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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休闲

奥体大家庭再添新成员

竞彩最前线

戚区和新北健身中心下月底开放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奥体中心获
悉，由该中心建设并运营的戚墅堰区全
民健身中心和新北区（春江）全民健身中
心将于下月底正式对外营业。至此，
在全
市范围内，由奥体中心负责管理运营的
健身场馆已达4家。
戚墅堰区全民健身中心位于东方西
路北侧，
丁塘河湿地公园西侧，总建筑面
积21000平方米。中心包含一个50×25
米标准游泳池和一个25×15米培训池，
3000平方米的体育综合馆可开设10片
标准羽毛球场地、
10张 乒 乓 球 场 地 、
1500平方米的综合健身房、一片室内篮
球场。此外，中心还将配套国民体质监
测、
教育体育培训、跆拳道、拉丁舞、
体育
用品专卖、
咖啡休闲等功能。
新北区（春江）全民健身中心位于春
江镇教育园区的西南侧，总建筑面积为
26998平方米。健身中心包含一个50×
25米标准游泳池、一个25×15米培训
池，同时还建有8片标准羽毛球和篮球
场地、
1500平方米的健身房，中心还将
配套乒乓球、跆拳道、文体艺培训、体育
用品特色专卖店等项目。
据悉，
目前，奥体中心在建或规划的
全民健身中心还有武进（横林）、天宁、
钟
楼等4家。所有健身中心运营均由常州
奥体输出专业化场馆运营管理队伍，按
照奥体中心场馆管理标准运营。*杨杰+

是不是经常会听到一些人说：
“我天
天跑步啊，可是这脂肪就是掉不下来。
”
你手机上的软件明明告诉你燃烧掉了更
多热量，
可你依旧减脂失败。
跑步，本是一种非常好的运动，
可是
关于有氧训练，
你真的理解透彻吗？
你有
没有想过，你跑出去的那些热量究竟到
哪儿去了？
四个原因，告诉你为什么减脂
期跑步不一定有效。

双重机会赢i
phone6

戚区全民健身房内景效果图

新北区（春江）全民健身中心外景效果图

为什么天天跑步

燃烧了多少热量
并不是重点

可脂肪就是掉不下来？

跑步，成了你唯一的选择

人类的身体，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
机器，如果你总是反复地做相同的事情，
这个机器就会慢慢熟悉并适应，从而使
过程变得更简单。
拿跑步来说，并不是说
当你跑多了之后这项运动会让你感觉不
费力气，你还是在流汗，心跳还是很快，
只是你的代谢系统只与少部分的热量进
行反应。跑步的确会帮助你减脂，
但只是
在一段时间之后，当你的身体逐渐适应，
它便不是唯一的选择。
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力量训练会
帮助你燃烧更多的热量，因为在完成负
重训练后，肌肉的恢复需要热量，
这会在
减脂期间起到不小的作用，而且力量训
练也会防止肌肉的流失。另外，拳击，舞
蹈，
游泳，登山，骑车等有氧训练，
不仅会
帮助你更有效地消耗热量，也会让你的
训练变得不再那么单调。

距离不是目的，速度才是

在各种各样的训练中，其中一个重
—强度。当人们选择了
要的因素便是——
一个他们能承受的配速的时候，他们
会跑很长时间。想想当你跳上跑步机

2015年3月23日，辽宁本溪，马布里
振臂高呼的那一刻，北京首钢男篮四年
勇夺三冠，北京赢得这次史诗般的总决
赛的同时，也书写了CBA联赛总决赛20
年来“后会无7”的历史。首钢成功了，我
们想到了曾经还一度领先的南钢，想到
了江苏篮球。
首钢篮球成功的营养，
难道
江苏篮球不该汲取吗？

带人带钱带管理
这个模式江苏也可以有

曾几何时，北京队是中国篮坛上的
一支劲旅，1956年北京男篮就夺得过全
国甲级联赛冠军，1983年以闵鹿蕾、袁
超为班底的北京男篮击败当时不可一世
的解放军队，
全运会上问鼎。
但是随着社
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职业化的兴起，北京
篮球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陷入低潮。
转折出现在2009
年，
当年4月份，
北京
市体育局与北京首钢重新签下一份共建
协议，
前者以
“带人、
带钱、
带管理”
的模式
对北京男篮进行大力扶持。
北京市体育局
的介入为北京篮球的重新腾飞支起了平
台，
每个赛季千万的投入为球队带来底气。
2011年马布里加盟北京队，让球队
的整体实力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
2012
年李根的加入则让本土阵容进一步增强。
特别是2013年以孙悦为主的北京奥神队
员集体加盟北京首钢，
对球队第二次夺得
总冠军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
而奥神和
首钢这次之所以能够联姻，
北京市体育局
在背后的积极
“斡旋”
功不可没。
记者点评： 事实上首钢俱乐部与北
京市体育局的共建合作已经受到了全国
各地的关注! 江苏省体育局 !"#$ 年也为
此召开过媒体研讨会! 会上省体育局副
局长杨国庆也对首钢模式表达了敬意和
首肯"可不 知 什 么 原 因 !新 赛 季 !省 体 育
局对于江苏两支职业篮球俱乐部的支持
并未有什么大动作! 合作也大多停留在
口头上"首钢的成功经验告诉江苏篮球!

