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耶利尼是意大利足坛
出了名的学霸级人物，2010 年
他在都灵大学拿到了经济学
学位，毕业论文的成绩是 109
分，离满分只差 1 分。7 年过
去，基耶利尼踢球的同时还在
继续深造，当地时间 4 月 6
日，基耶利尼正式拿到都灵大
学工商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
这次尤文中卫的成绩更进一
步，拿到满分顺利结业。

基耶利尼这两次拿到学
位证书，尤文图斯官方都向他
表示了祝贺，斑马军团对于阵
中大将努力提高知识水平的
做法一直很支持，而基耶利尼
此番拿到硕士学位，最需要感
谢的也是自己的东家，因为他
的毕业论文主题就与尤文图
斯有关：国际基准下尤文图斯
足球俱乐部的经营模式。在论
文报告中，他将尤文与皇马、
毕尔巴鄂和波尔图进行了横
向对比。

都灵大学曾培养出三位
诺贝尔奖得主和两位意大利
总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
府。7 年前，基耶利尼凭借 25
页的《以尤文图斯为例，解析
体育俱乐部的资产预算》获得
了这里的经济学学位。基耶利
尼的硕士学位拿的实至名归，
都灵大学方面对于尤文中卫
的评价也相当高：“基耶利尼
为其他人确立了一个榜样，他
不光在体育竞技上拼尽全力，
对待文化和学业的态度也一
样认真。”事实上，即便基耶利
尼早已出名，但在考试和结业
方面，都灵大学并没有给予他
任何宽松和优待。

有一段时间，基耶利尼在
英语和西班牙语考试中成绩
不佳，遇到些许麻烦。为了顺
利结业，他请来私人教师，在
闲暇时间接受“秘密特训”。稍
显坎坷的过程增加了这张学
位证书的份量。基耶利尼表
示，于足球
之 外 学 习
理 论 知 识
可以帮助他从压力中解脱。更
有趣的是，除客场旅途外，他
甚至认为职业球员的“课余时
间”实在太多了，以至于他完
成学校布置的课题并不疲劳。

接受《共和报》采访时，基
耶利尼说：“我没有得到任何
老师的特赦，这个学位是非常
普通的。不同于球场上的万众
高呼，此时此刻，我只想与家
人和朋友们一同分享。”

时至今日，基耶利尼已出
版了两部著作：2014 年 9 月与
他人合作撰写致敬西雷阿的

《斑马军团的天使》；去年 2
月，他推出了个人的首部自
传———《基耶利尼：一名后卫
的心灵、灵魂与大脑》。

基耶利尼
七年两获学位

 宿茂臻
2002 年 12 月，一代名

将宿茂臻解甲归田，4 年后
他在英国索尔福德大学获
得了管理学硕士学位，下一
步的计划是利用所学的管
理学理论和知识成为中国
最好的教练。

 陈昌源
曾在人和效力数年的陈

昌源拥有华裔血统，他曾 11
次代表比利时 U19国家队出
场。这位面相俊朗、酷似费翔
的球员还是布鲁塞尔大学法
律系硕士毕业生。

 惠若琪
5 月 7 日，惠若琪顺利

通过了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
答辩，当然，这可不是她学业
的终点，今秋，她将继续攻读
南师大体育科学学院的体育
人文社会学博士学位。

 中国乒乓球队
中国乒乓球队有就读上

海交大的传统，从刘国梁到王
励勤，再到如今的许昕和马
龙，都曾毕业或正就读于此。

 雷声
击剑选手雷声在北大完

成新闻学的本科之后，又跨
专业去光华学院继续读完他
的硕士课程。

 邓亚萍
1997 年退役后，邓亚萍

进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学习。
2001年，邓亚萍取得清华大
学外语系英语学士的学位，同
年 9月进入英国诺丁汉大学
攻读中国当代研究专业研究
生，并于一年后获得学位。
2002年邓亚萍进入英国剑桥
大学经济学专业攻读博士学
位，经过不懈的努力，2008年
她被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徐莉佳
伦敦奥运会帆船激光镭

迪尔级女子单人艇金牌得主
徐莉佳，从上海交大工商管
理本科毕业后前往南安普顿
大学学习国际管理专业。
 刘翔
2004年 10月 13日，雅

典奥运会男子 110米栏冠军
刘翔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出
席该校的“刘翔同学表彰暨
报告大会”。会上，刘翔不但
被授予“优秀学生”称号，还
被推荐免试直升华师大研究
生，而且硕博连读，并获得
20 万元的奖励。另外，刘翔
的教练孙海平也在会上接受
了华师大兼职教授的聘书。
 郎平
郎平退役后先到北京师

范大学攻读英语专业,1987
年 4月又以公派自费身份到
美国留学,在争取到旧金山
旅美华侨“新中国基金会”提
供的为期二年的奖学金后,
到新墨西哥大学预科部英语
补习班学习。1988年通过托
福和 GRE 考试,获攻读新墨
西哥州大学体育管理系现代
化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资
格,并顺利拿到学位。

中国体坛
那些学霸

希斯洛普获哈佛奖学金
在雄奇瑰丽的南美大陆，

也有众多卧虎藏龙的高学历绿
茵名将。

最著名的现役球员当属法
尔考，在职业生涯出道之初与
河床俱乐部签下合同前，他就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拿到了
媒体学的学位，被称为“足球运
动员中的知识分子”。阿根廷球
星雷东多拥有法律学学士文

