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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0日，CBA总决赛首战，广厦对阵辽
宁。比赛现场，广厦队核心球员胡金秋和赵岩
昊虽无缘总决赛，但广厦队将两人的球衣放在
了替补席最前列，仿佛这一刻他们就坐在替补
席上，为场上拼搏的兄弟们呐喊助威。
正在住院治疗的胡金秋，连在屏幕前看比

赛直播都不行。据媒体报道，胡金秋刚住院
时，想抽空看一下半决赛第三场，结果心率瞬
间就上去了，医护人员随即不再让他看比赛直
播。
此外，不少广厦男篮球员的鞋子上都写着

“大秋，加油！”等字样或者“21”“25”（胡金秋和
赵岩昊两人的球衣号码）两组数字。央视直播
画面中，镜头不时会给这些特别的球鞋来一个
大大的特写，展现广厦队员的凝聚力。
不仅仅是球员团结在一起，广厦球迷也用

实际行动力挺球队。由于疫情影响，球迷们无
法入场观赛。但他们不仅事先录制了加油视
频，南昌当地的广厦球迷还前往南昌国际体育
中心门口，挥舞着广厦男篮的充气棒，为广厦
男篮呐喊助威。
总决赛期间，广厦其他年轻球员如吴骁、

姜文、赵嘉义、纪卓、李金效等人都获得了一定
的上场时间，大家一起为共同的目标努力拼
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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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月 22日，王博正式担任广厦队主教
练。如今，整整 15个月过去了，王博带领广厦队时
隔 4年再次挺进总决赛，其本人还荣膺本赛季常规
赛最佳教练员。常规赛期间，他带领广厦队获得 31
胜7负的战绩，并以81.6%的胜率排名第二。
球队名次提升的同时，王博自己也在不断成

长。作为年轻教练，他会在每场比赛前花很多时间
做好预案，并写在纸上，装在兜里。比赛时，他会时
不时地拿出来看看，提醒自己，更好地应对场上情
况。
在接受采访时，王博说：“这个赛季，我觉得自己

在一些硬仗或是关键时刻能够更加稳定下来。不是
光着急，而是尽快想解决办法。我希望自己能够成
为球队的主心骨。如果我不乱的话，球员们在场上
也会更稳。”
这个赛季，王博在执教时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包

括年轻球员的成长以及部分主力球员的适应与调
整。性格平和、执教风格很儒雅的王博，很少在场边
面红耳赤地大声斥责球员，他会给年轻球员更多成
长空间，即便犯错，也不会太有压力。但同时，他也
有严厉的一面，比赛打完，针对球队出现的问题，包
括明显失误，他会比较严厉地指出来。“这不能拖
延。”王博说。
经过王博的调教，像朱俊龙、赵嘉仁、许钟豪等

年轻球员都在这个赛季获得了快速成长。

4月 17日，浙江广厦男篮在社交媒
体上发布视频，为刚刚做完手术的胡金
秋送上祝福。视频中透露了胡金秋作为
队长的暖心一幕，令广大球迷动容！
胡金秋在球队赛前训练结束后，仍
心系球队，尽好自己作为队长的职
责，照常在群聊里提醒队友们比赛
要穿的球衣和护具颜色。网友直
言：“被胡金秋整破防了。”

在广厦队与上海队半决赛第
二回合较量中，胡金秋在拼抢篮
板时被上海队外援富兰克林向
后倾倒侧撞到左侧肋部，赛后
被诊断为脾脏破裂、脾脏出
血，需要立即手术。4月 16
日凌晨，胡金秋脾脏缝合手
术顺利完成。据医院医务
人员透露，手术前胡金秋
还在关心能不能为国效
力，会不会影响九月份
杭州亚运会比赛。
此前的四场季后

赛中，胡金秋场均 19分
6.5个篮板 1.5次助攻，
堪称广厦队四连胜的最大
功臣之一。

4月 17日，CBA季后赛半决赛第三场比赛中，
孙铭徽出战 44分 03秒，得到 45分 7篮板，帮助球队
一举挺进总决赛。45分的得分也追平广厦队史季
后赛单场本土球员得分纪录。
“孙铭徽太强了”瞬间冲上热搜，“孤勇者”“脱

帽致敬”“太硬气了”……社交媒体上，广大球迷纷
纷盛赞孙铭徽的表现。
在接受采访时，孙铭徽表示，希望尽自己最大

可能去帮助球队取得最好的成绩，承担起更大的责
任。“我希望能带着胡金秋、赵岩昊两个兄弟的力量
去打总决赛。我知道与辽宁队有差距，但现在就是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竭尽全力，不留遗憾。我想这
也是我们全队的目标。”

虽然两名主力缺席，但广厦球员依旧敢打敢拼，不甘放弃。 ——《人民日报》

残阵出战，广厦将士已拼到极限。广厦年轻队员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让大家见证了年轻的力量。 ——新华社

