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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最前线

瑞超
埃尔夫斯堡 vs 奥斯特桑斯
开赛时间：2017-05-03 00:30
周三凌晨瑞典超第 6 轮继续展

开，上赛季埃尔夫斯堡表现有所下
滑，导致球队暂别欧战一年，本赛季
开启后，埃尔夫斯堡目标十分明确，
那就是重新夺取欧战资格，不过球队
本赛季开局并不平稳，近5轮比赛只
取得了2胜1平2负的战绩，整体表
现起伏不定，若想确保下赛季欧战席
位，现时埃尔夫斯堡必须在联赛前半
程打好基础；奥斯特桑斯从上年升级
后，球队凭借独具一格的战术，成功
在联赛里闯出一片名堂，是瑞超新式
打法的代表，而且球队在上个月更将
瑞典杯冠军收入囊中，现时奥斯特桑
斯士气可谓正值巅峰，本次有望与埃
尔夫斯堡展开一番激战。

埃尔夫斯堡上赛季与奥斯特桑
斯交手保持不败，而且在主场更以3
比1大胜奥斯特桑斯，本次交锋埃尔
夫斯堡占据了心理优势，不过澳彩上
盘初参水位高企，即使到了后市水位
也仅回调至中高水区间，机构此役竟
对埃尔夫斯堡冷眼相待，笔者认为个
中必有原因，再看欧指方面，主胜指
数后市升跌不一，欧指也看淡埃尔夫
斯堡赢球的希望，本场比赛还是选择
奥斯特桑斯不败为妙。

比分预测：1:2，1:1
进球数预测：3球/2球
竞彩胜平负预测：0/1
竞彩让球胜平负（-1）预测：0

瑞超
赫根 vs IFK哥德堡
开赛时间：2017-05-03 00:30
周日晚上瑞典超将举行本轮剩余

两场比赛，赫根的实力处于瑞典超中
游，近几个赛季球队都是能成功保级
便心满意足，本赛季同样如此，联赛 5
轮战罢，球队仅取得1胜3平1负的战
绩，看起来对跻身积分榜上游不感兴
趣，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赫根近期后防
发挥稳健，开赛至今仅丢3球，本次面
对劲旅哥德堡恐怕会以防守为主；劲
旅哥德堡本赛季延续了其一贯作风，
球队虽然防线表现稳固，但是进攻节
奏缓慢，上轮逼平哈马比就是最好例
子：在上半场后卫洛格尼打进乌龙球
后，哥德堡直到第90分钟才绝杀扳平
比分，可见其进攻速度实在不敢恭维，
此役哥德堡想要打破赫根那出色的防
线想必也要下一番功夫。

亚 盘 为 本 次 比 赛 做 出 平 手 初
盘，澳彩主队初参超低水受注，看来
后防稳固的赫根想要守平战果大有
机会，后市资金注入后，澳彩更为主
队升至让平半球盘口，机构对赫根
的支持度有增无减，但笔者认为本
次升盘过于看高赫根，要知道赫根
一向有着进攻乏力的特点，而且对
方哥德堡也并非泛泛之辈，赫根估
计也难以攻破对方大门，所以本场
比赛不妨首选平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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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2日至24日，第13届全运会花样游泳预赛暨国际泳联花样游泳世界
系列赛在山西省体育中心游泳馆落下帷幕。由我市培养输送的运动员徐千
雪、金晓琪、金小琳代表江苏队参加了集体自由自选和集体自由自选组合两个
项目的比赛，与队友合作取得了一金一银的优异成绩，顺利晋级全运会决赛。

4 月 28 日，2017 年江苏省老年人体育节常州分会场启动仪式暨“体彩杯”
常州市中老年健身秧歌展示活动在市委党校体育馆举行，共有来自全市21支
健身秧歌队参加了健身秧歌规定套路和自选套路的展示。

4月28日上午，“体彩杯”2017年“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奖赛钟楼赛
区启动仪式在青枫公园南广场举行。从5月11日开始，所有参赛人员佩戴专用运
动处方计步器，记录每天的健走数据，将数据上传至活动网络系统，以健走步数与
健走强度累计计算积分，在全国各示范区之间、各省之间、省内各示范区之间、示
范区各小分队之间，开展四个维度、为期100天的团队健走竞赛。

