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康培

20日，山东男篮大外援莫泰
尤纳斯抵达中国，并直接奔赴宁
波参加球队合练。加上之前到队
的朱荣振和张庆鹏，山东男篮正
式开启了全员合练。新赛季山东
男篮在阵容上变化很大，目的就
是想在成绩上有所突破。

休赛期，山东男篮在阵容完
成了“四进六出”，可谓是近些年
来动作最大的一次。离队的球队
包括曹振华(退役)、许家晗(租借
青岛)、杨力(转会同曦)、李敬宇
(转会山西)、刘冠岑(租借山西)、
徐煜峰(租借四川)，新加盟的球
员包括张春军(来自四川)、张庆
鹏(来自北京)、王汝恒(来自四川)
以及朱荣振(青年队上调)。加上
新赛季外援劳森和莫泰尤纳斯，
新赛季山东男篮的阵容实力可
谓是有大幅度提升。

目前，山东男篮正在宁波训
练继续进行备战，并和福建男篮
进行了两场热身赛较量。在首次
交锋时，山东男篮并未派出最强
阵容，外援只有劳森，睢冉和张
庆鹏也没有出战。福建男篮则是
双外援出场，并且凭借主场之势
开出不错开局。最终，山东男篮
94:102 不敌福建男篮。在第二次
交手时，山东男篮尽管还是单外
援，最终还是依靠全队发挥赢下
对手。在这两场比赛之后，山东
男篮便将再回到宁波进行下一

阶段集训。
在莫泰尤纳斯参加合练后，

主帅凯撒将面临挑选阵容的问
题。目前山东男篮一线队球员已
达 17 人，可是每场比赛的大名单
人数只有 12 人，也就是说新赛季
将有五名球员无法进行比赛名
单，只得坐在板凳席。根据篮协
公布的名单，新赛季山东男篮一
线队国内球员为：丁彦雨航、张
春军、张辉、文雁行、李林、李泓
翰、潘宁、焦海龙、王汝恒、睢冉、

贾诚、陶汉林、吴轲、张庆鹏、朱
荣振。究竟谁能成为凯撒手下的
大名单人选，未来一月就要看这
些队员的表现了。

此外，新赛季CBA体测抽签
仪式在北京举行，19支CBA球队
的38名球员被抽中。其中，山东男
篮被抽中的是两名小将文雁行
和焦海龙。新赛季，CBA体测规
则进行了改革，抛弃了过去各队
全部本土注册球员参加的模式，
改成从各队抽两名球员参加的

方式。新的体测规则虽然在人员
上有所调整，但在项目上没有改
变：首日的项目有身高体重测量
及折返跑测试，第二日进行的是2
分钟强度投篮，第三日则是负重
深蹲和卧推测试。目前两名小将
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病，能否直接
参加体测还不好说。对此，中国
篮协也已对外表示，有伤的球员
可以根据医疗报告，提出新赛季
开赛5轮后进行补测。至于补测的
时间和地点，则会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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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男篮全员备战新赛季

中国篮协官网近日公布了
CBA球队下赛季国内运动员注册
名单。除了确定退役的广东队老
将朱芳雨和天津队老将张楠没有
出现在名单中，孙悦、陈江华和胡
雪峰等知名球员也没有出现在名
单中。

广东队下赛季目前只注册了
13名国内球员，今夏宣布退役的
朱芳雨和进入教练组的陈江华不
在其中。北京队下赛季注册了16
名国内球员，但不包括孙悦、李伟
和张玉。江苏队注册的15名本土
球员中，没有出现37岁的老将胡
雪峰。广厦队注册的14人中，不包
括老将张伟。33岁的张伟上赛季
场均出战9 . 4分钟，场均得到2 . 5
分，出场时间和得分都是职业生
涯新低。

福建队注册了17名本土球
员，在增加了蔡晨、何重达、田桂
森等球员后，25岁的田雨晨没有
出现在名单中。天津队确定退役
的老将张楠也没有出现在注册名

单中，前四川队中锋、曾传出签约
广东队的徐韬，目前没有出现在
广东队的名单中，而同曦队的“励
志哥”边赛远等人也没有出现在
注册名单中。 综合

孙悦胡雪峰等40人
无缘新赛季CBA近日，青岛男篮宣布高尚

正式加盟，双方签订了一份为
期两年的合同。

高尚随后在社交媒体上
表达了对广东男篮的感谢，并
称接下来是道路崎岖还是康
庄大道全看自己努力的方向。

“过去的岁月好像藏在迷雾之
中，隔着距离，看不清前方，看
似安全无害但让人无助、迷
茫，也不知未来如何，忐忑不
安。但或许当你真的勇敢迈
步，踏入其中就会云开雾散，
拨云见日。现在，我向前走出
了这一步，接下来的旅程是道
路崎岖还是康庄大道，全看自
己努力的方向了。让我迎接新
的俱乐部，新的开始。”高尚在
社交媒体上写道。

而对于广东男篮的培养
与众多支持他的球迷，高尚也
不忘进行感谢。

“风雨十年，恩情难忘。所
有经历都让我成长，感谢宏远
的培养照顾，这段旅程我会永
远铭记。此刻，我好像又回到
了 18 岁。特别感谢支持我的
球迷，你们让我感受到了家人
般的温暖。日子还久，我们继
续一起走。”高尚在社交媒体
上写道。

