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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奇葩纪录盘点

乔帮主不幸上榜
艾弗森另类20+
皂罗伯森
全场7个“鸭蛋”

雷霆队的罗伯森在2016
年的一场比赛中，出场22分
钟，却拿下了0分0篮板0助攻0
抢断0盖帽0失误0犯规全场7

“鸭蛋”的神奇数据，很多球迷
怀疑他在场上到底做了什么，
这么没有存在感，可能空气都
比他有存在感。

皂艾弗森
另类的25分

如果一名球员在一场比
赛中拿下了25分，你会觉得他
投进了多少球？一般情况下球
员得到25分，要出手15次左右
命中7-8球，这应该是正常的
数据。但艾弗森要拿25分只需
要8次出手就够了，而且8次出
手可以不命中1球。在2001年
的一场比赛中，艾弗森出手8
次命中0球，靠27次罚命中25
次得到了25分、7个篮板、8个
助攻、7次抢断和2个盖帽的神
奇数据。

皂乔丹
三分大赛仅5分

乔丹的个人荣誉还缺什
么？没错，三分王。乔丹参加了
1990年三分球大赛，仅得5分，
首轮被淘汰，创造了三分大赛
历史最低纪录。也许这是飞人
赛场上最尴尬之事。

皂韦伯
大前锋“转型”后卫

作为NBA历史上最伟大
的大前锋之一，韦伯在2001年
对阵76队的比赛中，出场32分
钟，投篮16中4，三分4投全中，
两分球12投全丢！罚球8中5，
得到17分、0篮板、10次助攻、5
次抢断和4个盖帽。作为一个
大前锋，两分球一个没进，三
分全进，一个篮板没有却送出
10次助攻。韦伯，你确定不是
打后卫的吗？

皂威尔斯
三分钟6犯离场

砍鲨战术“主要是对对方
罚球不好的球员进行犯规，让
他上罚球线，从而为己方球队
争取赢球的机会，从张伯伦到
奥尼尔再到霍华德都收到过
这样的待遇。

1997年小牛对阵公牛的
比赛中，尼尔森就尝试通过

“砍罗德曼”获得优势，当时他
派替补队员威尔斯连续对罗
德曼犯规，三分钟内威尔斯也
获得了六次犯规，成功的将自
己罚出场外。然而最搞笑的
是，罗德曼12个罚球进了9个，
尼尔森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
折兵。

皂罗德曼
单场0分28个篮板

1993-1994赛季，马刺战胜
黄蜂队的比赛中，当时还效力
于马刺队的“大虫”罗德曼也
打出了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
数据，整场比赛出场45分钟，5
投0中没有得分，但是却抢下
了惊人的28个篮板，包括10个
前场篮板。 综合

球球员员动动手手打打警警察察 单单场场1122人人被被罚罚下下

NNBBAA最最暴暴力力比比赛赛 究究竟竟是是何何模模样样
红衣主教的警告

1952-1953赛季的NBA，还处
于明尼阿波利斯和乔治·麦肯的
统治时代。凯尔特人尚未开拓疆
土，但彼时，凯尔特人已经拥有了
两块王朝基石，一是“红衣主教”
奥尔巴赫，二是名人堂控卫鲍勃·
库西。

说起奥尔巴赫和库西，不得
不提一个小故事。奥尔巴赫1950-
1951赛季出任凯尔特人主教练，
同年，库西参加NBA选秀，以第3
顺位加盟NBA。奥尔巴赫没有助
理教练，所有的训练、研究对手、
制定战术以及选秀工作全是他一
手包办。最初，奥尔巴赫瞧不上库
西，认为他打球华而不实，库西最
终被芝加哥公鹿选走。在当时，
NBA联盟尚处于动荡期，选中库
西不久，公鹿就宣布破产，队中球
员进入遣散选秀，库西这才披上
了凯尔特人的战袍。

加盟凯尔特人后，库西迅速
成为球队核心，1952-1953赛季，他
场均贡献19 . 8分、6 . 3个篮板和7 . 7
次助攻，首次成为联盟助攻王。那
个赛季，联盟只有10支球队，东西
部各5支，分区前四进入季后赛，
凯尔特人46胜25负排在东部第3，
对阵第2的国民。季后赛首轮第1
场，凯尔特人87：81先拔头筹，第2
场回到波士顿。当时系列赛是三
场两胜制，凯尔特人主场赢球便
能晋级。

决战之前，奥尔巴赫掐指一
算，似乎预料到会发生什么特别
的事情。原来在之前的比赛中，库
西和国民球员西摩之间的对抗不
断升温，后者生涯三次入选全明
星，是1955年总冠军得主。西摩一
直在粗暴地防守库西，这引起了
奥尔巴赫的强烈抗议，并发出了
警告。

“我想要警告所有人，包括锡
拉丘兹国民、NBA联盟以及所有
的新闻媒体，如果西摩继续肆无
忌惮地搞坏动作，那我们将以牙
还牙。”奥尔巴赫说道。

不完善的规则

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NBA
规则尚不完善，战术犯规是所有
球队常用的防守策略。那时候，当

你的防守球员过了半场，你就可
以对他战术犯规，被犯规者将获
得1次罚球机会，即使罚进也没有
关系，因为犯规一方的球队将获
得球权，有机会再去打成一个两
分球。

但在那个球风粗野的时代
里，并不是所有的战术犯规都是
冲着战术目的去的，还有一些犯
规是非常暴力的，有伤人的倾向。

“现在的球员们打球，都会避
免打架。”库西说道，“为什么要冒
着受伤的风险打架呢？这可能会
断送掉一份又长又肥的合同。而
且，随着球员工会和经纪人的出
现，球员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同事，
而不是敌人。”

