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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会交易几多奇葩

球员交易本是体育职业化
促生的一个重要名词，如今它也
频频出现在了全运男篮比赛中，
周琦以CBA新疆队球员身份、获
许转投辽宁队出战全运会赛事，
便是属于这一性质的事件，类似
的咄咄怪事在全运赛场上还有
过不少。

在职业化高度发达的NBA
联盟，球员交易遵循薪资合同配
平的原则，交易筹码涉及到各队
职业球员本身、选秀权以及部分
现金。而到了CBA这个职业化还
不够成熟的联赛中，竟发生过为
了全运会利益、“一男换二女”的
奇葩转会案例。

事情发生在 2009-2010 赛季
CBA 开始前，长期身为胡雪峰替
补的江苏后卫韩硕，提出了转会
申请却未获俱乐部批准。但时隔
不久，八一队的介入让事情出现
了转机。八一体工大队领导专门
找到江苏体育局，洽谈争取韩硕
的转会，并开出了令对方心动的
价码——— 交流陈丽莎、张晓妮两
名八一女篮主力内线，为江苏女
篮征战 2013 年的全运会。

这一条件对于江苏体育局
极具诱惑力，毕竟当时江苏男篮
实力已呈现明显下滑，全运会战
绩难获保障；而江苏女篮拥有卞
兰、陈晓佳等外线猛将，如能补
强内线将如虎添翼冲击好成绩。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韩硕在2010
年夏天转会八一队，为其出战
CBA和全运会至今；江苏体育局
也未白白付出，得到八一两名内
线的江苏女篮实力大增，夺得
2013年全运亚军，按规则为江苏
代表团收获了2枚金牌。

然而这桩转会并非没有产生
受害者，他们就是韩硕的CBA原
主队江苏男篮，俱乐部没有从中
有任何获利，反而平白无故送出
了一名当打之年的主力替补控
卫。在此后的CBA赛季中，无论胡
雪峰状态如何都必须强撑下去，
甚至为此两度推迟个人退役计
划。由于胡雪峰已决定不参加新
赛季的CBA联赛，届时江苏队在1
号位上的短板将会被无限放大。

体制外球员成香饽饽

然而随着CBA联赛职业化的

深入，全运会男篮比赛也越来越
多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第一个
最具代表性的“为金钱而战全
运”的男篮队员是巴特尔，他本
属北京男篮及北京体育局，为北
京队征战1997、2001、2005三届全
运会。但自2007年在CBA转会新
疆以后，大巴便脱离了北京男篮
的控制范围，以内援身份先后代
表山东与辽宁，出战了2 0 0 9和
2013年全运会。

尽管巴特尔一度对外界宣
称，自己为山东队打球是为了还
几年前的“人情债”，属于义务劳
动。但随后还是有报道曝出，山
东为了请动大巴这尊大神不惜
一掷千金，付出的代价是200万佣
金以及济南最繁华地带一套价
值140万的豪宅；4年后的全运会
东道主辽宁也没少掏银子，他们
向巴特尔支持了至少340万元的
出场费。如果只算大巴出战全运
会的有限场次，相当于他每打一
场全运会比赛能够豪取68万，如
此赚钱效率令人砸舌。

在2013年全运会上，赢得机
会赚翻天的还有前国手张兆旭，
他受山东队的邀请出战，因此得
到了230万元的“加盟费”。如果折
算全运赛场的出场时间，相当于
张兆旭每上场 1分钟至少赚得
5750元，这同样是个令人吃惊的
数字。

无论是巴特尔、张兆旭还
是李根，他们共同的特点是
拥有绝大多数球员不具备
的非体制内球员身份。加
上其国手或前国手身份
以及超强的个人能
力，足以使他们在面
对各体育局邀请
时 可 以 待 价 而
沽，获得高薪
报酬。

