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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萨浅让杯赛难胜
热刺大胜富勒姆

竞彩让球推荐：3

盘口推荐：热刺

热刺 一?/?半 富勒姆

竞彩让球推荐：3

盘口推荐：皇家社会

拜仁杯赛练兵 基尔强硬对抗

皇家社会 受半一 巴萨

本周中欧洲足坛联赛较少，大部分

场次均为杯赛。 德国杯十六分之一决赛

最后两场比赛将在周二周三举行，其中

拜仁慕尼黑将赴客场出战基尔荷尔施泰

因。

基尔荷尔施泰因从未出战过德甲，

因此与拜仁慕尼黑没有交锋记录。 这支

来自德国北方的球队自2016-2017赛季

重返德乙后一直战绩较为稳定，曾距离

升级咫尺之遥。上赛季初，球队将二队主

帅奥莱·维尔纳提拔为一队主帅，32岁的

维尔纳也成为德国前两级别联赛中最年

轻的主教练。在这位少帅的带领下，基尔

本赛季表现十分沉稳，长时间高居联赛

前两位，球队也一改过去重攻轻守的风

格，在攻守平衡上做得较以往更为出色，

目前也是德乙失球最少的队伍。

基尔目前队内气氛良好，而且战术

默契度很强，全队绝大部分主力均已在

维尔纳手下效力了一年以上，吃透了战

术思路。 新援中只有33岁的巴尔特斯一

举成为重要棋子，这位有着丰富德甲经

验的左边锋是基尔前场进攻的发起点，

也被主帅维尔纳赋予了极大的自由度。

基尔最大的目标是升入德甲，这也就意

味着德国杯对拜仁一战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面对德国最强队时，基尔能不

能打出勇气和信心？就此层面而言，基尔

不会因为这场比赛的困难程度而放弃。

论实力， 拜仁自然远远强于基尔，

但“南大王”面临的比赛任务很重，从上

周末开始的两周内，拜仁都将一周双赛，

球队肯定会在杯赛中对出场阵容有所

调整，包括努贝尔、萨尔、罗卡、舒波莫廷

等比赛机会较少的球员都很可能获得主

力资格，正如该队在德国杯第一轮中所

做的调整一样。 其实拜仁在德国杯中一

向是这样的态度，让更多球员获得实战

机会，以最经济的方式获得晋级。虽然上

两个赛季拜仁均获得了德国杯冠军，上

赛季更是以六战全部在90分钟内解决战

斗的完美方式夺冠，但这两个赛季在决

赛之前的所有场次德国杯中，拜仁全部

输掉了亚洲指数。 这或许并不是一种巧

合。

本场比赛机构开出了客队拜仁让

两球半的初始亚洲指数，后势部分机构

已降至客让两球/两球半。 综上所述，本

场比赛看好基尔最多输两球，竞彩让球

玩法推荐3。

皇家社会VS巴萨

皇家社会上轮联赛客场和塞维利

亚大打出手还是落败而归，这亦是球队

近来接连在马竞、莱万特及塞维利亚身

上输球，球队近期在密集的赛程中整体

状态有些疲劳。巴萨上轮联赛客场大胜

格兰纳达，球队近来客场接连啃下韦斯

卡、毕尔巴鄂、格兰纳达三支难缠的球

队， 巴萨近期的状态有回暖的势头，尤

以球队前一阶段防守状态低迷在近期

呈现出反弹的势头，而进攻方面球队的

状态也有所抬头。本场比赛欧洲平均赔

率给出4.475、4.167、1.663的数据， 三组

