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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8年到2018年，很多人对宁波的认识是
通过刘玉栋、王治郅、八一队来完成的，八一队所代
表的篮球改变了这个城市很多……如今，八一男篮
已成为历史，宁波篮球也将书写新的篇章——

记者 林海

最近，宁波球队将重返CBA联赛的消息不胫而走。27
日，市工商联主席，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宋汉平在第三届世界“宁波帮·帮宁波”发展大会上公开
表态：“我们一定会争取早日重返CBA，并且打造宁波的新
名片，助力提升宁波城市软实力，我觉得这样做是一种传
承和责任。当然，能为自己的家乡做一点贡献，我感到非
常荣幸。”至此，八一男篮离开宁波后留下的空白及疑问，
迎来了一个有力的正面回音。

10 月 20 日，中国篮协宣布八一
队退出职业联赛。听闻此事，宁波市
足球协会副秘书长、原“蓝魂球迷协
会”负责人俞学丰连说“可惜”。“可
惜”两字，道出了很多宁波人的心
声。

1998 年，八一男篮主场首次落
户宁波，直到 2018 年，整整 20 年的
光阴里，这支球队给宁波人留下了
太多回忆。

这些回忆中，有欢笑，也有泪
水。

1998 年把八一男篮引入宁波，
市篮球协会副主席刘跃参与了全过
程，很多细节至今历历在目。“当时
是在北京，通过国家体育总局旁边
的一家体育推广公司，一个名叫杨
海南的人联系上八一男篮的。”在市
篮球协会时任主席徐定华的带领
下，工作人员多方奔走于八一队、宁
波市政府和体育局之间，经反复协
调沟通，终于在 1998 年秋成功将八
一男篮引进宁波。此后，处于鼎盛时
期的八一男篮给宁波主场带来了一
场场胜利，也留下一段段佳话。“前
两个赛季，八一男篮的冠名赞助商

一个叫‘样样红’，一个叫‘大满贯’，
都是食用油企业。第三个赛季，双鹿
电池正式开始冠名八一男篮，直到
俱乐部成立。”刘跃回忆。

宁波“蓝魂球迷协会”于 2000
年 11 月 18 日成立，是国内最早的篮
球啦啦队之一，一度在国内引起广
泛关注，央视 5 套《篮球公园》节目
组专程来宁波，跟踪拍摄“蓝魂球
迷”长达一星期。“胜也爱你，败也爱
你，不拼不爱你”这句名言，正是出
自八一男篮宁波主场，出自“蓝魂球
迷”之口。

现已退休的李岩宏老师，是本
报资深摄影记者。“虽然有所准备，
但是在八一男篮解散的消息得到确
认时，我的心中还是不由得掠过一
阵难以舍离的感觉。因为工作的原
因，从八一男篮 1998 年落户宁波的
第一场比赛起至 2015 年的这 17 个
年头里，我参与了八一男篮主场所
有比赛的采访工作，见证过八一男
篮勇夺桂冠的辉煌。感谢八一男篮
带给宁波球迷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比
赛，感谢八一男篮所传递的奋勇拼
搏的铁血精神。”李岩宏说。

一支球队和一座城市牵手
20年间留下太多回忆

从八一男篮 1998 年来到宁波，
到 2005 年八一女篮主场落户宁波，
这两支球队带给宁波人的，是一场
场悬念丛生的比赛，是群众性篮球
运动的兴起。

鄞州区篮球协会主席鲍磊在担
任区原文体局副局长分管体育工作
期间，长期与八一女篮的将士们共
事，说起这一段经历，他还是有些激
动。“正是因为八一男篮来到宁波，
后面才有八一女篮把主场放在宁波
的因缘，这两支冠军球队不仅在宁
波培养了大批球迷，而且带动了本
地篮球运动的发展。鄞州区篮球协
会就是在八一女篮来到鄞州之后成
立的，后来区篮球联赛又连续举办
多年，最近两年‘小篮球’特别火，每
次比赛会有几百支球队参赛。”鲍磊
说，他当选鄞州区篮球协会主席的
时候，刘玉栋亲自赶过来祝贺，老朋
友相见，又是一番感慨。

