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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最前线

周二009 意大利杯
那不勒斯 VS 佩斯卡拉
开赛时间：2017-01-11 04:00
周三凌晨意大利杯第 5 轮全面

展开，那不勒斯在上轮联赛以2比1
战胜了桑普多利亚，喜获新年意甲
开门红，目前球队已经连续 11 场
比赛保持不败，暂以 38 分排在意
甲积分榜第 3 位，而且那不勒斯本
周联赛对手是副班长佩斯卡拉，以
球队的实力想要在其身上取分犹
如探囊取物一样，本次那不勒斯杯
赛出征还是有望能全力争胜；斯佩
齐亚是意乙中游球队，虽然整体实
力一般，但球队一向在杯赛有着重
大表现，首先在上一届杯赛中点球
击败罗马，本届杯赛也击败了意甲
球队巴勒莫，可见斯佩齐亚在意杯
中绝对不容小觑，此番对阵劲旅那
不勒斯，斯佩齐亚必定施展浑身解
数阻击对手。

亚盘为那不勒斯做出让两球半
的初盘，澳彩上盘初参中高水受注，
该水位对上盘有一定阻击力度，但
同时也能反映出那不勒斯此番取胜
欲望较强，结合欧指分析，主胜指数
普遍在 1.10-1.15 附近，主胜数据
较为集中，本场比赛不妨力挺那不
勒斯打出。

比分推荐：3:0、4:1
半全场推荐：胜/胜、平/胜、负/胜
竞彩胜平负推荐：3
竞彩让球胜平负（-2）推荐：3

周二011 国王杯

马德里竞技 VS 拉斯帕尔马斯
开赛时间：2017-01-11 04:15
周三凌晨西班牙国王杯第五圈战

火重燃，马竞将坐镇主场迎来与拉斯
帕尔马斯的次回合决战，在新年第一
战中，马竞虽然以 2 比 0 击败埃瓦尔，
但事实上该场比赛马竞赢得并不轻
松，毕竟埃瓦尔在控球率上完全占据
上风，如果不是主帅西蒙尼及时调整
策略，马竞恐怕会在主场再度失分，要
知道球队本赛季已经丢掉太多分数，
再不发力追赶恐怕会提前退出争冠行
列，所以西蒙尼现时必将重心放在联
赛之中，加上马竞已经在本圈国王杯
里面处于领先地位，本回合马竞只需
一场平局即可晋级；拉斯帕尔马斯自
从升级至西甲后表现稳定，虽然球队
没有达到积分榜前 6 名的水平，但拉
斯帕尔马斯还是凭借自身实力站稳积
分榜中游，可见球队实力绝对不容忽
视，此番再度出征国王杯，相信拉斯帕
尔马斯不会放弃次回合逆转的机会。

机构为马竞做出让球半的初盘，
马竞近 6 次与拉斯帕尔马斯交手保持
全胜，正因为马竞往绩全面占优，所以
机构也敢为马竞做出如此深盘，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马竞近8场盘路仅赢2
输 5 走 1，赢盘能力较低，虽然近期盘
路有反弹迹象，但对手拉斯帕尔马斯
在历史相同盘路中保持全胜，笔者本
战依然不看好马竞能顺利赢盘。

比分推荐：1:1、2:1
进球数推荐：2球、3球
竞彩胜平负推荐：1/3
竞彩让球胜平负（-1）推荐：0/1

WESG2016 全球总决赛落户常州
奥体的消息近期在常州电竞圈引起广泛
关注。

昨天，常州市电子竞技协会秘书长
任铭说，大家都为这一世界顶级赛事能
够在常举办感到振奋不已。任铭表示，
虽然与世界高手存在差距，但常州本土
的电竞牛人也不少，“如果你要问常州有
多少电竞玩家，这还真没法确定，尤其是
在大学校园里有很多同学都在玩，而且
具备相当的专业性，也有一些玩家准备
转成职业选手。”

事实上，早在2008年，常州就成立了
电子竞技协会，也陆续推出了一些比赛，
目前常州还有4个国家一级电子竞技裁

判。“常州前几年办过不少有知名度的比
赛，比如CCJOY（全国电子竞技大赛）、天
翼杯江苏省电子竞技运动会常州赛区选
拔赛等，赛事水平都很高。这几年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看好电竞这份职业，常州也有
不少电竞俱乐部，也有人在尝试组建职业
俱乐部。”任铭说，常州现在的电竞水平处
于省内的中上游，不仅是竞技水平在中上
游，参与人数也在中上游。

2008 年，吴轶玮成为电子竞技裁
判，是我市最早的 4 个电子竞技国家一
级裁判中的一个，也是江苏省第一批电
子竞技国家一级裁判。他曾经是一个游
戏爱好者，正是因为想延续这份热爱，他
从电竞玩家转型成为了电竞裁判，“与职

