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球员 赛季 进球 年龄

安迪·科尔 1993-1994 34 23

阿兰·希勒 1994-1995 34 24

萨拉赫 2017-2018 32 25

C罗 2007-2008 31 23

苏亚雷斯 2013-2014 31 27

阿兰·希勒 1995-1996 31 25

菲利普斯 1999-2000 30 26

亨利 2003-2004 30 27

范佩西 2011-2012 3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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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18粒至0 . 87粒

场均进球数连年增长

萨拉赫11岁便加盟开罗当
地一家俱乐部，2012-2013赛季，
萨拉赫被欧洲球队关注，瑞超豪
门巴塞尔将20岁的萨拉赫签下。

萨拉赫在2012-2013赛季为
球队出场48场，打进9粒进球，场
均进球数仅为0 . 18粒。2013-2014
赛季中期，萨拉赫以1800万欧元
的转会费加盟英超球队切尔西，
这一赛季萨拉赫共代表巴塞尔
和切尔西出战40场，打进12球，

场均打进0 . 3球。2014-2015赛季
中期，切尔西将萨拉赫租借至佛
罗伦萨，该赛季萨拉赫代表两支
球队出战34场打进9球，场均打
进0 . 26粒进球，较上一赛季有所
下降。2015-2016赛季，萨拉赫以
租借的方式加盟罗马队，萨拉赫
在出战42场的情况下共打进15
球，场均打进0 . 36粒进球。2016-
2017赛季，罗马以1500万欧元将
萨拉赫买断，萨拉赫共为罗马出
战33场打进17球，场均进球数涨
至0 . 52粒。本赛季，萨拉赫以4000
万欧元的价格加盟利物浦，共为

球队出战48场，打进42球，场均
进球数为0 . 87粒。

从进攻能力来看，早期的萨
拉赫表现并不算亮眼，不过，埃及

人的职业生涯始终处于一个上升
的态势。1992年出生萨拉赫今年不
到26岁，相信在下一个赛季他将
会给球迷带来更大的惊喜。

萨拉赫本赛季
个人荣誉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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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季打进32球

萨拉赫打破C罗纪录

2017-2018赛季，这是属于萨
拉赫的赛季，萨拉赫以32球拿下
金靴奖。32球也创下了英超38轮
制单赛季进球纪录。

英超历史上单赛季进球纪
录为34球，由安迪·科尔在1993-
1994赛季创造，阿兰·希勒在1994
-1995赛季追平这一纪录。不过
当时英超单赛季的总场次为42
轮。1995-1996赛季，英超单赛季
轮次改为38轮，阿兰·希勒在该

赛季打进31球创下改制后的纪
录。2007-2008赛季，C罗打进31球
追平阿兰·希勒创下的纪录，2013
-2014赛季，苏亚雷斯同样打进31
球追平这一纪录。

本赛季，萨拉赫在前37轮共
打进31球，追平由希勒、C罗和苏
亚雷斯共同保持的38轮制单赛
季进球纪录。

最后一轮，利物浦主场迎战
布莱顿，萨拉赫帮助球队4:0取胜
并打进1球。萨拉赫也以单赛季
32粒进球的数据打破了英超23年
以来的纪录。

萨拉赫拒绝皇马
红军生涯才刚开始

据进球网报道，萨拉赫坚
称自己的未来在利物浦，他表
示球队本赛季的表现仅仅是
个开始。

虽然媒体盛传皇马有意
在今夏引进他，但 25 岁的萨
拉赫表示自己专注于在利物
浦取得更多成就。

“我当然有和利物浦一起
在未来取得成功的雄心，正如
你所见，我们经历了一个伟大
的赛季，现在球队进入了欧冠
决赛，所有人都非常激动。这
仅仅是个开始，这是我在利物
浦的第一年，也是其他一些球
员的第一年，这只是个开始。”

利物浦现在正全力备战
与皇马的欧冠决赛，萨拉赫表
示红军已经证明了他们可以
挑战甚至击败欧洲豪强。

“在通往决赛的路上，我
们击败了曼城和罗马，这些都
只是一个开始而已。”萨拉赫
说道，“我们想要赢下欧冠决
赛，我们会带着求胜的心理去
和皇马比赛。” 综合

萨拉赫拒受豪宅
总理免其 3 年兵役

在埃及，萨拉赫已经被当
做人民英雄，甚至有富豪出钱
给萨拉赫盖豪宅，但是性情低
调的萨拉赫婉拒了，他希望自
己作为公众人物能身体力行
帮助家乡积极建设。

埃及全国的球迷乃至国
家领导层却从来都是萨拉赫
最坚实的后盾，当初萨拉赫加
盟蓝军时是以参加一个教育
项目的名义才得以免除国内
的服兵役要求而留在英格兰，
但后来这一项目被埃及教育
部所取消，导致他不得不面临
着最长可达 3 年的兵役。

