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VP
票选结果
排名 得分

1 库里 1310
2 莱昂纳德 634
3 詹姆斯 631
4 威斯布鲁克 486
5 杜兰特 147
6 保罗 107
7 格林 50
8 利拉德 26
9 哈登 9
10 洛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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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 5月 10 日电
（记者李博闻）NBA10日宣布，金州
勇士当家球星斯蒂芬·库里以全票获
得2015－2016赛季MVP（最有价值
球员），这是他连续第二年获此殊荣。

库里成为该奖项61年历史上第
一个以全票当选常规赛MVP的球
员，第11位背靠背获得MVP的球
员，以及“魔术师”约翰逊、乔丹以及
纳什之后，第四个连续两年获得
MVP的后卫。

据悉，库里获得了全部131张第
一人选选票，得到1310分，圣安东尼
奥马刺的伦纳德以634分排在第二，
克利夫兰骑士的詹姆斯以631分位
列第三，第四名是俄克拉荷马雷霆的
威韦斯特布鲁克，获得486分，同样
来自雷霆的杜兰特以147分排在第
五。投票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体育
记者以及一名选出的球迷。根据规
则，第一人选选票为10分，第二人选
选票为7分，第三、四、五人选选票分

别获得5分、3分和1分。
现年28岁的库里本赛季带领勇

士取得了联盟历史最佳的 73胜 9
负，场均得到联盟最高的30.1分，送
出2.14个抢断，另有6.7次助攻和职
业生涯新高的5.4个篮板。他的投
篮命中率50.4％达到职业生涯新高，
同时这也是整个联盟后卫位置的最
高命中率。他的三分命中率为
45.4％，排在联盟第二，罚球命中率
则为90.8％。

在库里的带领下，勇士本赛季取
得了24胜 0负的联盟历史最佳开
局，创造了单赛季客场最多胜场（34
场）的纪录，以及54场的主场连胜纪
录（算上了上赛季最后阶段的18场
主场连胜）。本赛季勇士全队共轰进
1077个三分球，成为第一支单季三
分过千的球队，库里一个人投进了
402个三分，打破了他上赛季创下的
286个三分的单季纪录，并且一下提
升了116个之多。

MVP中的
库里蝉联最有价值球员 全票当选NBA史上首次

MVP

库里成为史上首位全票
当选MVP的球员，也成为
了史上第11位蝉联MVP的
球员。美国福克斯体育撰文
分析称库里打出了史上最强
的一个MVP赛季，并列出
数据详解最强MVP。

北京时间5月12日，勇士将回
到主场与开拓者展开系列赛的第五
场争夺。已3：1领先的勇士希望一
战就兑现“赛点”。

在第四战中，勇士当家球星库里
复出，替补出场的他全场砍下40分，
其中加时赛得到17分。库里“变态
准”再次让各路专家纷纷“跪下”。而
库里说：“说实话，我的膝伤并没有
100%康复，但当我从替补席上站出
来时，我感觉自己的状态已经足够
好。”第五战前，库里以全票蝉联

MVP奖杯，这也许给他带来更多的
动力。

库里复出并展示出神勇状态，极
大提升了勇士队球员的士气和信心，

“我当然认为他们（开拓者）已经完
了，是时候让我们终结系列赛了。”格

林十分霸气地说。
开拓者已无退路，但他们可不

会轻易投降。当家球星利拉德对
上一场输球不太服气，他说：“上
一场我们很接近胜利了，就差一
两次成功的防守。在比赛的关键

时刻，我们的进攻和防守都执行得
不好。”对于第五战，利拉德表示：

“我们还想打出属于自己的比赛，
我们要保证，至少得赢得对手的尊
重。”

■ 林永成

■ NBA季后赛前瞻

勇士欲一战兑现“赛点”

■ 阿成

在库里受伤缺阵后，马刺一度上
升为夺冠最大热门。这不奇怪，马刺
本就是常规赛战绩仅次于勇士的球
队，而在季后赛首轮，他们轻松横扫
灰熊，状态吓人。西部半决赛首场，
马刺大胜冠军竞争者之一的雷霆30
多分，冠军热门的形象更为高大。