4月25日上午，2017年“分享快乐 共享美好”钟楼区西林街道全民健身月
启动仪式在西林公园西大门举行，来自街道及各村数百名健身队员参与了本
次活动。本次健身月活动为期1个月，在此期间，西林街道还将组织群众开展
乒乓、篮球、跳绳等友谊赛、健身科普讲座、健康咨询义诊等活动，各村、企事业
单位还将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全民健身活动。

本报讯 5月5日至16日，2017年全
国女子手球冠军杯暨第十三届全运会女
子手球预赛将在常工院（辽河路校区）体
育馆举行。作为近4年中，全国各项赛事
中夺冠次数最多的队伍，江苏女子手球
队将向队史首枚全运会金牌发起冲击。

本次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
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常州市体育局承
办，共有 13 支各省代表队约 225 名运动
员参赛。比赛采取混合赛制，将参赛队
伍分成 A、B 两组，通过小组内部单循环
比赛决出组内 1-7 名。小组赛每组的
前 4 名交叉对战，通过淘汰赛决出大赛
1-8 名，而小组赛每组的 5-7 名则通过
循环赛决出大赛9-13名。

江苏队此次被分在 B 组，同组的竞
争对手有上海、新疆、辽宁、北京和广
西。而 A 组则包含安徽、广东、解放军、
山东、四川、黑龙江和中国香港。本次大
赛的前 7 名将获得今年 8 月天津全运会
的决赛权，和东道主天津队共同组成决
赛前八强。

2002年底，江苏历史上第一支女子
手球队在常州建立。2014年，随着常州
工学院的加入，江苏女手开启了江苏省
体育局、常州市政府、常工院三方联办的
新征程。近年来，江苏女手摘得 2014、
2015、2017 三届全国锦标赛冠军，并且
在 2014-2016 的全国冠军杯赛中连续
三度封后。

目前，江苏女手平均年龄 25.2 岁，
阵中包括国家女手队长赵佳芹，国家队
成员韦秋香、李薇薇等优秀运动员。江
苏女手领队姚治前透露，江苏女手参加
全运会预赛的 16 人阵容中，有多达 12
人曾入选过国家队，其中 8 人在今年 3
月的亚锦赛上代表国家队参赛。

江苏女手本次冲金路上的主要对手
是安徽队和上海队。在过去的 2 年中，

江苏队与安徽队交手 6 次，除去安徽队
主场的 2 次告负，其余 4 次均获胜利；在
与上海队的对战中，虽有几次分差较小，
但目前江苏女手仍旧保持全胜记录。

据悉，本次比赛全程对市民免费开
放，广大手球爱好者可前往现场为江苏
女手助威。

另，5 月 20 日至 31 日，全运会男子
手球预赛也将登陆常州，13 支男手队伍
将在常工院体育馆继续展开激烈争夺。

（谢秋萍）

全运女手预赛 5日常州开赛

江苏女手开启冲金之旅

跑马拉松途中或者平时训练时，跑
者最害怕遇到的情况是什么？

答案估计会千奇百怪：没水喝、没带
手机、突遇刮风下雨⋯⋯但这些突发状
况都没有一件事来得可怕——跑着跑着
就肚子疼，想上厕所了。

你是否在跑步过程中也曾经遇到这
种尴尬？越跑肚子越痛，到处找不到厕
所，严重的时候还有可能腹泻⋯⋯

很多人把这个问题怪到了跑前“没
吃好，没吃对”之上，但事实，就算你跑前
什么都不吃，很有可能还是躲不开肚子
痛和腹泻。关于跑步时的腹痛腹泻，其
实并非单纯因为跑前吃得不对，还有很
多深层次的原因。

都是因为跑前吃太多？

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验，就是在跑
步或其他运动的过程中，感觉到肚子慢
慢地痛起来。

