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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冯职业生涯
神奇数据汇总
意甲639场

1995 年 11 月 19 日，17 岁
295天的布冯代表帕尔马完成
了意甲首秀，在意大利顶级联
赛的第一次登场，布冯就零封
了AC米兰。

在随后22年半的时间里，
布冯在意甲联赛出场了639次，
在尤文图斯队史上是毫无疑问
的第一，在整个联赛，也仅次于
红黑队魂马尔蒂尼的647场。

9座意甲冠军
作为足坛常青树，布冯一

路以来都在不断创造属于自
己的纪录，本赛季带领尤文图
斯拿到联赛7连冠后，布冯的
荣誉簿上已经有9座意甲冠
军，比任何一名球员都多。

而在最近这7个赛季，布
冯一共完成了117场零封，遥
遥领先于其他各队门将，事实
上，除了布冯一人，其他各队
的门将在最近7个赛季的零封
次数都不到100场。

974分钟不失球
作为意甲联赛历史上出

场次数最多的门将，布冯还保
持着意甲连续不失球最长时
间纪录：974分钟。

在意甲各支球队当中，乌
迪内斯应该是布冯最喜欢的
对手，代表帕尔马和尤文图
斯，布冯一共跟“乌鸡”交战过
38 次，其中 20 次零封对手。而
和拉齐奥以及 AC 米兰两强，
布冯也分别交战过 38 场，零
封次数为 19 次和 16 次。

117次欧冠
在欧冠赛场，布冯留下的

纪录同样出众，他是意大利球
员当中在欧冠赛场出战次数
最多的球员，一共117次，在欧
冠历史上诸位门将中，布冯的
117次出场也能排在第二名，
仅次于卡西利亚斯，考虑到中
间尤文图斯因为“电话门”受
罚耽搁的几年，布冯在欧冠上
的相关数据本来还应该更高。

176次国家队出场
把目光放到国家队赛场

上，布冯依然拥有多项傲人的
数据。在五大联赛中，布冯是
代表国家队出场次数最多的
球员，达到了惊人的176次。哪
怕是在全球，也能排在国家队
出场次数排行榜的第4位。其
中有80次，布冯作为队长为蓝
衣军团出战。

国家队68次零封
布冯在欧洲杯决赛阶段

为意大利国家队出场17次，这
在所有意大利球员当中也排
在首位，而从1998年法国世界
杯至今，布冯一共在5届世界
杯完成48次扑救，位列同期所
有门将之首。

在176场国家队比赛中，
布冯完成68次零封，扑出5粒
点球，从来都是意大利后防发
挥最稳定的一环，在他1997年
10月29日为蓝衣军团完成首秀
的时候，有39名现在在意甲效
力的球员还没有出生。 综合

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B5B楼 电话：0531-85051537 85051848 售价5元 省内专用代号：23-4006 邮发代号：23-351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近日，尤
文图斯门神布
冯宣布赛季末
离队，欧陆豪
门最后的70后
巨 星 归 隐 山
林。新世纪足
坛第一门将，
1 7 年 尤 文 传
奇，2 0 0 6世界
杯封王，2 2冠
意大利足球丰
碑，意甲9冠与
连续4年双冠
王史上无双，
冻龄男神也是
全民偶像的尤
文队长，留给
后辈一座难以
逾越的高峰。

俗话说得好：欧洲有三苦，罗马队副、英国王储、布冯替补。对那
些和他同时代的意大利和尤文图斯门将来说，“生布冯时”是一种无
奈，也是一种宿命。今天，布冯已经宣布，在赛季结束后会离开尤文图
斯，此前也已经宣布退出意大利国家队。这意味着尤文图斯和意大利
国家队的“布冯替补”们终于熬出了头。

世界杯封王成就巅峰

布冯出道于帕尔玛青训营，
从中场改打门将，17岁就上演意
甲首秀，次年晋升主力，1999年连
夺意大利杯、联盟杯与意大利超
级杯。2001年布冯转投尤文，5200
万欧元创门将转会费世界纪录
并保持至今，开启一段17年绿茵
传奇，首赛季就助老妇人时隔4
年重登亚平宁王座，头5年便4次
意甲加冕。布冯为斑马军团出战
各项赛事655场，夺得9次意甲冠
军(另有2次被剥夺)，4次意大利
杯，5次意大利超级杯。

电话门东窗事发尤文降级
后，布冯也未离开，2006年助黄金
一代的意大利捧起世界杯，是命
运回馈给尤文门神的礼物，达到
其职业生涯巅峰。1996年击败劳
尔领军的西班牙捧起U21欧洲杯
冠军，则是青年队级别最重要赛
事。随后布冯因伤错过2000年欧
洲杯冲冠，2012年率队再闯决赛
冲向德劳内杯，可惜不敌5年3冠
的王朝西班牙。同年意大利国门
助卧薪尝胆的尤文夺回意甲王
座，随后完成七连冠之空前伟
业，是对其17年忠贞不二的又一
褒奖，17年18冠，也创尤文队史纪
录(意乙冠军不计)。

意甲9冠历史无双

俱乐部+国家队共2 2次夺
冠，12次获意甲最佳门将头衔，5
次欧足联赛季最佳阵容，3次
FIFPro年度最佳阵容一阵，5次
加冕IFFHS年度世界最佳及新世
纪头10年最佳门将，布冯是意大
利足球的一座丰碑，各方面均已
超越他的前辈佐夫。9夺意甲锦
标，尤文队长在生涯最后一季超
越8冠的费拉里与弗里诺，成就
意甲前无古人的伟业，这还没算
上两次被剥夺的冠军头衔。生涯
尾声，意大利门神还连续4年达
成意甲+意大利杯双冠王，也是
亚平宁赛场亘古未见之神迹。

