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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体育传播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社会文化中引起的效果与反应，一方面表现为

对社会文化的进步起着积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减少现

代体育传播的负面影响不仅要靠体育传播者、观众，也要靠政策、法规和技术的保障以及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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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sports communication is a “twin-blade sword”. Its effects and reactions in social cultures show in 

its positive boosting functions on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cultures on the one hand, and in its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ultures on the other hand. Reducing negative effects of modern sports communication 

depends not only on sports communicators and audience, but also on the assurance of policies, laws and technolo-

gies as well as the joint advancement and efforts of the entir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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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体育传播，是现代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

社会的特殊产物，指人类社会巧用现代传媒组织化、

制度化、模式化、类像化，大批量地传授现代体育相

关信息的行为或过程。它是以传播学理论为指导，以

娱乐大众为形式，以追求商业利益为目标，运用先进

传播科技手段，通过编码与把关(选择、聚焦、修饰、

夸张、变形等)来高效地、单向度地探索、叙述与演绎

现代体育领域里的各种体育信息，从而创造媒体人认

可的、能产生大众狂欢效应的拟态体育文化环境的行

为或“互动”过程。无可否认，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

迅速发展，现代体育传播在文化、经济、政治等多个

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已经发展为社会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和无法忽视的文化软实力。当

前尽管有不少声音为现代体育传播叫好，更有人把这

一传播现象解读为媒体在全球化背景下探索体育的现

代化。但是，任何事物都有辨证两个方面，现代体育

传播亦不例外，它既有全球化、现代化、狂欢化、大

众化等的让人心动的一面，也有舍弃媒体应有功能以

及社会责任，并延缓本土传统体育发展进程和扭曲社

会大众体育价值观等使人烦忧的另一面。所以，分析、

研究现代体育传播的“双刃”影响，寻找解决对策，

既有现实意义，也有着理论价值。 

 

1  现代体育传播的功能 

1.1  提升体育影响，推动体育发展 

全球化的电视是推广体育运动的惊人放大器。多

亏了电视，许多人发现了他们可能从不了解的运动：

攀岩、射箭或是花样游泳等等[1]。电视主导下的媒体用

简化了的艺术形式普及体育，这虽然没有参与体育本

身那样深刻与厚重，也无须指望其是否具有永恒的魅

力，但媒体这种用大众普遍能够接受且越发认可的形

式来阐释体育中那些既丰富又深厚的内蕴，使得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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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这一“体育”时，即使没有相应的动作经验和

