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2月21日 星期二
编辑:杨杰常州新闻运动·休闲B4

竞彩最前线

绝大多数体重超重的朋友都希望能
够在减肥的同时，练出人鱼线或者马甲
线。“一箭双雕”谁都想，但并不是那么容
易。对很多人来说，增肌和减脂同时进
行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

在很多健身者的观点中，减脂会带
来肌肉的流失，但有更多例子显示，无氧
运动结合有氧运动，有希望达到增肌和
减脂的效果。

为此，美国《男性健身》杂志特别邀请
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NASM)的认证健
身教练皮特·威廉姆斯给出了7种让人在
运动时同时达到增肌和减脂的方法。

达到足够强度

不要做那种在健身房还拿着手机时
不时看看、打电话、回短信的人，你必须
要打破之前给自己的所谓训练强度。相
反，你需要用一种集中、连续的训练方式
去刺激肌肉生长和脂肪燃烧的工作。

首先把电话留在家里或储物柜中，全
身心投入训练。改变原先同样的动作做
三组的静态模式，可以考虑交替进行上拉

（硬拉）、上推（俯卧撑）或低级体推（深
蹲）。这样你可以使自己一直在移动。

还有一个关键是，尽可能去执行
AMRAP（尽可能多回合），而且可以借
鉴 CrossFit（近年来蹿红美国的一项独
特的功能性训练课程）的理念，在最短的
时间内，用可承受的最大重量、在最短的
时间里完成所有训练动作。

每三个小时摄入饮食

少吃多餐可以更好地调节血糖，促
进肌肉质量，并且能够消除情绪波动和
暴饮暴食。而且这样也可以帮助你未雨
绸缪，确保你更健康地安排好手头工作。

理想的状况下，每餐是由碳水化合
物、蛋白质和脂肪的组合。如果你在外
面工作，那么至少选择健康的东西，如坚
果、干果、能量棒或即食蛋白饮料。

拒绝饮酒

适量饮酒并没有问题，但如果你的
目的是增肌减脂，那么你必须试试30天
滴酒不沾会有怎样的结果。

酒精会影响你的睡眠，增加应激激
素皮质醇的释放，并减少蛋白质合成，进
而影响肌纤维修复。此外，酒精还会减
少你运动时所需用来合成荷尔蒙的水溶

性维生素，这会降低你的身体恢复能
力。如果你戒酒 30 天你会发现身上产
生的戏剧性结果，你也会由此走得更远，
也意味着你可以继续戒酒。

针对性的速度训练

短跑运动员拥有脂肪最少、最强有
力的身体。这也是大多数人梦寐以求
的，拥有更多的肌肉、更好的身体线条以
及速度、爆发力。当你变得更快时，你可
以提高你的肌肉体积和力量，以及提升
自己神经系统的效率甚至灵活性。

你可以试着在田径跑道上去完成 4
组 400 米跑，每一次你必须付出超过
80%的努力。如果你一直跑步，那么可
以试试换成4组800米，或者全力以赴跑
3分钟。然后休息3分钟，这样完成4组。

进行混合训练

你的身体有着惊人而又快速的适应
能力，因此你需要去尽量让它不处于一
种习惯的运动状态中，因此混合训练就
很重要。

如果你一直在健身房训练，那么你
至少可以每周一次在家或公园尝试俯卧
撑、双杠屈伸、立卧撑以及引体向上等训
练。如果你靠近海滩，也可以尝试一下
沙滩跑。

加入HIIT游泳训练

游泳可以让你的身体轮廓变得更加
分明，不过不要以为在游泳池里随便游
游就行了。你需要的不是悠闲的嬉水，
而是需要采取HIIT的方式去游泳。

比如，在 20 至 30 分钟的游泳训练
中，先是 2 至 3 分钟低强度热身；1 分钟
高强度（全力冲刺）；休息 30 秒；30 秒中
强度；休息30秒；以此类推持续20至30
分钟。最后，2-3分钟的放松和冷却。

