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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关于英国 《星期日泰
晤士报》 对孙杨违反 《世界反兴
奋剂条例》 面临终身禁赛的不实
报道， 孙杨依法委托北京蓝鹏律
师事务所张起淮律师发表声明。
张起淮律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独
家专访时指出， 在孙杨兴奋剂检
测的整个过程中存在的最关键问
题是检测人员的资质， 孙杨有权
拒绝无效的检测。 中国游泳协会
27日发表声明， 证明孙杨没有违
反相关反兴奋剂规则。

“血检官”和“尿检官”是
“临时工”

1月27日， 英国 《星期日泰
晤士报》 报道， 中国游泳奥运冠
军孙杨在2018年9月的一次IDTM
（总部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第
三方检测机构 ） 的兴奋剂检测
中 ， 与反兴奋剂测试员发生冲
突， 可能因此被终身禁赛。

《星期日泰晤士报》 称， 在
那场冲突中， 孙杨对检测人员的
身份提出了质疑， 随后他身边的
工作人员用锤子砸碎了装有血液
的密封小瓶， 此举可能会导致孙
杨终身禁赛。

张起淮介绍， 国际泳联授权
委托IDTM公司在中国境内进行
兴奋剂检测。 在2018年9月4日晚
的检测中， IDTM公司派出一名
主检测官， 此人在2017年10月对
孙杨进行兴奋剂检测时， 当时就
因为没有出示任何证件被孙杨投
诉过。 这一次她临时找了两个人
分别担任 “血检官 ” 和 “尿检
官”， 前来对孙杨进行检测。

“由于 ‘血检官’ 和 ‘尿检
官’ 的行为举止不符合日常兴奋
剂检测人员的规范， 孙杨对此提
出了质疑， 要求他们出示证件，
结果他们没有IDTM公司出具的
进行此次检查的授权委托书。”

“实际上在三个人的检测小
组中， 只有主检测官出示了该公
司的授权委托书， 另外两个人是
临时找来的 ， 没有经过培训 。
‘血检官’ 是主检测官朋友的朋
友， 没有职业护士执业证； ‘尿
检官’ 是主检测官的高中同学，
现场只提供了本人身份证。 这两
人没有经过兴奋剂检测的培训，
没有反兴奋剂检查官资格证明，
更没有相应的授权委托文件 。”
张起淮说。

“孙杨有权拒绝无效的检测”

常年接受反兴奋剂检测和教

育培训的孙杨发现问题后， 第一
时间就给国家游泳队领队打电话
请示 ， 并请来了浙江游泳队队
医， 队医到场后与浙江省反兴奋
剂中心副主任进行电话联系。 国
家游泳队领队和浙江省反兴奋剂
中心副主任与主检测官电话沟通
了几次， 明确告知对方： 你们要
严格执行国际泳联反兴奋剂的规
定， 如果证件不齐全， 兴奋剂检
测人员的资质和程序存在问题，
不能配合进行后续的检测。

张起淮在接受孙杨授权委托
后 ， 经过现场调查和取证 ， 于
2018年11月19日和孙杨本人、 家
人和证人出席了国际泳联针对此
事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听证会， 但
是IDTM公司的当事人全部没有
出庭， 主检测官在中国通过视频
方式参与了听证， “血检官” 和
“尿检官” 缺席。 2019年1月3日，
国际泳联做出裁决， 认定孙杨不

存在违反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的行为。

张起淮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资深仲裁员， 是国内多家
仲裁机构的仲裁员， 同时还是英
国皇家仲裁协会会员， 参加和裁
决过多次国际仲裁案件 。 他表
示： “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包括58张视频截图和监控录像，
客观还原了当时的现场情况， 得
到了国际泳联的裁决， 结论就是
‘孙杨没有过错’。”

“在整个事件中， 我们认为
国际泳联授权的IDTM公司所委
派的兴奋剂检测人员在对孙杨执
行反兴奋剂检查过程中， 检测人
员的资质和检测规范存在问题。
孙杨有权拒绝无效的检测。” 张
起淮说。