刘跃也见证了八一男篮来到宁
波后本市群众篮球事业的繁荣。过
去 5 年中，市篮球协会共举办五人
制篮球比赛 183 场次，三人制篮球
比赛 36 场次，参加比赛人数超过 10
万人次，现场观众 60 多万人次。篮
球已成为宁波最为普及的健身活动
之一。

2003 年 4 月 24 日，两名新华社
记者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篮球，宁
波人之魂》的文章，深刻剖析了宁波
这座东海之滨的港城与篮球、体育
之间的奇妙缘分。文中写道：“很多
人对宁波的认识都是通过刘玉栋、
八一队来完成的。八一队所代表的
篮球改变了这个城市很多⋯⋯”事
实的确如此。

八一男篮的影响力走出了篮球
圈。2004 年，时任北仑区文体局局
长袁侠为当地引进了中国女排赛事
和训练基地。袁侠坦承：“当年正是
基于八一男篮在宁波和国内的影响
力，借鉴了职业联赛‘主场’这一说
法，才在国内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女

排指定主场’这一称号。”此后，鉴于
中国女排的辉煌战绩和体育品牌影
响力，外地有城市欲出资上亿元购
买“中国女排指定主场”称号，这一
称号的含金量由此可见一斑。

李岩宏见证过八一男篮在宁波
主场的无数个精彩瞬间，也拍下了
许多极为出彩的新闻照片。其中，在
2009 年 12 月 20 日晚上的主场比赛
中，八一队球员王中光在倒地状态
下与对方球员争球的镜头被他捕捉
到了，定格下来成为一张颇具张力
的新闻照片。《宁波日报》的图片说
明这样写道：“这一瞬间，他抢的不
是篮球，而是荣誉。这一抢，体现出
一名篮球运动员的职业精神，在敌
强我弱的对抗中，输球不可怕，可怕
的是没有斗志，没有为荣誉而战的
愿望。从这一点来看，在范斌、刘玉
栋、张劲松、李楠等老将相继退役
后，现今的八一队球员们的血液里
传承着铁军的精神。只要这股精神
在，八一男篮必将重铸辉煌。”据说，
图片见报后，引起了时任八一男篮
主教练阿的江的关注，他特意拿着
这张报纸向全体队员做了一次生动
的思想教育，让八一队的作风在年
轻球员当中传承下去。

宁波市第一机关幼儿园的体育
老师吴强强带领小朋友将花式篮球
玩出了精彩，并因此登上了央视

《出 彩 中 国 人》 节 目 的 舞 台 。 从
2009 年开始，吴老师在幼儿园为
小朋友开设了篮球兴趣班；2013
年起，吴老师带着小朋友参加了省
级和国家级的幼儿篮球大赛。“现
在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几乎人人喜
欢玩篮球。专家研究也发现，动感
篮球对幼儿的身体发育、协调性培
养等方面有很大的帮助。”吴强强
说。2016 年至 2018 年，该园的幼
儿篮球表演多次参加 CBA 联赛八
一男篮的主场秀。

八一队虽然走了，但影响还
在。

冠军球队为宁波培养球迷
群众性篮球运动风起云涌

八一男篮在宁波的 20 年，有高
峰也有低谷，有精彩也有失落。在过
去的岁月里，八一男篮几乎贡献了国
家队一半的国手，老一代的钱澄海、
吴忻水、郭永林、穆铁柱、匡鲁彬等球
员均来自八一男篮，1979 年他们曾
两胜来访的美国男篮明星队，让人刮
目相看。其中吴忻水是宁波镇海人，
曾担任八一男篮队长，20 世纪 70 年
代两次荣获亚洲冠军。

来到宁波以后，刘玉栋、张劲松、
李楠、范斌、王治郅等人继续着八一
男篮过去的辉煌，创造了“六连冠”的
佳绩，CBA 联赛 48 场连胜的纪录至
今没有球队打破。2007 年，王治郅回
归后拿下个人职业生涯单场最高的
51分，带领球队晋级总决赛并以总比
分 41击败广东队重新夺冠，王治郅
荣膺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这是八一
队史上第 8 个 CBA 联赛总冠军，胜利
的消息曾经让宁波全城沸腾。

