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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最前线

在里约奥运男子万米决赛中，即使
被队友绊倒，33 岁的英国老将法拉赫依
旧在最后 100 米处超越埃塞尔比亚选
手，成功卫冕。

这场逆转之战也为法拉赫的传奇故
事添上了浓重的一笔：英国历史上第一
个夺得3枚奥运金牌的田径运动员、第4
位成功卫冕男子万米的运动员、个人的
第8枚世界大赛金牌。

33 岁、摔倒一次，高龄加意外，是什
么让法拉赫依旧完成如此壮举？

“我答应了我的女儿，
我不会让她失望”

比赛后，在被问及如何坚持完成比
赛时，已是 4 个孩子父亲的法拉赫说：

“我答应了我的大女儿蕾哈娜，我会为她
拿到一枚奖牌。我想我不能让她失望。”

法拉赫 8 岁时从战乱之国索马里移
民到英国，谁也无法想象这个几乎不会
说英语的孩子将来会成为创造英国奥运
历史的伟大运动员。

虽然在北京奥运会上的表现并不理
想，但从 2012 年起，法拉赫包揽了中长
跑项目的冠军。在里约奥运会前，他已
经获得了 2 枚奥运会金牌和 5 枚世锦赛
金牌，甚至在英国的杜莎夫人蜡像馆还
有他的一尊蜡像。

在去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法拉
赫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 5000、10000 米
冠军的人，并连续两届蝉联世界赛冠军。

然而，功成名就的法拉赫并没有停
下自己创造历史的脚步。“我每天都在进
行魔鬼般的训练，我希望我能在里约为
自己而自豪。”法拉赫曾在赛前表示。

如果法拉赫在接下来的 5000 米比
赛中再次夺冠，他将成为自芬兰名将拉
塞·维伦（Lasse Viren）在 1976 年卫冕
5000 米、10000 米后，又一个在这两项
赛事成功卫冕的运动员。

“我已经将三枚奥运金牌送给我的
三个孩子了，现在，我希望能够将 5000

米的金牌送给我的小儿子。”
有意思的是，法拉赫和“闪电”博尔

特关系一直很好，他表示如果两人都赢
得了比赛将会一起庆祝。“尤塞恩和我一
起长大，如果我们都赢了，我们将会来一
场大聚会。”

如 何 像 法 拉 赫 一 样
奔跑？

除了 5000 米和 10000 米外，法拉
赫偶尔也会参加3000米和1500米的比
赛。另外，他还非常喜欢马拉松比赛，他
曾在2011年获得过纽约马拉松冠军，并
在伦敦马拉松比赛上以第8名的成绩创
造了英格兰的纪录。

对于专业的中长跑运动员，我们往
往只能仰望和崇拜。但是，随着中国近
几年大众体育的兴起，长跑已经“飞入寻
常百姓家”，成为了全民健身的首选运动
方式。

在2014年的上海马拉松上，法拉赫
曾根据自己的专业经验，向中国的跑友
们普及了长跑项目的一些注意事项。

法拉赫认为正确的跑步姿势能够事
半功倍，因为这样不但可以避免伤病，还

可以减少体能的消耗。当然，你也不要
指望一次就能成功完成目标任务，循序
渐进是最重要的，要是因疲惫而失去乐
趣就不好了。

因此，跑友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一
定建立在自己的能力上，比赛目标要符
合平时的训练水平，跑者可以慢慢增加
自己的跑步距离。想要参加半马或全马
比赛，每周必须要设立一次 LSD（长距
离慢跑）。这样跑友们就可以感知自己
的瓶颈，并突破它。

对于想要跑马拉松的跑友来说，最
后一个月针对性训练很关键。需要跑一
两次 20 至 30 公里的长距离，而在比赛
前十天一定要注意训练减量。这个过程
一方面是积蓄体能，另一方面也可以避
免身体疲劳，发生伤病。

而在马拉松比赛期间最重要的则是
补水。想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高效的运
动水平上，就一定要在每 5 至 10 公里进
行补水，不能等到身体觉得渴再补水。

另外，法拉赫还认为，跑步时适应天
气状况也非常重要。因为有很多比赛都
是在炎热的天气中进行，如果能在平时训
练时针对性地穿上长裤和外套，这样在比
赛时就能减少天气所带来的影响。木木

33岁“高龄”，决赛中摔倒照样夺得冠军

如何像法拉赫一样奔跑？
第8届全国软式棒垒球夏令营暨全国软式棒垒球锦标赛近日在吉

林长春开赛，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127所学校、单
位的 156 支队伍，近 3200 名学生、教练员参加。在强手如云的比赛中，
我市钟楼花园二小棒垒球队顽强拼搏，荣获小学高年级组一等奖和中
年级组三等奖。