以常识来说，这种状况应该都是因
为运动前不久吃了比较多的东西，但有
时候，或者对某些人来说，这种痛好像跟
吃多吃少、什么时候吃没什么关联。这
其中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说实
话，还不是非常清楚⋯⋯那难道这个题
目是在开玩笑吗？还真不是这样！

虽然很多人的经验中，类似的腹痛
常常会出现在左中腹部，大约在胃的下
方一点，用东西吃多了来解释挺合理。

但实际上根据一些医学上的统计，左、右
中腹部或肚脐周围都是好发的区域，整
体来说，上述这 3 个区域各占运动过程
中所发生腹痛的二成到五成不等。

除此之外，左上下腹、右上下腹、肚
脐上都有 10%左右的机率，最少的肚脐
下方也约有 5%低机率。考虑到这些区
域，好像就不太能只用吃多了来说明了。

肠胃不适分三类

跑步中会产生的肠胃问题当然不只
有腹痛。

有资料显示，凡从事耐力型运动，有
30%至 50％的机率会发生包括：胃酸逆
流、恶心反胃、胃痛、胀气、肠绞痛、强烈
便意、腹泻甚至血便等肠胃症状。

实际状况虽然因人而异，有时也可能
与心理因素有关，但整体而言会造成这些
肠胃症状的原因不外乎：机械性因素、生
理因素、营养（饮食）因素这三大类。

机械性因素比较容易理解，最主要是
运动中的震动，以及运动中增加的腹压。

生理因素比较少为大家所知，一些
运动医学的教科书列出了重要的运动中
肠胃生理变化，包括：内脏血液灌流减
少、肠胃活动的改变、以及肠胃道的分泌
与吸收状态改变。

运动中内脏可能缺血，还会蠕动变
慢、吸收变差！

有资料表示运动过程中，内脏的血

流量最高可以减少到 80%，而肠胃道在
血流量减少到 50%时就属于缺血的状
态。这可能导致黏膜的损伤以及肠胃活
动力的改变。而肠胃活动力的改变对胃
部的影响主要是贲门张力下降、胃排空
变慢，这可能会导致较容易胃食道逆流、
胃胀、恶心与反胃。

十二指肠也会受到干扰，至于在
十 二 指 肠 以 下 的 小 肠 和 大 肠 则 不 确
定，但可以怀疑有些跑者或运动员容
易在运动中腹泻与此有关。至于肠胃
道分泌与吸收的影响，最主要是碳水
化合物的吸收速率会明显受限，造成
的 影 响 主 要 是 当 碳 水 化 合 物 摄 取 过
量、或是饮用的补给品浓度太高时容
易导致腹泻。

上面提到的碳水化合物摄取过量、
补给品浓度太高都属于营养（饮食）因素
之一，其他包括高脂肪、高蛋白质、高纤、
整体饮食过量、进食时间不当等等，也都
属于可能造成肠胃不适的因素。

适时、适量、适当

进食后太快从事跑步或其他运动固
然是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医学上还是有
一些其他假设：包括横膈膜的痉挛、肠道
中的空气阻塞等等。

种种因素进一步造成横膈膜或肠胃
道缺血、内脏或腹膜受不当牵扯刺激、腹
部肌肉紧绷⋯⋯最后才导致腹痛。

说了这么长一串，但终究是还没个
定论。在这样的状况下，针对跑步或运
动中腹痛的预防，训练师和专家能给的
意见是比较有限，大致上有三点：

运动前最少 2 小时，不要大量饮
食。视个人状况甚至可以延长到 3 至 4
小时；运动中的饮水应该少量但规律，如
此可避免量过多造成腹痛，又可避免水
分过度流失；不要喝浓度太高的运动补
给品或饮料。

运动前清空肠胃是好习惯

整体来说，为了预防活动中的肠胃
不适，对于跑步或其他运动前的饮食建
议可以归纳为以下这些：

关于饮品：运动中应该适当补充水
分，建议应该少量但规律。希望在运动
尤其是比赛中使用水以外的补给品时，
应该于训练期间就开始尝试，且不建议
饮用浓度过高的饮品，也应减少刺激性

