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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替补席
有哪些故事

丁丁文文迪迪偷偷吃吃被被拍拍 威威少少一一人人占占俩俩座座

NNBBAA板板凳凳席席也也有有““潜潜规规则则””
替补偷吃被“偷拍”

替补席球员们的反应一向
是NBA场边的一道风景。当场上
球员大力暴扣后，替补球员们会
激动地跳起来；当场上比较无聊
时，替补席的球员们也会一起玩
玩游戏；甚至有替补席的球员会
站起来，代替主教练朝着场内大
吼大叫。

24岁的丁文迪在自己职业生
涯的前两年，大部分夜晚都是这
样坐在板凳席上。在丁文迪职业
生涯第二个赛季的一个11月的夜
晚，转播镜头跟随着丁文迪的队
友德拉蒙德下场，庄神一路走到
丁文迪身边坐下。

丁文迪当时完全没有意识
到镜头正在对准自己，他手上拿
着一个饮料杯子，然后他用右手
的拇指和食指迅速从里面拉开
了一根巧克力棒的包装，迅速的
咬了一口。当时他的眼睛一直在
整个球场上四处扫动，不安得如
同是一个干了坏事想要躲开父
母目光的孩子。

庄神靠过去悄悄地和丁文
迪说：“哥们儿，(摄像机)红灯亮
着呢。”丁文迪这才意识到自己
被拍了，他赶紧抓住巧克力棒，
将身子弯下去想要遮盖这一切。
但是一切都太晚了。

詹姆斯饿了也偷吃

如今的丁文迪，已经代表篮
网队场均登场2 8 . 2分钟，拿到
13 . 2分。在谈到前面的那次意外
时，丁文迪表示：“有些时候，板
凳球员会感到很饿，这不是什么
太糟糕的事情。但是那天刚好是
万圣节，然后我就成为了GIF的
主人翁。”

事实上，丁文迪并不是唯一
的一名用饮料杯来掩盖食物的
球员。根据现在效力于热火的中
锋奥利尼克表示，杰拉德·格林
就曾经将彩虹糖藏在饮料杯里。

奥利尼克还透露，格林在板凳席
上喝的咖啡要放“12份的奶和12
份的糖”。

骑士的前锋钱宁·弗莱也透
露，他看到过一名队友(好吧，弗
莱并不想说他的名字)在板凳席
后面偷偷摸摸吃了一个全餐。哪
怕是NBA中的超级巨星，他们每
场比赛也要在板凳席上坐上大
约30分钟的时间。在2017年10月
份的一场季前赛中，詹姆斯也被
摄像机拍到正从一个纸杯里往
外拿爆米花。

当然，丁文迪也说到了其中
的关键，那就是尽量不要被摄像
机发现。其实这就是NBA板凳席
上的不成文规则，这里有着一套
远离聚光灯的独特生态系统，也
有着自己严格的规定。

板凳席也分座次表

在NBA的板凳席，替补队员
在“偷吃”的同时还要遵守相应
的“江湖规矩”，否则连偷吃的机
会可能都会失去。

麦克德莫特在上赛季从公
牛被交易到雷霆之后不久，他就
收到了一名队友的警告，警告内
容就是关于替补席“座次”的问
题，不过他已经不记得这个人是
谁。本赛季已经加盟尼克斯的麦
克德莫特回忆说：“他们告诉我
不要坐在板凳席的最后面，那是
韦斯特布鲁克的位置，他有两个
固定的位置。不少时候他下场时
火气都很大，所以队友们希望给
他留点空间。”

当然，这样的板凳席规则并
不适用于韦少这个级别的球员。
每支球队的板凳席都有两排皮
质的座椅，第一排座位至少需要
有13个位置。第二排座位则是为
助理教练和球队工作人员所准
备的，至少需要有6个座位。球队
内的新秀一般坐在距离教练最

近的位置，也就是最靠近中场的
位置。板凳席的末端一般留给替
补球员和老将，最后一个座位通
常是最受欢迎的座位。

奥利尼克称：“一般来说每
个人在赛季开始时就选好了自
己的位置，不过最后一个座位肯
定是最受欢迎的，而球队的老大
往往坐在那个位置。”

在热火队，这个位置属于哈
斯勒姆，一个将自己15年职业生
涯都献给球队的忠心老将。而在
魔术队，这个位置的所有者是已
经打了10年的老将斯贝茨。

斯贝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
候表示：“我总是能坐在最后这
个位置，这很酷。你可以站起来，
到处走动，和球迷聊天。如果我
下场的时候有人坐在这个位置，
那么不好意思，请往前挪挪。”

大个球员惨遭“排斥”

当然也有球员有其他的选
择。比如在开拓者年龄第二大的
埃德·戴维斯，他就愿意坐在距
离助理教练最近的座位上。这中
间只有一个问题：达米安·利拉
德。这位开拓者的核心球员也喜
欢这个座位。埃德·戴维斯很识
趣，当利拉德下场的时候，“我会
移到旁边，”戴维斯这样说。

