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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最前线

周二022
英 联 赛 杯 莱 切 斯 特 城 VS

切尔西
开赛时间：2016-09-21 2:45
周三凌晨英联杯第三轮赛事大

战连场。莱切斯特城本赛季任务繁
重，球队不但要参加欧冠联赛，而且
还要应付国内大小杯赛，对于班底
并不充裕的蓝狐来说自然是压力不
少。不过最近两场比赛，蓝狐分别
大胜布鲁日及血洗伯恩利，密集的
赛程似乎一点也没有影响球队，而
且状态比季初有明显好转。本场比
赛他们将在皇权球场迎战切尔西，
一周多赛的他们自然会在阵容上有
所轮换。与主队相比，蓝军本赛季
无需参加欧战赛事，一周一赛对于
球队十分轻松。最近联赛，蓝军发
挥未如理想，先是客场被斯旺西逼
平，上周联赛也在主场惜败利物浦，
看来孔蒂要把蓝军带回昔日的巅峰
期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场比赛蓝军客场做出 0.25
让盘，作为卫冕冠军，蓝狐主场受让
指数，多少受到一定热捧。上赛季
蓝狐曾在联赛主场受让 0.25 指数，
结果 2 比 1 爆冷击败蓝军。但本赛
季蓝狐整体打法已经被摸透及洞
悉，数据未必如愿再次顺利打出。
蓝军本赛季既然没有欧战任务，球
队更希望在国内杯赛有所突破，现
时欧洲平赔指数比较高企，澳彩开
出 3.38，笔者认为此战应是胜负格

局，不妨力挺让盘方的蓝军取胜。
半全场推荐：平/负，负/负，胜/负
比分推荐：1:2，0:2
竞彩让球胜平负(+1)球推荐：1/0
竞彩足球胜平负推荐：0

周一008
阿甲 拉普体操 VS 拉斐拉
开赛时间：2016-09-20 8:15
拉普拉塔体操这个赛季有一些实

力较强的球员转会。前锋线上博乌的
转会暂时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
是总体进攻能力也是受到了限制。拉
普拉塔体操的新球员维哥蒂已经拿到
了 2 次助攻。拉普拉塔体操的主场成
绩很好，无论是在攻防两端都展示了
联盟最好的状态。拉斐拉竞技上一场
比赛对阵的是坦珀利，他们以 1 比 0
的比分战胜了对手。拉斐拉竞技在上
个赛季的积分已经到了最后，他们有
很大的保级压力。双方上个赛季的比
赛，主队在主场以 1 比 0 的比分战胜
了拉斐拉竞技。

本场比赛的盘口还是开到了主让1
球，去年就是开到这个盘口，当时澳彩的
亚盘给主队开到1.04的主队贴水，而本
场比赛并不是太高。主胜的凯利指数基
本还是在0.90左右。主胜的赔付率比
较低的情况下，还是选择主队较好。

半全场推荐：平/胜，胜/胜
比分推荐：2:1，2:0
竞彩让球胜平负(-1)球推荐：3/1
竞彩足球胜平负推荐：3

当跑步和健身变成一种时尚，越
来越多人义无反顾地投入跑步健身的
大军。

但是，你会发现有的人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有的人铆足了劲训练，却落
得一身伤病。当你停止训练时，你有
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你要开始运
动？你运动的态度是不是正确？”

吉姆是一位从事了多年健身和跑
步的资深教练，他看到了太多因为“一
时冲动”投入健身大潮的人，然后遭遇
了伤病或者很快失去了对运动的热
情。于是，他写下了这封信，看看他有
没有说出你的心声。

身体健康才是首要目标

健身是为了长肌肉，这对男士们
尤其重要，但如果因为健身而搞到五
劳七伤，实在有违健身的原意。

小奔在健身室看到很多朋友除了
姿势不正确外，还拼命举起肌肉应付
不到的重量，这除了大大减低训练效
能，还加大受伤风险。因此，为了你的
健康着想，请务必学会正确姿势及技
巧，然后才慢慢加大训练强度。

跑步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做好准
备，就一味向着大跑量前进，那么无疑
只是付出自己的健康。所以，为了能
达到一辈子运动的目标，请把健康放
在首位。

健身是一套生活态度

初接触健身的朋友，往往只把注
意力放在训练那 1 个小时上，而忽略
了训练以外的23个小时！

你可以每次也毫无保留地训练，
但是你能否保持饮食及作息上的自律

才是关键！小奔认识不少健身爱好者和
跑友在训练时均全力以赴，可是却看不
到成果，为什么呢？

有些可能经常饮酒，有些可能晚晚
都要吃宵夜，有些则可能一星期只练习
一两次。如果你也是其中一分子，而你
又真的下定决心去改变自己的体形，你
应该从这一秒中开始检视并确实地过着
健身人士应有的生活。

跑步和健身，都可以成为一种展现
生活态度的方式。为了健身跑步，大多
数人需要安排好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坚
持下去，你会发现惊喜。

