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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教头纷述短板 难！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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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体育

本报北京专电 特派记者 陈宏
体操、射击、跳水、乒乓球、羽毛球，中
国奥运军团五大金牌大户的“ 大鳄”
级人物，昨天齐聚北京的李宁“ 见证
改变、龙耀伦敦”2012年奥运装备发
布会，欣赏李宁为他们各家推出的、
寄予了夺冠期待的“ 赤鳞”系列比赛
服。但在随后分开接受全国媒体采访
时，大家才发现，总让人感觉旱涝保
收的这些金牌大户，因为各自短板的
存在，各位大鳄也是几乎挠破头。

刘国梁：
什么男单会师，我想都没敢想

谁都不认为乒乓球有什么好担
忧的，但刘国梁却说自己承担着巨大
的压力，而大家也都明白。他曾无比
看好的王皓，2004年败给了柳承敏
2008年败给了马琳，这次他看好张继
科，还会再出岔子吗？“ 前一段时间开
会，张继科告诉我，他隐隐担忧自己
在奥运会的第一天比赛就出问题！”

“ 对张继科来说，他积累了很
多，经历了很多，也成功了很多。但大
家对他的信任和期待也同时高了很
多，一旦他的心态、自我位置发生了变
化，对奥运会认识不够深刻的话，将肯
定吃大亏！” 刘国梁显得忧心忡忡，

“ 这次奥运会一上来就是单打，而且
张继科的比赛是在赛程开始两天后才
进行，第一天就是两场比赛，打完直接
进8强，压力巨大。”

相比于王皓，年轻的张继科这次
的奥运会还有更多的意义：“ 有可能
伦敦后男单就改朝换代了，对他来
说，这是个坎儿，对后面4至8年的奥
运会都有很大影响，万一出状况，他
后面的成长过程又将费尽周折。”

正是基于此，国人习惯了包揽的
乒乓球，让刘国梁感叹“ 什么男单会
师，我想都没敢想！”

陆善真：
人才厚度不够是硬伤

国家体操队在北京曾创造了9金

辉煌，但其中的贡献主要来自男队，女
队原本就要远弱于男队。前不久在上
海，总教练黄玉斌还曾严厉批评了女
队。这次去伦敦，女队会不会成为体操
队的软肋？“ 我们的队伍在衔接上出
现了问题，后备人才严重不足，而对手
进步很快，所以在伦敦夺冠的难度要
远远大于北京。”女队统帅陆善真说。

女队现在缺乏绝对的领军人物，
但老队长程菲能否去伦敦却还是个
谜。“ 像程菲，大家都期待她能去伦
敦，我们教练组也希望她能够承担重
任，尤其是在我们的跳马短板上，她能
够挺身而出。不过，现实情况是，她已
经很努力了，但要恢复到顶尖水平很
艰难，不是大家厚望她就能达到的，”
陆善真说，“ 对对手，我们现在了解得
都不透彻，体操队的特点又向来是伤
病很多，还要考虑单项和团体的平衡，
所以定个名单教练组要痛苦死。”

虽然女队在这三周的训练中，终
于有了一定的起色，但陆善真也承
认：“ 人才厚度不够的硬伤，决定了
形势肯定很困难。”

王义夫：
困难估计不足队伍有点轻敌

屡屡射落奥运第一金的中国射
击队，同样是金牌大户，但王义夫却坦
承，日子太好过，队伍似乎都有点轻敌
了，“ 像前不久，我们出国比赛队伍对
困难就严重估计不足，朱启南都冷得
发抖，现在我们一直在辗转各地，想找
个气候和场馆与伦敦比赛场馆差不多
的集训地，但一直未能如愿。”

至于朱启南和杜丽两位老将，他
只用了“ 正常”来评价。但事实上，作
为两届奥运会的功勋老将，朱启南在
本赛季的表现让人担忧，亚锦赛、世
界杯分站的成绩都不是很好，王义夫
也只能自我安慰说：“ 他正在积极备
战中，近两场三姿比赛还没有打出应
有水平，但他是非常有霸气的运动
员，在后面50多天的备战，我想他会
有新突破的。”

