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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代表十冠
苏超、挪超、瑞典超等联赛

均采取“十冠一星”的原则。从
2007-2008赛季起，荷甲也采取
了球衣胸前加星的政策。2006-
2007赛季，埃因霍温夺得荷甲
第20冠，是它建议荷甲给冠军
球队球衣上加星。荷甲夺冠次
数最多的球队是阿贾克斯，它
已经33次夺冠，胸前可以印3颗
金星，每颗金星代表10次荷甲
冠军。夺冠次数第二多的是埃
因霍温，它总共有 23 冠，球衣
上可以印两颗金星。

◎星星可以沿用
有时候，一家俱乐部关门

了，它的继承者或在它基础上
重建的俱乐部会在新球队的球
衣胸前印上星星，以纪念已消
亡俱乐部曾经取得的成就。比
如基辅迪纳摩，在前苏联联赛
和现在的乌克兰联赛中都拿过
冠军，因此它球衣胸前有两颗
星，一颗象征在消亡的苏联联
赛中夺过冠，另一颗象征在乌
克兰联赛中夺冠。

同样的例子还有塞尔维亚
贝尔格莱德的游击队和红星，
两家俱乐部在南斯拉夫、塞黑
和现在的塞尔维亚联赛中都夺
过冠。莫斯科斯巴达球衣胸前
的星星，则代表的是球队在苏
联超级联赛和俄罗斯超级联赛
夺过冠。

◎多达 26 颗星星
2014 年 8 月，秘鲁体育大

学队庆祝 90 岁诞辰。自从 1928
年秘鲁甲级联赛创办起，秘鲁
体育大学队就从没降过级，成
为历史最悠久的一直没有降过
级的秘鲁甲级联赛球队。

在90岁寿诞之年，秘鲁体
育大学推出一款纪念球衣。那
款球衣的特别之外，是在会徽
四周密布了26颗金色的星星，
代表秘鲁体育大学队拿到的26
个联赛冠军。

◎巴甲星星各式各样
巴西的情况比较混乱，巴

西足协关于球衣上星星的使用
没有专门的规定，不少球队球
衣都印有星星，而那些星星所
代表和象征对象则五花八门。
比如，克鲁塞罗俱乐部的会徽
上有五颗星，它代表的就是巴
西国旗里由五颗恒星组成的南
十字座，南十字座最左边的那
颗星代表克鲁塞罗所在的米纳
斯吉拉斯州。

◎乌拉圭缘有四星

世界杯历史上，乌拉圭队
仅两次夺冠，一次是1930年的
世界杯，另一次是1950年巴西
世界杯。不过，在乌拉圭队的会
徽上，却印着4颗星。这是为什
么？原来，除了两次世界夺冠，
乌拉圭队还夺得1924年和1928
年奥运会男足赛事冠军。当时，
国际足联还没有举办世界杯。
而根据国际足联和国际奥委会
的协商，那两届奥运会男足冠
军也被承认为世界冠军。

综合

绣星规则五花八门

球衣几颗星 到底啥讲究

“五星巴西”、“八星
大连”，球迷都知道这些
名词里“星”代表着冠军，
五星巴西即五夺世界杯
冠军的巴西队。但球衣绣
星星并不是那么简单，五
花八门的理由和设计你
可能都没有听说过！

意甲

1 金星代表 10 冠

足球历史上，第一个在球衣
胸前绣星星的俱乐部球队是意
甲豪门尤文图斯，而且绣的是一
颗金色的星星。1957-1958 赛季，

“老妇人”夺得球队历史上第 10
个意甲联赛冠军，成为第一支 10
次夺得意甲联赛冠军的球队。

当时，按照意甲的惯例，夺
冠的下一个赛季，卫冕冠军有权
在它的球衣上印上意甲冠军奖
杯，也就是所谓的“小盾”。

在尤文俱乐部老板翁贝托·
阿涅利的建议下，意甲联赛设立
了“体育功绩金星”奖，许可10次
夺得意甲冠军的球队在球衣上
绣上金星。于是，1958-1959赛季
开始时，在“斑马军团”的球衣
上，在会徽的上方，印上了第一
颗金星。得到第20冠时，球队可
以在球衣上增加一颗金星，依此
类推。