但毫无预兆之下，形势急转而
下，或许首战惨败激发了雷霆“杜威
二少”的狠劲，这两位“孤胆英雄”以
超强的个人攻击力轮番冲击马刺的

防线，如今比分变为 3：2，雷霆拿到
赛点。系列赛还没有结束，但抢占了
天王山的雷霆，已将形势逆转，成为
这组对决中更被看好胜出的一方。

马刺VS雷霆可以说是团队篮球
与球星篮球的对决。马刺一直是团
队篮球的代表，而雷霆则是球星战术
的典型。

波波维奇是公认的现役最好的
教练，他的战术体系好像没有留下如

“三角进攻”等标志性的名号，但一个
更为响亮的名词“马刺系”因他而
起。“马刺系”原意是指散布在联盟的
波帅的弟子群体，包括现任勇士主帅
科尔；隐意则是一种团队篮球的理念
和体系。无论是教练的成就还是篮

球理念的影响力，“马刺系”都是当今
联盟最好的“系”了。

但理念和战术是要靠球员来体现
和执行的，球员实力不行，再好的体系
都是空中楼阁，战术设计得再精妙也
是纸上谈兵。波帅当然深明此理，所
以在GDP老化后，他栽培莱昂纳德，
交换来阿德，打造新的核心。但从与
雷霆的系列赛来看，马刺的“新双核”
威力还不够。主要问题出在阿德身
上，他还是没能摘掉怕对抗、心理不够
强硬的“软蛋”帽子。此外，要想复制
当初的GDP，马刺还差一个“P”，还担
当主力的帕克能力已严重下滑。

至于雷霆，人们必说“杜威二少”，
而不提什么战术体系。能赢球的战术

就是好战术，既然阵中有两大“杀器”，
为什么不让他们发挥最大威力？这种
战术，也是“以人为本”。当然，事实已
证明，“二少”能让雷霆成为强队，但还
不足以夺取天下。所以，雷霆正在努
力开发第三个稳定的攻击点。

看来，要想称霸当今的NBA，什
么“双枪”、“双核”、“双少”都不够用
了，得有足够强大的“三人组”。骑士
有“三巨头”，勇士有水花兄弟和格
林，这两队正是上赛季最终争冠的球
队，本赛季很有可能再度在总决赛中
相遇。去年决赛时骑士“三巨头”中
有人因伤缺阵，也有了输球的“借
口”，现在，是骑士健康的“三巨头”证
明自己的时候了。

大侃台

再好的体系，也得以人为本

数据详解
最强MVP

◉带领勇士打出了NBA
历史记录的73胜战绩。

◉投中了402个三分球，
不仅继续打破着自己创造的单
赛季三分球命中记录，更是成
为了史上第一位单赛季命中
400个三分球的球员。

◉成为了史上第二位进入

50/45/90俱乐部的球员（命
中率 50%，三分球命中率
45%，罚球命中率90%），之
前一位的是纳什。

◉成为乔丹之外唯一一位
场均30分、6助攻、5篮板、命

中率50%以上的球员，乔丹
曾在 1989、1990、1992 三个
赛季做到过。

◉库里的得分效率甚至比
霍华德还高，霍华德98%的进
攻都是在距篮筐10英尺之内
完成的，而且还有 176 次扣
篮，而库里本赛季扣篮七次，已
经是职业生涯新高了。

◉库里的得分并不仅仅局
限于三分球，他68%的上篮
命中率上也是联盟第一。

◉库里还领先联盟二次助
攻榜，在他的场均6.7次助攻

中，有2.5次是二次助攻。库里
在场时，勇士每次进攻可以得到

1.25分。
◉库里的远距离进攻也很

惊人，30英尺之外的投篮命中
率达到了46%，甚至比他的
三分球命中率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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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墨西哥城 5月 10 日
电 国际足联（FIFA）10日宣布，已
重新启动世界杯的申办程序，将在
2020年 5月选出2026年世界杯的
主办国，并将研究世界杯扩军和各大
洲足联申办资格的议题。