结果埃及总理易卜拉欣·
马赫莱卜亲自召集教育部官
员和时任埃及国家队主帅共
同开了一次高层会议，认定萨
拉赫是埃及足球的希望、拥有
着改变埃及足球历史的影响
力，因此最终由总理亲自拍板
决定，免除了萨拉赫的兵役。

综合

凯恩谈金靴奖
萨拉赫当之无愧

在本赛季的英超金靴之
争中，热刺前锋哈里·凯恩虽
然攻进了创自己纪录的 3 0
球，但依然不敌萨拉赫的 32
球，无缘金靴三连霸。

此前 2 个赛季，凯恩夺得
英超金靴的进球分别是 25 球
和 29 球，虽然本赛季凯恩更
进一步突破30球大关，却反而
被更神勇的萨拉赫以32球笑
到最后，利物浦前锋更是创造
了38轮英超进球新纪录。

对于本赛季的金靴之争，
凯恩点评道：“有竞争是一件
好事，很高兴英超有2个射手
都能攻进30球，对于我个人而
言，这就是我去年制定的进步
目标，当时我攻进了29球，因
此现在能够突破30球大关很
棒。萨拉赫本赛季踢得很出
色，他配得上金靴，我也非常
期待下赛季继续和他竞争。”

综合

每69 . 5分钟进1球

“埃及梅西”效率超梅西

由于萨拉赫的过人、平衡性
以及满脸的胡须都与梅西极为相
似，因此他也被称作“埃及梅西”。

本赛季，梅西在联赛和欧冠
两条战线上共为巴萨打进40球，
其中联赛34球，欧冠6球，助攻数
为10粒，出场时间2973分钟，平均
每74 . 3分钟打进1球。

萨拉赫在联赛和欧冠两条

战线上共为利物浦打进42粒进
球，其中联赛32球，欧冠10球，助
攻数同样为10粒，出场时间为
2921分钟，平均每69 . 5分钟打进1
粒进球。

本赛季，萨拉赫的表现没有
愧对“埃及梅西”这一称号。尤其
是在进攻效率这一环节，萨拉赫
在进攻端的表现让人信服。考虑
到英超的对抗性和防守强度都
要高于西甲这一因素，萨拉赫更
加无愧“埃及梅西”的称号。

场均0 . 1粒到0 . 89粒

萨拉赫用进攻征服英超

萨拉赫表示，许多人说他不
够优秀，无法在英超取得成功。当
他离开切尔西时便一直想回到英
超证明那些人的看法是错误的。

2013-2014赛季，首次加盟英
超的萨拉赫在切尔西过得并不
开心，两个赛季，萨拉赫共为切
尔西出战19场，其中9场为替补，
进球数仅有2粒，场均进球数仅

为0 . 1粒。不仅球迷认为萨拉赫无
法适应英超，连切尔西当时的主
教练穆里尼奥都不相信萨拉赫，
而是转手将他送到罗马。

2017-2018赛季，萨拉赫从罗
马重新返回英超，加盟利物浦的
第一个赛季便打进32粒进球，场
均进球数为0 . 89球。从当初被英
超抛弃，到现如今重回英超并拿
下金靴，场均进球数较切尔西时
期翻了近9倍，萨拉赫用进攻征
服了英超。

□记者 魏露
□本版制图 闫平

5月14日凌晨，英超联赛
落下帷幕，利物浦球星萨拉
赫以32粒进球夺得英超金靴
奖。而在萨拉赫首次加盟英
超的2013-2014赛季，他却长
时间坐在替补席上，最终被
切尔西和穆里尼奥“抛弃”。
如今，重返英超赛场的萨拉
赫已经成为利物浦最耀眼的
球员，球迷们更是将他奉为

“埃及梅西”。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萨拉赫重返英超 场均进球翻九倍

1、3次欧冠周最佳球员
2、2次欧冠周最佳进球
3、3次英超月度最佳球员
4、4次PFA月度最佳球员
5、7次俱乐部月度最佳球员
6、6次俱乐部月度最佳进球
7、PFA年度最佳球员
8、PFA年度最佳阵容
9、英超金靴奖
10、英超赛季最佳球员
11、利物浦赛季最佳球员
12、英格兰足球记者协会年
度最佳球员
13、利物浦球员评选赛季最
佳球员
14、金桑巴奖
15、非洲足球先生
16、非洲年度最佳阵容
17、BBC非洲年度最佳球员
18、阿拉伯年度最佳球员

英超单赛季进球纪录

梅西萨拉赫本赛季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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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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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赫切尔西利物浦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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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赫生涯进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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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萨拉拉赫赫本本赛赛季季在在联联赛赛打打进进3322球球荣荣获获英英超超金金靴靴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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