本报讯 记者 张楠 昨天，印度
奥运备战基地的餐饮曝光震惊了世
界！厨房里非常脏乱，摔跤队饮用的
是用腐烂水果榨成的果汁，为了能
获得训练机会，摔跤手们根本不敢
抱怨！人口第二大国印度在北京奥
运会上仅收获1金2铜，这和印度对
体育的重视和投入不足直接相关。
若论奥运备战的餐饮保障，“ 中国运
动员全世界最幸福” 这句曾备受争
议的话准确无误，吃着特供肉和蔬
菜，厨房里连苍蝇都不能有，中国奥
运军团太幸福了！

印度摔跤队
厨房里的水果已经腐烂了

前日，印度体育监督小组的官
员卡彦·辛格参观了摔跤队的奥运
训练营，眼前的一幕幕令她不敢相
信：“ 我很震惊！因为我看到厨房里
的水果都已经腐烂了，他们竟然还
拿这些水果给运动员榨果汁。厨房
里很不卫生，也没有营养专家或者
队医来负责饭菜的质量。”

这个奥运训练营距离印度首都
新德里45公里。曾获得1986年亚运
会游泳银牌的辛格透露，运动员之
所以没有抱怨，默默忍受着糟糕的
餐饮质量，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 被
扔出训练营”。实际上，摔跤并不是
印度的冷门项目，印度在北京奥运
会上只获得1金2铜，其中一枚铜牌

就是由摔跤选手苏什尔·库玛获得
的，这次伦敦奥运会，印度的夺牌点
仍旧寥寥，摔跤就是其中之一。得知
备战奥运的运动员得到如此待遇，
一位印度青年网民抱怨说：“ 他们的
伙食条件还不如高级监狱里的犯
人，真是耻辱！”

2001年，印度设立了“ 奥运金牌
探索”机构，但仍旧难见成效，缺乏
体育设施和教练是他们面临的主要
难题，没有好的室内训练条件，只能
选择室外训练，但是炎热潮湿的气
候又成了先天瓶颈，最大的障碍还
是政府支持，印度政府在体育上的
投入少得可怜。

中国乒乓队
每斤特供肉比市价贵 20 元

最近，中国男乒在厦门、女乒在
成都进行奥运前的封闭训练，他们

的餐饮标准比伦敦奥运会还要高！
男队在厦门基地吃的特供肉，

出厂价比老百姓在市面上买到的肉
要贵20元左右，而队员享用的海鲜
也由厦门体育中心指定供货商采
购，必须新鲜安全，决不能让队员吃
坏肚子。国乒“ 御用”营养师为队员
制订的菜谱以清淡为主，保证热量，
少油少盐，确保运动员完成大运动
量训练。

在成都基地，共有7名厨师为女
队服务。国家体育总局从北京空运
了800斤猪肉、牛肉、鸡肉到成都，供
女队食用，蔬菜、米面由四川省体育
局检验后供给，保证没有任何添加
剂和有毒农药残留。成都基地还下
了这样的“ 死命令”———基地内全
面禁烟；基地内不能有一只苍蝇或
蚊子；如果工作人员在国家队集训
期间患上了感冒，必须马上离开岗
位，休养好了才能重新上岗。

留在北京的国家体育总局大院
里备战奥运的运动员，吃得也不错。
运动员餐厅每顿都有20个肉菜、6个
素菜、3种汤和6种以上的水果，保证
一周内不重样，两个月循环一次。运
动员餐厅还经常举办地方美食周，
比如“ 武汉美食周”就有热干面、汤
包供应，厨师们还经常到外地的训
练中心以及酒楼交流学习，目的就
是掌握全国各地的菜品制作技巧，
让众口不再难调。

本报讯 记者 杨羡之 两年前
热火“ 三巨头”相约携手，夺取总冠
军是唯一的理由，更是他们“ 必须”
完成的目标。只可惜，去年总决赛被
小牛“ 爆冷”淘汰，经过一年的磨合
之后，那座奥布莱恩杯似乎又要与
三人渐行渐远了。昨天东部决赛第
五场天王山之战，坐镇主场的热火
苦拼四节依然以90：94负于凯尔特
人，东部决赛2:3落后，离被淘汰仅有
一步之遥。

