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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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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羽毛球队在近两届世锦赛全部包
揽五金! 在苏迪曼杯和汤尤杯中也笑傲群
雄" 因此!即将到来的伦敦奥运会!不少人
期待国羽能首次实现包揽奥运五金的壮
举" 然而!考虑到自身实力#对手#赛制#场
地#气候等因素!国羽冲击五金的难度着实
不小"

MN#OPQPRSTU

在五个项目中! 按中国队夺冠可能性
从大到小排序!一般认为是女双#女单#男
单#混双和男双"

从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国羽
女双的奥运金牌便从未旁落" 在伦敦!排名
女双世界前两位的于洋$王晓理#田卿$赵芸
蕾再次构成了夺冠的$双保险%" 在伦敦周
期中!于洋的搭档由杜婧换成了王晓理!这
对新组合展现出强劲势头! 在上赛季更是
创造了一个纪录&&&除因伤病弃权外!全
年仅输过一场比赛" 今年!全力备战奥运的

于洋$王晓理有的放矢进行了休息调整!这
对组合正在找回最佳状态"

自从张宁#谢杏芳退役以后!国羽女单
一直没有真正的领军人物" 但$小花%们你
争我赶的局面还是让国羽女单形成了集团
优势" 不过!从近期的表现看!除世界第一
王仪涵表现较为稳定外!汪鑫起伏比较大!

而 %!岁的李雪芮虽然冲劲十足!但经验欠
缺是一个隐患"

五个项目中! 最受世人关注的当属男
单" 林丹作为奥运卫冕冠军#四届世锦赛冠
军以及$全满贯%得主!有望在伦敦继续缔
造辉煌" 而在林丹身边!有去年下半年开始
爆发的谌龙!以及上届季军陈金!国羽男单
的集团优势也比较明显"

在伦敦赛场上! 对中国队考验最为严
峻的当属混双和男双" 这两个项目中!中国
组合都没有绝对优势"

中国混双组合张楠$赵芸蕾和徐晨$马
晋虽然位列世界前两位! 但并没有绝对优
势!与他们实力相当的对手很多!鹿死谁手

难以预料"

男双$风云%组合蔡 $傅海峰如今在技
术#心态和经验方面已然炉火纯青!伦敦奥
运会是他们实现奥运冠军梦想的最佳时
机" 但$风云%组合的对手十分强大!韩国组
合郑在成$李龙大#高成炫$柳延星以及丹麦
组合鲍伊$摩根森将是$风云%组合夺冠路上
最大的$拦路虎%"

四年前的北京奥运会!国羽收获 & 金
% 银 & 铜" 此次在伦敦!虽然包揽 ' 金难
度很大!但超过四年前的成绩!还是很有
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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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月 )&日!伦敦奥运会羽毛
球比赛抽签揭晓" 从抽签结果上看!中国队
有喜有忧"

男单方面! 下半区的林丹和陈金签位
不错" 卫冕冠军林丹虽然有可能在八分之
一决赛中与雅典奥运会冠军陶菲克相遇!

但如今的陶菲克早已今非昔比! 自从 %**(

年以来!他还从未战胜过林丹" 林丹和陈金
会师半决赛的最大障碍分别是日本选手佐
佐木翔和韩国人李铉一" 佐佐木翔在场上
十分顽强!他将考验林丹的耐性"

头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谌龙则面临严峻
的考验" 谌龙是男单上半区唯一的中国选
手!他肩负着$扫雷兵%的任务" 如果没有冷
门! 他将先后在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中
面对丹麦老将盖德和马来西亚名将李宗
伟" 如果谌龙能最终闯过重重关卡!将迎来
其职业生涯的又一个转折点"

中国女单的整体签运不错!&朵$金花%

避开了各自比较难缠的对手" 但女单对手
众多#变数较大!加之最后时刻拿到奥运门
票的李雪芮欠缺大赛经验! 国羽女单仍面
临较大的考验"

女双方面!世界排名前两位的$双保
险% 于洋+王晓理和田卿$赵芸蕾在小组赛
和四分之一决赛中都不会遇到太强的对
手!对她们来说真正的考验要到半决赛才

开始"

中国的男双头号组合蔡 $傅海峰所在
的 ,组 &个对手实力均不强!他们获得小组
头名的几率很大" 而另一对中国组合柴飚$

郭振东则与世界第三的丹麦名将鲍伊$摩
根森同在 -组" 柴飚$郭振东需要力争 -组
第一!从而避免与$风云%组合过早内战"

在混双中! 中国队的两对组合则需要
在小组赛中就打起 .**分的精神" ,组中
世界第一的张楠+赵芸蕾与去年世锦赛决赛
对手#英国组合阿德考克+班吉尔再度碰面"

/组中世界第二的徐晨+马晋与排名世界前
十的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华台北组合同组!

