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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星空你是真的英雄
□许向前

4月22日晚袁2017-2018赛季CBA联赛总决赛刚刚拉
上战幕的那一刻袁我走出屋外袁在春天的花香里袁抬头
仰望灿烂星空遥 穿过薄薄的云雾袁我望见有一颗星星在
夜空轰然划过--那么灿烂袁那么光彩夺目浴
此刻袁我仿佛看见袁在渤海之滨袁这群叫广厦男篮的

棒小伙子们正脱下战袍袁他们英俊尧高大的背影和散发
着荷尔蒙气息的汗水袁以一种英雄主义的方式袁定格在
这个叫沈阳的北方城市遥
这是一场可以让双方包括全国亿万球迷共同分享

的巅峰对决袁这是一场关于超越尧激情和英雄主义的
完美盛宴遥 它留给我们的是对卓越的至高理解袁
留给我们的是对光荣和梦想的纯洁礼赞浴
有一段对超越的最深理解袁有一段

对梦想刻骨铭心的热爱袁有一段对永
不放弃的铁血诺言袁 你们便已经是
灿烂星空的真心英雄袁你们便已经
站在了这个世界之巅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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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奋斗
我的足迹

2005年广厦男篮球员合影。

2007-2008赛季比赛现场。

2009-2010赛季比赛现场。

2017“超级8”澳门篮球邀请赛合影。

2017CBA夏季联赛合影。

广厦青年队获2017全国青年篮球联赛冠

楼明在CBA比赛现场。

2005年4月6日袁浙江省体育局和广厦控股就成立广厦职业篮球俱乐部有关事
宜签署协议遥

2005年4月7日袁浙江省体育局批复同意成立浙江广厦职业篮球俱乐部遥
2005年4月26日袁中国篮球协会批复同意成立浙江广厦职业篮球俱乐部遥
2005年5月8日袁浙江广厦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召开遥

2005年5月24日袁 杭州市余杭区政府同意广厦篮球俱乐部在星桥街道选址50
亩建立篮球训练基地遥
2005年袁广厦队获全国男子篮球联赛渊NBL冤第2名遥这是广厦篮球俱乐部成立
后参加的第一次全国男篮俱乐部联赛遥

2006年袁广厦队获全国男子篮球联赛渊NBL冤冠军遥
2006年 8月 17日 袁 浙江广厦篮球俱乐部正式成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渊CBA冤联盟成员遥

2006-2007赛季CBA联赛袁 广厦队获第14名遥 这是广厦队第一次参加CBA联
赛遥
2007年10月21日袁广厦控股与杭州体育馆正式签订为期三年的体育馆场馆冠
名协议袁杭州体育馆正式冠名为野广厦窑杭州体育馆冶袁并成为广厦男篮主场
比赛场馆遥

2007-2008赛季CBA联赛袁广厦队获第8名袁首次进入季后赛遥
2007-2008赛季CBA新锐挑战赛和全明星赛中遥广厦队尹逵尧马超入选新锐挑
战赛挑战队曰遇俊锴尧李萌入选全明星赛红队遥 这是广厦队首次有运动员入
选全明星赛阵容遥
2008-2009赛季CBA联赛袁广厦队排名常规赛第7袁再次进入季后赛遥

