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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最前线

本报讯 2 月 11 日晚，全国女排联
赛半决赛第三回合，江苏客场挑战卫冕
冠军天津女排，结果3：0再次横扫对手，
三局比分为 25-22、25-21、25-16，在
五局三胜的半决赛中，以三连胜的完美
表现率先杀进决赛。由于另一场半决赛
中，四川主场 3：2 击败浙江，扳回一场，
大比分 1：2 落后，川浙两队晋级形势仍
不明朗，江苏女排接下来将以逸待劳，静
待决赛对手的产生。

津苏之战，这两年一直是女排联赛
的看点之一。上个赛季，津苏会师决赛，
双方大战五轮，最后一场又打满5局，最
终江苏女排还是功亏一篑，惜败于天津，
与联赛冠军擦肩而过。那时候，很多人
认为，江苏女排之所以功亏一篑，不是输
在实力，而是输在经验和心态。

这个赛季，天津在去年阵容的基础
上，续约了古巴名将卡里罗，又花重金
引进了正值当打之年的塞尔维亚国家
队主攻米哈伊洛维奇，后者有着世界三
大主攻手之称。普遍认为实力比去年
更强大。

从半决赛的三场比赛看，津苏之间
的对抗并没有变得更加胶着，相反，三场
比赛，江苏女排在场上都占据着绝对优
势。首回合江苏坐镇主场，结果 3：0 轻
取天津，第二回合来到客场，除了第一局
失利之外，随后三局都是压着对方打。

第三回合，江苏女排在各项技术环
节依然领先对手。进攻方面，江苏 45-
35 占优，拦网环节，江苏 13-9 领先。发
球方面，江苏 5-3 领先对手两分，在失
误方面，江苏队 10-12 比对手少两个。
即使对比接发球、传球、防守等数据，江
苏女排的数据也远远好于天津。

赛后，记者问江苏女排主教练蔡斌：
“从上赛季的旗鼓相当，到这个赛季的一
边倒，是不是天津女排退步了？”蔡斌表

示，“不能这么说，天津女排没有退步，这
个赛季她们依然在进步。其实我们两家

的实力差不多，只是我们的临场表现更
好一些。” （木木）

三连胜将卫冕冠军拉下马

江苏女排杀入决赛

周二002
巴黎圣日耳曼 VS 巴塞罗那
开赛时间：2017-02-15 3：45
周三凌晨万众期待的欧冠淘汰

赛首回合正式打响，由巴黎圣日耳
曼坐镇主场迎战西甲冠军巴塞罗
那。在上轮法甲联赛中，大巴黎客
场 3 球轻取波尔多，球队已在近
12 场比赛中斩获 11 胜 1 平的彪悍
战绩，其联赛排名也攀升至第 2 位，
可谓势不可挡，但值得一提的是，大
巴黎近 3 次欧冠赛场上和巴萨交战
都是战败一方，有点遇上了苦主的
味道，此役再度狭路相逢，巴黎圣日
耳曼势要打破魔咒;与主队相比，巴
塞罗那最近状态同样犀利，他们在
上轮西甲中 6 球大胜阿拉维斯，近
10 场比赛狂轰 31 球仅失 6 球的攻
防表现十分稳健，但从主帅恩里克
最近的轮换中不难发现，巴萨的后
场人脚实在缺乏，而且防守核心马
斯切拉诺的受伤缺阵恐会令其防守
功力减弱，今次作客王子公园球场
挑战老对手大巴黎，巴塞罗那未必
有能力带走胜利。

亚盘开出了巴塞罗那客让平/
半的低水盘口，受注后上盘水位继
续保持低水，而欧指客胜在初开偏
高的情况下却有不同程度的上调，
可见机构对客队打出存在一定顾
虑，而上盘低水只为减轻赔付压力，
毕竟大巴黎近 9 个主场打出 6 胜 3
平的战绩未尝一败，此役下盘可捧
首看平局，次看巴黎圣日耳曼取胜。

比分推荐：1-1、1-0
竞彩胜平负推荐：1、3
竞彩让球胜平负（+1）推荐：3

周二004
阿斯顿维拉 VS 巴恩斯利

开赛时间：2017-2-15 03：45
2016-2017 赛季英格兰冠军联

赛第32轮的一场大战，阿斯顿维拉坐
镇维拉公园球场迎战巴恩斯利，作为
英超的传统劲旅，阿斯顿维拉上赛季
还在英超拼搏，但目前在英冠已经渐
显保级压力，此番面对实力不俗的巴
恩斯利，前景不容乐观。