只是这种和谐场面，在库西
打球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
1953年3月21日，波士顿花园球馆
人声鼎沸，凯尔特人和国民的大
战一触即发。国民8：0开局，但此
后，凯尔特人迎头赶上，库西命中
压哨远投后，他们以22：21反超。
正如奥尔巴赫所料，西摩一如既
往地粗暴防守库西，红衣主教大
手一挥，将健壮的鲍勃·布兰纳姆
放上场，授意他同样粗暴地对待
国民的当家球星多尔夫·谢伊斯。
谢伊斯生涯12次入选全明星，12
次进入最佳阵容，获得过1次总冠
军，在1973年入选名人堂。

半场还剩3分47秒，火药桶终
于被点着。布兰纳姆和谢伊斯搅
在一起，从最初的相互推搡和肘
击，到最后直接挥拳相向。这场武
斗激烈到什么程度呢？两人多次
出拳，篮球比赛变成了拳击赛，还
惊动了波士顿警察，警察平息了
这场争斗。但对于警察的介入，国
民队的比利·加博甚是不满，他竟
然冲过去，跟警察动手。

这场混战持续了整整5分钟，
布兰纳姆和谢伊斯被驱逐出场。
随后的比赛，虽然没有再出现斗
殴，但却变成了犯规大战，裁判成
了场上最忙碌的人。

漫长的四加时

半场比赛，凯尔特人40：42落
后，三节结束后，他们以62：59反
超比分。在常规时间即将走完时，
凯尔特人以76：77落后，但在压哨
时刻，库西被犯规，他罚球命中，
将比赛拖入加时。首个加时赛，库

西得到了凯尔特人9分里的6分，
国民不甘落后，步步紧逼，但他们
已经到了无人可换的地步。

“我们的战术就是把球交给
库西。”奥尔巴赫说道，“如果对手
对库西犯规，那没问题。国民队有
5名球员犯满离场，还有1人被驱
逐，留在场上的5名球员中，有3人
至少都有6次犯规。只不过因为打
球人数不得少于5人，他们才能够
继续留在场上。根据规则，如果这
3名球员对库西犯规，会自动增加
1个技术罚球，加起来，库西将获
得两次罚球。”

在比赛打到第2个加时的时
候，凯尔特人老板沃尔特·布朗不
堪压力，离开了自己的包厢，回到
了办公室喝起了咖啡。球队公关
人员豪威·麦克休则因为太过激
动，晕倒在地上。“这可能是我打
过的最累人的比赛。”库西说道。

第2个加时打完，两队比分
90：90。凯尔特人也是打到弹尽粮
绝，第3个加时开始后，他们也只
剩下5名球员，其中4人至少都身
背5次犯规。第3个加时还剩18秒，
凯尔特人以95：97落后，库西再次
被犯规，他获得两次罚球，一个是
犯规罚球，一个是技术犯规，全部
命中，追平了比分。国民随后打中
一球，只留给凯尔特人3秒的时
间。命悬一线之际，又是库西，他
命中了一个远距离跳投(那时没
有三分线)，将比分改写为99：99，
第4个加时赛如约而至。

在第4个加时赛，凯尔特人的
查克·库珀领到了个人第6次犯
规，这就意味着，库珀之后每一次
无球犯规，国民队都将获得两次
罚球。这为国民注入了强心剂，他
们连得5分，终场前3分30秒以104：
99领先凯尔特人。库西又站了出

来，他造犯规，先是罚中一球，之
后罚球不中，但补篮得手。回到防
守端，库西抢断得手，反击上篮，
将比分追平。最后时刻，凯尔特人
再罚中两球，而国民似乎耗光了
最后一丝力气，他们最终以105：
111败下阵来，结束了这场漫长的
战斗。

无法打破的纪录

这场历史罕见的比赛，诞生
了不少令人惊叹的纪录。库西上
半场仅得7分，但全场比赛打完，
他轰下了50分，这是当时的季后
赛得分纪录，超过了乔治·麦肯的
47分。同时，库西的50分也是波士
顿花园球馆的得分纪录，之前的
是爱德华·麦考利的46分。库西在
比赛中32罚30中，单场命中30罚
球，这至今仍是NBA的纪录(包括
常规赛和季后赛)。比赛中，库西
曾连续命中18个罚球，凯尔特人
全队则连续罚中37球。

全场比赛有12人被罚下场，
其中国民7人，凯尔特人5人，这也
是NBA的纪录。裁判一共吹罚了
106次犯规，这在季后赛历史上是
空前绝后的。另外，两队一共获得
128次罚球，命中108个罚球，这两
大纪录也沉睡了 7 0多年。按照
NBA目前的规则，凯尔特人单场
命中57个罚球，看起来也是不可
能被打破的。

本场比赛之于凯尔特人的另
一个意义是，这是他们建队以来
首次突破季后赛首轮，尽管在随
后的东部决赛中，球队还是输给
了纽约尼克斯。三年之后，凯尔特
人迎来了比尔·拉塞尔，球队开启
了13年11冠、其中包括绝无仅有
的八连冠的统治王朝。 腾讯

NBA联盟已经走过72
个年头，而在这期间，必
然会出现一些怪异和离
奇的比赛。比如65年前就
有一场比赛，它的进程远
远超出了现在球迷所能
理解的范畴。

这场比赛两队足足
打了4个加时才分出胜负，
裁判共吹罚了106次犯规。
球员不仅跟球员干架，甚
至还和警察爆发肢体冲
突，共有12人被罚出场。

凯凯尔尔特特人人时时任任主主帅帅““红红衣衣主主教教””奥奥尔尔巴巴赫赫

奥奥尔尔巴巴赫赫与与凯凯尔尔特特人人球球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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