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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本赛季，库班公开表
示独行侠要摆烂，联盟摆烂的
球队并非独行侠一支，但这样
做的队伍绝大多数都不承认
放弃赛季赌选秀，只有库班公
开说，结果被联盟抓了反面典
型，库班因为公开发表不利于
联盟的言论被罚了60万美元，
等同于380万人民币因为一句
话就失去了。

“我不知道这些罚金都
用在哪里了，我想了解这方
面的信息，”独行侠老板库
班说，“NBA有权对违规行
为进行处罚，但我认为他们
也应该说明一下这些钱都
花在什么地方了。”

库班的疑问也是媒体
和球迷很关心的，联盟一个
赛季数百万美元的罚金究
竟是什么去向？NBA官方对
此的解释是球员罚金分为
两份，一份是联盟持有，另
一份归入球员工会，球员罚
金用于慈善事业，会捐给相
关的公益组织。

这听起来是很合理的
解释，NBA也确实在公益方
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NBA
的公益基金NBACares成立
以来，累积捐款已达数亿美
元。但是，对于球员罚金的
去向，N B A 并不是十分透
明，与美国其他三大体育联
盟相比，对于获得捐助的公
益组织没有详细的说明。

NFL(橄榄球联盟)获得
的罚金，主要流向了隆巴尔
迪癌症研究中心、布莱恩-
皮科洛癌症基金、肌萎缩侧
索硬化研究基金会和球员
援助基金。NHL(冰球联盟 )
的罚金全部投入到NHL球
员紧急援助基金，去帮助陷
入经济困境的前NHL球员。
MLB(棒球联盟)的罚金有两
个去向，一是联盟球队分享
的基金，二是球员指定的公
益组织。

在最近几年，NBA在公
开球员罚金的使用方向上增
强了透明度，在联盟公布的
公益机构名录中，包括男孩
女孩俱乐部、瑟古德·马歇尔
校园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以及同心协力 (致力于消
除饥饿和贫穷的公益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NBA目
前部分公开的是球员罚金
去向，而罚金还包括针对老
板和球队的罚款，这部分款
项数额很大，比如本赛季库
班和湖人总计交了115万美
元罚款，但无论是联盟章程
还是劳资协议，对于老板和
球队的罚金使用都没有明
确 的 规 定 。联 盟 发 言 人 塞
斯·西尔万曾透露，老板和
球队交的罚款，联盟没有和
球员工会分享，这部分罚金
直接进入联盟的账户，至于
具体用途，联盟并未公布。

腾讯NBA

揭秘去向：
罚金都花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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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4月4日，NBA在2017-2018赛季的罚款总额已经达到390万美元，
约合2500万人民币。从球星到教练再到老板和球队，都有交纳罚款的经历。

NBA根据什么进行罚款？又制定了哪些具体处罚规则呢？

NNBBAA339900万万罚罚单单
都都从从哪哪里里来来？？

详解罚单>>

明星球员成重灾区

截止到4月4日，NBA在本
赛季已经开出57张罚单，罚款对
象涉及到球员、球队、教练和老
板，合计金额为390万美元，约折
合人民币2500万，罚单均值为
68421美元，约折合43万人民币。

本赛季球员方面头号罚款
大户是德怀特·霍华德，“魔兽”
因各类罚款损失40 . 5万美元。在
球队方面，交罚款最多的是湖
人，本赛季被罚了55万美元。教
练罚款榜上，灰熊的比克斯塔
夫被罚了25000美元，排名第一。
老板方面“当仁不让”是库班，
这位独行侠老板本赛季向联盟

“贡献”了60万美元。
在罚款领域，联盟一视同

仁，无论什么等级的球员，只要
违规就要接受处罚，即便是当
红球星也不能幸免。入选本赛
季全明星阵容的球员中，有13人
本赛季因为各种原因被罚款。

杜兰特因为批评裁判被罚
15000美元，安东尼·戴维斯由于
骂裁判，被联盟处罚25000美元。
德罗赞和德拉季奇由于场上冲
突分别被罚25000和10000美元。
库里因为将牙套扔向裁判，遭
到50000美元的重罚。库里的队
友德雷蒙德·格林向球迷喷垃
圾话，结果收到一张50000美元
的罚单。

NBA的规则不容践踏，球
星更应以身作则，否则就会成
为联盟严肃纪律的重点惩处对
象，无论你是全票MVP还是最
佳防守球员。

剖析规则>>

什么情况会罚款？

NBA的罚款分为两种模式，
一种是直接罚款，另一种是禁赛
产生的间接罚款。以本赛季球员
罚款王霍华德为例进行说明，
2017年11月7日，霍华德因为在黄
蜂与森林狼的比赛中对球迷做
出不雅手势被罚25000美元。2017
年11月25日，霍华德由于在黄蜂
与骑士的比赛中又一次以不雅
手势挑衅球迷，联盟这次开出
35000美元的罚单。

霍华德以上两次罚款都是
直接处罚，而他在2018年3月22日
由于技术犯规已满16次被禁赛
一场则是间接产生罚金。根据联
盟规定，禁赛是没有工资的，也
就是说霍华德损失了一场比赛
的薪水，数额高达29万美元。

