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几日，南方的雨水，给长达 40
多天的三伏天淋上了一丝凉意。不
过，即便如此，跑者们在这样的天气里
跑步，还是只有一个字：热！

在接近40度的高温下跑步，除了
有可能带来生命危险的热射病，其实还
有很多潜在的危险，比如脱水、伤病以
及内心的厌倦感。如何才能在夏天健
康地跑步和训练，你必须知道6件事。

花时间做“研究”

跑步是一项运动，也是一门学

问。如果你想健康地跑过整个夏天，那
么你就必须了解运动型热病（EHI）的症
状并密切注意自身的状况。

事实上，轻微的头痛或疲劳很容
易被跑者忽略，因为跑前那一晚上如
果没睡好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症状，
但 EHI 的前期症状很容易引起更严重
的身体疾病。

跑步前一定要做好各方面的研究
和调查，如发现自己可能中暑，需停止
跑步，并立即移动到阴凉地或有空调的
地方。脱掉多余的衣服，背部平躺于
地，抬高腿部，充分补水，并至少休息一

天再训练。

找个伙伴一起嗨

很多人说跑步是孤独的，但在夏天，至
少找一个人和你一起跑，在闷热的天气里
打破这种寂寞。这是因为在天热时和其他
人一起跑步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益处。

在容易出现伤病和身体异常状况的夏
天，有人一起跑步能确保避免危险发生。
跑友不仅可以成为你的“急救员”，而且在
你想坚持跑步时，你的伙伴可能也会成为

“理性的声音”，和你分享他的跑步心得。

分多次喝完足够的水

尽管在夏天训练时失去的每一滴汗
水，没有必要都用功能饮料补充回来，但
是时刻保持身体的水分平衡还是非常重
要的。

建议每损失约 0.45kg 的体重大约
要补充 453.6g 到 567g 的水。但重要的
是，如果身体缺水严重，那这些水要分开
补充，而不是一次性全部补充掉。

同样重要的是，别等到渴了再喝，因
为你感到口渴时你已轻处在“微脱水”的
情况了。口渴并不总是最好的指标，你
可以通过尿液颜色来衡量自己是否需要
喝更多水——如果是浅黄或更浅就没
事，如果颜色更深，则应喝更多水。

下午也是跑步的好时机

夏天跑步考验的不仅是体能，还有
智慧。选择正确的跑步时间，就是聪明
跑者的表现。

晨跑或者夜跑是最好的选择，因为
这样既不必经受炎热也能更充分利用白
天的时光。这个时间框架也完全能满足
大多数人的工作安排。

有时下午跑步也是不错的选择。如
果你安排在午饭时跑步，那你需要一直在
这种炎热的状况下训练以便适应。话虽
如此，但需循序渐进是很重要的，不要一
开始就在这种难耐的高温中做激烈运动。

轻薄透气是装备首选

没有合适的装备，夏天跑步会让你
非常折磨。轻便、透气、隔离紫外线辐射
是选择衣服的重要标准。速干衣有助摆
脱潮湿和酷热的侵扰，是很棒的选择。

水果可能比饮料有用

夏天跑步，除了补水，你还要学会
吃。吃一些能补充水分的食物至关重要。

要避免运动前吃高脂肪高蛋白的食
物，因为它们需要时间和能量来消化。运
动时身体会升温，流入胃肠道的血液会减
少，这会使消化更困难，可能引起恶心。

不仅如此，苹果、甜瓜、黄瓜、浆果、
柚子、牛油果和生菜等都可以让身体保
持水分并降温。这也是“跑得聪明”的一
种表现。 木马

没做到这6点，夏天请先别出门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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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最前线

