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辉煌
川妹终于后继有人

说到四川网球，人们的第一印象自
然是郑洁、晏紫。2006年，正是这对川
妹子组合从澳网起步，收获了中国网球
的首座大满贯冠军奖杯，也开启了中国
女子网球的黄金时代。随后，郑洁/晏
紫又联袂出击，先后在温网女双夺冠、
北京奥运会摘铜。此外，郑洁也在单打
赛场创造令人难忘的战绩，一举闯入温
网四强，成为第一位闯入大满贯单打半
决赛赛场的中国选手。不过，从2015
年郑洁最后一次亮相澳网女双决赛后，
近两年却再无川妹子出现在大满贯赛
场上。

汤千慧、蒋欣玗是四川网球的后起
之秀，堪称四川网坛的新组合，她们在
本届澳网亚太区外卡赛比赛中，力克日
本组合波形纯理/泽柳璃子，夺得女双
冠军，从而获得参加澳网女双比赛正选
资格。与此同时，蒋欣玗的WTA女子
职业双打排名也飙升到第90位，成为继
郑洁、晏紫之后，四川女子网球运动员
中又一位进入WTA女双世界前100位
的选手。

2018.1.19
星期五
报料热线
028-96111

编
辑
王
浩

版
式

刘
丹
阳

校
对
张
晓

07

体
育
龙
门
阵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近日，国家卫计委召开了新闻
发布会部署 2018 流感防治工作。
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
辉表示：预计流感活动高峰还将持
续一段时间，但随着学校和幼托机
构寒假的来临，流感活动水平将逐
渐下降。

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信息称，全
国监测数据显示，从2017年 11月

份至今，全国进入流感高发季，哨点
医院报告的门急诊流感样病例比例
高于过去3年同期水平，流感病毒
检测阳性率已达往年高峰水平，且
仍呈上升趋势。

为有效应对流感，国家卫计委
时隔 7 年后再次更新流感诊疗方
案，发布《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
(2018年版)》。该方案详细分析了

流感的病源、病症情况，同时还开出
了各种建议治诊疗方法，这被认为
最权威的流感治疗方案。有市民表
示：“当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都报
道了国家卫计委出台流感治疗方
案，说明现在情况确实比较严重，时
隔 7 年主管部门再次更新诊疗方
法，说明这应该是最权威的参考诊
疗方案，值得信赖！”

2017年，一份“支教日记”悄然
在网上流传：图文并茂的日记记录
下一个个或温馨或有趣的支教故
事，这里有可爱的孩子，有敬业的

“编外教师”，还有生动的课堂故
事。而这份日记，出自中国体育彩
票旗下一家爱心工作室的成员及志
愿者之手。

自2013年5月至今，这家体彩
爱心工作室的支教活动已经持续4
年，但直到“支教日记”被传开，体彩
人的默默付出才被更多人知晓。中
国体育彩票发行24年来，公益活动
蓬勃开展，公益项目遍地花开，仅刚
刚过去的2017年，就有大大小小数
百个体彩公益活动在不断地带来健
康与快乐。

而这其中，有多少就像那本“支
教日记”一样，是您不了解的？

三大全国项目领衔
2018年的第一天，阳光照射下

的岗什卡雪山银光熠熠，宛如一条
玉龙。雪峰海拔5254.5米，常年白
雪皑皑，是神话传说中西王母的水
晶宫，而这里，正是中国体育彩票新
年登高健身大会青海站的举办地。
从山下的“七彩瀑布”到海拔4000
多米的“岗什卡雪峰大本营”，绵延
6公里的山路上，身着鲜艳运动装、
冲锋衣的登山爱好者们兴致高昂，
在蜿蜒奇伟的雪山景致中撒下一片
欢声笑语。

正当完成自我挑战的人们在兴
高采烈地欣赏美景时，同在高原上

的宁夏银川贺兰县洪广镇的欣荣小
学里，孩子们的笑声响彻云霄，他们
正拿着“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刚刚
送来的崭新体育器材玩耍。

