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伦敦奥运会开幕仅剩1个月时间， 有多
少体育湘军征战伦敦， 他们的备战情况如何？
省体育局局长李舜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
体育湘军已基本锁定12张入场券，各项目队员
正在国家队积极备战，作最后冲刺。

名单还待确定
李舜介绍， 体育湘军已获得12张伦敦奥运

会入场券，分别是：刘英姿（女子飞碟多向）、柴
飚（羽毛球男双）、田卿（羽毛球女双）、李玄旭（女
子400米混合泳等）、杨之贤（男子400米混合泳
等）、孙文雁（花样游泳）、向艳梅（女子举重69公
斤级）、何红梅（女子柔道52公斤级）、周玉（皮划
艇）、张亮（赛艇）、董斌（男子三级跳远）、刘春花
（女子标枪）。不过，这些选手能否进军伦敦，还
要等中国代表团最终名单公布后才能确定，中
国代表团最终名单将在7月初正式公布。

“不排除因为伤病等因素，可能在个别项
目上，参赛名单会有些小的变动。最终的奥运
名单， 近期各类大赛和选拔赛是重要参考标
准，也会综合考量选手的竞技状态、大赛经验
和心理素质等。”李舜说。

项目多点开花
“我们将在参赛人数上超过历届奥运会，

并且参赛的项目更多了。”李舜介绍说。
以往体育湘军出战奥运会， 集中在举重、

体操、羽毛球、跳水等几个湖南竞技体育的拳
头项目，从本届情况来看，新增加了花样游泳、
柔道、赛艇、皮划艇、田径等项目，可谓多点开
花。这也是湖南竞技体育近10年来，积极探索
训练新思路，调整项目布局，拓展优势面，增强
综合竞争力的一个缩影。

在参赛阵容上，体育湘军则是以老带新，阵
容中只有刘英姿、李玄旭、张亮曾参加过北京奥
运会，其他选手将是首次在奥运赛场上亮相。

目标2至3金
伦敦奥运会，体育湘军提出了夺取2至3金

的目标。随着老将李小鹏的退役，龙清泉在国
内选拔赛的失利， 体育湘军要实现这一目标，
将面临很大困难。

举重仍是我省最有希望获得金牌的项目，
初出茅庐的保靖姑娘向艳梅令人期待。 射击老
将刘英姿是体育湘军中最早获得奥运入场券的
选手，近两年的成绩十分稳定，具备了冲击奖牌
的实力。5月份随中国羽毛球队夺得汤尤杯的柴
飚、田卿，在各自单项上也拥有一定的实力。

皮划艇项目的周玉、 柔道世界冠军何红梅
则有可能成为我省在伦敦奥运会的 “黑马”。三
级跳远选手董斌在4月份的全国田径冠军赛肇
庆站跳出了17米38的优异成绩，达到奥运A标获
得奥运入场券，成为体育湘军今年的一个亮点。

李舜表示，“参赛目标只是一个努力方向，
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运动员能够在奥运赛场
上，赛出湖南体育健儿的风采和精神。”

湘军期待多点开花
本报记者 谭云东

第1集团
美欲重返金牌榜首
俄力争奖牌超上届

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 ， 美国
代表团连续3届奥运会占据金牌榜和奖牌榜
榜首位置。 不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东道
主中国代表团强势爆发， 跃居金牌榜第一
位 。 美国奥委会官员表示 ， 伦敦奥运会 ，
美国代表团将为金牌榜和奖牌榜头名而战。

作为美国体育的象征，美国篮球梦之队
主帅克尔泽维斯基表示，他已为伦敦奥运会
做好充分准备，尽管目前尚不清楚哪些球员
将最终出征伦敦奥运会，但刚刚荣膺NBA总
决赛MVP的勒布朗·詹姆斯将确定出战。据
介绍，美国男篮将于7月6日赴拉斯维加斯集
训，12位最终出征伦敦奥运会的正式人选和
6位替补人选将于7月8日确定。

北京奥运会8金得主、 美国 “飞鱼” 菲
尔普斯表示 ， 伦敦将是他的奥运收官战 ，
“2016年， 我很想去里约热内卢， 不过不是
去参赛， 而是为队友加油。” 菲尔普斯已获
得美国奥运游泳选拔赛7个单项的参赛资

