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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最前线

周二002 世预赛
中国 VS 伊朗
时间：2016-09-06 19:30
伊朗队 25 名球员中有 11 人为

海外军团，其中 8 名球员是旅欧球
员比韩国队还多 1 人，阵中身价最
高阿兹蒙，在本赛季欧冠联赛中帮
助罗斯托夫顺利杀进欧冠小组赛。
本轮虽说伊朗客场作战，但仍有赢
球实力。

反观国足首场客战韩国 2-3
输球，赛后国内媒体一片吹捧仿佛
赢球的是国足，孰不知当时韩国已
经 3-0 大比分领先，球队战术性主
动收缩并放国足 2 球留以颜面。即
使足协开出赢球300万巨奖刺激也
无济于事，以国足目前的实力还是
无法和日韩等强队抗衡，本场主场
打伊朗能拿一分已算天佑。

亚盘开出国足主场平手盘初
盘，相信更多的是考虑主场因素，并
非球队真实实力的体现。随着资金
的介入亚盘变为伊朗客让平/半球，
机构对伊朗信心渐增。欧赔方面
BET365更是将主胜赔率从2.50提
高到 3.00 以上国足赢球无望。不
过考虑到中国的主场疯狂球迷以及
足协开出的天价赢球奖金，不排除
双方战平的可能。本场比赛首选伊
朗赢球，次选平局较为妥当。

竞彩胜平负推荐：1、0
比分推荐：0：1、1：1

周二012 世预赛
瑞典 VS 荷兰
时间：2016-09-07 02:45
周三凌晨 2018 世界杯外围赛欧

洲区赛事列阵出击，瑞典在今夏欧洲
杯表现令人失望，小组赛他们 1 平 2
负未能突围。瑞典以往都是伊布的一
人球队，他发挥好坏直接影响到球队
命运。但在法国欧锦赛后，伊布宣布
退出国家队，他的离开也宣告一个时
代的终结，瑞典未来发展如何需要进
一步观察。至于荷兰方面，他们阵中
不乏青年才俊，但在 2014 世界杯后，
郁金香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迷。欧
洲杯预选赛未能出线，近期热身赛也
爆冷惜败希腊，主场遭遇噩梦般的 5
连败，这样的成绩就连主场球迷都报
以嘘声。本届预选赛，荷兰大量提拔
新人，并且以国内两大班霸为组军核
心，球队将为2018世界杯征程打响第
一枪。

本场比赛数据有点诡异，主队瑞
典受让0.25，随着伊布离开国家队，瑞
典实力进一步下降，锋线攻击力估计
难有起色，瑞典在今夏欧洲杯攻坚无
力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现时主场受让
数据，笔者认为并不乐观，后市方面上
盘折让逐渐下调，荷兰受热不大，而且
刚刚在热身赛输球，估计作客不会受
到太大关注，此战建议选择上盘荷兰。

竞彩胜平负推荐：0
比分推荐：2：3，0：2

8 月 28 日，金坛区“庆奥运——快乐羽你同行”青年羽毛球团体赛在金坛
羽翔羽毛球馆落幕。来自该区 20 支代表队、近 180 名运动员参加了羽毛球混
合团体比赛56场次的角逐。

8月30日，钟楼开发区举办了第二届“新城幸福里·乐动夏令营”系列活动
之“青枫荷煦”音乐荧光走活动。本次活动路线为青枫公园至荷园，全程3.6公
里。机关、社区工作人员共 50 余人参加了荧光走活动。行走途中，在每个路
口处都有志愿者指挥交通，并为队员们加油鼓劲。

8 月 30 日上午，由武进区总工会、武进区体育局主办的 2016 年武进区职
工象围棋比赛，在武进区职工活动中心开赛，有17支队伍108人参赛。

本报讯 8 月 30 日晚，江苏体
彩 7 位数开出第 16135 期，我市金
坛区 54646 站点中出特等奖一注，
奖金500万元。

8 月 31 日上午 9 点，金坛体彩
中心工作人员专程来到站点道贺，
刚到门口，只见店内人头攒动，新老
彩民欢聚一堂，分享喜悦。当大家
纷纷猜测是谁中奖时，站点业主表

示，中奖的幸运儿是一位老彩民，且是
守号中奖的。

不少彩民纷纷表示，自己也很喜
欢买守号，用家人的生日或者有纪念
意义的日子编一组号码进行守号，有
时候即使是中个 5 元的小奖也很开
心，这是一份对体育彩票的深情，一份
对公益责任的坚守。

（沙近）

中奖者为习惯守号的老彩民

金坛彩民中7位数500万元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棋类
协会获悉，常州市政府购买公共
体育服务项目、2016 年常州秋季
围 棋 普 及 组 比 赛 报 名 工 作 已 全
面 启 动 ，我 市 范 围 内 1998 年 后
出 生 的 少 儿 围 棋 爱 好 者 均 可 报
名参加。

