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昨天凌晨，ATP 年终总决赛的决
赛场，穆雷击败小德，用最具决定性的方式，加
冕年终世界第一。不知不觉间，2016 年男子网
球年终第一的头衔，从年初大热门小德，转到穆
雷手中。作为“费纳德穆”四巨头中的小字辈，
穆雷终于拥有了世界第一的头衔。作为新的领
跑者，穆雷需要继续证明这个世界第一的货真
价实；小德身份改变，实力仍在；目前身处第 16
名的费德勒和第 9 名的纳达尔能否回归，也将
影响四巨头名号的成色。包括锦织圭、拉奥尼
奇，也证明了挑战的实力。一个更具竞争性的
男子网坛，肯定会更具观赏性。

穆雷打江山不易，
穆雷打江山不易
，
保江山更难

轨迹

穆雷登顶非浪得虚名

凭借关键一战，穆雷在年终总决赛的男单决赛
上以 6 比 3 和 6 比 4 力克德约科维奇，
首次捧起了总
决赛冠军奖杯，也首度拿到了年终男单第一称号。
从年初并不被看好，
到年终成就世界第一，
穆雷悄然
成为了领跑者。
今年初小德还保持着连胜势头。在今年法
网，小德 3 比 1 逆转穆雷后，全取四大满贯冠军，看
起来没有人可以动摇小德的霸权。同期的穆雷，
仍在调整着内部教练团队和迎接新生命降生的忙
乱和喜悦中。有意思的是，从法网决赛后，到巴黎
大师赛登顶世界第一，这段时间穆雷再未和小德
交手过。
这可能是穆雷幸运的地方。自 9 月以来，穆
雷取得 22 连胜，尤其在亚洲赛季开始后，穆雷拿
下 了 包 括 中 网、上 海 大 师 赛 和 巴 黎 大 师 赛 的 冠
军。本周 ATP 伦敦年终总决赛上，穆雷以五战全
胜的姿态向大家证明自己的世界第一称号不是浪
得虚名。
另一方面，穆雷仍需回应外界的疑问。直到巴
黎大师赛后，
穆雷对世界前五选手只取得 3 胜 4 负的
成绩。本赛季穆雷 8 个冠军中只击败了一位 TOP5
球员。在中网、上海、维也纳和巴黎夺得的 3000 分
中，
更是没遇到一位 TOP10。
明明已达世界巅峰，却仍有刺耳的质疑，对于
穆雷世界第一的含金量问题，不少球手都表示，那
都是外行人的看法。
“ 你可以说穆雷没有遇到小

拉奥尼奇

德，但这不也是小德的错吗？安迪每周都在
比 赛 ，是 诺 瓦 克 自 己 不 出 来 。”拉 奥 尼 奇 表
示，
“ 网球排名是很公平的，谁是第一就代表
谁在那一年表现得最好，与他和谁是否交手没有
关系。不管如何，穆雷都毫无疑问是 2016 年表现
最棒的球员。”
好在穆雷在代表最高水平的年终总决赛，用实
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 NO.1 实力。他连克 NO.7 西里
奇、NO.5 锦织圭、NO.4 拉奥尼奇、NO.3 瓦林卡和前
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首度捧起了冠军奖杯。
“我知
道有些人说我最近几个月没有击败世界前五的球
员，
这一周我就做到了。总是会有人出来挑错，
而你
只能去击败站在你对面的对手。
”
穆雷做到了，
他在本次总决赛上脱胎换骨，
证明
自己的世界第一是实至名归。登顶世界第一后，穆
雷面对挑战，表示会尽力而为，
“我只想一场比赛一
场比赛慢慢来，明年复制今年的成绩将会很困难。
但是现在我已经到达 NO.1，
我有动力去保持在这个
位置。
”
关于穆雷的时代是不是到来，
穆雷谦虚地说道：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话题。接下来几年我肯定想
尽力取得这样的成绩，因为我不可能一直保持这样
的状态，在 30 多岁还能打那么多比赛。接下来几
年，我肯定想尽力达到生涯最佳，赢得更多成就，但
随着年龄增长这会变得困难，
你知道，
年轻一代会一
直进步，
现在就有很多好苗子。
”

