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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联赛得分榜历来是
外援的天下，近几个赛季场
均得分20+的本土球员也只
有易建联和丁彦雨航两人，
然而本赛季却出现了另一名
场均得分20+的国内球员，他
就是来自浙江广厦的前锋胡
金秋。值得一提的是，CBA联
赛前11轮中，胡金秋更是打出
了26 . 14的惊人效率值，力压
阿联合小丁两名顶级国手。
不过，这样一名优秀的球员
童年时期却是一名地地道道
的穷娃。

CBA前11轮国内球员效率榜

排名 球员 使用率 效率

1 胡金秋 20 . 81% 26 . 14

2 易建联 29 . 88% 25 . 42

3 丁彦雨航 29 . 93% 23 . 91

4 韩德君 18 . 67% 22 . 64

5 翟晓川 23 . 72% 19 .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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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地里的“小能手”

新疆库尔勒的8-9月，是棉
花和啤酒花收获的季节，也是13
岁胡金秋在一年里最为快乐的
时光。

当地中学，在每个初一学段
开学的前7天，都会组织前去田
里捡棉花，每天要捡20公斤，早
上6点出门，一直到晚上6点。

初二段的学生则会下团去
摘啤酒花。为此老师设立了分组
奖励机制，哪个组获得第一名，
每人分一个鸡腿，个人全班第一
再奖励一个鸡腿。由于啤酒花非
常粘，表面有小毛刺，同学们都
戴着手套摘，进度总是非常慢。
胡金秋是所有人中唯一一个不
戴手套也不怕毛刺的孩子，直接
用手“捋”。他的速度在全班最
快，总是弄得手上和身上有很多
粘液，跟钢笔墨水似的。来自城
里的孩子都愿意和胡金秋分在
一组，这样他们就更有把握拿到
当天的鸡腿。

七天下来，胡金秋灰头土
脸，衣服上的颜色过了好几天才
洗掉，不过他也因此收获升入初
中之后的第一个奖———“拾花小
能手”奖，这个奖状如今还存留
在他外婆家中。

他也像同龄孩子一样喜欢
捣乱，不听老师的话去塔里木河
游泳(当地称跳大渠)，游完泳就
去距离家一公里外的沙漠玩，那
里有烤玉米、胡杨林、刨沙坑，刨
完沙坑自己就向在里面一躺，一
玩就是一下午。

除此之外，在胡金秋 14 岁
前的记忆里，便是帮爸妈干农
活，摘棉花，包香梨，还有他的玩
伴——— 篮球。

在胡家平房外100米的地方
有一个水泥地的篮球场，没有任
何边界线，只有篮筐。在胡金秋
上初中之前，他收到母亲送给他
的生日礼物——— 2 0元的篮球。

“每天就打篮球，也不管走步与
否，上学的时候课间时间不出去
玩，就坐在教室里写作业。当放
学的时候，自己的作业基本就写
完了，就跟小伙伴们打球，基本
能从7点打到10点。”胡金秋说。

“大秋，回家吃饭了！”每到
太阳下山时，水泥地上的篮球场
总会传来胡母的叫喊声。

放弃清华选择广厦

直到2 0 1 1年的一天，来自
4124 . 7公里外杭州的缪寿守打破
了库尔勒小镇的宁静。

广厦男篮的青年教练缪寿
守从朋友的一张照片中看到了
14岁的胡金秋，立即决定买下第
二天的机票赶到新疆。这位浙江
万马队的昔日功勋急奔库尔勒
华山中学，从当地体育老师的口
中了解到了胡金秋：因为身高和
脚长得太快，他的衣服和50码的
鞋子非常难买。缪寿守马上让后
勤负责人当天就往库尔勒运送
适合的鞋子衣服。第二天试训，
胡金秋和另外两个当地的孩子
训练展示了20分钟。“他给我的
第一印象是人很高很瘦，人也很
内向不张扬。”缪寿守第一眼就
确定要了大秋。

第一次穿上耐克鞋的胡金
秋兴奋极了，对缪寿守倍感亲
切。但远到而来的好消息，对于
胡家人却是一次艰难的抉择。

胡金秋在新疆待了14年，连

乌鲁木齐都没有去过，只跟他父
亲回过援疆前的老家重庆。在他
心中一直有一个大学梦，坚信

“知识改变命运”，“我家条件不
是很好，父亲是当兵的，我从团
场出来的。从小老师就给我们说
知识改变命运，要去外面看一
看，去北上广，去东部发达省市。
我妈对我在学习上要求严格，必
须先把学习学好。我的教练是体
育老师，对我的规划是考一个好
的体育院校。”

