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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莽击球击中司线裁判脖子

德约科维奇被美网取消比赛资格
26 连胜以戏剧性的方式结束

“

在丢掉发球局后，
看上去有些生气沮丧的德约科维奇将
口袋里剩余的一个网球击向自己身后，
结果却不偏不倚打中
一位司线的脖子，
这位司线当时就倒地，
看上去有些痛苦。

本报讯 不会有人想到德约科
但同时表示规则就是规则。
“组委会
维奇会以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今年的
照章办事，也只能如此，不过这真是
美网征程。昨天凌晨结束的美网男
个很艰难的决定。”
单 16 强赛中，头号种子、世界第一
男单 5 号种子、德国人兹维列
德约科维奇在自己的一个发球局遭
夫也觉得有些意外。他说：
“组委会
破发后，将球击向身后，却意外击中
是在履行职责，不过对德约科维奇
一位司线裁判，随后组委会根据规
而言真是很不走运。假如那球打在
则取消了德约科维奇参加本次美网
别的地方，可能也就不会是这个结
的资格。德约科维奇赛季 26 连胜
果了。”
戛然而止。
尽管德约科维奇明显不是故意
在这场第四轮比赛里，德约科
的，意外发生后，德约科维奇也非常
维奇对阵西班牙球手布斯塔。首盘
担心司线的安全，但组委会在随后
第 11 局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局中，德
发布的声明里表示，取消德约科维
约科维奇发挥不佳，且在一次救球
奇参赛资格是按照竞赛规则做出的
当中左肩貌似有些挫伤，在丢掉发
决定，相关规则规定，球员在赛场上
球局后，看上去有些生气沮丧的德 “蓄意将球击出对他人造成危险的，
约科维奇将口袋里剩余的一个网球
或者对后果不负责任的随意击球”，
击向自己身后，结果却不偏不倚打
都有可能造成球员被驱逐。
中一位司线的脖子，这位司线当时
声明说，由于违规行为，德约科
就倒地，看上去有些痛苦。
维奇还将失去在美网的所有排名积
随后主裁、组委会相关官员和
分以及比赛所获得的奖金。此外，
德约科维奇讨论了 10 分钟，其间德
美网组委会还将对他进行罚款。
约科维奇看上去还在解释自己的行
德约科维奇的遭遇并不冤枉，
为，不过最终组委会还是取消了德
此前也有几位球员因为愤怒、沮丧
约科维奇的比赛资格，布斯塔则在
等情绪而随意击球、无意打到人而
第一盘 65 领先时获得了这场“意
被取消比赛资格。比如在 2017 年
外”的胜利，跻身男单八强。
的一场戴维斯杯比赛中，加拿大新
布斯塔赛后也表示有些惊讶， 星沙波瓦洛夫击球打中主裁判的眼

睛被取消资格。遥远的 1995 年温
网比赛里，英国球员亨曼在双打比
赛中随意击球打中一个球童而被剥
夺比赛资格。赛后，亨曼拿着鲜花
主动找到球童再次道歉。
2020 年 对 于 德 约 科 维 奇 而 言
充满了各种起伏，年初获得澳网冠
军，让他逐渐比肩费德勒、纳达尔的
成就，在疫情期间他却在自己组织
的一系列表演赛中感染新冠病毒，
此外还有数位参与球员、教练和球
员家人感染新冠病毒，尽管无法确
认感染来自何方，但是该表演赛和
很多相关活动因为缺乏防护意识而
广遭诟病。
本次美网费德勒、纳达尔由于
各种原因未能参赛，是德约科维奇
冲击冠军、缩短同费德勒和纳达尔
大满贯冠军数量的绝佳机会，却没
有想到以这种让人瞠目结舌的方式
宣告出局，此前 26 连胜的势头也遭
遇“突然死亡”。
德约科维奇出局后，剩下的男
单参赛选手中没有一人曾获得大满
贯单打冠军，这也意味着无论谁最
后捧起冠军奖杯，都将是职业生涯
中获得的首个大满贯冠军。
（新华 新京）

德约科维奇（右）询问司线裁判情况。新华社/美联

“

美网组委会声明，取消德约科维奇参赛资格是按照竞赛
规则做出的决定。相关规则规定，球员在赛场上“蓄意将球击
出对他人造成危险的，或者对后果不负责任的随意击球”，都
有可能造成球员被驱逐。