尽管结果在很多球迷的预料之中，但广厦队在场上表现出的斗志值得称道。
——《中国体育报》

今天我们一起见证了这位铁血战士（孙铭徽）的钢铁意志与无畏勇气！
——国际篮联

尽管总决赛输了，但广厦年轻人的表现可圈可点。 ——《杭州日报》

拼过就是胜利，大家再接再厉！
——智楠

真的超棒了！对年轻球员是很好的成
长机会，对年轻教练也是积累经验的机会，
看到一场比一场好，每次都有意想不到的变
化，每场都有年轻队员站出来，真的让人对
广厦这支队伍有无限期待。 ——miss_yjt

在我们心中广厦就是冠军！
——鲁胖子

赵岩昊、大秋，等你们王者归来！加油
广厦！ ——痞子轩

不管你们打得怎么样，拿出全力去拼，
这就够了。 ——Zoe198602好孩子

看到了大家不抛弃不放弃，更爱广厦
了！广厦加油！ ——源凯千莫

就算残阵也要拼到最后一颗子弹，体育
的魅力就是永不放弃！ ——猛狮球迷

轮换严重不足的广厦球员只能边休息，
边充电，边冲锋！向你们致敬！

——清风明月

球迷寄语

4月19日，广厦队公布了赵岩昊的伤情，他被
确诊为“局灶性脑挫伤伴颅内出血脑外伤综合症”，
预计住院两周，两周之内如未全面恢复，则需要3
个月至半年。

多次入选国家队的赵岩昊是浙江广厦队的主
力之一。在本赛季常规赛期间，赵岩昊场均16.9
分3.1次助攻2.7个篮板，连续4个赛季场均得分
上双。

在胡金秋和赵岩昊双双受伤无缘总决赛的情
况下，广厦队球员表示，将在总决赛中，带着他们的
那份力量，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首次亮相总决赛赛场的朱俊龙、赵嘉仁和许
钟豪都有突出表现。尤其是赵嘉仁，在总决赛
第一场比赛中上半场投篮5中5，三分1中
1，得到11分2篮板1抢断，帮助广厦紧紧
咬住比分。

总决赛第二场，许可表现亮眼。他
第一节出战9分55秒，投篮5中4，三分
4中3，得到11分2抢断。而此前一直
作为替补的许钟豪，总决赛期间基本每
场都要出战40分钟以上，在攻守两端贡
献力量。总决赛第三场，许钟豪拿到全队
最高的12分。

4月26日，2021—2022赛季CBA总决赛正式落下帷幕，
广厦队不敌辽宁队，最终收获总决赛亚军，这也是队史第二个总
决赛亚军。

时隔四年，再次敲开了CBA总决赛的大门，对于广厦队来
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在半决赛对阵上海队时，广厦队
胡金秋、赵岩昊两大主力先后受伤，无缘总决赛。“带着兄弟们的
力量拼下去”，广厦队悲壮地踏上了总决赛的征程。

面对实力上的差距，广厦在总决赛期间展现出一支年轻队
伍的血性和韧劲。孙铭徽在总决赛第二场比赛中被顶到腿部，
虽然受伤部位肿痛但他仍然坚持带伤出战，并在每一个回合都
拼尽全力。“在场上打多久就拼多久，不想去放
弃比赛，我觉得这是一个职业运动员的精神。”
孙铭徽说。

球队年轻球员朱俊龙、赵嘉仁、许钟豪在比
赛中勇往直前，顽强拼搏，逐渐崭露头角；许可、
纪卓、吴骁等年轻小将也丝毫不怯阵，各自有过
抢眼的表现。“球队比较困难，但球员没有放弃，
每个上场的年轻球员都非常拼，这一点是非常
难能可贵的。”主教练王博说。他还表示，希望队中的年轻球员
在经历总决赛的洗礼后能够更快地成长。

“拼过就是胜利”，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广厦队的年轻球员不
必沮丧，把这次的遗憾化作下一次前行的动力，等胡金秋和赵岩
昊恢复健康、“王者”归来，广厦队仍然拥有光明的未来。期待广
厦队再接再厉，继续向前拼，在梦想的舞台绽放更大的光彩。

（本报记者 班艳民）

“带着兄弟的力量拼下去”

“孙铭徽太硬气了！”

“被胡金秋整破防了！”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球队的主
心骨。”

媒体聚焦

拼，在梦想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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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在比赛中扣篮琼斯在比赛中扣篮。。 奥卡福在比赛中投篮。

朱俊龙庆祝进球。

赵嘉义在比赛中投篮。 赵岩昊在比赛中投篮。

2021-2022赛季广厦篮球俱乐部教练组与球员合影。

广厦队主教练王博在场上指挥。

姜文出场总决赛。

赵嘉仁在比赛中投篮。

许钟豪在比赛中扣篮。

吴骁出场总决赛。

许可在比赛中投篮。

纪卓在比赛中投篮。

赛场花絮



杭州建工在建项目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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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厦全国在建工程项目分布图