足够的文化修养，也能够轻松地感悟到来自体育的快

感。电视化体育传播降低了接受正规教育，尤其是接

受体育专业技能教育的门槛，打破了对体育文化昔日

的垄断和封闭，使得体育在逐步普及的同时，也刺激

了它的迅速发展[2]。 

1.2  成就两种产业，引领双赢格局 

大众媒体是社会的神经，其以传播速度快、范围

广、信息多、质量好等优势在信息市场占有得天独厚

的地位。而受众为了及时有效地获得信息需求，愿意

以时间或金钱作交换。赛事被关注程度越高，媒体的

收视费、发行和广告等赢利就越多，其在市场上的竞

争力也就越强。这时大众媒介势必借助体育传播来稳

固核心受众，并努力扩大潜在受众向现实受众转变的

力度，提高自身影响力，同时以出让版面、时段等途

径来刊登广告，从中获取巨大经济收益，以用于自身

的日常运作和扩大再生产，从而推动媒体体育传播产

业的产生和发展[2]。 

媒体已成为传递信息、影响公众生活最快捷、最

直接的手段之一，并日渐成为影响和推动体育产业化

发展的第一支柱。在商业化的知识经济时代，媒体与

体育之间的关系已越来越密切，双方的“联姻”不仅

体现了各自的利益，而且形成一种双赢的态势。体育

与媒体的这种互动合作，使得体育项目不断职业化、

商业化形成产业。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的介入，

扩大了体育比赛的影响以及观众的数量，同时也为各

类、各级体育组织提供了固定、越来越高的经济回报

——电视转播权费用以及名目繁多的赞助等。 

1.3  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宣泄大众心理压力 

现代体育的表演性和娱乐性，及其得到的广泛关

注度，都使它突破了原有功能，而承载着更多文化意

义。体育竞赛中的胜负得失之间、实力与运气之间、

公平与不公平之间，固然有诱人的喜悦、成功、光环，

但所留下的惋惜、遗憾、余味更多，更能够引发人们

对人生、社会的种种联想与感悟。亲身参与体育固然

可取，然而对于更多人来说，总会因为环境、条件、

时间等现实问题而不能参与体育。于是，人们更多的

是利用媒体来代偿地满足对体育文化的需求，并周期

性地吐出残存于自身身体之中的血性、狂野及异样的

激情和亢奋[3]。媒体体育就这样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

时，本身也已成为一种特有文化现象，丰富着社会整

体的文化。 

1.4  提高媒体传播水平，整合社会精神文明 

受众的兴奋点，永远是媒体的动力所在。一些大

型比赛，组委会为使比赛正常、有序地进行同时又得

到很好的宣传，都设立了新闻中心，不同国别、不同

肤色的体育记者，会不约而同地汇聚该中心进行着“头

脑风暴”——采访、写作、制作、传送等。而这些媒

体往往代表着本国媒体传播的最高水准，所以在交流

与合作的过程中，既能沟通感情，又会提升业务。 

传播往往是作为在具体的环境和场合中，整合观

念、意识、制度、规范、精神和文化等的策略或行为。

现代体育传播的文化特征和内容性质，使其在形成社

会规范和个体行为、集体要求和个人表现、拼搏和成

功、失误与转机等社会关系协调方面的作用显得更加

突出。正如奥林匹克主义所倡导的将身、心和精神方

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发挥优秀榜样的

教育价值，推崇一般伦理道德基本原则为基础的生活

方式。体育明星勇敢顽强的拼搏精神，团结协作的优

良作风，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遵守规则的行为规范，

成为受众处世的典范[4]。同时，传媒对赛事中异化和腐

败的有效监督，也能唤起大众的关注热情。这对建立

以人为本、团结互助、公平竞争的和谐社会大有裨益。 

1.5  建构国家认同感，激发民族凝聚力 

尽管体育本身并不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但体育

常被看作是锻造“国家特征”的重要方面，通过它展

示本国的优越地位，已成为大多数国家政府经常考虑

的问题。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体育是国家

间综合国力竞争的手段和工具。而传媒已成为现代体

育与社会、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连接点。

媒体体育在特定时刻总是通过渲染、聚焦、放大等多

种形式，强化“我国”或“我们”这种带有强烈集体

倾向的情绪。媒体还常常将重要国际赛事描述为一种

战争，一种至少说是国家间的仪式“对抗”，将运动员

个体成绩报道成国家利益及荣誉的代表，以造成一种

运动员的场上所有表现都是“为国而战”的普遍认同，

如将“美国男篮”说成“梦之队”，把王军霞比喻成“东

方神鹿”，将刘翔报道为“亚洲飞人”等。 

1.6  传播国家形象，促进国际交往 

文化手段已被称为国家外交中与政治、经济、军

事并列的第 4 种手段。文化外交手段总是要与强大的

政治、经济和良好的国家形象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

发挥它的效力，而国家形象是通过国际传播展现出来

的。美国体育学者迈克·凯里吉奇如此评价体育对国

家形象的作用：“奥运会是观察体育在国家形象作用的

重要场所。我们把自己的身份认同通过某个运动队与

整个国家的身份形象挂钩。”[5]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

的加快和综合国力增强，商业化成就了我国媒体与体

育的联姻，媒体体育在传播体育的同时，塑造和传播

了国家的形象。如，号称“中国有史以来最大单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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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商品”的姚明，在 2004 年《时代》周刊评选的“时

代百人”中是唯一入选的篮球运动员，并被喻为“从

毛主席以来最广为人知的中国符号”。他正在向西方世

界展现着这样的“中国”：彬彬有礼但具有很强的竞争

力，能够很好地融入西方社会但坚持自己的原则，不

停进步的同时也帮助队友做得更好。注意力就是经济!