NBA的罚款项目有的是明
确金额的，技术犯规前五次是每
次罚2000美元，第六次到第十次
是每次3000美元，第11次至第15
次是每次4000美元，第16次技术
犯规罚款5000美元并禁赛一场，
从第17次技术犯规开始，每次罚
款5000美元，每两次技术犯规禁

赛一场。霍华德本赛季已经17次
技术犯规，技术犯规罚款就有
55000美元。

霍华德因技犯被罚款5 . 5万
美元，因不雅手势被罚6 . 0万美
元，禁赛一场损失29万美元，三
项相加总和为40 . 5万美元，约合
250万人民币就这样没了。

除了技术犯规外，球员在比
赛中被驱逐也要罚款，第一次被
驱逐罚2000美元，第二次是4000
美元，第三次是6000美元，以此
类推递增。NBA还有假摔罚款，
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假摔罚款
5000美元，第三次是10000美元，
第四次15000美元，第五次增加
至30000美元，从第六次开始每
次假摔就会被禁赛。

NBA在禁药方面也设有明
确的处罚机制，诸如大麻类药物
都在联盟的禁止范围内，赛季进
行期间会对球员进行4次随机检
查，一旦有球员被查出违规，首
次违反接受强制性药物滥用治
疗，第二次罚款25000美元，第三
次禁赛5场，第四次禁赛10场，之
后再有违规情况出现，每次至少
禁赛5场，而禁赛就等同于当场
比赛工资全无。

处罚金额>>

并非都有明确数字

NBA在处罚方面的规则有
很多，其中一些是明确金额的，
而有一些是根据情况而定，比如
说打架。本赛季有两次打架令人
印象深刻，一是勇士与奇才的冲
突，德雷蒙德·格林和比尔扭成
一团摔出场外，格林的球衣都被
撕坏了，联盟的处罚结果是格林
罚款25000美元，比尔是50000美
元。本赛季另一起引人关注的打
架事件是猛龙对热火，伊巴卡和
詹姆斯·约翰逊发生肢体冲突，
联盟将伊巴卡和约翰逊各自禁
赛一场，两人工资损失总计为41
万美元。

同样是打架，格林与比尔那
一次看起来场面也是相当大，为
什么处罚比约翰逊和伊巴卡那
次轻呢？首先要说明一下，NBA
的禁赛是很谨慎的，因为禁赛给
球员带去的经济损失更大，球员
工会对于禁赛十分关注，如果觉
得联盟的禁赛处罚不当，就会采
取措施进行干预。但是，谨慎并
不代表弃之不用，在劳资协议中
有明确的规定，一旦球员出现违
反公平竞赛准则，违反州或国家
法律，损害篮球或者联盟利益的
行为，NBA有权对球员处以禁赛
以及六万美元以下的罚款，约翰
逊与伊巴卡正是触碰了劳资协
议中的这项规则。

约翰逊与伊巴卡在冲突中
有相互挥拳的动作，击打的目标
都是头部，虽然从录像回放来
看，都没打中，但这种动作危险
性极高，考虑到NBA球员的力
量，一旦打中头部，后果不堪设
想，即使是没有打中，这种行为
对于联盟的形象也有损害，挥拳
就禁赛，这基本上已是惯例。

针对裁判的违规行为也是
联盟重点处罚的项目，公开批评
裁判难逃罚款。如果教练或者球
员向裁判做出一些违规动作，罚
款金额更多。

库里向裁判扔牙套被罚
50000 美元，扔牙套这个动作本
身危险性不是很大，但这种行为
对于裁判是非常不尊重的，况且
库里还不是第一次，他在2016年
总决赛的时候就扔牙套砸中了
骑士股东的儿子。

处罚对象>>

球员教练老板全覆盖

球员对球迷失礼，这是
NBA最为忌讳的，奥本山宫殿
事件简直就是联盟的血泪史，球
员若是敢对球迷有不礼貌的言
行，尤其在比赛现场，NBA一律
严惩不贷。考辛斯和欧文在本赛
季都因为对球迷使用不当言论
被联盟罚了25000美元，胡德在本
赛季爵士对奇才的比赛中被罚
出场，当时场边有一位球迷正在
拿手机拍摄，郁闷的胡德一掌将
球迷的手机打落在地，这种行为
显然是NBA无法容忍的，一纸罚
单开出，罚了胡德35000美元。

球员在场外的言行也可能
带来罚款，恩比德在社交媒体怒

怼“球爹”，用了不文明词汇，被
联盟罚了10000美元。对于球员
在场外的违法行为，NBA也会
进行追加处罚。2018年2月6日，
联盟就对当时效力活塞的威利·
里德禁赛6场，起因是里德对他
的妻子家暴。

除了球员和教练外，NBA
针对球队和管理层也有相应的
约束机制，一旦触犯就会罚款。
湖人因为违规招募保罗·乔治被
联盟罚了50万美元，湖人总裁

“魔术师”约翰逊未能充分吸取
教训，他公开称赞阿德托昆博再
度违反联盟的引诱规则，结果被
联盟罚了50000美元。

即便是球队老板，也不能乱
讲话，库班一向特立独行，他也
因此屡遭联盟处罚。 腾讯N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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