（如：过酸）的饮品。
关于饮食：进食应在运动2至3小时

前，依据个人状况甚至在4小时前。食物
内容以低纤、低脂、低蛋白为原则，碳水化
合物适量，且不要在运动或赛前过度偏离
日常习惯的饮食。可以考虑避免或固态
食物限量，而以流质的补给品替代。

考虑养成运动或竞赛前上厕所的习
惯，减少内急、腹泻对活动的影响。

王凯平

为何跑步常会突然腹痛、腹泻？

本报讯 怎样跑步才能不伤害脆
弱的膝盖？长跑前后的热身和整理动
作究竟该怎么做？这些困扰很多跑友
的问题，您都能在 5 月 6 日开始的市
运动与健康促进中心健康知识系列讲
座中找到答案。

本月起至今年12月，市运动与健
康促进中心将推出健康知识系列讲
座，内容涵盖科学健身、医疗保健、运
动康复等。9 位相关专家将围绕不同
的主题，每月推出一次免费讲座课

程。期间，主办方还将提供身体评估、
功能康复、理疗恢复等现场服务。

首场讲座将于5月6日下午14:00
在运动与健康促进中心三楼大厅开讲，
本场讲座的主题是“膝关节常见损伤的
自诊、自查及运动康复”。运动与健康
促进中心康复科物理治疗组长、体能教
练、助理研究员李保虎将从膝关节结构
讲起，为大家讲述疼痛的自行区别，判
断损伤的部位及原因，针对膝关节进行
简单的评价和康复锻炼方法等知识。

李保虎是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会员、
中国运动生物力学学会会员。主要从事
体能训练、运动损伤康复训练以及运动
健身科学指导工作，具有丰富的运动损
伤及术后功能康复训练经验。

讲座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市民
可致电运动与健康促进中心报名，报名
电话：85580711-8888。前 50 名完成
报名者，可于 5 月 6 日下午两点前往晋
陵北路 1 号奥体网球馆内，运动与健康
促进中心三楼大厅参加讲座。（于晨珺）

致电85580711-8888免费报名参加

运动健康系列讲座5月6日开讲
眼下大乐透 5 亿大派奖疯狂来袭，

不少彩友早已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
常州彩民黄先生捷足先登，在未派奖之
前已在大乐透 17035 期擒获 615 万大
奖，如若在目前的派送期，他的总奖金可
达到700万左右。

日前，黄先生和妻子一道出现在江
苏体彩兑奖大厅，领走了这笔大奖。据
悉，黄先生是位老彩民，自称买彩已超过
15 年，对体彩的大乐透情有独钟，平常
都喜欢自己研究号码，一般都用小复式
出击。

再看他的这张大乐透中奖票，是一
张 17035 期 36 元的“6+3”小复式，共中
得 1 注一等奖、2 注二等奖、5 注三等奖、
10 注四等奖，总奖金达到 6152617 元。
有趣的是黄先生当期还有一张小复式票
中 2 万多元，那张票共中得 15 注三等奖
以及 45 注五等奖。大乐透 17035 期实
际上来了一次小小的井喷，共开出了 11
注头奖，每注奖金仅604万元，如果在眼
下的派送期有1000万均分的话，他的大
单中奖将达到 700 万左右。对此，黄先
生表示，大乐透机会有的是，后面的投注
他会适当加入追加投注，毕竟固定奖追
加投注才有派送奖拿。 晓寒

常州老彩民领走
大乐透615万大奖

日 期5月5日5月7日5月9日5月10日5月12日5月14日5月15日5月16日

时 间19:00-20:3017:30-19:0013:00-14:3014:30-16:0016:00-17:30

比 赛 队
北京-江苏
江苏-辽宁
江苏-广西
新疆-江苏
江苏-上海1/4决赛

半决赛
决赛

江 苏 女 手 赛 程

系列讲座时间和主题
开讲时间
2017.5.6
2017.6.17
2017.7.22
2017.8.19
2017.9.16
2017.10.21
2017.11.18
2017.12.16

主 题
膝关节常见损伤的自诊、自查及运动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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