凭，据称他为了自己的学位一
度拒绝过国家队召唤。2010 世
界杯金球奖得主弗兰的求学经
历也同样丰富多彩：在法国读
小学，又在意大利度过了中学
时光；16 岁来到阿根廷报考了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大学，
获政治学学位。

当然了，北美与非洲也不
遑多让。全球最著名学府授予

球员学位之一的来自加勒比小
国：2006 年带领自己的祖国第
一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国门希斯洛普，曾
获得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就读
机 械 工 程 系 ，据 传 他 曾 在
NASA 实习过三个月。而曾经
夺得过奥运会、非洲杯冠军的
前非洲足球先生姆博马还拥有
数学学士学位。

丹麦门将获诺贝尔奖

要说国际足坛知识水平最
高的球员是何方神圣，回答要
追溯到“远古时代”。

距离较近的一位大神是巴
西球星苏格拉底。1982 年、1986
年，苏格拉底两次征战世界杯，
精湛的球技使自己与队友“白
贝利”济科一道，步入了桑巴足
坛的传奇殿堂。和他那颇有哲
学渊源的名字一样，他更喜欢
自称医生、商人、政治家、音乐

家，他是球风最具观赏
性的桑巴球员之一。

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内，苏格拉底专

注于医学专业，沉
迷学习的他放
弃 了 足 球 系

统训练。那段时间，他经常在不
经过训练的情况下参加周末的
巴西联赛，并婉拒了与科林蒂
安签约的机会。终于，1978 年苏
格拉底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并于 9 年后的 1987 年挂靴，成
为了一名专职医生。

要问何人排第一，想必部
分球迷心中有了答案：诺贝尔
奖得主、丹麦人尼尔斯·玻尔！

1922 年，由于对原子结构
模型研究做出的突出贡献，玻
尔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
奖。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丹
麦劲旅 AB 队的主力门将。

玻尔对学术的痴迷在足球
场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据 AB
队史料记载，在一场 AB 队与德

国特维达队的比赛中，德国人
外围远射，玻尔却在门柱旁边
思考一道数学难题。尽管玻尔
拥有不俗的实力，但在球场间
歇性地如此“分心”让他始终与
丹麦国家队缘悭一面。好在弟
弟哈拉德·玻尔入选过丹麦国
家队，并且随队赢得 1908 年伦
敦奥运会银牌，他和哥哥也都
是著名的科学家。

另外一位“诺贝尔球星”则
是 1957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法国大文豪加缪，他的《局外
人》是法语业内人士反复研读
的佳作。身为阿尔及利亚后裔，
他当年入选北非之狐国家队的
呼声极高。可惜由于身患肺结
核，加缪不得不提前退役。

两回合零封巴萨、让青春风暴摩纳哥哑火，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而尤文铁卫基耶利尼是其
中的一份子。而不久前，他以满分成绩取得都灵大学硕士学位。回顾国际足坛在过去近一个世纪
的历史，还有哪些知识水平极高的球员让你印象深刻？

恶汉德容竟是大学学历
尤文中卫拿到硕士学位激

起了意大利媒体的兴趣，《米兰
体育报》做了一个盘点。三位米
兰名宿也具有令人艳羡的学
历：老贝治下出场年龄最大的
科斯塔库塔拿到了博科尼大学
SDA 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
这所商学院 MBA 的实力在欧
洲足以排得上前十名；现德国
队领队比埃尔霍夫于 2002 年 2

月获得了德国鲁尔区哈根大学
国民经济学硕士学位；迷倒万
千少女的九爷因扎吉也曾用两
年时间，在都灵的一家业余大
学取得会计资格证。

其他球员当中，国米边卫
长友佑都和曾经在意甲长期效
力的阿尔巴尼亚前锋博格达尼
都有经济学学位，季初刚被乌
迪内斯出售的塞尔维亚门将布

尔基奇则是历史学出身，主攻
方向是迈锡尼和克里特文明。

最让球迷吃惊的还是德容
跟穆图二人，虽然平素他们在
球场上以坏小子和恶汉的形象
示人，但手头都有正儿八经的
大学学历，德容学的是经济专
业，罗马尼亚前锋更拥有布加
勒斯特大学法学和运动科学的
双学位。

马塔大学专业是新闻学
在意甲之外，还有众多其

他联赛、来自不同大洲的球员
拥有高水平的学历。前瑞典国
脚拉尔森是史上学历最高的足
球运动员之一，他在凯尔特人
效力期间收获了格拉斯哥斯杰
克莱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此举
是为表彰拉尔森对格拉斯哥的
体育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
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吉格斯
也曾在 2008 年被曼彻斯特
萨尔福德大学授予文学硕

士学位。
除去上文提到的比埃尔霍

夫，另一位德国球员莱曼也是
德国球员的高学历翘楚。早在
1992 年，他就开始在明斯特大

学学习经济学。
曾见证了西班牙国家队黄

金盛世的两位中场大将也拥有
不可小觑的学历。哈维·阿隆索
曾就读于巴斯克大学经济学。
他一开始主攻工程学，后来发
现难以和踢球兼顾而改换专
业。现效力于曼联的马塔也曾
就读于马德里理工大学新闻专
业。与马塔在英超数度交锋、经
常被球迷调侃的吉鲁曾公开表
示，自己在成为职业球员前顺
利通过法国高考，进入格勒诺
布尔大学体育科技与运动学专
业学习，不过貌似还没拿到学
位的他就不得不全情投入职业
足球生涯了。 据《体坛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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