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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1点，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在上百

位记者的见证下，李娜正式召开了自己的退役

新闻发布会，亲口对外界，也对自己热爱的网

球说出再见。李娜说，原本她认为发布会会在

轻松的氛围下进行，但实际情况却是才说了几

句话，眼泪就流了出来。丈夫姜山作为嘉宾在

台下双眼湿润，激动落泪，甚至有记者也泣不

成声，但即便这样，坚强的李娜仍然“独自上

场”，说出再见，甚至坚定地表示不会复出，让

球迷最后的一丝幻想也破灭了，9月30日，李娜

将在中网举行与球迷的告别活动，辉煌而又波

折的网球生涯，已成往事。

“非常感谢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说再见”，

一身运动装，扎着马尾，李娜微笑着来到大家

面前，但当说到“再见”两字时却开始哽咽，此

时李娜已经难以抑制自己的泪水。简短的发言

后，李娜将话语权交到媒体手中，这远比说出

再见二字容易得多。 谈到自己的职业生涯，李

娜坚定地表示：“我很满意自己的网球生涯，

现在是最好的时间， 我没有任何的遗憾和后

悔。我曾经问过自己，会不会后悔。我的内心告

诉自己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尽力了。”许多网

球明星在退役后都选择复出，不少球迷仍然希

望李娜能够重返赛场，但在昨日的新闻发布会

上， 李娜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这样做，“既然选

择退役， 我的人生就会进入下一个篇章。”李

娜的下一个篇章指的就是开办网校，这是她的

梦想，退役后的李娜将会定居在中国，不过具

体哪个城市要根据网球学校的地址而定。半个

小时的发布会，时间过得很快，离开时，李娜收

起了眼泪，露出微笑，转身离去，留下一个时代

的背影。

满意网球生涯 不后悔退役 不会再复出 将会定居中国……

亲口说再见 娜姐泪流满面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现场见证李娜退役发布会

关于李娜

“希望她和姜山能够长相厮守”

成都商报：李娜明天召开退役发布

会， 您如何评价合作了两年的李娜？对

她的退役选择怎么评价？

卡洛斯：

我给李娜的评价一直都是

一样的：不可思议的运动员、不可思议

的冠军、不可思议的人。李娜退役是一

个非常正确的决定，生活永远比网球更

为重要。

成都商报：外界都在说，李娜退役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你与她结束合作，这

对李娜是巨大的打击。真实情况是这样

吗？

卡洛斯：

对不起，这个你只有去问

李娜才知道。

成都商报：您想对李娜送上怎样的

祝福？

卡洛斯：

我希望她和姜山能够长相

厮守，好好享受他们的家庭生活。李娜带

给了我们很多惊喜和快乐， 她有权利做

出更好的选择，享受更加快乐的生活。

李娜启示

“她是小球员们成功的样本”

成都商报：在您看来，李娜的成功

对未来中国球员征战国际赛场有什么

启示？

卡洛斯：

我希望李娜能够成为中国

打网球小孩子们一个成功的样本，我和

她合作了近两年，我会把这些经验传授

给这些小孩。

成都商报：在中国、在匠心之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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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多时间， 您觉得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有什么遗憾吗？

卡洛斯：

在管理经验和领导能力方

面我都受益匪浅，但是挑战仍然非常巨

大，文化差异和生活模式的转变就是很

大的挑战。至于遗憾方面，我从来不会

往回看，我总是会非常感兴趣并且100%

专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成都商报：告别李娜时代，您对中

国网球的发展有何建议？您看好哪些中

国的年轻球员？

卡洛斯

：在几年过后，中国将成为世

界前三的网球大国，要想把网球发展好，

就必须拥有长远的规划并且一帮人合作

来努力推动。 之前的中国网球在这方面

很缺乏，中国网球市场的潜力，年轻球员

的天赋都摆在那儿， 但如果没有长远的

规划，很难培养出未来的大满贯冠军，观

念上的改变， 是中国网球目前最需要做

的事情。

未来规划

“希望培养出下一个李娜”

