年，是前途不可限
量的。2018年开始，大阪直美开始同现
任教练萨沙·巴金合作，巴金不但曾经是
小威廉姆斯七年的陪练，而且还短暂执
教过阿扎伦卡和沃兹尼亚奇两位前世
界第一。巴金的到来起到了立竿见影
的效果，和顶尖球员多年合作的经验，完
全投射到了年轻的大阪直美身上。

在年初的澳网，大阪直美打入了
第四轮才输给世界第一哈勒普。在印
第安维尔斯，她先后击败了莎拉波娃
等三位前冠军最终夺冠，生涯首次获
得皇冠赛冠军。

如今来到美网，这是她初到美国的
纽约，是她美国梦开始的地方，也最终
圆梦。颁奖典
礼上，大阪直美
哭 得 眼
泪 一 直
掉，就像
她 曾 说
的那样，
如果可以拿大满贯的话她最希望在
美国，这样，她的海地祖父母就能到
现场观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甘露

数据支撑专家把关
制定口腔健康白皮书

此次四川省中老年口腔健康数据普
查，主要通过大量的数据收集，基于数据
科学、深入地分析四川中老人的口腔情
况。分析四川中老年人用牙习惯、饮食习
惯、口腔卫生行为与口腔疾病的关系，为
未来口腔健康的防治方针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了解各项口腔疾病比重以及群众对
于口腔健康的认知程度，为未来口腔健康
的教育方针提供参考。

此次普查活动不仅是让普查市民更
加了解自己的口腔健康，更多的是为了让
整个行业、乃至整个社会有一份针对于中
年人的口腔健康指引。基于此次普查数
据，将会制定《四川省中老年口腔健康白
皮书》，为以后的种植、治疗提供智能辅助
诊疗，解决口腔疑难问题。同时，在《白皮

书》发布会现场，将会邀请行业知名专家、
学者、口腔相关机构等聚集一堂，共享此
次饕饕盛宴及成果转化。

招募志愿者进社区
打造中老年口腔健康专属平台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朋友不同程度
的口腔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很多人还常
常饱受缺牙问题的困扰，饮食受限，生活
品质下降，甚至危及健康。基于此次普查
数据，未来将打造一个专属于中老年人口
腔健康的平台，大家可以通过平台全面了
解自己的口腔健康，针对口腔疾病，从根
源上开始对症防治，面对口腔问题不再不
知所措、拖延就医，而是更懂得正确、科学
地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市民来说，也能更
好地享受口腔健康服务与便利。

为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收集更多
的中老年口腔健康数据，同时为《四川省

中老年口腔健康白皮书》提供更多有力的
数据支撑，从即日起，活动主办方将在各
个年龄段的市民中招募志愿者，深入到四
川各个社区、小区、养老院等地进行普查
宣传，将口腔健康普查带入到四川的各个
角落。如果你愿意成为此次口腔健康普
查活动的志愿者，可以拨打普查专线
028-86969233，主办方将会为所有志愿
者颁发荣誉证书，并在制定的《四川省中
老年口腔健康白皮书》中署名鸣谢，同时
还将获邀出席《白皮书》发布会，共同见证
口腔健康领域的“大事件”。

全民行动参与有奖
为四川中老年口腔健康贡献力量

关注口腔健康并不仅仅是一部分人
的事，随着普查活动的启动，活动也将扩
大福利范围，不仅针对50岁以上的人群进
行口腔健康普查，同时还将征集特殊的口

腔问题案例，并为这部分人群制定详细的
病情分析。

为了鼓励更多人关注四川中老年口
腔健康，所有参与口腔数据普查的市民即
可领取中老年专用护牙套装。所有参与
样本征集的市民，除了可领取中老年专用
护牙套装，还可获得特邀口腔专家的全面
口腔检查和口腔健康咨询指导，建立VIP
智 能 口 腔 永
久档案，赠予
普查纪念章，
并 在《白 皮
书》上署名鸣
谢，如果是缺
牙者即可获得
免费缺牙修复
方案。

四川省首届中老年
口腔健康数据普查活动今日全面启动

50岁以上中老年人拨打普查专线028-86969233获得组委会中老年专用护牙套装及学术名医
种牙方案，还有机会获得普查荣誉证书

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常常
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口腔健康问
题，特别是在50岁以后，从第一颗
牙齿脱落开始，就预示着你的口
腔健康已不容乐观。发现四川中
老年人的口腔健康问题的根源，
寻找四川中老年人口腔疾病健康
状况的样本，维护四川中老年人
口腔健康，需要全四川市民共同
携手。

由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发
起，“四川省首届中老年口腔健康
数据普查”活动即日起全面开启，
成都德道口腔医院作为此次活动
的定点普查医院。此次普查针对
四川省范围内50岁以上的中老年
人群，主要涉及市民的用牙习惯、
饮食习惯、健康意识、疾病分布、
缺牙情况等。 通过微信扫码填写问卷调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