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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3年，收到邓亚萍签名球拍
江夏退休老人17年搜集140只乒乓球世界冠军签名球拍
见习记者张奔设
从庄则栋、邓亚萍、张继科、马龙到外
国的柳承敏、波尔，江夏区72岁的退休老
人曹兴胜用17年时间收集了113位 （含8
位外籍）乒乓球世界冠军的140只签名球
拍，有不少冠军多次为他签名。 为收集这
些球拍，他写了200余封信件，打了600多
个电话， 信件和电话跨越13个省市自治
区。他的愿望是集齐所有中国乒乓球世界
冠军的签名球拍之后办一场展览。

55岁想收藏冠军签名球拍
日前，记者在江夏收藏协会见到了曹
兴胜，他从一个黑色的包中小心翼翼地拿
出了一本册子、6只球拍以及一些他和世
界冠军的合影。 翻开册子，记者看到里面
详细记录了他得到签名的每个运动员夺
冠的次数和他收藏球拍的时间等信息。 6
只球拍上分别有1991年世乒赛女双冠军
高军、2010年世乒赛团体赛冠军孙蓓蓓
等的签名， 其中两只是今年3月新搜集到
的新科世界冠军王曼昱和陈幸同的。照片
中，有曹兴胜和中国首位女世界冠军邱钟
惠的合影，也有他和七获世界冠军的刘伟
打球的场景。
曹兴胜说， 他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球，
工作后一直保持着这个爱好。 2001年，中
国申奥成功， 那年55岁的他正面临退休，
申奥成功的消息振奋了国人，曹兴胜也萌
生了收藏乒乓冠军签名球拍的想法。 他
说：“我根据世界乒联的标准，只有获得世
乒赛、世界杯、奥运会的冠军才算是世界
冠军。 根据相关资料，我统计了一下，截至
目前中国一共有114名乒乓球世界冠军。”
心动不如行动。 曹兴胜很快给冠军们
写信寄去签名球拍， 并附上回寄的邮资，

但邮资经常会一分不少地被退回。在给香
港的惠钧、李惠芬夫妇写信时，他随信寄
去了100元邮资，但签名拍寄回来，100元
钱也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有的冠军除了
签名还会给他“礼赠”，庄则栋就曾经在球
拍上给他题词“球中风骨、术里情操”。
以前他住在江夏时专门用一个房间
收藏球拍。 闲来无事时，他就把球拍拿出
来欣赏。 去年，曹兴胜赴京和儿女一起生
活，担心球拍没人照顾容易放坏，用一口
大箱子把球拍随身带到了北京，装球拍的
箱子比他自己的衣物箱还大。

等3年收到邓亚萍签名球拍
2007年，曹兴胜给邓亚萍的丈夫、同
为世界冠军的林志刚写了一封信，并寄出
两只球拍，希望可以同时获得邓亚萍夫妇
的签名。但回信寄来的两只都是林志刚签
名的球拍。
两年后， 他直接给邓亚萍写了一封
信，信寄出后一直没有回音。 转眼到了当
年年底，一天晚上曹兴胜看电视时，正好
在播放介绍邓亚萍专著《从小脚女人到奥
运会冠军》的访谈节目，看完后他心情久
久不能平复，连夜又给邓亚萍写了一封情
真意挚的信。 第二天，他在信中附上球拍
和签字笔寄给了邓亚萍。
没过多久他收到了邓亚萍的秘书打
来的电话，询问回寄的地址。“当时我简直
欣喜若狂。”让他更惊喜的是，邓亚萍回寄
的签名球拍不是他寄去的那只，而是邓亚
萍自己的一只深红色的球拍，还附赠了两
个橙黄色的乒乓球。“拿到球拍后我把球
拍翻过来看过去，看了好久，近3年的等候
终于有了回应，心情难以言表。 ”他说。

曹兴胜与乒乓球世界冠军童玲

图片由曹兴胜本人提供

打几十次电话才得见邱钟惠
2010年，中国乒乓球108将集训50周
年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曹兴胜得知消息
后便赶到了北京， 希望能借机见到这些
“老冠军”。 他的运气不错，见到了自己多
年的偶像梁戈亮， 还见到曾培养了邓亚
萍、 焦志敏等一批世界冠军的张燮林等，
但唯独中国首位女子世界冠军、当时已经
75 岁 的 邱 钟 惠 一 直 联 系 不 上 ， 她 曾 于
1961年获得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
子单打冠军。 为了见邱钟惠，他还专门请
一位书法名家写了“凤冠九州”四字并装
裱好想送给她。
“我当时有她的电话，但打了几十次
都没接通。 ”曹兴胜说，后来他转换思路，
打电话给邱钟惠的公司，最终获得同意次
日早上9时在公司见面。 当晚曹兴胜兴奋
得一夜没睡着， 次日一早8点钟就赶到邱
钟惠的公司门口等候。 见到邱钟惠，曹兴
胜非常激动，他拿出“凤冠九州”的书法，
邱钟惠看后很喜欢，马上让人把这幅字挂
在办公室的墙上。 那天两人聊了很久，邱
钟惠为曹兴胜在球拍上签名留念。

