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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草根约战A08

12月中旬，首都与“脚都”的草根决战将在长沙贺龙体育场举行。在北
京的哥加紧训练的同时，长沙社区联队经过两场激烈的对抗赛，产生了13
名新球员，35人大名单正式出炉。此外，前国家女子足球队主力队员、湘妹
子王燕受邀请进入教练组，和这支业余球队一起备战绿茵对决。

核心提示

《四方坪社区队挑战国足》后续

400-675-8489
免费领取热线：

声明： 申领到本书者有机
会享受数千元健康补贴

★本次活动为公益惠民活动，
全程不收任何费用，只要你一
个电话，书本即可送到家！

（仅限 40岁以上人群申领）

免费发放
不花 1 分钱 教你《巧吃核桃抗百病》

糖尿病、颈腰椎关节病、心脑血管病、前列腺等疾病，均可参照此书自行调理康复

首次揭开大脑与
中老年慢性疾病的关系

老中医教你《巧吃核桃抗百病》

��������由 82 岁高龄的中医泰
斗纪本章老先生亲自指导出
版的《巧吃核桃抗百病》一书，
它一经问世，在读者中广为传
阅并颇受好评。据悉，高血压、
糖尿病、前列腺疾病、腰椎关
节病、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均

可按纪老书中指导的方法自我调理， 都能收到
明显的治疗效果。

纪老提出“人老头先老，百病先治脑”的概
念，这一全新概念的提出，一举颠覆了传统医学
对慢性疾病的治疗模式。通过巧吃核桃，不仅各
种头部病能快速消除， 多种慢性疾病临床康复
效果更是惊人。

一 个人身体好不好，看头就是晴雨表。 面
色红润，双眼有神，头发乌黑，耳聪目明都是体
质健康的象征。 如果出现视力下降， 记忆力减
退？头晕眼花，耳聋耳鸣，脱发掉发，那十有八九
预示你体内已经开始滋生慢性病了！

不同的慢性疾病， 表现在头上的症状又各
有不同。 如：糖尿病会导致视力下降，出现白内
障。高血压会导致头晕脑胀，冠心病则会引发耳
鸣加重， 颈腰椎关节疾病又会并发头痛或短暂
性昏厥等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

该书不仅详细介绍了脑细胞减少是导致
各种慢性疾病的主要元凶， 更用大量临床实例
证实了“通过巧吃核桃补大脑，来康复多种慢性
疾病的实用方法”。

另外，书中更有大量的高血压、糖尿病、冠
心病等多种慢性疾病的康复实例， 可供读者参
考， 让更多患者通过书中指导真正学会不花一
份冤枉钱，巧吃核桃治百病！

《巧吃核桃抗百病》一出版就受到很多慢性
病患者热捧，近半年来，就有数万人通过阅读该

书，找到了用药方法，轻松战胜了疾病，首批接受
免费公益赠书的读者更是坦言受益匪浅：
■郑州心脑血管病患者： 看完《巧吃核桃抗百
病》，从此再也不用有病乱投医啦！
■上海糖尿病患者：“自从照着书中的食疗和治
疗方法坚持了两个月，血糖逐渐稳定，而且看东
西清晰了，连多年不愈的失眠也好了。 ”
■广州高血压患者：“多年高血压、 冠心病吃药
不少， 看了这本书， 原来服用的西药逐渐减少
了，心不慌头不晕了，浑身舒畅，腰腿痛的老毛
病不见了。 ”
■武汉腰椎病患者：“过去每次犯病都疼得几天动
不了，下不了地，看病花了好几万也治不好，现在
有了这本书，没花一分钱，自己在家就能治疗了！ ”
■大连前列腺增生患者：“这前列腺毛病吃药打
针花了不少钱，按此书的方法，几个月下来，前列
腺基本好了，肾不虚了，到上百岁没问题！ ”
■江苏失眠症康复读者：“以前吃药也睡不着，
现在跟着书里的指导， 很多以前不知道防治疾
病的方法，都能在书中找到，真是一本治疗慢性
病的百科全书。 ”

在国家中老年医促会的配合下， 为造福百
姓， 即日起，《巧吃核桃抗百病》一书在全国免
费赠阅。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颈腰椎关节疾
病、心脑血管疾病及并发症、前列腺疾病、失眠
便秘、耳聋耳鸣、视力下降、肾虚肾亏等患者均
可拨打 400-675-8489免费领取。

数万慢性病患者读书解疑惑
在家康复少花钱

北京百人球队来长PK，长沙球队35人大名单出炉

前女足国脚增援，双城对决添悬念
本报11月23日讯 长沙四方坪社区球

队一纸挑战国足的“战书”传至首都，引起
了北京“紫燕的士足球队”的回应，表示将
代表国足来长接受挑战。 北京方面近日传
来最新消息，有近百名首都的哥想来长沙，
与“脚都”草根足球队员一决高下，连战袍
都订好了，目前正在紧张训练中。而长沙方
面，社区联队刚刚选出35人大名单，全队初
次集训，球员之间相互还不很熟悉。12月中
旬贺龙体育场的决战迫在眉睫， 前女足国
脚加入球队，火线增援。长沙能不能赢，就
看他们的了。

北京近百的哥想来踢比赛

“我们有近百个的哥想来长沙跟你们
踢比赛。”今天下午，记者得到消息，想来参
加对决的的哥人数超过了预期。 北京紫燕
的士足球队队长苏建军说，“想来的伙计很
多，就让我们感受彼此的热情吧！”