双方本赛季首循环的一次交手中，
巴恩斯利主场凭借绝杀以1：1逼平阿
斯顿维拉。这是两队近十年来在正式
比赛中的唯一一次交手;亚盘初开主让
半球低水，后市升至主让半一高水，鉴
于主队近期成绩明显不及客军，但此番
初盘却能够让出生死盘，庄家此举有诱
下的嫌疑，加上客队走势有所下滑，今
仗阿斯顿维拉有望捍卫主场。

竞彩胜平负推荐：3、1

周二008
利兹联 VS 布里斯托城
开赛时间：2017-2-15 03：45
2016-2017赛季英格兰冠军联赛

第32轮迎来一场焦点战，利兹联坐镇
埃兰路球场迎战布里斯托城，利兹联
虽然目前排名升级区内，但近期的连
败令到球队排名开始下滑，而布里斯
托城目前则仅以微弱的优势领先降级
区，此番两队相遇，必定是寸步不让。

双方本赛季首循环的交手中，布
里斯托城主场 1：0 力克利兹联，不过
在此前的八次交手中，利兹联取得七
胜一平，其中四个主场取得全胜，占据
明显上风;今场主队作出半球的让步，
上盘保持高水区间，亦有部分庄家降
至主让平半低水，虽然客军近期成绩
好于主队，但其糟糕的客战能力实在
不敢恭维，此举或有意制造上盘不稳
的假象，今仗布里斯托城不宜高估。

竞彩胜平负推荐：3、1

长假过后，很多人发现“每逢春节胖
三斤”其实是个谣言，因为基本上都胖了
五六斤。胡吃海喝之后，跑者们又要为
了备战新的跑步季而进入正常饮食的节
奏了。

一直以来，我们都被流行的健身和
跑步饮食的言论所左右，譬如：多吃些全
麦食物、少吃肉、少吃蛋黄等。然而，这
些真的是真理吗？这些做法真的对健身
跑步有帮助吗？

以 科 技 新 闻 见 长 的 美 国 新 媒 体
Mashable.com 的 撰 稿 人 Gautham
Hanks 就曾通过采访和实验，揭露了以
下 7 个关于食物的真相，也许会改变你
的饮食结构。

胆固醇让你远离鸡蛋？没必要！

鸡蛋因为含有大量的胆固醇，而胆
固醇又容易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
此我们在健身和跑步之余，总会听到“少
吃鸡蛋”的说法，要吃也只能吃蛋白。

然而，尽管近几十年来对鸡蛋“恶评
如潮”，但研究表明，它们并不会增加罹
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尽管鸡蛋中含有
大量的胆固醇，但是食用鸡蛋事实上并
不会增加血液中“坏的”胆固醇。相反
的，却会补充“好的”胆固醇。

此外，鸡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健康
的脂肪、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后
者尤其对眼睛有好处。它们也是极好的
胆碱来源，这是一种对于大脑非常重要
的营养，90%的人都缺乏这种物质。

卡路里⋯⋯只是卡路里而已

很多人相信，只要控制好摄入的卡
路里，就能保持良好的身材。不能否认，
卡路里是很重要，不过也不要把它“神
化”了。

事实是，比起卡路里，我们所摄取的
食物种类也很重要，因为我们摄入的食
物会直接影响到控制我们“吃多少”、“什
么时候吃”的激素，甚至我们需要燃烧多
少卡路里。

比如说：在热量相同的情况下，果糖
和葡萄糖对身体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果
糖比葡萄糖更能刺激食欲。另外一个例
子是：卡路里相同的脂肪和蛋白质，前者
会让你长胖，但后者却会燃烧卡路里并
增加肌肉量。

所以卡路里就是数字，要用这些数
字来指导你的健身和跑步，还需要了解
带来这些卡路里的食物中还有什么能够
帮助你。

蛋白质增加肾病风险？未必

在健身圈里有一种说法，高蛋白质
的饮食会损害骨骼。这的确有数据可
循，摄入大量蛋白质在短期内会导致骨
骼钙的减少，但从长期来看，多摄入蛋白
质会增加骨密度，并能减少老年人骨折
的风险。