无缘欧冠是布冯毕生遗憾，
2003与2015年他率尤文两度杀入
决赛，与大耳杯如此接近却又咫
尺天涯，2003 年老特拉福德之夜
点球大战落败，是意大利国门最
接近俱乐部荣誉顶峰的时刻。不
过正如罗纳尔多也从未捧起欧
冠，无碍外星人成世纪之交足坛
最强前锋，布冯伟大的职业生涯
也不会因些许瑕疵失色。前苏联
门神也是唯一金球门将雅辛，是
国际足联评选的 20 世纪最佳门
神，千禧年来足坛第一门神则非
意大利国门莫属。

诸多历史第一诠释伟大

布冯创下诸多纪录，后辈短
期内难以超越。他在尤文各项赛
事出场次数仅次于皮耶罗，出场
时间则排历史第 1 ，欧冠 115 战
也列队史第 1。意大利国家队出
战 176 场(任队长 80 战)，他是欧
洲足坛出场数历史纪录保持者，
5 次参加世界杯，单届世界杯 5
次零封仅丢 2 球并夺冠，也均并
列历史第 1。本赛季意甲若非尤
文刻意扶植什琴斯尼上位，代班
一半轮次联赛预备接班，尤文门
神(639 场)本可超越前米兰队长
马尔蒂尼(647 场)，成就意甲历史
出场第一人。

40岁的布冯，依然维持绝佳
状态，上赛季达成欧冠史上连续
零封时间次佳纪录，近3年五大
联赛 60 次零封，超德赫亚排第
2 ，仅次于奥布拉克。2015-2016
赛季，尤文门神还创下意甲连续
974 分钟零失球、连续 10 场零封
的纪录，单赛季 21 场零封也是
意甲之最，他办到过两回。被皇
马争议点球淘汰后布冯怒发冲
冠，可他也不忘向 C 罗竖大拇指
与他拥抱祝贺，他是天生赢家，
也是输得起的失意者，拥有伟大
人格与公平竞争精神。 综合

佩鲁济
关键词→时运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但你做好了准备，却不一定能够
等得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佩
鲁济就是这样，有实力，也做好
了准备，但是就是让人不得不感
叹他的时运不济。

为什么说是时运不济呢？就
是好不容易熬走了帕柳卡，却因
为受伤错过世界大赛，回来之后
却发现门前的布冯更能熬……

但是佩鲁济又是幸运的。
2006年，已经年满36岁的他随意
大利队出征德国，后来的事情大
家都知道了，作为第二门将的他
最终收获了世界杯的金牌。值得
一提的是，当时意大利队的第三
门将阿梅利亚，曾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被看作布冯的接班人，然而
也没有能够熬出头。

作为前任尤文图斯队的门
神，佩鲁济帮助球队从低谷一路
走向了冠军，要知道彼时的意甲
正处于“小世界杯”时期，足见这
荣誉的含金量。

托尔多
关键词→技术短板

有人将布冯与托尔多，比
作卡恩与莱曼。

相同的是，他们都具备相
互竞争的实力；不同的是，莱曼
最终成功上位，而托尔多却没
能打破布冯对意大利国门的垄
断。有时候只能高喊一句：“既
生冯，何生多！”

提起托尔多，就不得不说
到2000年欧洲杯时他那封神一
战，而背景就是上述的布冯受
伤+佩鲁济被弃用。

在半决赛对阵荷兰队时，
托尔多先是在常规时间里扑出
了德波尔的点球，然后又在点
球大战中两次扑点成功，几乎
是以一己之力将少一人应战的
意大利队送进决赛。不过决赛
是属于法国人特雷泽盖的，他
的金球绝杀助球队夺冠，而托
尔多不幸成为了这记经典进球
的背景板。

阿比亚蒂
关键词→低估

和布冯同时代的优秀门
将有很多，阿比亚蒂、德桑克
蒂斯、曼宁格、斯托拉里等等，
但是最终他们只得接受替补
的命运。不过讲真，布冯的时
代真的长，只比他大一岁的阿
比亚蒂都已经退役了，他却还
在为意大利镇守国门。

比起上述的佩鲁济和托
尔多，阿比亚蒂的职业生涯
表现或许会让大家感到些许
落差，但是我认为，阿比亚蒂
才是布冯最合格的替补，没
有之一。

实际上，阿比亚蒂无论在
意大利国家队，还是在俱乐
部层面都有过担任布冯替补
的经历。2005-2006赛季，由于
布冯在“贝卢斯科尼”杯赛尤
文与AC米兰的比赛中不幸
受伤，米兰选择将阿比亚蒂
租借给尤文来作为“补偿”。
而担任临时首发门将的他，
也最终帮助球队收获
了那个赛季的冠军，
不 过 后 来 由 于“ 电 话
门”事件而被取消。

佩林
关键词→伤病

佩林的天赋毋庸置疑，他的
能力有目共睹，但是他在最关键
的时刻连续受伤，等他准备好了
来接班，却发现身前又站了一个
比他小7岁的多纳鲁马。

佩林最早成名于佩斯卡拉，
那时的他被热那亚队外租培养，
在主帅泽曼手下和“佩斯卡拉三
杰”维拉蒂、因莫比莱、因西涅一
起在这支弱旅球队中崭露头角。
不过受限于后防实力，佩林最初
的表现并不稳定，在球队 1:6 惨
败尤文后，倒是布冯给了他
安慰：“任何时候
都不要放弃，并
且不要为这场比
赛的表现而有过
多的心理负担。”
或许在那时，布
冯就有心把他
当作接班人
之 一 了
吧！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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