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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女孩美网夺冠创造历史：

□小逸

在北京时间 9月 11 日上演的美网女单决赛上，来自英国的罗马尼

亚、中国混血儿艾玛·拉杜卡努 2 比 0 完胜小将费尔南德斯，首次参加

美网就捧得奖杯。

站上巅峰的同时，她也创造了诸多历史纪录：大满贯史上首位赢得

冠军的资格赛选手、53 年来首位夺得美网女单冠军的英国球员、2004

年的莎拉波娃之后最年轻的大满贯得主……

初出茅庐的拉杜卡努，已然成为了一颗耀眼的新星，而对于整个英

国网坛，她的出现也无异于一阵强心剂，成为了众多新一代球员的激

励。

专注自身，创造历史

不久前的温网赛场，拉杜卡

努就已经惊艳网坛，彼时她作为

首次出战大满贯正赛的小将，一

路过关斩将杀进 16 强，让所有观

众眼前一亮。

而来到美网的赛场，她的发

挥带来了更大的惊喜。算上在资

格赛的三轮比赛，她在美网连赢

10 场，并且这 10 场比赛中她没有

丢掉任何一盘，展现出了绝对过

硬的实力。

甚至在 7 场正赛较量中，她

一共也仅仅丢掉 34 局，平均每场

只输了 5 局不到。无论是四分之

一决赛面对 11 号种子本西奇，还

是半决赛对阵 17 号种子萨卡里，

她都是掌控比赛节奏的一方。

英国女王、凯特·米德尔顿和

威廉王子在拉杜卡努在美国公开

赛期间赢得她的第一个大满贯时

带头发了贺词。

95 岁的女王给艾玛写了一封

热情洋溢的祝贺信，她写道：“在

如此年轻的时候，这是一个了不

起的成就，证明了你的辛勤工作

和奉献精神。我毫不怀疑你和你

的对手莱拉 -费尔南德斯的出色

表现将激励下一代的网球运动

员。我向你和你的众多支持者送

上我最热烈的祝福。”

据《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皇家

编辑Roya Nikkhah说，女王的信在

艾玛获胜后亲自送到了她的手中。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也

赶来向艾玛表示祝贺。

在整个晚上，名人们为英国

网球名将拉杜卡努在美国公开赛

上的胜利欢呼。

“中国母亲给与我强大的自信心”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美国公

开赛上的艾玛 -拉杜卡努———但

在人群中却有两个明显的缺席

者：她的父母。

目前，由于严厉的新冠病毒

防疫限制，使得父母无法进入美

国，但拉杜卡努的母亲 Renee 正

忙 于 为 她 的 女 儿 领 奖 ：在

Sundridge 公园网球俱乐部领取肯

特年度最佳球员的奖项。

Renee 和她的丈夫 Ian 都从

事金融工作，他们所表现出的谦

逊和安静的自信心显然已经传给

了这位 18 岁的女孩，她以安静的

决心和自嘲的幽默赢得了一大批

粉丝。

艾玛 5 岁时第一次拿起网球

拍，一年后就被列入布罗姆利网

球中心的荣誉名单，因为她赢得

了 8岁以下女孩的锦标赛。

很快，艾玛就成为了当地和

地区比赛的常客，在接受《Vogue》

杂志采访时，艾玛称赞她的母亲

为她灌输了自信心：“我认为自信

来自于内心的信念。我妈妈来自

中国，他们有非常好的自信心。这

不一定是要告诉大家你有多好，

而是要相信自己的内心。我真的

很尊重这种文化”。

Renee 在中国东北的沈阳长

大，后来搬到多伦多，在那里她遇

到了她的罗马尼亚丈夫。

艾玛两岁时，他们全家搬到

了布罗姆利，现在住在那里的郊

区小巷里一幢价值 34.5 万英镑的

房子里。

艾玛是一个害羞的女孩，在

她父亲的鼓励下，她开始从事体

育运动，她也是一个有天赋的芭

蕾舞者、卡丁车运动员、游泳运动

员和骑马者。

事实上，在中国，艾玛在乒乓

球赛场上比较出名，她每年去看

望母亲的家人时都会在沈阳的专

业俱乐部打球。

拉杜卡努的成功，不但是英

国的成功，也是华裔的成功———

拉杜卡努多次强调中国式的“心

灵哲学”是她的成功秘诀，中国选

手李娜给了她莫大启发，她还常

常到中国探亲、训练……

《每日电讯报》就指出，鲜为

不忘中华文化的根

拉杜卡努是一个不忘本的

人，为自己的多元文化背景骄

傲———她 Instagram 的简介特别

写着：伦敦、多伦多、沈阳和布

加勒斯特（位于罗马尼亚，父亲

的故乡）。

中国对她来说不光意味着母

亲的祖国。她认为，母亲的文化对

她的人生多有裨益，甚至可以说

是她作为运动员的“秘诀”。

是母亲，让她不忘中国传统

文化。拉杜卡努透露，自己的普

通话“挺不错的”，因为在家里，

她和母亲都说普通话，“尤其是

我们不想爸爸知道我们的秘密

的时候”。

拉杜卡努普通话不错，跟她

喜欢看中国台湾的偶像剧也有

关系。不过，她承认自己不会

读、写汉语。

她还表示，懂普通话的好处

在于，可以跟中国网坛的“金花”

们广交朋友。“不少中国球员（比

如张帅）都很和善、友好，我们相

处愉快，可以顺畅交流。”

