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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邓道坤! 王伟东两位选手
的状态如何" 记者也联系到了海南
省高级体校副校长张华#据他介绍$

目前邓道坤!王伟东两位选手状态
良好% 省里和国家也没有提出过高
的要求%他们心态上比较放松# &可
以说是轻装上阵% 能拼多少是多少
了%能向前一步就是进步' (

张华说%在开始比赛前%两人已
在英国进行了十多天的场地适应%

状态良好'在伦敦适应期间%两位运
动员一般会通过微信或电话与他联
系%目前两位运动员的心态不错'

由于在海南一般的天气情况是

中风% 但国外的比赛大都是以大风
为主%伦敦则是中风偏大'所以%在大
风情况下比赛则是两位运动员的&短
板('但从今年上半年开始%两位运动
员去欧洲! 山东等地参加了比赛%都
进行的是大风情况下的比赛%不仅是
学习%也是对奥运比赛的备战' 在备
战过程中%也有了一定的进步%解决
了一部分自身存在的问题'

张华表示% 两位运动员此次能
有资格进入奥运会% 就已经是一个
突破% 完全是靠运动员自己拼出来
的'上届奥运会是第"#名%力争在此
基础上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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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伦敦奥运会赛程安排%

刘翔参加的男子""$米栏预赛将
在当地时间%月&日上午"'点"'分
进行% 半决赛和决赛将于北京时
间%月(日')!"*和'#!"*进行'

如此高强度的比赛% 对刘翔
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我们是钻石
赛比完就去德国% 这一段可以说
有喜有忧' 原来刘翔肋间肌这边
不舒服%这块通过治疗包括恢复%

已经没有问题了' (孙海平说%&新
出现的问题是% 原来那个有伤的

脚又出现些反复% 好的时候很正
常% 但有时受到温度! 下雨的影
响%会让他的脚感觉不舒服%有点
酸痛%我们一直在治疗%整个的身
体状态还是比较正常' (

在预测""'米栏的夺冠成绩
时% 孙海平回答道$&")秒('到")

秒(*之间' (如果说刘翔如今最明
显的对手是梅里特的话% 那么罗
伯斯的存在让孙海平自己也有点
不知道如何评价% 但还是重点放
在梅里特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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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伦敦奥运会射击赛场将
决出男子*'米步枪三姿项目的金
牌'此前表现低迷的中美两位神枪
手朱启南和马修)埃蒙斯% 都将继
续向自己伦敦奥运首金发起冲击'

连续在"'米气步枪!*'米步

枪卧射中无缘决赛%让奥运&三朝
元老(朱启南倍感压力' 朱启南很
有可能在伦敦奥运会后退役%面
对射击生涯中的奥运最后一战%

在过去两届奥运会曾收获一金一
银的朱启南表现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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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的预赛中%&吊环王(陈
一冰以头名身份晋级吊环单项决赛'

伦敦之旅可能是陈一冰参加
的最后一届奥运会了% 而他的心
中早就有一个目标*卫冕吊环冠
军' )''++)''&!)'"'和)'""四届

世锦赛冠军% 上届奥运会金牌得
主等% 这样辉煌的成绩是陈一冰
实力的最好体现% 或许有扎实的
成绩和良好的心态做基础% 陈一
冰甚至在奥运会前大胆预言$&我
觉得在伦敦一定能拿到金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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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高低杠是中国体操的优
势项目' 卫冕冠军何可欣和姚金
男分别以预赛第二! 第四的身份
晋级高低杠决赛' 对于 &高低杠
女皇(何可欣而言%手臂的伤势是
她的最大对手% 在女团决赛后展
望单项决赛时% 何可欣曾坦言$

&我拿金牌的希望说实话不是很

大%只能说决赛场上尽力' (

该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囊括
了新科奥运全能冠军道格拉斯!俄
罗斯名将加莫娃!穆斯塔芬娜等好
手%中国两位选手要想脱颖而出难
度不小'不过何可欣如果能在决赛
中成功祭出&,#难度这一 &杀手
锏(%依然有机会实现卫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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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道坤%今年-#岁%出生在我省
定安县定城镇桐卷村委会黄竹坡村
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家中一共四
个孩子%他排名老二'邓道坤""岁的
时候%母亲就过早离世%父亲邓论武
后来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搬到龙门
镇谋生%靠开手扶拖拉机挣点钱%才
将他们四兄弟姐妹拉扯长大'

邓道坤现在是帆船运动员%但
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实邓道坤一
开始是练排球的' 邓道坤在龙门镇
中心小学读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

当时定安体校的排球教练莫少杰老
师到他们小学挑&苗子(练排球%小
学老师第一个推荐的就是邓道坤'

当时的邓道坤身高已经一米六多%

比同年纪的孩子高出一个头% 身体
条件非常出色'

&邓道坤在那一批孩子当中%不仅
身体条件是最好的% 而且也是最勤奋
的'(说起这个曾经的弟子%莫少杰教练
赞不绝口' 他说%邓道坤从小非常懂事
听话%特能吃苦' 平时一个&跳楼梯(的
腿部肌肉训练%教练一般要求只要"'个
来回%但邓道坤一般都自己跑上"'多个
回合' 由于进步很快%邓道坤小小年纪
便代表定安少年排球代表队到文昌参
加排球比赛%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读完初一后% 各方面条件出众
的邓道坤就被挑选到海南省高级体
校%继而参加了海南省帆船队%从此
成为了一名专业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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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为了帆船运动%邓道坤
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邓道坤
的父亲邓论武说%这些年%儿子为了
帆船训练一直很少有时间回家%就连
过年的时候% 也只是回来吃个年夜
饭%有时候大年初一就得回海口西海
岸的帆船训练基地报到%家里现在甚
至都没有给道坤专门准备一张床'

有时候%家里人想道坤了%也会
专门到训练基地去看望他% 但每次
去看他训练% 家里人心里都不是滋
味' &他们训练实在太苦了%有时候
甚至早上(点出海% 到了下午*点才
上岸%午饭也是在艇上吃面包' (邓
道坤的姐姐心疼地说'

辛苦归辛苦%但是这些年来%邓
道坤和他的搭档***)(岁来自白沙

的王伟东% 陆陆续续在各项大赛上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两人于"((%年
开始配对参加#&'级帆船比赛'在长
达"#年的比赛中% 他们曾先后荣获
)''*年第十届全运会帆船第一名%

)''+!)''&!)''%年全国帆船冠军赛
第一名%亚运会银牌%两人还参加了
北京奥运会% 是国内目前最优秀的
男子#&'级组合之一'

&前两天% 他才专门从伦敦给他
妹妹打了个电话%说在伦敦一切都很
适应%就等着比赛呢'(邓论武一脸自
豪地说%他们村%乃至定安%整个海
南% 能出一个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

他们全家都为道坤感到骄傲%&希望
他能继续发挥拼搏精神%尽力赛出好
成绩%为国争光, 为海南争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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