高尚在2012-2013赛季正
式成为广东男篮一队的一员，
并在该赛季跟随广东男篮获
得了CBA总冠军。在2016-2017
赛季中高尚出场39场，场均可
以得到4 . 9分以及1 . 8个篮板。

综合

青岛男篮官宣
高尚正式加盟

9月18日晚，广东男篮后卫
陈江华在微博上发长文宣布结
束球员生涯，正式退役。

在长文中陈江华表示膝盖
的伤势越来越重有些不堪忍
受，甚至有时无法感觉到双腿
存在，决定结束球员生涯，要学
习如何做好一个助理教练。“球
员的生涯也为我留下了太多的
快乐。当然，还有日益加剧的伤
痛。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发现
需要越来越长的时间才能让自
己的膝盖、双腿恢复到比赛状
态的时候；在每场激烈的比赛
之后，肿胀的膝盖甚至让我无
法感觉到双腿存在的时候，我
会想，我的球员生涯是不是该
结束了。”

陈江华还表示：“篮球生涯
不长，退役了，但不是告别！我
的人生到了翻起新篇章的时候
了。比如：我要去胜任一个更好
更称职的父亲；我要学习如何
做好一个助理教练。”

随后不久，广东俱乐部发
微博表示尊重和理解陈江华的
决定，并感谢和祝福他。“经与
陈江华本人协商，俱乐部充分
尊重和理解陈江华的决定。感
谢陈江华十一个赛季以来的付
出和努力，他为球队在CBA和
全运会赛场上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也为中国男篮付出了自己
的努力。祝福陈江华，也希望新
赛季他在助理教练的岗位上继
续帮助教练组和球队的年轻球
员。”宏远官方微博说道。

综合

前国手陈江华
正式宣布退役

近日，广东宏远队进行
了赛季前的首次公开训练。
核心易建联在美国治疗膝
伤，没有出现在训练中。训练
结束后，广东队总经理朱芳
雨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表示，
广东队处于新老交替时期，
新赛季球队目标季后赛。

连续三个赛季冲击总冠
军未果，广东队已经下定决
心重建。在朱芳雨、陈江华退
役，董瀚麟、高尚、赵天熠相
继离队后，广东队新赛季的
阵容中会出现很多陌生面
孔。比如从青年队升上来的
胡明轩、李佳益，从深圳队转
过来的小将王薪凯，还有就
是两名外援……

对于新赛季的目标，朱
芳雨说：“进入季后赛是最基
本的目标，因为队伍的变化
比较大，加上年轻队员越来
越多，越来越年轻，进入季后
赛以后我们再踏踏实实去冲
击更好的成绩。” 综合

新疆打亚冠
只派出11人

距离2017年男篮亚冠联
赛开打不到一周了，由于何
敬佳加盟同曦男篮，新疆队
此次只能派出11人出战亚
冠。在此之前，亚冠官网曾公
布了新疆队参赛的12人名
单，他们是：布拉彻、亚当斯、
李根、俞长栋、孙桐林、可兰
白克·马坎、阿不都沙拉木、
西热力江、王子瑞、孙鸣阳、
何敬佳、唐才育。

不过随着同曦男篮宣布
何敬佳加盟并注册成功，这
也意味着何敬佳不可能代表
新疆男篮征战亚冠联赛。“何
敬佳不会代表新疆参加亚
冠。”新疆男篮总经理张爱军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去年亚冠联赛就在郴州
举行，新疆队当时以7战全胜
的成绩夺冠，拿到了队史首
个重要赛事的冠军。 综合

CBA首位混血
丘天加盟北京

CBA公司公布了2017-
2018赛季CBA国内球员注册
大名单，今年夏天人员变动
不小的北京队上报了16名国
内球员，其中包括国青男篮
内线丘天。他就此成为CBA
史上第一个非港台籍的混血
球员，北京队新赛季的内线
实力也将因此得以加强。

CBA公司所公布的新赛
季国内球员注册大名单中，
北京男篮上报了共计16名球
员，其中出现了塔瑞克·加尼
尤(即国青男篮内线丘天)的
名字。丘天的父亲是尼日利
亚裔美国人，母亲则是丘姓
的北京人氏。2015年11月，他
由北京青年队被上调至国家
青年队，成为中国国青队历
史上的首位混血球员。不久
前结束的全运会男篮比赛
中，丘天的场上表现十分抢
眼。如今他又正式入选了北
京男篮一队，即将登陆新赛
季CBA联赛的舞台。

综合

以下为各队未注册球员
(对比上赛季)

广东 朱芳雨、陈江华

北京 孙悦、李伟、张玉

深圳 冯祺、刘春庆

广厦 张伟

天津 王英亮、张楠

上海 葛晹、任鹏鹏、王泽众

福建 田雨晨、陈世杰

江苏 胡雪峰、徐子阳、于翔

四川 贺晓彬、徐韬、许周顺

浙江 唐海、邓愈鑫

吉林 张东阳、金明、梁程、肖剑

山西 赵柏杨

青岛 孙镒滔、张耀仁、辛华骏

同曦 马壮、范成林、张韩、边赛远

北控
孙伟博、刘大鹏、孙贺男、

王振宇、车昊

广东新赛季
目标季后赛

新赛季丁彦雨航依然是山东男篮核心 记者郭建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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