拉杜卡努的成长过程中，有

两个偶像，都是网球明星，分别

来自父母亲的祖国———罗马尼

亚的西蒙娜·哈勒普和中国的

李娜。

2011 年法网，李娜成为首

位夺得大满贯赛单打冠军的亚

洲选手，那场决赛让拉杜卡努

永生难忘，深受启发。“她内心

的力量和信念感深深吸引了

我。她在比赛中展现出来的精

神力量和韧劲，还在我脑海里

挥之不去。”

当然，母亲对拉杜卡努的影

响，不光是在语言上和让她和

中国网坛关系更接近。更重要

的是，她似乎有意无意间传承

了中华文化。

在拉杜卡努心中，她家是典

型的移民家庭，父辈勤奋工作，

希望改变命运，并让下一代过

得更好；而祖辈的文化让他们

比本土家庭更懂得踏实奋斗的

重要性———她很庆幸，无论是

父亲家族的罗马尼亚文化，还

是母亲家族的中国文化，都强

调良好的工作态度，“他们都来

自非常勤奋的国家”。

拉杜卡努的父母都从事金

融业，让这个独生女获得良好

教育。母亲让女儿从小就懂得

努力工作和纪律的重要性。

“我母亲给了我很多很好的

特质，比如纪律和尊重其他民

族的人。”拉杜卡努表示，“每次

我去中国，看到我母亲的家族，

他们给我的感觉都是内心很强

大的人，感觉没什么能打倒他们。

我认为，对我最大的影响来自于

母亲。我母亲工作很努力。”

2018 年，她曾到南京体育

学院的中国网球学院打球。

拉杜卡努认为，中国文化和

英国文化最大的不同，就是对

内心精神力量的追求和培养，

这让她在 18 岁的时候就比同

龄人更成熟，面对挫折也能够

自我修复。

有人觉得，中国父母的严格

教育，会不会对孩子发展不利。

但是，在拉杜卡努心中，这恰恰

让她变得更强大。

她说：“我的父母很难取悦，

有很高的期待，这是让我一直

不断前进的决定性因素。他们

不会替我大肆庆祝，他们的角

色是‘让我更踏实’。我认为这

点特别好，因为，无论比赛结果

如何，我喜欢马上回到训练场

继续训练。我认为，正是他们多

年的培养让我专注自己，而不

是飘飘然———但与此同时又不

会没有信心。”

别看现在拉杜卡努在球场

上充满激情，她小时候非常害

羞，也没什么朋友，所以父母才

送她去上各种的兴趣班，希望

她变得更开朗。

拉杜卡努说，小时候，父母

让她充分自由选择，想玩什么

就玩什么。“传统的”母亲让她

学芭蕾舞和踢踏舞，父亲则让

她打高尔夫、玩卡丁车和山地

自行车———父亲没有刻意把她

培养成“文静的女孩”，这让她

非常感激。

她说：“我曾是个很害羞的

小女孩，不喜欢说话，但通过体

育，我变得更无畏、更勇敢。体

育给了我内在的力量，如果你

有内在的力量，你可以达成任

何成就”。

小学毕业后，拉杜卡努来到

伦敦的 Newstead Wood 文法学

校。这家著名公立女校不光文化

教育强，更重要的是，跟附近的布

罗姆利网球中心有合作关系。实

际上，文化教育和体育教育兼顾

已经成为这家学校的特色。

校长布伦特回忆，拉杜卡努

早早起床，到网球中心练到 8

点 45 分，然后到学校上课，下课

后再回中心练习，一天加起来

练四五个小时，包括网球训练

和体能训练，但作业从未落下。

拉杜卡努说：“教育对我的

场上表现帮助良多，因为我学

会了如何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

的信息并做出决定。和很多青

少年球员相比，我的战术意识

更强”。

（选自《世界体育》《英国侨报》）

人知的是，在新冠疫情之前，拉

杜卡努定期回沈阳，并在沈阳

体育学院训练，不仅练网球技

能（这些技能都帮助她闯进了

美网决赛），还与职业球员一起

打乒乓球，提高反应能力。

《每日电讯报》还打出大标

题：《艾玛·拉杜卡努说：母亲的

中国传统给了我自信》。

虽然出生在加拿大，两岁就

移居英国，但拉杜卡努非常重

视自己的“根”，普通话也不错，

喜欢看中国台湾的偶像剧，跟

中国网坛一众“金花”是好友。

说起来，拉杜卡努这次美网

之旅真是势如破竹。而她 6 月

才开始参加 WTA 首场比赛，7

月时世界排名 338，虽在温网杀

入 16 强、创下奇迹，但因“呼吸

不顺畅”意外退赛。

两个月后，天翻地覆，显示

出她内心的强大。有体育评论

更指出，她面对任何困难时的

微笑给了她莫大的力量。

母亲坚持要她兼顾网球和

学业，还注意培养她踏实、努

力、坚韧等品质。她考上英国文

法学校（重点中学，是英国公立

教育体系最精英的学校），今年

“英国高考”更拿到数学 A+ 和

经济学 A的好成绩。

参加美网之前，拉杜卡努的

职业生涯收入为 22 万英镑。如

今，她拿下了 250 万美元（约合

180 万英镑）的冠军奖金。

而《Vogue》英国版早有先

见之明，10 月刊的多页专访 +

硬照早已备好，一个全新的时

尚顶流势将刮起全球旋风。

专家还预测，她将吸引高额

赞助、代言，成为英国有史以来

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下一个

莎拉波娃———预估她的总收入

将超过 1亿英镑，甚至会“破圈”

比肩蕾哈娜那样的多栖明星！
华裔网球选手拉杜卡努

艾玛和母亲

拉杜卡努在南京夫子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