输球的那一方将被逼至悬崖
边，很有可能便将告别这个赛季。热
火与凯尔特人的每一个球员都明
白，对于系列赛战成2:2的两队而言，

第五场包含着怎样的重要意义。正
因为如此，从5月13日开始便因伤连
续缺席的波什，硬是撑着依然疼痛
的腹部宣告出战，另外两位巨头韦
德和詹姆斯更是合力砍下了57分。
还有老队长哈斯勒姆，这位32岁的
老将仿佛杀红眼般抢下了14个篮板
球⋯⋯

只可惜，这些依然未能帮助热
火拿下一场胜利，因为，对面的凯尔
特人同样拥有着顽强的三巨头。36
岁的“ 老家伙”加内特交出了26分
11个篮板，再辅以皮尔斯的19分和
雷·阿伦的13分。当然，还有虽然仅
拿下7分却送出13次助攻的隆多。绿

衫军就这样顽强地抢下了第五场，
用连续两场比赛的胜利宣告了欲重
回总决赛的决心。

“ 他们让我们的进攻停滞，防下
了我们好些球，然后重新取得了领
先。”虽然失去了第五场，但“ 小皇
帝”詹姆斯显然并未丢掉信心，“ 现
在我们必须飞到波士顿，拿下一场
胜利，就这么简单。这是一场生死
战，我们没得选！”倒是韦德，用一句

“ 我从没想过我们会被逼到这样的
(2比3落后)状况。”表达了内心的担
忧。如果下一场再失利，他们三个人
的携手，将连续两个赛季失去最初
的意义。

特供食物指定采购 VS 腐烂水果榨果汁
舌尖上的奥运备战 中印两队天壤之别

丢失“ 天王山” 热火来到了悬崖边

本报讯 记者 彭敏熠 朱骏此
前曾表示，申花与达历山德罗目前
还只停留在接触阶段，最终引进的
可能性或许仅有50%。然而北京时间
昨天，巴西国际队主席路易吉在接
受采访时，却表示从没有接到过有
关达历山德罗的报价，也不会和任
何俱乐部讨论有关“ 大头”的转会
事宜。

申花与达历山德罗的缘分，最早
要追溯到半年以前，当时双方一度非
常接近签约，但因为巴西国际球迷强
烈抗议俱乐部出售球星，以及申花前
任主帅蒂加纳对于大牌的“ 不感冒”
态度，合作最终不了了之。

然而时过境迁，蒂加纳的下课，
加上新帅巴蒂斯塔对于达历山德罗
能力的认可，让申花方面重新疏通
了半年前的关系网，“ 大头”身边的
朋友、阿根廷某电台记者斯鲁尔更
是表示：“ 申花本次给达历山德罗开
出了一份价值700万美元的年薪，比
半年前略高。”而“ 大头”本人则更
愿保持沉默：“ 我不想就此谈论什
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就在种种迹象表明，申花极有
可能成功引进达历山德罗，造就全
亚洲最恐怖攻击线时。巴西国际队
主席路易吉的一番话，给所有持乐
观态度的人，浇了一盆冷水，“ 我们

没有收到过报价，也没有兴趣就达
历山德罗的转会开始谈判，他和我
们的合同要到2015年夏天才结束。
有人说我们在两天之内就会对报价
做出回应，但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
个笑话，真的什么都未发生过。”

如此坚定的表态，让达历山德
罗的引进工作，暂时陷入了僵局。不
过这并不代表申花方面会就此放
弃。据记者了解，未来的一个月内，
俱乐部会在继续问价巴西国际队的
同时，与另外三四名相同类型的球
员接洽，若最终真与“ 大头”无缘，
签来一个性价比更高、获巴蒂斯塔
肯定的前腰，其实也并非坏事。

申花引援受阻 巴西国际拒售达历山德罗

刘国梁认为优势项目在奥运会上的夺冠前景同样充满艰辛。 新华社 图

中国备战奥运的选手吃的是特
供食物。新华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