8 月 21 日，2016 年常州市速度轮滑锦标赛暨第一届青少年轮滑球
赛在中天钢铁体育馆东广场落幕，共有来自全市9支代表队的100余名
少年儿童运动员参与了本次比赛。比赛设速度轮滑、轮滑球赛 2 个项
目，其中速度轮滑又分青少年组、少年组和儿童组。

周二001 亚冠
上海上港 VS 全北现代
开赛时间：2016-08-23 星

期二 19:30
周二晚上亚冠联赛半准决赛

首回合好戏上演，中超球队上海上
港将坐镇主场迎战全北现代。上海
上港目前在中超联赛中积 38 分排
名第 4，已经落后广州恒大 12 分之
多，中超夺冠机会渺茫。球队可以
把重心放在亚冠赛场争取夺冠，上
轮联赛上港 4 比 1 大胜石家庄永昌
重返胜轨，亦为今仗主场面对劲敌
全北现代打下一支强心针。全北汽
车今季联赛发挥十分出色，联赛至
今取得 16 胜 11 和保持不败，以 10
分优势领跑韩职联，巨大的领先优
势可以让球队全力备战今仗亚冠
半决赛。

亚盘开出上海上港受让平/半
球初盘，对上港赢球极为不利。欧赔
方面BET365更是早早将主胜赔率
从 2.10 提高到 2.75 以上同样不看
好上港取胜。上海上港在本届亚冠
联赛中 5 次主场作战皆告捷，期间
球队主场合共攻入11球，球队主场
作战能力极强，此番面对全北现代
还要受让不宜追捧。

竞彩胜平负推荐：1、0
比分推荐：1：1，1：2

周二014 欧冠
华沙军团 VS 邓多克
开赛时间：2016-8-24 星期

三 02：45
两队首回合的比赛华沙军团客

场 2：0 完胜登克尔克，球队成功锁
死登克尔克状态火爆的前锋麦克米
兰是取胜的关键，而登克尔克在核
心被盯死后，进攻亦显得无从下手，
打法过于单一的问题暴露无遗。不
过华沙军团最近的状态并不出色，
国内赛场已经四轮未能获胜，登克
尔克状态亦一般，虽然此前已经连
过两关，但运气成分颇大。本场比赛
登克尔克翻盘的机会微乎其微。

虽然在国内赛场表现不好，但
球队在欧冠资格赛发挥抢眼，在此
前所进行的五场比赛保持不败，而
且已经连续四场零封对手，防守如
铜墙铁壁一样，由此可见，球队完全
将重心放在欧战。而登克尔克在此
前所进行的五场欧冠资格赛仅有一
胜，其中四场均有失球，球队实力明
显未够级数，能够打到最后一轮，已
属十分幸运；亚盘主队作出一球让
步，后市升至一球/球半中水，阻上
意图十分明显，结合欧赔调整利好
主队，今仗华沙军团有望再添胜绩。

竞彩胜平负推荐：3
比分推荐：3：0，2：0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棋协获悉，
2016 常州市“美丽西夏墅杯”谁是棋王
全民争霸赛将于 9 月 16 日至 17 日在新
北区西夏墅镇举办。

据悉，本次比赛是“江阴周庄”2016
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乐
在其中”江苏赛区常州站分站赛，由常州
市体育总会主办，常州市棋类运动协会、
常州市常春棋院承办，常州市西夏墅中
学、西夏墅镇商会、西夏墅镇工具协会协
办。竞赛项目为象棋个人赛，设四个组
别，分别为公开组（1956 年 1 月 1 日-
199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老年组（1955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少年组（2000 年 1
月1日-2004年12月31日出生）、儿童组

（2005年1月1日后出生）。
其中，公开组录取前 8 名，前 3 名颁

发奖杯及证书，第 4 至第 8 名颁发证书。
冠军授予“常州棋王”称号。1至8名都有
现金奖励：冠军 3000 元，亚军 1500 元，
季军 1000 元；老年组录取前 8 名，前 3
名颁发奖杯及证书，第 4 至第 8 名颁发

证书。冠军授予“常州老年棋王”称号。1
至 8 名都有现金奖励：冠军 1000 元，亚
军 600 元，季军 500 元；少年组录取前 8
名，前 3 名颁发奖品、奖杯及证书，第 4
至第8名颁发奖品及证书。冠军授予“常
州少年棋王”称号。儿童组录取前 8 名，
前 3 名颁发奖品、奖杯及证书，第 4 至第