数据之间整体分布相对集中，客胜指数

在后市的调整中呈小幅度上下震荡，对

位的主胜指数在后市的调整中有小幅

度的拉高，居中的平赔指数调整中有小

幅度的拉高。盘口方面给出主受让半一

的中水，上盘恐难出。

热刺VS富勒姆

热刺周中对低级别的学弟马林是

大打出手，这亦是球队自客场遭狼队逼

和以后， 近来三场各项赛事的三连胜，

尤以球队在防守方面的整体表现有所

反弹， 而进攻方面的表现亦是趋向稳

定。 富勒姆上轮联赛因为疫情而取消，

而球队在上周末的足总杯的比赛中亦

是闷和巡游者，球队在看到保级的曙光

之后， 明显是对各种杯赛有放弃的态

势。 本场比赛欧洲平均赔率给出1.394、

4.818、7.715的数据，三组数据之间分布

离散，主胜指数在后市的调整中走势保

守，对位的客胜指数在后市的调整中有

小幅度的拉高，居中的平赔指数在后市

的调整中出现协调性的小幅度拉高。盘

口方面给出主让一球/球半的中水，上

盘可博。

布赖顿无力抗衡曼城
周四凌晨，曼城将坐镇主场迎战布赖

顿。 双方近期表现形成鲜明对比，曼城保

持13场各项赛事不败，而布赖顿已经连续8

轮联赛一胜难求，此消彼长之下，主队当然

更有能力全取3分。

随着赛程的深入， 曼城逐渐摆脱此

前飘忽的状态， 并且找回了昔日巅峰时

期的状态。 最近一段时间，球队不仅在英

超中保持不败， 同时在英联杯和英足总

杯两条战线也是齐头并进，上一场3球轻

取伯明翰顺利晋级英足总杯第四轮后，

他们已经将连续不败纪录扩大到13场，

回看积分榜的争夺， 暂时少赛两轮但已

经取得29分，距离榜首利物浦只有4分之

差，依然具备冲击冠军的可能。 值得一提

的是， 即使曼城本赛季的进攻火力不如

往年，但防守方面却有大幅提升，目前均

场仅失0.87球的他们是英超失球最少的

队伍， 近4场各项赛事有3场能零封对手，

凭借如此固若金汤的防守端， 是役迎来

进攻火力难尽如人意的布赖顿， 球队绝

对有望再度上演零封好戏。 虽然多人因

新冠无缘出战而烦恼， 幸好球队班底足

够雄厚。 并且，曼城对阵布赖顿显得胸有

成竹，皆因球队在双方此前7次对垒中悉

数获胜， 期间21比2的得失球比足以体现

实力方面的碾压， 曼城是役再下一城毫

无难度。

尽管上场英足总杯过后顺利晋级第

四轮，但依然无法否认布赖顿正处于相当

艰难的时期，毕竟上场对手纽波特郡仅为

英乙球队，面对低组别球队如此艰难才通

过十二码大战决出胜负多少显得颜面扫

地。 而回到英超赛场，布赖顿同样表现不

佳，自去年险胜维拉后，球队已经连续8轮

联赛一胜难求， 期间均场失球数达到1.6

球，而均场入球数则仅为1.33球，如此攻不

锐守不稳也是布赖顿今季依旧低迷的最

大因素。

本场比赛亚盘开出曼城让两球，此役

面对实力出众的蓝月亮，布赖顿实在无力

抗衡。

竞彩让球推荐：3

盘口推荐：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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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 两? 布赖顿