2008-2009赛季CBA全明星赛中袁广厦男篮张楠尧怀特入选全明星赛南方队遥

2009-2010赛季CBA联赛袁广厦队获得常规赛第3名遥 这是广厦队参加CBA联赛
以来取得的最好成绩遥 并在1/4决赛中以3:0战胜江苏队,首次进入联赛四强遥
2010-2011赛季CBA联赛袁广厦队获第6名遥
2011-2012赛季CBA联赛袁广厦队获第7名遥
2012-2013赛季CBA联赛袁广厦队获第6名遥
2013年7月袁广厦控股集团和杭州体育发展集团正式签约5年袁将杭州体育馆
正式更名为野广厦体育馆冶遥
2013-2014赛季CBA全明星赛扣篮大赛袁 广厦队约翰逊夺冠曰 全明星技巧挑
战赛决赛袁王子瑞夺冠遥
2013-2014赛季CBA联赛袁广厦队获第5名遥
2014-2015赛季CBA联赛袁广厦队获第7名遥
2015-2016赛季CBA联赛袁广厦队获第6名遥
2016-2017赛季CBA联赛袁广厦队获第6名遥
2017年CBA全明星周未星锐赛和扣篮大赛袁广厦队孙铭徽荣膺星锐赛MVP和
扣篮王遥
2017年袁广厦队获CBA夏季联赛暨长三角职业篮球俱乐部挑战赛冠军遥
2017年野超级8冶澳门男篮邀请赛袁广厦男篮获得亚军遥
2017年11月5日袁全国青年篮球联赛决赛袁广厦青年队夺得冠军遥
2017-2018赛季CBA联赛袁广厦队获得常规赛冠军遥这是广厦队史首次获得常
规赛冠军遥
2018年3月24日袁2017-2018赛季CBA季后赛1/4决赛袁 广厦队以总比分3:2战
胜深圳队袁时隔8年再次晋级四强遥
2018年4月11日袁2017-2018赛季CBA季后赛历史上首次野抢七冶大战中袁广厦
队以总比分4:3战胜山东队袁首次挺进总决赛遥
2018年4月22日袁2017-2018赛季CBA总决赛落下帷幕袁广厦队憾负辽宁袁获得
总决赛亚军袁创造了浙江篮球史上最好成绩遥

“铁娘子”叶湘玉与林志杰。

广厦球员校园公益行。

孙铭辉荣膺扣篮王。

广厦球员互相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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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子哥”福特森。

3纪念·特刊 本版编辑 周骥鹏 李 璐2018年 4月 23日 星期一

金牌教练李春江
一诺千金闯进CBA总决赛
出生在辽宁沈阳的李春江，身高1米93，浑

身透着一股子东北人的豪爽和热情，在广厦篮

球俱乐部，教练李春江是大伙儿的老大哥，别号

“老李”，而广厦男篮的球迷更喜欢喊他“春

哥”。

1990年，作为投手的李春江入选国家队并

获得当年亚运会冠军；2000年，又随队参加悉尼

奥运会比赛；2001年，39岁的李春江成为广东宏

远篮球俱乐部主教练，开始了篮球执教生涯。从

2003-2004赛季开始，由他率领的广东宏远男篮

勇夺三连冠，到2013年，他带领的队伍一共拿下

了七个CBA总冠军！自此，就被外界冠以中国篮

坛“金牌教练”。

2013年，李春江接任广厦篮球俱乐部主教

练，他豪迈地喊出，要带领广厦男篮在五年内打

进总决赛！这五年，广厦男篮逐渐年轻化，并且

渐入佳境，本赛季提前两轮就拿下了CBA常规赛

冠军，之后又一路过关斩将拼下CBA季后赛亚

军。李春江没有食言，广厦男篮闯进了总决赛，

创造了浙江篮球史上最好成绩。

最有价值外籍球员
野辫子哥冶福特森
每次打比赛之前, 小外援福特森都会把一

头长发扎成一串辫子。他在球场上腾挪跳转，身

后的辫子也随之挥舞摆动、妙趣横生。为此，球

迷亲切地喊他“辫子哥”。

2016年，28岁的“辫子哥”正式加盟浙江广

厦篮球俱乐部，开始了他在CBA的首个征程。首

个赛季，作为主力后卫的他共代表广厦男篮出

战42场比赛，场均上场时间40分钟，贡献29分、

7.4个篮板、8.5次助攻和2.6个抢断，帮助广厦

男篮取得了常规赛第四名的成绩。本赛季完成

续约后，福特森和队友一起拿下了CBA常规赛冠

军、总决赛亚军，还一举当选常规赛最有价值外

援，成为了浙江广厦篮球俱乐部史上第一位获

此殊荣的球员。

在得知自己获奖后，福特森在他的个人微

博上写道：“能够得到这个奖项我感到荣幸、谦

卑和狂喜。但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没有

我的队友、教练、团队工作人员以及广厦队的球

迷们，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发生的！现在，我要回

去训练了！”

