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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最前线

周二001欧冠
贝西克塔斯 VS 那不勒斯
开赛时间：2016-11-02 01:45
周三凌晨欧冠小组赛再度展开

精彩角逐，贝西克塔斯是一支土超
劲旅，上赛季球队力压费内巴切与
加拉塔萨雷等豪强，时隔 7 年再度
捧起了土超冠军，而新赛季开启后，
球队妥善处理好欧战与联赛之间的
轮换，目前保持着连续16场比赛不
败，全队士气达到最高峰，此番坐拥
主场之利有望大开杀戒。那不勒斯
在上周末过得并不快乐，因为他们
客战死敌尤文图斯的时候吞下了败
仗，而且对方打入制胜一球的前锋
正是球队前主力伊瓜因，现时那不
勒斯全队可谓满腹怨气，本次远征
土耳其必定全力发泄，在阵容方面，
后卫阿尔比奥尔依旧伤停，前锋加
比亚迪尼解除停赛回归首发。

亚盘为那不勒斯做出客让平半
球的初盘，那不勒斯虽然上周输球，
但其依然是机构力捧的对象，澳彩上
盘初参水位低开，后市资金流入后，
上盘水位更直接跌至超低水区间，反
观近期状态神勇的贝西克塔斯却没
有得到机构支持，后市下盘水位更直
接飙升至超高水区间，可见主队实在
不宜看好，而且现时客胜指数集中在
2.05附近，客胜条件充分，本次比赛
看好那不勒斯凯旋而归。

比分推荐：1:2、0:1
竞彩胜平负推荐：0
竞彩让球胜平负（+1）推荐：1

周二003 欧冠
卢多戈雷茨 VS 阿森纳
开赛时间：2016-11-02 03:45
周 三 凌 晨 欧 冠 小 组 赛 好 戏 连

场，卢多戈雷茨虽然是保超劲旅，但
球队与各路欧洲豪强相比实力还是
相差一大截，上回合欧冠小组赛就
被阿森纳在主场以 6 比 0 进行大屠
杀，现时仅积 1 分在 A 组中倒数第
一，小组出线可谓难过登天，本次再
度迎战阿森纳，卢多戈雷茨只能寄
望输少当赢。本赛季阿森纳发挥出
色，球队在各项战线一路高歌猛进，
目前保持着连续 14 场比赛不败，但
需要注意的是，现时阿森纳在欧冠
A 组中暂积 7 分排在第一位，除了巴
黎圣日耳曼以外，其余球队都仅获 1
分，阿森纳小组出线资格基本确定，
而且本周日球队将要与热刺进行北
伦敦德比，主帅温格恐怕会将重心
放在德比战之中，阵容轮换自然不
可避免。

亚盘为阿森纳做出客让球半的初
盘，阿森纳在上回合交手便将对方杀
个片甲不留，加上近期状态出色，本次
必定是彩民心目中的热捧对象，但鉴
于阿森纳周末迎来德比战，本次比赛
估计会保存实力，现时澳彩上下盘水
位都处于中水区间，可见阿森纳意在
小胜离场，此役需要提防阿森纳赢球
输盘。

比分推荐：2:3、1:2
进球数推荐：5球、3球
竞彩胜平负推荐：0

10 月 23 日，“全民爱广场”广场舞全国总决赛在北京举行。在全国 180 多
支队伍的激烈竞争中，来自我市天宁区茶山村的常州舞韵江南舞蹈队凭借广
场舞节目《惊鸿一面》成功入围全国总决赛，并以优异的表现和完美的发挥荣
获“优秀团体奖”。

2016 金坛茅山登山健身大会 10 月 23 日上午在茅山旅游度假区举行。比
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近500名运动员参赛。今年的比赛将起跑点改为东方盐
湖城景区大门口，途经三清观、海底水库后到达终点乾元观，全程约12公里。

10月25日，市体育局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组织局离退休党员、老
干部参观考察了市奥体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戚墅堰全民健身中心、市体育医院，
并向老同志通报了近年来常州体育事业发展情况，征求老同志的意见建议。

日前，“我是天宁人，我爱常州城”2016天宁区广场舞大赛在新丰苑社区广场
落幕。来自辖区内镇、各街道选送的10支舞蹈队参加了本次原创广场舞比赛。

一个人，一部公路自行车，经过 87
天，骑行 15800 多公里，穿过 30 个国家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或许只有
49岁的苟焕强自己最清楚。

“我的人生经历了很多变故，骑车确
实让我遇到了不少危险，但也看到了很
多风景。”苟焕强回忆着87天的经历，笑
着说，如果骑车和跑步能带来健康的身
体，还能让你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那还
有什么理由拒绝？