竞彩不让球推荐：3

盘口推荐：曼城

皇马恐无心恋战西超杯
西班牙本周的主题是超级杯，本赛

季超级杯有四支球队参加，皇马对阵毕

尔巴鄂，而巴萨则将和上届冠军皇家社

会交锋。 两场比赛胜者将争夺冠军，而

打完两场超级杯后，皇马和巴萨还将继

续参加国王杯的比赛，总体来说赛程还

是比较密集，两支球队对于超级杯的战

意是需要打上问号的。

尤其是这段时间遭遇人在窘途的

皇马， 因为西班牙上周末的暴风雪，皇

马从上周五开始就一直不得不待在了

潘普洛纳，做客奥萨苏纳的比赛结果对

于皇马来说有些苦涩，0比0， 基本上全

主力的皇马未能赢球；而由于球队在周

三前必须抵达马拉加，皇马不得不放弃

回到马德里，选择周一前往超级杯比赛

地马拉加。 同时，后勤部门还在马拉加

联系了拥有训练条件的场馆为超级杯

做准备。

相比之下， 毕尔巴鄂备战就很充

分， 由于暴风雪球队无法抵达马德里，

毕尔巴鄂做客和马竞的联赛延期了，这

样球队就可以集中精力备战和皇马的

比赛，马塞利诺上任首战，毕尔巴鄂主

场2比3不敌巴萨，超级杯对于俱乐部新

帅来说，也是磨合阵容和考察球员非常

重要的环节。

目前皇马主力阵容中只有卡瓦哈

尔继续缺阵， 哪怕皇马最终晋级决赛，

这位右后卫可能也无法出战，而前场齐

达内已经彻底不用约维奇，皇马在中锋

位置上还有本泽马和马里亚诺，不过阿

扎尔伤愈复出后状态还不是很好，齐达

内还是有可能在两翼使用两位年轻小

将冲击。

两队去年圣诞节前有过交锋，皇马

主让3比1赢球也赢下了数据，当时的数

据是皇马让一球，现在中立场地，机构

给出皇马让半一低水的数据，机构还是

对皇马能够赢球有一定的倾向性，不过

鉴于皇马这段时间的连续客场，包括超

级杯后球队还需要做客打国王杯和阿

拉维斯的联赛客场，连续漂泊在外的皇

马状态其实是不容易调整的，相比之下

超级杯属于竞技性不是很强的赛事，虽

然有消息称齐达内也用超级杯改变球

队近期一般的状态，不过从现实情况来

看， 皇马未必会对超级杯太过于上心，

这项赛事更好的作用是调整和放松，因

此我还是看好毕尔巴鄂可以90分钟内

力保不败，竞彩选择让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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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马德里 半一 毕尔巴鄂竞技

竞彩让球推荐：0

盘口推荐：毕尔巴鄂竞技

竞彩不让球推荐：3

盘口推荐：热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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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刺 一?/?半 富勒姆

伦敦德比，热刺主场拒绝爆冷
此前联赛表现颇为尴尬的热刺，

近期借助圣诞赛程和国内杯赛开始强

势反弹， 尤其是一举杀入英联杯的决

赛， 更是让穆帅和他的弟子们非常提

气。 而眼下这波三连胜无疑是本赛季

热刺在攻防两端表现俱佳的时刻，此

前一直饱受外界质疑的比赛尾端失球

的毛病， 至少在过去的3场比赛中，热

刺解决得非常到位， 毫无疑问在做出

及时调整之后， 球队又回到了联赛的

正轨之上。从目前的联赛积分来看，尽

管热刺暂列第四， 但在少赛一轮的情

况下， 也就落后榜首的利物浦4分，至

少较之两周前， 热刺的联赛形势无疑

要开朗很多。

富勒姆这边自打节礼日亮相，主

场0比0逼平南安普敦之后， 后两轮圣

诞赛程的比赛接连遭遇到延期， 原本

以为在上周末的足总杯上， 农场主或

许会找到进球的感觉， 但在与英冠球

队女王公园巡游者的比赛中， 球队在

常规时间内还是未能取得进球， 虽说

最终凭借着加时赛淘汰对手成功晋

级，但眼下这波五连平的战绩，多少还

是让农场主有些尴尬的。 虽说在弃用

米特洛维奇之后， 球队整体战绩有所

提升， 但攻击端的乏力也是不争的事

实。

在这波五连平的比赛中，富勒姆

总共只打入2球， 以这样孱弱的攻击

力，外加近些年做客热刺的低迷表现

来看， 如果排除突如其来的因素，这

个比赛富勒姆想要在热刺的主场全

身而退，其难度是可见一斑的。 再结

合亚洲机构本场一球球半中水的初

盘来看，像这样的伦敦德比能有这样

的让步至少也算中规中矩了，后市只

要热刺的水位不过分上扬的话，这个

比赛笔者还是建议大家优先考虑正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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