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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最前线

本报讯 连续两届世锦赛和里约
奥运会，史婧琳都是女子 200 米蛙泳
的铜牌获得者。看起来是在“原地踏
步”，但史婧琳 7 月 28 日赛后告诉本
报记者，这一次她终于突破了个人最
好成绩，“我已经3年没长成绩啦。”

7 月 28 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

行的第 17 届国际泳联游泳世锦赛女子
200米蛙泳决赛中，常州选手史婧琳以2
分 21 秒 93 获得世锦赛铜牌，同时将个
人最好成绩提高了 0.15 秒。“开心开心，
虽然只有0.1秒，但我已经3年没长成绩
了，至少说明我还在进步。”

比赛最后时刻，史婧琳紧咬临道的

美国选手加拉特，但最终还是落后对手
0.16秒，加拉特获得亚军。“看得见她，我
跟她顶，但是没顶住。我抢个边，但是没
抢着。”史婧琳说起话来一副大大咧咧的
样子。此前，耐力有优势的史婧琳曾笑
言，如果有400米蛙泳项目，她就是奥运
冠军了。

谈到自己的表现，史婧琳评价道：
“今年训练很系统、很努力，其实不应该
是这个成绩，应该比这个再快一点。但
或多或少涨了 0.1，所以还是很开心、很
满意的。”

史婧琳表示，自己的下一个目标，将
是8月份的全运会。她希望届时能够表
现出自己最佳的状态，打破全国纪录，

“今年训练的效果非常好，感觉自己应该
在 21 秒 5 以内，但是没有游出来。等着
全运会吧！先把全国纪录破了，破了好
几年都没有成功。”

这个项目的全国纪录是 2009 年时
齐晖创造的2分21秒37。 （木木）

史婧琳世锦赛摘铜

豪言全运会破全国纪录

7月21日19点，家住路劲城的林
先生带着妻儿，早早来到了奥体中心
新城体育场，准备观看常州“龙城杯”
国际足球邀请赛。作为资深球迷，这
场意甲豪门国际米兰对阵德甲劲旅沙
尔克04的激战，他已经翘首以盼了整
整一个月。

距离开场还有半小时，安检口已
经排起了长队。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林先生满脸期待：“国米、沙尔克04的
比赛以前只能在电视转播中看到，今
天有机会在家门口欣赏到他们的球
技，绝对不能错过。”

近年来，足球热在常州不断升温，
球坛大腕竞相献技、本土赛事火热开
展，让众多本地球迷过足了球瘾。足
球，这项世界第一运动，在常州正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吸引越来越多市民的
热烈追捧。

大型赛事
掀起全民足球热潮

2016 年以来，我市相继承办了众
多国际、国内赛事。不仅有中泰女足
对抗赛、中芬女足对抗赛两场国际 A
级赛事，还有中国足协杯赛、全运会男
子 U20 足球预赛等大型国内赛事。
此外，全国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生男子

超级组南区）、江苏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等也在常州圆满落幕。

从专业运动员参加的 A 级赛事，到
在校学生参加的业余比赛，市体育局在
引进各类足球比赛时，不仅注重赛事的
级别和关注度，更将赛事的丰富性和多
样化纳入考察标准，最大限度地满足不
同年龄段、不同风格爱好的市民群众的
观赛需求。

苏宁体育集团副总裁刘军对常州的
办赛水平作出了高度评价，经过去年足协
杯赛，常州球迷的热情也给他留下了深刻
印象。“今年全运会男子U20足球预赛结
束后，苏宁球员对常州奥体的草坪也赞不
绝口，很期待再来常州踢一次球。”

2018 年 1 月，亚足联 U23 男子锦标
赛主赛场已经选定常州，中国队小组赛
的所有比赛，以及两场 1/4决赛、半决赛
和决赛，都将在常州举办。届时，龙城必
将再掀全民观赛热潮。

业余联赛
夯实足球发展土壤

“现在仅常州足协注册的足球俱乐
部就有近 50 家，约 1500 人在经常性地
开展和参与各种业余足球活动和比赛。
整个城市踢球、看球的氛围，相较 10 年
前有了很大改善。”对于常州业余足球运

