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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最前线

本报讯 经过为期11天的比拼，第
13 届全国运动会拳击项目比赛于 8 月
13 日在天津市宝坻体育馆落下帷幕。
在 8 月 11 日的决赛首日，常州运动员陈
大祥获得男子81公斤级冠军，这是江苏
拳击项目本届全运会收获的唯一一枚金
牌，也是我市在本届全运会上取得的第
2 枚金牌，更是江苏体育代表团竞技体
育项目获得的第6枚金牌。继上届全运
会王玄玄在男子 91 公斤级比赛摘金之
后，常州运动员第二次在全运会男子拳
击大级别项目上夺冠。

陈大祥1996年12月出生，2010年被
选拔进入江苏省常州体育运动学校训练，
2013年获得江苏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冠
军，随后去省队集训。2014年获江苏省运
动会冠军，同年获得全国青年拳击锦标赛
冠军。2015年5月获全国拳击锦标赛亚
军，同年10月获中国首届青运会拳击比赛
冠军。因为陈大祥出色的表现，2015年被
选入江苏省男子拳击队训练，本届全运会

是他第一次参加全运会比赛。
本届全运会是第一届选手不带头盔

进行的比赛，比赛规则的改变使得拳击
项目的竞争格外残酷也分外激烈。半决
赛时，和陈大祥一起打进半决赛的队友
因在场上意外受伤无奈退出比赛，陈大
祥顶住巨大压力，最终挺进决赛。

决赛场上，陈大祥迎战山东队的王立
达，他带着缝了数针的伤口依旧发挥出
色，在第一回合就KO对手直接获得金牌。

陈大祥的启蒙教练江苏省常州体育
运动学校拳击教练沈兆斌表示：“陈大祥
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但是他的夺
冠并不是意外惊喜，他拥有摘金的实
力。今年刚刚 21 岁的陈大祥有着身高
和体力的优势，敢于和对手进行对抗。
比起其他参赛选手，陈大祥较为年轻，还
没有到达他的巅峰状态，下届全运会时
他的状态应该会更好。”

对于陈大祥今后的发展，沈兆斌认
为，接下来他应该会去更多地参加亚洲
级别的比赛，朝着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
会的方向努力：“如果他的状态能继续保
持，参加奥运会的目标应该不会太远。”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陈大祥的这枚
金牌，江苏队成为了全国唯一一支连续
四届全运会都拿金牌的拳击队伍，而其
中两枚来自常州。 （于晨珺）

全运会拳击项目比赛结束

常州运动员陈大祥收获江苏队唯一金牌

周二002 欧冠
阿斯坦纳 VS 凯尔特人
开赛时间：08-22 星期二 23:30
阿斯坦纳原计划在周中进行的

一场联赛被推迟了，这令到他们得
到一定时间的休息。可惜的是他们
在首场比赛就遭到对手五球血洗，
球员上下士气和自信心受到严重的
打击，可见双方有一定实力差距，此
番想争胜逆转恐怕还是有心无力。
凯尔特人则是苏超的霸主，新赛季
开始后他们保持以往的火热状态，
联赛三连胜的同时共打进7球，而其
余两场欧冠杯和苏联杯一共打进10
球，攻击火力可以用恐怖来形容，本
场赛事远征哈萨克拿下胜利只是意
料之中。

在首回合的赛事中，凯尔特人
作出了一球/球半的让步，最终用一
场大胜杀去了悬念。本场赛事亚盘
开出平手盘，很有可能是机构诱导
彩民觉得客军在大比分领先下会掉
以轻心、给主队有机可乘，从而分流
资金减轻压力，加上阿斯坦纳主场赢
盘率高达80%，因此他们必将引入一
波资金投资，但个人还是觉得凯尔特
人的实力即便轮换阵容面对主队还
是游刃有余，毕竟他们过去10个客
战曾取得8胜2平的成绩;欧赔方面
的平均值都对客平赔有所下调，所以
综合各种因素本场赛事客军凯旋的
机会很大，可以信赖。