希望举办一场专场展览
曹兴胜收藏冠军球拍的事儿慢慢传

了出去， 一些体育爱好者也慕名而来。
2009年， 一个同样热爱乒乓球的房地产
开发商， 通过多个熟人辗转找到了曹兴
胜，提出以一百万元的价格收购他的全部
签名球拍。
曹兴胜回忆，当时这个开发商腋下夹
了一个鼓鼓的皮包，言辞诚恳，希望立刻
买下所有球拍。
但任凭这位老板如何争取和请求，曹
兴胜丝毫没有动心。他说：“乒乓球是我多
年的爱好，它们对我来说不仅仅只是一只
球拍，我要传承国球的精神，这不是金钱
能够衡量的。 ”
2001年起， 曹兴胜就订阅乒乓球相
关杂志。 2003年，他花6000多元买了台电
脑，让孙子帮他查询运动员的信息，他还
关注着电视上的每一场比赛。收集来的每
个运动员信息他都用信笺纸整整齐齐地
记录下来并不断地更新，这些信息他抄写
了厚厚的一叠。
曹兴胜介绍， 目前他还差9名中国乒
乓球世界冠军的签名球拍没收集齐，其中
有4人在他收集球拍之前已离世，还有5人
已定居海外，无法联系上。“我希望在有生
之年举办一场专场展览，我也正在考虑以
后可以把这些球拍捐给乒乓球博物馆，让
更多人看到这些球拍背后的国球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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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产业升级基金紧抓“三新”机遇
近期， 国家统计局公布宏观经济数
据 ，2018 年 上 半 年 我 国 GDP 同 比 增 长
6.8%，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
展态势。 其中，新动能快速增长成为突出
亮点，代表技术进步、转型升级的相关产
业和产品增长较快，技术创新推动工业结

构优化，服务业成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正
在发行中的华夏产业升级基金聚焦中国
产业升级大趋势下新技术、新模式、新环
境带来的红利，前瞻布局处在基本面拐点
但被低估的优质企业，力争为投资者创造
长期稳健的回报。

工银瑞信养老目标日期2035获批
证监会最新公告信息显示，备受市场
瞩目的首批公募养老目标基金8月6日“靴
子”落地！ 养老金资产管理行业领先者工
银瑞信再次拔得头筹，其重磅打造的工银
瑞信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
型基金中基金成为首批14只养老目标基
金之一。

据介绍，养老目标日期基金精准定位
于目标退休日期的人群，为投资者提供了
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专家建议，投资者应选择适合自己的
产品。 同时，应该选择综合实力强大、在养
老金管理领域有专业管理团队和丰富经
验积累的基金公司。

市场跌哭了
最近一周外部因素导致市场再次
出现调整， 适当配置些债基来对冲股
票资产风险或许是较好的选择。 其中
的佼佼者凭借出色的管理能力获得了
还不错的收益，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
券基金（AB类代码：121012，C类代码
128112） 过 去 一 周 净 值 增 长 率 为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须谨慎

让债基给点安慰
0.07%，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为6.90%。
据了解，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为一
只二级债基， 至少80%以上的资产必
须投资于债券， 可投资股票的资产比
例是0%到20%。 股市行情不好时，可
以在股票上零投资，股市牛市来临，股
票占比也能提升至20%。

长信基金财富号上线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
你
不理财，财不理你”的观念逐渐深入人
心。 作为老牌基金公司之一，长信基金
牵手蚂蚁财富， 打造“长信基金财富
号”， 借助蚂蚁金服先进的TechFin及
AI（人工智能）技术平台，一站式帮助

投资者解决投资的
“
疑难杂症”。长信基
金与蚂蚁财富强强联手， 优化理财体
验，致力于打造更加专业、个性化、能帮
助客户真正赚到钱的理财平台。投资者
可以通过支付宝或蚂蚁财富APP，搜索
“
长信基金财富号”点击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