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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昨天凌

晨，2019/2020 赛季英超联赛第 16 轮，

穆里尼奥麾下的热刺坐镇主场 5：0 横

扫伯恩利。这是 2015 年 1 月份以来穆

帅第一次率队赢得 5 球大胜。

此役凯恩梅开二度， 卢卡斯和西

索科也各自攻入一球， 但全部人加起

来， 也不如连过 7 人上演一条龙破门

的孙兴

慜

那样光芒四射。

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热刺取得

穆帅上任后各项赛事的第 4 场胜利。

同时，热刺英超连续 10 轮丢球的尴尬

纪录告终。孙兴

慜

本场表现无与伦比，

他送出传射的数据， 其中连过 7 人进

球的精彩瞬间更是堪称本赛季英超最

佳。本赛季至今，孙兴

慜

各项赛事送出

10 球 9 次助攻，其中英超 5 球 8 次助

攻。热刺搬入新球场以后，孙兴

慜

各项

赛事 15 次出场送出 9 个进球和 6 次

助攻，堪称“新白鹿巷”之王。

热刺此役前三粒进球全部都与孙

兴

慜

有关， 他还有一次绝妙助攻被西

索科打在了对方的门柱上。 第 31 分

钟，热刺在后场发动反击，孙兴

慜

接球

后观察场上局势之后选择个人突进。

在超过 70 米的冲击路线中，孙兴

慜

甩

开了伯恩利七八名球员的围追堵截，

杀入禁区之后面对门将冷静推射得

分。这个无比惊艳的进球，将孙兴

慜

的

速度优势完全发挥出来。 传奇前锋莱

因克尔也因此拜服：“哇哦， 孙兴

慜

刚

才攻入了你见过的最漂亮的一条龙得

分之一， 我觉得这就是本赛季英超的

最佳进球了。 ”

上赛季， 孙兴

慜

就在对阵切尔西

的比赛中完成了一次经典的一条龙突

击得分，当时，若日尼奥、大卫·路易斯

都彻底沦为韩国天王的背景板。 他的

表现， 也无可避免地被人拿出来与武

磊进行比较。

这粒致敬马拉多纳的破门， 足以

证明孙兴

慜

已经是世界级球星， 只因

为来自亚洲， 很多时候他的价值被严

重低估。同一天的比赛，相隔不过几个

小时，中国一哥和韩国一哥相继登场。

武磊首次踏足伯纳乌球场， 他以首发

身份对决皇马。 但 65 分钟的出场时

间，武磊甚至没有完成哪怕一脚攻门。

事实上，武磊每场都竭尽全力，无论是

在西班牙人还是在中国国家队， 他的

比赛态度没问题， 他已经做到了自己

的极致。但和孙兴

慜

相比，武磊与其的

差距， 恐怕早已大过中超和韩国联赛

的距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昨天英

超上演曼彻斯特德比， 结果曼联客场

作战上半场就以2:0领先曼城， 最终卫

冕冠军1:2不敌同城死敌， 几乎可以宣

告退出冠军争夺。

上半场第20分钟，拉什福德在1对

3攻坚战中争取到点球，并主罚命中。 9

分钟过后，詹姆斯和马夏尔以2打4，最

后由马夏尔转身抽射近角得手， 比赛

不到半小时，曼联就已经2：0领先。

这是曼城在2015年11月22日主场

面对利物浦以来， 首次在主场半场落

后2球。 而曼联上一次在伊蒂哈德球场

半场领先2：0， 还是在2012/2013赛季，

当时鲁尼上半场梅开二度。 换言之，这

是最近7年来，曼联在伊蒂哈德踢得最

爽的一个上半场了。 目睹此景，77岁的

弗格森在看台上欣然微笑。 7年前的那

次， 是他最后一次带着曼联去伊蒂哈

德踢曼市德比。

在此前2个赛季中， 曼城分别以

100分、98分的成绩拿下英超冠军。 尤

其是上赛季，在一度落后利物浦7分的

情况下， 他们通过下半程的一波恐怖

的13连胜， 实现了反超卫冕。 但是如

今，新赛季仅仅过去16轮，他们就已经

落后利物浦14分。 在伤病严重的情况

下，几乎已经可以断言，曼城本赛季已

经无力赶超。

在赛季还未过半， 就将同城对手

的卫冕希望掐灭，对于曼联而言，这样

的快乐可能也不亚于自己夺冠了。

上演“70米奔袭，连过7人一条龙破门”

这一球

孙兴慜如“球王”附体

客场击败死敌，掐灭对手卫冕希望？

这一仗

曼联赢球比夺冠还爽

萨内的重伤， 让曼城在前场边路

遭遇到了严重的削弱。 赛季初表现出

色、 只要登场就能进球的阿圭罗也遭

遇伤病，成为他们进攻端下滑的关键。

此前德布劳内与席尔瓦在两个肋部主

导进攻的态势，也丢掉了以往的犀利。

昨天凌晨， 当弗雷德在不断缠斗

德布劳内以及曼联在本方右侧肋部构

建了严密的防守时， 曼城两个边路无

法打开局面就让他们的进攻丢掉了以

往的犀利性。

与进攻端相比， 曼城的防守更加

让人揪心。 孔帕尼离开之后，曼城并没

有补强中后卫，拉波尔特、斯通斯等人

连续受伤， 奥塔门迪失误不断的情况

下， 瓜迪奥拉一度排出了罗德里搭配

费尔南迪尼奥的中后卫组合。 在这种

局面下， 曼城防线已经没有了昔日的

稳固。 罗德里体格不算出色，京多安运

动能力不足让球队缺乏对防线的保

护，结果就是不断丢掉不该丢的球。 此

前被狼队冲垮防线遭遇 0：2 失利，昨

天则被曼联的快速冲击击败。

本赛季至今， 曼城在 8 个英超主

场中有 3 次丢 2+球，而在此前的 57 个

英超主场中，只有 5 次。 单单从这个层

面来看， 曼城在防守端的下滑已经十

分明显。 从英超前二的防守实力，变成

如今英超第六的防守表现， 这样的球

队，很难争冠。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曼城攻防实力严重滑坡

在英格兰顶级联赛的历史上，从

来没有 1 支球队能在落后 14 分的情

况下实现反超夺冠。 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能与利物浦竞争冠军的，恐怕只剩

下莱斯特城了。

本赛季的利物浦， 比起上赛季更

恐怖。 上赛季 38 轮拿下 97 分成为史

上最高分英超亚军的利物浦， 场均抢

分率为 2.55 分。而本赛季的利物浦，16

轮过后 46 分，场均 2.875 分。

按照本赛季利物浦的抢分速度，

如无意外，恐怕积分可以过百，如此一

来， 摆在利物浦面前的追求就不是英

超首冠这么简单， 而很可能是破纪录

的积分夺冠。

莱斯特城的底蕴毕竟不够深厚，

能否长时间保持连胜不得而知。 利物

浦只要做好自己，即便犯一点点错误，

本赛季英超冠军或许都跑不了。 对于

利物浦球迷来说， 梦寐以求的英超冠

军越来越近了。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莱斯特城底蕴不足

利物浦的对手只剩自己？

连胜热刺和曼城，曼联成了名副其实的“强队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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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慜从己方禁区前沿就带球突进，并最终完成了惊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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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里尼奥赛后与孙兴慜亲切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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