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2016 天宁区篮球比赛总决赛在常州市凤凰小学开战。在为期两天
的比赛中，基层队和机关队的四强对决异常精彩，现场观战的市民也随着比赛
的白热化达到开赛以来的峰值。最终，机关队由公安、交警、法院、青龙街道代
表队分获一至四名；基层队由茶山街道、城管、青龙街道、天宁街道代表队分获
一至四名。

8 月 8 日上午 8 时，江苏省“全民健身日”钟楼区分会场快乐健步走活动在
青枫公园南广场举行。1000余名市民进行了总长为7.2公里的健步行活动，活
动主办方为每一位参与者发放可以签名的精美纪念卡，上面不仅形象地标注
出行走路线图，而且将行走的里程数以表格形式呈现。

8月8日上午，“乐动天宁”第8个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暨2016年天宁区创
“太极系列之乡”太极拳（剑）展示活动在龙锦小学举行。现场展示的集体项目
包括太极功夫扇、太极拳及气功等，个人项目有42式太极剑、陈式24式太极拳
等。天宁区各镇、各街道体育总会、老年体协联合组队参加了本次活动。

8月7日晚，金坛区2016年“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暨全民健身大超市进镇
区健身展示活动在青年广场举行，来自全区近600多名健身爱好者参加活动。
金坛区木兰拳、太极拳、健身气功、春江健身艺术、广场舞运动等8家协会参加了
健身展示，为广大健身爱好者提供各类健身指导，受到了参与群众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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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最前线

周二002 欧冠
阿贾克斯 VS 罗斯托夫
开 赛 时 间 ：2016- 08- 17

02:45
周三凌晨欧冠附加赛将展开激

烈角逐，在进入新赛季之后，阿贾克
斯各项战线保持不败，整体表现较
为稳定，但需要注意的是，球队本赛
季后防退步相当明显，近 9 场比赛
已经丢掉15球之多，而且阿贾克斯
夏窗引援基本以前锋为主，此役球
队即使坐镇主场恐怕也难保不失；
上赛季罗斯托夫仅以 2 分之差屈居
俄超积分榜第二位，上演了令人惊
讶的黑马神话，不过可惜的是，球队
功勋主帅别尔德耶夫在上周辞职，
少帅基里琴科走马上任，而基里琴
科毕竟带队经验尚浅，导致罗斯托
夫的战绩下滑，近两场比赛未获一
胜，本次附加赛能收获客场进球已
经心满意足。

亚盘为阿贾克斯做出让半球的
初盘，澳彩初参超低水受注，欧洲主
胜也集中在 1.70-1.75 之间，理论
上主胜赢面较高，但鉴于阿贾克斯
近期防守出现漏洞，而且罗斯托夫
客战能力尚可，以防万一本次比赛
还是复选胜平较稳。

比分推荐：2:1，1:1
半全场推荐：平胜，胜胜，负平
竞彩胜平负推荐：3/1
竞彩让球胜平负（-1）推荐：1/0

周二 003 欧冠
哥本哈根 VS 希腊人竞技
开 赛 时 间 ：2016- 08- 17

02:45
周三凌晨欧冠杯外围赛第四轮展

开，本轮外围赛将有众多豪门球队亮
相，经过本轮赛事之后，欧冠杯将进入
正赛阶段。哥本哈根在此前两轮外围
赛都没有遇到太大考验，他们分别淘
汰十字军和阿斯特拉，两轮赛事都取
得大比分领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哥本哈根本赛季主场演出十分强劲，
最近 10 个主场比赛他们不但保持全
胜，而且场均进球数相当惊人，最近 5
个主场比赛都能够净胜对手 3 球或以
上。不难看出，哥本哈根冲击欧冠的
决心，首回合对碰球队必定大胜确立
优势。至于希腊人竞技欧冠过关多少
是依靠主场力量，作客他们可谓一塌
糊涂，首回合球队还是尽量减少失球，
回到主场再从长计议。

本场比赛亚盘初参开出0.75-1.0
盘口，作为强势方的哥本哈根依然受
到数据青睐，澳彩初参开出一球，水位
不断走低，不排除临场会拉升到 1.25
深盘。既然哥本哈根主场如此强劲，
也没有必要反它，首回合支持他们主
场赢球。

比分推荐：3:0，2:1
半全场推荐：胜/胜，负/胜，平/胜
竞彩胜平负推荐：3
竞彩让球胜平负(-1)推荐：3/1

8 月 6 日至 16 日，韩国大邱女子手球俱乐部专程来常与江
苏女子手球队交流。在常期间，两支女手劲旅进行多场教学比
赛，并开展了两队合练。图为两队教学赛瞬间。