周二026 英联赛杯
德比郡 VS 格林斯比
时间：2016-08-10 02:45
周三凌晨英联杯比赛正式开

幕，前莱切斯特城主帅皮尔斯在 7
月份正式入主德比郡，上个月在皮
尔斯的领导之下，以主打攻势足球
著称的德比郡开始注重防守，近 5
场比赛仅失一球，并且取得了热身
赛 4 连胜，现在的德比郡可谓攻强
守稳，本次英联杯首战有望将对手
置于死地；格林斯比在上赛季英议
联中击败格兰森林流浪成功升级到
英乙联赛，不过球队在 7 月份的表
现却是一塌糊涂，在 8 场友谊赛中
仅取一胜，总失球数高达 13 球之
多，可见现时球队后防存在一定隐
患，此番面对实力占优的德比郡恐
怕难保清白之躯。

亚盘为德比郡做出让一球的初
盘，澳彩上盘初参超低水受注，作为
英冠球队的德比郡受到了机构充分
支持，后市资金注入后，部分机构更
升盘至让一球球半高水盘，笔者认
为现时盘面过于夸大主队实力，首
先德比郡近两次对阵格林斯比都是
失败收场，而且欧指主胜集中在
1.45附近，主队获胜有一定难度，本
次比赛不妨首选平局，次选主胜。

比分推荐：1:1、1:0
半全场推荐：胜/平、胜/胜、平/平
竞彩胜平负推荐：1/3

周二045苏联赛杯
邓迪联 VS 帕尔蒂克
时间：2016-08-10 02:45
邓迪联在小组赛最后一轮上演逆

袭，主场 2：0 击败直接竞争对手邓弗
姆林，积分成功反超对手以第 2 名出
线，球队小组赛仅有3个失球，防守相
当出色，而在苏冠首轮联赛球队主场
战平南部皇后，表现并不理想，发现球
员的把握能力仍有待提高。帕尔蒂克
在小组赛 4 战全胜，攻防两端均为小
组最佳，表现相当强势，而在苏超首轮
球队2：0击败劲旅因弗内斯取得开门
红，依靠出色的防守和犀利的反击，对
手难以创造有威胁的攻势。本场比赛
邓迪联面对来势汹汹的帕尔蒂克，恐
怕难逃一劫。

邓迪联上赛季表现令人失望，
最终以倒数第一降级苏冠，实力下
滑严重，而帕尔蒂克近年来苏超稳
居中游，实力强劲，双方过去 6 次交
手，邓迪联输足 4 次，均被零封，完
全处于劣势；亚盘今场开出平手平，
主队后市降至超低水，意图造热主
队，欧赔方面，主流机构纷纷下调胜
赔，拉升平负赔，鉴于客队无论状态
还是往绩都是占优的一方，此举实
乃故布迷阵，今仗帕尔蒂克有望凯
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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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8 月 6 日，全国象棋业
余棋王赛路劲大象玫瑰园杯常州赛
区残疾人专场赛在钟楼区举行。

赛前，市残联对参赛选手专门
进行了选拔工作。经过 5 轮激烈的
比赛，曾获得过常州市运动会象棋
冠军的原甘肃省象棋队队员诸红春
以全胜战绩荣膺普通象棋组棋王，
李恩红、王龙、余国平、凌寿南、徐剑
平分获2到6名；第9届全国残疾人
运动会象棋团体冠军成员、曾获得
全国残疾人象棋赛第 5 名的盲人棋

手何文亮以 4 胜 1 和的战绩加冕盲棋
组棋王，残奥会冠军吴翔屈居亚军，张
军、孙根林、潘军标分获3到5名。

7 月 31 日，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
常州赛区还举行了老年专场比赛。
32 位中老年象棋高手经过两天的比
赛，产生了新一届中老年“棋王”：曾获
得江苏省老年象棋比赛亚军的陈雪鸿
以 6 胜 1 负的成绩夺冠，曹敖云、钱乐
康、黄龙、凌寿志、孙德林分获 2 到 6
名。所有运动员都获得了由中国象棋
协会颁发的获奖证书。 （琦携）

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常州赛区

老年和残疾人专场收官

8月6日，由常州奥体场馆管理有限公司承办的常州市第二届篮球俱乐部
联赛经开区赛区比赛在戚墅堰全民健身中心举行，来自经开区赛区的 8 支球
队，百名业余选手齐聚一堂，为争夺晋级资格展开龙争虎斗。

