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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神射手遇上英冠
士哥王

體育

沙拿米祖域爭入球響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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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歷來在首輪英超累積射入8球
的紀錄，成為英超 「開鑼士哥
王」 。
米祖域在上季英冠一舉攻入驚
人的43球，遠超前季賓福特射手
艾雲東尼以31球所刷新的單季英
冠入球紀錄，亦是該名塞爾維亞國
腳前鋒繼2019至20球季之後，再
次成為英冠神射手。米祖域上季另
一個代表作，是世界盃外圍賽最後
一場分組賽作客葡萄牙，臨完場前
為塞爾維亞奠定2：1勝局，令本來
打和亦可首名出線的葡萄牙，要經
過之後的附加賽才有驚無險入圍決
賽周。
然而，米祖域於2019至20球
季首次成為英冠神射手後，翌季升
上英超表現卻無以為繼，全季聯賽
上陣27仗、僅入3球，最終富咸亦
立即跌回英冠；米祖域今季將力圖
避免重蹈覆轍，以免富咸又成為
「升降機」 。

沙拿亦向兩紀錄邁進
今場開鑼戰沙拿又會向兩個紀
錄邁進，已經成為首位連續5季英
超首輪比賽有入球球員的沙拿，若
再取得入球除可再創佳績之外，更
可追平名宿舒利亞、林柏特和朗

上季超、冠神射手比拼
VS

利物浦

球會

富咸

30歲

年齡

27歲

埃及

國籍

塞爾維亞

1米75

身高

1米89

35仗入23球（英超）

上季聯賽紀錄

44仗入43球（英冠）

3英超

神射手殊榮

1比甲、2英冠

米祖域

富咸 VS 利物浦
主客和
主客和
讓 球

主9.5

和5.5

客1.2

利物浦讓球半／兩球，

球季

神射手（球會）

入球

翌季球會

翌季英超表現

20/21 艾雲東尼（賓福特）

31球 賓福特

33仗入12球

19/20 阿歷山大米祖域（富咸）

26球 富咸

27仗入3球

和3.95 [-2]客2.87

18/19 迪姆普基（諾域治）

29球 諾域治

36仗入11球

利物浦勝0：5（半場0：3）

17/18 馬迪維達（打比郡）

21球 般尼

13仗入1球

16/17 基斯活特（列斯聯）

27球 般尼

24仗入10球

15/16 安迪格雷（般尼）

23球 般尼

32仗入9球

上盤1.99，下盤1.78

讓球主客和 [+2]主1.88
波膽推介

近季英冠神射手翌季英超表現

6日晚上7時30分

電視直播：NOW621及611台

車路士鬥積弱愛華頓博讓客
已轉投熱刺後，只由般尼找來麥尼爾作
替補，實力難相提並論，另外只收購了
另一般尼球員、中堅達高斯基。禍不單
行是本來今季徹底傷癒復出的射手卡維
特利雲，日前又弄傷膝蓋肯定缺陣，如
安祖斯唐辛、迪利阿里等人又難寄厚
望，恐怕開局亦不順。

愛華頓 VS 車路士
7日凌晨零時30分

開賽時間
主客和
主客和
讓 球

主5.3

和3.65

客1.51

車路士讓半球／一球，
上盤1.76，下盤2.02

讓球主客和 [+1]主2.25

和3.25 [-1]客2.62

車路士勝0：3（半場0：1）

波膽推介

電視直播：NOW621及611台

英超焦點賽事賠率及推介
熱刺 VS 修咸頓
6日晚上10時

開賽時間
主客和
主客和
讓 球

主1.27

客7.75

熱刺讓一球／球半，
上盤1.75，下盤2.03

讓球主客和 [-1]主1.87
波膽推介

和4.8

和3.6

[+1]客3.1

熱刺勝3：1（半場1：0）

電視直播：NOW621台

富咸在2017至
18球季通過附加賽
一得
之見 取得重返英超的資
格，之後直至今季
卻只能梅花間竹地來回英超與英
冠，除了整體實力不足以鞏固站
穩英超外，另一因素是球隊在當
季英冠的首席射手，翌季在英超
入球量大減，這多少亦反映了英
冠和英超之間的鴻溝。
如上述球季，富咸的首席射
手是現時已轉投熱刺的左翼衛賴
恩施斯隆，當季他在聯賽射入15
球，但翌季隨隊升上英超比賽，
上陣35次僅入2球。2019至20球
季輪到阿歷山大米祖域發威射入
26球，亦成為當季神射手，然而
翌季英超同樣 「隱形」 ，上陣27
次僅入3球，結果富咸又降回英
冠。
翻查過去的英冠神射手，絕
大多數翌季在英超都入球大減
產，很大程度上已說明兩級聯賽
水平的分野、所面對後衛能力的
不同。另一重要因素是上陣機
會，以首位英冠單季入球達30球
的前水晶宮射手格連梅利為例，
翌季球隊擴軍，從阿仙奴羅致前
鋒查馬克等，結果梅利亦淪為後
備，亮相時間大減下全季英超僅
入1球。實力、財力，英超、英
冠的確屬兩個世界。
大公報記者 譚德龍