竞彩胜平负推荐：平，负
比分推荐：2：2，0：2

周二013 欧冠
尼斯 VS 那不勒斯
开赛时间：08-23 星期三 2:45
尼斯在新赛季开始后可是出师

不利，一度各项赛事连续 5 场未尝一
胜，而且先后在法甲联赛和欧冠杯
上遭遇三连败，球队呈现较为低迷
的状态而处于信心的低谷，幸好上
轮比赛及时回勇，坐镇主场以 2：0
完胜甘冈止住了颓势，一扫此前的
阴霾，此番迎战强敌保持着足够信
心 。 那 不 勒 斯 方 面 一 如 既 往 的 稳
定，上轮作客维罗纳早早在上半时
两球领先奠定胜局，最后以 1：3 的
比分轻松取胜，豪取各项赛事三连
胜并且可以只失一球，可见攻守两
端都做得比较出色。值得一提的是
球 队 上 赛 季 客 场 成 绩 联 赛 高 居 第
一，比联赛冠军尤文图斯还多出了 7
个积分，他们在客场打进 50 个联赛
进球，比主场进球还要多，是一组不
容忽视的数据。

亚洲数据公司普遍开出客让半
球的生死盘，在手握两球优势的情
况下机构还开出这种盘口，显然是
对客军抱有足够的信心，毕竟尼斯
在赛季初的表现实在低迷，在首回
合完败的前提下翻盘机会不大，战
意存疑。反观客军，有多年欧战经
验，防守反击都打得极其出色，此番
客战有望一展所长，个人觉得他们
再添一胜的机会很大。

竞彩胜平负推荐：负
比分推荐：0：2，1：2

本报讯 上周一和上周三，常州彩
民先后在体彩大乐透第 17094 期和
17095 期 中 ，拿 下 1274 余 万 元 和
1070 万余元的两注特等奖。正当大
家为此感到兴奋不已时，好消息再次
传 来 —— 上 周 六 ，体 彩 大 乐 透 第
17096 期全国开出一等奖 1 注，常州
彩民独揽1000万元头奖！

让我们来回顾下体彩大乐透的
“常州周”——

8 月 14 日晚，体彩大乐透迎来第
17094 期开奖，全国开出一等奖 4 注，
江苏头奖再次花落市武进湖塘府南路
的体彩 54821 网点，中奖彩票是一张

15 元的 5 注追加单式票，总奖金高达
1274余万元。

8 月 16 日晚，仅仅时隔一天，体彩
大乐透迎来第 17095 期开奖，为全国 9
省市的彩民送出一等奖10注，常州再次
占得一注头奖，中奖彩票是一张“前区 4
胆 7 拖+后区 6 拖”的胆拖复式追加投注
票 ，投 注 额 315 元 ，单 票 总 奖 金 高 达
1070万余元。

8 月 19 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17096
期全国开出一等奖 1 注，常州彩民表现
神勇，再次拿下1000万元头奖。

本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号码 03、
07、09、17、28，后区开出号码 04、12。

数据显示，江苏中出的唯一一注 1000
万元大奖出自常州，中奖彩票为一张 5
注号码的 10 元单式票，其中 1 注号码
击中头奖。稍显遗憾的是，由于未采用
追加投注，该幸运儿“少拿”了 600 万元
追加奖金，从而无缘 1600 万元单个封
顶大奖。

中出大奖的是位于天宁区北环新
村内的 04440 网点。19 日开奖当晚，
业主周女士通过终端机信息确认了自
己站点中出大乐透一等奖。她表示对
中奖彩民毫无印象，但从中奖金额来
看，这位彩民既未追加投注，也不是复
式投注，而且她记忆中这注开奖号码并

不是有人守号，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彩
民买了 10 元 5 注的随机票。如何中奖
还是要等彩民前往省体彩中心兑奖后
才能解开了。

体彩超级大乐透每周一、三、六开
奖，过去的这一周无疑是常州彩民的中
奖周。常州彩民连续三期拔得头筹，而
且都是奖金成色很足的千万大奖，加上
月初中出的 7 位数 2500 万大奖，常州彩
民本月已中出4注千万以上大奖。

