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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住种子队名额，又抽到一个不错
的签，中国男足的世界杯预选赛之旅算
是开了个好头。

同组的不丹、马尔代夫和中国香港
都属弱旅：2000 年加入国际足联的不丹
直到今年3月，才收获了参加世界杯预选
赛历史上的首场胜利；同样由业余队员
组成的马尔代夫曾是中国队进军 2002 年
世界杯征程中的对手之一，中国队曾有
10∶1战而胜之的经历；中国香港也曾在
近年的比赛中大比分输给过中国队。

唯一的拦路虎，就是卡塔尔了。作
为 2022 年世界杯的东道主，卡塔尔人不
仅对 2022 年志在必得，同样希望在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上证明自己。事实上，
除了外界耳熟能详的“雇佣军”，卡塔尔
还为本国的足球人才储备实施了留洋梦
计划，潜力不容小觑。如不出意外，对
阵卡塔尔的两场比赛将决定小组头名归
属。中国队是以第一名昂首出线，还是
屈居第二同其他小组比拼积分，到时可
见分晓。

对于如此出线形势，大多数人之所
以不敢乐观，缘于中国足球的“黑历
史”。西亚球队近年来屡屡成为中国队在
世预赛的“苦主”：2004 年，中国队以 1
个净胜球的劣势把 10强赛名额拱手让给
科威特；2008年，中国队在 20强赛落入
澳大利亚、伊拉克、卡塔尔组成的“死
亡之组”，其中对阵两支西亚球队未尝胜
绩；2012 年，中国队又在伊拉克和约旦
队的“围攻”下功败垂成，连续3届世预
赛无缘10强赛。

不过，从纸面实力而言，面对如今
的卡塔尔队，中国队胜算不小。一方
面，国家队主教练佩兰有在卡塔尔多年
执教的经历，可谓知己知彼；另一方面，卡塔尔队在之前的
亚洲杯小组赛中三战皆墨、黯然出局，正处在低谷和调整
期。从对手身上抢分，对中国队而言并非难事。

虽说携亚洲杯之余勇，中国男足应该一鼓作气势如虎。
但小组8场比赛的时间跨度长达9个月，期间既会遇上球员体
能透支的联赛末期，也会碰到状态调整阶段的新赛季初期，
必然面临伤病和人员调整等诸多问题。这考验着国家队整个
团队备战工作的水准，需谨防再而衰、三而竭的老毛病。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前途光明，12强
赛正在招手。形势虽然大好，不过平心而论，依中国队目前的水
平，恐怕还难以拿到俄罗斯世界杯的门票。因此，更重要的是通
过12强赛，锤炼一支习惯胜利而非失败的队伍。此前，数次止步
10强赛的经历，不仅使中国队丧失
了同亚洲顶级水平竞技的机会，也
使中国足球的信心落到低谷。现
在，是把位置抢回来的时候了。

一个好签，可以说是一只煮
熟的鸭子。这一次，国足可别让
它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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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劳伦斯世界体育奖昨日在

上海大剧院揭晓各大奖项，去年宣布
退役的网球名将李娜获得最佳女运动
员奖提名，并荣获特别成就奖。虽然
离开职业赛场，但李娜并没有走出人
们的视野。14 日，在活动举办地上海
大剧院，面对众多国内外记者的镜
头，这位中国网球标志性人物的表现
依然“娜”样精彩。

成就奖成色十足

李娜的媒体见面会吸引了 100 多
名记者，比同时段进行的迈克尔·约翰
逊和坎通纳的群访加起来的记者人数
还多，其影响力和受关注度可见一斑。

劳伦斯奖被誉为世界体坛的奥斯
卡奖，由劳伦斯世界体育学会会员评
选产生。作为学会会员之一，前中国
短道速滑名将杨扬手上握有一票。她
给出自己的选择标准：“除了看成绩，
我还会看运动员在其他方面的影响
力，比如对社会的贡献，对体育的推
广等。”

论成绩，李娜在 2014 年澳网比赛
中拿到职业生涯第二座大满贯奖杯，
这为她获得 2015年劳伦斯世界体育奖
提名加了不少分。论影响力，杨扬
说：“我觉得李娜很有机会，她克服了
很多困难，包括伤病，是非常棒的运
动员。”评委会成员之一的网球名宿纳
芙拉蒂洛娃也给予李娜很高的赞誉。
劳伦斯学会主席摩西则表示，考虑到
候选人为项目本身的推广所作出的贡
献、在赛场外的公众影响力以及投身
公益活动等综合因素，加上颁奖活动
现场在中国，李娜无疑有着很强的竞

争力。
虽然最佳女运动员奖最终花落埃

塞俄比亚田径中长跑名将根泽比·迪巴
巴，但李娜获得的特别成就奖同样成
色十足。这是该奖项第二次颁发，第一
次的获奖者是美国游泳名将迈克尔·菲
尔普斯。能带着肚子里的宝宝上台领
奖，也实现了李娜的期待，“很感谢劳
伦斯，把这个奖颁给我，希望以后为
公益事业继续做贡献。”