2016 年常州秋季围棋比赛由

常州市棋类协会主办。比赛分为公开
组和普及组两个阶段举行。其中，公
开组比赛于8月27日至29日进行，分
为公开组、中年组和老年组、女子组、
常州组等组别。

普及组比赛将于10月4日至6日
在常州市外国语学校进行。今年的比
赛还增设 5 段组，为常州已经考上 5

段的少儿棋手提供继续提高的机会。
爱好者可以到常州棋类协会报名参
赛，报名地址在常州健身路 29 号（208
办公室）。

联系电话：
范老师13584318493、
鞠老师13951235326。

（木木）

秋季围棋普及组比赛开始报名

本报讯 2016 年全国乒乓球锦标
赛（U15组）暨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日前在重庆落下帷幕。由我市兰陵小
学输送进上海市乒乓球队的仲奕军同
学，一举获得男子团体第 3 名和单打

第7名2枚奖牌。
本次比赛是国内 15 岁以下年龄组

最高级别的赛事，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32 支代表队、315 名运动员参加了为期
6 天的比赛。代表上海队出战的仲奕军

同学与队友团结奋战，在男子团体比赛
中，分别战胜广西、河北正定、重庆、天
津、陕西 5 队，夺得第 3 名，并被授予乒
乓球“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在单打比
赛中，仲奕军先后战胜了6名选手，特别

是在 16 进 8 的关键场次中，以 4：3 淘汰
了赛前夺冠呼声最高的国家二队队员牛
冠凯，最终取得第7名。据了解，本次比
赛获得单打比赛前8名的运动员可不占
原单位名额参加 2016 年全国青年乒乓
球锦标赛，并将有资格参加2016年度全
国优秀青少年集训。

另据悉，在不久前卢森堡世界少儿
乒乓球邀请赛中，仲奕军同学还一举捧
回 了 同 年 龄 组 别 的 男 单 世 界 冠 军 奖
杯。

（森磊 杨杰）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U15组）在渝落幕

常州小将仲奕军收获2枚奖牌

本报讯 9 月 3 日，2016 全国女子
手球锦标赛在安徽省滁州市开赛。在
首日的比赛中，由我市承办的江苏女
手以 36:35 力克宿敌东道主安徽队，
在9月4日进行的小组赛第二轮中，江
苏女手又以 33:23 轻松拿下山东队，
为冲击全国锦标赛三连冠开了好头。

本届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
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是本年度国
内最高水平的女子手球赛事，共有来
自江苏、北京、上海、新疆、山东等省市
的 13 支代表队参赛。比赛共持续 11
天，分为小组赛和复赛两个阶段。其
中，江苏、广东、安徽、新疆、山东、广
西、黑龙江被分在 A 组；上海、辽宁、
解放军、北京、四川、天津分在 B 组。
本次比赛的决赛将在 9 月 13 日傍晚
进行。

我市具有较好的手球运动基础。
2002年底，江苏历史上第一支女子手
球队在常州建立。此后，江苏女手多
次在全国锦标赛和冠军杯比赛中进入
前 3 名。在 2014 年 10 月的全国女子
手球锦标赛上，江苏女球 7 战全胜获
全国冠军。在 2015 年 11 月于溧阳举
行的全国锦标赛上，江苏女手又在该
项赛事中卫冕。此次出征安徽，江苏
女手旨在实现全国锦标赛三连冠。

2004年以来，江苏女手先后向国
家队输送了韦秋香、赵佳芹、蓝小玲、
陆婷等20余名运动员。去年春天，江

苏女手聘请原中国国家队、韩国国家队
主教练，奥运会冠军韩国人金甲洙任江

苏女子手球队主教练。近年中，我市还
承办了伦敦奥运会亚洲区女子手球资格

赛、全国女子手球锦标赛等一系列高水
平手球比赛。 （杨杰）

首战1球力克东道主安徽队

全国女手锦标赛安徽开赛

江苏女手冲击“三连冠”

记者昨天从江苏同曦篮球俱乐部获
悉，球队已经签下前NBA骑士队的双能
卫——贾里德·康宁汉姆。继将唐正东
重新签回江苏之后，同曦此番又在外线
出手，完成了冲击季后赛目标的又一块
重要拼图。

贾里德·康宁汉姆于1991年出生于
美国奥克兰，身高 1.93 米，体重 88 公
斤。在大三时期场均砍下 17.9 分 3.8 篮
板 2.8 助攻 2.5 抢断，并入选大十二联盟
最佳阵容之后，康宁汉姆参加了2012年
的 NBA 选秀大会。克里夫兰骑士队在
首轮第24顺位摘下了这名潜力后卫，随
后小牛队通过交易将其揽入账下，并签
下了一份 4 年总价为 583 万美元的合
同。

