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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班：NBA最疯狂老板
在NBA的老板中，库

班是最与众不同的那一
个，他是个白手起家的商
业奇才，也是一位篮球狂
人。小牛，凝聚着库班对
于篮球最热忱的爱。17年
的时间，小牛曾经历低
谷，也曾登上巅峰，许多
人在这支球队来来往往，
而库班一直都在。虽然如
今的库班已经年近花甲，
但依旧是那个对篮球无
比狂热的他。

卖垃圾袋的男孩

时间倒流到70年代初期的
匹兹堡，一个小男孩拿着一些
垃圾袋，正在挨家挨户兜售。
很多时候，他被拒之门外，但
这个倔强的小子没有放弃，他
走街串巷锲而不舍，直到将手
中的垃圾袋全部卖光。拿着换
来的钞票，小男孩的脸上绽放
出绚烂的微笑。

这个孩子就是库班，那时
候的他12岁。对于很多人来说，
12岁应该是在家中享受父母呵
护的时光，但库班没有这样的
条件。1 9 5 8年出生的库班是在
一个犹太社区的工人家庭长
大的，父亲诺顿是一位汽车装
饰工人，收入勉强维持家里的
开支。12岁的库班已经是一位
运动迷，尤其喜欢篮球，但家
中拿不出给他买篮球鞋的钱，
于是库班就去卖垃圾袋。

少年时代的库班已经显
露出精明的商业头脑，在他16
岁的时候，匹兹堡报纸行业大
罢工，当地居民没有报纸可
看。库班发现了这个商机，他
跑到克里夫兰购入报纸，带回匹
兹堡以四倍的价格销售。

库班赚钱门路很多，他还卖
过邮票，上大学的第一笔学费
就是销售邮票得来的。库班大
学时光先是在匹兹堡大学，然
后转学到印第安纳大学。大学
时期的库班更是在校园内做起
了买卖，他承包了学校的酒吧，
担任迪斯科老师，还客串派对
主持人。

大学生活给库班留下了美
好的回忆，即便他成为亿万富翁
后，也一直将母校挂在心头。球
迷们想必还记得2016-2017赛季
费雷尔在小牛实现人生逆袭的
故事，当时费雷尔能够获得加盟
小牛的机会，一个主要原因是他
来自印第安纳大学，是土生土长
的印第安纳州人。当时小牛考虑
了包括费雷尔在内的多位球员，
总经理小尼尔森找到库班咨询
意见。库班说：“如果非要我表达
看法的话，那就找一个印第安纳
州的孩子吧。”

1982年，大学毕业的库班离
开了印第安纳，他开着一辆漏油
的老爷车，带着并不多的现金和
几件旧衣服，来到了达拉斯，他
的人生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从穷小子到百万富翁

那时候的达拉斯是一座属
于勇敢者的城市，充满了能量，
有许多潜在的机会。更主要的
是，城市中洋溢着一股自由和敢
为天下先的气息，这是库班最喜
爱的。“我当时一无所有，也不必
担心失去什么，只管放手干就行
了，”库班说。

理想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
酷的。库班与大学校友希佩尔以
及其他四个男青年住在一个小
公寓内，之所以这么多人挤在一
起住，就是为了省钱。他们都是
刚刚走出大学校园，包括库班在
内还有学生贷款没有还清。由于
库班加入的比较晚，在公寓内连
卧室都没分到，只能在客厅打地
铺。

住的问题勉强解决了，但吃
又成了麻烦事。当时几个小伙子
实在囊中羞涩，只好买了几大袋
土豆，饿了的时候煮一煮吃，一

天只需要一美元就能填饱肚子。
库班当时是兜比脸干净的

穷小子，他之前做生意赚的钱大
多用在学费和偿还在校内的贷
款上了，再加上年轻气盛大手大
脚，根本就没存下钱。那些室友
们时隔多年还记得库班的那副
眼镜，一侧的镜架已经坏了，库
班没钱换，只能用胶带粘上。库
班习惯将眼镜放在马桶盖上，便
于上厕所时看报纸，结果有一次
不小心将眼镜弄进了便池里，库
班将眼镜打捞上来后，冲了冲继
续用。

