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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加内特
凯文·加内特在NBA联

盟征战了 21 个赛季，是 NBA
历史上打球最长的一位，其职
业生涯先后效力于森林狼、凯
尔特人和篮网，总薪资为 3 . 26
亿美元，其中生涯最高获得
2800 万美元的年资。

科比·布莱恩特
科比在NBA联盟征战了

20个赛季，职业生涯总薪资为
3 . 23亿美元，其中生涯年薪最
高达到3050万美元。

詹姆斯·哈登
去年夏天火箭与哈登提

前续签了一份为期六年价值
2 . 28 亿美元的 NBA 历史超
级大合同，其中哈登最后四年
的薪资分别为 3780 万美元、
4080 万美元、4380 万美元和
4680 万美元。

沙奎尔·奥尼尔
奥胖在NBA联盟征战了

19个赛季，在多支球队中行
走，职业生涯总薪资为2 . 86亿
美元，其中生涯最高年薪达到
2770万美元。

斯蒂芬·库里
斯蒂芬·库里当初因伤只

与勇士十分寒酸地签下四年
4400 万美元的合同，不过勇
士去年续约库里给出了史上
第二的史诗大合同，与他签署
了一份为期五年价值 2 . 01 亿
美元的合同。

德克·诺维斯基
德 克·诺 维 斯 基 仍 在

NBA联盟效力，确切的是还
在达拉斯小牛队效力，迄今为
止他的总薪资已经达到了
2 . 41 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不是他多次为降薪留队，
恐怕薪资总额不只这个数。

蒂姆·邓肯
蒂姆·邓肯在NBA联盟

征战了19个赛季，职业生涯一
直都是在圣安东尼奥马刺队
效力的，总薪资为2 . 3 8亿美
元，其中生涯年薪最高达到
2220万美元。

乔·约翰逊
乔·约翰逊在NBA联盟

已经征战了16个赛季，总薪资
达到2 . 03亿美元，其中生涯年
薪最高达到2490万美元。

卡梅隆·安东尼
卡梅隆·安东尼什么都

有，就差个 NBA 总冠军了，
他已经打了 14 个赛季了，钱
没有少赚，一共拿到了 2 . 01
亿美元，不过最近关于他的交
易传闻尚处于热议中。

勒布朗·詹姆斯
詹姆斯获得过 3 届 NBA

总冠军，迄今一共征战了 14
个赛季，一共拿到了近 2 亿美
元的薪资，不过下个赛季结束
后詹皇将成为自由球员，今年
骑士还想签下詹姆斯就得给
出亿元薪资了。 综合

NBA 薪资最高
十大球星盘点

提到NBA球员的工资，人
们往往习惯说他们年薪多少，
但事实上，NBA球员的工资，并
不是以赛季为单位，一次性发
放一整年的工资的。

按照新版劳资协议规定：
NBA球员的工资采取的是单月
两次、全年工资共24次发放，具
体的发薪日，是在每个月的1日
和15日。而每一年(准确地说应
该叫每个赛季)的第一个发薪
日，则是 11 月 15 日(均为当地
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劳资
协议规定下，标准的工资发放
规 则 。但 实 际 操 作 过 程 中 ，
NBA 秉承人性化原则，还制定
出了一些特殊办法，让球员有
机会一次性提取大笔资金，以
满足生活所需。这些特殊办法
包括——— 签约奖金、预支薪水、
借贷资金以及延迟补偿金：

签约奖金指的是球员在签
订合同时，便可以按照合同的
一定比例领取其中一部分报
酬，通常不超过工资总额的
15%；

预支薪水规定非底薪球员
可以在第一个发薪日(11月15
日)之前申请通过提前预支的
方式，先期获得报酬。按照劳资
协议规定，可预支的比例，不超
过基本年薪的50%或保障部分
薪水中的80%，两者之间，取更
小值；

借贷资金指的是球员可以
通过有息借款的方式，提前将
工资“套现”，额度自然不能超
过剩余赛季受保障部分的薪
水；延迟补偿金则是指最高可
有球员年薪的 25% ，被延迟到
第二年的 5 月 1 日之后发放。

总的来说，NBA 球员工资
也和其他大多数行业类似，采
取定期分次发放的方式，但因
为其行业的特殊性，具体实施
起来有更多细则和办法。

NBA球员的合同分为受
保障和不受保障两种情况，其
中受保障部分的工资，球员只
要不是自己“作死”，都可以足
额拿到手。

可导致NBA球员被扣除
工资的原因，只有以下三种情
况：1、被联盟禁赛；2、被球队
禁赛；3、旷工。

被联盟禁赛很好理解。球
员因为违反联盟相关规定，而
被禁止上场比赛，此种情况
下，禁赛场次的工资将被扣
除。比如今天的霍华德，就属
于这一范畴。

被球队禁赛，指的是球员
违反球队规定，做出有损球队
利益的行为，因而遭到队内的
纪律处罚。这样的情况下，禁
赛场次的工资也要扣除。最近
的例子，是今年3月2日，骑士
队的JR·史密斯因为向助理教
练达蒙·琼斯泼了一碗汤，而
被球队禁赛一场，工资当然也
就拿不到了。