今年是李娜第二次获得劳伦斯最
佳女运动员奖提名。由于在 2011年法
网比赛中拿到中国首个大满贯单打冠
军，她在 2012年获得年度最佳突破奖
提名。

从女汉子到准妈妈

出现在媒体面前的李娜“孕味”
十足，一件灰色的长款外套，加上宽
松的绣花衬衣，甚至在起身接受媒体
拍照时，她也双手托着肚子，格外小
心。这位昔日驰骋网球赛场的亚洲

“一姐”，如今少了几分强悍、霸气，
多了一些柔和、娴静。

谈到退役后生活的变化，李娜坦
言跟当运动员的生活真是完全不一
样：“当球员的时候，每天要承受比赛
的压力，要完全按照行程安排去生
活。虽然退役后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
繁忙很多，还有很多推广网球的工作
要做，但不管怎样还是觉得自己很幸
运，从职业球员到准妈妈，角色转换
很顺利。”李娜笑言，自己很享受现在
的生活，非常平静，每天可以睡到自
然醒。这在以前当球员时，可是奢侈
得难以想象呢。

在被问及是做运动员
辛苦还是怀孕更辛苦时，
李 娜 言 谈 间 尽 显 慈 爱 。

“我现在走哪儿不都得带
着他 （她） 吗？”她说，

“我相信各行各业都会很
辛苦，只是我们很幸运，

生活在摄像机面前，让人们知道我们
每天在做什么。当然，第一次做妈妈
没有经验，所以还得慢慢体会。”

至于孩子将来会不会从事网球运
动，李娜的回答是：不会强制性要求
一定要练网球，但可能会引导着从事
体育运动。

无法想象还能复出

2014 年 9 月 19 日，李娜通过个人
微博宣布退役，结束了自己 15年的职
业生涯。如今回头看，李娜说，尽管
没有拿到冠军，但 2011年澳网是职业
生涯中最让自己难忘的时刻，“虽然在
决赛中输了，但那时真的第一次离大
满贯如此之近。”

正如在退役公开信中说的那样，
“我不会停歇”，李娜对网球的热爱，
不会因为退役画上句号。她表示，希
望能拥有自己的网球学校，让更多人
参与到体育中来。

而创立于 2000 年的劳伦斯世界体
育奖今年首次来到中国，在李娜看
来，正是对中国体育的一种认可。“我
相信通过这次举办，让更多人了解劳
伦斯，帮助更多小朋友让他们参与到
体育中来。这也是现在我们希望做到
的：通过体育让更多人感到快乐。”

“劳伦斯颁奖典礼今年在中国举
行，可以说很好地打开了一扇门。未
来如果中国有更多机会举行劳伦斯颁
奖典礼，会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活动，
也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体育。”李娜说。

至于以职业球员身份重回赛场，
李娜决定关上这扇门。“想象不了自己
再回到职业圈，未来可能会参赛，但
不会以职业球员的身份。我很佩服辛
吉斯，她重返网坛打球，激励了年轻
球员，让她们知道年龄对于这个项目
来说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
是热爱网球。”她表示，身为澳网宣传
大使，自己未来依然会关注网球比
赛，毕竟从事这项运动已经 20 多年，
网球已经成为自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延伸阅读】

劳伦斯奖评选办法是：先由
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资
深体育记者提名年度表现最突出
的运动员和团队，然后由劳伦斯
世界体育学会50名成员组成的最
终评审团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从 6
名候选人中选出得奖人选。

今年2月 10日，杨扬和李小
鹏分别成为第49位和第50位劳伦
斯世界体育学会会员。在他们之
前，中国只有邓亚萍1人是会员。

中国运动员共 3 次荣获劳伦
斯世界体育奖，姚明和刘翔拿过
最佳新人奖，中国奥运代表团收
获过最佳团队奖。

李娜获劳伦斯特别成就奖李娜获劳伦斯特别成就奖

退役后依然退役后依然““娜娜””样精彩样精彩
本报记者 汪灵犀

2015年4月10日，由陕西省政协主办，陕西省卫计
委、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陕西省工商联协办，
陕西省中药协会承办的“发展陕西中药产业座谈会”在
西安止园饭店召开，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农业厅、省
科技厅、医药界中药材种植的药源基地，生产、流通、中
药协会的会员企业等 300人到会参加。会议得到了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
药协会、北京大学药学院、陕西中医学院、杨凌农业科
技大学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主管领导和专家到会指
导。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大会致辞，欢迎大家百忙中莅
临大会，共商陕西中药产业大计。

1.中药产业是传统产业也是朝阳产业，中医药产业是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瑰宝,继承和发展中药产业是时代赋予
的光荣使命。

