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言堂

本报讯 1月9日 ， CBA公司
公布了2018年全明星正赛球员名
单， 24名球员一共来自15家俱乐
部 ， 而辽宁和广东是最大的赢
家， 分别有3名球员入选。 不过，
有一些兼具名气和实力的球员因
为各种落选了本次全明星赛。

作为卫冕冠军阵中的主要得
分手， 李根的落选稍显意外。 李
根本赛季一共出战16场， 场均出
战14.6分和2.9个篮板， 数据比上
赛季略有提升， 不过他因伤缺席
了数轮联赛， 或许这是影响李根
入选全明星的主要因素。

因为伤病落选全明星的还有
刘晓宇， 他在赛季开始前的训练
中受伤， 直到联赛第18轮主场对
阵八一才复出， 近日又因为流感
缺席了与山西队的比赛， 使得这
位偶像+实力派球员无缘本次全
明星。

虽然一度在生涯总得分上超
越王治郅， 跻身CBA总得分榜第
二位， 但是本赛季刘炜的状态下
滑非常明显，场均仅有10.8分4个
篮板和2.6次助攻，再加上所在的
四川队战绩不佳，目前仅取得了4
场胜利， 两方面的因素相加造成
了刘炜落选本次全明星赛。

外援中名气最大的落选者当
属马布里， 这位上赛季的全明星
票王在转投北控队后， 场均贡献
14分3.9个篮板和5.1次助攻， 尤
其在得分一项上创下了加盟CBA
以来的新低。 还有一个原因或许
影响了马布里的入选， 即本次全
明星是在深圳举行， 而非北京，
马布里失去了主场优势。

此外， 本赛季表现火爆的萨
林杰也落选。 作为救火外援加盟
深圳队的萨林杰赛季之初全面爆
发 ， 对阵曾夺得过总冠军的广
东、 四川和新疆， 分别砍下41分
11个篮板、 46分25个篮板、 55分
和18个篮板， 他也顺利转正。 不
过， 参看南区两名入选的外援福
特森和布鲁克斯， 他们个人表现
优异不说， 球队战绩也高居积分
榜前列， 萨林杰与之相比就没有
太大优势了。 不过， 由于布鲁克
斯近日将返回美国迎接孩子的降
生， 所以萨林杰有可能顶替 “小
科比” 出战全明星赛。

还有诸如兰德里、 斯科拉和
哈 达 迪 等 名 气 较 大 的 外 援 也
没有进入本次全明星赛 ，年龄
偏 大 和 球队战绩一般应该是落
选的主因。 （西风）

本报讯 上赛季 ， 博阿斯执
教上海上港， 打进了亚冠四强，
中超联赛获得了亚军， 足协杯也
打进了决赛 ， 获得了 “平均冠
军 ”， 就在球队挽留他的时候 ，
博阿斯选择了离开 ， 因为他要
“改行”， 去参加达喀尔拉力赛。

好景不长， 博阿斯第一次达
喀尔拉力赛的征程便出现意外。
到了第四赛段， 博阿斯撞上了一
个沙丘， 由于背部伤病退出了该
项赛事， 据悉他已经被送往医院

治疗。 目前为止， 博阿斯的伤势
还不明朗， 不过40岁的博阿斯作
为足球教练， 敢于参加第40届达
喀尔拉力赛， 这也是一种勇敢。

值得一提的是， 博阿斯对于
上港是有感情的 ， 就在他的车
上 ， 都涂上 SIPG的上港字样 。
可以说， 除了当足球教练， 达喀
尔拉力赛也是博阿斯的梦想。 只
希望这次事故， 不要影响到博阿
斯追逐梦想就好。

（艾文）

新华社电 前芝加哥公牛队
球星斯科蒂·皮蓬日前在社交媒
体上说， 希望儿子在篮球方面超
过自己。

事情的起因是当地媒体采访
皮蓬的儿子小皮蓬， 问他人生最
大的目标是什么 ， 小皮蓬回答
说： “超越我的爸爸。 他在高中
时期并不是明星球员， 只是后来
在大学才崭露头角， 我要跟他不
一样， 力争在高中和大学起就成
为 明 星 球 员 ， 然 后 一 路 打 进
NBA。” 于是才有了皮蓬在社交
媒体上针对儿子采访的回应。

皮蓬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 自己将家从佛罗里达搬到洛
杉矶的原因就是想给他的孩子一
个很好的篮球环境。

今年15岁的小皮蓬目前是篮
球名校塞拉峡谷中学篮球队的球
员 ， 这 支 球 队 里 有 不 少 NBA
“星二代”。

小皮蓬的篮球水平让人眼前
一亮， 根据相关网站的数据， 在
转入塞拉峡谷中学篮球队之后的
11场比赛中 ， 他场均得到 13.4
分， 另有5.4次助攻， 3.8个篮板
和2次抢断。

■体育资讯

□本报记者 段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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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重重要要的的““北北京京德德比比””

CBA联赛常规赛第26轮
北京首钢VS北京农商银行 今日19:35■赛事推荐

今晚我们就将看到CBA本赛
季第二次 “北京德比”， 对于首
钢队和北农商队来说， 这次 “北
京德比 ” 非同小可 ， 不但是要
“争口气”， 更要 “争房子争地”。