可谓场场硬仗"

对于志在夺冠的选手来说! 抽到什么
对手都不是大问题" 但鉴于中国队并无包
揽金牌的十足把握! 因此分组抽签并非无
所谓" 不过!抽签结果已不能改变!中国队
要立足于充分发挥自己的水平! 并依靠集
体的智慧!找到克制对手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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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羽毛球队 %& 日
抵达伦敦! 正式进入了伦敦奥运会时
间" $超级丹%林丹在机场接受记者采访
时感慨颇多! 感觉四年时间过得好快!

而手臂纹身的五颗星则只代表过去!新
的征途还需从零开始"

这是林丹第三次参加奥运会" 雅典
奥运会他出人意料地止步首轮! 北京奥
运会他势如破竹地夺得冠军" 如今站在
伦敦希思罗机场!林丹表示'$非常熟悉!

因为所有的志愿者!包括快速通道等等!

包括比赛运动员证! 都会让我觉得四年
过得好快" %在说这话的同时!林丹还特
意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证件"

在中国羽毛球队飞往伦敦的途中!

本届奥运会羽毛球比赛的抽签仪式在主
新闻中心结束" 刚刚下飞机的林丹显然
还不太清楚自己的分组情况! 他说'$一

会儿到住的地方以后教练可能会说" %

在男单签表中! 林丹在小组赛中与
较弱的爱尔兰对手同组! 应该不会遇到
太多阻碍" 但在淘汰赛首轮他就有可能
与雅典奥运会冠军陶菲克相遇! 之后还
有可能碰到佐佐木翔"

在听到这个结果时! 林丹显得十
分平静" $我觉得其实很正常!包括 *0

年也不是那么顺利!因为 *0 年第二场
就要打朴成焕!所以我觉得都很正常"

如果你想打得好的话! 所有优秀的运
动员你都要碰到%"

在林丹的左臂上有一个$五星%的标
志!对此林丹说!其实很早就有了这个纹
身" $这五颗星只是纪念我之前获得的全
满贯!其实不代表任何!我只是希望这个
东西是我自己为之骄傲的! 当然在伦敦
奥运会我希望尽自己最大努力! 能够有
很好的表现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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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乒乓球队 1&日
在即将举行五个奥运项目比赛的 23-24

进行了两节训练课!尽管顶棚低矮#场地狭
窄#灯光刺眼!男队主教练刘国梁和男单#

男团参赛选手张继科均表示对场地的适应
状况良好"

$这个场馆挺适合乒乓球比赛的!%在
伦敦东南部这座展览中心临时隔出来的奥
运比赛场馆里! 刘国梁这样评价!$馆不算
太高!隔开之后显得也没有那么大!对运动
员的发挥来说! 相对世界比赛那样空旷的
大馆!感觉会好打一些" %

身为前$大满贯%选手和当今乒坛最强
男队主教练的刘国梁解释说! 场馆小有小
的好处! 球速会显得比较快! 质量会比较
高!杀伤力会比较大!双方运动员都比较容
易发挥水平" $像那种大的场馆!风速和球
弹跳的声音都会不一样!%他说!$哪个国家
都不可能有那么空旷#那么大的乒乓球馆!

一般都是和这个馆高度差不多的! 球的声
音#球速也和训练时比较接近" %

刘国梁的说法得到了现任世乒赛#世
界杯双料冠军张继科的响应" $这个馆比其
他场馆小一点! 高度和整体的空间感都
小!%去年底曾在这里参加伦敦奥运会测试
赛暨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总决赛的张继科
说!$因为去年打过总决赛! 对这里的气候
和场馆的感觉还是挺适应的" %

至于小场馆对比赛发挥的影响! 张继
科表示没所谓有利还是不利'$大一点的场
馆可能球速相对显得慢一点! 小比赛馆速
度上感觉快!人的精力就必须要集中一点!

就这点区别" %

此前广被诟病的蓝色地胶! 国乒队现
在已经不屑于为之纠结了! 倒是主馆内的
灯光比测试赛时更耀眼了一些! 记者只是
站在场边不动!十几分钟过去便开始冒汗"

$(灯光)我觉得挺好**(地胶)比想象的
好!%刘国梁笑着说!$其实场地好不好取决

于运动员比赛的感觉和成绩! 打得好可能
就觉得这馆是最好的了" %

张继科对灯光的感觉则仍在适应中!

