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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退役”：
因伤痛离别

辛吉斯在网坛独树一帜， 因为她
的美貌， 美貌让她拥有了 “公主” 的
称号。 但在赛场上， “花瓶” 是维持
不了太长时间的， 辛吉斯不光是靠她
的脸蛋儿， 更多还是靠她的球技。 辛
吉斯的母亲是捷克人， 父亲是斯洛伐
克人， 她的父母都是网球运动员。 由
于她的父母都非常热爱捷克网球名将
纳芙拉蒂诺娃， 所以给孩子取名玛蒂
娜-辛吉斯 （纳芙拉蒂诺娃的名字就
是玛蒂娜）。 幼年时辛吉斯父母离异，
辛吉斯随母亲移居瑞士。 辛吉斯继承
了父母的网球基因， 从2岁时就开始动
网球拍， 4岁时就开始参加儿童组的比
赛。 1994年， 年仅14岁的辛吉斯就参
加了WTA巡回赛。 人们开始发现这位
网坛少女有着惊人的力量。

很多天才选手靠的是强大的身体
条件， 特别在当今的女子网坛， 流行
的是 “男子化” 趋势。 然后， 辛吉斯
凭借的不是超强的身体素质， 这位瑞
士女孩看上去甚至有些娇小。 辛吉斯
能够屹立网坛多年， 靠的是她突出的
智慧。 你会发现辛吉斯每场比赛都会
很有针对性， 针对对手调整自己的战
术。 特别是她的接发球， 瑞士人有超
出常人的预判能力， 她总是对自己非
常自信， 即便是面对大小威廉姆斯这
样的力量派高手， 辛吉斯接发球时也

绝不会手软。 人们热爱辛吉斯， 就是
热爱她的技术， 她告诉人们网球不是
一项纯靠力量的运动， 是她让这项历
史悠久的贵族运动重现优雅。

坚决打智慧型网球的辛吉斯在
1997年达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巅峰，
四大满贯她都打进了决赛， 而且只输
掉了法网决赛， 当年3月辛吉斯登上了
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 。 从 1997年到
2001年， 辛吉斯占据世界第一209个星
期， 其间只是被达文波特短暂 “打断”
过。 然而， 与巅峰同时到来的是伤病，
脚踝的伤势严重影响了辛吉斯的状态，
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女版 “大力水手”
们， “瑞士公主” 愈发力不从心。 终
于在2002年， 年仅22岁的辛吉斯在黄
金年龄宣布退役。

第二次“退役”：
被禁药逼退

第一次宣布退役后4年， 辛吉斯悄
然复出， 2006年瑞士人以外卡身份参
加了泰国的一个邀请赛。 当年， 辛吉
斯就参加了大满贯赛事， 她与印度人
布帕提联手拿到了澳网混双冠军。 复
出之后辛吉斯果然出手不凡。 单打方
面， 辛吉斯也迅速开始收复失地， 她
夺得了意大利电信杯的冠军。 2006年
辛吉斯由一位没有排名的选手， 迅速
在8月重返世界排名前十 ， “瑞士公
主” 在网球场依然势不可挡。 2007年，
辛吉斯的状态因为伤病有所下降， 国

际排名落到了第19名， 不过大家都相
信这只是暂时的， 一旦辛吉斯克服伤
病， 依然会重返世界之巅。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2007年11月2
日， 辛吉斯突然召开发布会宣布退役。
退役的原因是在当年的温网比赛中 ，
她赛后药检被查出服用了可卡因。 当
年的温网 ， 其实辛吉斯打得并不好 ，
第三轮就被淘汰。 辛吉斯是否真的服
用了禁药 ， 恐怕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
这些年辛吉斯一直声称自己是清白的。
但无论如何， 禁药给辛吉斯带来的只
有耻辱， 倔强的瑞士人选择了再次退
役 。 迫使辛吉斯退役的另一个原因 ，
是久治不愈的臀伤。 当年辛吉斯已经
27岁了， 这对于女网球员来说并不能
再用年轻来形容。 如果说第一次退役
算是 “急流勇退”， 第二次退役则充斥
着愤怒、 耻辱， 辛吉斯不想面对那些
争议， 她想彻底 “归隐”， 不再成为闪
光灯下的人物。

第三次退役：
不用加引号了

辛吉斯的感情生活非常崎岖， 甚
至可说是有点儿奇葩。 2010年， 辛吉
斯与法国人胡丁结婚， 据说在辛吉斯
结婚之前， 她有过12次恋情， 其中有5
次接近结婚。 但就在步入婚姻殿堂之
前， 辛吉斯5次解除了婚约。 即便是与
胡丁的婚姻也未维持太久， 仅仅3年之
后他们就分手了。 与对感情的犹疑相

比， 辛吉斯对于网球却挚爱始终， 这
也使得她又一次复出。

2013年， 33岁的辛吉斯复出 ， 不
过这一次她只攻双打， 她的第一位双
打搭档是斯洛伐克名将汉图楚娃。 尽
管 “年事已高”， 但辛吉斯在双打赛场
上还是屡有斩获， 特别是2016年里约
奥运会她拿到了女双银牌， 这是辛吉
斯职业生涯中唯一一块奥运会奖牌 。
在各项大赛都有收获， 辛吉斯可说是
“功德圆满”。 直到今年， 辛吉斯依然
保持着极佳的状态。 中国球迷都对上
个月的中网有所印象， 辛吉斯和詹咏
然联手拿到了女双冠军， 当时辛吉斯
给人的感觉是活力四射， 再打两三年
没有任何问题 。 不过 ， 在 10月 26日
WTA总决赛发布会上， 辛吉斯宣布退
役， 看似突然， 实则理所当然。 辛吉
斯说： “人们总想停留在自己的巅峰
时期， 而非状态下滑时。 这对我来说
是最好的结果。” 很难想象辛吉斯从17
岁战斗到了37岁， 她的巅峰足足保持
了20年， 这对于一名网球运动员特别
是女运动员来说， 简直是不可复制的
奇迹。 37岁选择离开， 真的意味着网
球上 “辛吉斯” 这个名字不会再次出
现， 这位费德勒儿时的偶像， 终于走
进了网球的博物馆。

辛吉斯是一位现象级的球员， 她
的智慧、 技术绝对值得年轻球员学习，
她告诉球迷们网球可以这样打， 网球
也可以打出音符来。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段段西西元元

辛辛吉吉斯斯退退役役““帽帽子子戏戏法法””
——————这这次次是是真真的的了了

瑞士网球名将辛吉斯宣布退役， 这是 “瑞士公主” 第三次
宣布退役。 前两次 “退役” 辛吉斯有太多无奈， 赌气、 愤怒、
逃避都是前两次 “退役” 的原因， 而这次退役这个词不需要加
上引号。 37岁的 “瑞士公主” 真的累了， 她的脸上留下了太多
岁月的痕迹， 她的网球奇迹已经足够她享受一辈子了。

年年幼幼时时的的辛辛吉吉斯斯 辛辛吉吉斯斯年年少少成成名名，， 伤伤病病让让
她她在在黄黄金金年年龄龄宣宣布布首首次次退退役役

因因被被指指服服用用禁禁药药，， 辛辛吉吉斯斯第第二二次次宣宣布布退退役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