而在远离青海的中原大地上，
一群优秀的贫困大学生同样在新年
的阳光中扬起了笑脸：洛阳师范学
院60位优秀特困大学生，收到了来
自体育彩票的爱心关怀，每人5000
元的“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基
金”帮助他们缓解了生活压力，无负
担地感受充实而精彩的大学生活。

而所有这一切背后，都有公益
体彩的身影。助力“新年登高”活
动，捐赠体育器材的“公益体彩 快
乐操场”，还有资助贫困大学生的

“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
是中国体育彩票的三大全国性公益
项目，已经持续开展多年，累计有数
百万人从中受益。

地方活动百花齐放
2017年，地方体彩的公益活动

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北有辽宁
体彩文化节，南有江苏体彩爱行走，
山城重庆组织了公益V跑，花城广
州跑起了马拉松，广西体彩关爱先
心病患儿，安徽彩民运动会热闹开
幕，还有江苏春蕾圆梦工程、新疆民
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等等，从助力全
民健身到资助特殊困难群体，公益
体彩项目更丰富，涉及的范围及受
众更广，其中不乏新鲜好玩的活动。

在辽宁体彩文化节现场，新鲜
刺激的激光障碍跑吸引了大量年轻

人的参与：数百名选手在沈阳市长
白岛高尔夫公园激情开跑，赛事设
置了绝地陷阱、贴地飞行、快马加
鞭、翻山越岭等一系列刺激又好玩
的项目，每一位选手都激情四射，让
寒冷的冬季燃起全民健身热潮。据
辽宁体彩中心介绍，2017年的辽宁
体彩文化节特别受年轻人欢迎，从
报名情况看，六成参与者是年轻人。

“体彩爱行走”是江苏体彩发起
的一项公益活动，通过参与者捐赠
行走步数、江苏体彩匹配捐赠爱心
基金的形式，援助贫困学校电脑教
室等项目的建设，吸引众多爱心人
士纷纷参与。这不，在江苏南京，时
尚的赵小姐便把“体彩爱行走”活动
当成了与男友约会的项目。赵小姐
的男友是游戏公司的程序员，通常晚
上10点才能下班。于是赵小姐每天
晚上九点多从家里出发，走到男友公
司去接他下班，然后两个人一起走回
家。赵小姐说：“平时很少有时间和
男友像普通情侣那样一起吃饭逛
街。参加爱行走这个活动，既可以和
男友多一点时间相处，还可以帮助贫
困学校的孩子们。你看，现在每天我
都能捐1万多步呢，哈哈。”

不一样的活动，却有着一样的
初衷：让公益体彩得到更多人的了
解与认同，向更多的人传递健康与
快乐，助力全民健身的开展，助力健
康中国的建设。

展望2018，公益体彩将以更赤
诚的心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
公益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莫仁新）

好医生药业集团儿童抗感颗粒生产基地。

体彩爱行走第三季。

流感来袭国家卫计委再推诊疗方案
“四川造”药品被推荐

一本“支教日记”背后
有你不了解的中国体育彩票

这个冬天，儿童感冒再次成为每个家庭的烦心事。据国家卫计委监测数据显示，从
2017年11月至今，哨点医院的门急诊流感病例比例高于同期水平，并且处于上升趋
势。而此前的观测，成都各大医院儿科门诊人满为患，一些医院排队都要等8个小时，如
今，如何预防和治疗感冒，成为左邻右舍之间寒暄最多的话语。

据悉，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流行
感冒诊疗方案》（2018版）中规范了
老年人、儿童、孕妇、有基础性疾病的
重点人群及时治疗和使用抗病毒药
物，其中可治疗流感的中成药名单包
括：

1、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类，如金
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清开灵
颗粒(口服液)、疏风解毒胶囊、银翘
解毒类、桑菊感冒类等。儿童可选儿
童抗感颗粒，小儿翅鞘清热颗粒等。
2、清热解毒、宣肺止咳类，如连花清
瘟胶囊、银黄类制剂、莲花清热类制
剂等。儿童可选小儿肺热咳喘颗粒
(口服液)、小儿咳喘灵颗粒(口服液)、
羚羊角粉冲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推荐的药品
中明确提出“儿童可选儿童抗感颗
粒”。据了解，“儿童抗感颗粒”是四
川本土企业——四川好医生药业集
团生产的品牌产品。这家制药企业
以“做好人、治好药”为宗旨，经过多
年的研发，生产出抗感颗粒、康复新
液等一系列品牌产品。