业体育一样，电竞选手成材率比较低，电
竞的黄金年龄在 18 至 25 岁，过了这个
黄金年龄，从体力到脑力、精力都达不到
比赛的要求。常州现在就主要是大学生
在参赛，而带领这群选手的人大多在 30
岁左右，基本都是从专业电竞选手退役
下来的人。”

30 岁的 cookie 施頔尼是常州目前
电竞成就最高的电竞选手，他曾是电子
竞技 FIFA 全国冠军，也代表过中国获
得过亚洲第四、世界十六强的成绩。
2012 年，他退役淡出电竞职业圈。目
前，他加入了乐视体育，负责电子竞技部
分业务。像施頔尼这样，成为功成名就
的电竞选手并成功转型，可不是那么容

易的事。“从爱好者变为电竞职业选手，
每天训练6小时是常事，白天照常上班，
晚上下班到家6点，马上就坐下来训练，
连饭都没空吃，一动不动练到12点。刚
开始签约职业队，每个月的收入都不到
1000元。”施頔尼说，大部分电竞选手是
走不到金字塔顶端的，电竞职业俱乐部
的梯队中的队员，还是每个月拿着 800
到 1000 元的工资。施頔尼对电竞参与
者给了自己的意见：“作为学生，选择电
竞还是要慎重，不要过分执着。而且对
于孩子来说，确实对视力有一定影响。”

与职业体育一样，职业电竞选手也
存在退役的问题。徐晓渊也曾是一位电
竞职业选手，退役后，他到韩国去学习了
职业电竞联赛、培训等知识，想回到常州
组建职业电竞俱乐部。“电竞选手在退役
后现在的出路有很多，利用自己的电竞
知识、知名度，有的转行做了主播、解说、
战术分析师，有的进入电竞行业做策划、
演播等，现在各种直播软件也多，出路更
广了。”徐晓渊说。

雨露 木木

WESG全球总决赛引爆常州电竞圈

常州电竞牛人也不少

本报讯 日前，市体育局召开 2016
年度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述法
会议，副市长方国强出席会议并强调，市
体育系统要抢抓历史机遇，推进体育改
革发展全面迈上新台阶。市体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朱笑冰主持会议。

方国强指出，近年来，市体育局党组
团结带领全市体育系统全体人员共同努
力，取得了可喜成绩：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建设实现“满堂红”，常州市和所辖市区
全部创建成为江苏省首批公共体育服务
示范区；竞技体育“大年”大丰收，里约奥
运会参赛人数和参赛成绩均创历史之
最，5名常州运动员和4名省市联办优秀
运动队运动员参赛获得 2 金、1 铜；体育
产业规范管理、创新平台、培育龙头走在
全省前列，建成全省首家体育医院综合
门诊部、常州奥体运动与健康促进中心
和常州奥体体检体测中心，体育产业集
团实现年营收 3.5 亿元，成功举办江苏

（常州）首届国际运动康复大会；体育赛
事综合效益大幅提升，全年共承办国际

比赛 8 项次、全国比赛 24 项次、省级比
赛16项次，有效满足了市民在家门口欣
赏高水平体育赛事的需求，2016年中国
羽毛球大师赛报名单位和参赛人数创历
届之最，并被世界羽联评为黄金大奖赛
最佳赛区，西太湖国际半程马拉松赛晋

升国内最高规格赛事行列。
围绕做好今年各项工作，方国强提

出四点要求：一要认真实施体育民生实
事；二要精心组织参加第 13 届全运会；
三要积极培育体育产业发展新亮点；四
要继续办好重大体育赛事。

方国强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央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把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对于各级
党委（党组）来说，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
职责所在。局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发
挥带头作用，认真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
神，切实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担当；要
准确把握制度要求，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取得实效；要强化勤廉导向，建设
奋发有为、群众信赖、清正廉洁的体育干
部队伍。

会上，朱笑冰就市体育局领导班子
与本人一年来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依法行政、局重点任务完成情况等
方面进行了述职述廉述法报告。市纪委
派驻市体育局纪检组组长刘永承作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个人述职述廉述
法报告。与会人员对市体育局领导班子
及成员进行了民主测评。局机关全体工
作人员、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局管干
部及部分服务对象代表参加会议。