为了迎接全国“全民健身日”，天宁区青龙街道专门从 4 个村、3 个社区中
选拔太极爱好者组成 3 支太极展示队伍，8 月 1 日傍晚，三支队伍来到青龙街
道青竹苑社区健身广场，为社区居民开展了太极拳展示活动。

8月6日下午，溧阳市第三届“足协杯”足球联赛在溧阳市体育场收官。本
次联赛共有 10 支队伍 200 余人参赛，是溧阳市历届足球联赛参赛队伍和人数
最多的一次。经过多轮角逐，西周吴都、天辰09、风驰分获前三甲。

本报讯 里约奥运会激战正酣
之际，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全民健
身日。昨天上午，2016 年常州市“全
民健身日”活动启动仪式暨常州市
首届“全民健身达人”展示活动在中
天钢铁体育馆举行。副市长、市全
民健身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方国强
出席活动。

为了展示我市健身爱好者的风
采，引导市民科学健身，今年我市通过
政府购买的方式，首次推出了全民健
身达人赛。活动推选出 31 位全民健
身达人候选人，并将他们的故事拍成
视频，开通网上投票平台。网上投票
阶段，视频浏览量近 10 万次，有效投
票达数万人次。

综合网络投票情况和大赛评委
意见，首届全民健身达人赛评选出
10 名常州市全民健身达人，这其中
有扎根社区的阳湖拳武术家，有致
力于武术进校园的双截棍教练，还
有大学生射箭爱好者，全方位展示
了常州健身爱好者的风采。此外，
本次活动还同步推出了全民健身征
文和摄影比赛。

昨天的活动现场，数位首届“全
民健身达人”都带来了拿手的绝活，
其中被誉为“世界陀螺王”的汤友常
尤为引人瞩目。63 岁的汤友常是我
国著名工艺美术家，去年 6 月，汤友
常在常创造了单人打 1094 斤铁陀螺
纪录；去年 9 月在泰山，汤友常再次
刷新自己保持的纪录，成功挑战单人
打铁陀螺 1412 斤，比上一次足足多
出 300 多斤。为了录制达人赛视频，
汤友常更是成功挑战了超过 2000 斤
如磨盘大的铁陀螺。在活动现场，他
带来了一个十分可爱的不锈钢小陀
螺，直径高度只有 3 厘米左右，重量
三两都不到，直接在一个茶杯上就可
以打起来。节目最后，有着“世界雕刻
之王”称号的汤友常还书写了“健康龙
城”四个大字。

据悉，今年的全民健身日期间，
市奥体中心、少体校全民健身中心、
清潭全民健身中心等市属体育场馆
均免费向市民开放，市体育局还举

办了《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
宣传培训班、“全民健身，健康龙城”主

题道德讲堂等多项主题活动，全市各
辖市、区纷纷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
（杨杰 文 / 魏作洪 摄）

首届全民健身达人赛“全民健身日”揭晓

10位“健身达人”个个有绝活

久雨初晴。暑天的朝阳，明艳耀目。
我独坐在五星公园鹅卵石河滩边

的长椅上，闲望近水、远林、长空。
不经意间，一个拄着拐杖的老者

近前，好像要就坐。我赶忙移位另一
头，伸手示意他坐下。

他转身慢慢坐下，取下头上的草
帽，把拐杖靠在身边，瘦小干瘪的头
颅，毛发剃得精光，像一只储藏日久、
蔫萎干瘪的青葫芦。

我打量他的面孔，嘴瘪、眼陷、色枯，
布满老人斑的脸皮紧贴着颧骨，比一般
老人显得更为老迈，就问：“看起来，你的
年纪比较大了，请问多少岁啦？”

他竖起三个指头，张嘴说的是常州
乡下话，我没能听清，但见薄唇下的口
腔显得很深，里面只剩下两三颗黄牙。

“您多大年纪？”我再问一遍。
他重说一遍：“93岁。”
我肃然起敬，连说：“高寿！高

寿！你看满园热火朝天健身的老人，
恐怕找不到像您这样的年纪吧。”