穆雷今年第一次登顶世界第一，
曾自嘲说，
自己会好好享受
这个第一，
即使只有一周。即使是穆雷自己，
也没做好成为真正
世界第一的准备，
更多的球员，
也有动力争取更好的排名。无论
是正处当打之年的小德、拉奥尼奇、锦织圭，还是处在高龄期的
纳达尔和费德勒，
都会让明年的网坛迎来花样百出的新年华。
在穆雷正式登顶年终世界第一后，
费德勒也发文祝贺穆雷，
以及今年表现出色的小德。
“德约科维奇拥有一个史诗般的赛季
开局，
而穆雷拥有一个史诗般的赛季结尾，
祝贺这两位伙计。
”
费
德勒写道。
受困伤病，今年费德勒缺席了大半个赛季，令网坛失色不
少。但穆雷认为，
无论费德勒和纳达尔，
能尽快健康回归，
“费纳
有很雄厚的粉丝基础，
不仅是因为他们在场上取得的成绩，
还有
他们的人格魅力。我希望接下来几年会变得精彩，如果他们两
人健康回归的话，加上还有一些我认为会成为不错球员的好苗
子，
他们之间有一些很有个性，
这样比赛就会很精彩。
”
本届年终总决赛，从锦织圭、西里奇到拉奥尼奇，他们的表

红黑球迷
致敬
“贝老板”
本报讯（记者 刘艾林）昨天凌晨，
意甲第 13 轮上演米兰德比。AC 米兰
在圣西罗主场与同城死敌国际米兰 2
比 2 战平。本场比赛有超过 7 万名观
意 甲
众入场，
最后一次作为 AC 米兰老板身
份观战的前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受到了主队球迷
的拥戴，他们用巨大的横幅“1986-2016”来表达对
于贝卢斯科尼的尊重和感谢。
每一次的米兰德比，
除了固有的死敌对抗、
资源
争夺、恩怨情仇等传统魅力之外，还会有新的看点。
这一次米兰德比的看点就是中国元素以及贝卢斯科
尼。在过去的数月里，两支米兰俱乐部都成为了中
资入主的球队。国米方面苏宁已经控股并开始介入
实际运作，
AC 米兰的易主交易也已经定案。因此从
某种角度来说，昨天的这一场米兰德比就是贝卢斯
科尼最后一次以老板身份亲临圣西罗球场观看自己
球队的比赛。AC 米兰的球迷们在看台上打出了巨
大的横幅，
上面有贝卢斯科尼手捧多座奖杯的图案，
并有“1986-2016”的数字，那是贝老板为红黑军团
呕心沥血30年的纪念。
本赛季AC米兰表现抢眼，
一扫前几个赛季的颓
势，
积分一直位列前三。国米近况一般，
正处在客场
5 连败之中，
不过他们在这场米兰德比中却是表现出
了不服输的血性。AC 米兰两度取得比分上的领先，
国米两次扳平，其中第二球是在比赛下半场的伤停
补时中攻中的，
引发国米球迷沸腾和疯狂的庆祝，
国
米也借此终结了客场5连败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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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德随时
准备反击

如果有可能，
小德也许会让时光永远停留在 6
月 6 日，他登顶法网大满贯冠军，实现全满贯伟业
的那一刻。直到年终总决赛后，
小德依然说，
成就
全满贯，是他最骄傲的一刻。也许是心愿终于达
成，
小德稍微放松了一下，
就在赛季末成了陪衬。
自去年温网开始，
小德连夺四大满贯冠军，
复制
1969 年罗德·拉沃尔的壮举，
成为史上第三位能够
连夺四大满贯的球员。历史上男子网坛只有八位全
满贯得主，
而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有三位。不得不承
认，
现在就是男子网坛最好的时代。
回顾自己今年的表现，小德认为，实现全
满贯的自己还是值得骄傲的，
“今年有很多值
得回忆的时刻，法网毫无疑问首当其冲，不
过每一年都在不断变化，巡回赛也不会一成
不变，其他选手不断在进步，不断在变强，我
一直在尽力保持我的水准，不过有时候奏
效，有时候却失灵，总之这算是我经历的深
刻的教训吧。
”
最好的时代，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时代。
从法网决赛后，
小德就开始走下坡路，
里约奥
运首轮出局，
美网决赛屈居亚军，
巴黎大师赛
丢冠，
都与辉煌的上半年形成强烈的反差。
“过去的
几个月我发挥得确实不好，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在美
网和年终决赛都闯进了决赛。我只是给自己设立
了太高的标准。我也承认我在场上还要做得更
好。前半赛季对法网投入了太多，
现在经历一些不
如意，
也是正常的情况。
”
虽然丢掉世界第一，
但小德无疑是距离世界第
一最近的球员。只是下赛季开始，小德相比于穆
雷，
又有很多分数要保。对此小德表示自己肯定不
会放弃，
但现在已不想去想明年的问题。
“这个赛季
很漫长，
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也有很多难过的时刻，
但现在是时候放下网球拍去享受一下了，
未来的一
个半月我不会参加任何比赛，
我会好好休息一下，
然后再来考虑下个赛季的问题。
”
小德说。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