中医药学，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成功与失败
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
的医学科学，是民族优秀文化的集中代表和独具原创
优势的科技资源，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瑰宝，为中华民
族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并
继续产生积极的影响。中医药和西医药互相补充、协
调发展，共同担负着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的任务，中医
药已成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特征和显著优势。
无论是出于应对国际竞争、维护国际安全、满足群众健
康需求的紧迫需要，还是从推动自主创新、实现医改目
标、培育新兴产业等角度考量，都应考虑将振兴中医药
上升到国家战略，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布局
中，发展中药产业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中医药是发展国家大健康产业的重要基础。《国务院
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全面发展中
医医疗保健服务”作为八项主要任务之一。当前发展大健
康产业，能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防治慢性病、老年病、疑难病
甚至重大顽疾方面的专长，日益得到现代科学的认同，并
被市场所接受正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陕西省是中药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中药资源大省。
到会专家指出陕西秦岭是我国南北气候分界线，

是我国动植物基因保护区，自古地理环境得天独厚，秦
巴山区素有“天然药库”和秦地无闲草之美名。由于中
药资源十分丰富，陕西医药历史悠久，是药王孙思邈、
神医扁鹊的故里。

根据全国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数据显示陕西省药
用植物、动物及矿物等中药材资源共 3291种，其中，植
物药材 2730 多种，种类排名全国前 5 位。《中华人民共
和 国 药 典》收 载 植 物 药 462 种 ，我 省 有 340 种 ，占
73.6%。优质地道药材32种，大宗药材400余种，拥有全国
最大的杜仲和天麻基地，是我国重要的中药材原产地。

陕西有诸多药材，其中为麝香（占全国产量的90%，
下同）、猪苓（80%）、元胡（70%）、天麻（30%）、杜仲

（50%）、山茱萸（40%）、丹参（30%）、黄精（30%）、附子
（30%）、连翘（30%）、黄芩（20%）等11个品种。陕西省是
国家中药现代化中药产业基地，药用植物资料大省。

3. 建立中药质量管理追溯体系，发展陕西中药产业。
陕西省中药协会提出，中药材溯源，是通过现代信

息技术和物联网技术，通过中药材产品包装袋上的唯
一电子标签，对中药材产地来源、生产加工、市场流通、

药房使用等环节的关键信息进行查询，从而实现中药
材“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找、质量可查证、责任可追
究”的科学管理系统。国内中药材质量追溯体系建设
已经起步。成都、保定、亳州、玉林4个城市作为首批试
点城市，中药溯源是贯彻《国家药品安全规（2011—
2015）》中提出的“建立中药材追溯体系、检验检测体
系、诚信体系、国家标准主导国际标准”等若干要求的
具体措施。目前陕西省中药协会与中国科学院软件研
究所合作已完成“中国中药质量管理标准执行规范体
系及信息系统规划设计方案”是国内行业信息化追溯
体系先进成果，会议建议以省政府名义发文在全省推
广使用，由陕西中药协会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在行业内
负责实施。可为陕西省中药产业发展提供科学保障。
力争到2020年，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到500万亩，中药
产业规模达到 200亿元；促进由中药材资源大省、种植
大省向中药产业强省迈进。

4. 陕西省政府王莉霞副省长代表省政府提出陕西省
要建立中药产业，是陕西省的特色优势和战略性产业，具
有良好的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推进中药产业发展，要以科技创新和深化改革为
动力，充分发挥中药材资源优势、科技人才资源优势，
按照“建设大基地、发展大企业、建设大平台、实施大项
目、培育大品牌、建设大市场”的发展思路，政府拿出30
亿元扶持陕西制药产业的大发展。

5. 会议得到金融界的关注。

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分行副行长陈孙蛟参会，中
国进出口银行陕西省分行，建行陕西省分行，中国银行
陕西省分行，民生银行陕西省分行，上海浦发银行西安
分行，对陕西省政协提出发展陕西省中药产业，金融界共
同认为对该项目给予大力支持和关注，支持做强做大。

6.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推动陕西中药国际化。
随着中医药在世界上认可度不断提升，中医药议

题首度亮相博鳌亚洲论坛，吹响了中药走向国际化的
号角。国家层面对推动中医药国际化工作高度重视，
出台了《关于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的若干意见》等各种
措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在研究制定推动中医药“走
出去”相关战略规划，为中医药工作融入大局、参与大
局、服务大局，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中医药国际化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同时也要看到，中医药走
向世界还面临着中西标准之争、中药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争议以及海外注册难等方面挑战。

陕西作为中药材资源大省、科技资源大省，如何做
强中药产业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传承问
题。通过这次座谈会，一个以陕西省委省政府为坚强领
导，以省中药协会为平台，以中药质量信息化追溯体系
为抓手，以政府职能部门为服务的陕西中药产业大发展
新格局正在形成。随着我国大健康计划的实施和“一
带一路”大战略的部署，陕西中药产业必定迎来发展的
新机遇，陕西省中药协会将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为做强陕西中药产业而努力奋斗！（陕西省中药协会）

陕西打造中药产业发展新格局陕西打造中药产业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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