另一种说法是，过多的蛋白质摄入
会导致肾衰竭。真实的情况比这更复杂
一点，有肾脏疾病的人的确应该减少蛋

白质的摄入。但对于健康人而言，蛋白
质是无害的，尤其是健身的你。

全麦食物不如你想的那么美好

几乎所有健身的人都同意，全麦食
物更健康，然而，这样的饮食结构可能会
危害健康。

小麦的主要成分是谷蛋白。在易感人
群里，谷蛋白可能引发消化系统问题，腹
痛、腹胀、乏力等。它也可能会破坏肠壁。

另外，不同的测试表明小麦谷蛋白
也与各种脑疾病有关，如精神分裂，孤独
症和小脑共济失调⋯⋯当然这些测试部
分在极端情况下进行，但多少有些参考
意义。

再来一杯咖啡吧

长期研究表明，咖啡能调动脂肪组织
内的脂肪酸，刺激其代谢，是减脂佳品。

咖啡还能降低一些重大疾病的风
险。饮用咖啡可以降低67%的II型糖尿
病，降低阿兹海默症和帕金森症的风险，
减少80%左右的肝脏疾病，如肝硬化。

咖啡对大脑也有好处，它可以改善
情绪、记忆、反应时间、警觉性和整体脑
功能。从美容角度来说，咖啡也是很好
的抗氧化剂。它的抗氧化含量远远超过
水果和蔬菜所能提供的。而从跑步的角
度来说，咖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提
高跑步状态。

咖啡唯一的问题就是咖啡因，确实
会扰乱人的睡眠。所以要尽量避免深夜

喝咖啡。

吃点红肉没关系

很多健身者认为肉尤其是红肉会带
来许多疾病，如心脏疾病和II型糖尿病，
他们都只会吃白肉（鱼肉和鸡肉）。

事实上，与未加工的肉品不同，加工
肉类比如香肠、腊肉等的确会导致各种疾
病。这是因为加工肉类中一般会含有钠
和氮的化合物防腐剂，从而对健康不利。

美国哈佛大学的三名研究人员对超
过 120 万的主体进行了 20 项研究分析，
结果表明每天食用 50 克以上加工肉品
的 人 ，罹 患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风 险 上 升
42%。但另一份基于 1218380 调查样
本的数据却显示，未加工的肉品与心血
管疾病和II型糖尿病没有显著的联系。

糖是不健康的，因为它热量太
多⋯⋯事实也许更糟糕

许多人认为糖是不健康的，因为它
卡路里很高，却没有营养。这是正确的，
但只是冰山一角。

由于高果糖的缘故，糖会对代谢产
生严重不利的影响，并导致肥胖以及相
关的代谢疾病。过量的果糖会导致心脏
病、II型糖尿病，甚至癌症。

另外在肚子饿时，糖也不会减少饥
饿感！事实上，果糖不会降低饥饿激素，
反而会鼓励你多吃，所以越来越胖！称
呼糖为我们饮食中最糟糕的成分也不为
过。 木马

你了解健身饮食的真相吗？

本报讯 一方面是风靡全国的群众
体育运动项目，一方面又因噪音扰民等
问题广受诟病。2 月 12 日，江苏省广场
健身舞运动协会常州分会正式成立，首
任会长崔爱均表示，协会将致力于引导
广场舞健康发展，加强会员服务和广场

健身舞俱乐部建设，为我市全民健身运
动增添活力。

成立仪式上，省广场健身舞运动协
会会长贺珍珠到场祝贺。她说，目前全
国广场舞习练人群在 1 亿人左右；广场
舞集健身、健美、健心、健脑于一体，有利

于改善心血管和神经系统，控制中老年
人体重，对形成科学生活方式、促进身心
健康大有益处；此外，广场舞群众健康水
平的提升，有利于积极参与健康治理，将
极大地减少政府和家庭的医疗负担，促
进社会的繁荣稳定。

“早在1985年，我们就开始接触广场
舞了。”协会理事柯孝云和王莹都年逾七
旬，“那时候还不叫广场舞，只是我们一些
舞蹈爱好者自发组织进行的晨练项目。
当时常州大概只有10个练习点。”31年过
去了，原来零星的练习点发展成遍布城乡
的全民参与，特别是近年来各级政府的大
力支持又为广场舞运动加了一把火，“钟
楼区体育部门专门为我们提供训练场地，
帮助我们成立了广场舞工作室。”王莹说，
在政府的推动下，广场舞不仅参与的人越
来越多，活动的档次也不断提高，“2010
年，我们五星秧歌队获得了第二届中国老
年文化艺术节舞蹈金奖，2014 和 2015
年，我们连续两年代表常州市参赛，蝉联
江苏省秧歌比赛一等奖。”