熱刺陣容完善勢破修咸頓
【大公報訊】據sportsmole報
道：上季後上重奪歐聯資格、今季
再完善人腳的熱刺，今晚英超主場
作第一擊，對手為修咸頓，只要發
揮水準必可輕鬆奏捷， 「讓球」 熱
刺讓一球／球半，上盤可放心去
馬。（NOW621台今晚10時直播）
熱刺續有王牌射手哈利卡尼、
上季有突破表現榮膺英超神射手的
孫興民，以及今季續借用的 「助攻
王」 古路施夫斯基攻堅，亦加入了
領隊干地之前帶領國際米蘭時的愛
將比列錫，還羅致了鋒將李察利臣
和中場比蘇馬，不過後兩者今戰將
分別因停賽和受傷而缺陣。開始一
個完整球季的干地，今季是實踐其
鴻圖大計之時，今場將會拿修咸頓
來小試牛刀。
修咸頓今季暫時主要人腳變動

不大，除後備門將費沙科士打轉投
今戰對手熱刺外，還有前鋒老將沙
恩朗加盟英冠雷丁，其餘像禾特普
斯、列特文等仍在陣，但禾確特與
利夫拿文度今戰倦勤，上季有不俗
表現的借用前鋒布查已回到車路
士，實力有減無增之下，難阻熱刺
開展挑戰錦標之路。

熱刺射手卡尼（左）與孫興民合
▼
作無間。
網絡圖片

史
▼達寧（左）今季投車路士，可增強
鋒力。
網絡圖片

【大公報訊】據每日郵報報道：周
六英超尾場安排 「雙藍會」 ，由愛華頓
主場硬撼車路士。雖然客軍季前熱身表
現一般，亦顯然仍未完成組軍，不過愛
華頓的情況與上季一樣差，預料車路士
仍可順利打開勝利之門，值博 「讓球主
客和」 車路士[-1]的讓客。（NOW621
及611台明晨零時30分直播）
此刻車路士的組軍消息繼續不絕於
耳，據報答應以8500萬鎊收購李斯特城
後衛韋斯利科芬拿，又與巴塞隆拿的前
阿仙奴射手奧巴美揚拉上關係，確定的
好消息是守將艾斯派古達已經續約，掃
除離隊陰霾，今戰將與新中堅高列巴尼
等鎮守防線。另一新兵史達寧將聯同夏
維斯和美臣蒙特攻堅，前景未明的迪姆
華拿狀態也不足，最多先任後備。
愛華頓上季驚濤駭浪下護級成功，
今季情況未見樂觀，進攻大將李察利臣

英超焦點賽事賠率及推介

英冠射手難立足頂級聯賽

利物浦近況不俗可取上盤

沙拿

英超焦點賽事賠率及推介
開賽時間

◀富咸前鋒米祖域。

米
▼祖域（上）是富咸升上英超最大功臣。
資料圖片

利
▲物浦前鋒沙拿。

沙 拿 在 上 季 英 超 35 仗 入 23
球，繼2017至18及2018至19球季
後，第3次取得英超金靴獎。今年
沙拿的去留一直是球迷關注點，直
至上月初終於和利物浦續約至
2025年，今季繼續專心替球隊比
賽。在沙迪奧文尼轉投拜仁慕尼
黑、羅拔圖法明奴逐漸退居二線之
下，沙拿未來要帶領達雲紐尼斯、
路爾斯戴亞斯等人組成新 「三叉
戟」 ，力求擦出新的火花；事實上
近季鋒芒畢露的沙拿，早已成為對
手重點 「招待」 的對象，如今有新
人加入也許可以分散對手注意力，
減輕沙拿的負擔。

【大公報訊】綜合talksport、天空體育報道：
英超首輪今晚早場，由 「升班馬」 富咸主場挑戰上
季亞軍利物浦，客軍在上周的社區盾已見有不俗表
現，連續3季首輪鬥 「升班馬」 也悉數勝出，今戰
「讓球」 即使要讓球半／兩球，亦可照取上盤。
（NOW621及611台今晚7時30分直播）
利物浦今季可算是列強中主要人腳變動最少
的一隊，只有鋒線由沙迪奧文尼換上達雲紐尼斯，
故此合作方面肯定不會有大問題，並可立即上力。
主帥高洛普直言不會急於讓紐尼斯擔當主力，故預
了今仗會像社區盾般先讓羅拔圖法明奴任正選，聯
同穆罕默德沙拿及路爾斯戴亞斯出擊，傷癒的艾利
臣比加可復出把關，主力中只有迪亞高祖達因傷未
能候命。客軍實力凌駕主隊，還有紐尼斯當後備殺
手，定可旗開得勝。
富咸為上季英冠盟主，今夏主要從士砵亭收
購中場祖奧包連夏，以及從阿仙奴羅致門將賓特尼
奴，前線仍有上季英冠神射手阿歷山大米祖域，但
整體能力仍然遠遜於利物浦，除非突然有神來之
筆，否則難免盡失3分。

責任編輯：江俊雄
美術編輯：鮑俊豪

英超熱話

利物浦右翼鋒穆罕默德沙
拿，富咸前鋒阿歷山大米祖
域，前者在上季英超射入
球，與熱刺的孫興民共享金靴
獎殊榮，後者則於上季英冠獨
取破紀錄的 球，第 度成為
英冠神射手之餘，亦順利協助
富咸小別一季後即重返超聯。
如今沙拿與米祖域立即在今季
英超首輪相遇，上演一場 神
射手大戰 ，球迷亦可從中觀
察，一線之差的英超、英冠神
射手實際水平是否有天壤之
別。

大公報記者 譚德龍

沙
▼拿助利物浦奪得今季社區盾錦標。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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