$灯光昨天感觉刺眼!今天适应过了!觉得
好多了" %

.(日离开北京入驻利兹大学训练基地
的国乒队!%%日转场抵达伦敦并入驻位于
伦敦市区东北部的奥运村! 而未能持有奥
运会有效证件的领队黄飚则带领多名参赛
选手的主管教练# 担当陪练的队员# 队医
等!住进位于伦敦市区东南部 23-24展馆
旁的一处租赁房"

由于参加奥运会乒乓球赛的部分队伍
尚未抵达!$勤奋% 的国乒队即使在仅有四
张球台的比赛主馆!也常常能$多占%一两
张球台"%%号甫一抵达伦敦!国乒队就在当
晚 5点至 0点进行了第一次适应训练!%&

日则进行了两节训练课"

$今天还是正常系统性训练!因为今
天我们有两节训练课!以后不一定还能有
这么充裕的时间!所以现在只要主馆有台
子空出来!我们就会上去练!%刘国梁说!

$离比赛还有一个多星期!队员们需要保
持比较好的状态! 而 %' 号抽签之后!我
们就可以进行实战性# 有针对性的模拟
训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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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²&¯°

³´#海南诚建工程招标有限公司。;&µ¶·¸#

博学路5、6号涵洞和民悦公园排水涵及配套工程。¹&µ¶º»#建设

地点位于屯昌县屯城镇，主要建设排水圆管涵工程，方沟及土方工程、检

查井工程等相关配套工程。资金来源于政府投资；计划工期90日历天；

招标范围：排水圆管涵、方沟及配套工程施工总承包。¼&½·¾¿#具备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项目经理要求市政公用

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À&½·ÁÂ#请拟派本工程的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携带法人授权委

托书及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

许可证、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建造师注册证及其安考B证、技术负责

人职称证；海南省省外企业应具有《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

手册》，且备案业务范围的资质需符合本项目招标要求。（以上资料验原

件收盖公章复印件）于2012年7月25日至7月31日下午17：00时

止在屯昌县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建设局窗口报名及购买文件，每份500

元，售后不退。Ã&ÄÅy#周先生67836933；吴先生68584452

ITGH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综合开发办

公室。²&¯°Æ´#海南诚建工程招标有限公司。;&

ÇÈ·¸#保城镇农田整治工程存量资金项目和六弓乡、毛感乡农田整

治工程增量资金项目。¹&ÇÈº»#项目位于保亭县。重点整治田洋面

积约1.15万亩，共划分为14个标段；计划工期：100日历天；招标范围：

建筑安装及配套工程施工总承包。¼&½·¾¿#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或水

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备二级（含）以

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

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每个投标

单位只能报一个标段。À&½·ÁÂ#请拟派本工程的项目经理和技术负

责人携带委托书及其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营业执照、资质证书、

安全生产许可证、建造师注册证及安考B证、基本开户许可证、技术负责

人职称证。如是省外建筑业企业须有《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

案手册》（验原件收盖公章复印件）于2012年7月25日至 31日下午

17：00时止在海口市金贸东路玉沙广场4幢1501室报名及购买文件，

每份500元，售后不退。Ã&ÄÅyÉfÊ#洪先生；0898-68539829

UV^_hl-黎母山镇政府干部职工公租房

XVITW-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人民政府

]VITmZ-海南远恒建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bV ^_`a- 一栋，三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

1172.52m2，建安工程预算价2223151.13元，工期180日历天。

招标范围为土建及装饰工程施工总承包

$Vghef-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

项目经理具备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资格的施工企业请由项目经

理持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法人身份证、营业执照、资质证书、

安全生产许可证、建造师证、基本帐户开户许可证等材料（验原

件收盖公章复印件）于2012年7月25日至31日（节假日除外）

到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F幢904房报名及购买招标文件。

ÄÅy#Ëµ

*,'$&&&-

ITGH

中国光大银行三亚凤凰路支行装修工程

项目于2012年7月23日在海口市白龙南路

琼苑宾馆三楼第二会议室公开开标，经评标委

员会评审，确定中标候选人如下：①海南安禧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②江西省银鹰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③湖南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示期自2012年7月25日至27日。监