还在上初二的胡金秋最好
的一次综合成绩是 692 分，全年
级第三。学校甚至已经把他推荐
给清华附中，连新疆俱乐部也派
人接触了胡金秋。去不去广厦青
年队，胡金秋的母亲是缪寿守面
前的一道难关。

了解实际情况的缪寿守做
足了动员，能为胡家做什么，能
给胡金秋提供什么，都说得一清
二楚，希望用诚心打动胡金秋母
子。“我看到你儿子的潜力，能帮
他达到什么高度，能做到的都一
定做到。”缪寿守在胡母面前撂
下了这句话。

缪寿守离开之后，胡金秋母
子先去新疆俱乐部看了三天，接
着去广厦待了三天，最后去了北
京的清华附中，最终觉得广厦最
合适。只因为胡金秋去清华附中
上学的负担重，去广厦能减轻家
里经济上的压力。

在决定前往杭州之前，胡母
与胡金秋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
希望儿子选择之后就不后悔。

“当时觉得自己也大了，应
该出来闯一闯”，胡金秋回忆说。

独自一人闯荡杭城

初中三年，胡金秋每天都会
上9节课，其中两节课用来在校
队训练，并没有实质性接触过专
业的篮球训练。来到广厦，15岁
的胡金秋对于篮球仍没有太强
的基本功概念，上篮和投篮姿势
不标准，于是就对着墙投了一个
多月的篮球。带胡金秋的广厦教
练是鞠海峰，天天教他基础的技
术，先跟比自己小两三岁的球员
一起打球。

“即便打不出来，他在这里
训练四年，凭借运动员一级证也
能上大学。”胡妈非常担心，直至
广厦教练的劝说，只在杭州呆了
5天后离开。最初胡金秋非常念
家，时常在与母亲的话筒里倾诉

苦衷。
2012 年 9 月 30 日，胡金秋

在杭州度过了在家乡外的第一
个中秋节，酒店外的烟火一时间
让他泪流满面。“觉得特别辛酸，
自己单独在外面打拼，没法陪伴
父母特别难受。但自己既然选择
了这条路，就一定要咬着牙坚持
下来。”

缪寿守一直给予胡金秋鼓
励的态度，“他刚来的时候是有
些不适应，但他人很质朴，也很
努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训练
很专注，适应的也很快。我们也
常跟他沟通，心理疏导。”基本功
难比同阶段的小球员，但胡金秋
身上却展露了其他人少有的特
质，每场队内比赛，他都会将教
练的战术和建议熟记于心，“他
对篮球场上的解读能力很高，简
单的说就是球商比较高。”缪寿
守评价说。

三年间，胡金秋从零实现了
大跨步，先是被名宿柳继增看中
选进 U16 国少，前女篮国家队主
帅同样看中的是胡金秋身上的
那股拼劲，于是以赛代练给他灌
输更多的经验。通过在国少、国
青赛场的历练，胡金秋终于踏出
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步——— 在

2015-2016 赛季登陆 CBA。
除了在首个赛季出场 41 场

拿下 5 . 8 分 4 . 7 个篮板之外，胡
金秋拿到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
桶金，他在家乡库尔勒给父母买
了一套房子，把他们从团场接到
了城里，“爸妈生活好很多了，
这是我这几年打球最大的成
就。”对于自己的日常开销，胡
金秋保持着节俭的习惯，和好友
孙铭徽结伴去吃麦当劳，为了省
钱用电子优惠券，选择性价比最
高的套餐，“我吃汉堡他吃薯
条，将几份套餐完美分配。”

“小时候的经历对我是一种
帮助，经历的一些磨难让我的心
智更成熟。那时候所谓的苦难成
就了现在的我”。2017 年 5 月 10
日，胡金秋入选国家男篮集训蓝
队，并最终晋级 12 人名单跟随
杜锋征战在黎巴嫩举行的亚洲
杯。“我妈每次看到我摔跤就哭，
但又为我的每个成功高兴的不
得了，当得知我进国家队的时
候，又高兴地哭了”。

今年胡妈生病做了手术，一
直在家里休养，胡金秋因为国家
队和联赛一直没法陪伴在身边，
如今他有了更大的目标——— 在
杭州买一套房子，想让父母体验
一下大城市的生活。