动的发展现状，常州市足协常务副主席
兼秘书长宋剑伟很是欣慰。

常州是江苏省最早开展 11 人制业
余足球赛的城市，早在1989年就已建有
约 12 支球队，90 年代初的发展高峰期
球队数量更是增至 28 支。21 世纪初，
随着国足比赛成绩下滑，常州足球也陷
入低潮。2008 年以后，市场逐渐回暖，
而近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等
系列政策的推动，更是让常州业余足球
发展焕发出新的生机。

2014年，常州市政府购买公共体育
服务开全省先河，将足球列入购买项目，
在政府购买资金支持下，首届常州业余
足球联赛成功举办，全市16支代表队近
300名运动员参与了比赛。

2017年，常州业余足球联赛步入第
四个年头，今年的赛事更趋专业化，不仅
细分为超级组和甲级组，还引入了升降
级制度：今年的超级组最后 2 名将降至
明年甲级组，甲级组前 2 名则升入超级
组。比赛从 5 月持续至 10 月，共有 20
支队伍约600人参赛。

除了强调专业化以外，常州业余足
球赛事的多样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市
小学生足球春季联赛、大学生 8 人制足
球联赛、社会中年组 5 人制足球比赛等
相继举办，相较于 11 人制的比赛，这些
赛事对年龄和场地要求更低，让更多群

众能参与其中享受足球运动的乐趣。
宋剑伟还提到，8 月 6 日至 9 日，常

州市首届幼儿足球赛即将举行，共22支
球队逾300名队员将参加比赛。“作为以
学龄前儿童为参赛对象的官方大型赛
事，这在全省亦属首例。”

校园足球
照亮足球未来之路

“传统的足校模式是把有潜质的孩
子、高水平教练集中在一起，孩子们缺乏
文化课学习，实践证明并不成功。”常州
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甘亦农说，常州明确将学校作为校
园足球发展的主阵地，抓好学校足球运
动队的同时，尝试推动足球进校园，引导
各学校把足球列入体育课必修内容，培
养足球骨干力量，建立明确的奖惩机制，
为校园足球的发展积蓄力量。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国家级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78所、市级校园足球试点学校
58所、校园足球示范学校29所。全市校
园足球市、区、校三级联赛机制日趋完善，
每年开展市级校园足球比赛近500场。

按照《常州市中小学校园足球发展
行 动 纲 要（2015—2020 年）》，至 2020
年，常州将实现校园足球三个“百分
百”：全市中小学校 100%开设足球课
程，全市学校体育分管领导、体育教师
100%完成市级校园足球专题培训，校
园足球试点校、布点校 100%至少有一
名教师通过培训拥有国家中级足球指
导员资格。 谢秋萍

足球热席卷龙城

本报讯 7月28日上午，常州市体
彩中心在位于常州市新北区嵩山中路
9-8号的04497网点举行体彩超级大
乐透上市十周年网点授牌仪式，常州市
区共有10家曾中出体彩大乐透一等奖
的销售网点接受了光荣的授牌表彰。

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自2007年5
月28日上市销售至今十周年整。十年
来，常州体彩注重强化基础，坚持改革
创新，不断提升大乐透品牌认知度和影
响力，销量实现较快增长，市场地位逐
步夯实。据统计，体彩大乐透目前已为
常州彩民送出百万以上大奖32个，常
州彩民最高中奖纪录为2400万元。

专管员是体彩中心和站点之间沟
通的桥梁，此次被评为“大乐透上市十
周年”全国优秀专管员的魏斌表示，为
了能履行好专管员的职责，更好地为
站点服务，他非常珍惜每一次省市中
心组织的各项培训学习，在日常工作
中，也时常与其他专管员交流工作经
验，学习他们的长处以弥补自己的不
足。除了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

水平，他深知端正的工作态度是尤为重
要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接到站点打
来的电话，他总是尽可能认真倾听，及
时处理在电话中能解决的问题，不能处
理的，就马上到站点进行指导，确保站

