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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最前线

周二001 日职
鹿岛鹿角 VS 浦和红钻
开赛时间：2016-11-29 18:25
周二晚上日职联总冠军争夺战

火热上演，鹿岛鹿角虽然在联赛第
二阶段陷入低迷，但球队进入超级
阶段后重新找到了状态，成功在客
场以 1 比 0 击败状态神勇的川崎前
锋，顺利迈进了总冠军争夺战，本回
合鹿岛鹿角坐镇主场，必定会借助
其主场优势全力抢分；本月中浦和
红钻在日皇杯不敌川崎前锋出局，
现时球队只剩下联赛冠军可以竞
逐，作为日职联传统豪门，浦和红钻
自然不会放过争夺冠军的大好机
会，更何况球队已经连续10年没有
染指联赛总冠军，本次浦和红钻的
战意不言而喻。

亚盘为本场比赛做出平手初
盘，两队初参水位都在中水附近，后
市资金注入后，主队水位飙升至高
水区间，笔者认为机构升水符合常
理，毕竟鹿岛鹿角近 5 次主场对阵
浦和红钻未尝一胜，往绩完全处于
下风，而且欧指主胜后市普遍呈上
涨趋势，主胜危险要素增大，本场比
赛不妨看好浦和红钻客场不败。

比分推荐：1:1、1:2
半全场推荐：平/平、胜/平、平/负
竞彩胜平负推荐：1/0

周二009 英甲
谢菲尔德联 VS 沃尔索尔

开赛时间：2016-11-30 03:45
周三凌晨英甲将对第12轮进行一

场补赛，谢菲尔德在上赛季表现较差，
最终球队无缘升级之战，不过本赛季谢
菲尔德卷土重来，开赛至今球队在英甲
只负3场，目前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排
在积分榜第3位，球队发挥十分出色，
只要本战拿下沃尔索尔，谢菲尔德有望
跻身到直接升级区之中；与谢菲尔德相
反，上赛季表现高光的沃尔索尔在本赛
季却陷入低谷，近10场联赛只取得2胜
4平4负的战绩，暂以23分排在英甲第
17位，球队状态实在令人担忧，而且沃
尔索尔本赛季客场表现有所退步，要知
道客场是球队上赛季重要的得分手段
之一，如今却成为拖累球队战绩的主要
原因，本次走访巴拉摩巷球场，沃尔索
尔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机构为谢菲尔德做出让一球的初
盘，虽然谢菲尔德在上个月面对沃尔
索尔吞下败仗，但机构本次没有受到
该场失利的影响，大部分机构上盘初
参水位都在低水区间，后市水位也只
在低水区间徘徊，这无疑增强了主队
取胜的信心，但需要注意的是，谢菲尔
德已经连续 3 场在比赛中输盘，近 3
次主场面对沃尔索尔的盘路也是赢 1
输 2，此场比赛笔者认为谢菲尔德还
是难以赢盘。

比分推荐：2:1、1:0
进球数推荐：3球/1球
竞彩胜平负推荐：3
竞彩让球胜平负（-1）推荐：1

本报讯 北京时间 11 月 24 日，亚足
联官网发布消息，亚足联竞赛委员会建
议，2018 年 U23 亚洲杯交由中国举办，
比赛将在4座城市举行，分别是常州、昆
山、常熟、江阴。该建议将在 12 月 1 日
举行的亚足联执委会上得到最终确定。
根据往届大赛申办情况，常州迎来首项
洲际足球大赛已成定局。

亚足联 U23 锦标赛是亚足联所主
办的国家队层级比赛中水平仅次于亚
洲杯的高规格赛事，每 2 年举办一次，

而每逢奥运年，此项赛事同时也是奥运
会亚洲区的预选赛。2016 亚足联 U23
锦标赛暨里约奥运会预选赛今年 1 月
在卡塔尔举行，中国国奥队在小组赛中
三 战 尽 墨 ，无 缘 里 约 。 2018 亚 足 联
U23 锦标赛将于 2018 年 1 月 9 日至 27
日举行。