因减肥而骑行，因亲人离
世决定挑战自我

10 年前，从事外贸生意的苟焕强是
个身高 175 公分，体重近 200 斤的大胖
子。常年往返于欧洲、美洲和中国，苟焕
强没有任何时间锻炼身体，健康状况也
出现了很多问题。“2005 年我在威尼斯
谈笔生意，邂逅了一对70多岁的尼克夫
妇，他们改变了我。”苟焕强遇到这对夫
妇时，他们刚刚耗时一个多月从荷兰的
阿姆斯特丹骑行 2000 多公里到达威尼
斯。“我因为好奇他们的自行车装备才上
前搭讪，看到他们的健壮身体，我真不敢
相信他们有70多岁。”

从那以后，苟焕强喜欢上了自行车
运动。回到青岛，他每天从五四广场骑
行25公里至崂山脚下，然后背着石头负
重爬山几个小时。两年时间，他的体重
从 200 斤变成了 160 斤，身上的赘肉也
被肌肉所取代。正当他享受着骑车给他
带来的变化时，他的家人却一个个因病
离世，从父母到妻子，对于苟焕强来说是
一个又一个打击。

苟焕强为自己定下了第一个“五年
计划”——这并不是简单的骑行，而是独
自骑着公路自行车，在南半球完成不间
断长距离的穿行。

2012 年，他从青岛出发，历时 38 天
完成了单骑环东北，共计路程 8500 公
里 ；2013 年 ，苟 焕 强 完 成 了 100 天

15000 公里的世界红茶骑旅；2014 年，
他用20天单骑横穿美国，从美国波士顿
到西雅图，全程 5500 公里；2015 年，他
参加了法国PBP(Paris-Brest-Paris)长
距离自行车竞赛，连续 55 小时不眠不
休，骑完 1098 公里⋯⋯而如今这场 87
天骑行 15800 多公里的挑战，则是苟焕
强这个“五年计划”中最困难的一项。

忍饥挨饿、遭遇枪战，每
一天都充满故事

事实上，苟焕强并不是在骑车进行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在每次出发
之前，都会进行周密的路线规划，并且将
路上需要的装备和自行车的备用零件提
前寄到将会到达的城市和地区。

然而，当他骑车进入巴基斯坦后，当
时正值伊斯兰国家的“斋月”。“我没想到
白天在路上餐馆都是关门的，我只能在
路边捡一些烂水果作为补给。”十几天时
间，苟焕强爆瘦 25 斤，他只能在晚上猛
吃，然后到了早上继续找烂水果吃。即
使如此，苟焕强依然能保持平均每天完

成200公里。
苟焕强在巴基斯坦还遭遇了枪战。

“当时我听到枪声马上就停下来，然后希
望找一家当地的旅店躲进去。”苟焕强至
今心有余悸。“可是当地的旅店都不愿意
接纳外国游客，可能是担心他们成为被
绑架的对象。”苟焕强只能求助当地警
察，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找到可以寄宿
过夜的地方。

遭遇绑架，被逼付嫖资

这一路骑来，摔伤、寒冷、饥饿和高
原反应都只是“小插曲”，真正让他感到
恐惧的是，在阿塞拜疆遭遇的“绑架”。

“当时，我经过一段 40 多公里的烂
石路，我担心车子爆胎，所以一路推行。
结果遇到了两个愿意让我打顺风车的年
轻人。”两个人把苟焕强拉到了一个饭馆
模样的地方。苟焕强有些警觉，希望和
他们拍照。可他们却把照片删除了。在
进入所谓的“饭馆”之后，苟焕强才发现，
那是一个“红灯区”。他们还没有坐定，
就有一群性工作者一拥而入，那两个 30

多岁的年轻人随即“光顾”了这个“红灯
区”，并且向苟焕强做手势，苟焕强只能
帮他们支付了20欧元的“嫖资”。

由于那是唯一一条通往格鲁吉亚首
都第比利斯的路，苟焕强只能继续坐着
他们的车前进。直到汽车开进了加油
站，苟焕强把身上的最后 5 欧元给了对
方，然后拿出随身携带的军刀自卫，才借
机离开。事实上，对方此前还用苟焕强
的手机拍摄了一段视频，事后在其他人
的翻译下，他才知道，那是一段“威胁要
赎金”的视频。

骑行感受真实世界，在终
点收获爱情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苟焕强要选
择这种略显极端的方式来挑战自我。

“其实我也在问自己，为什么会这
样。但是因为骑车，我感受到了一个真
实的世界，一个不是别人口中描述的世
界。”苟焕强的每一次骑行，都让他经历
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

“就像我骑行进入伊朗之后，我发现
那里很多地方的人都很平和，并不像外
界描述的那种所谓的‘危险’。”

这段87天的骑行之旅，帮助苟焕强
增加了很多“中国第一人”的标签，但是
这并不是他所想要的。

“或许有人不理解我，但是我的这些
骑行让身边越来越多人开始骑车和跑
步，这就让我很高兴了。”苟焕强说，自己
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还有第
二个“五年计划”，那就是骑车穿行完北
半球。然后他就不会再如此“冒险”。