国际足联日前在墨西哥城召开会
议，宣布了在俄罗斯和卡塔尔世界杯
之后，2026年世界杯申办的新规则和
新办法。FIFA决定，将通过四个阶段
选出最终的东道主。有意申办2026
年世界杯的FIFA会员协会，需要在
2018年12月前完成申办的相关工作。

对于参赛球队数量，外界普遍猜
测国际足联正考虑将目前的32队参
赛模式，在2026年世界杯上扩军为
40队。

对于哪些大洲足联旗下的会员
协会有资格申办2026世界杯的议
题，目前的规则是轮流坐庄，从上一
届世界杯所在的大洲，换到另一个大
洲中。法新社的解读认为，不排除国
际足联将改变这一规则的可能。到
底如何决定，将在今年10月见分晓。

此外，国际足联关于禁止联合申
办的规则，目前看也有可能作出改变。

2026年世界杯申办程序重启
10月决定是否扩军至40队

足协杯赛场拳脚交加

宏兴球员追打苏宁球员
中国足协：立即启动调查，依规严处

据新华社武汉5月11日电（记者王
恒志、李劲峰）在11日足协杯第三轮的
一场比赛中，业余球队武汉宏兴队主场
对阵卫冕冠军江苏苏宁易购队，结果苏
宁在补时阶段1：0绝杀宏兴。然而终
场哨响后场上忽然发生混乱，出现宏兴
球员追打客队球员的一幕，并导致多名

苏宁球员受伤。中国足协表示，事件发
生后已立即启动调查程序。

武汉宏兴俱乐部随后发表官方声
明，表示将根据录像核实，动手队员一
经查实，将一律开除出俱乐部。

中国足协当晚在其官方微博发表声
明说：“中国足协对此高度重视，职业联

赛理事会执行局已立即启动调查程序，
将在认真调查后，依规进行严肃处理。”

在这场混乱中，苏宁小将谢鹏飞
在球员通道前被打倒，进球的戈伟肋
部被打出明显的血痕，其他客队球员
也都不同程度地被打。在现场的江苏
媒体记者也遭到攻击。

省青少年足球赛
全面开踢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激扬青春·快乐健
康”2016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本月全面开赛。
青年男子省直组预选赛已擂响战鼓，青年男子高
校组、企业组、市县组预选赛也将陆续开战。此
前，少年组的争夺已经结束，海口市教育局1队、
琼中教育局队分别夺得男子、女子组桂冠。

2016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4月初启动，
吸引了来自各直属机关、市县、企事业单位、中
央驻琼单位、省属企业、学校、驻琼军警部队以
及社会组织参加。分青年男子组、少年男子组、
少年（中学）女子组三类，其中青年男子组设市
县组、高校组、省直组、企业组四个组别。预选
赛和总决赛从4月持续至9月。赛事的覆盖人
群突破20万人次，成为海南建省以来规模最
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高的足球赛事。

4月26日，少年组比赛暨省中学生校园足
球联赛落幕，海口市教育局1队囊获少年男子
高中组和初中组双料冠军，琼中教育局队斩获
中学女子组第一名。

青年男子省直组比赛已打响，共有27支队
伍分6组参赛，前4名将代表省直组参加2016
年省青少年足球赛青年男子组总决赛。

本次比赛由共青团海南省委、省教育厅、省
文体厅等共同主办，海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等
承办。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5月10日
电（记者姬烨）由于里约奥运会和百
年美洲杯时间太过接近，阿根廷主帅
马蒂诺最终决定让梅西放弃奥运会，
巴塞罗那球星日前表示，错过奥运会
让他感到遗憾。

马蒂诺强调说这一决定是征得
梅西本人同意的，而梅西在接受采访
时直言，错过在巴西的这届奥运会他

很失望。
“我本想去参加（里约）奥运会

的，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参
赛经历太棒了，就如同我在2005年
参加U20（20岁以下）世界杯的感觉
一样，”梅西说。

