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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看台

上周，彭于晏、井柏然等
人主演的《黄飞鸿之英雄有
梦》上映，拉开今年贺岁档大
幕。片中，彭于晏多次展露好
身材， 引得女性观众花痴不
断。日前，彭于晏、王珞丹现
身影片的武汉见面会， 为新
片造势。 当事人彭于晏透露
练就好身材的秘密之余，更
要为自己正名：“我很幽默，
也可以拍小清新爱情戏，不
只是有肌肉啦。”

虽然曾在动作片《太极》
中有过出色演出， 但在彭于
晏看来，这次的《黄飞鸿之英
雄有梦》 才是他第一部真正
意义上的功夫片，此话怎讲？
“《太极》里面我都是被打，哪
有‘功夫’？” 不过，想要耍帅
显功夫可是要付出一番代价
的，开拍前2个月，彭于晏就
已经进入集训状态：“每天都
练，而且是一天三练，包括南
拳、对招和扎马步、拉筋那些
基础训练，天天对打下来，两
个手臂都淤青了， 还要饮食
控制，总之蛮惨的。”

由于在片中多次出现肌
肉特写，彭于晏的好身材成为
近日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更被
冠以“小鲜肉”的称号。被当面
问及这一话题， 他却害羞起
来：“我是老腊肉了吧。其实我
还有很多面啊，很幽默，也可
以拍小清新爱情戏，不要只看
我的肌肉嘛。” 既然主动说起
了爱情戏，彭于晏当然也难逃
有关的择偶标准追问，在女汉
子和软妹子之间，他更喜欢哪
一型呢？“工作的话，女汉子好
点，拍戏感觉更方便。生活中
呢，就还是软妹子吧，对外硬
一点 ， 只对我软就好了。”

■记者 吴名慧

11月23日，由三湘华声
全媒体联合长沙市体育局
主办的“挑战21天”羽毛球
训练营落下了帷幕，在最终
的南北对抗赛中，宝马球馆
和开开球馆联队以4∶1战
胜非凡球馆的挑战者们，获
得冠军。21天结束了， 挑战
者们聊起了自己的收获，有
人球技得到了提高，有的找
到了新朋友，有的则有了更
健康的生活习惯。21天的羽
毛球训练改变了他们，正如
挑战者陈琛说的：“可能是
我爱上羽毛球了。”

找回激情和好胜心

22日，“挑战21天” 羽毛
球训练营进行了半区的选拔
赛， 南区非凡队以4∶1战胜
了灵动队， 北区宝马开开联
队以同样的比分战胜了活力
队。虽然比赛输了，但灵动队
的挑战者们并没有沮丧。女
球友“杉杉” 告诉其他伙伴
说：“昨天去称体重， 发现这
段时间我居然瘦了4斤，都高
兴得跳起来了。”“杉杉”是一
名全职主妇， 这次报名参加
活动，她是练得最勤快的，她
说：“以前也加过羽毛球群，
但是别人嫌弃我是菜鸟，都
不怎么理我， 所以打了几次
他们没意思，我也没意思，就
没有再坚持了， 这次终于能
找到不嫌弃我的伙伴， 真是
不容易。”“杉杉” 刚练习时能
打中球就算不错了，现在已经
能够将球控制在对方后场，虽
然输掉了比赛，但“杉杉”说：
“好久都没有这么激情过了，
这种感觉真好，原来我还是有
好胜心的。”

非凡球馆的菜鸟陆青

与队友陈思搭档男双，
尽管两场都输掉了，但
他表示自己也有收获。第一
堂课，他就跟教练提出要练
跳杀， 但经过21天的训练，
他也明白了练球需要循序
渐进，再也没有提过练习跳
杀的事，“这21天学到了很
多羽毛球方面的技巧，也认
识了很多球友。”陆青说。

要制定更多的21天计划

21天时间，很短，短得让
挑战者们不知不觉就过完
了。21天前，活力球馆的邓铀
能没进过羽毛球馆，21天里
他保持了全勤， 从一个菜鸟
变成了让老口子都赞不绝口
的羽毛球选手，“刚开始还觉
得很难坚持， 没想到21天过
得这么快， 心里有点空落落
的。”邓铀能说，要是还有下
一个21天羽毛球训练， 他绝
对会第一个报名参加。