“规范和引导广场舞运动健康发展，
吸引更多的市民参与到全民健身活动
中，正是我们推动协会成立的初衷。”成
立仪式上，市体育局副局长魏继斌透露，
市体育部门将积极推动广场舞工作纳入
全市群众体育事业发展和现代公共体育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规划，营造健
康、文明、规范、有序参与广场舞的良好
氛围；同时，市体育局也将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形式继续推动广场舞活动的开
展，今年将继续打造常州市广场舞大赛，
争取在去年5000人参赛的基础上，进一
步扩大规模和影响。 （魏佳宁 杨杰）

今年将打造全市广场舞大赛 规模超过5000人

参与社会治理 舞出和谐常州

广场舞大妈迎来“组织”

本 报 讯 2 月 3 日 ，2017 年
“MLILY 梦百合”杯业余围棋精英
公开赛在如皋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收官。常州棋手韩启宇 6 段和胡晓
6段联袂参赛。经过3天10轮的激
烈角逐，胡晓以 9 胜 1 负力克各路
高手，以小分优势惊险夺冠。胡晓
同时还摘取了江苏选手组冠军。韩
启宇夺得 50 岁以上老将组冠军。
常州军团在本次赛会上取得丰收，
获得了历史性突破。

本次比赛由江苏省棋类运动协会
主办，如皋市棋类协会、如皋市不断樱
棋道俱乐部承办，江苏恒康家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独家赞助。今年的比赛
已经是第五届了，比赛冠军奖金达到
五万元，是全国知名的业余赛事。今
年的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180
名 4 段以上高手参加，其中 6 段以上
选手20余名，是全国水平最高的业余
赛事之一。

（木木）

全国业余围棋精英公开赛如皋收官

常州棋手胡晓夺冠

本报讯 日前，在“红双喜·娃娃
杯”全国少儿乒乓球比赛中，常州三
名 8 周岁女娃娃以 11 场不败战绩
一举夺取全国女子 E 组团体冠军，
创造了常州市一所基层小学参加全
国性的少儿乒乓球比赛最佳成绩。

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办，中国
乒协少委会“娃娃杯”执委会和上海
市松江区体育局承办的 2017 年松
江运运“红双喜·娃娃杯”全国少年
儿童乒乓球比赛历时 8 天，日前在
上海市松江区大学生体育中心圆满
落幕。以常州市武进区湖塘桥实验
小学名义报名参赛的三名 8 周岁女
娃娃（朱佳颖、陈馨然、李游）首次参
加E组（2009年及以后出生）团体比
赛，发扬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敢打
敢拼、艰苦奋战精神，在经过十一场
紧张激烈的团体比赛中，以11场不
败战绩一举夺取全国女子E组团体

冠军，首次创造了我市一所基层小学
在参加全国性的少儿乒乓球比赛中最
佳成绩，也充分反映了常州近几年各
基层学校乒乓球项目发展在各级政府
的重视支持下，在后备人才培养方面
初见成效。

据悉，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
乒羽中心和中国乒协联合主办，共有
来自全国各地的 87 支乒乓球代表队
1200人报名参加，分男、女单打和男、
女团体等 5 个组别（A、B、C、D、E）比
赛。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中国乒
协、上海市体育局等相关领导出席了
开幕式并观看了比赛。“娃娃杯”是全
国顶级乒乓球赛事之一，至今已经拥
有 36 年举办历史，自举办以来，一直
受到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乒羽中心的
大力支持，是全国规模最大、国内国际
影响力最广的全国乒乓球赛事之一。

（翟春雨）

全国少儿乒乓球赛落幕

常州“娃娃”夺取团体一金

2 月 11 日，新北区“文明过新
年，民俗闹新春”特色团队展演活动
在环球恐龙城迪诺水镇大舞台及周
边四个区域同时举行。

来自新北区的春江镇手狮、龙
虎塘街道腾龙女子舞龙、孟河镇万
绥猴灯、孟河镇四爪龙、孟河镇花
船、孟河高跷队、西夏墅镇高跷、河

海街道兰翔秧歌、三井街道空竹龙、奔
牛镇马灯、罗溪太平龙灯 11 支特色团
队倾情出演，吸引了大量游客围观，不
时爆出阵阵掌声，笑声不绝于耳。

本次活动由新北区社会事业局主
办，环球恐龙城迪诺水镇承办，是体育
与旅游结合的有益尝试。

木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