成都商报：李娜退役了，下一个李

娜会出自于您工作的匠心之轮吗？

卡洛斯：

这很难说，不过这当然是

我希望在未来达到的目标，虽然我知道

这非常难并且需要很长时间。

成都商报：能介绍一下您在匠心之

轮的角色、工作吗？

卡洛斯：

首先是要为学校建立一个

长远的规划，其次，为了实现我们的目

标，我会制定相应的网球策略，将学员

分类， 同时进行教练的多元化培养。对

不同年龄阶段和水平的学员我们会制

定不同的训练，然后给他们更多的训练

及比赛的机会， 比如创办 “匠心之轮

杯”， 专业的球员和网校的学员能够在

这里进行比赛。此外，在教练的培训方

面也是我负责， 每个月都会开两次会，

了解各位教练的教学进程，做出评估和

及时的调整。

成都商报：从接受的教学、培养的

模式等方面，匠心之轮的学员与中国其

他网球运动员有何不同？

卡洛斯：

我认为更多的不同还是在

学习和训练方面，我们更重视学员的质

量而非数量。我们非常重视学员的体能

训练和预防伤病教育，确保每一个来我

们这儿的学员都能有一个健康的成长

环境。

成都商报： 未来在中国计划是什

么？

卡洛斯：

我不喜欢现在就为自己的

以后做计划，这就像人生，谁也不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现在想做的就是

保持动力和兴趣，去面对下一个挑战。

“我觉得卡洛斯对于我的职业生涯来说非常关

键，也是对我帮助非常大的教练，如果可以的话，我

会非常真诚邀请他来我的网球学校当教练 。”

———李娜昨日再次感谢卡洛斯

成都商报专访李娜退役

前最后一位教练卡洛斯

“

”

“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晶 李博

发自北京

“你引领我超越极限”。在李娜的退役声

明中， 她将这句话送给了自己征战职业网坛

的第三位外籍教练， 也是她退役前的最后一

位教练卡洛斯·罗德里格斯。在经历了法网成

功后的低迷， 卡洛斯陪伴李娜获得了澳网冠

军， 并且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女子网球运动

员。卡洛斯带领李娜超越极限，也陪李娜走到

了最后，李娜与卡洛斯牵手，背后还有一位幕

后英雄，那就是匠心之轮的创始人丁叮。成都

商报记者前日来到北京匠心之轮国际网球学

校， 如今的卡洛斯安心在这里经营自己的网

球事业，而作为他的老板兼合伙人，丁叮向我

们讲述了匠心之轮与李娜这次合作的始末。

合作开始

“匠心之轮”牵线让两人牵手

2011年6月， 李娜在罗兰加洛斯获得法

网冠军，但在这之后，李娜的温网和美网却

与外界的期待差别很大，连她自己也非常不

满意，美网过后，李娜与教练莫滕森分手。在

这之后，丈夫姜山开始兼任教练角色，不过

在这段时间中，兼任教练的姜山在这个职位

上的表现并不能让李娜满意。 思考再三，李

娜还是决定再次聘请一位高水平外教。

经纪公司IMG承担着替李娜选帅的重要

任务，最初他们给李娜提供了一份3人名单，都

是名帅。在这个3人名单中，李娜最倾向的就是

卡洛斯。不过此时的卡洛斯已经是匠心之轮国

际网球学校的股东，全权负责学校的教练培训

和教学工作。与7届大满贯单打冠军海宁长达15

年的合作让卡洛斯享誉网球界，许多知名球员

都想请他当教练，不过他都没有出山。此时李

娜已经30岁， 这时候与李娜合作充满挑战，这

也是卡洛斯非常期待的。卡洛斯的想法得到了

匠心之轮创始人丁叮的支持， 最终在2012年9

月，卡洛斯成为了李娜的新教练。

到达巅峰

卡洛斯婉拒李娜“大红包”