处于人生低谷的库班，却发
现了希望之光，思维敏锐的他察
觉到电脑软件市场的发展潜力。
在为Your Business Software工
作之前，库班对于电脑一窍不
通，为Your Business Software打
工的那段日子，库班对于电脑以
及相关软件行业有了比较深入
的了解，他觉得这将是一个巨大
的金矿，谁先进去挖掘，谁将是
最大的受益者。于是，库班想方
设法筹集到部分资金，成立了
MicroSolutions，这是一家从事系
统咨询和软件销售业务的公司。

凭借聪慧的头脑以及之前
在Your Business Software做销
售时创建的人脉，结合当时电脑
产业蓬勃发展的社会契机，库班
的 M i c r o S o l u t i o n s 迅速壮大起
来。1 9 9 0 年，库班选择卖掉了
M ic r o S ol u ti o n s，售价是6 0 0万美
元，扣去相关的税款以及其他费
用后，库班净得两百万美元，3 2
岁的他成为了百万富翁。

抱着奖杯上厕所

在2011年总决赛结束后，媒
体拍到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库班
上厕所也抱着总冠军奖杯，这是
他梦想成真的时刻。这个奖杯对
于库班来说，价值不输当年拿到
的20亿美元。

时间回到2000年1月3日，达
拉斯的old Stark酒吧。诺维茨基
与纳什正在里面小酌几杯，一个
中年男子向他们走了过来，捧着
一瓶香槟乐呵呵地说道：“德克，
史蒂夫，我想请你们喝一杯，我
们明天还会见面的。”

作为职业球员，诺维茨基和
纳什有很强的警觉性，他们不会

随便喝素不相识的人递过来的
酒。诺维茨基扭头就走，纳什也
跟着离开，留下那个中年人在原
地发愣。那个人就是库班，小牛
的新老板。

一天之后，库班正式完成收
购达拉斯小牛的计划，出资 2 . 85
亿美元从佩罗特手中买下小牛。
当时的小牛已经建队 2 0 年，但
其中 1 4 个赛季未能进入季后
赛，20 年的总体胜率只有 40 % 。
在那种状况下，小牛球员对于球
队更换老板兴趣并不大，也没有
多少信心。“我还记得我第一次
与他们见面时的场景，他们的表
情好像都在说：‘这家伙能行
吗？’”库班回忆道。

库班开始了他的行动，第一
件事不是引援之类的工作，而是
上场和球员打球，他选中的对手
是诺维茨基，当时刚在NBA打第
二个赛季的德国小伙子。“他那
时候刚买下球队，就跑来和我们
一起训练，还要和我一对一，”诺

维茨基说，“我开始以为他是开
玩笑，但他很认真，而且打得不
错，还真能得分，我觉得必须要
采取行动了。在一次进攻中，我
从左侧突破，在他头顶完成灌
篮。要是一般的老板，被这么扣
会很不开心，但他却哈哈大笑。
他真的很爱篮球，从那之后，我
们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翻开库班的商业史，你会
发现他习惯在创办公司并取得
出色业绩后逢高抛售，看上去
对于自己的企业并不留恋，换
成真金白银是他的追求。然而，
小牛是个例外。库班在小牛的
投 入 很 少 计 算 产 出 ，他 花 了
7 0 0 0 万美元为球队建训练馆，
砸出4 0 0 0万美元为球队买专机，
投资350万美元打造联盟最豪华
更衣室，由于经常在场边观战为
球队出头指责裁判和对手，被联
盟罚款总计突破两百万美元，但
库班从不在乎。库班为小牛打造
了专业的厨师团队，各类训练师
应有尽有，甚至还配备了全职心
理医生。