近年来，我市足球运动迅速升温，相
继承办了中泰女足对抗赛和中国足协杯
赛等赛事。为了让常州球迷能在家门口
欣赏到高水平的足球比赛，推动常州足

球运动的进一步普及，经上级主管单位
同意，我市联合昆山市、常熟市和江阴市
代表中国申办 2018 亚足联 U23 锦标
赛。按照申办计划，我市将作为2018年
亚足联 U23 锦标赛主赛场，届时将承办
中国队小组赛的所有比赛、两场 1/4 决
赛、半决赛以及最终的决赛。

今年 9 月，在中国足协和江苏足协
技术官员的陪同下，亚足联官员专程来
常，对我市申办 2018 年亚足联 U23 锦
标赛相关工作进行考察。在常期间，亚

足联竞赛部经理五香纯典和行政部经理
斯图尔特实地考察了市奥体中心体育
场、奥体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等比赛、训
练场地和官员、运动队入驻酒店。五香
纯典对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优质的草坪、
完备的功能用房等硬件设施以及成熟的
办赛团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两片训
练场地——奥体青龙体育场和奥体青少
年校外活动中心足球场提出了布置的具
体要求和完善的整改措施。

（杨杰）

常州迎来首项洲际足球大赛

2018年U23亚洲杯落户常州

为了健康、为了漂亮、为了塑型⋯⋯
每个人减肥的原因都各不相同。然而，
杭州一个小伙却不是为了自己减肥，而
是为了 3 岁的女儿。据杭州媒体的报
道，这位重 246 斤的父亲在听到女儿说
的话后，一年内狂减100斤，从“小胖”变
身帅哥老爸。

曾胖到246斤，女儿害怕见到他

这位爸爸叫盛飚，今年 32 岁，身高
1.8米的他体重达到了246斤。

盛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其实在
读大学时并没有现在这么胖，大概也就
在180斤左右。工作之后，食堂伙食好、
再加上缺乏锻炼，他的体重开始猛增到
200多斤。盛飚回忆自己当时可以一个
人吃掉一电饭锅的米饭。有一次和表妹
出去吃饭，他一个人吃掉了 14 盘菜，旁
边的服务员都惊呆了。

4 年前女儿的降生让盛飚晋升为
“胖奶爸”，换尿布、洗澡、做饭⋯⋯他小
心翼翼地照顾着这个小生命,当时他并
没有觉得自己的肥胖有什么不好。然
而，随着女儿的长大问题开始逐渐显
现。200多斤的盛飚很难跟得上女儿走
路、奔跑的脚步，甚至走一段路就开始气
喘吁吁。除此之外，盛飚说自己的女儿
还害怕比较胖的人，可能因为体型较大
的关系，家里只要有胖叔叔来，她都会被
吓哭。虽然自己从小照顾女儿，但女儿
依旧对他充满恐惧。有一次他仅仅是剪
短了头发，女儿就哭着对妈妈说道：“妈
妈，我怕，能不能不让爸爸进屋。”

没有体力陪女儿玩耍，自己的样子
还吓到了女儿，盛飚感到有些失落。然
而，真正让他狠下心要减肥的还是女儿
的一句话。“如果小朋友说你是个大胖
子，我就不要你接送了！”去年，盛飚告诉
女儿再过一年她就该上幼儿园了，女儿
便突然开口说出了这句话。

一个月狂减33斤，变身型男老爸

也许女儿只是无心之言，但盛飚却
记在了心里，从此他便开始风雨无阻地
坚持减肥。

由于体重太重，一开始他甚至都跑
不起来，因此他就靠快走和仰卧起坐来
燃脂。一个月过后，他竟然减掉了33斤
的重量。可能是方法有些问题，盛飚的
膝盖给走肿了。之后，在医生的建议下
他放慢了走路的速度，但依然能够每个
月减掉 10 斤左右。盛飚制作了一张自
己体重变化的动图，上面的数字从 200
以上逐渐到 190、180、165⋯⋯轻下来
的他也开始尝试跑步。

一年的坚持过后，如今他的体重只
有150斤了。在他晒出的照片中清楚地
可以看到，他不仅颜值直线上升，身体也
有了线条感，甚至还练出了腹肌。

如今，女儿已经开始上幼儿园了，她也
非常喜欢自己的爸爸来接送，毕竟她的爸
爸已经变成身材好、颜值高的大帅哥了。

管住嘴、迈开腿，减肥其实很简单

从盛飚在朋友圈晒出的图可以看
出，他至今仍然坚持锻炼，并严格控制着
自己的饮食。

“吃了想吃的总要付出代价的。”有
时候他会因为吃了一块蛋糕而自责，这

不仅会影响他跑步的状态，当然也会让
他付出更多的汗水。

在接受《杭州日报》采访时，盛飚透
露了自己的减肥方法，可以简单地总结
为六个字：管住嘴，迈开腿。

在运动方面，他主要是靠跑步来减
脂，其中走 20 分钟、跑 40 分钟。而在饮
食方面则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1.早、午餐要吃饱
早餐、午餐吃饱，晚餐吃蛋白质，比

