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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网夺冠能为一个赛季定调”
——对话“九冠王”德约科维奇

▲2月21日，国际米兰队球员劳塔罗·马
丁内斯（前左）在攻入球队第二粒进球后庆祝。

当日，在意甲联赛第23轮比赛中，国际米
兰队客场以3∶0战胜AC米兰队，吹响了冲击
联赛王座的集结号。

新华社发（阿尔贝托·林格利亚摄）

▶2 月 21 日，摩纳哥队球员迪奥普
（前右）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当日，法甲联赛第26轮比赛上演国
家德比，巴黎圣日耳曼队主场以0∶2不敌
摩纳哥队。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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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巴塞罗那队球员梅西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当日，在2020-2021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24轮比

赛中，巴塞罗那队主场以1∶1战平加的斯队。 新华社/路透

三个女人“一台戏”
齐约“唱好”奥运会

2月22日，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在活动开始时致辞。
当日，中国篮协在北京举行了 2021 年首次媒体之家活

动，活动上介绍了中国男篮集训队春节备战亚洲杯预选赛等
相关事宜。 新华社记者 孟永民摄

据新华社堪培拉2月21日电（记者岳
东兴、郝亚琳）21日晚，在以刷新纪录的方
式第九次夺得澳网男单冠军后，塞尔维亚

“天王”德约科维奇赛后对新华社记者说，
每一次夺得这项大满贯赛冠军后，都能为
他新的赛季起到“定调”的作用，这是他每
次到墨尔本参赛总有额外动力的原因。

当晚，在被他称为熟悉得就像“我家客
厅”的罗德·拉沃尔球场，这位头号种子选
手以 7∶5、6∶2、6∶2完胜 4号种子梅德韦杰
夫，夺得他生涯第 18 个大满贯赛单打冠
军，将与另外两位“天王”纳达尔和费德勒
（都为20个）的差距缩小为两个。

在赛后的视频新闻发布会上，德约科
维奇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他很幸
运在职业生涯能有九次以澳网夺冠的方式
开启新的赛季。

“我一直有额外的动力，力争在澳大利
亚赛程中有好的表现，特别是在澳网，这是
因为我知道如果在这里夺冠，那会给我在
那一年剩下时间的‘航行中’带来‘很大的
风’……某种程度上，那会给我一个赛季的
剩余时间定下基调。”

回顾过去12个月，特别是自己经历了
感染新冠病毒、受伤等困难，德约科维奇
说，去年确实极其不易。

当有媒体问到，这九次夺冠经历中，今
年这次是否最艰难时，德约科维奇表示，从
情绪上来说确实是最具挑战性的。“每一次
都不同，难以比较，但今年有受伤、场外因
素、隔离等情况，从情绪上来说的确是我所
参加过的最具挑战性的大满贯赛。过去四
周，就像坐过山车似的。”他说。

荣耀与争议并存 “澳网之王”只做他自己
新华社记者 岳东兴 郝亚琳

当“费天王”因身体状况没来参赛，当
“红土之王”纳达尔被希腊帅哥西西帕斯挡
在四强之外，当“这届大满贯将被下一代球
员接管”的声音出现，“九进决赛、九度夺
冠”的德约科维奇用霸气表现回应——“我
并不觉得自己老了”。

连续第三年加冕“墨尔本公园之王”，
德约科维奇2月21日晚直落三盘击败梅德
韦杰夫的决赛，看似打得轻松流畅，但其实
在夺冠前大半年，塞尔维亚“天王”经历了
不少质疑和挫折。他所承受的压力和批评
声，用他赛后的话说：“我也是人。（那些话）
当然很伤人。”

去年6月，他因在疫情下组织一场表演
赛遭到外界批评，一些选手和家人陆续确
诊感染新冠。随后，德约科维奇证实自己
和妻子新冠检测也呈阳性，进入14天隔离。

接下来到了 3 个月后的美网，他因击
球意外打到司线裁判，被取消比赛资格，26

连胜的势头遭遇“突然死亡”，他也再次遭
到批评和质疑。

上月抵达澳大利亚隔离14天，他住在
阿德莱德的套房里训练不受影响，但因向
主办方建议改善选手们整体的隔离条件，
再度成为舆论焦点。他被批评耍大牌，不
顾当地社区的健康安全……

一系列的批评没有将德约科维奇击
倒。因为只要他踏上墨尔本公园的球场，
哪怕是第三轮出现了他赛后所说的带伤坚
持，这位世界第一男单选手，所展现出的网
球才华和超强的运动能力，无人能够质疑，
也无人能够匹敌。

21日晚，当锁定胜局的一刻来临，在罗
德·拉沃尔球场潮水般的掌声中，他扔掉球
拍，躺倒在地，挥动双拳，激情呐喊，既为自
己以刷新纪录的方式九度加冕而激动，也
将承受一段时期的压抑尽情释放。