已就涉事媒体发律师函

27日， 张起淮律师依法接受
孙杨的委托， 就 《星期日泰晤士
报》 侵犯孙杨名誉权、 隐私权一
事， 向其母公司 “英国时报报业
公司” 发出律师函。

律师函指出， 国际泳联已于
2019年1月3日对此事做出裁决，
认定孙杨不存在违反 《世界反兴
奋剂条例》的行为，且明确指出此
次听证会的内容绝对保密。 《星期
日泰晤士报》 的失实报道已经构
成对孙杨名誉权和隐私权的侵
犯，给孙杨造成了重大精神损害。

有鉴于此， 律师代表孙杨正
式要求：一、于接函当日，停止侵
权，删除旗下《星期日泰晤士报 》
所刊登的标题为 《奥运冠军孙杨

对抗反兴奋剂检查人员》的报道；
二 、 于接函当日 ， 断开与FOX
SCORES等其他媒体平台的链
接；三、于接函次日，在《星期日泰
晤士报》上发布公开致歉声明，消
除对孙杨造成的不良影响。

律师函表示： “请于接函当
日与本律师取得联系， 并着力办
理本函所示事项。 如接函后未及
时停止侵权行为， 本律师将依法
追究你公司的法律责任， 以维护
孙杨的合法权益。 如逾期未采取
相应措施， 孙杨将依法追究你公
司的法律责任。”

中国游泳协会： 孙杨没
有违规

中国游泳协会 27日发表声
明 ， 在回顾事件整个过程后表
示， 中国游泳协会本着严肃认真
的态度 ， 要求孙杨积极配合调
查， 客观真实反映当时情况。 目
前， 依据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委员
会 (FINA DOPING PANEL) 决
定 ， 认定运动员没有违反FINA
有关反兴奋剂规则。

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委员会做
出的决定中明确说明： “IDTM
在2018年9月4日执行的兴奋剂检
查是无效的。” “孙杨先生没有
违 反 国 际 泳 联 反 兴 奋 剂 规 则
第2.3条或2.5条规定。”

中国游泳协会表示， 协会一
贯坚持反兴奋剂的坚定立场， 对
兴奋剂问题持零容忍态度， 也将
继续加强反兴奋剂工作， 严格遵
守反兴奋剂规定。

本报综合报道

外媒称孙杨对抗药检人员或将终身禁赛

律师：检测人员资质存疑 孙杨有权拒绝检测

双膝跪地、 仰天怒吼， 澳大
利亚网球公开赛男单 “七冠王”
焦科维奇在27日决赛获胜后如此
庆祝。 伴随对手反手回球出界，
这位31岁的塞尔维亚传奇选手不
仅拿下了个人第15座大满贯， 更
史无前例地成为公开赛年代摘得
澳网冠军数最多的男单球员。

3盘直落、 仅9个非受迫性失
误、 高达80%的一发成功率……
这是与17座大满贯得主、 2号种
子纳达尔对决的比赛数据。 复盘
整场， 不是交手53次的老对手发
挥不够出色， 而是头号种子焦科
维奇太过强大、 难寻漏洞。 “今
晚诺瓦克打得比我强多了， 他的
发挥无与伦比。” 纳达尔在颁奖
仪式上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

同为男子网坛 “四巨头” 和
“30+” 俱乐部的焦科维奇与纳
达尔一路惺惺相惜、 彼此成就。
两人仅在墨尔本公园相遇2次就
已重写历史 ： 353分钟———公开
赛年代时间最长的大满贯男单决
赛正是他们在2012年创造的。

“希望这次不会再打出那么
长时间。” 决赛前焦科维奇曾许

下心愿。 结果也一如所愿， 124
分钟 ， 焦科维奇凭借稳健的发
球、 强势的进攻、 绝佳的防守全
场仅让对手拿到一个破发机会，
自己则成功实现跨年度连续收入
三个大满贯， 经历近2年低谷后
重回巅峰。

澳网是焦科维奇大满贯冠军
的发祥地。 2008年， 年仅20岁的
他不失一盘地闯入决赛， 拿下个
人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 如今，
这里已成为塞尔维亚人的福地，
破纪录地七进决赛， 成功率则是
惊人的100%。 然而1到7， 十余
年间， 这位世界第一也在大起大
落、 悲喜交加中百感交集。

