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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皇生涯六项
难以打破纪录

詹姆斯的职业生涯，15年
如一日的维持在高水平上。缔
造了无数旷古烁今的纪录。其
中有些纪录不仅“前无古人”，
而且很可能“后无来者”。

季后赛总得分
这项纪录是詹姆斯在2016

-2017赛季的东部决赛中完成
的，当时是骑士对阵凯尔特人
的第五场比赛，詹姆斯面对老
对手时砍下35分，从而在季后
赛总得分榜上完成对乔丹的
超越。目前，詹姆斯季后赛总
得分已经达到6163分，乔丹以
5 9 8 7分排在第二，贾巴尔以
5762分排在第三，科比、奥尼
尔、邓肯、马龙、韦斯特、帕克
和伯德分列4-10位。以詹姆斯
的状态再进几次季后赛相信
没什么难度，因此这项纪录将
会继续被刷新。

季后赛总抢断
詹姆斯目前季后赛总抢

断数为389次，在季后赛总抢
断排行榜上位列第二，距离历
史第一的皮蓬相差6次，极有
可能在本赛季的季后赛超越
皮蓬成为季后赛抢断王。现役
第二的吉诺比利比詹姆斯少
了接近100个抢断，这个纪录
应该会尘封很久。

NBA一阵次数
目前，在NBA最佳阵容一

阵入选次数上，詹姆斯、科比
和马龙以11次并列第一，本赛
季詹姆斯有很大的机会入选
一阵，如此以来詹姆斯就能以
12次1阵超越科比和马龙排在
历史第一。一旦在未来几个赛
季詹姆斯再次入选一阵，他将
把这个纪录继续扩大。

月最佳次数
目前詹姆斯月最佳次数

是36次，超过了科比的17次和
乔丹的16次，简直是以碾压性
的优势排名第一。以詹姆斯的
职业生涯长度，这个记录恐怕
是无人能破。即使考虑到乔丹
打球时期NBA月最佳球员不
分东西部的因素，把乔丹的16
次*2也不敌詹姆斯的36次。

总决赛5项数据第一
NBA历史上唯一一位单

次总决赛场均得分、篮板、助
攻、抢断、盖帽五项数据全部
排名两队第一。詹姆斯在2015-
2016赛季的总决赛完成这一壮
举，成为NBA历史上又一个难
以被打破的纪录。

MVP前10次数
如果以常规赛MVP次数

来衡量球员的伟大，这对于很
多球员来说并不公平，尤其是
詹姆斯这种在MVP评选中因
审美疲劳被评委忽视的球员。
在罗斯成为MVP的那个赛季，
詹姆斯的表现就优于罗斯。不
过在MVP前10的入选次数中，
詹姆斯已经以14次成为第一。
今年詹姆斯如果再次进入
MVP榜前十，那么詹姆斯将15
次进入MVP前十的榜单，这项
极为考验球员稳定性的纪录
也将很难被打破。 综合

连续14赛季得分25+

自从NBA成立以来，一共产生了7位(詹
姆斯即将达成)三万分先生，按照常规赛总得
分排列分别是贾巴尔、马龙、科比、乔丹、张
伯伦、诺维茨基和詹姆斯。

从达成三万分的场次来看，张伯伦和乔
丹两人最快，分别用了941场和960场；贾巴尔
( 1101场 )、詹姆斯 (预计1105场左右 )、马龙
(1152)和科比(1180)四人达成场次较为接近；
而诺维茨基是7人之中所用场次最多的球
员，高达1377场。

从达成三万分的年龄来看，乔丹以38 . 9
岁的高龄位居第一，不过这与乔帮主中途两
次退役有很大关系；诺维茨基在38 . 7岁的年龄
达成三万分；贾巴尔和马龙两人分别在36 . 6岁
和36 . 5岁的年龄达成这一成就；张伯伦则是在
35 . 6岁的年纪得到三万分，是当时最年轻的三
万分先生；科比在2012-2013赛季以34 . 3岁的年
龄打破张伯伦保持的纪录；不过詹姆斯很快便
会以33 .1岁的年龄再次更新这一纪录。

从职业生涯场均得分来看，诺维茨基场
均21 . 4分排名最低，詹姆斯场均得分27 . 1分
仅次于乔丹和张伯伦两人。不过从职业生涯
单赛季场均得分轨迹来看，詹姆斯无疑是7
人中最稳定的一个，这一点从折线图便可以
看出来。7人中，贾巴尔、马龙、科比、张伯伦
和诺维茨基皆有个别赛季的得分低于20，其
中马龙、科比和诺维茨基在生涯前期得分较
低，贾巴尔、张伯伦则是生涯后期得分下滑。

乔丹和詹姆斯两人相比，乔丹场均得分高于
詹姆斯，不过从折线图的对比上看，詹姆斯
要比乔丹更加稳定。

本赛季是詹姆斯的第15个赛季，除去新
秀赛季的20 . 9分，詹姆斯在其余14个赛季的
场均得分均达到了25+，这是乔丹也没有达
成的纪录。假如詹姆斯继续保持这样的稳定
性，即使考虑到状态下滑等因素，詹姆斯也
很有可能追赶贾巴尔。