对于宝马球馆的陈琛而
言， 最大的挑战不是练习羽
毛球技术， 而是战胜午睡的
习惯。参加挑战21天，是陈琛
34年来第一次告别午休。刚
参加活动前两天， 她无法克
服疲劳感，下午昏昏欲睡。但
到了活动第四天， 陈琛发现
疲劳感正逐渐消失。 到最后
一周，不仅告别了疲劳感，陈
琛的精气神都变得比之前更
好。“可能是我爱上羽毛球
了。”陈琛认为，之前自己喜
欢午睡是因为没有过多需要
思考的事情， 而现在中午都
会挂念羽毛球。

其实失败有时不是坏
事，能激发人的斗志，比如灵
动球馆的蔡岳峰， 在22日输
给非凡球馆挑战者后， 他告

诉记者：“最大的收获就是认
识到与高手之间的差距。这
是第一次打正式的羽毛球比
赛，对方有两个老手好厉害，
看来我们一个21天还是太少
了， 我们要给自己制定更多
的21天计划。”

尽管李香云是老口子，
她也重新焕发了热情，“打
了8年羽毛球，教练教过，也
和球友一起交流。他们能够
帮我指出错误的地方，让我
不断进步。我一般都在河西
打球，通过这次活动，认识
了其他球馆的高手，新的学
习机会又来了。” 相信更多
的21天将会在这些球友中
不断延伸出来。
■记者 刘涛 潘梁平 刘玉锋

康蒙 叶竹 卢小伟
实习生 郭丽文

11月22日，“绿城杯”2014年湖南省
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在湘潭江声
实验学校开幕。 来自全省8个国家级和省
级校园足球布局城市的24支球队共300多
名运动员将参加角逐，比赛为期3天。

今年，长沙、湘潭、株洲、衡阳等8个国
家级和省级校园足球布局城市开展了青少
年校园足球联赛， 共有24支球队晋级本次
总决赛。总决赛分为小学甲组、乙组以及初
中组，每个组别均是8支球队，各组别冠军
将获得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 本次总决
赛由湖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办，还得到了社会力量的支持。长
沙子偕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将与湖南省
校足办签订为期5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全力推广校园足球。 ■记者 刘涛

挑战21天羽球训练营落幕 球友纷纷聊收获

“可能我爱上羽球了”
小鲜肉？ 彭于晏说
我不只有肌肉

欧冠小组赛第五轮周中进行

再不加油就去陪国米

湖南省校园足球联赛
总决赛开幕

朱建军： 教练教了我们
步伐和扣杀等技术， 纠正了
很多坏习惯后， 我发现自己
接球比以前灵活了。

祝从容：友谊第一，比赛
第二，结果不重要。21天里我
们结识了很多热爱锻炼的朋
友，这就足够啦。

洛洛： 谢谢21天来各位
师傅们的指点， 让我实现了
羽毛球零突破， 胜利转型为
菜鸟。

陈思：时间过得太快了，
很开心认识这么多朋友，期
待21天的下次活动。

项云：掌握方法，贵在坚
持。

紫衣：今天虽然没赢，但
大家很团结， 在一起开心就
是缘分啊。

球友心声

11月25日、26日凌晨， 本赛季欧冠小
组赛将进行第五轮比赛。从目前的积分榜
看，有两家传统豪门情况危急，他们是来
自英超的利物浦和曼城。

利物浦本轮将在客场挑战卢多戈雷
茨队。两队目前都是1胜3负积3分。在首轮
双方交手中， 利物浦2∶1战胜卢多戈雷
茨，此后利物浦三战皆负，仅凭借胜负关
系占优才力压卢多戈雷茨， 没有垫底。如
果本轮利物浦输球，那么只有巴塞尔输给
皇马，利物浦才有机会在最后一轮死磕巴
塞尔争夺一个出线名额。 而无奈的是，就
算利物浦赢球，他们也必须在最后一轮死
磕巴塞尔争夺出线名额。谁叫利物浦在第
二轮输给了巴塞尔呢？ 相互对阵处于劣
势，弄不好就只能去欧联杯陪国米了。