当春风吹走了寒冬的凛冽，生命的繁花如
约绽放。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我们向每
一个逐梦奔跑、拼搏奋进的广厦人致敬，向每一
个风雨兼程、笃定前行的建设者致敬！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广厦在全国各地有

1000多个工程项目正在施工。从北国山麓到
南海之滨，从西部高原到东方沃野，到处都有广
厦人忙碌的身影和拼搏的风采。他们迎难而
上，敬业奉献，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利影响，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以奋斗之姿镌刻劳动荣光，
也为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广厦力量。
回望今年以来的工作，奋斗成为广厦改革

发展、破浪前行的主旋律。面对疫情防控和企
业稳健发展的大考，集团上下积极作为、担当奋
进。一季度，广厦建筑业产值同比增长24.34%，
新承接业务量同比增长54.83%。正是因为大家

的拼搏奋斗，我们才拥有喜人的成绩和改变；也
正是因为大家的拼搏奋斗，我们更加坚定书写
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追逐

梦想的征程中，总会遇到各种艰难曲折，但只要
向阳而行、努力拼搏,就没有迈不过的坎、越不
过的山。现阶段，集团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
期，更容不得任何停留、迟疑、观望甚至“躺平”，
更需要始终保持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更需
要发扬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和忠诚敬业、砥砺
前行的新时代“广厦精神”，以拼搏赓续传统，以
奋斗开创明天。
逐梦路上，奋斗有我。在广厦创业发展进

程中，每个广厦人都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主人
翁。即使岗位平凡抑或力量有限，但无论如何，
立足本职、兴企强企的志向不可缺失，岗位建

功、追求卓越的本色不能忘却，敢拼敢搏、敢为
人先的气魄不能丢弃。在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
面前，每一个精诚团结、矢志奋斗、攻坚克难的
员工都是广厦的英雄。
发展时不我待，奋进只争朝夕。朝着既定

的目标迈进，全体广厦人正在努力。此时此刻，
就有很多员工在坚守岗位、在辛勤工作、在克难
攻坚，也有不少员工志愿者正奋战在抗疫一线，
向他们道一声辛苦和珍重。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我们要奋楫

击舟、接续拼搏，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从严从实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全力以赴抓安全保质量促生产，
以奋斗之姿镌刻新的劳动荣光，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班艳民）

以奋斗之姿镌刻劳动荣光

www.guangsh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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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凯市政在建项目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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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厦建设在建项目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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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路桥在建项目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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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园林在建项目区域分布

浙江：

安徽：

江苏：

广东：

江西：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79%

90%

2.6%

2.6%

2.6%

13%

广厦水电在建项目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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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三建在建项目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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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号：GS（2019）1831号
地图来源：自然资源部
●杭州建工在建项目
●东阳三建在建项目
●陕西路桥在建项目
●广厦建设在建项目
●明凯市政在建项目
●古建园林在建项目
●广厦水电在建项目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飞行区场道工程

福建顺昌浙商(中国)出口家具产业园EPC总承包项目

肇庆国际科创中心

宝龙龙湖体育运动公园建设及宝龙区道路提升改造项目

翠湖香山国际花园地块中式古典景观工程

温州生命健康医学研创中心建设工程

浙江省东阳市天宫寺重建工程

郑惠民烈士故居修缮工程

广厦鸿福花园项目

古子城垣建设与展示及老六中基础设
施建设（EPC）项目工程总承包项目

北京亦庄雅居乐项目土建及水电安装总承包工程

海南清水湾住宅项目

文昌国际航天城（一期）工程

腾冲两江口一期项目

勐腊县象明乡、象仑乡农村公路改造工程

中海和平之门项目

广厦·绿园二期工程

杨高中路改建工程

沪亭北路管道改建工程

鄯善GOX3800项目

和田空港智慧物流
园建设EPC项目

昌吉现代畜牧业产业园项目

星海时代广场项目

天津云悦华邸项目

鼓楼区河西公共服务中心项目

明凯—雍廷半岛项目

雅安至叶城高速公路拉萨至日喀则机场段项目

西藏S303线康玉至多吉段工程

哈尔滨至肇源高速公路土建工程

国道京抚公路双三(王岗镇)段改扩建工程

内蒙古大查高速公路项目

新疆铁门关市辣椒
深加工厂项目

嵊泗县小平头至乌贼枪矶公路工程

玛纳斯工厂无菌线平台及其配套改造工程

图例

注：1.以上数据截至2022年4月。
2.图中四个发散区域代表广厦在杭州、上海、西

安、东阳的四个建筑业核心基地。

杭州建工在杭州有178
个在建工程项目

东阳三建、广厦建设、古建园林、
明凯市政、广厦水电在金华有
68个在建工程项目

陕西路桥在西安有51
个在建工程项目

安顺市西秀区城市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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