“姚明”已经成为中美两国的通用词汇，而且在休斯

顿诞生了“姚明经济”[6]。 

 

2  现代体育传播的负面效果 

2.1  商业逻辑渗透，体育规律扭曲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艾德加·莫兰[7]

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因大众媒介才发展起来的文化，

其发展的历史活力是工业、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现代

社会所特有的，大众传播的技术为发展开放了市场，

在这一市场上，文化产品是按照供求规律作为商品提

供的。目前，大众文化已成为人们所面临的主要文化

环境，其生命力主要体现在碎片化、一次性、通俗、

娱乐、肤浅等，而这又是由其商业逻辑、消费原则和

快乐哲学决定。在这一环境中，天生具备娱乐、欣赏

等因子的体育很难不被吸收为大众文化的重要成员。

这就使得现代体育传播从一开始就自然遵循大众文化

生产的逻辑，从而造成现代体育传播不得不适应与迁

就世俗化、时尚化的文化样式需求，瞬间化、碎片化

的文化消费形态，游戏化和释放化的文化参与冲动。 

商业化的媒体维护自身利益是其本质属性。电视

促进了现代体育事业的巨大发展，但它选择体育是因

为体育的电视价值。电视的“权利费用”为现代体育

提供了重要资金保证。然而，一旦签定了契约，无论

天气好坏，运动员有无伤痛、恢复与否等，赛事都必

须按照“有偿”电视台已经制定好的时间表进行。电

视机构实际上已掌握了对体育的控制权，造成许多项

目在规则上对电视转播做出让步，诸如要求女性运动

员穿着紧身性感的服装比赛吸引观众；为安置更多容

量的广告而增加比赛的休息和暂停时间的次数和长

度；为增加比赛的悬念性和刺激性而改变规则。排球

的直接得分制、乒乓球的 11 分制，以及足球的突然死

亡法，都是因为电视转播的需求而产生的。还有，现

实中不少体育竞赛时间被人为地提前或推迟，理由是

为了更好地配合电视转播，迎合特殊观众的收视时间。

例如，1988 年汉城奥运会，由于时差的关系，许多项

目的比赛时间恰好是美国人睡眠的时间，为了不影响

电视实况转播在美国的收视率及广告的收入，购得转

播权的美国电视商(NBC)提出改变赛程，把部分项目决

赛安排在美国电视播出的黄金时间举行[8]。以上这种媒

体借助体育获取商业利益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扭曲了

体育运动本身内在规律及价值取向，并影响着体育的

发展。 

2.2  竞技运动铺天盖地，本土体育遭到威胁 

当下媒体将体育片面或单纯理解为娱乐、运动、

对抗、游戏或者是脱离人的身心发展的其他教育和活

动等的做法，违背了体育本质，导致了体育价值目标

的偏离与异化[9]。体育应是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

人们身心健康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活动。

但纵观现代体育传播，无论是专业性体育媒体还是各

综合媒体的体育版或栏目，在传播体育时，均出现了

竞技运动一花独放的局面，各媒体竞技体育内容平均

占到了媒体所有体育资讯的 80%以上(《中国体育报》

除外)[10]。每临重大和关键的体育盛事，各路媒体总是

挖空心思，使出浑身解数，大量运用惹眼的图片、遐

想的标题和现场直播、网络视频等力求凸现竞技运动

的阳刚、激情、变化、刺激之美，从而产生了强大的

视觉与心理冲击力，令受众赏心悦目、欣喜若狂。同

时，还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宣传着“唯金牌论”、“胜

者王侯败者寇”的非和谐体育理念。 

现代传媒“可以经由戏剧化地表现某些问题而忽

略另一些不易被大众化的问题，引导公众注意力”[11]。

现代体育传播，因为运动竞技这一特殊文化，具备着

能让文明时代人性“回归”的诸多魅力，而得到现代

传媒的“珍爱”，并成为媒介全球化的内容先驱。而媒

介全球化客观上为体育传播全球化准备了物质和技术

条件，并使其成为现实[12]。竞技化的现代体育传播带

来的重大现实问题就是本土体育文化传统和体育受到

严重威胁。在文化安全方面，从青少年起就逐渐培养

起完全竞技化的体育方式、体育情感、体育消费、体

育思维乃至背后的价值观念、文化观念，使得本土体

育文化逐渐失去赖以生存和繁衍的文化土壤。让人心