养成良好睡眠习惯

如果没有充足的 7 小时睡眠，那么
你很难增肌和减脂。对两者而言，最好
的睡眠时间是8小时。睡眠可以帮助生
长激素和睾丸激素分泌。因为疲劳会破
坏你正确的饮食和刻苦的训练，从而影
响你身体消耗脂肪的能力。当你睡眠不
足而筋疲力尽时，你的大脑会渴望糖分，
特别是在深夜产生饥饿感。

木马

减肥和练肌肉不能同时进行？

周二004 亚冠
首尔FC VS 上海上港
开赛时间：2017-02-21 18:30
北京时间 2 月 21 日 18:30 分，

2017 赛季亚冠联赛 F 组小组赛首
轮赛开战，FC首尔将在主场迎战中
超球队上海上港。FC 首尔力压全
北现代捧取上赛季 K 联赛冠军后，
柳相勳、金南春、尹株泰、高光民等
主力去服役，阿德里亚诺被石家庄
永昌挖走，球队的半数主力出走，让
FC 首尔新赛季举步维艰。上赛季
上港在亚冠联赛八强战中被同样来
自韩国的全北现代淘汰出局。本赛
季球队高价引入奥斯卡与亚洲顶级
球员艾哈迈多夫后实力暴增，加上
原先队内的胡尔克、埃尔克森等人，
上海上港的实力当可晋级亚洲一
流。本赛季再碰韩国球队，上港自
然希望实现复仇。

亚盘开出平手初盘，受注后升
盘至主让平/半，机构对主队信心渐
增。欧赔方面BET365更是将客胜
赔率从 2.20 直接提升到 3.20，上海
上港赢球机会渺茫。FC 首尔最近
3 场友谊赛 1 平 2 负状态极差，并且
这 3 场比赛仅攻入 1 球丢 3 球的表
现也说明球员并不在状态。此役对
阵兵强马壮的上海上港却受到指数
支持，FC首尔坐和望赢值得跟进。

竞彩足球胜平负推荐：3、1
比分推荐：1：1、2：1、2：0
周二001 亚冠
西悉尼 VS 浦和红钻
开赛时间：2017-02-21 16:00
亚冠杯终于要开打，本场赛事

由西悉尼漫步者坐镇主场迎战浦和
红钻的拜访，本小组好有韩国的老
牌劲旅首尔FC还有以6000万欧引
入奥斯卡的中超新土豪上海上港，
可以说是死亡之组，稍有不慎就会
提早出局;西悉尼本赛季在联赛上
表现平平，目前胜率只有25%，排名
仅仅是第 6 的位置，前景不容乐观;

而浦和红钻则要好太多，17 场联赛拿
了 13 场胜利，特别是在 9 场客战赛事
拿到骄人的8胜，十分擅长打客战，第
一场小组赛至关重要，丝毫不能有大
意，因此红钻更应值得信赖。

亚洲数据公司普遍初盘开出平
手，但随着盘口的深入，亚盘上调至客
让平手/半球，显示浦和红钻的实力是
更优于主队，加上他们出色的客场战
绩是信心保证，此番远征澳大利亚有
望坐和望赢为小组赛开一个好头。

竞彩足球胜平负推荐：1、0
周二011 欧冠
勒沃库森 VS 马德里竞技
开赛时间：2017-02-22 3:45
本场比赛亚洲数据公司普遍以马

德里竞技客让平/半低水开出，受注后
即时上盘水位升幅至 1.00 的高水范
畴(0.90受让平/半 1.00)。两队历史交
战 4 场，两队各 1 胜 2 平 1 负，得失球
和比分完全相同，可以说是不相上
下。2010-11 赛季欧冠小组赛，两队
主客场两个1-1。2014-15赛季欧冠
1/8 决赛，马竞和勒沃库森都在主场
1-0 取胜，总比分相同。点球大战中
马竞4-2击败勒沃库森挺进八强。

