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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最前线

周二006 欧洲冠军联赛
布鲁日 vs 波尔图
开赛时间：2016-10-19 02:45
周三凌晨欧冠小组赛再度展开

激烈角逐，在布鲁日所处的欧冠 G
组中，莱切斯特城与波尔图实力自
然母庸置疑，而另一支实力偏弱的
哥本哈根，上场就以4比0给了布鲁
日一个下马威，可见布鲁日在 G 组
中出线希望渺茫，加上球队在上场
比赛中吞下了一场败仗，球员士气
难免受到影响，本次布鲁日主场出
战恐怕无力杀敌；波尔图身为葡超
劲旅，在本届欧冠小组赛中至今未
尝一胜，现时全队上下必定心有不
甘，而且本次对手布鲁日是小组最
弱，连续两场欧冠比赛不胜的波尔
图目前急需抢分巩固基础，实力占
优波尔图此役出征有望凯旋而归。

亚盘为波尔图做出客让半球的
初盘，澳彩初参阶段两队水位均在中
水区间，后市资金注入后，下盘飙升
至1.02高水，可见机构对实力有限的
布鲁日信心不足，相反上盘后市跌至
低水，客胜指数也普遍下调至1.85附
近，利好客队的数据较为集中，本次
比赛看好波尔图取得小组赛首胜。

比分推荐：0:1、1:2
半全场推荐：平/负、负/负、胜/负
竞彩胜平负推荐：0
竞彩让球胜平负（+1）推荐：1

周二007 欧洲冠军联赛
莱切斯特城 vs 哥本哈根
开赛时间：2016-10-19 02:45
周三凌晨欧冠小组赛继续火热

展开，莱切斯特城上周客战不敌切
尔西，导致球队现时联赛排名已经
下滑至 13 位，虽然莱切斯特城联赛
表现较差，但这是因为球队本赛季
需要备战欧冠所造成的，反观莱切
斯特城在欧冠赛场发挥出色，目前
暂积 6 分排在小组榜首，出线形势大
好，此番主场迎战哥本哈根有望再
度捞取分数；哥本哈根本赛季表现
强 势 ，近 10 场 比 赛 轰 进 了 17 球 之
多，防线演出也仅丢 5 球，目前保持
着连续 20 场比赛不败，可见现时球
队具备欧冠小组出线的实力，本战
哥本哈根即使面对英超冠军也毫无
畏惧之心。

亚盘为莱切斯特城做出让半球的
初盘，澳彩上盘初参在 0.80 低水区
间，而欧指主胜指数停留在1.70，上盘
贴水较高于折合水位，主队不胜危险
性较大，随着受注资金注入，上盘水位
与指数均作出了上调，笔者认为现时
投注上盘有一定风险，此役还是冷敲
客队不败更佳。

比分预测：1:1、0:1
进球数预测：2球、1球
竞彩胜平负推荐：1/0
竞彩让球胜平负（-1）推荐：0

10月10日至14日，市运动学校开展了2016年度军训活动。本次军训内容包
括队列训练、内务整理、疏散逃生演练和队列会操展示等。学校全体师生积极参
与，学生们的精神面貌、纪律意识、团队合作和内务整理等方面得到了明显提升。

2016年江苏省全民健身运动会棋牌比赛总决赛10月14日至17日在扬州市江
都区举行。常州代表队叶建伟在象棋比赛中，勇挫全省高手夺得冠军。此外，梅超杰
夺得象棋项目第12名，沈超夺得围棋项目第10名，张伟东夺得围棋项目第11名。

10月9日晚，2016年溧阳市广场舞大赛决赛在溧阳市人民广场开赛。比
赛现场，来自溧阳市基层社区的 12 支参赛队伍、200 多名选手经过前期四场
初赛激烈角逐的洗礼，在本次广场舞大赛决赛中一展舞技。

不久前，一位街头健身小伙爆红于
网络。他一副筋肉身材，体脂率不足
8%，然而力量控制却很惊人；最关键的
是，他健身的地点居然是建筑工地。

他就是粉丝口中的“搬砖小伟”。很
多人看过他的一身筋肉，也看过他的各
种高难度健身动作，但可能并不知道他
为何开始健身，又是如何坚持到现在。

其实他曾经沉迷于网络游戏，手无缚
鸡之力。没考上高中后，小伟只能在工地
上做体力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
一个增重健身的视频，于是就不可自拔。