更悲催的是曼城，现在倒数第一的他
们稍有不慎连去陪国米的机会都没有。最
悲催的是， 偏偏他们这一轮对阵拜仁。最
最悲催的是， 他们最后一轮的对手是罗
马。目前曼城仅积2分，与中央陆军的相互
胜负关系处于劣势，罗马和中央陆军都积
4分。这就意味着，曼城不能战胜拜仁，只
要罗马和中央陆军分出胜负，那么曼城就
出线无望。如果曼城输球，罗马和中央陆
军无论打出什么结果， 也没曼城什么事
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想要小组出线曼
城只能期待奇迹，对于他们来说，最现实
的目标是保住欧联杯的资格。即便他们本
轮战胜强大的拜仁，也必须在最后一轮战
胜罗马，才能确保欧联杯的资格，否则连
去陪国米的资格都没有。 ■记者 刘涛

11月26日（周三）
01:00�中央陆军VS罗马 CCTV5
01:00�博里索夫VS波尔图 CCTV5+
03:45�曼城VS拜仁 CCTV5
03:45�沙尔克VS切尔西 CCTV5+
11月27日（周四）
01:00�泽尼特VS本菲卡 CCTV5
03:45�马尔默VS尤文图斯 CCTV5
03:45�巴塞尔VS皇马 QQ直播
03:45�阿森纳VS多特蒙德 CCTV5+

11月22日， 长沙市芙蓉中路活力羽毛球馆，球 友们正在比赛中。 记者 李健 摄

皖药广审（文）第2014090059号全国免费热线：400-628-5611

博英 仙 乐 雄 十 周 年
庆典，诚邀湖南男人免费
体验，震撼巅峰卓越。

拨 打 电 话 或 编 辑
KS+您的收件地址和姓名
到 15000586405 即可免费
领取高浓缩纯中药的补肾
圣品———博英仙乐雄。

亲身见证安全高效，
重享男人自信！

【成 份】
人参、鹿茸、牛鞭、
狗鞭、淫羊藿、熟地黄

【功能主治】
温肾补气，益精助阳
用于肾阳不足， 精气亏损
所致的头昏耳鸣， 腰膝酸
软，惊悸健忘，阳痿不举等症

成功男人首选 十年领航卓越
博 英 仙 乐 雄 专 注 男 性 健 康R

人过四十岁以后， 早早晚晚都会出现关节不灵
活，很多人变得步履蹒跚，上下楼关节疼痛不敢使劲，
久坐站起时关节僵硬迈不动步， 严重者关节积水、肿
胀甚至变形。 现代医学已探明，这都是关节软骨退变，
对关节保护作用降低，引发骨质增生、滑膜炎、髌骨软
化、半月板损伤、游离骨造成的。

由于关节软骨是无血管组织，口服药物无法进入
病灶，过去西医界曾认为这种病不好治，除了止疼药、
关节镜之外，别无良法，除非换关节，但是今天随着
【仙草骨痛贴】的问世，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仙草骨痛贴】是北京协和侯廷瀚主任依据“人间有
种病，地上就有一种草”的中医理念，根据元代《十药神书》
收载的云南民间奇方专门针对膝关节病研制而成的新型
特效黑膏药。 配方选用云南红土高原地产野生药物白及、
白芷、三七、羌活、牛膝…，一改传统疗法活血化瘀、消肿止

痛之陈规，独创穴位贴敷、透皮吸收之新法，一举突破了口
服药物无法进入病灶的医学难题，使受损软骨的每一个细
胞都完全置于药物的全面滋养之中。 患者只需按说明把
产品贴敷上去，疼痛当晚就能缓解，数日炎症消除，关节活
动有力，坚持使用，软骨逐步修复，滑膜组织恢复正常，关
节爽利，上下楼，逛公园，做家务，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仙草骨痛贴包装盒上明确标注：适用于关节退变
引起的疼痛（包括骨质增生、滑膜炎、半月板损伤、髌
骨软化），被列为国家保密配方，成为解放军总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特供膏药， 并取得国家出口证书 (编号
20121260)�，远销欧美。

骨病咨询：0731-85151983
地址：长沙市六谷大药房（解放西路省人民医院对面），
市郊免费送货，专业人员上门指导并赠送独家康

复手册。 全国免费邮寄，药到付款。

“膝 关 节 病 ” 北 京 协 和 有 奇 方
特大喜讯 11月 22日至 24日，公司举行一年一度“会员日”，

（一律六折）每人限购 30盒，活动仅限三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