勒沃库森本赛季的主场成绩并不
突出，而且面对强队往往处于劣势一
方，伤病问题是影响球队前进的最重
要因素，此役面对来势汹汹的马竞恐
怕难有把握。反观马竞的主力门将伤
愈复出，球队近八个客场保持不败，走
势相当可观。因此有鉴于双方的往绩
和态势，目前上盘维持在高水显然是
起到了保护客胜的作用。而欧赔方
面，具有代表性的廉希尔、立博等主流
公司开出 3.36-3.17-2.28 的组合，机
构稍稍抬高客胜，并进一步下调平赔，
分流上盘的投资压力，而即时主胜指
数拉升离散较大，与亚盘走势较为一
致;综合来看，本场比赛马德里竞技可
在客场全身而退。

竞彩足球胜平负推荐：1、0
比分推荐：1-1、1-2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体育局了
解到，2017年度省级体育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今年的支持
项目新增了山地户外、水上、冰雪、航空
运动、汽车摩托车运动、电子竞技等时尚
体育项目，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改革试点，
体育服务综合体建设运营项目，体育健
康特色小镇建设的重大项目等。

有申报意向的单位可对照《江苏省
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和《江苏省体育局、江苏省财政厅关于组
织申报 2017 年度省级体育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项目的通知》，登录市体育局官方
网站，下载并填写《江苏省体育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申报表》，在确保申报资料真实
有效的前提下，于 3 月 5 日前将申报表

纸质稿及电子稿报送至市体育局。
“十二五”期间，我市体育产业业态

从无到有，产业规模从小到大，产业结构
不断改善，我市体育产业年均增长速度
超过 20%，快于全国同期体育产业年均
增长速度，也远高于我市同期GDP增长
速度。继 2013 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
准溧阳市为“苏南（县域）国家体育产业

基地”，成为全国首批获此殊荣的区县之
后，去年，武进区也被命名为国家体育产
业基地。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设
立，让社会投资热情高涨。截至2016年
底，我市共有 69 个项目获得 4570 万元
的省级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撬
动更多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体育产业发展
工作。 （杨杰）

推动体育产业发展

2017年度省级专项资金开始申报

为全面总结十年来常州体育事业改
革发展成就，充分展示体育惠民最新成
果，常州市体育局特举办“体育就在你身
边”——常州体育发展图片征集活动。

一、征集时间
2017年2月21日- 3月3日
二、征集范围
2008 年-2016 年反映常州体育设施

建设、人才培养、活动开展、赛事举办等
情况的照片，总数200张。

三、有关要求
1、征集的作品需标明拍摄的时间、

地点、内容及其他相关信息，提供电子
稿。录用片酬100元/张。

2、参加本次征集活动的作品及获奖
作品，作者有著作权和署名权，组织方有
永久的使用权。主办单位有权将该作品
用于展览、宣传、出版等用途。

四、宣传展示
本次活动将组织专家对征集到的照

片进行评审，选出一定数量的精品用于
常州体育十年发展成果专题图片展览。

五、参与办法
电 子 稿 请 报 送 至 runlongsports@

126.com；实物照片请报送至江苏润龙体
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市奥体中心体育
馆5号入口旁）。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519-85157399。

——常州体育发展图片征集活动启事

体育就在你身边

本报讯 2 月 19 日晚，2016／2017
赛季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CBA）常
规赛正式收官。早早告别季后赛的江苏
同曦队在主场以89：106不敌吉林队，最
终以8胜30负的成绩列常规赛第18名，
创下了升入CBA以来的最差排名。

上赛季，江苏同曦队常规赛38场比
赛，取得了 12 胜 26 负的战绩，胜率为
31%，排名联盟 20 支球队的第 16 位。
江苏同曦队升入CBA两个赛季，分别获
得了联赛第 17 名和第 16 名的成绩，这
个成绩对于一支 CBA 菜鸟球队来说并