转会疯狂却本末倒置

每年夏季的NBA休赛期，转
会市场总是异常热闹，这正是职
业体育的一大魅力所在。相比之
下，今年的CBA虽然也出现了两
笔重要交易——— 辽吉两队7名球
员互换，江苏队以衡艺丰交易广
州队史鸿飞+部分现金。但其所
涉及球员“星”味明显不足，缺少
大牌球员的踪影。即使把时间放
宽 到 整 个 C B A 史
上 ，也 仅 有 三 届
MVP得主唐正东
交易宋康明+现金
这样的个别案例，
与NBA相比CBA
的球员交易话题
性显得过于“小
打小闹”。

理应热闹非凡的CBA交易市
场如此平淡，本该平静如初的全
运会却先后出现了知名球员频
频转会。搁置以前的巴特尔、张
兆旭、李根转会不提，仅仅本届
全运会上便出现了周琦离新疆
去辽宁、广东的赵睿和广厦的赵
岩昊加盟东道主天津、刘炜从四
川回归上海等大手笔交易，除了
最大牌的周琦被曝出是以冰雪
运动员交易而成以外，其他转会
背后又有多少故事呢？

作为以成熟职业联盟为建
设目标的CBA联赛，球迷们希望
看到的，是更多符合职业化操作
的球员交易、其中包括重量级球
员交易，以此改变联赛的格局。
而对于全运会，则理应以各省市
区自行培养的人才进行较量。但
实际情况却恰恰是相互颠倒，显
得本末倒置。 阿勇

一男换二女 分房挖人才

全运会催生畸形篮球转会
天津全运会已是大幕落下，在男篮成年组比赛中，辽宁队力压

群雄夺得了58年以来的首个全运会冠军。帮助他们实现这一历史
性突破的功臣首推内线核心周琦。不过他在CBA联赛中归属新疆
队，全运会才代表辽宁出战，

全运会上类似的球员交易甚至跨项目交易的乱象，在前几届
赛事中就已经有所体现。曾经单纯地用来展示各省市区体育局人
才培养成果的全运盛会，在对成绩的疯狂追逐面前早已变质。如此
畸形现象，不能不引起反思、引发对中国篮球未来的担忧。

□记者 李康培

目前山东男篮已经在宁波
开始了新赛季备战工作，丁彦雨
航、睢冉以及劳森全部归队。在
结束欧锦赛的征战之后，另一位
新援莫泰尤纳斯将于本月抵达
中国。届时，山东男篮将全员齐
整，向着新赛季发起冲击。

丁彦雨航和睢冉在处理完
美国事务后，直接奔赴宁波和球
队汇合。之后恰逢丁彦雨航生
日，全队一起为这位 MVP 祝福。
这个夏天，丁彦雨航参加了美国
夏季联赛，并且有不俗的表现。
原本丁彦雨航确实想争取一个

NBA 名额，并且也打动了小牛教
练组。不过考虑到小牛发来的双
向合同，丁彦雨航的出场时间难
以得到保证，最终还是决定留守
CBA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丁彦
雨航再没有机会进入 NBA 。按
照丁彦雨航的想法，希望在新赛
季CBA获得总冠军，而后再争取
进入NBA的机会。

睢冉夏季一直陪伴丁彦雨
航试训，并且在美国进行各方面
训练。在回到中国后，睢冉和妻
子在家乡山西举行了婚礼。其实
睢冉和妻子早已领取结婚证，只
是因为这几年睢冉比赛太多，耽
误了仪式举办。睢冉的婚礼可谓

隆重，老友丁彦雨航、周琦出任
伴郎，主帅凯撒和妻子也到现场
祝贺。

劳森已经与球队开始合练，
并且和队友们相处得非常好。劳
森在NBA曾是准全明星级别的
球星，劲爆的身体素质是他立足
之本。当年面对科比的防守，劳
森都上演了大灌篮，让对方很没
有面子。后来在火箭队，劳森的
出场时间减少，状态也有所下
滑。加上场外饮酒以及私自召开
球队会议，劳森与火箭的缘分逐
渐走到尽头。如今来到CBA，山
东男篮给劳森开出了240万美元
外加奖金，总共可达300万美元的