2011-2012赛季，尤文夺得俱
乐部史上第30个意甲冠军。可由
于2006年的电话门丑闻，老妇人
在2004-2005和2005-2006赛季的
意甲冠军已被意大利足协取消。
因此按照官方的数据，2011-2012
赛季的那个意甲联赛冠军只是
尤文的第28个联赛冠军。

2013-2014赛季，尤文的意
甲总夺冠数正式达到了30个。
从次年起，老妇人就可以名正
言顺地在自己球衣胸前印第三
颗金星，以象征它历史上的30
个意甲冠军。

截至目前，斑马军团已拿到
33次意甲冠军。意甲夺冠次数第
二多的是国际米兰和AC米兰，
两队各为18次，只有资格在胸前
印一颗金星。国际米兰的第一颗
金星于 1966 年获得，而 AC 米兰
的第一颗金星于 1979 年得到。

而排在第 4 的热那亚意甲
夺冠次数只有 9 次，更是连印一
颗金星的资格都没有。但他们也
有过绣“星星”的经历。

意甲联赛创建于 1929 年，在
那之前，意大利也有全国联赛。
当时，热那亚是意大利足坛一支
强队，他们是意大利足坛第一支
9夺联赛冠军的球队。之后，热那
亚提出了一个要求：在新赛季球
衣上添加一个小盾，以庆祝自己
9次夺冠。

于是1924-1925赛季，热那亚
成为第一支在球衣上印“小盾”

的意大利联赛卫冕冠军。“小盾”
采用意大利国旗的绿、白、红三
色，外面则围以金色边框。“小
盾”之名不胫而走，它后来就用
以指代意甲冠军。

不过，造化弄人。作为第一
支意甲联赛9次夺冠的球队，作
为第一支在球衣上印“小盾”的
意甲球队，热那亚9夺冠军之后
竟雄风不再。1923-1924赛季之
后，热那亚再没拿过意甲冠军。
正是由于它意甲9冠之后再无斩
获，才成全尤文图斯在1958年成
为第一个意甲十冠王，在球衣上
绣上了第一颗金星。

德甲

三冠就是一颗星

在德国足坛，现在并行两个
评星体系。2004年，德国职业足球
联盟(DFL)引进“杰出冠军俱乐
部”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德甲球
队球衣胸前可以印1、2、3和4颗
星，分别代表3次、5次、10次和20
次德甲冠军。德甲球队中，球衣
胸前星星数量最多的是拜仁，它
有4颗星。德甲冠军，它已经拿了
27次。

意甲和德甲都是球衣上绣
或印星星较早的国家联赛，但为
什么意甲1颗星等于10次冠军，
而德甲1颗星代表的冠军次数要
少得多？

原因很简单。德甲夺冠次数
最多的球队是拜仁慕尼黑，也不
过是27次。其他球队都不超过10
次，第二的纽伦堡只有9次。

如果1颗星等于10次德甲冠
军的话，只有拜仁慕尼黑有资格
绣星星。在拜仁独大德甲的情况
下，这样的规定肯定会令其他球
队不服。于是，德甲就采取了妥
协和折衷的办法，3次夺冠就可
以绣一颗星星。

西甲

球衣上不会印星

法甲可以说是诸侯割据，法
甲联赛创建于1932年，迄今有18
支球队夺过冠。目前，夺冠次数
最多的是圣埃蒂安。它的夺冠数
为10次，是唯一一支可以在球衣

胸前印星星的法甲球队。
不过，该队上一次法甲夺冠

已经是遥远的1980-1981赛季。在
它之后，法甲夺冠次数最多的球
队依次是马赛 ( 9次 )、摩纳哥 ( 8
次)、南特(8次)、里昂(7次)、巴黎
圣日耳曼(6次)和波尔多(6次)。