顶呱刮百万新票
“招财进宝”
上市

实话讲，手机上和跑步机上告
诉你的热量燃烧数字经常会误导
你，而倾听你的身体，才是最重要
的。
尝试不同的训练方法，
让你的感
觉告诉你哪一种训练最有效，哪一
种训练能让你的身体感受到脂肪在
燃烧的感觉。
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
中，别在办公室或书桌面前一坐就
是七八个小时，
时不时站起来走走，
让自己的身体活起来，这会帮助你
燃烧更多的热量。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体彩管理中心获悉，
顶呱刮全新
票种“招财进宝”将于近日登陆我市体彩站点，单张彩票面
值20元，
有20次中奖机会，最高奖金100万。
3月23日至5月3
日，
刮该票更有双重机会赢取i
phone6。
“招财进宝”
以财富为票面主题，
元宝、
钱币等金色符号
在绛红色背景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该票有三个游戏区，
共
20次中奖机会，游戏方式非常简单。游戏一：刮开覆盖膜，
如果出现金额标志，
即中得该金额；
游戏二：
刮开覆盖膜，
如
果你的号码中的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
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金额；
如果出现
“财”
或
“宝”
标志，
即中
得该标志下方所示金额的两倍；游戏三：刮开覆盖膜，在任
意一场游戏中，
如果出现两个相同的标志，
即中得该场游戏
右方所示的金额。除了高达100万的头奖，
“招财进宝”另一
个特色就是有更多500元和1000元的中等奖级，相信会给
彩民带来更畅快的刮奖体验。
3月23日至5月3日，江苏彩友刮“招财进宝”
，还有双重
机会赢i
phone6。第一重机会：在游戏二“你的号码”区域，
刮出“99”即可获得i
phone6一部（价值5288元），刮出“88”
即可获得智能手机一部（价值1000元）。第二重机会：彩民
单张“招财进宝”彩票中得50元（含）及以上，经销售网点使
用兑奖设备（I
VT或BCr
）完成兑奖并进行剪角处理，登录
中国体彩网 （www.
l
ot
t
er
y.
gov.
c
n
） 或体彩顶呱刮官网
（www.
t
i
cai
dgg.
c
om），点击“招财进宝抽奖”或者用手机
扫描活动二维码进入活动页面，根据要求输入相应信息，
即
可参与抽奖活动，
共有1500部i
phone6等你来赢。 *木木+

你跑的太多了！

选择了一个你不快不慢的速
度，你可以在上面跑一个小时，
然后当你停下来，觉得自己还
能继续跑下去，但你的目的是
什么？是不是应该跑得更快一
些，感觉略微疲劳一些,然后回

家睡觉？长距离跑对耐力训练
的作用更大一些，但并不针对
减脂。
我们经常会听到跑45分钟
是最佳的减脂方法，可是，别忘
了，我们还有HI
I
T
（高强度间歇

性训练）训练，
不妨将枯燥费时的
45分跑步机运动换成20分钟HI
I
T训练，让减脂更有效率，
也帮助
脂肪持续燃烧。但建议超重或者
运动机能较差的新手，先以快走
或慢跑开始。

是的，你没看错，
跑的太多了也
是罪魁祸首之一。运动是帮助你维
持健康的最佳方式，但，问题就是，
过量的运动会为你的身体带来太多
的压力。
身体对于激素的需求，同时
也控制着减脂的能力。皮质醇会在
你训练的时候释放，皮质醇并不是
什么不好的东西，但长期的压力和
长期的皮质醇释放，会让你的身体
维持胰岛素水平从而强迫你的身体
储存脂肪而影响减脂效果。最后的
结果就是，你的肌肉会流失，
代谢会
下降，
而脂肪又会长回来，
甚至会对
你的免疫系统造成伤害。马拉松是
一项很考验耐力也是很有挑战的一
项运动，但如果你每天都跑上一个
多小时到四个小时的话，危害将会
发生，
过度训练，等同于过度压力。
韵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市体科所为市少体校和军体校的
学生开展大纲形态机能测试%测试指标涵盖形态)机能)发
育共计 %% 项% 参加测试的约 $&" 余名运动员! 包括游泳)武
术)乒乓)羽毛球)击剑)跳水)花游)射击)射箭等项目%形态
机能测试可以帮助学校和各项目教练员系统掌握运动员身
体发育和机能素质发展情况! 为竞技项目选材育才提供系
统的数据支撑 。
木木

