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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晚，CBA公司正式对外
公布了2018年全明星赛完全名
单。除了球迷票选出的北区首
发丁彦雨航外，还有五大山东
元素入围。

在北区替补球员方面，山
东男篮内线陶汉林入围。凭借
着近几个赛季的出色发挥，陶
汉林已经成为国内优秀内线。
而且相比起其他内线球员，陶
汉林喜欢扣篮，篮下进攻手段
丰富，很有观赏性。

在星锐赛上，朱荣振和张
辉携手入围。张辉去年便入围
了全明星赛，并且有着不错的
发挥。本赛季在山东男篮后卫
线人才济济的情况下，张辉依
然有着不错的出场时间。朱荣
振是山东篮球未来希望之星，
本赛季刚刚被提拔到一队。作
为山东男篮第一海拔，朱荣振
本赛季得到的出场时间还不是
太多，但已经让外界看到了他
的潜力。

在北区明星队教练员位置
上，凯撒凭借着本赛季球队出
色的战绩当选。自从来到中国
执教后，凯撒还从未参加过全
明星赛。本赛季山东男篮战绩
出色，一直位居联赛前列。尽管
全明星赛只是一个秀场，但对
凯撒而言也是一个不错的施展
平台。毕竟对于一位外教而言，
能多认识一些中国篮球圈朋友
绝对是有益无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
CBA公司公布的全明星星锐赛
裁判员位置上，来自山东的裁
判叶楠当选。 记者 李康培

六大山东元素
闪耀全明星赛

卫冕全明星赛MVP？小丁很有戏
全明星赛南北区名单

南区首发球员：易建联、周
鹏、赵睿(广东)、顾全(深圳)、吴
前(浙江)。

替补球员：胡金秋、福特森
(广厦)、布鲁克斯(江苏)、弗雷
戴特(上海)、孟铎(深圳)、赵泰
隆(福建)、雷蒙(八一)。

北区首发球员：韩德君、郭
艾伦(辽宁)、丁彦雨航(山东)、
翟晓川、方硕(北京)。

替补球员：陶汉林(山东)、
赵继伟(辽宁)、张智涵(天津)、
俞长栋、亚当斯(新疆)、兰多夫
(北控)、斯科拉(山西)。

星锐赛南北区名单
南区球员：赵岩昊、孙铭徽

(广厦)、胡明轩(广东)、白昊天、
沈梓捷(深圳)、刘泽一、惠龙儿
(浙江 )、杨凯 (福建 )、付豪 (八
一)、范子铭(龙狮)。

北区球员：高诗岩(吉林)、
张辉、朱荣振 (山东 )、史仪 (天
津)、阿不都沙拉木(新疆)、左朕
年、黄荣奇 (四川 )、许梦君 (北
控)、丁皓然(青岛)、塔瑞克·加
尼尤(北京)。

三分球远投大赛名单：
弗雷戴特(上海)、雷蒙(八

一)、许梦君(北控)、谷玥灼(龙
狮)、顾全(深圳)、亚当斯(新疆)、
祝铭震(特邀 北京大学)。

扣篮大赛名单：
吴羽佳(广厦)、景浩扬(北

控)、刘天意(吉林)、冷振铎(同
曦)、王潼(上海)、丁皓然(青岛)、
张健豪(特邀 广东工业大学)。

全明星赛完全名单

2018年CBA全明星星锐赛
将进行重大改革！清华大学男
篮、北京大学男篮两支CUBA
男篮球队将首次登上星锐赛
的舞台！

CBA全明星星锐赛，是把
CBA 中的年轻队员集中起来，
按照球队分区，分为南、北两队
进行的比赛。星锐赛是年轻球
员展示自己，展示自我的舞台，
通过比赛给年轻球员锻炼的机
会。也是CBA联赛模仿NBA新
秀赛设立的赛事，参赛队员通

常为第一年、第二年出战CBA
的新秀球员。

据官方透露，今年的CBA
全明星星锐赛将分别由北方星
锐队、南方星锐队、北京大学代
表队和清华大学代表队参与，
四队交叉进行比赛。目前效力
于 CBA 青岛队的刘鸿博、广州
队的郭凯，将带领北京大学出
战星锐赛，目前效力于 CBA 山
西队的班铎、江苏队的刘磊，将
带领清华大学出战。

综合

历年全明星赛MVP

历年全明星赛扣篮王

年份 MVP

2017 丁彦雨航

2016 比斯利

2015 比斯利

2014 孙悦

2013 易建联

2012 李根

2011 杜比

2010 马布里

年份 扣篮王

2017 孙铭徽

2016 王潼

2015 罗凯文

2014 约翰逊

2013 翟逸

2012 赵泰隆

2011 赵泰隆

2010 威廉姆斯

根据CBA公司公布的数据，
丁彦雨航以221395票当选北区
明星队先发球员。作为去年全明
星赛 MVP，小丁本次将继续向
着这个目标发起冲击。那么，小
丁有多大机会完成卫冕这一壮
举呢？