如蛋类或者牛排配水煮西兰花；
2.少吃多油多盐食物
所以尽量在家做饭，外面的饭菜一

般都是油多盐多；
3.睡前4小时不进食
晚上 7 点前吃晚餐，晚餐后休息一

段时间后，运动一小时；
4.米饭可用牛奶代替
如果不吃米饭的话一定要喝足量的

牛奶，他按照自己的身高体重每天会喝
1.5升的纯牛奶，代替米饭；

5.等量交换
遇到特别想吃的东西，当然可以吃，

但是一定要取消另一个能量相似的食物
摄入，比如想吃蛋糕，那么肉就不吃了；

6.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不要一味地照

搬别人的减肥方法，也不要盲目节食。健
康的、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木马

杭州小伙为女儿一年狂减100斤

本报讯 11 月 27 日晚，江苏同曦在
常州主场以 103:112 不敌北控。本场
比赛，同曦一度占据了优势，但裁判的判
罚让同曦非常不满，比赛因为裁判问题
多次中断，最终阿巴斯吃到了六次犯规
加一次技术犯规，被罚下场。唐正东也
因为不满裁判判罚，吃到技术犯规下
场。赛后，同曦高层表示裁判欺人太甚，
一定要上诉中国篮协。

本场比赛，同曦获得 17 次罚球，而
客场作战的北控则获得了30次，更让同
曦队员不满的是裁判判罚尺度的不一
致。“我们防守只要有身体接触，裁判肯
定吹我们犯规。对方防守都趴到我们身
上了，裁判永远看不到。这就是江湖传
说的‘体毛犯规’吧。”一名同曦球员说
道。

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同曦仍坚持
到了最后时刻。比赛结束前 3 分多钟，
阿巴斯一次底线突破，北控的王振宇明
显犯规，裁判吹了阿巴斯进攻犯规，同曦
主帅丁伟冲到场内抗议，场内也响起了

“黑哨”声。在巨大的压力下，裁判竟然
儿戏般地改判了。更戏剧性的一幕出现
了，唐正东内线得球准备进攻，裁判为了
找平衡，把一个好球吹成了走步，大唐怒
气冲冲地与裁判理论，结果吹到了技术
犯规，加上之前他曾吃到违体犯规，就此
下场。丁伟再次冲进场内与裁判理论，
被俱乐部工作人员拉走，比赛一度失控，
不得已中断了一会。在此后的比赛里，
裁判的判罚尺度依然没改，阿巴斯在一
次防守中吃到了第六次犯规，对裁判异
常不满的他把球扔向了空中，吃到了一
次技术犯规，领到了第七次犯规出场。

“裁判现在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
步了，现在谁来监管裁判，裁判问题解决
不好，中国篮球迟早要步足球后尘。这
场比赛，我们一定要上诉要一个说法。”
同曦俱乐部赛后说。

记者昨天获悉，为了加强内线力量，

江苏同曦将用迪奥古顶替大外援德布莱
尔。目前，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江苏同
曦俱乐部的官方确认。

江苏同曦今年拥有三外援，除了布

莱尔之外他们还签下了康宁汉姆和阿巴
斯。在前 9 轮比赛中，布莱尔场均可以
得到 23.5 分 12.5 个篮板 2 次抢断以及
1.4次助攻。

迪奥古是CBA的老面孔，上赛季效
力于广东队，他场均可以砍下 20 分 9.2
个篮板和1.2次助攻。

（杨杰）

CBA裁判又惹争议 同曦主场憾负北控

迪奥古将顶替布莱尔？

11 月 26 日至 27 日，第五届江苏省健身气功新功法交流比赛在连云港举
行，常州队获马王堆导引术集体比赛和太极养生杖集体比赛两项一等奖。

全球华人篮球邀请赛日前在浙江横店举行。11月27日上午，60岁以上组
比赛进行了最后的决赛，由市篮协组织的常州江南农村商业银行队力克对手
获得该组别冠军。

11月20日上午，金坛区体育休闲四季联赛冬泳项目启动仪式在金坛区仙
姑村海底水库举行，来自金坛、扬州、高淳、溧水冬泳协会的各路冬泳爱好者为
广大群众进行了冬泳表演，参与人数达200多人。