北京模式江苏可复制
共建模式可以成功! 我们期待着江苏篮
球的改变"

买人育人“两手抓”
首钢大获成功不是意外
北京首钢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重视人才结出的硕果。
实际上，
北京篮
球目前所面临的一个现实状况比江苏还
要残酷，后备人才比较匮乏。这种情况
下，北京市体育局和首钢俱乐部一碰撞，
采取了引进大批篮球人才和加大培养后
备力量两手抓的方法。
一线队，他们先后
高价买来了吉喆、
朱彦西、
李根和孙悦等
人，
后备力量方面，北京市体育局没有回
避，
而是直面现实，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
方式。2009年北京市体育局和首钢重新
签订的共建协议中就有挖掘和培养后备
人才的相关措施。
北京市体育局为篮球开通人才引进
绿色通道，通过北京市篮球学校、
体校和
市级篮球训练基地培养篮球苗子，优先
从青少年篮球比赛活动中为北京首钢男
篮选拔后备人才。首钢梯队的青年球员
都能完成初中和中专，考大学可以走高
考单招，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青年球员的
后顾之忧。首钢俱乐部方面，咬紧牙关，
大价钱买进优秀国内球员，留下核心外
援。据说，孙悦、李根等国内球员的年薪
都高达300多万，而这两人在CBA总决
赛中起的作用，
也有目共睹。
记者点评：一次聚会!江苏南钢俱乐
部主帅胡 雪 峰 感 慨 道 #$江 苏 篮 球 辉 煌
时!某一两个队员受伤根本都不是事!每
个位置上都有两位优秀球员! 那时的江

苏篮球不缺人! 可如今我们的人才是要
什么 没 什 么 %&江 苏 是 个 篮 球 大 省 !可 我
们的人才都去哪儿了' 除了我们熟知的
被外省高价挖走的优秀人才之外! 我们
是否也应该反思! 江苏篮球现有的人才
培养模式是否出了问题! 体育局以及俱
乐部高层是否应该为此做些改变% 记者
了解到! 现在张成带的南钢二队还有几
个好苗子! 真的不希望江苏篮球人才再
流失下去了(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冠军球队更能“留心”
首钢建立王朝，很多人归结为有一
个马布里，可是要知道，马布里在山西、
佛山队为什么没有这么大的化学反应？
为什么能在北京队获得这么大的成功？
因为北京敞开了博大包容的胸怀，这就
是北京队成功卫冕的重要因素。主教练
闵鹿蕾绝对信任老马，
老马也成就了他，
两人相互倚重，相互信任，同甘共苦。像
闵帅与老马这样亲如兄弟合二而一的帅
将关系，在CBA还真找不出第二家来。
当年，
广东宏远王朝时，外援积臣也
是长年稳定在球队，
北京留用马布里、
莫
里斯两位核心外援，保持了球队的延续
性，也从一定程度上为首钢4年3夺冠加
了码。
必须要再次提到老马，总决赛老马
场均贡献29.
6分、
5.
6次助攻、
4.
8个篮板，
这个数据大大高于常规赛。摘取总决赛
MVP，对老马来说是名副其实。没有老
马，就没有北京队的4年3冠。老马奉献
的不仅仅是数据，
而是倾注了他对这支队
伍的热爱，
对北京这座城市的融入。
正因

为如此，
老马展示的是一种精神，
一种动
力，
一种感染力，一种凝聚力，
一种榜样，
从而激励全队战胜各种困难勇攀高峰。
说
老马是CBA外援的楷模，
毫不为过。
北京队能成功卫冕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拥有总决赛的经验，清楚如何把经
验化为球场上的斗智斗勇。曾经有不少

人包括我在内，担心“末节单外援”会成
为北京队的隐患。
但是，
随着季后赛的逐
步展开，
国内球员的作用越来越大。
东方
不亮西方亮，
在总决赛系列赛中，
国内球
员轮番爆发，
从孙悦到李根，
从王骁辉到
方硕，再到翟晓川，人人成了马布里、莫
里斯，
破了辽宁队
“末节惹不起”
的魔咒。

而这一切都基于球队的稳定，队员之间
的熟悉以及信任。
记者点评：无需避讳!江苏篮球一直

处于$内斗 &之 中 !长 年 没 有 稳 定 的 教 练
班子)人才培养体系和外援选拔措施!拿
江苏南钢为例! 最近几年外援几乎是打
一年就换! 屡屡出现外援不听从管理的
丑闻!更别 说 与 外 援 建 立 信 任 了 %当 然 !
确实 也 没 有 选 到 值 得 球 队 留 用 的 外 援 %
本赛季! 南钢俱乐部对于球队的投入有
所增加!留住了所有核心球员!只是光靠
钱留人远远不够!学习首钢不仅能留人!
还能留心是南钢俱乐部包括江苏篮球的
刁 勇
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