开拓者的新秀球员莱曼每
次下场选择座位的时候都很费
脑筋。一方面，他不希望坐在埃
德·戴维斯的座位上，回头还得
挪开给别人；而另外一方面，他
也不希望坐在开拓者前锋冯莱
的边上。莱曼笑着说：“你不希望
和那些特别能出汗的球员坐在
一起，而冯莱就是这样的球员。”

有这样想法的人并非是莱
曼一个人。大多数球员都希望能
够在板凳席上远离队内的大个
子球员，他们要占据更大的空
间，而且往往会有很多汗。埃德·
戴维斯说：“有些人下场的时候
感觉好像湿透了，但是你得让他
知道，自己需要空间。”

替补球员搭讪球迷

既然替补队员在板凳上坐
这么久，那么运动员在板凳席上
会说些什么呢？或许会有很多人
天真的以为他们在讨论球队战

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尼克斯的替补中锋奥奎因

表示：“大概有75%的时候我们都
会在谈篮球，谈比赛。但是还有
25%的时间，我们会抱怨这比赛
实在太长了。”不过赛场内的一
些活动可以让球员不那么难熬
一些。骑士球员弗莱表示，球员
们现在有更多的握手礼，一方面
就是出于这个考虑。

弗莱表示：“每个人都会关
注中场的投篮表演和跳舞的老
太太。”当然还有更夸张的，弗莱
透露球员们甚至可以和那些他
们相中的看台上的姑娘聊天。对
于这个观点，弗莱的队友特里斯
坦·汤普森持反对意见，他可不
是这个活动的参与者。

汤普森的女朋友是科勒·卡
戴珊，他说的斩钉截铁：“不，我
已经有女朋友了，我不会再去看
一个妹子。我不想我被扫地出
门，我才不去和姑娘聊天呢。”

奥奎因玩“静止”游戏

如果这些还是不能抵挡板
凳席上的无聊呢，球员们还有新
的办法。奥奎因表示，在魔术的
时候，他在板凳席上经常和哈克
勒斯玩游戏。比谁能摸到更远的
地方，或者看谁能够一动不动的
站6分钟。

“你能感受到比赛中发生的一
切，但是在替补席上坐那么长时间
真的非常难熬，”奥奎因笑着说，

“相信我，我真的知道这一切。”或
许替补席上运动员打发时间的方
式跟比赛无关，甚至可以称得上不
职业，但这也不是球员的本意，谁
不希望自己是场上奔跑的一员。对
于球迷来讲，看比赛的同时可以从
替补席上看到球星的另一面也是
比赛的一部分，这也成为了NBA的
赛场文化的一部分。 腾讯

在 N B A
比赛中，球迷
关 注 的 是 球
员 在 场 上 的
表演，但是球
员 下 场 后 怎
么样，却很少
能 够 从 直 播
镜头中看见。
事 实 上 球 员
在 板 凳 席 期
间 也 有 很 多

“精彩”表演。

邓肯大笑被罚离场
2006-2007赛季常规赛马刺

对阵小牛。比赛期间邓肯因为
在替补席上抱怨而被克劳福德
吹罚技术犯规。1分钟后，替补
席上的邓肯在大笑时被克劳福
德再次吹了一个技术犯规，因
此被驱逐出场。

奥尼尔吓坏替补席
奥尼尔效力于太阳队时，

在一次比赛期间奥尼尔飞身救
球扑向替补席，但是这可着实
吓坏了太阳的替补席，太阳球
员直接迅速地四散开来，这也
造就了NBA的经典画面。

科比绝杀失败
拉文十分沮丧

在森林狼与湖人的比赛
中，科比最后一投绝杀失败，此
时森林狼的替补席都非常高
兴，但是拉文却非常沮丧地丢
掉了毛巾，因为自己的偶像科
比绝杀失败了。

格里芬三分打铁
对方替补席庆祝

格里芬在与勇士的比赛中
三分出手直接打到了篮板的边
上弹出界，这下可让勇士队替
补席乐开了花，他们疯狂地庆
祝，比自己进球还要兴奋。综合

球员着装有规定
2005年，时任NBA总裁大

卫·斯特恩正式推行着装令。因
为伤病无法在比赛中登场的球
员如果在板凳席观战，要身穿
商务或者传统风格的着装，禁
止穿着和嘻哈文化相关的时尚
服饰。

庆祝有时间限制
2009年，NBA发放一份备忘

录，各队替补球员在比赛中必
须坐在板凳席上观看比赛。板
凳席球员可以短暂起立欢呼庆
祝，但是不允许一直站立。违反
此规定的球员裁判会先进行警
告，若警告无效则会被吹罚技
术犯规。

不许玩电子产品
NBA规定，板凳席上的球

员不准使用任何电子设备。一
定程度上是为了集中球队的注
意力，试想一下，场上队友打得
大汗淋漓，场下队友低头玩手
机，这显然不利于球队的团结。

不许进入观众席
既然替补席那么多限制，

那何不去观众席坐坐？NBA规
定所有的球员，不管在球场上
还是板凳席上，都绝对不能进
入观众席。球场上的球员为救
球而飞入观众席的情况除外。

综合

NBA替补席

有哪些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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