三秒区得分高达37 . 8%

在7名三万分先生当中，詹姆斯尽管是
外线球员，但他却是十足的“内线杀手”。

詹姆斯职业生涯共出手了21590次，其
中在三秒区位置出手高达7749次，得到11300
分，三秒区的得分占到总得分的37 . 8%。从出
手数和命中数来看，詹姆斯三秒区的出手和
命中仅次于罚球线。不过詹姆斯三秒区的得
分在所有位置中占比最高，超过了总得分的
三分之一。进一步讲，詹姆斯高达8995次的
罚球线出手其实大部分都是他在三秒区里
造杀伤的结果，也就是说詹姆斯有6成的得
分来自于内线。

最近几个赛季以来，詹姆斯的远投命中
率有所提升，不过他最大的威胁还是在靠近
篮筐的三秒区里。与其他内线球员不同的
是，詹姆斯的内线威胁源自于他从外线突破
到内线，并非是中锋式的内线接球强打。

超越科比只需2个赛季

截至目前，詹姆斯职业生涯场均可以砍
下27 . 1分，本赛季詹姆斯的场均得分正好也
是27 . 1分。如果按照这个得分效率，詹姆斯
超越身前6人(诺维茨基尚未退役，本赛季场
均得分11 . 3)所需的场次分别是59/55/88/138
/258/312。

本赛季常规赛还剩下40场，而詹姆斯平
均每赛季可以出战76场左右，也就是说下赛
季詹姆斯便可以在总得分榜上超越诺维茨
基、张伯伦和乔丹三人，超越科比需要到
2019-2020赛季，而超越马龙和贾巴尔则分别
需要3个赛季和4个赛季。

假设詹姆斯的场均得25分，下赛季超越
诺维茨基、张伯伦和乔丹依旧没有问题，超
越科比仍要等到2019-2020赛季，超越马龙和
贾巴尔则至少需要4个赛季。假设詹姆斯的
场均得23分，下赛季詹姆斯依旧可以完成对
诺维茨基、张伯伦和乔丹三人的超越，超越
科比仍然是2019-2020赛季，至于超越马龙和
贾巴尔需要4-5个赛季。如果詹姆斯场均得
分为20分，那么他超越贾巴尔成为总得分历
史第一人则需要至少再打6个赛季。

无论詹姆斯能否超越贾巴尔，下赛季他
都能超越乔丹，而超越科比也只需2个赛季。

杜兰特难以超越詹姆斯

杜兰特凭借其得分天赋曾经四度夺得
NBA单赛季的得分王，他的得分能力比詹
姆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杜兰特与詹姆
斯相比有一个最大的劣势，那就是杜兰特
加盟NBA的年龄比詹姆斯大了1岁。因此，
当两人以相同的轨迹成长为巨星时，詹姆
斯成为了“史上最年轻”，杜兰特只能屈居

“史上第二年轻”。
无论是在1000分、5000分、10000分还是

20000分的里程碑中，杜兰特只有在完成生
涯1000分里程碑中所用的场次比詹姆斯
少，其余的里程碑，杜兰特在年龄、场次上
都处于劣势。就在杜兰特刚达成的两万分
纪录中，詹姆斯已经在年龄上领先了杜兰
特1岁之多。更可怕的是，詹姆斯在33岁“高
龄”的时候场均得分竟然高于29岁的杜兰
特。这种差距使得杜兰特在接下来的时间
里想在得分榜超越詹姆斯成为了一种不可
能的事件。

詹姆斯以“全能球员”的身份在得分领
域取得如此大成就同时，现在NBA还有一
个杜兰特在追赶着詹姆斯，而等杜兰特放
慢了追赶的脚步，詹姆斯在得分上所留下
的纪录将会成为NBA后人仰望的存在。

球员 落后 27 . 1分 25分 23分 20分

诺天王 875 59 69 75 113

张伯伦 1492 55 60 65 75

乔丹 2365 88 95 103 119

科比 3716 138 149 162 186

马龙 7001 258 280 305 350

贾巴尔 8460 312 339 368 423

詹姆斯超越其他球员所需场次

□记者 魏露

近日，杜兰特
以29岁103天的年龄
成为NBA史上第二
年轻的常规赛两万
分先生，紧紧追随
着詹姆斯的脚步。
不过詹姆斯有望在
近两场以 33 岁的年
龄超越科比成为史
上最年轻的三万分
先生。如果詹姆斯
按照目前的状态，
那么他很可能在 88
场比赛之后从得分
榜上超越乔丹。

排名 球员 得分
1 贾巴尔 38387
2 马龙 36928
3 科比 33643
4 乔丹 32292
5 张伯伦 31419
6 诺维茨基 30802
7 詹姆斯 29959
8 奥尼尔 28596
9 马龙 27409
10 海耶斯 27313

常规赛总得分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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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即将将成成为为NNBBAA最最年年轻轻三三万万分分先先生生

詹詹皇皇得得分分六六成成来来自自内内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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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篮位置 出手/命中 命中率 得分

三秒区 7749/5665 73 . 2% 11300

近距离 2546/1107 42 . 6% 2214

中距离 2214/775 36 . 6% 1550

远距离 4649/1771 38 . 5% 3542

三分线 4503/1546 34 . 3% 4638

罚球线 8995/6663 74 . 1% 6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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