在大多数的建筑工地上，午饭时间
是工人们难得的休息机会，但对石神伟
而言却并非如此。

这位 23 岁的年轻工人会用午间休
息时段进行锻炼，而他的健身“器材”就
是脚手架。每天的健身活动直播，已经
让他成为社交媒体上的一位网红——

“搬砖小伟”。
“当其他人在吃饭、唱卡拉 OK 的时

候，我在全心全意地做我想做的事。”在
福建南部一间正在修建的寺庙里，石神
伟说道。

石神伟在某视频平台上有近120万
粉丝。他的健身视频由堂兄弟用四台手
机拍摄，多个“机位”涵盖了各种角度，经
过编辑之后再发布到网上。

“你不是大师，你就是神！”一个粉丝
看完他一组训练视频后发表了这样的评
论。在这个视频里，小伟完成了一组动
作复杂的单杠训练，并以平板支撑收

尾。“你是我的偶像！”粉丝的留言不断在
平台涌现。

小伟来自湖北大冶市龙角山村，该
村村民多以外出修建仿古建筑为业。小
伟的父辈在各地修建着各种寺庙、牌坊，
他当年一年最多能见到父母两三次，成
了留守儿童的一员。

初中时小伟读的是寄宿学校，因为
痴迷网络游戏而没考上高中，之后他就
加入了叔叔、伯伯的建筑工队。17 岁的
他还只是个瘦弱的少年，工地的工作强
度让他有些吃不消。“我那时候体力太弱
了，手无缚鸡之力。”他说道。

健身的出现给他的打工生活带来了

改变。一天，石神伟在网上看到一个增
重训练的视频。这个训练没有任何场地
限制，让他看得入迷了。“通过健身，我找
到了另外的自我，感受到了一种来自内
心的力量，”石神伟说，“网络游戏从来
不会给我这种感觉。”

2015年，他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发布
了第一个视频。这个是展示单手倒立的
视频，为他吸引了7000个粉丝。粉丝的
出现给了他很大的支持：“我很兴奋，我
认为我必须坚持训练。”

“搬砖小伟”的健身视频涵盖了空
翻、跳跃和体操动作等特色组合，而这些
动作都是他自学的。石神伟表示，大部

分动作都是他通过网络视频模仿而来。
小伟大多数的工友是他老家的亲

戚，他们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工友都
很好奇，工作之余的小伟哪里来的这么
多精力进行锻炼。

“大多数人工作了一天都会很累，只
想回家睡觉，但是他每天都在锻炼。”52
岁的建筑工人老石说，“中午或者晚上下
班后，别人在吃饭，他就在这里练习。”

石神伟很快出名了，他因此受邀登
上了《中国达人秀》的舞台。嘉宾讨论他
是否有可能出演电影，他也得到了体操
运动员和健身爱好者们的支持。“他真的
是我们的偶像，他鼓舞了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去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比如健
身。”北京健身私人教练毕先生说，“我觉
得他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石神伟坦言，社交网络平台上的广
告已为他带来数万元的收入。他一个月
能拿到7000元左右的工资，工地上包吃
包住，施工所在的乡镇消费也不高，加之
广告收入，他都存起来为将来做打算。

石神伟目前已经开设了一家售卖健
身器械的网店，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开一
家属于自己的健身房。

他也想帮助一些青少年，避免他们
走上自己年少时的弯路：“他们应该为他
们喜欢的东西而奋斗，不应该轻易放
弃。”成名后的石神伟看起来充满了正能
量，“这就是我想要通过视频告诉别人的
——要以积极的心态去享受生活。”

施觉 郑雅馨

“搬砖小伟”的网红之路：坚持和努力

本报讯 10 月 15 日至 16 日，2016
江苏省第 19 届体育舞蹈锦标赛暨全民
健身大联盟城市体育舞蹈公开赛在常州
工学院辽河校区举行。

比赛设摩登舞、拉丁舞，来自香港、
北京、上海、安徽、江西、山东，浙江以及
省内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盐城、南通
等地的 63 支代表队 4000 余人参加比
赛，团体舞分设幼儿组、少年组、儿童组、
大学生组、成人组，表演时间不少于3分
钟。比赛采用初赛、复赛、半决赛、决赛

程序进行。国际级裁判黄子娟、李世国
担任比赛的裁判长、李祝山、刘镛担任副
裁判长。

据江苏省体育局有关人士介绍，江
苏省体育舞蹈锦标赛作为规模最大，水
平最高，参赛选手最多，比赛年龄跨度最
大的一项重大赛事，已然成为全省的标
志性、代表性、权威性的比赛，参赛人数
及规模逐年递增。

本次大赛是江苏省体育舞蹈运动协
会精心打造的的赛事。 （木木）

省19届体育舞蹈锦标赛在常举行

本报讯 在日前于天津举行的全
国田径锦标赛暨全运会测试赛中，溧
阳籍运动员杨斐以 58.43 米夺得女子
铁饼冠军。

2016 全国田径锦标赛是里约奥
运会后，国内举行的首项高规格国家
级田径赛事，是本年度全国最高水平
的田径赛事，赛事吸引了全国各路顶
尖选手，其中不乏全国纪录保持者、里
约奥运会参赛选手等。

赛后，这位新科全国冠军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这次比赛算是比较稳
定的发挥吧，比赛的时候也没有想太
多，就觉得自己在这条路上已经坚持
了20年，总要拿点成绩出来才能报答
这么多栽培我的老师。”比赛过后，杨
斐很快就回到了溧阳，除了和家人分
享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去看望她
在溧阳体校的启蒙老师。“我记得特别
清楚，杨斐小时候就表现出了在体育
方面的天分，在平陵小学念二年级就
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六年级的时候