事实上，在2010年甲型H1N1
流感时期，儿童抗感颗粒就被列入
国家卫计委《甲型H1N1流感诊疗
方案（2010年）》推荐的药品。“‘四

川造’药品多次被卫计委列为推荐
的药品，这是对四川制药行业来说，
是一个莫大的肯定！”药品行业观察
分析认为。

时隔7年 卫计委再次更新流感诊疗方案

多次获得国家相关部门的推
荐，这个药到底有啥来头呢？据介
绍，好医生儿童抗感颗粒是《中国药
典》收载品种，属于四川省名牌产
品，2017“中国制药·品牌榜锐榜”
产品。一系列的称号的背后，是如

何生产出来的呢？
好医生药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儿童抗感颗粒是好医生药业集
团采用中药创新创制的品牌产品，
由中国中医科学院，根据现代医学
理论和临床经验，按照化学药物新

药筛选方法，筛选明确具有抗病毒
作用的中药189种，从中选择“抗病
毒之王”绵马贯众，“经典抗病毒”金
银花等经过严密组方、科学配伍、严
谨的药理、临床实验研制成功的新
型抗病毒中成药。

厉害了! 方案中推荐“抗感颗粒”为“四川造”

这个药有啥来头？《中国药典》收载品种

在18日活动现场，部分成都影迷有幸
提前观影，这部与《摔跤吧！爸爸》同样走催
泪路线的电影，让许多影迷红了眼眶。电影
放映结束后，导演阿德瓦·香登、女主角塞伊
拉·沃西来到现场与观众交流，并品尝了乐
山叶儿粑和冰粉等四川特色小吃，自认吃货
的导演对美食赞不绝口，女主角则表示，自
己是第一次出国，来到成都，对这里的一切
都非常喜欢，真的就“不想走了”。两人还用
手语欢迎聋哑人也来观看影片。

在《摔跤吧！爸爸》中饰演女儿“小吉
塔”的年轻女演员塞伊拉·沃西，此次在戏
中挑起大梁，出演勇敢追梦的女孩尹希

娅。为了演好角色，她不仅要练习唱歌、弹
吉他，还跟专业人士学习唱歌时如何控制
表情、控制呼吸，希望拥有超越上一部电影
的表演。对于塞伊拉·沃西的表现，导演阿
德瓦·香登赞不绝口：“在十四五岁的小演
员里，能像她这么有天赋的实在少见，她的
演出，让人觉得她就是尹希娅。”

塞伊拉·沃西坦言，私下里自己的性格
比较内向，遇到很多事情会放在心里，但这
次的角色却是一个为了梦想不顾一切，脾
气有点暴躁的女孩，这给她的表演带来一
定难度。

戏中，塞伊拉·沃西再度与《摔跤吧！

爸爸》中的父亲阿米尔·汗合作。阿米尔·
汗在片中饰演尹希娅的人生导师。塞伊拉
说，与上次严肃的父亲相比，这次阿米尔·
汗在戏中的角色更为幽默，也有不少喜剧
桥段，常常身穿花哨的服装，肢体动作也特
别夸张，在对戏时，自己常忍不住笑场，拍
片现场的气氛也十分轻松。“很多人都以为
阿米尔·汗先生很严格，其实我的压力并不
来自他，而是来自自己，我希望把事情完成
得更好。”塞伊拉·沃西说，她还现场模仿阿
米尔·汗在真实生活中的模样，让全场观众
笑声一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羽啸

老朋友再续前缘
老甲A川军
有了新战袍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贾
知若）“因为足球，所以有
缘！”18日，在一场冠名仪式
上，原四川全兴足球俱乐部
总经理黄建勇以这样一句
话结束了他的献辞。20年
如白驹过隙，他再次与余东
风、王茂俊、魏群、姚夏等一
众老全兴走到了一起，这也
意味着，从2018年起，全国
老甲A联赛的“应届亚军”
四川队，将穿上新冠名战
袍。