因为缺少机会，康宁汉姆并没有释
放自己的才华，从小牛到老鹰，再到国
王、快船、76 人，这位“90 后”的小伙子
在职业生涯的前三个赛季可谓颠沛流
离。直到 2015 年的夏天，他在骑士训
练营站稳了脚跟，甚至得到了勒布朗·
詹姆斯的好评，他进入了骑士队的轮换
阵容。

可惜，在 2015-2016 赛季的后半
段，康宁汉姆又先后披上了魔术和雄鹿
的战袍，又开始了“流浪之旅”。四个赛
季，八易球队，康宁汉姆厌倦了这种动荡
的生活，“正当我努力准备第二天的比赛
时，一个电话告诉我该收拾行李去另一
个城市报到了⋯⋯”

进入CBA以来，同曦的成绩稳步提
升，集团董事长陈广川提出了新赛季冲
击季后赛的全新目标。目前，球队已经
签下“自带季后赛定律”的神奇亚外阿巴
斯，迎回江苏本土重量级内线唐正东，球
队原本孱弱的内线实力提升了不少。如
今，球队又花费百万美金签下了这位前
骑士队的双能卫。“作为一个‘90 后’球
员，康宁汉姆正处于上升期，冲击力很
强！”一位同曦俱乐部内部人士表示，“尽
管康宁汉姆在NBA名气不大，但是他的
打球风格很适合我们，攻守两端的平衡
性也是球队所看重的。”

康宁汉姆主打 2 号位，同时也可以
客串1号位，这样一个双能卫的加入，无
疑为同曦的后场注入了新的动力。新赛
季，康宁汉姆将与本土明星后卫冯欣组
成同曦后场双核，这对“90 后”外线组合
年轻富有朝气，能突能投，能攻能守，让
人充满期待。“我已经迫不及待来到中
国，开启这段全新的征程！”为了尽快了
解球队，康宁汉姆已经研究起了同曦的
比赛录像，“我的队友们都很年轻，很有
天赋，新的赛季我们会达到一个前所未
有的高度！” 木木

江苏同曦签下
“詹皇”前队友

年度大戏《谍影重重 5》正热
播，很多人对马特·达蒙的评价是这
个男人，演什么都好看。

如果说一个对演艺事业不认
真执着的演员不是好演员，那么马
特·达蒙一定是，因为他对每一部
接拍的片子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要
求，尤其是对自己特别地心狠手辣。

1996年，他靠着每天跑12英里
以上，只吃鸡胸脯、烤土豆以及蛋清
强行减重 40 磅，为的就是饰演《火
线勇气》中沉溺于海洛因的士兵。

2009 年的《告密者》，为了配合
角色形象，期间他又放弃了运动，每
天以汉堡、薯条、啤酒等为主食，最
终一度增重30磅。

2013 年的《极乐空间》，为了饰
演能够拯救世界的英雄，他每天呆

在健身房锻炼的时间就足足达到了 4
小时，最后再次强迫自己练出 6 块腹
肌，甚至连头发都剃没了。

回想起那段记忆，马特·达蒙总是
说：“我用了好几个月，天天去健身房，
还饿肚子，才练成这效果，太痛苦了！
我其实很爱吃，特别爱汉堡，但这次全
戒了，最后看到镜子中的我，唯一的感
受就是：饿死我了！”

2015年的《火星救援》，为了饰演

一名意外受困火星的宇航员，又再次
减重，一口气瘦下来15公斤。

从胖子到肌肉型男，再从肌肉型
男到骨瘦如柴，如此艰辛的付出，以及
期间所要具备的毅力，绝对非常人所
能做到。

如今，《谍影重重 5》又强势来袭，
据说马特·达蒙也是为此又重拾健身，
好好地虐了自己一番：

首先为了降低自己的脂肪含量，
他选择了传说中的“有氧之王”——跑
步，什么中长距离慢跑、变速折返跑、
冲刺跑等等，也让他的跑步训练充满
了乐趣。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本人还是个
地地道道的跑步爱好者，今年年初在
加州著名的亨廷顿海滩还特意化名

“马休·格林利夫”参加了 1 场半程马
拉松比赛，最终成绩是 1 小时 58 分
05 秒。

除了跑步，他也会进行类似于沃
萨攀爬器这种的高强度间歇训练，目
的也是为了减脂，当然还有提升自己
的体能。

其次是增肌，依然是每天 4 小时
的健身房，其中包括仰卧起坐、俯卧
撑、举铁、举杠铃、负重深蹲等力量
训练。

最后是饮食，据悉他一天的总热
量摄取值才为2000卡，连过去的一半
都不到呢。 风清扬

能跑马拉松能拍戏

马特·达蒙6块腹肌训练史

早餐：3个水煮蛋、全麦面包、一杯加了一勺蜂蜜的牛奶、坚果。
午餐：鸡肉、奶酪三明治、羽衣甘蓝、西兰花、菠菜、胡萝卜、土豆。
晚餐：蛋白质奶昔、坚果、南瓜籽、金枪鱼。

马特·达蒙的食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