竞争

大约 10 年前的温网球场，
18 岁的穆雷还顶着一
头金色的卷发，
但他和双打搭档德约科维奇，
依然显
得不足为奇。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从球员通道走
出来的费德勒吸引，其中包括穆雷自己。这时小德
拍了拍伙伴的肩膀，
“别担心，将来我们也可以成为
他那样。
”
先是小德实现了这句话，
接下来是穆雷。
小德和穆雷生日只相差一周，两人在刚出道时
被誉为“网坛双子星”。不但两人从小就认识，两人
的女友也早已相识。私下里交情不错，网坛上又双
双成功，
这样的例子在网坛真不多。
“和自己生涯重大比赛交手过很多次的球员相
遇确实是一场很重要的比赛，他是我生涯中一个主
要的对手，我们在所有大满贯决赛、奥运会都交手
过，
当然还有这里。
”
穆雷赛后说。
这场年终总决赛的决赛一战，这场决定谁是年
终 NO.1 的比赛，
让两人再次站上网坛聚焦点。
“在很

多大师赛决赛我们也交锋过，在年龄上又只相差一
周。这场胜利对我来说肯定是很重要，这也是一个
分量很重的比赛，
我之前表现都不是很好，
所以这一
周过得很棒。
”
场上是对手，
场下是朋友，
穆雷对于小德可谓是
知根知底，
“对于他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我都是非常尊
重的。当我和诺瓦克聊天时，我们并没有过多讨论
网球、排名、相互之间的比赛，但是我们会聊互相的
家庭、
孩子和其他东西。
”
今年穆雷初为人父，而小德的孩子已经满地跑
了，
这让两位从小相识的朋友，
有了新的话题。
“我初
为人父，
所以我们会谈到家庭和旅行、工作怎么平衡
的话题。我们两个人和现在的妻子都认识很久了，
大概在十八九岁时就交往了，在那个年纪我们就见
过对方未来的妻子，
我们很了解对方，
不管你们是怎
么想的，
总之我们的关系是不错的。
”
穆雷说。

男子网坛将迎来花样年华

前景

米兰德比现感人一幕

A17

动 态

锦织圭

现都证明了来年的潜质。从麦肯罗组以小组第二身份出线的锦
织圭，
虽然在半决赛遭德约科维奇横扫，
年终总决赛四强的成绩
依然值得骄傲。
“诺瓦克打得相当精彩，
我没什么可抱怨的，
我想
这是我最成功的赛季之一，
打了很多比赛，
也击败了很多顶尖球
员，
今年让我收获了很多自信。可能没能画上圆满的句号，
但我
想这仍然是很棒的一个赛季。
”
锦织圭如是说。
无缘小组出线的西里奇，也在世界排名榜上来到职业生涯
最高的第六位。西里奇直言自己的目标是再夺大满贯，
“我的目
标是再次赢得大满贯。我在这些顶尖球员中很有竞争力，我在
巴黎成功击败了诺瓦克，
这对我来说是一场重大的胜利。
”
另一位在总决赛大放异彩的球员是拉奥尼奇。
“很自豪，在
本赛季我第一次与他们打到这样的程度。明年我的目标就是继
续保持健康，
这是我唯一担忧的事，
大部分时间我都可以打得很
好，但相比于一直保持上升势头，我也会适当休息，算是让自己
彻底恢复，
让自己远离伤病。
”
拉奥尼奇说。
文/本报记者 褚鹏