为了备战这次比赛， 北京的哥还专门
定制了新战袍。目前，北京的哥队的总教练
是刘利福，曾在国家队踢过主力，他给这些
业余选手们制定了训练计划，“的哥们正在
抓紧时间练球，准备和‘脚都’的社区足球
队一决高下。”

苏建军说， 紫燕的士队里年纪最大的
球员已经60岁了， 也想来长沙踢球。“想来
的人这么多，我们能不能多踢一场？”苏建
军提议，让两队主力队员参加12月14日首
都与“脚都”草根足球的终极对决，在此之
前，先让替补队员们踢一场热身赛，让更多
人参与进来。这个方案目前还在研究中。

长沙35人大名单正式出炉

“我们要以国足对战巴拉圭那场比赛
的标准来接待北京的客人。”长沙足协秘书
长王可为说。

12月中旬，首都与“脚都”的决战将在
长沙贺龙体育场举行。届时，赛场会和国足
来长沙时踢比赛一样热闹，拉拉队、足球宝
贝，一样都不能少。

在北京的哥们加紧训练的同时， 长沙
社区联队才刚刚完成初步组建。“虽然我们
是临时组建的球队，但我们长沙人吃得苦、
耐得烦、霸得蛮。我们克服一切困难集中精
力训练， 肯定能拿出一支高水平的业余球
队。”主教练程坚说。

11月20日， 在两场激烈的对抗赛中，
长沙社区联队又产生了13名新球员，35人
大名单正式出炉。当晚9点，随着主教练程
坚吹响集合哨， 长沙社区联队的第一次集
训开始。 虽然初冬的夜晚让人感到阵阵寒
意，场上训练的队员们却个个大汗淋漓。体
能拉练、停球技巧、分组对抗……一项项训
练进行起来， 平时只踢过业余赛的球员们
都咬紧牙关坚持下来。 连53岁的爹爹都不
曾掉队。

前女足国脚
获邀进教练组

“我听说长沙要跟北京踢
比赛， 这种比赛要踢出长沙人
的精神， 怎么能没有我？”11月
23日清晨， 王燕联系三湘都市
报记者说。

王燕曾是国家女子足球队
的主力队员，1983年到1986年
担任女足国家队副队长， 并多
次代表国家出访欧洲。退役后，
她一直担任足球教练， 几乎从
未离开过绿茵场。

王燕说， 她也希望加入长
沙社区队，替长沙人上场。主教
练程坚却认为，王燕毕竟曾经是
专业运动员，并长期从事教练工
作，技术、战术意识等各方面素
质都与业余运动员不可同日而
语。“如果派她上场，那对北京的
哥不公平。”程坚说。王燕却坚持
想要加入，“踢业余足球赛，也要
给我们女同志一些机会参与，
不能都是男同志踢。”

经过一番争论， 程教练终
于说服王燕不上场， 但邀请她
进入教练组， 和长沙社区联队
一起备战这场绿茵决战。“这样
既不影响比赛的公平， 又能让
业余运动员也体验一下专业教
练的训练方式， 参加本次比赛
之后， 还能把一些好的训练方
法带回社区。”程坚说。

常德妹子
专程来长沙参战

第二场选拔赛中， 蓝队一
名前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怎
么还有女的？”场边的观众啧啧
称奇。

这名女球员名叫黄羽严，家
住常德，当天专程搭车赶到长沙
报名参加选拔。 在激烈的拼抢
中，黄羽严将球带到左路，轻巧
晃过对方后卫， 开出一脚远射。
“进了？” 场边刚刚响起欢呼，这
记射门却被对方门将“没收”。

“女球员和男球员同场踢
球，最欠缺的就是力量。黄羽严
这方面虽然吃点亏， 但影响不
太大。她的技术动作、战术意识
都很不错， 甚至超过一些男球
员。”程坚说。

作为场上唯一一名入选的
女队员， 黄羽严的入选赢得了
队友们热烈的掌声。“跟一群爷
们一起踢球感觉很爽， 我并没
觉得有什么不同。” 黄羽严说，
她从小开始踢球， 拥有20多年
的球龄。在常德踢球时，她都是
和男队员同场竞技。

一场比赛下来， 黄羽严已
是满头大汗，尽管已十分疲惫，
但脸上时刻洋溢着笑容。

除了常德妹子黄羽严
之外，长沙社区联队的守门
员周建是长沙县星沙一所
学校的名教师，所在球队曾
拿过星沙城际联赛冠军；后
卫王国华，今年40岁，家住
芙蓉区蓉园社区，曾获长沙
业余联赛冠军；45岁的前

锋周华， 家住岳麓区龙王港
社区，经营一家茶楼，年轻时
获得工泵杯足球联赛第四
名； 边后卫吕健家住开福区
兴汉门附近， 是长沙排水公
司的员工……这35名球员
来自星城的各个社区，从事
着各行各业的工作。他们中

有工程师、设计师，有私营
业主，也有国企员工。他们
中年龄最小的30多岁，最
大的50多岁。 贺龙之战，长
沙到底能不能赢，就看他们
的了。

■记者 张明阳
实习生 王宇 向秋莉

欲知球队最新进展
请关注@Hi都市报

如果你想要随时掌握双城记之“首都
对战‘脚都’”的比赛的最新动态，想了解
更多的球队近况，如果你对球赛有什么意
见和建议，都可以关注@Hi都市报微博、微
信与我们互动。比赛当天的门票也将通过
微信竞猜、互动等方式送给大家。

火线增援

神秘女将

点兵点将

能不能赢，看你们的了！

长沙社区联队选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