还记得去年夺冠时，德约科维奇在谈到
不断取得成功的原因时，讲述了他在塞尔维
亚的成长经历。“那时有一段困难时期，有过
战争，我们需要排队等着领面包、牛奶等必
需品。那些事会让你不论选择做什么，都会
变得更强大，都会对成功更渴望……”

与费德勒和纳达尔共处一个“天王闪
耀”的时代，德约科维奇或许在场外不如两

位“天王”更接近完美，不过他说两位伟大
的对手一直在激励着他。“因为我们在把彼
此不断推向极限……只要他们打下去，我
也会一直打。”

33岁的德约科维奇比纳达尔小1岁，比
费德勒小6岁，他的大满贯赛冠军数量目前
比他们二人各自的20个少2个。参照塞尔
维亚人目前的状态和水准，许多人认为，他
将有能力创造一项男子网坛新纪录。

不论他能否如愿，这个男人的故事，总
会有成功和荣耀之外的另一面——他是网
坛巨人、领军人物，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
欢他。 （新华社堪培拉2月22日电）

2月22日，2021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男单冠军塞尔维亚选手德约科维奇在墨尔本布赖顿海滩展示奖杯。 新华社发（胡泾辰摄）

据新华社东京2月19日
电 （记者王子江）新任东京
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和重新
担任日本奥运大臣的丸川珠
代19日会见了东京都知事小
池百合子，三位女性都承诺
将采取一切措施控制疫情，
保证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桥本前一天就任东京奥
组委主席后，她在内阁中奥
运大臣的职位由丸川珠代接
替，丸川珠代曾在 2016年至
2017 年担任过奥运大臣。
这样，直接负责东京奥运会
工作的三个最重要岗位全部
由女性担任。

据 日 本 放 送 协 会
（NHK）报道，小池当天晚上
在东京都政府大楼接待桥本
时说：“我已经要求市民采取

措施防止疫情的传播，当然
为了举办奥运会，我们还必
须将具体的防疫措施一一落
实。”

桥本则表示：“我们将采
取坚定的措施对付新冠疫
情，我想与小池知事一道，尽
快决定防疫措施，以保证比
赛的成功举办。”

丸川珠代当天晚上也前
往市政厅会见了小池，这位
前电视台知名主持人说：“我
们将密切合作，采取彻底措
施防止感染，共同创造一个
安全可靠的办赛环境。”

对于三个岗位都由女性
担任的问题，小池说，在这方
面，日本终于达到了世界水
平，尽管这一切都来得晚了
些。

两部委：2025年社会足球
场地全面开放

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
电 国家体育总局 22日在其
官网公布，国家体育总局和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
发了《关于加强社会足球场
地对外开放和运营管理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提出到 2025 年，社会
足球场地全面开放，初步形
成制度完备、权责明确、主体
多元、利用高效的社会足球
场地长效运营管理机制。

《指导意见》要求社会足
球场保障使用功能确保开放
时间。鼓励各地依托已建社
会足球场地，因场办赛，广泛
开展足球赛事活动，强调社
会足球场地优先保证用于开
展足球活动，严禁任何单位
或个人擅自改变政府投资和
享受政府补助的社会足球场
地的功能。

《指导意见》指出要科学

管理社会足球场，建立健全
管理制度，强化日常管理。
鼓励建设信息数据服务平
台，采用智慧管理系统，鼓励
社会力量承接政府投资社会
足球场地的运营管理。要求
对社会足球场开展绩效评
价，建立奖惩机制。

《指导意见》强调要完
善社会足球场配套设施，提
高运营效益，鼓励多元利
用，支持延伸足球产业链，
支持为学校青少年提供场
地、教学、培训服务，推进体
教融合。

《指导意见》还要求各地
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
社会足球场地运营管理的指
导和监督管理，将社会足球
场地运行、维护经费纳入本
级预算管理，加大财政支持，
确保社会足球场地设施、设
备正常运行和持续服务。

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
大部分3月比赛推迟

新华社吉隆坡2月19日
电 （记者林昊）亚足联 19日
表示，考虑到亚洲地区因新
冠肺炎疫情导致的旅行限制
和隔离措施，在与亚足联下
属协会磋商后，亚足联与国
际足联共同决定，推迟大部
分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亚
洲区第二轮预选赛，即 40强
赛暨中国亚洲杯预选赛第二
轮剩余比赛。

亚足联表示，原定 3 月
25 日和 3 月 30 日举行的 40
强赛第7和第8个比赛日，只
有3月25日D组沙特阿拉伯

对也门和F组塔吉克斯坦对
蒙古国、3 月 30 日 B 组尼泊
尔对澳大利亚和F组蒙古国
对日本的比赛将按原定赛程
进行。

40强赛第 7和第 8个比
赛日剩余比赛及第9和第10
个比赛日的比赛，将以赛会
制形式举办，在 5月 31日至
6 月 15 日的国际比赛日进
行。为确保赛事顺利完成，
亚足联将向各参赛会员协
会发出申办邀请，会员协会
可申办该球队所在小组的
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