“过去几年我曾饱受伤病困
扰。” 焦科维奇赛后说。 受此影
响， 自2016年下半年起他便开始
从巅峰走向谷底。 2017年7月更
是宣布退出赛季所有比赛。 2018
年复出后， 多次被名不见经传选
手淘汰和灰溜溜的几轮游， 都给
焦科维奇能否卷土重来打上问
号。 彼时的他， 就连自己也对前
景深感迷茫。

由盛及衰是运动员职业生涯

的必然规律， 但触底反弹则是传
奇人物必须完成的自我救赎 。
“在我心里 ， 仍有一团火焰存
在。” 去年5月接受采访时焦科维
奇如此剖析内心。 幸好， 这个从
战火中顽强成长的少年， 这个以
一己之力突破费纳统治的王者尚
有斗志、 仍未放弃。

此后， 伴随竞技水平和身体
状态的回升， 怀有强烈求胜欲的
焦科维奇 ， 回归之路也逐渐清
晰： 率先在温网夺冠， 又一鼓作
气在辛辛那提大师赛实现 “金大
师” （集齐9战大师赛冠军 ） 荣
誉， 而后在美网第三度捧杯。

如果说网球选手的人生犹如
一张拼图， 每一场比赛正是那散
落的图片， 只有初心不改、 积极
坚持、 努力专注， 才有可能拥有
一张完整的图画。 从濒临绝境到
伤愈复出的焦科维奇更是对此深
有体会： “历经低谷重回赛场，
再次站在你们的面前， 夺得大满
贯的感觉非常美妙。”

勇夺新赛季第一项大满贯
后， 相信焦科维奇回归之路还会
更长。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中国世界排
名最高的职业拳击手徐灿
26日在休斯敦战胜世界拳
击协会 （WBA） 羽量级拳
王、 波多黎各选手罗哈斯，
夺得拳王金腰带。 徐灿的
胜利打破了欧美拳手近年
来在该级别的垄断， 成为
五年来第一位问鼎羽量级
世界拳王的亚洲面孔 ， 同
时也是首位获得WBA世界
拳王金腰带的中国拳手。

虽然是世界冠军赛的
首秀， 但24岁的徐灿表现
得镇定出色。 纵观整场比
赛， 徐灿长时间保持高效
频率出拳， 而这也是徐灿
的一贯风格。 最终， 徐灿
12回合点数完胜 （117∶111,
116∶112,118 ∶110）， 如愿摘
得WBA羽 量 级 （ 126磅 ，
约合57.15公斤） 世界拳王
金腰带。

徐灿在赛后接受中国
媒体采访时说， 他赛前准
备很充分， 比赛总体按照
教练布置的战术稳步进行。
尽管比赛前期和中期对手
拼得很凶， 但后期对手体

力下降 ， 自己稳扎稳打 ，
一举夺冠。

赢得金腰带 ， 徐灿显
得非常激动 ： “这是我小
时候的梦想 ， 也是我爸爸
的 梦 想 ， 今 天 我 拿 到 它
了。” 他说， 听到现场中国
拉拉队的欢呼 ， 感觉充满
力量。

徐灿祖籍江西省资溪
县， 16岁便开始接受拳击
训练。 凭借着过人的天赋，
徐 灿 迅 速 在 中 国 拳 坛 脱
颖而出。 截至此次比赛前，
徐灿职业战绩15胜2负 ， 2
次KO对手， 是中国唯一评
级达到四星半的拳手 。 他
的 陪 练 是 世 界 拳 击 组 织
（WBO） 同级别高居世界
第 一 的 菲 律 宾 悍 将 赛 万
尼亚。

此番客场挑战现役拳
王， 徐灿成为中国拳击史
上第七位世界男子职业拳
王挑战者， 也是其中挑战
金腰带时最年轻的一位 。
此前中国有两位男子世界
职业拳王， 分别是熊朝忠
和邹市明。

徐灿勇夺世界拳王金腰带
实现中国拳击重大突破在我心里仍有一团火焰

———焦科维奇破纪录摘取澳网七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