随着中国篮球职业化进程的推
进，八一男篮也面临着组建职业俱乐
部的挑战。2006 年，经多方反复协商
探讨，八一富邦男子篮球俱乐部正式
成立。根据协议，宁波富邦方面拥有
51%的经营权，八一体工大队拥有
49%的经营权，而人事权归属于八一
体工大队。在军队体育改革进程中，
这是开先例之举，在 CBA 联赛各俱
乐部中也没有第二家，说“八一队是
体育改革的试验田”并不为过。

与此同时，新组建的八一富邦男
子篮球俱乐部也面临着其他俱乐部
的挑战。每个赛季各个俱乐部均花重
金 引 进 外 籍 球 员 ，包 括 部 分 现 役
NBA 球员的加盟，让联赛的竞技水
平逐年提高，竞争空前激烈。外籍球
员的“鲶鱼效应”，让“全华班”的八一
男 篮 遭 遇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挑 战 ，从
2008 年开始，俱乐部成绩一落千丈。
记者曾连续 10 多年现场采访八一男
篮比赛，2009 年 3 月曾以 4 篇评论剖
析八一男篮无缘季后赛的原因：从

《出局未必是坏事》《卸掉荣誉这个
“包袱”》到《“老将依赖症”亟待根除》
再到《换个角度看“外援”》，点出了八
一男篮面临的“内外交困”局面，提出

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但在中国
篮球职业化进程的大潮冲击之

下，八一男篮未能从根本上
解决“人才危机”，尽管引进

了王磊、韩硕等知名球员，培养了邹
雨宸、付豪等小将，但俱乐部的人才
梯队建设已和其他俱乐部拉开了差
距，在全运会比赛中以八一男篮为主
要班底的解放军男篮战绩不佳已是
既成事实。

前奥神队球员、著名篮球评论员
马健曾经和八一男篮同场竞技，对这
支球队非常熟悉。得知八一男女篮退
出职业联赛后，马健在自己的微信朋
友圈感叹道：“八一篮球为中国篮球
做出巨大的贡献，曾经的辉煌让所有
球迷津津乐道⋯⋯随着时代的进步，
职业体育市场化的发展，外援水平的
不断提高，保持固有体系的八一（队）
显然把自己处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
位置。但中国的篮球不会停下努力的
脚步，刻苦训练追梦想的球员们需要
更多的机会（和）舞台施展他们的篮
球才华，相信此刻纠结的过渡期是最
好的起航。”

作为“体育改革的试验田”，八一
队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其他俱乐部、体
育项目充分吸取借鉴。客观地说，外
籍球员加盟 CBA 联赛的“鲶鱼效应”
并没有带来中国篮球整体实力的提
升。2019 年篮球世界杯上中国男篮
的惨败，折射出国家队整体素质的下
滑和战术水平的下降，易建联独木难
支的局面无法在短期内改观，中国篮
球的前景堪忧。无论是后备人才培养
体系，还是校园篮球与职业篮球的衔
接，抑或是技术/医疗保障体系的完
善，中国篮球都面临诸多挑战。

八一男篮的历史终结了，中国篮
球的路还很长。

记者了解到，在八一男篮因改革
需要离开宁波以后，经市体育局等相
关部门多方协调努力，宁波富邦男子
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8
月在工商部门正式注册成立，注册资
本 2000 万元，在 CBA 中保留了宁波

“席位”。其经营范围为：体育比赛组
织、策划、服务；篮球运动产品设计开
发；篮球运动技术咨询服务；广告服
务（以下限下设分支机构经营：室内
体育场所服务、健身服务）。

宁波富邦男子篮球俱乐部有限
公司作为一个全新的职业俱乐部，其
发展路径将如何演变，能否真正成为
宁波的城市新名片？我们将拭目以
待。

打造篮球新名片
推动宁波重返CBA联赛

传承八一精神传承八一精神
宁波打造篮球新名片宁波打造篮球新名片

八一队球员王中光倒地争球。 (资料图片 李岩宏 摄)

宁波“小篮球”运动如火如荼。 （林海 摄）我市群众篮球事业红红火火。 （周力 摄）金雅男金雅男 制图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