非不能接受。
本赛季开赛前，同曦集团董事长陈

广川宣布，新赛季球队的目标将瞄准季
后赛。为此，同曦俱乐部引入胡卫东担
任球队主帅，并成功签下三届常规赛
MVP 唐正东。在外援方面，江苏同曦
队签下约旦球星阿巴斯，此前阿巴斯效
力的 6 支球队都实现了同一个目标——
闯进季后赛。此外，球队还引入了曾效
力于NBA联盟小牛队、老鹰队、国王队、
骑士队的双能卫康宁汉姆。

(杨杰)

CBA常规赛正式收官

江苏同曦仅取8胜列18名

本报讯 2 月 14 日上午，2017 年全
国女子曲棍球锦标赛在武进西太湖畔的
曲棍球训练基地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
国各省（区、市）的 12 支队伍约 300 人参
加本次赛事。

本次女曲锦标赛自 2 月 14 日开始
至22日结束，比赛第一阶段采用小组循
环赛决出小组名次，所有参赛队伍分为
A、B 两组，每组 6 支队伍，A 组为四川
队、江苏队、广东队、天津队、甘肃队、山
西队，B组为辽宁队、吉林队、上海队、内
蒙古队、北京队、解放军队。比赛第二阶
段由获得每个小组第1和第2名、第3和
第 4 名、第 5 和第 6 名的队伍分别组成 3
个小组，采用交叉赛的办法决出第1至4
名、第5至8名和第9至12名。

本次比赛结束后，还将根据每支参
赛队伍的最新总积分排名情况进行全运
会预赛分组抽签，并于 4 月 14 日再次在
武进曲棍球训练基地进行全运会女子曲
棍球预赛。 （木木）

2017全国女曲
锦标赛在常开赛

为检验冬训成果，营造备战氛围，2 月 10 日至 2 月 11 日，无锡、苏州、辽宁
省朝阳市队共计60人受邀来到市少体校，在市少体校跆拳道馆连续上演了两
天精彩纷呈的对抗赛事。

2 月 19 日，春江镇象棋比赛在春江镇文体活动中心举行，共有 30 余位象
棋爱好者参加比赛。本次比赛采用积分编排制，共7轮，最终石金武摘得本次
比赛桂冠。

本 报 讯 2016 年 完 成 销 量
13.9501亿元，同比增幅达13.17%，
增速居全省第二，超额完成省中心
年度销售目标任务。在上周末召开
的 2017 年全省体育彩票工作会议
上，常州体彩以靓丽的成绩单一举
拿下全省体彩系统先进单位、销售
进步奖、安全运行奖三项殊荣。

2016 年，常州体彩在 2015 年
12.3262 亿元销量的基础上，实现
了 1.6239 亿元的增量。各种玩法
中，传统玩法销售 4.4133 亿元，高
频玩法销售 3.7867 亿元，竞彩玩法
销售 4.4531 亿元，即开型彩票手游
彩销售 1.297 亿元，主力玩法较为
均衡。全年共中出百万大奖 2 个、
500万大奖4个、1000万大奖2个。

体彩是公益事业，去年常州体彩
面向全市进行公招，帮助社会解决就
业，公招过程遵循“公平、公开、公正”、
透明的原则。常州体彩中心还根据省
体彩中心要求，针对不同玩法，全年多
批次开展培训。对于各站点传统玩法
的派奖、即开票铺票销售、竞彩升级店
的培训等，中心都是积极投入、齐抓并
举，不仅帮助站点更好地生存，也为超
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去年，常州体彩中心全年开展市
级营销活动14次，切实提升了体彩公
益品牌影响力。中心还积极关注社会
公益事业，投身于近十项公益活动，加
大宣传力度，很好地践行了“服务民
生、造福社会”的宗旨。

（木木）

实现年度销售近14亿元

常州体彩“中得”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