卡洛斯和李娜的合作很快擦出火花。没有

比赛的时间里， 李娜会来到匠心之轮训练。为

了离网校更近，李娜和姜山住在市区的一家五

星级酒店，每天8点半，她就会来到学校训练，同

时也接受卡洛斯的指导。中午，在用过午餐后，

李娜会到网校的运动员公寓休息，下午继续训

练，除了提供场地外，匠心之轮也会给李娜提

供体能师等帮助，这样的生活周而复始。

在与卡洛斯相处的日子里，李娜几乎没

有和他发生过不快。今年年初，李娜在澳网夺

冠，夺冠后，为了表示对卡洛斯的感谢，李娜

为卡洛斯准备了一个“大红包”，不过卡洛斯

并没有接受。据丁叮透露，李娜和卡洛斯的合

作其实并没有明确的合同期限，高达7位数的

年薪也不是给卡洛斯，而是给匠心之轮。虽然

是匠心之轮的股东，但卡洛斯占有的股份并

不高，他的收入由丁叮支付，另外年底会有相

应的分红。与李娜的合作中，卡洛斯的收入与

李娜的成绩以及奖金并没有关系。

最终分手

卡洛斯一度不忍心摊牌

澳网夺冠后，32岁的李娜渐渐感受到伤

病对自己的伤害，法网首轮出局，温网第三

轮出局，而就在这个时候，卡洛斯却选择和

李娜分手。实际上，为了这次分手，卡洛斯准

备了接近一年， 当他真正提出离开的时候，

李娜仍然伤心落泪。

虽然成为了李娜的教练， 但卡洛斯并没

有丢下匠心之轮的工作，卡洛斯离去后，丁叮

开始感觉到学校的工作受到影响。1年李娜要

打18站比赛，而卡洛斯会陪李娜参加11站，过

多的精力牵扯让他无暇顾及学校的工作。去

年9月美网结束后，丁叮告诉卡洛斯，学校需

要他回来， 对于丁叮的想法， 卡洛斯表示认

同，但他同时也不甘心。在决定成为李娜教练

时，卡洛斯和丁叮曾经制定了两个目标，一个

就是再获得一个大满贯， 另外一个就是让李

娜进入世界前三。终于在今年年初，李娜在澳

网夺冠后，卡洛斯完成了目标。今年3月，在与

丁叮的交谈中， 卡洛斯再次表达了回到学校

的愿望，“我们学校普通学员的学费一年是

22.7万元， 许多家长将孩子送到匠心之轮，就

是冲着卡洛斯来的，他不在，对于学校确实有

很大影响。”在卡洛斯与李娜合作一年半后，

丁叮非常急切地希望他能够回到学校。 不过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李娜成绩下滑， 状态不

佳， 这让一度想要开口离去的卡洛斯心生不

忍，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温网。 温网开始

前，卡洛斯告诉丁叮，无论李娜在温网取得什

么成绩，他都会和李娜摊牌。最终，在李娜第

三轮出局后，卡洛斯向李娜请辞。

李娜的3任外教

2008

年奥运之后———

2010

年 托马斯（瑞典人）

2011

年初———

2011

年

9

月 莫腾森（丹麦人）

2012

年

9

月———

2014

年

7

月 卡洛斯（阿根廷人）

纠结了近一年

卡洛斯才与李娜分手

成都商报揭秘李娜与卡洛斯合作始末

执教李娜的同时卡洛斯还要兼顾在北京匠心之轮国际网球学校的工作

执教李娜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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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数的年薪不是给卡洛斯，而是给匠心之轮的