合同，可谓CBA新赛季最贵的外
援。希望新赛季，劳森可以带领
山东男篮打出好成绩。

莫泰尤纳斯近期一直在代
表立陶宛参加欧锦赛，所以迟迟
没有来华。不过在1/8决赛中64:77
不敌希腊，无缘八强。如今国家
队比赛任务已经结束，尤纳斯便
将开始准备奔赴中国。在最后一
场比赛中，莫泰尤纳斯只得到1
分。欧锦赛期间莫泰尤纳斯场均
出场14分钟，可以得到6 . 3分、1 . 3
个篮板、0 . 7次助攻。

对山东男篮而言，过去两个
赛季都打进了季后赛，却都止步
首轮。如今拥有了新援劳森、莫
泰尤纳斯和张春军，加上更为强
大的丁彦雨航，新赛季山东男篮
绝对值得期待。

山东男篮只待莫泰尤纳斯

总决赛MVP加盟
新疆再得强援

李学林已经和新疆签
约，新疆新赛季阵容最后一
块拼图补上，这样新赛季新
疆的组织后卫线将由亚当
斯、王子瑞和李学林组成。

2015年，上海东方男篮
俱乐部与其正式签约，李学
林得以重返CBA联赛。2016
年8月，李学林辗转广州男
篮，上赛季为球队出战 3 8
场，场均得到 1 . 5 分、2 . 2 次
助攻。在上海和广州因为缺
少队友的支持，李学林在组
织和进攻方面都显得乏善
可陈。此番来到新疆，他的
主要责任在于做好一名替
补，他丰富的大赛经验，对
于新疆而言是一笔财富。这
位 34 岁的老将，也成为新疆
年龄最大的球员。 综合

深圳签约萨林杰
两月费用30万美元

深圳男篮官方宣布萨林
杰确定签约球队，并且暂时
替换球队受伤的大外援兰
佩。据悉，萨林杰与深圳男篮
签下两个月合同，费用总计
为30万美元。

上赛季马齐·兰佩在比
赛中胯部受到拉伤，考虑到
兰佩为球队做出的贡献以及
保障球队在新赛季CBA联赛
中不受影响，球队管理层与
教练组研究决定给予兰佩一
段时间静息休养，在兰佩未
回归之前由萨林杰代表球队
出战比赛。

萨林杰在2012年第一轮
21顺位被凯尔特人队选中，
2012-2016赛季效力于凯尔特
人队，2016-2017赛季转会至
多伦多猛龙队。曾在2014年7
月对阵国王队的比赛中拿到
职业生涯最高的31分。萨林
杰拥有良好的控球技术，出
众的篮板球能力，可以中距
离跳投也可以篮下强攻。

综合

国青主力刘博
正式签约北控

北控男篮宣布前国青主
力刘博正式加盟，而刘博也
是北控男篮在休赛期引进的
第5名内线球员。

刘博出生于1996年3月，
身高207cm，场上司职大前
锋。2012年世青赛，刘博搭档
周琦帮助中国队拿下第七，
这追平了国家队在世界大赛
上的最好成绩。2014年，刘博
再次入选国青队并随队夺得
了亚青赛冠军。凭借着在国
际大赛上的优异表现，刘博
升入深圳一队并在2015-2016
赛季代表深圳完成了CBA首
秀。2016年3月，刘博加盟澳
大利亚球队墨尔本老虎，征
战澳大利亚冬季联赛。作为
球队主力，刘博出战了24场
常规赛，场均登场27分钟，能
得到9 . 2分、4 . 5个篮板、1 . 5个
助攻。2016年8月，刘博又拿
到了悉尼国王队的合同，他
也因此成为加盟澳洲顶级联
赛的首位中国球员。 综合

巴巴特特尔尔曾曾代代表表北北京京、、辽辽宁宁和和

山山东东出出战战全全运运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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