北农商队到北京三年了， 回
顾前两年的 “德比”， 每场比赛
都打得是火星四溅十足激烈。 不
过， 前两季的 “北京德比” 并不
是在 “平等” 的情况下进行的。
谁都知道北农商队是个 “外来
户”， 首钢队在北京的根基是北
农商队无法比拟的， 北农商队从
某种意义上说， 更像是首钢队的
“小弟”。 那两年的 “北京德比”，
两队互有胜负， 但无疑北农商队
打得更为努力， 因为他们要为生
存而战。 也许北农商队一年的成
绩和表现都不甚理想， 但在每个

赛季与首钢队的两场比赛中， 北
农商队总会激发出最大的力量。
而前两季的 “北京德比” 对首钢
队来说， 更像是常规赛征途中普
通的战役 ， 多赢一场或多输一
场， 似乎对首钢队的影响不大。

但本赛季的 “北京德比” 已
经不同以往了， 相信双方第一回
合的比赛已经充分体现了这一
点。 北农商队这个赛季 “鸟枪换
炮”， 在几乎更换了一个球队的
阵容后， 北农商队在最近的比赛
中似乎有了点儿强队的影子。 首
回合比赛在磨合不充分的情况
下， 北农商队尚且能够获胜， 此
番 “做客” 五棵松， 北农商队上
下肯定是有想法的 。 半个赛季
前， 马布里是双方交锋最大的话
题， 经历了半个赛季， 回到五棵

松的马布里依然是个很重要的话
题， 大家都想看看此前的 “五棵
松主人” 会以什么表现向两队球
迷 “汇报”。 但今天的这场比赛，
马布里并不是最大的话题， 因为
这场比赛对于双方至关重要， 在
各队角逐季后赛资格白热化阶
段， 谁都想通过一场胜利， 为今
后的艰难赛程奠定一个良好的基
础， “北京德比” 也从未有过如
此浓重的 “实际意义”。

这是CBA有了 “北京德比”
后，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两支球队
第一次以“平等”的姿态面对，谁
赢球谁就有可能在今后的比赛中
绝尘而去， 迎接一马平川。

U23亚洲杯国青队首战告
捷， 一扫该项赛事有史以来不胜
的纪录。 马达洛尼的球队进展非
常顺利， 能够从实力不俗的阿曼
队身上拿到大胜开门红， 为中国
U23开了好头儿。

大胜阿曼， 最大的功臣莫过
于韦世豪， 国青队7号打进1球，
另外两个球也都有贡献， 加上此
前东亚杯在国家队的出色表现，
韦世豪的巅峰期到来了， 23岁的
韦世豪肯定还有很大的成长空
间。 这些年中国足球没出什么人
才， 最让人诟病就是球员特点不
鲜明， 很多球员如果不是长相不
同， 光看球场上的表现， 你根本
分不出 “谁是谁”。 韦世豪表现
出中国球员少见的那种灵性， 以
对阿曼这场球为例， 他给人印象
最深的不是头球破门， 而是对前
两个球的贡献。 第一个球韦世豪
的脚后跟传球非常写意， 这个脚
后跟传球给后排插上的边后卫队
友提供了充足的空当进行传中，
一个轻描淡写的技术动作， 让阿
曼人进入 “圈套” 中。 第二个球
则是欧洲赛场上流行的那种 “小
斜传”， 这种踢法我们在欧洲五
大联赛中经常看到， 很多用右脚
踢球的左边锋都这么玩儿， 韦世
豪的脚法也着实出色， 准确地找
到了禁区内的李晓明。

韦世豪首战如此高光， 相信

北京国安队的球迷也会非常高
兴， U23亚洲杯之前能签下韦世
豪 ， 相信也会给中赫国安 “省
下” 不少银子， 以现在中国球员
水涨船高的价格， U23亚洲杯之
后， 韦世豪的身价还不知道要涨
到哪里去。 从技术特点来说， 韦
世豪的确可以和北京足球做到
“无缝对接”， 他的特点很有 “小
快灵 ” 的风范 。 有速度 、 有技
术、 有突破外加头脑灵活， 韦世
豪让人想起了职业化初期国安队
的传奇前锋高峰。 想当年高峰踢
球 ， 一是靠动如脱兔的启动速
度， 再有就是靠脑子， 很多时候
高峰能想到的事情 ， 对手想不

到， 在思路快一拍的情况下， 高
峰每每能够抢在对手前进球或传
出致命球。

国安队确实抢到了一块宝 ，
即便不考虑U23因素， 韦世豪也
会成为国安队的 “重要财产 ”，
韦世豪在国安队的目标应该是成
为核心， 就像当年的高峰一样。
施密特的足球充满了 “刚性 ”，
在刚猛之间如何融入北京足球原
本具有的 “灵性”， 是德国人和
教练组需要做的事情。 韦世豪需
要适应国安队， 国安队也要给韦
世豪能够发挥的空间， 让这位中
国足球少见的天才把能量挥洒到
最大化。

马布里名气最大
李根晓宇伤病所累

CBA全明星赛遗珠：

皮蓬：希望儿子超过自己

博博阿阿斯斯转转型型赛赛车车
出出事事故故送送医医院院

□本报记者 段西元

韦世豪身上
有有高高峰峰的的““影影子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