当期开奖过后，大乐透奖池仍保持
在 40.9 亿元的高位，常州的彩民朋友不
妨乘胜追击，千万记得要追加投注哦。

（徐欢）

常州体彩本月狂揽四注超千万大奖

体彩大乐透惊现“常州周”

龙城彩民连续三期拿下千万大奖

秋天越来越近，这也就意味着各
种各样的赛事就要跟着“跑步季”一起
到来了。如今在路上，又能看到越来
越多的跑者开始训练。很多人在跑步
健身后都会喝上一瓶冷饮来解渴，或
洗个澡放松自己。这是很普遍的做
法，然而，这些看似“舒服”的训练后缓
解方式，其实很多都是不对的，甚至会
影响到你的身体状况。

事实上，跑后放松可是大学问。如
果希望在跑步季到来时保持好状态，那
么，请千万记住避开这8大跑后误区。

不要蹲坐休息

这是非常普遍的做法，运动结束
后感觉累了，就蹲下或坐下认为能省
力和休息，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做
法。健身运动后若立即蹲坐下来休
息，会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影响血液循
环，加深肌体疲劳。严重时会产生重
力性休克。

因此，每次运动结束后应调整呼
吸节奏，进行一些低热量的活动，例如
慢步走走，做做几节放松体操，或者简
单深呼吸，促使四肢血液回流心脏，以
利于还清“氧债”，加快恢复体能、消除
疲劳。实在体力不支时也可让同伴搀
着走走。

不要贪吃冷饮

运动往往使人大汗淋漓，尤其是在
夏天，随着大量水分的消耗，运动过后总

会有口干舌燥、急需喝水的感觉，以年轻人
为主，大多喜欢买一些冷饮解暑解渴。

然而此时人体消化系统仍处在抑制
状态，消化功能低下。若图一时凉快和
解渴而贪吃大量冷饮，极易引起胃肠痉
挛、腹痛、腹泻，并诱发胃肠道疾病。所
以，运动后不要立即贪吃大量冷饮，此时
适宜补充少量的白开水或盐水。

不要立即吃饭

运动时，特别是激烈运动时，运动神
经中枢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在它的影响
下，管理内脏器官活动的副交感神经系
统则加强了对消化系统活动的抑制。同
时，在运动时，全身血液亦进行重新分
配，而且比较集中地供应运动器官的需
要，而腹腔内各器官的供应相对减少。

上述因素使得胃肠道的蠕动减弱，
各种消化腺的分泌大大减少。它需在运
动结束 20-30 分钟后才能恢复。如果
急忙吃饭，就会增加消化器官的负担，引
起功能紊乱，甚至造成多种疾病。

不要骤降体温

运动时肌体表面血管扩张，体温升

高，毛孔舒张，排汗增多。
倘若运动后立即走进冷气空调房间

或在风口纳凉小憩，或图凉快用冷水冲
头，都会使皮肤紧缩闭汗而引起体温调
节等生理功能失调，免疫功能下降而招
致感冒、腹泻、哮喘等病症。

不要吸烟

运动后吸烟，吸入肺内的空气混入
大量的烟雾，一方面除减少含氧量，不利
还清“氧债”，难以消除肌体疲劳；人体吸
入这样带雾空气，将影响人体肺泡内的
气体交换，导致人体在运动后因供氧不
足而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头晕乏
力等。

不要“省略”放松整理活动

实践表明，放松性的整理活动不仅
可使运动者的大脑皮层兴奋性及较快的
心跳、呼吸频率，通过适宜的放松徒手
操、步行、放松按摩、呼吸节律放松操等
恢复到运动前的安静状态，而且，还有助
于恢复肌肉的疲劳感，减轻酸胀不适，并
可避免运动健身后头晕、乏力、恶心、呕
吐、眼花等不良现象。

所以，每一次健身后要充分做好放
松运动，以利于身体的恢复和健身效果
的提高。

不要立刻洗澡

许多运动员在练习或比赛后立即去
洗澡，以为这样既可去污又可消除疲
劳。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科学。