格， 但教练鲍曼表示， 菲尔普斯将选择性
参赛。 事实上， 在北京奥运会之前， 菲尔
普斯也曾获得9个单项比赛的参赛资格， 不
过最后他放弃了其中的3个。 目前已16枚奥
运奖牌在手的 “飞鱼”， 只需在伦敦再夺3
枚奖牌， 即可超越前苏联体操名将拉里莎·
拉蒂尼娜， 成为奥运史上获奖牌最多的运
动员。

俄罗斯是北京奥运会金牌榜探花， 前
奥委会主席列昂尼德·提亚冈奇夫因为成绩
下滑在2010年被迫辞职。 2010年8月， 亚历
山大·茹科夫接棒上任 ， 制定了 “10年计
划”， 以重新振兴俄罗斯体育。

茹科夫表示， 从近年来俄罗斯运动员
在各个项目的世锦赛、 欧锦赛等比赛中的
表现来看， 俄罗斯代表团将在伦敦奥运会
奖牌榜上继续占据第3名的位置， 但希望在
金牌和奖牌数上超过北京奥运会。

第2集团
东道主盼望佳绩
德澳日瞄准第5席

作为本届奥运会的东道主，英国奥运协
会首席执行官安迪·亨特表示， 希望能取得
和北京奥运会一样好的成绩。2008年北京奥
运会，英国代表团名列金牌榜第4位。

英国奥运协会认为， 澳大利亚和俄罗
斯是英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从上届奥运会
来看 ， 金牌榜第4至8位的争夺异常激烈 ，
但英国拥有强大的东道主优势， 他们将力
保第4名的位置。 而旗鼓相当的德国、 澳大
利亚和日本等代表团对于金牌榜第5名早已
虎视眈眈。

德国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表示，在
伦敦奥运会上德国奥运军团的目标是金牌
榜第5位。 巴赫认为德国军团备战伦敦奥运
会的进展 “一切顺利”，“尽管某些团体项目
的表现不太理想，但这并不影响德国夺取金
牌的机会。因为德国的主要夺金点基本上都
是个人项目。”

北京奥运会上，澳大利亚代表团以14枚
金牌、46枚奖牌位列金牌榜第6位，而这46枚
奖牌中有20枚来自游泳项目。澳大利亚奥委
会主席约翰·科茨表示，“游泳项目的成败将
成为澳大利亚在伦敦奥运会上能否实现进
入金牌榜前5名的关键。”科茨相信，只要澳
大利亚能够在游泳、自行车、赛艇、帆船和体
操等项目上战胜实力接近的东道主英国队，
则有可能实现自己的预定目标。

日本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斩获9枚金
牌，位列金牌榜第8位，相比2004年雅典奥运
会的16枚金牌，日本遭遇“滑铁卢”。日本希
望在伦敦奥运会上打一场翻身仗，力争位居
金牌榜第5名。 团长上村春树表示，“虽然伦
敦奥运会取消了棒球和垒球项目，使日本队
在团体赛事中增加了不确定因素，但游泳及
摔跤项目的新人辈出，加强了日本的整体实
力，日本队可确保10至12枚金牌。”

今天，距
离2012年伦
敦奥运会开
幕还有30天，
各国奥运军
团进入最后
的冲刺阶段。
1个月后，奥
运圣火将在
“伦敦碗”熊
熊燃起。全球
200 多 个 国
家和地区的
运动员将欢
聚在五环旗
下，为他们的
奥运梦想奋
力拼搏。

世界诸强磨刀霍霍
本报记者 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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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比排场比特色
伦敦时间7月27日晚8时12分，伦敦奥运会

开幕式将在斯特拉特福德奥林匹克体育场
“伦敦碗” 拉开帷幕。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约花费2700万英镑，伦
敦奥组委早已宣布“别拿我们跟北京比”。奥运
会开幕式向来是举办国用以展现本国文化和
艺术的舞台，英国人将在开幕式上刮起“最炫
英伦风”。 伦敦奥组委主席塞巴斯蒂安信心满
满地表示， 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将被打造成
“很英国”的样式。

虽然， 所有跟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沾边的人
都说： “别和北京比。” 但伦敦奥运会与北京
奥运会相邻， 两者势必会被拉出来作一番比
较。 4年前，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 张艺谋
为全世界人民奉献了一场史诗般的表演。 如
今， 伦敦奥组委把开闭幕式的担子压在了两位
奥斯卡获奖导演丹尼尔·博伊尔和史蒂芬·戴德
利肩上。