王开颜 姚治前 摄

在里约奥运会上，拜尔斯是美国
体操届的新星，而在 8 年前的北京奥
运会，肖恩·约翰逊曾是美国人最心爱
的体操运动员。

这个出道时以乖巧可爱著称的明
星曾在北京奥运会夺得平衡木金牌，
并两次摘取“全美青少年选择奖最佳
女运动员”。但后来，比赛后的失败
感、伤病和饮食一度让她暴肥。好在，
健身救了她。

失败感改变了她的生活

“我记得在台上领奖时，颁奖的人
拥抱我，对我说‘很遗憾’。”约翰逊回
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个人全能比赛
经历，“奥运会上获得银牌，有人说‘很
遗憾’，在我内心深处这一切都确认了
我是失败者。”

她继续说，“如果作为体操运动员
失败了，那么作为人我也是失败的。”

“我记得娜斯佳·柳金走上去，完
成一连串优雅的动作。看着她的得
分，分数比我脑海中浮现的我有过的
最高分还要高。我想得到金牌是不可
能了，我记得我的心只是沉了下去。”

约翰逊尽力完成比赛，获得观众
起立鼓掌，但未能赢得金牌。“我告诉
每个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誉，但
我的心破碎了。”

“我赢得金牌后，也不起作用。”她
说。“我觉得伤害已经造成。在比赛中
我给出了 200%的努力，但一切都泡
汤了，我感觉世界看我为失败者。我

觉得从此以后世界看我为一无用处的
人，我觉得作为体操运动员失败了，我作
为人也是失败的。”

两年暴涨36公斤

16 岁时，约翰逊就成为美国家喻户
晓的体操选手，有着一对小兔牙的她是
美国体操的领军人物之一。但发育问题

却不期而至。
刚满 17 岁，约翰逊的体重迅速上

升。“我心理压力非常大，我第一次感受
到身材意味着什么，不仅是身体的健康，
还是心理上的健康。”约翰逊说,从那时
候起，她就对健康瘦身产生了兴趣，甚至
开始研究各种可以瘦身美容的果汁。

2010年，原本计划参加伦敦奥运会
的她在一次滑雪中意外撞伤了左膝，最

初她只意识到“奥运梦想被撕裂”，她开
始热衷垃圾食品，还患上了轻度抑郁。
此后两年，她的体重暴涨了 36 公斤，只
能遗憾地宣布退役。

那时的她，从外表看足足比以前大
了3圈。

跑完了 8 个半马，运
动让她重生

“我的最低谷并不在体操生涯，而在
我的健康领域。”2012 年和 2013 年，约
翰逊因为肥胖，身体也出现问题。“医生
诊断我为饮食失调。那时候，我似乎走
上了另一条路，健身似乎与我毫无干
系。”在花费大量时间治疗和自省后，约
翰逊选择了跑步。

当约翰逊第一次完成 5 公里后，她
就觉得自己应该去挑战马拉松。“想一
想，连续跑几个小时非常可怕，这与体操
的心态非常不同。我以前最长的项目是
一分半钟。”

尽管左膝有严重伤病，但至今约翰逊
已经完成了 8 个半程马拉松。2013 年 7
月，约翰逊参加了爱荷华百万美元马拉
松，并在一周内训练了40多个小时。

创业，致力健身和饮食

跑步让肖恩·约翰逊有了改变，但她希
望以自己的例子鼓励更多人拥有健康生
活。于是，约翰逊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一个致力于健身和饮食的美体网站。

“每个姑娘都渴望拥有走红毯的明
星身材，这可以通过健身和饮食一步步
做到。”约翰逊把健身和健康饮食视作年
轻人最为流行的时尚。为此，她还特意
考取了认证健身培训师。

网站仅仅创办一年多，就吸引了大
量年轻女性，社交网络粉丝超过百万。
她们可以通过网站上的健身训练和饮食
调理搭配，开启瘦身之旅。 大牌

这位奥运冠军差点被肥胖毁掉

她靠健身重新成为人生赢家

早餐：鸡蛋、无麸质面包 午饭：沙拉、鸡肉或鱼 晚餐：沙拉为主
运动加餐：富含蛋白质的奶昔，香蕉、杏仁露、巧克力蛋白和花生酱打磨而成的饮品。

肖恩·约翰逊的私人健康食谱

本报讯 在里约奥运会激战正酣
之时，2016年江苏省青少年阳光体育
运动联赛暨 2016 年江苏省青少年击
剑锦标赛日前在市奥体中心新城体育
场举行。

本次比赛由江苏省文明办、江苏
省体育局、江苏省教育厅、共青团江苏
省委、江苏省发展体育基金会主办，常
州市人民政府承办，吸引了来自南京、
无锡、徐州、苏州、南通、盐城和常州等
13 个城市的 500 多名 17 岁以下的青
少年参加比赛，堪称近年来，全省青少
年击剑运动的一次盛会。