与意甲、德甲和法甲不同，
西甲和英超游离在球衣印星的
潮流之外。西甲球队，以皇马和
巴萨为代表，会徽上方都不印星
星。左胸前显得很干净，俱乐部
会徽更显突出。

英格兰球队就不在球衣上
绣星星了？也不是。2006-2007赛
季，伯恩利庆祝俱乐部创建125
年，在那个赛季的球衣印上了两
颗星星，象征1921年和1960年拿
到的联赛冠军。

美职联

金星代表卫冕冠军

创建于1996年，美国职业足
球大联盟历史较短。在2006年之
前，美职联球队的非正式做法是
夺一次冠军，球队球衣胸前就印
一颗星星。2006赛季开始时，这种
做法得到官方的认可。而与此同
时，仿效意甲小盾，美职联也启
用了自己的“小盾”。

卫冕冠军在接下来的赛季
可以在球衣胸前印上冠军奖杯，
俗称“大联盟小盾”。冠军奖杯印
一个赛季之后，球衣前面就可以
添一颗星星。如果球队之前拿过
冠军，在“小盾”之下，还要根据
之前夺冠的次数，印上相应的几
颗星星。

比如说，一支球队2008年夺
冠，而在那之前它已经 3 次夺
冠。那么，在 2009 年，它的新赛季
球衣上要印上一个“小盾”，在

“小盾”下面还要印上 3 颗星星。
而到了 2010 年，在新赛季球衣上
就不再印“小盾”，而只印 4 颗星
星就可以了。

到了2012年，美国职业足球
大联盟球衣印星规则又发生改
变。在新赛季球衣上，卫冕冠军
不再印“小盾”，而是印一颗金
星，代表上赛季夺冠。而在金星
下面，则是几颗银色星星，代表
它之前的夺冠次数。

中超

一星代表一冠军

中国球队中，球衣胸前星星
数量最多的是大连实德。大连实
德的8个冠军，有4个是在其前身
大连万达时代夺得，有4个是在
大连实德名下斩获；有7个是在
甲 A 时代拿到，只有一个是中超
冠军。2012 赛季中超收官之战，
是大连实德(万达)的最后一战，
它告别了中国顶级联赛。相比之
下，广州恒大则是中国足球的新
贵。自 2011 年起，截至 2017 年，
广州恒大 7 夺中超联赛冠军。
2013 年，广州恒大成为第一支夺
得亚冠联赛冠军的球队。2015
年，恒大第二度捧回亚冠冠军奖
杯，亚冠球衣上绣上第二星。

日本女足

星星在国旗下面

自 1991 年起，国际足联女足
世界杯已经举行了 7 届。开始
时，世界杯夺冠女足球衣上也有
星星，不过不是印在胸前的会徽
上方，而是印在衣袖上。

2007年，美国女足把星星移
到了衣领后面。2011年女足世界
杯时，美国女足的两颗象征夺冠
的星星已经印到了胸前的会徽
上。2015年女足世界杯第三次夺
冠，美国女足球衣上的星星增加
到了三颗。

德国女足的情况比较特殊。
2003年之前，德国女足一直穿的
是德国男足的球衣，胸前印的是
三颗星。自然，那三颗星是德国
男足赢的，跟德国女足无关。2003
年，德国女足第一次世界杯夺
冠，她们的胸前不再印三颗星，
而是改印一颗星。

一直到2015年之前，挪威女
足都是把星星印在袖子上。从
2015年女足世界杯起，她们的星
星才改印在胸前。

日本女足2011年世界杯夺
冠，胸前也增添了一颗星星。不
过那颗星星夹在会徽和日本国
旗之间，不太显山露水，不太容
易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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