和诺维茨基的情谊

库班在小牛收获了一份珍
贵的情谊，他与诺维茨基的交情
远超老板与雇员之间的关系。诺
维茨基在小牛并非一帆风顺，
2 0 0 6年总决赛被热火翻盘，2 0 0 7
年被勇士黑八，诺天王一度被贴
上“软蛋”标签，被认为无法作为
球队领袖带队夺冠。库班有理由
也有机会送走诺维茨基，比如湖
人在2004年出售奥尼尔时，就曾
考虑用“大鲨鱼”换诺维茨基，但
库班的态度是小牛其他球员随
便挑，但德克是非卖品。库班相
信诺维茨基能够带领小牛取得
成功，而诺天王没有辜负老板的
信任，在2011年率领球队登上联
盟之巅，这更加坚定了库班让诺
维茨基终老小牛的决心。

“我告诉德克，即便他 73 岁
了，只要想签约，我就会和他
签，”库班说，“只要他留下，想要
做什么都可以。即便他想当主教
练也没问题，我们会让卡莱尔教
练挪一下位置。德克为球队做出
这么多贡献，他理应获得这样的
待遇。”

老板和球员之间大多是我

出钱你出力的关系，而库班和诺
维茨基不一样。在2016年续约谈
判时，两人就进行过一次在职业
体育界“匪夷所思”的对话。“我
跟他说‘你开个价吧’，结果他报
出的金额比较低，还问我这些钱
行吗？”库班说，“我说不行，我们
多加点钱，再多给你一些。谈来
谈去金额越来越大，他问‘这样
差不多了吧’，我说‘再加点吧’，
最后我们把能给的都给了。”

库班以诚相待，让诺维茨基
感受到被信任被尊重，诺天王
自然也以诚意回应。为了让球
队获得更充足的引援资金空
间，诺维茨基一次次降薪续约，
2 0 1 0年至今总计少拿了8 3 7 0万
美元，约合5 . 7亿人民币，但诺维
茨基对此并不在意，他与库班
谈判根本不用经纪人，他也从
来就没有经纪人，因为相信库
班不会让球员吃亏。“当马克成
为球队老板后，这支队伍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诺维茨基说，“我
们有了新的球馆，有了新的飞
机，开始住更好的酒店，马克是
一位非常关心球员的老板，他十
分照顾我们。我和马克一起经历
了球队的起起落落，一起拿下总
冠军。他一直支持我，即便在不
顺利的时候，也总是对我说：‘你
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我们的王
牌球员。’”

新队名也要一起“狂”

现在的小牛正处于一个低
谷期，但库班依旧是满怀信心。

“我们是达拉斯，我们曾经赢得
过冠军。我们有诺维茨基、丹尼
斯·史密斯、哈里森·巴恩斯这样
的球员，”库班对腾讯体育说，

“我们会重新回到强队行列的。”
库班希望小牛有一个新的

开始，这个开始首先从中文队名
的修改做起。小牛的英文名是

“M a v eric k”，M averick本源是姓
氏，后来由于得州富翁S a m u e l
Maverick不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
给牛打烙印，衍生出了不同流俗
卓尔不群的新意。

Maverick可以解读为特立独
行，如脱缰之马，这正是库班的
性格。小牛的队标就是一匹马，
这是库班希望展示的队名深
意，这根本不是“小牛”可以体
现的。“M averick代表着强壮、创
新、力量、胜利，”库班说，“当我
第一次听说球队中文名是‘小
牛’，坦白说，我不太高兴。没有
谁愿意做‘小牛’，因此能够得到
更改中文队名的机会，我感到非
常开心。”

通常情况下，NBA球队的队
名由美国当地球迷选出，中文名
则是直接翻译。但这一次，库班
希望中国球迷能够帮助小牛更
换中文队名。小牛与中国有着不
同一般的缘分，王治郅成为首位
踏上NBA赛场的中国球员，大郅
进入N B A的时候效力球队就是
小牛。

库班的球队不仅仅留下王
治郅的足迹，易建联也曾在小牛
效力，阿联NBA生涯首次征战季
后赛就是在小牛完成的。在2017
年，丁彦雨航代表小牛出战夏季
联赛。C B A联赛三大M V P，都拥
有为小牛征战的经历。华裔球员
林书豪，在2010年选秀落榜后，为
小牛打夏季联赛，一鸣惊人，叩
开了NBA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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