先看北区明星队的先发五
虎，分别是韩德君、丁彦雨航、翟
晓川、方硕以及郭艾伦。在这五
个人中，得分能力最强的当属小
丁、翟晓川以及郭艾伦三人。常
看 CBA 的球迷都了解，小丁和
另外两人的关系都非常好。休赛
期翟晓川的婚礼，小丁特意从美
国赶回来并出任伴郎，展现了两
人非同一般的关系。小丁和郭艾
伦也是经常在微博上互动，上次
全明星赛两人也体现出足够的
默契。可以说在北区阵容中，只
要小丁想得到这个荣誉，队友都
会成全他。何况在替补席上，还
有小丁的队友陶汉林。

再看南区全明星赛首发阵

容，分别是易建联、周鹏、赵睿、
顾全、吴前。易建联和周鹏这样
的老将，一般不会打太长时间，
他们对 MVP 这样的荣誉也没
有太多渴望。赵睿本赛季迎来爆
发，也是第一次参加全明星赛，
所以出风头的可能性不大。倒是
顾全和吴前，可能和小丁展开一
番较量。顾全本次是主场作战，
优势自然十分巨大。在NBA，一
般主场作战的队员都希望在家
门口得到MVP。吴前本赛季状
态出色，场均得分在本土球员中
也是名列前茅。

上赛季在得到全明星赛
MVP后，小丁就透露了一个球
队“秘密”。在比赛前队员们就建
立微信群并达成共识，晚上谁的
状态好就多给谁球。如果顺利拿
到MVP获得奖金，就要在群里
发红包，这钱大家一起分。相信
这次全明星赛队员们还会坚持
这样的做法，希望小丁可以卫冕
这一荣誉。 记者 李康培

马布里(北控)
CBA最成功外援

作为一名已经40岁的老
将，马布里本赛季状态下滑
成为必然趋势。本赛季截至
目前的比赛，他场均数据只
有14分、3 . 9个篮板、5 . 1次助
攻、1 . 6次抢断。固然得分已
经创造CBA生涯最低值，但
马布里对比赛的掌控能力还
是极为出色的。北控更多是
由于三外援合计年龄超过
100岁，外加本土球员整体实
力不够，导致他们屡屡面对
强队对阵时输球。在CBA职
业生涯最后一年，马布里没
能得到继续入围的机会。

李根(新疆)
新疆本土得分王

作为卫冕冠军的新疆有
两人入选全明星，分别是亚
当斯与俞长栋。这其中，亚当
斯的入选毫无疑问，毕竟上
赛季的FMVP是CBA本赛季
唯一场均40+球员，而他也是
新疆单核作战时的绝对核
心。只是另外一人的入选还
是有些争议，俞长栋固然本
赛季大爆发，场均14 . 2分、6 . 9
个篮板打出生涯最佳一季，
但李根场均14 . 6分，在得分
上略胜一筹，且李根在知名
度上也更高，所以李根的落
选还是令人遗憾。

王哲林(福建)
本土知名球星

福建仅有一人入选全明
星，扣篮王赵泰隆成为幸运
儿。毋庸置疑，赵泰隆的表现
极为出色，他本赛季场均16
分，创造职业生涯最佳数据
表现，并且过去4轮他均轰下
至少20分数据，且过去3轮合
计16记三分，每场比赛都至
少砍下25+得分。反倒是王哲
林因为受伤已经在本赛季缺
阵10场比赛，但相较于周琦
已经在NBA打拼，王哲林受
伤加无缘CBA全明星赛，多
少还是令人唏嘘叹惋。

曾令旭(山西)
本赛季本土助攻王

山西暂时排在联赛第15
名，他们阵中的前姚明队友
斯科拉成功入选全明星阵
容，但本土球员无一能够入
选。这其中，本赛季强势爆发
的曾令旭自然比较可惜，他
目前场均能够砍下15 . 7分、
4 . 3个篮板、5 . 8次助攻，各项
数据均是生涯最佳一季，尤
其是场均助攻数高居本土第
一名，所以本土助攻王无缘
入选自然是比较遗憾。

哈达迪(四川)
亚洲第一中锋球员

当CBA排名倒数第一的
八一都有雷蒙入选全明星
时，作为亚洲第一中锋的哈
达迪的落选让四川无一人进
入全明星正赛大名单。哈达
迪固然本赛季场均 19 . 8 分、
15 . 1 个篮板、4 . 8 次助攻数
据，较之上赛季略有滑坡，但
他依然是极具内线攻传防统
治力的大个内线球员。综合

CBA全明星赛
五大落选球员

北大和清华首次参加星锐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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