卡洛斯的收入与李娜的成绩及奖金并没有关系

李娜退役

赞助商不索赔

针对“索赔传闻”成都商报专访

李娜经纪团队成员和赞助商

●

与多个大品牌的合作已到期， 而短

期合作的品牌基本不受影响

●

续约的不少品牌都愿意和李娜继续

合作

,

甚至还愿寻求新的合作方式

昨日新闻发布会上， 李娜动情流泪。虽

然已经离开职业网球赛场，但在场外，李娜

仍然背负着不少商业赞助合同，李娜突然退

役，是否会找到赞助商索取违约金成为不少

人关心的问题。成都商报记者近日来突破重

重阻碍，采访到一位李娜经纪团队成员以及

某赞助商，他们都明确表示，赞助商不会向

李娜索赔，一些仍在合同期内的赞助商将和

娜姐继续合作。这位李娜经纪团队的成员向

成都商报记者介绍，其实李娜身背的合同并

不像外界认为的那么多，像蒂芙尼、中华等

品牌只是短期合作，基本不受影响，而在一

些大的赞助商中，哈根达斯、昆仑山等品牌

与李娜的合作已经到期，根本不存在索赔问

题。而另外一些品牌，像劳力士和奔驰已经

在之前续约，即便李娜退役，他们仍然希望

李娜能够继续代言，毕竟能达到李娜成就的

运动员在国内极少，不少品牌都愿意和她长

期合作。

不少赞助商早有“情感营销”准备

“敢出头的鸟才配飞更远。向飞翔了

15年的出头鸟致敬。” 在李娜发出退役声

明后不到半个小时， 她多年的赞助商耐克

公司在自己的官方微博发表了自己的广告

文案，从广告的精心设计来看，耐克方面是

早有准备。 由于李娜将会退役的消息在前

一天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 因此不少她的

赞助商早已开始准备， 希望打好这次宣传

战。几大赞助商，在李娜发表退役声明后先

后发布广告文案， 在表达对李娜支持的同

时，也为自己的品牌做了一次漂亮的公关。

在李娜退役， 球迷伤感表达怀念之情的时

候，赞助商们的“情感营销”很容易就俘获

了这些人的心， 比平时普通的广告传播率

更高。

赞助商表态：不会索赔，会寻求新合作

去年9月， 李娜成为杞动力饮品的形

象代言人。 李娜宣布退役后，“李娜面临

赞助商索赔”的消息也开始在网上流传。

对于传言， 杞动力品牌创始人阮世忠表

示，“李娜退役很突然，我们也感到遗憾，

但对于她的决定我们也表示支持，希望她

一切顺利。”李娜与杞动力的代言合同为

期两年，签约一年后，李娜因伤病退役，对

此， 阮世忠表示，“我们会寻找其他的合

作方式，合同会继续履行，虽然李娜退役，

但是她的体育精神感染了许多人，我们会

一直支持她。”有赞助商向成都商报记者

透露， 在李娜退役之前其实并未得到消

息，该赞助商也坦承李娜退役打了他们一

个措手不及，不过他们仍不会考虑向李娜

索赔。

人退,

商业价值不退

李娜退役， 对于她本

人和赞助商来说究竟有多

大损失？ 是否如传言所说

李娜会遭到赞助商索赔？

在体育营销专家张庆看

来， 这个问题不需要太过

担心。“李娜的经纪公司

IMG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公

司，我相信在退役前，他们

已经就这个问题和赞助商

们交换过意见。” 在张庆

看来，李娜是职业球员，职

业球员必须考虑赞助商的

利益， 如果所有赞助商都

强烈反对， 球员很难单方

面就宣布退役。 李娜与赞

助商的合同中，对于排名、

参赛有什么具体规定外界

难以知晓， 如果合同中没

有对于这些条款有具体的

说明并不会涉嫌违约。而

且，即使李娜退役，她仍然

拥有很高的曝光率和关注

度，姚明就是个例子，因此

赞助商即便和她继续合

作， 宣传效果也不会受到

很大影响。

专家看法

娜

教练

今年温网后，卡洛斯向李娜请辞，却没想到李娜当

场落泪，温网第三轮比赛成为两人合作的告别战，也成

为了李娜职业生涯的谢幕演出。两个多月过去了，如今

的卡洛斯回到北京匠心之轮网球学校，继续自己的网球

事业。李娜退役消息传出后，外界普遍猜测与卡洛斯分

手是李娜决定退役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许多人都

想采访卡洛斯，但对于李娜，卡洛斯却不愿意多谈。经过

多方努力，卡洛斯最终接受了成都商报的采访，对于李

娜的退役他表示支持，同样，他也表示自己会将与李娜

的合作经验传授给更多的中国小球员。

娜

商业

生活比网球更重要

李娜

退得明智

娜

现场

北京匠心之轮国际网球学校创始人丁叮

匠心之轮国际网球学校的宣传广告上卡洛斯的形象赫然在目

卡洛斯带领李娜在法网夺冠后走向事业的新巅峰

李娜在发布会现场激动落泪

网坛名帅

卡洛斯

卡洛斯·罗德里格

斯,生于1965年，阿根廷

人，因为与海宁15年的合

作而在国际网坛声名鹊

起， 在他的指导下海宁7

夺大满贯女单冠军，卡洛

斯也因此成为网坛一代

名帅。在他的帮助下李娜

获得澳网冠军，达到世界

排名第二的历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