督投诉电话：68520713

nTopWGq

|&¯°y#临高县基础建设发展控股有限公司。²&¯°Æ´±�#

海南中咨联招标代理服务有限公司。;&¯°ÇÈ#临高县人民医院室内

外装饰工程。建设地点：临城镇；建设内容：综合楼（综合一期）建筑面积

6313.77平方米，食堂、传染病房（综合二期）建筑面积 4350.36平方

米，工程造价：393万元；工期180日历天。¹&½·ÌÍ#投标申请人必

须具有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贰级或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施工承包二级及

以上，项目经理具有贰级注册建造师。¼

+

½·ÎÏÐÑ#凡有意参加投

标者，请于2012年7月25日至2012年7月31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在海南省海口市金贸西路环海国际商务大厦六楼B座报名及购买招标

文件。报名要求：请项目经理本人携带授权委托书及其身份证、建造师注

册证，安全考核C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

本、安全生产许可证、注册建造师资格证书、基本帐户开户许可证、组织

机构代码证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省外建筑业企业取得《省外建筑业

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的方可报名（以上资料验原件收盖公章复

印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联系人：蒙工：68515356）。

rsITGH

nTGq

营根至平坡村通畅道路和绿化综合整治项

目工程，已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过评标委员会评

审，结果公示如下：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琼山建

筑工程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吉林省松江路桥

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金盛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示期：2012年7月25日

至7月27日。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与中金招

标有限责任公司联系，电话：68556335。

nTGq

保亭县公安局办公楼装修改造工程施工招标于2012年

7月24日经过评标委员会评审，现确定第一中标候选人为重

庆西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如有异议即时起3个工作日公

示期（2012年7月25日至2012年7月27日）内向保亭县

纪委监察局投诉。投诉电话：0898－83668486。招标人：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

搬迁改扩建 （加固）海口市卫生幼儿园工程施工招标于

2012年7月23日经过评标委员会评审，现确定第一中标候

选人为湖南奉天建设有限公司。如有异议可在3个工作日

（2012年7月25日至27日）公示期内向监督部门投诉。投

诉电话：0898－68522185。招标人：海口市卫生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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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奥委会第 .%6 次全会开幕式
1&日晚在伦敦皇家歌剧院举行" 本次会议
为期三天! 其中一项重要议程是选举产生
新任委员"

今年 &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提名了 '

位新任委员候选人!中国羽毛球名宿李玲蔚
在列"一同获得提名的还有纳米比亚前短跑
名将弗雷德里克斯# 日本奥委会主席竹田
恒和# 吉布提的艾沙+加拉德+阿里和比利
时奥委会主席贝克尔斯" 如果此次李玲蔚
成功当选!她将成为继何振梁#吕圣荣#于
再清# 杨扬后第五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国际
奥委会委员"

除了选举新任委员和执委会委员外!本
次全会还将听取索契 1*.6年冬奥会#里约热
内卢 1*.5年夏奥会# 平昌 1*.0年冬奥会以
及未来三届青奥会组委会的工作进展汇报"

国际奥委会全会是国际奥委会一年一度
的内部会议" 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国际奥委会
委员!相关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地区)

奥委会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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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23"网坛$天王%费德勒主动放
弃了连续 &届为瑞士奥运代表团出任旗手的
机会" 瑞士奥委会 1&日宣布!这一荣誉被转
交给在北京奥运会上与费德勒联手夺得男双
金牌的瓦林卡"

本月初在夺得温网男单冠军后! 费德勒
就接到了瑞士奥委会让他出任奥运代表团旗
手的通知"不过他当时就表示!自己有心将这
一荣誉赠予瑞士其他选手"

瑞士奥委会当日表示!1(岁的瓦林卡完
全$胜任担当旗手%"

$我很荣幸高举瑞士国旗!这让我又想起
了与费德勒在北京一起上台领奖的那一光彩
时刻!%瓦林卡说"

费德勒放弃当旗手也许还有另一个重要
因素"伦敦奥运会 1(日揭幕后第二天便上演
网球赛" 已在四大职业大满贯赛上创纪录地
第 .(次捧起单打冠军杯的费德勒!至今还留
有一个遗憾! 那就是未能在奥运会上拿过单
打冠军" 也许是卧薪尝胆准备在本届奥运会
单打上有所作为!$天王% 决定全身心投入到
奥运比赛中!于是选择放弃当旗手"

目前!在现役男子职业球手中!仅有西班
牙$红土王子%纳达尔包揽了四大满贯赛和奥
运会单打冠军"不过!作为奥运会男单卫冕冠
军!纳达尔日前因伤宣布退出了伦敦奥运会!

同时也失去了出任西班牙奥运代表团旗手的
资格"

费德勒曾在 1**6年和 1**0年奥运会上
连续两届担当瑞士奥运代表团的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