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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體育總局田管中心在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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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的新聞通氣會上證實，目前
已有53名中國田徑選手具備倫敦
奧運會的參賽資格，其中劉翔領銜
的男子110米欄等八個重點項目有機會
衝擊獎牌。

中國田徑8項目

據 樹勇介紹，國際田聯規定的倫敦
國家體育總局田管中心副主任馮

張文秀

奧運會田徑比賽達標時間是2011年5月1
日到2012年7月初。截至目前，中國選手
在28個項目上有53名選手具備了參賽資
格，其中達到A標23項、B標4項，另有
男子4×100米接力項目已經基本鎖定了
奧運參賽權。
值得一提的是，算上男子4×100米接
力隊的選手，此次具備奧運參賽資格的
中國選手中男子佔27人，女子26人，扭
轉了中國田徑此前在國際大賽中經常出
現的「陰盛陽衰」的局面。不過，在馮
樹勇提到的八個有機會奪牌的重點項目
中，女子項目有5項，男子項目只有3
項。

女子5項 男子3項
李艷鳳

劉翔領銜 共獲53張倫奧「門票」

這些重點項目及運動員分別是：男子
110米欄（劉翔）、男子20公里競走（王
鎮 、 陳 定 ）、 男 子 5 0 公 里 競 走 （ 司 天
峰）、女子20公里競走（劉虹）、女子鐵
餅（李艷鳳）、女子鉛球（鞏立姣）、女
子鏈球（張文秀）以及女子馬拉松（王
佳麗、周春秀）
。
「今年以來，通過紮實有效的冬訓和
春季一系列的比賽，重點項目的多名運
動員在國內外的比賽中創造了一些高水
準的成績，」馮樹勇說，「在我們的運

動員進步的同
時，對手也在
進步 ；可以
說，包括劉翔
在內的每個選
手都面臨 若干個強大對手的挑戰，沒
有一個運動員可以說會輕鬆地獲得好
名次。」
馮樹勇表示，奧運會比賽競爭異常
激烈，中國選手又要面臨客場作戰的
局面，總的來說形勢仍然是
十分嚴峻的。不過，
「有信心和決心努力抓
好最後階段的訓練，
特別是有針對性
的 實 戰 訓
練，進一
步提高
運 動
員 的
實戰能
力和比賽
發揮能力」
。
倫敦奧運會田徑比
賽共設47個項目，其中
男子24項、女子23項，
比賽時間為8月3日
至12日。
■新華社

劉翔對手眾多 虛實難測
中國「飛人」劉翔本賽季室外賽三戰三捷未嘗敗績，並且先後
兩次擊敗梅里特等美國強手。不過，田管中心副主任馮樹勇20日
在北京舉行的新聞通氣會上表示，不能僅依據幾場比賽成績而低
估對手實力。
在談到梅里特、理查德森和奧利弗這三位美國
選手時，馮樹勇說：「不知道他們參加上半年
比賽的整體策略是甚麼，對美國選手來說，6
月22日開始的美國選拔賽是他們上半年最重
要的比賽。」
「因為美國選拔賽是一槍定勝負，前三名
參加奧運會。他們都十分重視這個選拔賽，會
為比賽做更好的準備。上半年他們都參加了很
多比賽，可能這些比賽中他們的重視程度比我
們（劉翔）要弱一些，所以千萬不能說美國選
手實力不行了，」他說。
馮樹勇還強調，現世界紀錄保持者、古巴名將
羅伯斯的實力同樣不容小視。
「他給我的感覺好像一直在隱藏 ，」
馮樹勇說，「從室內賽季的幾個比賽來
看他的成績並不是很好。我也知道他好像
有些傷。羅伯斯今年只有26歲，這是田徑運動員的
最佳年齡段。他的身體條件出色，整體素質發展非
常全面。他跑進13秒的次數還是最多的。我們沒有
任何理由斷定這樣的運動員在倫敦奧運會上就不能
創造一個好的成績。」劉翔在本賽季室外賽上還沒
■新華社
有與羅伯斯交過手。

劉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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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獸」披11號戰袍
巴帥憂體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僅憑借「魔獸」杜奧巴一己之
力，或許難以力挽狂瀾。在21日上午
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申花主帥巴迪
斯達（右圖）表達了這樣的擔憂。在
巴迪斯達看來，即便有杜奧巴加盟，
申花要想實現賽季初制定的聯賽前三
名的目標依然困難重重。
巴迪斯達透露，杜奧巴最快將在本
月30日之後來滬，因「魔獸」的合同
屆時才剛剛到期。杜奧巴決定加盟，
令中超聯賽為之雀躍，但巴迪斯達卻
顯得頗為冷靜。他坦言非常擔心杜奧
巴的體能問題，因為他之前一直沒有
比賽。至於哪場比賽將是魔獸首秀，
則要待他體能恢復之後，才可做決
定。
此外，上海申花俱樂部新聞發言人
馬悅在接受採訪時透露，杜奧巴將披