他说：“会有的，会有的。现在做
健身的人多，寿命都长了。”

我拍拍他的拐杖：“走路腿还有力

气吗？”
他伸手抚摸着小腿，说：“还能走走。”
我一看那小腿内侧，皮肤一片紫黑，

暴出的静脉像几条乱爬的蚯蚓，很刺目。
见我神色惊讶，他就说：“过去治

下的老伤，不碍紧的。”又拃开五指说：
“五个细佬，二男三女，带大了不容
易！那辰光家穷，大人吃不上也要给
细佬吃饱。”

我点头道是，又问：“饭量可好？”
他答：“我一顿还能吃一碗饭。”
我问：“早饭吃了没有？”
他回道：“吃过了，在外面吃的，一

碗白粥一块钱，一只鸡蛋饼两块钱。”
我说：“好！三块钱吃一顿早饭，

蛮便当的。”
我问：“耳朵可好？眼睛可好？”
他说：“耳朵好佬，眼睛看东西模糊。”

我问：“老伴还有吗？”
他答：“旧年走了，89岁。”
我问：“常出来走走吗？”
他点点头：“走一圈就是四、五里

地。不能做旁的，就靠拐杖衬衬手，跛
跛路。能跛一天跛一天！”

我问：“原来干什么的？”
他说：“没有文化。做砖瓦场，苦

交易。得到奖励不少。”
我问：“家住哪里？”
他指指身后：“洪庄村。我也是有

退休的，三千多洋钱一个月。我自己
身上放千把块，多下来的都把给他们

（子女）。他们开心，我也开心！”
我高兴地说：“好好，你有退休金，

身体硬朗，有一大群孙男孙女，早晨到
公园跛跛看看，你是幸福老人了！你
还能活到一百岁的！”

寿星谦谨地说：“现在，细佬日子都
好过，四世同堂了。活一百岁，我不指
望。我倒想夜里睡觉时睡过去，省得找
子女的麻烦。”

我说：“我也是年逾古稀之人了，很
能理解你。祝贺你如此福寿双全！”

正说着，寿星站起身，戴上草帽，拿过
拐杖，告辞说：“我从西头进园，从东头出
园，老常规。”一面说，一面迎着朝阳走去。
我仍旧坐在长椅上，目送寿星离去的身影：
白色老头汗衫束在西装短裤下面，布鞋短
袜，拄拐杖的手上老式表和黄金戒闪灼光
采；身材瘦小，腰背不驼，碎步蹒跚，拐杖笃
笃戳地，身体两边摇晃，重心随着左右脚交
替地转移，垂垂老矣但行色简洁、神清志
爽。他脚下的石板路洒满了阳光，身后拖
长的影子由长变短，道路旁,河水边，松青竹
翠，雀唱鸟飞。好一幅寿星浴日图啊！

就这样，我与寿星邂逅并坐，款款交
谈了半个多小时。我暗想，或许老寿星
哪一夜真的“睡过去”了，或许他竟能闯
过百岁大关，怎么说都是福气啊！在人
生的风烛残年，尚且能够悠然自得、日复
一日地独自跛路、策杖慢走，倒不失为一
种法天惜命、延年益寿的神仙活法呢。

朱净之

寿星坐在身旁

汤友常 拥有80多项基尼斯纪录的“世界陀螺之王”
张建国 “探险牛人”陆续挑战最高峰
杨金孝 阳湖拳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宋振华 全国健美比赛屡获殊荣
王成军 双节棍达人
郭 昆 练就真本领，全靠苦功夫
李嘉伟 搭乘末班BRT的“箭客”
金兰芳 传承常州的优秀剑术套路谱《子初剑》
薛春芳 常州首位“女铁人”
陈 伟 最简单的运动跳出不凡

全市首届“全民健身达人”名单

汤友常表演击打袖珍陀螺

10位常州健身爱好者荣膺我市首届“全民健身达人”

朱圣捷玩转88个魔方 数十斤的石锁在何永明手中翻飞

全民健身征文比赛一等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