去常州学过一段时间柔道，再后来回
到光华高中确定了练田径项目铁饼，
就这样一路走到现在。”杨斐启蒙教
练、光华高中金勇老师说起杨斐来说
数家珍：“杨斐高三被省体工队选中专
业从事体育训练，2007年获国家健将
级运动员，2016年4月23日全国田径
大奖赛江苏淮安站获女子铁饼冠军。”

体育训练往往十分枯燥，同龄的
女孩子打扮逛街谈恋爱的时候，杨斐
却在田径场上苦练。坚持不下去的时
候，杨斐就会给妈妈打电话诉苦，“有
时候觉得自己已经29岁了，还不出成
绩就算了吧！但不甘心啊，训练的时
候觉得自己明明有拿冠军的实力，就
想再拼一下。”在得知这枚金牌是溧阳
的第一枚全国田径锦标赛金牌，杨斐
感到十分荣幸：“我这次总算没有让家
乡失望，明年的全运会上我会继续努
力，争取发挥出更好的实力，为家乡的
体育事业做更多贡献。”

（木木）

全国田径锦标赛天津收官

溧阳选手杨斐女子铁饼摘金

本报讯 经过近半年的激烈角逐，
2016 江苏省足球业余联赛常州赛区
暨“体彩杯”常州市足球俱乐部联赛
10 月 15 日落幕。市足协主席潘开颜
在最后一轮比赛现场透露，明年该项
赛事将改制为实行升降级的俱乐部联
赛，今年比赛前 8 名队伍将参加明年
的首届常州足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其
余队伍可报名参加甲级联赛，超级联
赛、甲级联赛的最后两名和冠、亚军分
别降级和升级。

本届俱乐部联赛共有来自全市的

27 支队伍近 800 名球员报名参赛。
比赛设常州和金坛两个赛区，实行单
循环赛制，近半年时间中，联赛先后进
行比赛近130场。

最终，天山石化足球俱乐部蝉联
本项比赛冠军，常州安家之星俱乐部
和常州飓风足球俱乐部分获亚军和季
军。天山石化足球俱乐部 10 号球员
俞智诚荣膺本届比赛最佳射手，1 号
球员王从正获最佳守门员，球队主教
练高庆瑜成为最佳教练员。

（杨杰）

市足球俱乐部联赛落幕

明年推出首届常超联赛

本报讯 由全国城市围棋联盟
主办，南京苏中建设俱乐部承办，常
州延陵天元俱乐部协办，常州恐龙
园大力支持的全国城市围棋联赛东
部赛区常州站比赛 10 月 15 日在常
州创意软件园举行。

常州站是今年全国城市围棋联
赛第七轮比赛。来自全国 4个城市
的围棋俱乐部参加，分别是南京苏
中建设，衢州弈谷，成都恒泰、澳门
金盘软件。30 多位年轻的职业棋
手和全国著名业余棋手参赛，其中
不但有杨一五段、古灵益六段这样
的职业新锐，更有业余界的天王级
人物胡煜清8段和王琛7段。

当天上午的比赛由南京苏中建
设对阵衢州弈谷，成都恒泰对阵澳
门金盘软件。来自常州天元围棋的
一百余位小棋手现场观摩高手对
弈，著名棋手刘菁八段和天元围棋
总教练赵萌萌 6 段还专门为小棋手
作了精彩解说。

比赛中，南京苏中建设队布局

与中盘领先衢州弈谷。但衢州队后上
的几位青年高手紧抓住南京队的不经
意的疏漏，顽强追赶。以半目微弱优
势险胜南京队。前 7 轮一胜六负的澳
门队此局祭出模仿棋大法，但最终还
是实力不逮，中盘败于成都队。

下午进行了成都恒泰队与衢州弈
谷队的第六轮补赛。成都恒泰一路领
先，衢州弈谷紧紧追赶，进行了三次大
型劫争转换。成都队始终撑握主动，
笑到最后。全国业余晚报杯冠军韩启
宇 6 段和王风林 5 段为下午的小棋迷
们进行了现场解说。

在台上高手激烈角逐的同时，由
天元教育棋迷队、天乾创客棋迷队、南
京棋迷队、常州棋迷队、和天元少年选
手组成的棋迷队也模仿城围联赛制，
参加了棋迷接力比赛，比赛每队 6 名
队员，每人 20 手棋。经过一番角逐，
以张鹤 6 段天元教育棋迷队技高一
筹，获得了城围联常州站棋迷接力赛
冠军。

（木木）

全国城市围棋联赛走进常州

由市体育医疗科研所筹建运营的常州奥体运动与健康促进中心即将投入
使用。该中心是全省首家集健身、康复、理疗于一体的专业运动中心，其最大
的特色在于，将原先面向专业运动员的康复理疗设备首次对普通市民开放。
同时，该中心还引入了国内外一流的健身、理疗专家，可以为市民提供专业的
运动指导、运动损伤康复等服务。 杨杰/文 魏作洪/摄

超低温机能恢复装置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制造零下 110℃以下的低温，达到
减轻训练疲劳，促进伤病康复的目的。

负压快速恢复系统通过制造局部低压，有效减轻腰腿部疼痛，帮助身体机能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