本赛季，浙江广厦男篮取得了常规赛第一、

季后赛第二的好成绩，福特森场均贡献 30.5

分、7.7个篮板、11次助攻和2.6个抢断，功不可

没！

我
的
球
星

我
的
球
迷

王牌球员胡金秋
CBA赛场上的黑马

21岁的广厦队球员胡金秋，第一次站在CBA总

决赛的场地中央，如今的他，已经是广厦队中的

王牌本土球员，甚至一度成为本次常规赛最有价

值球员的热门人选，对于CBA来说，他的年龄和战

绩很不相符。

本赛季，胡金秋场均能够贡献18.9分、8.5个

篮板、0.8次助攻和0.8个抢断。任何联赛，能够

场均交出这样数据的球员，都无愧于球星的称

呼。如此出色的场上表现使得胡金秋今年有望再

次入选中国国家男篮集训队。但是，胡金秋清楚

地记得，自己刚刚进入广厦青年队的时候，基本

功严重欠缺，面对记者的采访，他回忆说：“我刚

来的时候，投篮姿势也不标准，运球也不利索，为

了培养我的球感，我每天就是对着墙拍球。当时

给我的感觉，虽然我能力不行但是俱乐部还是特

别看重我，这也让我更加充满了动力”。

现如今，拥有出色的身高、灵活的移动性和良

好的禁区手感以及稳定的中投能力，年轻的胡金

秋已经逐渐成长为CBA赛场上的一匹黑马。

“球迷汉姆”章亦洪
最强狮吼功
戴着标志性的小丑帽，穿着广厦全队队员亲

笔签名的球衣，一刻不停地带动其他球迷给球员

们加油鼓气，广厦主场加油方阵中最靓丽的一道

风景，他就是广厦球迷章亦洪，人称“球迷汉姆”。

“广厦加油”“广厦必胜”……无论是季前赛还

是季后赛，广厦的比分是领先还是落后，对手是

强是弱，章亦洪都会发出他的最强“狮吼功”，为

广厦加油鼓劲。而最让他自豪的是，每当广厦主

场有球赛，他都会组织周围近百位球迷参与进来

加油助威。他的装扮也总能引来广大球迷和新闻

媒体的关注，甚至是央媒有时候也会捕捉这个

“装束另类”、激情四射的球迷画面。当然，广厦男

篮赢下比赛，得到大家的认可，才是章亦洪最大

的满足。

“球迷汉姆”的别称来源已无从考证，却把章

亦洪痴迷篮球、痴情广厦的可爱模样折射了出

来。作为广厦万千球迷的一个缩影，他代表了无

数球迷的心声。无论是在现场为主队加油助威，

还是在场外观看直播默默点赞，球迷们的热情是

广厦男篮不断成长的沃土！

老将如宝
野野兽冶队长林志杰
阿美族人林志杰是台湾地区篮球运动员的杰

出代表，球风狂野、个性不羁的他拥有两个绰

号———“阿美族战士”和“野兽”队长。但是走出

球场，林志杰更像个“安静的美男子”。训练结束

之后，他总是背着球包步行回到驻地，遇上球迷

合影、媒体采访，他从不摆架子，很少会拒绝，为

此备受球迷喜爱和尊敬。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句话用在广厦男

篮36岁的林志杰身上再适合不过了。2009-2010

赛季广厦男篮闯入半决赛的阵容中，如今只剩下

林志杰这一员老将了，这在CBA赛场上也并不多

见，但身为广厦男篮队长的他在本赛季的表现并

不输于一些年轻球员，本赛季林志杰共出征45

场，场均贡献10.9分、3个篮板、1.3次助攻和0.8

个抢断。每当球队落后对手、需要有人站出来时，

队长林志杰总能当仁不让，做出表率，带领队员

们啃下一场场硬仗，为此，林志杰也赢得了无数

球迷粉丝的热捧。 渊周骥鹏 冤