（木木）

体育局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述法会议强调——

抢抓历史机遇 推进体育
改革发展全面迈上新台阶

明星为电影而努力改变身材，虽不
是新鲜事，但每次他们奋斗的过程，都能
令粉丝们热血沸腾。

这一次，35 岁的余文乐是这段励志
故事的主角——为了能在 7 月份上映的

《悟空传》中展现出最好的身体状态，余
文乐闭关健身了10个月，从型男“升级”
成肌肉型男。

近日，一段记录他健身过程的微电
影《余文乐的灵与肉》在社交网络发布，
瞬间刷爆不少人的朋友圈。

“戒掉甜品、戒掉沙发、戒掉熬夜，并且
戒掉总是随随便便就放弃的自己。”余文乐
说，健身的意义不只是令人艳羡的肌肉和
身体线条，还改变了他糟糕的生活习惯。

坚持健身，改变的不只是肌肉

从《无间道》中的青涩男孩，到《春娇

与志明》中的成熟男人，这些年，余文乐
在粉丝眼中是一个运动风、文艺范与潮
流时尚完美结合的大男孩。在工作中，
他喜欢搞怪，喜欢尝试各种时尚造型；在
生活中，他则喜欢旅游、跑步，并且找一
些朋友在球场上打打篮球。

这一次，在这部最新的微纪录片《余
文乐的灵与肉》中，他颠覆了以往的形
象，以一身线条分明的强健肌肉示人。

“推掉一切工作，拒绝所有社交玩
乐，闭关健身。”余文乐给自己定下了 10
个月的训练计划，并且严格坚持执行。
在身体到达极限的时候，余文乐累到站
不起来，但也没有轻易选择放弃。“肌肉
有它的惰性，所以必须对抗。其他人在
吃饭，你在练习；其他人在开派对，你在
练习；其他人还在睡觉的时候，你已经在
练习。”余文乐就这样督促着自己坚持了

10个月，每一次训练都挥汗如雨。
为什么能这么拼命？或许有人会

说，为了接拍新电影而健身塑形很正
常。不过，在余文乐自己看来，这样坚持
10 个月，并不只是为了新电影里的一个
角色这么简单。

他戒掉了最爱的甜品，戒掉了熬夜，甚
至改变了随随便便就说放弃的习惯。“因为
肌肉在受到最后一次压力的72小时之后
便开始萎缩，因此只有及时的锻炼才能保
护你已获得的肌肉，现在我真的觉得健身
是一种生活态度了。”余文乐常常会这样鼓
励自己也鼓励身边的朋友，“不要把锻炼身
体变成为一种压力，要学会放开自己，把锻
炼当成吃饭睡觉一样平常。”

10 个月健身，余文乐是怎么
练过来的

健身并不是喊着口号冲进健身房，
随便举举铁就会改变自己。

在这部《余文乐的灵与肉》中，余文
乐在短短的两分半时间里，就给所有希
望通过健身和运动改变自己的人做了一
个很好的榜样。

首先是坚持，10 个月时间，制定科
学的健身计划，然后严格执行。这 10
个月里，他不断在社交网络上“打卡”
监督自己——“每天准时操练、准时饮
食、准时休息，不能外出，24 小时的纪
律。”

其次，就是要有一套科学的训练方
式。在这部微纪录片里，余文乐大部分
的训练项目都是高强度的复合动作，相
对于一些局部训练方法，复合动作能让
更多肌肉参与训练。

木马

请看余文乐的地狱式健身

日前，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主办，钟楼区人民政府、上海Mars耀
宇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 DPL 联赛总决赛在钟楼区落下帷幕。Newbee 战队在
总决赛上以3:0的比分击败iG.V战队，夺得DPL中国DOTA2职业联赛第二赛
季顶级联赛总决赛冠军。

近日，中国举重协会秘书长钱光鑑赴市运动学校基层训练点周家巷小学，
现场观看运动队训练，与小运动员们亲切交谈，并对孩子们的技术动作进行了
指导。钱光鑑充分肯定了运动学校把训练点延伸至基层，安排专业教练与基
层体育教师共同配合，推进基层训练的理念和做法。

2016 年 12 月 31 日，金坛区木兰拳协会举行庆元旦、迎新春体育健身展示
活动。20 支城乡健身队进行了木兰扇、木兰圈、健身操、韵律操、广场舞等 20
个节目的现场展示，获得在场市民的一致好评。

在辞旧迎新之际，由江苏省排球协会、常州市体育总会主办的第一届“常电股
份杯”全国大众排球公开赛在常工院拉开战幕，来自全国各地的12支代表队共
150多名排球运动爱好者同台竞技，充分展现了排球运动的风采和魅力。

1 月 7 日晚，在 2016-2017 中国女子
排球联赛第 15 轮的焦点之战中，江苏
女排在先输两局的不利局面下实现逆
转，以 3:2 战胜传统劲旅天津队，同时也
打破了对手本赛季联赛主场的不败金
身。目前，浙江女排和江苏女排分列排
名前两位。 木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