同样由资深导演担任开幕式艺术总监，但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并不会追求“史诗路线”，而
是让开幕式更轻松、自由、随意。

主打英伦田园风
说起英国导演丹尼·博伊尔或许你并不熟

悉，但他执导的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可谓
家喻户晓。 作为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艺术总
监， 丹尼·博伊尔认为，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是
“无与伦比的壮观”， 雅典奥运会开幕式则是
“难以置信的美丽”，而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定
位将具有亲和力与包容性。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是“奇妙岛屿”。
据丹尼·博伊尔介绍， 届时开幕式现场 “伦敦
碗”将会呈现一片英国式的田园风光。“你可以
看到有人在会场内的田园里耕作、野餐，还会
有真正的农场动物， 包括30只羊、12匹马、3头
牛等都将出现在‘英式乡村’中。”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天，为了确保天气
晴朗，曾发射了千余枚火箭弹消雨。然而，伦敦
奥运会开幕式上，“雨” 将成为设计的一部分，
因为“无雨不伦敦”。届时，“伦敦碗”上空将用
钢丝绳挂出几朵大“云彩”，其中一块还能“下
雨”———因为， 只有雨中的英伦三岛才能将英
式田园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丹尼·博伊尔表示， 以英伦田园风光作为
大背景，是希望通过展现乡村风情，反映英国
人的文化和生活。

莎翁、007一个都不能少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将构造一幅“属于英国

的图画”，丹尼·博伊尔的这个创意正是受到莎
士比亚名剧《暴风雨》的启发，主要是讲述一片
土地从后工业化时期复苏的故事。

在开幕式现场， 还将推出欧洲最大的钟，
并通过鸣钟的方式拉开演出序幕。这口大钟重
达27吨， 比著名的大本钟重1倍， 大钟将置于
“伦敦碗”一侧，《暴风雨》中的经典对白“不要
害怕，这岛上众声喧哗”以及“伦敦2012”的字
样将刻在上面以示纪念。

为了配合来源于莎士比亚《暴风雨》的灵
感， 导演丹尼·博伊尔还请出了曾任英国莎士
比亚新环球剧院的艺术总监马克·里朗斯助
阵。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里朗斯将首次饰
演《暴风雨》中的“凯列班”一角，并现场表演剧
中的第三幕第2场。

有了英国文化的代表“莎翁”，作为现代英
伦标志的“007”怎能缺席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这
样隆重的盛典？“007”不仅是电影的名称，更是
男主角詹姆斯·邦德的代号，他机智且勇敢，总
能在最危难时刻化险为夷。连英国女王伊丽莎
白二世都认为“邦德”最能代表英国人睿智、冷
静的形象。

“邦德”之一丹尼尔·克雷格将参与录制开
幕式的开场视频“来临篇”。片中他将以“詹姆
斯·邦德”的身份露面，在接受上司指示后，乘
坐飞机来到“伦敦碗”上空，并降临场内，为开
幕式拉开大幕。

开幕式“很英国”
本报记者 蔡矜宜

中国军团在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跳水
等优势项目上， 均已获得满额的参赛资格。
冲刺伦敦，中国军团蓄势待发。

男子十米台“最受期待”
6月7日， 中国跳水队在北京进行了一堂

公开课，领队周继红首次向外确认，伦敦奥运
男子单人十米台将派出邱波和林跃出战，这
也意味着，中国跳水“梦之队”的奥运名单基
本确定。

伦敦奥运会跳水比赛共有8个项目，中
国队只有男子单人十米台名单扑朔迷离。邱
波率先锁定一个席位，周吕鑫、火亮和林跃
角逐最后一个位置。 林跃能最终脱颖而出，
得益于他在5月初的全国冠军赛中的出色表
现。男子单人十米台是中国跳水队唯一的软
肋，也是中国跳水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唯
一丢掉的金牌。2009年世锦赛上， 中国队无
缘该项目冠军。伦敦奥运会，邱波和林跃将
与东道主选手戴利、 卫冕冠军马修·米查姆
等名将展开激烈角逐。