“我不是要提倡去做那些极限的挑
战，这些不间断骑行都是在我的能力范
围之内。在完成了这些计划之后，我或
许回去从事‘铁人三项’。最重要的是，
骑车和跑步不仅让我身体健康，激发了
我的潜能，而且让我看到了真实的世界
是什么样的。” 木马

遭遇绑架，被逼付嫖资，受冻挨饿

一人一骑穿越30国15800公里

本报讯 10月22日，2016常州市政
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项目之中国常州龙
城太极拳剑大赛在中天钢铁体育馆举
行。来自常州、南京、上海、苏州、宜兴、
马鞍山等地的 60 支代表队的近千名太
极拳、太极剑爱好者共聚一堂，相互交流
切磋。比赛分为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
本着全民健身、大众参与的原则，赛事以
交流观摩为主，各队均有获得奖项。

太极拳是一项老少皆宜的休闲体育
运动，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相辅相成，有
利于身心健康。龙城太极武术馆是本次
赛事的主办方，武术馆自2009年成立以
来，一直以“弘扬民族精神、传承太极文
化”为使命，在我市积极推广太极拳项
目，先后开办了 7 家分馆、20 余个辅导
站，培养了5000多名太极拳爱好者。

（木木）

近千名太极
爱好者
亮剑常州

本报讯 记者在日前召开的西太
湖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前发布会上获
悉，今年西马确定于11月13日上午7
点 30 分在西太湖花博园北门鸣枪开
跑。央视 5 套将对比赛进行时长达
90分钟的现场直播。

据了解，本届赛事共招募了 900

名志愿者，其中包括 460 名服务志愿
者、250 名竞赛志愿者、190 名医疗志
愿者。补给方面，半程路线将设 7 个
饮水补给点，10 公里设 2 个饮水补给
点，5 公里不设饮水点。医疗保障方
面，沿途将设 9 个固定医疗站，配备 8
辆救护车，194 名医护人员、蓝天救援

队队员和AHA急救人员沿线待命。
比赛当天早上 7 点至比赛结束，环

湖北路以南、环湖西路以东、武南路以西
（具体以公安部门发布的交通管制公告
为准）将进行交通管制，该区域内禁止车
辆通行。

（武统 周欣辰）

2016“西马”13日上午7点半开跑

本报讯 10月30日晚，新赛季CBA
联赛第一轮全面开战。坐阵常州奥体主
场的江苏同曦队未能给球迷送上胜利。
面对缺兵少将的辽宁依然以 100：115
不敌对手。赛后，主教练胡卫东将失利
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外援和内援配合得
不够默契”。

本场比赛，小外援康宁汉姆交出了
31 分 4 个篮板 3 次助攻的成绩单，可以
说表现得相当全面。值得一提的是，他
一个人就造成了对方17次犯规，不过他
的罚球命中率让人近乎绝望，24 次罚球
只命中了 16 个，命中率还不到 70%，而
上半场，他连续罚丢了 8 个球。“我对
CBA 还不太适应，希望后面会越来越
好。”康宁汉姆赛后说。康宁汉姆是第一
次打CBA，对中国联赛的了解和熟悉程

度都不够，特别是他赛前就非常不理解，
为什么自己的球鞋要用胶布贴上球鞋的
logo。

当晚的比赛，大外援布莱尔得到 31
分10个篮板，命中率也有68%。不过作
为一个内线选手，只有两次罚球，他的进
攻以中距离抛投为主，没有办法给对方
的内线造成杀伤。亚洲外援阿巴斯的表
现是三大外援里最好的，本场比赛得到
15分9个篮板。

虽然外援表现喜忧参半，但赛后
胡卫东对他们还是给予了肯定，“他们
的态度非常好，即便坐在场下也在鼓
励队友，带动了球队的气氛。我相信
经 过 磨 合 ，他 们 的 状 态 会 越 来 越 好
的。”

尽管输掉了比赛，但主帅胡卫东赛

后颇有风度，他表示自己也要和球队一
起磨合。

“我们这支队伍赛季开始前的比赛
很少，外援和内援配合得不够默契。”胡
卫东说，“这个也不能怪球员们，我自己
也离开 CBA 很久了，和大家也缺乏磨
合，我认为我们磨合好了，还是很有希望
的。比赛暴露出我们在高强度对抗下的
发挥不行，我们要抓紧时间磨合球队。”
在新闻发布会现场，胡卫东始终面带微
笑，看得出来他对球队的前景还是有信
心的。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同曦本土
球员里无人得分上双，唐正东只得到 6
分 4 个篮板，宋建骅的 8 分已经是本土
球员里得分最高的了。

（杨杰/文 胡平 魏作洪/摄）

同曦主场首战15分不敌辽宁

胡卫东：自己要和球队一起磨合

➡10月27日晚，2016年常州市第二
届篮球俱乐部联赛八强赛在奥体中心同
曦体育馆举行，金坛红狼队 60：58 战胜
一中传奇队。

江苏同曦男篮队员唐正东和冯欣分
别担任两队主教练。 胡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