在北京奥运会男足比赛中，年仅
21岁的梅西以适龄球员的身份参
赛，最终率领阿根廷夺得冠军。

梅西遗憾错过里约奥运

八一男篮与美国瑞琪队
21日和23日约战海南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
从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美篮球对抗
赛5月21日和23日分别在海口和三亚举行，由
八一队对阵美国瑞琪男子篮球队。在首场比赛
开始之前，海南省篮球运动协会将举行揭牌仪式。

八一男篮是CBA老牌劲旅，在中国男篮历
史上取得过辉煌战绩。美国瑞琪男子篮球队是
典型的美国学院派打法的球队，球员全部毕业
于美国本土各所篮球名校，属于美国肯塔基州
小职业篮球联盟，并且在该联盟中名列前茅。
该队曾获全美大学生防守第一队等荣誉。在比
赛期间，女子水晶乐坊受邀取代传统的篮球宝
贝做穿插表演。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篮球运动协会主办，海
南世锦文化体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法国为欧洲杯、环法赛
再度延长紧急状态

据新华社巴黎5月10日专电（记者张寒）
法国参议院10日以309票赞成、30票反对，通
过了延长全国紧急状态两个月的决议。原定于
本月26日终止的全国紧急状态因此得以延至
7月底，从而覆盖欧洲杯和环法自行车赛两大
重量级国际赛事。

有24支球队参加的2016年欧洲杯将于6
月10日至7月10日在法国10座城市举行，预
计将有250万观众在此期间涌进法国；而欧洲
杯尚未结束，一年一度的世界顶级公路自行车
赛又无缝接档，今年的环法赛事将在7月2日
至24日举行，赛程全长达3519公里。

去年11月13日巴黎发生系列恐怖袭击事
件后，法国总统府于次日凌晨宣布法国本土和
科西嘉岛进入紧急状态，后又经议会批准，两度
延长。全国紧急状态允许警方在“面临威胁安
全与公共秩序的危险”时立即采取必要的行动
和措施，不过根据最近的更新，警方不再拥有无
法庭许可即进入民宅的权力。

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表示，延长全国紧
急状态虽非长久之计，却是特殊时期所需的保
障手段。他说：“欧洲杯期间，我们将迎来极大
数目的外国访客，这将令安全形势更为复杂。”

雷霆胜马刺夺赛点
北京时间 5月 11 日，在

NBA季后赛中，马刺主场以
91：95不敌雷霆。雷霆以3:2领
先拿到赛点。图为雷霆球员威
斯布鲁克庆祝得分。 新华社发

2：3不敌西汉姆联

曼联“争四”希望渺茫
据新华社伦敦5月10日电（记者王子江）曼

联10日在英超倒数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以2：3
不敌主场作战的西汉姆联队，打入前四名，从而获
得下赛季欧冠联赛资格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

此役过后，曼联积63分位居第五，落后第
四名曼城两分。最后一轮比赛中，除非曼城不
敌斯旺西，同时曼联击败伯恩茅斯，曼联才有可
能跻身四强，获得下赛季参加欧冠的资格。

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曼联大巴在抵达赛
场之前受到了西汉姆球迷的攻击，大巴车窗的
外层玻璃被砸碎，好在内层玻璃完好无损，没有
球员受伤。警方透露说，现场一名警察和一名
球迷受伤，比赛被推迟45分钟。比赛开始后，
暴力活动也没有停止，西汉姆球迷向曼联门将
德赫亚投掷了一个水瓶。

英足总随后在一份声明中对暴力事件进行
了严厉谴责，表示要与伦敦警方和双方俱乐部
密切合作，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

曼联主帅范加尔拒绝将失败原因归咎到暴
力事件上。他说：“我们作为职业球员生活在这
个世界上，这样的事情总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
学会应对。终场前20分钟我们还以2：1领先，
我不觉得全队是因为这件事情失败。”

➡ 库里在MVP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发

库里所有的这些表现都
打破了我们此前对于篮球比
赛的认知，他更像是一个篮球
比赛的改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