11號「戰袍」
，代表申花征戰，這是申
花在今年中超賽季之前就為「魔獸」
準備的號碼。馬悅說，申花與杜奧巴
簽下了一份保密協議，包括薪資、奪
冠目標等都是合同細節，不會向外界
透露。
至於大牌雲集的申花，能否完成聯
賽前三名的既定目標，巴迪斯達似乎
並不那麼樂觀，「我們的目標沒有改
變，但是達到這個目標肯定不容易，
我們會不懈努力。」他表示，目前球
隊整體都在按照他的思路踢球，但是
如果說完全適應他的技戰術打法，恐
怕尚需時日。

傅小芳世錦賽坐亞望冠
世界女子美式桌球(九球)錦標賽21日
晚在遼寧瀋陽產生決賽人選，中國選
手傅小芳（下圖）以9：6戰勝中華台
北選手蔡佩真晉級決賽，不過，另一
中國選手劉莎莎卻以8：9不敵英國選
手凱莉費雪遭淘汰。
傅小芳與劉莎莎是四強賽中僅有的
中國選手，她承認壓力特別大，「準
決賽的壓力是特別大，4強就剩我們兩

個人了，如果我輸了，中國隊就少了
一個名額。我妹妹也不敢保證進決
賽，我也是在堅持，教練告訴我要保
持節奏，不要急，不要躁，不管結果
怎麼樣，拚了就不會有遺憾。最後能
贏得比賽很不易，壓力完全釋放了，
決賽不管打誰都可以放開去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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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單車隊領隊宋翔20日介紹，中國單
車隊共有12人獲得了3個大項目11個小項的奧運
會參賽資格。這其中，在女子短距離的團體競
速、爭先賽、凱琳賽3個項目上具有一定實力水
平，是爭取好成績的重點項目。
國家體育總局20日下午舉行媒體通氣會，就
田徑、單車兩個項目的奧運會備戰情況回答了
記者提問。宋翔在會上介紹說，截至5月31日，
單車項目的資格賽已全部結束。中國單車隊經
過2年艱苦訓練、比賽和積分，共有12人獲得了
3個大項目11個小項的奧運會參賽資格。
倫敦奧運會，中國隊將派12名運動員參賽，
與北京奧運會的參賽運動員數持平。在所有參
賽的11個小項中，中國隊在女子短距離的團體
競速、爭先賽、凱琳賽3個項目上具有一定實力
水平，是爭取好成績的重點項目。
宋翔表示，單車項目是歐美的傳統強項，中
國在此項目上與歐美強國相比整體差距較大，
在全部4個大項和18個小項中，中國隊只是在場
地女短項目上具有一定實力水平。
中國單車隊從2009年10月開始正式組隊，積極備戰2012年
倫敦奧運會。為彌補國家隊技術力量的不足，採用請進來，
走出去的方式，向西方歐美單車強國學習，聘請了國際知名
場地短距離教練法國人莫雷龍作為場地短組的主教練。經過
3年的集訓備戰，國家隊的綜合實力不斷上升；場地女短隊
伍運動水平有了一定提高，在場地短距離項目上中國隊也滿
■中新網
額獲得了奧運會參賽資格。

魏秋月或缺陣漯河大獎賽
據新華社鄭州21日電 端午節假期期間，世
界女排大獎賽第三站—漯河站的比賽將打響。
中國女排主教練俞覺敏表示，魏秋月膝蓋的老
傷較為嚴重，加上之前的比賽上場較多，導致
她的膝蓋反應較大，治療和恢復時間要更長一
些。因此，隊長魏秋月或將缺席本站比賽。在
漯河站，中國女排將遭遇三個美洲強隊：巴
西、古巴和波多黎各，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
始。

水上特技助陣德陽龍舟節
香港文
匯 報 訊
（記者 張
楚 德陽報
道）為期5
天的「龍
行盛世．
大德如陽」
2012德陽
市第四屆
端午龍舟
文化周活動19日起在四川德陽精彩啟幕。當
日，中國特技滑水隊的30名隊員集體亮相，為
市民表演了水中芭蕾、特技跳台、水上金字
塔、摩托艇表演等眾多精彩項目(見圖)。本次
龍舟賽，參賽的6支代表隊的龍舟隊員主要來
自德陽市業餘體校和四川警安職業學院。

南沙龍舟皮划艇賽將舉行

丁俊暉躋身世巡賽8強
同一日，男子英式桌球─世界桌球
巡迴賽張家港站進入16強賽，中國名
將丁俊暉有驚無險以4:3擊敗米爾金
斯，晉級八強。丁俊暉八強戰的對手
是世界排名第16位的賓漢姆，他在當
日比賽中以4：0橫掃中國小將林帥。
另外，香港名將傅家俊在20日以1：4
不敵田鵬飛無緣16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華拾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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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第三
屆廣州南沙國際龍舟皮划艇邀請賽將於本月28
日上午在南沙區蕉門河上展開角逐。來自該區
各鎮、街、機關、企業和港、澳、台地區，以
及國外的34支龍舟代表隊和14支皮划艇代表隊
將參加比賽。今屆參加龍舟賽的人數和代表隊
均比首屆大幅增加，包括廣汽豐田、東曹化
工、澳洲墨爾本龍舟會、俄羅斯老虎龍舟隊、
美國NJ龍舟隊、澳洲科摩多龍舟隊、英國勇士
龍舟隊、香港龍舟聯會等龍舟隊參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