“野兽”队长林志杰。

2017-2018赛季CBA浙江广厦篮球俱乐部教练组成员和全体球员合影。

广厦球迷为广厦加油。“球迷汉姆”章亦洪。小将胡金秋。

主教练李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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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满五场
广厦胜深圳进四强
自2月6日客胜山西提前两轮锁定队史首个

常规赛冠军后，广厦男篮一直备受关注。与季后

赛的首个对手深圳队的对决，关乎到广厦队能否

打破八年来季后赛均为“一轮游”的魔咒。

以常规赛第8名晋级季后赛的深圳男篮，通

过附加赛争夺才最终晋级8强，但是他们在1/4决

赛中展现出了很强的竞争力。广厦在客场战胜深

圳取得开门红后，第二场比赛因福特森被禁赛，

单外援作战的广厦队主场以4分之差负于深圳。

此役广厦一度在落后28分的情况下领先5分，险

演大逆转，让人看到了广厦队的韧性和拼搏精

神。第三场比赛，福特森爆砍38分，广厦主场力克

深圳夺取赛点。然而第四场比赛福特森三分失

准，三分球9投全失，队魂林志杰手感火热砍下21

分，但广厦依然在客场以5分之差失利，双方总比

分打成2:2平。抢五大战中，广厦队背水一战，广

厦将士也一扫之前客场低迷的状态，最终广厦队

六人得分上双，以107:98大胜深圳，并以总比分3

:2的战绩挺进半决赛。这也是广厦男篮时隔八年

再度进入季后赛四强。

又战七场
广厦胜山东昂首挺进总决赛

进入四强后，广厦队会师山东队，双方展开了

更加激烈的争夺。与广厦队经过五场大战战胜深

圳队晋级半决赛不同，山东队以3:0横扫江苏肯帝

亚早早进入了四强。

本赛季季后赛半决赛采取2-3-2的赛制，常规

赛排名靠前的球队先打两个主场。在首场比赛中，

林志杰手感火热，13投10中，其中三分球11中8，全

场砍下32分，最终广厦队在主场以128:118战胜山

东队。第二场较量，广厦全队较为低迷，以99:108

憾负山东，痛失主场优势。这也是山东男篮时隔11

年后在广厦主场再度赢球，上一次他们在客场击败

广厦还要追溯到2006-2007赛季。

之后广厦队开启了连续三个客场之旅。山东

队的主场异常难打，本赛季常规赛，山东男篮在主

场仅输掉一场比赛，取得了23胜1负的战绩。因此

比赛开打前有不少专家和媒体表示山东队会连胜

三场以4:1战胜广厦晋级总决赛，然而在首个客场

比赛中，广厦队全民皆兵、多点开花，以98:90成功

攻陷魔鬼主场。此役胡金秋得到27分16个篮板，得

分与篮板数据均创下个人季后赛生涯新高。胡金

秋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不拼就没有机会了，

这是季后赛，我们要打回杭州”。看得出来，赛前胡

金秋将心态调整得很好，立足于拼对手。至于火热

的手感，胡金秋还是感谢教练的信任与鼓励。“教

练给你那么大的信心，你得接得住啊。这场比赛我

也有投不进的时候，但李导还是鼓励我大胆投，所

以我越投越坚决！”胡金秋说。

队友对于胡金秋的爆发也非常兴奋，“闹呢？

大秋是常规赛MVP第二，都是常规操作。”