据了解， 中国跳水队奥运名单为何冲、
秦凯、罗玉通、邱波、林跃、张雁全、曹缘、何
姿、吴敏霞、陈若琳、胡亚丹、汪皓。

举重目标锁定8金
中国举重队的备战工作目前分别在北

京和安徽有序进行， 10人奥运名单尚未正
式公布。 但早在5月份， 中国举重队就已拟
定了一份10人名单。 作为曾在北京奥运会
上豪取8金1银的王牌之师， 中国大力士期
待再度辉煌。

女子项目中，48公斤级、58公斤级是中
国队最稳的两块阵地。小将田源在全国锦标
赛上以217公斤的总成绩打破48公斤级世界
纪录；58公斤级的李雪英在全国锦标赛上的
250公斤总成绩， 超过去年世锦赛冠军诺维
卡瓦13公斤，优势明显。

余下的53公斤级和69公斤以上级，虽然
目前向艳梅和周璐璐的优势没有那么明显，
但只要备战得当，发挥稳定，中国女子举重

依然有望包揽4枚金牌。
中国男子选手在56、62、69、77公斤级4

个级别依然具备很强实力，在去年的世锦赛
中，中国男队包揽了这4个项目的冠军。由于
中国男子有6个参赛名额，也表明在这4个项
目上可以派上一个双保险，这也为中国男举
拿下4枚金牌增加了砝码。

北京奥运冠军陆永是中国队在男子85
公斤级的一棵“独苗”。伊朗后起之秀罗斯塔
米、白俄罗斯的雷巴科夫将向他发起强力挑
战。

羽球女单“悬而未决”
中国羽毛球队的奥运名单中，女单项目

一直“悬而未决”。王仪涵、汪鑫、王适娴和李
雪芮4名备选运动员，谁将被淘汰依然存疑。

据了解， 女单人选的确定要参考诸多
因素 ， 例如与奥运主要对手交战的成绩 、
胜率等。

4月28日奥运积分赛结束后， 中国羽毛
球队拿满了12个名额。除了女单，其他4个项
目的参赛人选均已出炉。男单为林丹、谌龙、
陈金， 男双是蔡赟/傅海峰和柴彪/郭振东，
女双为王晓理/于洋、田卿/赵芸蕾，混双则
是张楠/赵芸蕾、徐晨/马晋。

乒乓球项目的参赛名单则在5月11日公
布，李晓霞、丁宁、郭跃和王皓、张继科、马龙
将代表中国征战伦敦奥运会。

男乒方面， 王皓和张继科将出战单打、

团体项目，马龙将出战团体赛；女乒方面，丁
宁顶替老将郭焱，与李晓霞出战单打、团体，
郭跃参加团体赛。由于郭焱受伤，小将丁宁
取代她的位置。 乒羽中心主任刘凤岩表示，
郭焱今年以来一直受伤病困扰，一边参赛一
边治疗，伤势没有得到缓解，反而逐渐加重。
“为了对国家荣誉和运动员本人负责， 经过
女队研究，决定放弃郭焱参加伦敦奥运会。”

刘翔“凤凰涅槃”
时隔4年， 中国飞人刘翔将再次站在奥

运会赛场上。
4年来，刘翔经历了“凤凰涅槃”。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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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亮

7月27日至8月12日， 万众期待的第30届
奥运会将在伦敦举行。在奥林匹克精神感召下，
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将走到一起，为了一
个共同的“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梦想。为鼓
励读者参与奥运，本报将联合康宝莱（中国）保
健品有限公司举办《奥运与我》征文活动。

征文内容：关注奥运、参与奥运的小故
事，在体育健身锻炼中践行奥运精神的感悟
和体会，抒发超越自我、放飞梦想的奥运情
怀，激发人们的奥运热情和健身激情。体裁
以散文、纪实作品为主，篇幅不超过800字。

征文时间：即日起至奥运会闭幕（8月12
日）。优秀稿件将从7月初开始陆续刊发。

投稿邮箱：tiyuzu1456@sina.com
奖励办法：本报将选取优秀稿件进行刊

登。奥运会结束后，组织《奥运与我》优秀征
文作品评奖，评选出一等奖1名 ，奖金1000
元；二等奖5名，奖金各500元；三等奖10名，
奖金各200元；以上所有获奖者还可以获得
价值600元左右的康宝莱营养蛋白粉。评选
结果将在本报公布。

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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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国家跳水女队队员何姿在备战伦敦奥运会。 新华社发