相对而言，球员无由旷工
的情况，则较为少见。毕竟没
人会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因

为一时不冷静遭到禁赛还可
以理解，但旷工可是职业道德
问题，性质上要恶劣得多。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被扣
除工资，其具体的额度标准都
是一致的：如果禁赛场次少于
20场，那么每禁赛一场，扣除
其全年基本工资的1/145；如果
禁赛场次达到20场，或者至少
20场的无限期禁赛，那么每禁
赛一场，扣除其全年基本工资
的1/110。

以霍华德为例，他因为累
计 1 6 次技术犯规被联盟禁
赛，按照规定，要扣除其年薪
的 1/145 。他今年的工资 2350
万美元，那么因为这次禁赛，
他损失掉的收入大约就是
16 . 2 万美元。这可比通常情况
下，被联盟罚款所蒙受的损失
大得多了。

另外，因为禁赛而被扣除
的工资，并不是回到球队老板
的腰包，而是被平均分
配给NBA和球员工
会的慈善机构，用
于社会公益和慈善
事业。

前面说过，只有在遭到禁
赛或者无故旷工的情况下，球
员才会被扣除掉缺赛场次的薪
水。也就是说，因为伤病，甚至
球队认可的私人事务而缺席比
赛，球员仍然可以照常领取到
他的应得报酬。

其中伤病的情况很好理
解，不管是因为伤情严重确实
无法上场比赛，还是球员以伤

说到伤病，虽然球员伤病
期间可以照常领到工资，但对
于某些球员来说，如果伤病原
因导致缺赛场次过多，仍有可
能影响到他们的最终收入。

按照劳资协议规定：球队
在与球员签约时，可以在不超
过工资帽相关限制的前提下，
在球员的合同中加入激励奖金
条款。这些条款的触发条件包
括：球队胜利场次、是否打进季
后赛、个人数据表现、个人荣
誉、个人出赛场次及出场时间、
休赛期表现等等。

这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出
赛场次条款。NBA球员工资标
准很高，为了得到一名球员，球
队动辄需要支付几百、上千，甚
至过亿美元的工资，因此在引
进那些健康状况存在隐忧的球
员时，面临的风险巨大。

因此，在双方都认可的情
况下，在合同当中加入出赛场
次的条款——— 只要你的出勤率
达到事先规定的标准，就可以
领到相应的奖金，这也是对球
队利益的一种合理保障。

举个简单的例子，林书豪
2016年夏天与篮网队签订了一
份3年3600万美元的合同，但在
这其中，包含了多项激励奖金，
与出赛场次有关的触发条件
是：常规赛出赛场次达到61场。

结果上赛季林书豪因为腿
筋伤势反复不断，只打了 36
场比赛，而本赛季，他更是在

揭幕战即遭遇膑韧
带 撕 裂 的 严 重
伤病，以至赛
季 报 销 。因
此，有关出勤
率的这部分
激励奖金，
林 书 豪 自
然也就拿
不到了。
腾讯 NBA

上周德怀特·霍
华德领到了本赛季个人

第16次技术犯规，按照NBA
规定，他被自动禁赛一场。那
么问题来了：被禁赛的这场球
霍华德还有工资拿么？如果因
为禁赛而停发工资，他又要
具体损失多少钱呢？NBA

的工资制度又是什
么样呢？

病为由被安排“轮休”，球员的
工资收入都不会受到任何影
响。除此之外，如果你因为特
殊情况，比如孩子出生，亲人
去世而需要暂时请假，那么因
此而缺席的比赛，同样不会被
扣除工资。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
特别说明：NBA 要求商业保
险公司对每支球队年薪最高
的 5 名球员进行伤病保险，如
果球队愿意，他们也可以选择
为更多球员投保。而在这总共
至少 150 名球员当中，保险公
司可以选出最多 14 名他们认
为伤病风险最大的球员，拒绝
提供保险服务。

在保险公司承保的情况
下，一旦被保险球员遭遇严重
伤病需要长期缺阵，那么会有
一个 41 场比赛(即半个赛季)
的等待期。如果伤停场次超过
41 场，保险公司将会代为支付
该球员基本工资当中受保障
部分 80% 的金额。

也就是说，小伤小病，球
员照常领取工资，球队自己承
担损失。如果遭遇严重伤病，
同时球队又为该球员买过伤
病保险的话，那么保险公司将
会承担其中大部分损失。

NBA的工资是如何发放的？

球员禁赛期间有工资拿么？

球员因伤病缺阵有工资拿么？

合同中的出战场次条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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