科尔质疑裁判被罚 2.5 万美元

本报讯（记者 宋翔）NBA 昨日对勇士队主教
练科尔罚款 2.5 万美元，原因是他曾经在参加一档
节目中公开质疑裁判的判罚。科尔说：
“ 我始终搞
不明白的事情是，为什么所有人都看到了有球员在
比赛中走步了，
可裁判就是看不见呢？
”
在上周勇士队客场与猛龙队交锋，在赛后科尔
接受了一家电台的采访。记者问他最近几年联盟
中似乎越来越多地出现球员走步却不被裁判吹罚
的现象，而科尔则将这个话题引向了之前比赛中猛
龙队球员德罗赞出现的一些球场动作。他说：
“说
到这个问题，你是否看到德罗赞就是在比赛中走步
上篮，但裁判却熟视无睹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看到
了，但现场三名裁判却没有做出相关的吹罚呢？我
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很荒唐。而我可以举出

很多这方面的例子。
”
科尔更进一步地说：
“ 也许裁判在场上需要做
出很多的判罚与判断，比如是否出现了身体接触，
是否是进攻犯规或是防守犯规等。他们关注场上
发生的一切，但唯独没有关注该关注的事情，这是
场上最基本的事情：
是否走步了。
”

战 报
老鹰
开拓者
步行者
猛龙
爵士
公牛

94 比 104
129 比 109
115 比 111
99 比 102
91 比 105
118 比 110

尼克斯
篮网
雷霆
国王
掘金
湖人

弗朗西斯再因酒驾被捕
本报讯（记者 宋翔）美国媒体昨日报道称，前
NBA 球员、中国球迷非常熟悉的弗朗西斯因为超
速与酒驾被逮捕。这已经不是弗朗西斯第一次出
现酒驾问题，在 2001 年时他就遇到类似的麻烦事，
但很显然弗朗西斯并未从中汲取教训。
弗朗西斯因为在火箭队效力时与姚明做过多
年的队友，并且他对于“小巨人”十分照顾，所以在
中国的知名度很高。弗朗西斯也曾经来到 CBA 短
暂效力过，但他在北京队时的状态很糟糕，完全没
有当年在 NBA 时的爆发力与竞技水平。
最近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弗朗西斯的太多新闻，
但昨日美国媒体报道的事件却不是什么好事情。

弗朗西斯在驾车过程中被逮捕，当时他正行驶在一
段限速为每小时 65 英里的路段，
但他的车速则达到
了每小时 88 英里。而且，弗朗西斯在被警察拦截
后，
还被发现他饮用了酒精。

直播导视
NBA：
9：
30 小牛 VS 马刺
（CCTV-5）
女排联赛：
19：
30 山东 VS 云南
（CCTV-5）
11 月 23 日欧冠联赛：
0：
55 莫斯科中央陆军 VS 勒沃库森
（CCTV-5）
3：
45 摩纳哥 VS 热刺
（CCTV-5）
（具体直播时间及场次以最新电视预告为准）

田径

苏炳添赴美训练前
跨进课堂教跑步

本报讯（记者 褚鹏）中国田径队主教练冯树
勇与中国田径名将苏炳添，日前在清华大学的“运
动安全系列公益课堂”活动中，与到场清华竞走爱
好者们分享了自己平时运动训练的一些经验。据
悉苏炳添随后将在广州和美国开始今年冬训，为明
年的田径世锦赛备战。
为呼吁全社会重视青少年体育，陶行知教育基
金会育爱基金和运动饮料佳得乐发起“运动安全系
列公益课堂”，请来苏炳添和冯树勇与清华学子分
享经验。
苏炳添介绍，自己平时运动前的准备活动一般
会做一个小时，必须把大肌肉群和小肌肉群都完全
活动开，这之后才开始正式训练。此外，苏炳添还
谈到了跑步补水的重要性。有意思的是，作为中国
第一飞人，苏炳添坦言自己并不会多练习长跑，他
跑过的最长距离，
也只有 5000 米。
此外，中国田径国家队已启程赴美，参加为期
三个月的冬训，而苏炳添选择在广东再训练一个
月。
“目前广东的天气不错，条件也好。我会在下个
月赴美与田径队会合。
”
据悉，中国田径队上下都将备战明年的伦敦
田径世锦赛和全运会为冬训目的。
“ 明年世锦赛
的任务还是挺紧的，以国际田联发布的明年参加
世锦赛的标准来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达标，这样
的话明年先是计划取得参加世锦赛的资格。”苏
炳添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