小德道歉：

我错了，
但绝对不是故意的
本报讯 德约科维奇误伤司线
被美网取消比赛资格，赛后，他通过
社交媒体向受伤司线、美网以及所
有被他行为影响的人道歉。
德约科维奇对此感到很沮丧。
他说：
“ 今天的状况让我十分难过，
大脑至今一片空白。我对此感到非
常抱歉，让那位司线感到紧张了，幸
好没事。我绝对不是故意的，不过

这种行为是绝对错误的。我回去得
好好反思一下，作为球员、作为一个
普通人，我都需要吸取教训。”
按照赛事规则，德约科维奇有
权提起申诉。但因为当值主裁在做
出判罚前已经与美网赛事总监沟通
过，比赛结果已不会更改，德约科维
奇也放弃了上诉。
“至于被判出局，我需要回去努

力转化我的失望，将它转化成我作
为一个球员和一个人不断成长和进
化的重要一课。”德约科维奇在声明
中也向美网，以及所有被他的行为
影响的人道歉，
“我十分感谢我的团
队和家人，他们是我坚强的支柱，还
有我的球迷们，他们永远和我在一
起。谢谢你们，我很抱歉。”
（孙海光）

90后首个大满贯即将到来
本报讯 德约科维奇因误伤司
线被美网取消比赛资格，男子网坛
就此将迎来新的大满贯冠军。
过去十几年，三巨头费德勒、纳
达尔和德约科维奇彻底统治了男子
网坛，他们一共拿下 56 个大满贯冠
军。在三巨头的垄断下，男子网坛
90 后球员长时间难有出头之日，至
今未曾染指过大满贯。反观女子网
坛，2000 年出生的安德莱斯库去年
已经拿到了美网女单冠军。
本届美网，费德勒和纳达尔均

未参赛，德约科维奇的第 18 个大满
贯看上去只是时间问题。男单 16
强中，德约科维奇与其他 15 名球员
的大满贯冠军数量比为 170。如
果不出意外，本周末这一数量对比
很可能来到 180。不过随着德约
科 维 奇 的 这 次 意 外 ，男 子 网 坛 90
后，乃至 00 后将迎来首个大满贯。
而大满贯赛上一次男单八强中同时
没有费德勒、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
还要追溯到遥远的 2004 年法网了。
在德约科维奇意外出局后，目

前还在签表中的蒂姆、梅德韦德夫、
兹维列夫、戈芬、丘里奇等人都成为
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稍早结束的两
场比赛，5 号种子兹维列夫 30 战
胜佛基纳，27 号种子丘里奇 30 战
胜汤普森，两人均是职业生涯首次
打进美网男单八强。去年一次采访
中，兹维列夫曾表示 2020 赛季的某
个硬地大满贯赛或将迎来新的冠
军。一周后，兹维列夫的这一预言
将成为现实。
（孙海光）

小德连续遭遇道德和信任危机

德约科维奇离场。新华社/美联

也许这是很多人都想不到的一
幕。球场上一贯以稳定著称的德约
科维奇，今年连续遭遇道德和信任
危机，以至于不断遭到“坏小子”克
耶高斯的揶揄。澳大利亚人自然不
会放过这次机会：
“要是我做了这样
的丑事，我会被禁赛多少年呢？10
年还是 20 年？”
今年以来，德约科维奇的争议
事件实在太多了。
今年 6 月，欧洲各国的疫情有
所控制，德约科维奇在塞尔维亚等

过举办慈善赛事，请来一众大牌球
星，又是打篮球又是去蹦迪，结果，
多人事后新冠检测呈阳性，小德夫
妇也未能幸免。各界都批评他不负
责任。奇怪的是，来到美网的小德
被问起此事，竟然拒绝道歉。
而 在 美 网 前 夕 ，小 德 宣 布 从
ATP 球员工会辞职，另外成立新的
球员工会组织“PTPA”。尚且不论
新组织的成立对球员以及对网球这
项运动的发展究竟是好是坏，但它
确实引发了网坛地震。整个网球世

界 极 为 困 难 、最 需 要 团 结 一 致 的
2020 赛季，小德一手制造了又一起
不稳定因素，加重了身处其中每个
人的不安全感。争取权益不是坏
事，但时机选择是否恰当，是否真的
在这个艰难时刻有益于这项运动本
身，也确实有待商榷。
这一次，
“击中司线脖子被判
负”成为他此刻的一个标签，并会随
之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无论他的
道歉声明多么虔诚，这对于他的声
誉无疑又是一次致命打击。（艾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