保持踏实心态

很多健身新手追求最好的训练动
作、计划、超级食物、以及魔法般的营养
保充剂，让自己一下子拥有男模般的身
形，可是世上根本没有这些东西。

只要保持坚毅自律，作息定时，饮食
清淡而分量足够，所有训练动作都是好
动作，所有训练计划都能让你练出一身
美好的肌肉。

君不见古希腊的男性雕像都是一身
比例完美的肌肉吗？他们那时有 cre-
atine 吗 ？ 减 脂 要 服 用 fat burner
吗？与其想一步登天，不从今天起踏实
训练，饮食从清淡天然的食材着手吧。

律己以严 待人以宽

网上批评风气盛行，这是人心常态
实为无可厚非，可是如果一个人只顾批
评别人，而没有用同样态度检视自己的
技术及进度，只会害了自己，让无限放大
了的自我阻碍进步的空间。

因此，当大家看见一些你认为是错
的动作或概念时，不妨用友善的态度讨
论一番，有时你认为对的东西有可能错，

相反亦然，被批评的朋友亦不妨放开胸
襟，一起讨论，只有这样才可教学相长，
一起进步。

健身不是非黑即白

很多朋友喜欢就一些问题争拗，例
如深蹲时膝盖可否超越脚指、空腹带氧
能否燃烧更多脂肪、杠铃是否比哑铃有
效等等，但这些问题根本不可能有适合
全世界的标准答案。

大家要知道，健身是有一些大原则
要注意，如时刻注意关节压力、肌肉训练
以隔离目标肌肉为主等，但在这些大原
则以外，还有很大的空间让各位自己去
微调、试验，直至找到最适合你的方法。

每个人的身体结构及运作方法都是
独一无二，我们无法要求每个人都做同
样的训练而得到同样的结果，就例如下
肢长的朋友是没有可能在腰部不受压力
下，而保持膝盖在脚指以内，因此，不要
轻易否定任何东西，否则你可能会错过
最适合你的肌肉训练。

健身是一场马拉松

你需要时间去认识身体，慢慢地试
验不同的训练动作、方法、计划、饮食，以
至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套，再持之以恒
地训练、控制饮食及作息，才可达到你想
要的效果。

不要妄想你能在半年内练到张家辉
在电源《激战》中的身型，那是绝对无可
能，除非你能像他一样全职训练，并聘请
专业教练及营养师帮你计划及管理所有
健身相关事项。

如果你贪图即时的效果，你会因为
失望而放弃训练，永远都达不到你想要
得到的身形。 吉姆

致健身“爱好者”的一封信
在9月15日举行的江苏省第七届全民健身运动会龙腾华夏比赛中，溧阳市

舞龙舞狮协会代表常州获得北狮自选项目第一名、传统龙狮第二名。龙腾华夏
大赛是江苏省第七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的20个比赛大项之一，分为风筝、龙舟和
舞龙舞狮三个竞赛项目。其中，舞龙舞狮分为传统舞狮、舞龙自选和北狮自选
三个小项，共有来自全省的13支龙狮代表队的305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

9 月 14 日上午，“奥体大家庭”2016 年游泳救生技能展示大赛在少体校游
泳馆举行。来自奥体中心、少体校、戚墅堰、春江 4 家全民健身中心的 30 余名
救生员和教练员参加比赛。比赛分团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团体项目设 4×25
米运送假人接力和抛绳救；个人项目设 20 米潜泳、男女 50 米假人救生、50 米
自由泳技能竞速、心肺复苏。

在 9 月 14 日落幕的江苏省第七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群舞飞扬大赛中，代表
常州市出战的钟楼区秧歌队在全省26支队伍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规定套路和
自选套路两个最高奖项优胜奖。为了备战此次大赛，钟楼区以五星街道“五星
艺术团”秧歌队为班底，精心挑选了16名队员，从8月中旬开始集中，每天晚上
的训练时间都超过2个小时。

江苏省第七届全民健身运动会门球大联动暨2016省门球赛于9月9日至
12 日在南通市举行，共有 29 支队伍参加角逐。常州队发挥出较高的水平，一
路过关斩将，以全胜的战绩，蝉联本项比赛冠军。

本报讯 9 月 14 日下午，由常州市
体育局主办，常州奥体中心及体育产业
集团承办的“常州三杰道德讲堂”在市体
育运动学校举行。市体育局领导、各处
室、奥体中心及产业集团全体党员出席
活动。

本次“道德讲堂”活动以“爱党爱国有
信仰”为主题，通过唱歌曲、学模范、诵经
典、发善心、送吉祥”的方式，重温红色记
忆，发扬光荣传统。讲堂上，与会人员合
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观看了
微电影《为信仰而死的常州人》，聆听了革
命烈士陵园志愿者宣讲常州三杰为革命
事业不懈奋斗、慷慨赴死的故事。最后大
家齐声朗诵了三杰的经典语录，产业集团
三名党员分别发表了各自的感言，表示将
牢记先烈崇高风范，继承先烈遗志，坚定
理想，锐意进取，在工作中开拓创新，勇于
奋斗；在生活中关心他人，乐于奉献，争做
道德的实践者和传播者，齐心协力谱写