作为省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联赛
的其中一项赛事，青少年击剑锦标赛
是全省各市击剑小将们参与运动、交
流体验、分享快乐的重要平台。本次
比赛落户常州，我市从赛事组织、场馆
设施、后勤保障等方面入手，力求把比
赛办好，吸引更多的青少年踊跃参与
阳光体育运动，促进身心健康，培养青
少年的合作精神团队意识，形成热爱
体育、崇尚运动的良好风气，充分展
现青春风采、释放青春活力。

作为江苏省重点发展的优势项目
和我市的传统项目，早在上世纪 60 至
70 年代，常州运动员庄杏娣就先后在
全 国 击 剑 比 赛 中 获 得 5 金 3 银 的 佳
绩。1995 年至 1997 年，常州市击剑队
参 加 省 赛 共 获 得 3 金 、2 银 、2 铜 。
1993 年，常州名将孟洁获得世界青少
年锦标赛亚军；1999 年，孟洁又在击剑
世锦赛上摘得铜牌；2001 年，孟洁在
第 21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一举揽
下 1 金 1 银。

为了进一步推动击剑运动在我市的
开展，去年底，常州市青少年业余体育学
校与常州树人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成功签
约，商定将联合承办常州市击剑队。这
也是我市体育部门首次引入优质社会资
源，推动多元化办队的一次有益尝试。
根据《常州市击剑项目合作共建协议》，
少体校将主要负责提供训练场地资源、
专业技术支撑，并下达相关考核目标；树
人体育将负责击剑队的日常训练、比赛
和运营工作。

“我市击剑项目组建较早，但发展
比较慢，虽然期间也出了孟洁这样的世

界级选手，但近几年来优秀的击剑运动
员还是比较少。”市体育局副局长堵文
波认为，与社会力量的“联姻”将为常州
击剑项目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
此次签约也是常州青少年体育发展方
式转变的一次尝试，是常州市体育局引

进优质社会资源，实现与社会力量联合
办队的一个新的开端。这对充分借助
社会力量，科学调配全市现有资源，推
动我市多元化办队向纵深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杨杰 文 / 魏作洪 摄）

省青少年击剑锦标赛在常举行

本报讯 时隔 5 年，江苏篮球历史
上最成功的中锋唐正东终于回归！记
者昨天从江苏同曦俱乐部获悉，唐正
东与俱乐部已完成签约，新赛季，唐正
东将身披同曦9号战袍出征联赛。

关于唐正东要加盟同曦男篮的消
息，早有传出。据了解，唐正东选择同
曦队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离家比
较近，其二是唐正东希望为家乡球队
效力。虽然同曦队不是唐正东成名时

效力的江苏队，但至少是江苏的球队。
唐正东出生于 1982 年 9 月，身高

2.16 米，司职中锋。他自 99-00 赛季进
入 CBA，职业生涯先后效力于江苏队、
新疆队和佛山队。在江苏队时期，唐正
东打出职业生涯最好的表现，最好的一
个赛季（06-07 赛季）场均得到 26.8 分、
10.9 个篮板、2.1 次助攻。同时，唐正东
在江苏队时还曾 3 次获得 CBA 常规赛
MVP。10-11 赛季则是唐正东在江苏

队效力的最后一个赛季。之后在新疆队
和佛山队，唐正东因为多个原因，表现较
在江苏队时有所下降。上赛季，唐正东
在佛山队出战 30 场，场均出战 20 分 29
秒，场均得到8.6分5.3个篮板。

据了解，唐正东在 8 月 1 号就已经
来到仙林训练中心与同曦全队会合，目
前以体能强化训练为主。“大唐狠起来，
也是蛮拼的！半个月的时间瘦了 15
斤！”同曦的体能教练吴军专门给大唐开

起了小灶，大唐也用自己的狠劲向队友
和教练宣告了自己新赛季的决心。

“这是一帮很有朝气的队友，新赛季
大家都有更高的追求，我也希望自己可
以在这个过程中给予球队更多的帮助。”
江苏同曦即将迎来进入 CBA 的第三个
赛季，董事长陈广川也提出了冲击季后
赛的目标。大唐的加盟，以及亚洲外援
阿巴斯的引进，为球队原本孱弱的内线
增加了不少的实力，也为球队冲击季后
赛增加了重要砝码。

另据了解，同曦功勋球员解立彬与
同曦俱乐部的合同即将到期，经过双方
沟通，将不再续约。作为曾经入选国字
号的 CBA 冠军成员，解立彬加盟同曦 3
个赛季以来，以其丰富的经验、精湛的球
技为球队做出重要贡献，是同曦晋升
CBA的绝对功臣。

（杨杰）

解立彬将不再续约

时隔5年回归江苏

唐正东与同曦正式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