第二个客场比赛中，山东队劳森最后时刻三

分绝杀，最终广厦116:119憾负于山东队，双方大

比分战成2:2平。客战第三场，福特森状态欠佳，仅

得11分3助攻，广厦未能赢下关键的天王山之战，

大比分改写成2:3，广厦暂时落后一场，好在剩下

两场都是广厦主场。

在4月9日双方的第六场大战中，广厦队火力

全开，以117:96战胜山东队将总比分扳成3:3平，

接下来双方将进行第七场比赛，值得一提的是，这

也是CBA季后赛历史上第一个抢七系列赛。4月11

日，在抢七决战中，广厦以105:95有惊无险战胜山

东队，以总比分4:3淘汰山东队进入总决赛。

这场比赛，广厦男篮一下子改写了CBA的三项

历史：

在季后赛中输掉“天王山战役”比赛，第一次

有球队拿到了最后的胜利；在季后赛总比分2比3

落后的情况下，第一次有球队以4比3逆转；在季后

赛第一个“抢七”中，广厦男篮赢得了比赛。同时，

CBA总决赛也首次写下浙江名字，广厦男篮创造了

浙江篮球的新高度。

对决辽宁
不抛弃不放弃的小伙子们

广厦总决赛的对手是辽宁队，此前辽宁队以

4:1战胜“八冠王”广东队挺进总决赛。总决赛采用

七场四胜制，赛制为2-2-1-1-1。首场比赛，内线大

将苏若禹的因伤缺阵让广厦内线成为短板，同时

辽宁队的外线也超常发挥，首次打入总决赛的广厦

队则打的也较为拘谨，最终广厦以108:120负于辽

宁队。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主场比赛广厦球迷自掏

腰包赞助了上千件黄色助威T恤，打造了广厦体育

馆主场黄色海洋。

在总决赛第二场比赛中，双方鏖战至加时，期

间广厦队有多次获胜机会，但因经验和关键球处

理问题，最终以116:121惜败辽宁。此役球队后卫

刘铮砍下32分，追平个人CBA生涯单场得分纪录。

总决赛第三场，广厦队开局慢热，挖下了22分的大

坑。但广厦队没有放弃，在最后一节更是打出强势

表现，福特森串联起球队将比分追到只差3分，但

广厦队最终未能实现逆转，以100:104再负辽宁队。

在本场比赛中广厦队主帅李春江被吹到技术犯规，

次数累计达到4次，总决赛第4场比赛被停赛。值得

一提的是，此次虽然是客场比赛，去不了现场的球

迷们还是聚在一起看了场比赛，广厦篮球俱乐部分

别在杭州城北石祥路附近的电影院和城西丰潭路

的硬趣空间包场，组织球迷在大屏幕上观看网络直

播，还有广厦主场主持人阿亮现场解说。广厦控股

董事局主席楼明也穿着助威服来到电影院和球迷

一起观看。

总决赛第四场，广厦队继续客场对阵辽宁队，

最终广厦以88：100遗憾负于辽宁。回看总决赛，广厦

每一场比赛都有取胜可能，但只能说辽宁做得更好，

有了这次总决赛的经验，广厦的未来会更有底气。

纵观广厦男篮本赛季的季后赛历程，可谓跌

宕起伏、历尽曲折，但广厦队的进步有目共睹，球

队战斗意志、战术执行力和个人技术能力得到很大

的提高，不抛弃、不放弃的顽强拼搏精神以及在球

场上专注比赛态度展现无遗。对于广厦男篮来说，

这只是他们第一次总决赛之旅，惊艳一季的他们已

经足够出色，未来属于他们。

渊本报记者 班艳民冤

我的季赛
我的对决

4月22日袁2017-2018赛季CBA联赛总决赛第四场袁广厦男篮憾负辽宁遥最终袁
广厦队在本赛季获常规赛冠军尧总决赛第二名遥 虽然最终没能问鼎总冠军袁但广厦
队已经创造了最辉煌的战绩袁打破了多项记录遥 常规赛夺冠之后广厦队在季后赛
的表现备受关注袁也让人记忆犹新遥

福特森传球。

广厦小外援福特森。

林志杰面对多人防守投篮。 赵岩昊上篮。

球迷手举“支持广厦”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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