本土效率值第一人

2017-2018赛季是胡金秋在
广厦的第三个赛季。从升入CBA
的第一天开始，胡金秋的竞技水
平都在稳步提升——— 首个赛季
场均 5 . 8 分 4 . 7 个篮板，第二个
赛季 15 . 6 分 7 . 9 个篮板，第三个
赛季截止 1 4 轮，获得 2 0 . 4 分
10 . 9 个篮板。

胡金秋在近 8 场比赛中全
部砍下 20+，值得一提的是，两大
MVP 热门易建联和小丁在本赛
季还未曾做到。而在联赛前 11
轮里，他用极低的 20 . 81% 球权
使用率，打出 26 . 14 的效率值，更
是排在国内球员的第一位。

胡金秋目前的成就不仅达
到缪寿守 6 年前的预期，甚至比
他想象的还要更好，“这与大秋
的付出有关，他之前做过心脏的
一个小手术，医生要求他半个月
才能去球场活动，结果一个礼拜
他就去球场了。训练上不用督
促，他会主动去训练，有很强的
自律性，他很明白自己想要什
么，比如受伤、感冒发烧，他感觉

好一点后就回来参加训练。很多
时候他晚上会再自己单独加练，
训练后就会回到房间，业余生活
很少。”

谈及联赛前11轮排名第一
的PER值，胡金秋一如既往地谦
逊，在他眼里努力打好每一场比
赛，尽力帮助球队，尽力付出才
是自己想要的表现。“我从国青
U16到U17就是靠自己的积极性
和拼抢去打球，拼命地去抢篮
板。我出道比较晚，没有什么进
攻手段，当时不能运球，一运就
走步”，对于篮板能力，他则将这
一切归功于当年基础差所练就
出来的积极性。

缪寿守非常了解胡金秋在
内线中的能力，“很多的得分都
是二次进攻，失误相对较少，命
中率较高，数据(效率值)就好一
些，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他
每年的进步，特别是前场篮板进
步这么多，与他的积极性是分不
开的。”

对于胡金秋缺乏的三分能
力，缪寿守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他内线的得分手段已经非常全
面，投篮、跟进、空切、面框和背
身，外线的进攻是少一点。他会
投三分，把握性差一点，他只是
选择最有把握的得分手段，他的
性格和特质就是这样，用最有效
的方式帮助球队，他只在乎球队
胜负，不在乎自己的数据。”

对于打法上(缺乏三分)的问
题，胡金秋的回答依旧质朴，“首
个 CBA 赛季碰到更强的内线，
自己就遇到了很大挑战，慢慢增
加了自己的进攻手段，面框进
攻、空切跑动。队内有很多外线
投篮高手，自己没有必要再去投
三分，把球传给有把握的人总比
我去投好，我做好自己擅长的就
好，能给球队最大帮助就行”。

“从来没想过去 NBA”

因为家乡挨近塔里木河，胡
金秋对游泳的喜爱近乎偏执。进
入专业队之后，只要有条件，他
几乎每天都要游一游。说到游泳
和篮球，自然让人想起前NBA马
刺巨星蒂姆·邓肯。在12月6日晚
结束的CBA第12轮后，有媒体爆
料，已经有来自NBA的球探盯上
了这位才20岁的大个子。恰好，
胡金秋的球衣号码也是21号。

“他 (邓肯 )不是我偶像，
NBA看得少。”胡金秋淡淡地说
了一句。“我是一个农村来的孩
子，小时候也从来没有想过去
NBA，就算到了广厦一队，到现
在也没想过。一切顺其自然吧，
等我能力提高了，真要面对的时
候再考虑。”

在CBA度过了两个多赛季之
后，20岁的胡金秋对于NBA显然
还没提起太多的兴趣：“上学的时
候没有时间看球，新疆那边有时
差。放学就7点多了，回家吃饭再
完成作业，就已经9点多了。当时
我只知道有新疆广汇队，也不知
道球队都有谁，现在很少看NBA，
最多关注总决赛。”对于未来目
标，胡金秋的态度一直很明确，只
说：“希望能健健康康打完本赛
季，为广厦取得最好的成绩。”

尽管已经成为和阿联小丁
齐名的优秀球员，这位来自库尔
勒的20岁少年的想法依旧质朴：
我没有其他的想法，就想着打好
自己的篮球，让爸妈生活得更好
一点…… 网易

胡金秋本赛季场均得分超过 20 分。 记者 郭建政 摄

从从新新疆疆种种棉棉娃娃
到到 CCBBAA 效效率率第第一一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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