20年前曾经在中国足
坛掀起黄色旋风的四川老
甲A足球队的成员，在阔别
20年后，当天齐齐亮相。记
者看到，前国家队队员、老
甲A川军的队长魏群，率姚
夏、邹侑根、高健斌、李庆、
史永强、刘斌、刘文韬、许
辉、杨哲、何大旗、王永明、
晋松、李志刚等四川老甲A
成员，很早就来到了活动现
场。此外，老甲A川军的两
任主教练余东风和米罗西、
两任领队王茂俊和吴廉，也
专程赶来助阵。

活动以一曲雄壮的老
甲 A 队歌拉开序幕，将现
场的气氛拉回到20年前的
峥嵘岁月，参加活动的大
部分都是35岁以上对那段
岁月记忆犹新的人，大家
仿佛又看到了席卷神州大
地的黄色旋风。当年，杨
肇基为董事长、黄建勇为
总经理的四川全兴足球俱
乐部，创造了四川足球职
业联赛的最好成绩。而
今，黄建勇在自己创业的
时刻，再度冠名老甲 A 川
军，他说：“当年我有幸与
球队一起并肩战斗，经历
了很多的成功与喜悦，也
承受了无数的挫折和失
利，这段战斗的情谊是一
生也无法忘怀的。”

当然，怀旧不是这次活
动唯一的主题，老队长魏
群感叹道：“我们从小与足
球 结 缘 ，一 生 与 足 球 有
缘。今后将为四川青少年
的培养做出自己的努力。”

又一部印度电影“催泪”来了
印度电影《神秘巨星》19日将
登陆国内院线，该片讲述了
印度少女尹希娅突破歧视与
阻挠坚持音乐梦想的励志故
事。

1月18日，该片导演阿
德瓦·香登、女主角塞伊拉·
沃西在成都举行了片宣活
动，与观众交流看片心得。
值得一提的是，因《摔跤吧！
爸爸》而蜚声影坛的“父女”
此次再度携手，只是这次的
人物关系是“师生”。

打大满贯
进入正赛就是突破

这对姐妹花，今年一个18岁，一个19岁，在
教练心中，她们一个“肯吃苦、爱动脑”，一个“脑
袋反应快，敢打敢拼”。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网
球管理中心教练肖旷介绍，这次他们对澳网的期
待是“能学到大满贯赛事里球员们的点点滴滴，
争取能收获更多经验。”同时，肖旷希望两名女弟
子“一步一个脚印，先争取排进大满贯。”

2017 年是这对四川网球姐妹的爆发之
年。上半年，蒋欣玗、汤千慧两人参加ITF比
赛，在单打和双打比赛中均取得长足
的进步，尤其是在双打方面，两人搭
档已经取得了4冠2亚的佳绩。去
年7月31日，她们首次参加WTA江西
网球公开赛，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女双冠军，
汤千慧也成为获得WTA网球公开赛冠军最
年轻的选手。

在澳网女双首轮，川妹子组合遭遇德国组
合巴瑟尔/维特赫夫特，虽然对手双打排名不
高，但单打却实力不俗，巴瑟尔排名48位，维特
赫夫特排名51位，两位个人能力出众的选手搭
配在一起，自然很难对付。当然，能够参加大满
贯正赛、感受顶级网球赛事的氛围，对于这对四
川小花来说，已经是不小的突破和宝贵的经历。

川妹子“重返”澳网女双

大满贯一轮游
也是一种收获

在刚刚结束的澳网女双首轮比赛中，一对川妹子——蒋欣玗和汤千慧出场，这是继郑
洁、晏紫之后，又一对四川本土网球运动员登上大满贯赛场。首次登场，她们以6：7、5：7
遗憾不敌德国组合蒙娜·巴瑟尔/维特赫夫特，止步首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1月18日，蒋欣玗（左）/汤千慧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