因为在运动时，流向肌肉的血液增
多。停止运动后，这种情况仍会持续一
段时间，如果这时立即洗热水澡，就会使
血液不足以供应其它重要器官，如心脏
和大脑供血不足，就会感到头昏、恶心、
全身无力，严重的还会诱发其它疾病，因
此应格外注意。而运动后立即洗冷水澡
更是弊多利少。

由于运动的时候身体新陈代谢过程
加强，皮下血管扩张，并大量出汗。运动
后马上洗冷水澡，使体内产生的热量不
能很好地散发，形成内热外凉，破坏人体
的平衡，这样容易生病。正确的方法是
运动后休息一会儿，等脉搏平稳后再洗
澡，洗温水澡为宜。

不宜大量吃糖

有的人在剧烈运动后觉得吃些甜食
或糖水很舒服，就以为运动后多吃甜食
有好处，其实运动后过多吃甜食会使体
内的维生素B1大量消耗，人就会感到倦
怠、食欲不振等，影响体力的恢复。因
此，剧烈运动后最好多吃一些含维生素
B1的食品，如蔬菜、肝、蛋等。 木马

跑步健身后

这8件事千万别急着做！

8 月 11 日，第三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健身气功交流活动在九华山
茶溪小镇落幕，常州市健身气功代表队代表江苏参加活动，在3个集体项目和
个人项目“五禽戏”“六字诀”“导引养生十二法”的展示交流中，取得集体项目

“五禽戏”第七名，获得优胜奖，其余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均获得优秀奖。

在8月15日结束的2017年江苏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决赛中，市少体校
乒乓球队的朱永琪斩获 11 岁组女子单打冠军，为常州市队拿下唯一一金，这
也是十九届周期以来常州市乒乓球队获得的首枚省锦标赛金牌。2017 年江
苏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共历时7天，常州市队共派出40名运动员参加，共夺
取 1 金、3 银、1 铜，2 个第 4 名、3 个第 5 名、1 个第 6 名、1 个第 7 名、2 个第八名的
优异成绩，常州市乒乓球队还被评为“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朱永琪、钱志
君、姚元野、王迎4名运动员被评为“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

8 月 12 日上午，2017 年全民健身日之城市定向赛在紫荆公园北广场举
行。本次活动由来自常州市各个区的群众共计500余人参加。本次城市定向
赛以娱乐和趣味为主，全长8.4公里，在点标位置设置不同的任务点，需要参赛
选手一一完成，相比于定向越野更适合在城市里开展。

8 月 16 日，武进区第四届运动会暨第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机关部游泳比
赛在武进游泳馆举行。本次赛事活动由武进区委区级机关工委、区体育局和
区直属机关工会共同举办，区游泳协会承办，来自区级机关 10 个部门的 60 余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2017 年 8 月 13 日是第一个“世界
健身气功日”。当日，天宁区青龙街道
举行了第二届青龙街道健身气功站点
联赛既 2017 年秋季会员功法考核活
动。青龙街道下辖常青村、三里村、亚
新村、紫云苑、水晶城、青龙苑南区、青
竹苑、彩虹城等8个社区207位健身气
功爱好者报名参加活动，分别进行了
功法考核和气舞比赛。

本次功法考核内容是六字诀和马
王堆导引术，各社区还参加了自选音
乐、自编套路、自制背景的气舞比赛，每
个社区的气舞LED背景视频都不同，音
乐优美动听，画面丰富多彩，富有浓郁
的中华传统文化气息，吸引了所有的运
动员和来宾朋友，更有兄弟辖区的功友
在观摩时连连赞叹：“就一个字，美！”比
赛结束，在计分排名和书写奖状时段，
所有参赛队员集体上台表演手语歌《感
恩一切》《中华民族》，为本次活动再一
次掀起正能量的高潮，文化自信、民族
自信、道路自信，在这场活动中得以淋
漓尽致地体现。通过激烈的角逐，最终
青南社区获一等奖，紫云苑和青竹苑两
个社区获二等奖，亚新、三里、常青、水
晶城、彩虹城五个社区获三等奖。

文圆 国华 文/摄

庆祝首个“世界健身气功日”

青龙街道举办健身气功比赛

8月11日，陈大祥（左）和王立达在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