点的正常销售。
04497 站点的业主陈华兵 11 年开

始接触体育彩票，原本是一名普通的彩
民，由于对体彩热爱，后来索性加入了体
育彩票的队伍，成为一名体彩人。从普

通彩民到网点业主，他的身份有了改变，
生活有了改变，但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对
体彩的热爱。平时他一直秉持着“以诚
待人、用心经营”的原则，体彩大乐透第
12027 期，他站点的彩民中出大乐透一
等奖，总奖金达到 665 万元。中奖的喜
讯一传开，越来越多的彩民走进他的站
点，成为彩友，成为朋友。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对超级大乐透上市十年以来作出突出
贡献的地市级体彩机构进行表彰，由于
贡献突出，我市被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授予超级大乐透上市十周年

“全国百强市”称号。常州市体育局产业
处副处长衡兴龙表示：“体彩大乐透‘全
国百强市’的殊荣属于常州，更属于体彩
的全体从业人员和广大的彩民朋友。这
十年，正是有了各级部门的大力支持，全
市体彩人的辛勤耕耘，新老彩民的垂青和
厚爱，才有常州体彩的今天！我们应该秉
持着‘责任、诚信、团结、创新’的体彩精
神，用行动铸就新的辉煌。”

（晓寒）

最高中奖纪录2400万元

体彩超级大乐透上市十周年

常州彩民摘下百万以上大奖32个

欧冠
谢里夫 VS 卡拉巴克
开赛时间：08-02星期三1:00
周三凌晨欧冠外围赛第 3 圈继

续展开，谢里夫是摩尔甲班霸，球队
近年一直进入欧洲赛场，虽然一直
因成绩不佳而未能进入小组赛，但
部分球员已经积累了不少欧战经
验，并且在上回合客场成功战平实
力强于自身的卡拉巴克，可见谢里
夫已经为欧冠做好充分准备，次回
合球队有望借主场之利击败对手；
与谢里夫相同，卡拉巴克同样有着
丰富的大赛经验，在本届欧冠外围
赛球队 2 胜 1 平保持不败，不难看
出卡拉巴克本届志在参与小组赛，
不过球队在上回合坐镇主场也没法
攻破谢里夫大门，错失抢分的大好
机会，此番卡拉巴克作客想要抢分
得点恐怕没那么容易。

亚盘为卡拉巴克做出客让平半
球的初盘，由于上回合卡拉巴克没
有把握好机会，此役失去了主场优
势的客队被机构看淡，各机构上盘初
参水位高企，个别公司的水位更去到
了超高水，卡拉巴克想要在浅盘中全
身而退几乎不可能，毕竟对于这些小
级别班霸来说，主场是他们重点依赖
的对象，既然机构不利好客队自然有
他的道理，所以本场不妨支持谢里夫
主场90分钟内不败。

比分推荐：1:1，2:0
半 全 场 推 荐 ：平/平 ，负/平 ，

平/胜
竞彩胜平负推荐：1/3
竞彩让球胜平负（+1）推荐：3

巴甲
瓦斯科达伽马 VS 巴拉纳竞技
开赛时间：08-01星期二7:00
周二清晨巴西甲将展开第 17 轮

最后一战，瓦斯科达伽马虽然是本赛
季升班马，但球队整体发挥稳定，早早
适应了上级联赛的氛围，是三支升班
马中表现最好的一支，而且瓦斯科达
伽马主场战绩尚可，近 7 次主场作战
交出了 5 胜 2 负的成绩单，此役面对
近况不佳的巴拉纳竞技，相信瓦斯科
达伽马不会放过抢分的大好机会；作
为巴西甲常驻分子的巴拉纳竞技，本
赛季表现实在令人大跌眼镜，联赛 16
轮战罢，球队仅取4胜，导致现时全体
球员不得不面对降级危机，但现时巴
拉纳竞技想要保级也是心有余而力不
足，毕竟球队已经连续 9 场比赛一胜
难求，士气已经下滑至低谷，加上客场
作战一向是球队弱项环节，本次巴拉
纳竞技作客出征恐怕也是难以获胜。