8 名颁发奖品及证书。冠军授予“常州儿
童棋王”称号。

具有常州地区户籍的象棋爱好者均
可参赛，组委会有大巴车前往赛场。报名
时间为即日起至 9 月 6 日。比赛资讯电
话 86675321、 13584318493、
13915025886。 （琦携）

本地象棋爱好者均可参赛

棋王争霸赛9月16日西夏墅开赛

日前，2016 年江苏省青少年篮球锦标赛（U13）比赛在金坛区体育
馆开赛。来自全省 10 个市、9 支男子代表队、7 支女子代表队的近 200
名运动员参赛。 本次比赛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等单位联合主办，代
表了目前全省青少年篮球项目的最高水平。

8 月 13 日至 14 日，溧阳市举行“正昌杯”木兰拳大赛，来自该市 10
个乡镇的38支代表队共505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竞赛、简化、展示套
路三类八项团体和个人项目。经过两天的角逐，潘小惠等40人分获拳
扇剑项目类个人第一名至第六名；溧城镇木兰拳队、南渡镇木兰拳队等
23支队伍分获拳扇剑展示项目类团体第一名至第三名。

北京时间昨天上午，里约奥运圣火
徐徐熄灭。四年一度的奥运盛会几乎吸
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大家不仅在电视电
脑上盯着比赛，在社交网络上刷着动态，
在茶余饭后谈论奥运，更有许多市民被

奥运激情所感染，去身边的运动场馆体
验，真切感受奥运项目的魅力。

奥运会的泳池永远不缺话题。常州
女将史婧琳百米蛙泳摘铜，沈铎一人出
战5个单项；孙杨在里约斩金夺银，威风

八面；傅园慧的“洪荒之力表情包”一夜
爆红。连日来，常州天气炎热，加上奥运
会“助燃”，使得全市各大游泳馆人满为
患。即使在晚饭时间，来市奥体中心游
泳馆健身的泳客仍然络绎不绝，带着儿

子一起去游泳的王女士就是其中的一
位。她说，即将在下半年升小学三年级
的儿子非常喜欢史婧琳，只要有史婧琳
的比赛就会守着电视看直播，所以自己
也有意带孩子来游泳馆“试试水”，发展
他的兴趣爱好。“游泳毕竟对身体有好
处，学会游泳也算多了一项技能，因为奥
运会，我根本不用动员，孩子感兴趣着
呢。”王女士说。来自市奥体场馆管理公
司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公司所属奥体、少
体校、春江、戚墅堰等 7 家游泳场馆，日
均接待泳客超过 12000 人次，同比上升
明显。

周六晚上六点半刚过，新北区某射
箭馆里的靶位前站满了人。射箭爱好
者陈祺用的弓有些特别，没有瞄准器
具，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射箭的精度。陈
祺接触射箭近 4 年，从当初试着玩玩的
心态到现在自己购买装备，已经算得上
半个专业人士。“一个是能提高集中力，
现在很多人看惯了视频之后，精神比较
发散，集中不起来。射箭的话可以集中
精神，提升一个人的精气神，在这个浮
躁的时代，能够让你静下心来，慢慢去
体验运动的乐趣。”陈祺表示。射箭馆
负责人说，在奥运正式项目中，射箭并
不是中国队的强项，以往关注度相对较
低，随着里约奥运会的举办，尝试射箭
运动的人越来越多。目前市区有五家
正在运营的射箭馆，其中四家是最近一
年新开设的。

同样作为小众项目的柔道，市民
练 习 的 热 情 也 在 升 温 。 8 月 16 日 下
午，在市体育运动学校里，参加柔道公
益夏季训练营的孩子们，正在教练的
指导下训练。这些孩子当中，很多人
接触柔道未满两个月，但是做出的动
作已经是有模有样了。在训练场边，
市柔道队教练张海萍告诉记者，今年
是夏令营举办的第二年，有两百多个
孩 子 在 暑 假 期 间 接 受 了 柔 道 基 本 训
练，几乎比去年增加了一倍。为了进
一步增强柔道运动的群众基础，近期
市柔道协会正在通过培养输送教练员
等形式，推广普及柔道运动。

在里约的赛场上，常州小将赵帅为
中国男子跆拳道拿下了首枚奥运会金
牌，为本就热度不低的跆拳道更加了一
把火。赵帅的师兄、常州市德武社跆拳
道俱乐部教练刘春旺说，跆拳道运动在
常州的群众基础很好，其踢打、跳跃等技
术符合青少年的身体特点，而训练和比
赛过程中讲礼仪，以礼开始，并以礼结束
的文化内涵，让很多家长主动带小孩学
习跆拳道，“常州运动员赵帅夺冠后，来
咨询的家长明显增多，跆拳道运动在常
州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机遇。”

本报记者 杨杰

奥运激情引爆龙城“健身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