本报讯 11 月 13 日晚，位于常
州武进芙蓉的体彩54750旗舰店传
来中奖喜讯，该店彩民 J 先生（化
名）喜中体彩竞彩混串过关 4 串 6
奖金38万余元，另外后面有一群彩
民跟单，累计50余万元！

据了解，J 先生是一名老彩民，
2001年就开始玩传统足球彩票，有
着 16 年的彩龄，算得上是骨灰级，
更是中奖常客，大大小小的奖已经
数不清了。他也积累了一些粉丝，
经常有其他彩民跟他的单子。

11 月 13 日晚上 21 点，J 先生
来到 54750 站点，研究了当天比赛
的数据，分析完后采用了 4 串 6 玩

法，投注了周日 006 保加利亚-1 白俄
罗斯让平，周日 007 卢森堡+2 荷兰让
平，周日 009 瑞士-2 法罗群岛让平，
周日 014 希腊 VS 波黑平。果然是大
神单子，最终 J 先生 4 场全部命中，中
得38万余元奖金！

J 先生说，他喜欢和一群彩民探
讨，互相交流，中奖是大家经常沟通交
流的成果。有一个好的购彩气氛很重
要，喜欢以彩交友，交流更多经验，中
更多奖！J 先生表示：投注彩票还是
建议根据自己经济条件，适当投入就
行，重点在享受投注的过程。付出总
有回报，享受其中的乐趣！

（晓寒）

武进彩民喜中38万多

本报讯 11 月 27 日，“江南银行杯”
第四届常州市企业家乒乓球比赛在兰陵
小学举行。来自武进区、金坛区、钟楼
区、新北区、天宁区、经开区共55家企业
法人代表报名参加了比赛。

本次比赛由常州市乒乓球协会、常
州市企业家协会主办，兰陵小学协办，江
南农村商业银行独家冠名。比赛设男子
青年组、男子中年组和女子组三大组别，
进行单打比赛。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
赛，第二阶段进行淘汰赛。经过一天近
200 场紧张激烈的角逐，张伟峰、王少
峰、张晨获青年组前三名；秦忠、陈中伟、
梅齐明获中年组前三名；白玉萍、吴亚
辉、李莉获女子组前三名。

综观参加本次比赛运动员的技术水
平，与往年相比进步十分明显，技术水平
相近，比赛精彩激烈。比赛吸引了数百
名常州乒乓球迷现场观战，一位常州老
球迷现场感叹：近几年市乒协每年组织
开展多种层次丰富多彩的乒乓球活动，
既丰富了常州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又
促进了我市全民健身乒乓球运动的普及
与提高，近四年每年举办的全市少儿乒
乓赛、老年人乒乓赛、女子乒乓赛、领导
干部乒乓赛、企业家乒乓赛、民间俱乐部
联赛已经成为常州市开展全民乒乓健身
运动相对固定的年度常规热闹赛事，在
省内外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木木）

第四届企业家乒乓球赛收拍
本 报 讯 经 过 3 个 月 的 激 烈 比

赛，2016 年常州市政府购买公共体
育服务项目常州市网球比赛日前鸣
金收官。本届比赛共进行了 337 场
比赛，参赛选手超过 500 人次，是常
州地区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一次
网球赛。

本届比赛由常州天尼士体育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承办。比赛设 8 个竞赛
组别：小学生赛、中学生赛、青年男子
单打、青年男子双打、中年男子双打、
女子双打、男子双打和俱乐部团体
赛。比赛日期选择 8 月到 11 月之间
的 6 个双休日进行。比赛场地为主办
方管理经营的武进网球馆，提供了充

足的室内外场地资源，保证比赛能风
雨无阻进行，通过主办方员工及网球
爱好者团体骨干成员细致的组织、策
划，各项比赛如期顺利安全地完成，选
手们赛出了水平赛出了欢乐，促进了
本地网球运动的蓬勃发展。 （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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