巴拉纳竞技不擅客战已经是路人
皆知，亚盘主让半球盘，理论上客队在
盘面中应该是不利的一方，但现实却
是相反，巴拉纳竞技在盘口中占据优
势，目前盘面充斥着客队不败的味道，
但笔者奉劝大家不要冲动，毕竟本场
比赛是独立时间段进行，假如盘口过
于利好强势的一方反而不利，现时盘
面恐怕是庄家为了诱向下盘而设下的
陷阱，所以本场比赛不妨看好瓦斯科
达伽马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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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8 日，溧阳市第八届运动会暨第五届全民健身节职工部台球比赛收
杆。本次比赛分为美式八球团体赛和个人赛，来自职工部的 6 支代表队参加
了比赛。经过 4 天的激烈角逐，最终经信代表队获得了第一名，卫计、政法代
表队分获二三名。

7 月 27 日，第九届全国曲棍球奥林匹克后备人才基地夏季训练营暨 2017
年“仙寓山泉杯”全国青少年曲棍球锦标赛，在武进曲棍球训练基地和武进区
鸣凰中学同时拉开帷幕。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
和中国曲棍球协会主办、江苏省体育局和武进区人民政府承办，共有来自全国
12个省（区、市）的39所学校50支队伍约700名运动员参赛。

经过16天32场激烈的比赛，钟楼区邹区镇邹新花园社区第十届“瑞源杯”
夏季篮球联赛日前落幕。本项赛事自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0年，本届比赛更
是吸引了8支球队120名运动员报名参赛。最终，陵口跃辉队获得了本次联赛
的冠军。

7 月 20 日，天宁区“养生正气”健身气功展示活动在龙锦小学体育馆如期
举行。此次活动吸引了全区健身气功站点的爱好者参与，来自镇、各街道的
10 支队伍 180 多人参加了本次交流展示。青龙街道 3 队、红梅街道 1 队、茶山
街道代表队分获本次交流展示活动的一、二、三等奖。

7月27日，史婧琳在预赛中

7月28日，史婧琳在颁奖仪式上展示奖牌

本报讯 7月24日台湾南投县埔里
中学跆拳道、游泳代表团教练员、运动员
约34人，来到常州市青少年业余体育学
校，为期一周的比赛交流正式展开。

南投县和常州市自 2011 年举办
青少年体育赛事友好交流以来，至今
已经成功开展了 7 个年头。相比于往
年的棒垒球、射击交流，此次交流新增
加入游泳项目，南投县埔里中学组织
了一支18人组男子游泳队，与市少体
校运动队进行比赛切磋，而跆拳道方
面的对抗比赛依然激烈精彩。

7月24日下午，仅仅经过半天的场
地适应训练，埔里中学便派出了8名跆

拳道队员和常州跆拳道运动员进行了比赛
交流，双方选手实力相当，在汗水的挥洒和
激烈的比拼中加深了了解，收获了友谊。

台湾埔里中学跆拳道代表团助教周
怡璇是一名大四的学生，练习跆拳道已
经十几年了，这次的常州之行，令她最为
羡慕的是常州市少体校的跆拳道训练场
所：“常州队员们的训练场所真的是太棒
了，训练的设备等各方面都非常出色，这
样优秀的训练场所和设施对于提升选手
水平很有帮助。”

“台湾的跆拳道运动起步较大陆要
早一些，在这些台湾的运动员身上，有很
多可以学习的地方。此次活动，能够有
效地开阔我们运动员的视野，收获友谊
的同时，提升了各自的比赛技能和修
养。”常州市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跆拳道
教练张小妮表示，“跆拳道是一项以竞技
格斗为基础，同时能磨练人意志的运动。
跆拳道始终倡导‘以礼始，以礼终’的尚武
精神，‘礼仪’是其中必不可少又十分重要
的组成部分。这次的交流活动也能够让

两岸的运动员们更深入地了解彼此的文
化，更深刻地体会到跆拳道礼仪、廉耻、忍
耐、克己、百折不挠的十二字精神。”

随着交流项目的逐渐丰富以及众多
学校运动队的积极融入，一年一度的两地
体育赛事交流越来越成为常州、南投青少
年增进彼此友谊、提高竞技水平、加深文
化认同的不可或缺的交互式学习载体和
平台。此次7天的交流行程中，以运动员
训练、比赛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加入了常
州特色景点的观光安排，在赛事的交流、
环境的认知和文化的触碰中，为来自祖
国宝岛台湾的同胞朋友们营造一次更为
难忘深刻的旅途体验。 （于晨珺）

台湾埔里中学体育代表团来常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