征文启事

第1集团
美欲重返金牌榜首
俄力争奖牌超上届

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 ， 美国
代表团连续3届奥运会占据金牌榜和奖牌榜
榜首位置。 不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东道
主中国代表团强势爆发， 跃居金牌榜第一
位 。 美国奥委会官员表示 ， 伦敦奥运会 ，
美国代表团将为金牌榜和奖牌榜头名而战。

作为美国体育的象征，美国篮球梦之队
主帅克尔泽维斯基表示，他已为伦敦奥运会
做好充分准备，尽管目前尚不清楚哪些球员
将最终出征伦敦奥运会，但刚刚荣膺NBA总
决赛MVP的勒布朗·詹姆斯将确定出战。据
介绍，美国男篮将于7月6日赴拉斯维加斯集
训，12位最终出征伦敦奥运会的正式人选和
6位替补人选将于7月8日确定。

北京奥运会8金得主、 美国 “飞鱼” 菲
尔普斯表示 ， 伦敦将是他的奥运收官战 ，
“2016年， 我很想去里约热内卢， 不过不是
去参赛， 而是为队友加油。” 菲尔普斯已获
得美国奥运游泳选拔赛7个单项的参赛资

格， 但教练鲍曼表示， 菲尔普斯将选择性
参赛。 事实上， 在北京奥运会之前， 菲尔
普斯也曾获得9个单项比赛的参赛资格， 不
过最后他放弃了其中的3个。 目前已16枚奥
运奖牌在手的 “飞鱼”， 只需在伦敦再夺3
枚奖牌， 即可超越前苏联体操名将拉里莎·
拉蒂尼娜， 成为奥运史上获奖牌最多的运
动员。

俄罗斯是北京奥运会金牌榜探花， 前
奥委会主席列昂尼德·提亚冈奇夫因为成绩
下滑在2010年被迫辞职。 2010年8月， 亚历
山大·茹科夫接棒上任 ， 制定了 “10年计
划”， 以重新振兴俄罗斯体育。

茹科夫表示， 从近年来俄罗斯运动员
在各个项目的世锦赛、 欧锦赛等比赛中的
表现来看， 俄罗斯代表团将在伦敦奥运会
奖牌榜上继续占据第3名的位置， 但希望在
金牌和奖牌数上超过北京奥运会。

第2集团
东道主盼望佳绩
德澳日瞄准第5席

作为本届奥运会的东道主，英国奥运协
会首席执行官安迪·亨特表示， 希望能取得
和北京奥运会一样好的成绩。2008年北京奥
运会，英国代表团名列金牌榜第4位。

英国奥运协会认为， 澳大利亚和俄罗
斯是英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从上届奥运会
来看 ， 金牌榜第4至8位的争夺异常激烈 ，
但英国拥有强大的东道主优势， 他们将力
保第4名的位置。 而旗鼓相当的德国、 澳大
利亚和日本等代表团对于金牌榜第5名早已
虎视眈眈。

德国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表示，在
伦敦奥运会上德国奥运军团的目标是金牌
榜第5位。 巴赫认为德国军团备战伦敦奥运
会的进展 “一切顺利”，“尽管某些团体项目
的表现不太理想，但这并不影响德国夺取金
牌的机会。因为德国的主要夺金点基本上都
是个人项目。”

北京奥运会上，澳大利亚代表团以14枚
金牌、46枚奖牌位列金牌榜第6位，而这46枚
奖牌中有20枚来自游泳项目。澳大利亚奥委
会主席约翰·科茨表示，“游泳项目的成败将
成为澳大利亚在伦敦奥运会上能否实现进
入金牌榜前5名的关键。”科茨相信，只要澳
大利亚能够在游泳、自行车、赛艇、帆船和体
操等项目上战胜实力接近的东道主英国队，
则有可能实现自己的预定目标。

日本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斩获9枚金
牌，位列金牌榜第8位，相比2004年雅典奥运
会的16枚金牌，日本遭遇“滑铁卢”。日本希
望在伦敦奥运会上打一场翻身仗，力争位居
金牌榜第5名。 团长上村春树表示，“虽然伦
敦奥运会取消了棒球和垒球项目，使日本队
在团体赛事中增加了不确定因素，但游泳及
摔跤项目的新人辈出，加强了日本的整体实
力，日本队可确保10至12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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