“中国梦”的常州篇章。 （木木）

学习三杰精神
争做道德模范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体育局获
悉，江苏（常州）首届国际运动康复大会
将于10月8日至10日在市奥体中心新
城体育馆举行。本次大会以“运动与健
康”为主题，邀请国际著名运动康复专家
到会讲解全球运动康复领域的最新理论
和实践成果，并将举办相关主题的展会。

本次大会由江苏省体育局主办，
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江苏省体育
科学学会和常州市体育局承办，常州
体育产业集团、常州市体育医疗科研

所和常州市体育医院负责具体运营。为
期 3 天的大会上，来自捷克、澳大利亚、
美国和解放军总医院、江苏省体育科研
所的专家学者将进行10余场主题演讲，
主要内容涵盖中西结合的体能康复、国
外运动康复连锁经营市场动态、马拉松
运动损伤的康复诊疗技术等前沿主题。

此外，大会还将同步推出展会活动，
展览内容包括运动与康复设备和相关器
材，运动与康复类服务平台搭建与运营
维护两大主题。

近年来，市体育部门积极推动运动康
复和体育医疗事业发展。今年3月，全省
首家体育医院综合门诊部在我市奥体中
心正式开业。作为省内首家具有医疗资
质的体育科研单位，常州市体育医疗科研
所长期从事竞技体育科学和运动损伤诊
疗康复研究，通过多年的实践积累形成了
专业团队。依托市体育医疗科研所的专
业资源，经市编办批准，新设立的常州市
体育医院，主要功能有运动损伤诊疗康
复、运动医学研究和教育、运动员机能测

试、运动营养研究和国民体质监测等。
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体

育医院，提升运动康复研究和服务水平，
是常州体育系统贯彻落实国务院 2014
年 46 号、省政府 66 号文件精神，加快发
展体育产业，服务全民健身国家战略，造
福市民百姓的重要工程；随着市体育医
院功能设施的逐步完善，一个以运动康
复为主，集医疗、康复、预防保健于一体
的专业医疗机构，将成为我市公共体育
服务体系建设的新亮点。 （杨杰）

全省首届国际运动康复大会

10月8日奥体中心开幕

本报讯 中秋 3 天小长假，江苏
同曦队一天没休，在主帅胡卫东的
带领下，保持着一天三练的节奏。
重新执教 CBA 球队的胡卫东显得
沉稳了很多，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坦言，感谢并珍惜这个机会，为同曦
队打造有独特风格的CBA队伍。

从同曦俱乐部宣布胡卫东担任
主帅至今，胡卫东已经在仙林训练
中心带队训练近一个月。尽管球队
阵容已经基本齐整，但在带队训练
过程中，胡卫东也发现存在的问题，
那就是不少球员的基本功还成问
题。“这个队基础还是比较差一些，
需要练的东西还很多。”胡卫东说，

“队员们第一个就是缺练，缺基本
功。目前时间比较短，可能练这些
东西练不到这么细了，但我会把我
以前练的这些东西教给他们，或许
比我以前练的难度再大些，把个人
能力再提高一些。个人能力提高
了，全队实力也就能相应提高。”

在胡卫东做球员的时候，绝对
是中国篮球的巨星，他的三分球，他
的快速突破和劲爆的身体素质给球

迷留下了深刻的回忆。而当年他所效
力的江苏南钢队，也是典型的南派打
法，这种打法，深深印在了老胡的执教
理念里。“我准备把同曦队打造成具备
我们江苏特点的快、准、灵型球队，以
快为主，攻防转换快，阵地进攻移动速
度快，突破配合速度也要快。防守的
轮转什么的也都要快。”胡卫东说道。
这样的风格，其实也可以令人联想起
NBA赛场的勇士队，有记者也打趣问
道同曦是否要向勇士学习，胡卫东则
笑着回应：“风格差不多吧，都是想要

快速转换进攻，但基础还是要做好防
守和篮板，个人防守还有整体防守的
配合，没有防守肯定不行。”

对于成绩上的目标，胡卫东是这
样说的：“短期首先我要尽快适应这
个球队，也希望这帮队员尽快地适应
我，我们队员和教练员之间先磨合
好，至于成绩，我们的目标是进入季
后赛，但是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因为不管怎样接手球队也就这么一
个月时间。反正我们会全力以赴，努
力打好比赛。” （木木）

胡卫东：同曦新赛季目标季后赛

➡日前，常州“微马”120 人的跑步
健身队伍奔跑在中天体育健身中心橙色
的跑道上。“微马”即 5 公里健身跑，也称
微型马拉松，近年在国内外开展得非常
火爆。

我市的“微马”队伍成立于去年 8 月
21 日，一年来参加“微马”的市民已近
500 人。在中天、奥体等我市主要健身
场，每天都有穿着橙白相间T恤衫的“微
马”队员的矫健身影。

已有 150 名“微马”队员报名参加本
年度的西太湖半程马拉松赛。

魏作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