痛的是，在全球化浪潮中，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本体

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侧重于原始祈福、强身健体、武

力保家、娱性怡情的作用，转变为‘自娱’与‘娱人’

的作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部分项目，面临消亡

或逐渐走上消亡的命运[13]”。 

2.3  传媒“公器私用”，受众“身份遗失” 

社会信息化、电子传播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真

正体育大众文化时代的开始”。但与此同时，现代体育

传播也呈现出为迎合大众口味，或追求商业利益而忽

视社会利益的不良倾向。传媒是一把“双刃剑”，对大

众的影响是巨大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

面。传媒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起着

不可忽视的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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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现代传媒在解放人的同时也

禁锢了人，而作为大众文化出现的现代体育传播，却

逐渐地远离了大众，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舆论工具，

以及精英体育人士表演的舞台。 

当下体育新闻传播模式可分解为两部分：一是体

育精英“领袖”与媒体建立了直接的“刺激→反映”

模式；二是媒体与受众之间的“生产→消费”模式[14]。

面对媒体化体育，受众只能是“被邀请来参加一种仪

式、一种象征性的文化表演”的客人而已。他们更多

是消费精英化、戏剧化、仪式化、娱乐化和可视化的

媒体体育产品，而不是去参与体育。另一方面，在现

代体育传播中，大众传媒淡化了自己传媒“把关人”

意识，忽略了自己“社会公器”的功能，片面强调大

众传播效果，并没有真正地尊重、满足受众。传媒没

有做到主动、积极地引导受众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

竞赛胜负观、体育消费观、体育文化观等，而是一味

消极、被动地迎合受众的浅层次需求，建造一种“认

同”——使受众深深地沉溺于媒体化体育之中，迷信

自身与媒介体育中的明星人物情感与共，声气相通，

逐渐造成与现实体育联系的中断，以及对传媒的过度

依赖，从而导致他们的“身份遗失”。 

2.4  传播内容方式欠佳，社会不安因素增加 

现代体育传播塑造了许多体育迷，其中尤以球迷

最甚。他们当中，甚至有人连自己所忠实项目的不少

规则、细节、特点都不甚清楚，但这毫不妨碍他们如

痴如醉跟随着比赛的进程，挥洒着个人情感，此举非

但得不到指责，反而一呼百应。球迷的这一狂热不仅

是一种宣泄，更是一种表现，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和传

播个人的态度，并通过情绪上产生共鸣的球迷之间的

相互交流沟通而形成认同感。而此过程中，媒体的任

何有关他们的形象曝光，都将被理解为对他们的赞赏

和支持，从而巩固和提升群体感，也使得这一群体越

发壮大。 

然而，社会心理学研究提醒人们，要时刻谨防那

种会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带来破坏性结果的

“集合行为”。集合行为的发生需要 3 个基本条件：一

是社会结构性压力(集合行为发生的温床)；二是触发

性事件(导火索)；三是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减弱，异

态传播机制被激活。这种情况下，人们宁可相信流言，

而拒绝大众媒体的正式新闻报道[15]。在一场足球赛(重

要赛事尤甚)中，比赛紧张激烈、扑朔迷离，观众人山

人海、情绪高昂。因为对于广大球迷来说，胜负悬念

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压力，再加上媒体在赛前对赛事

的宣传，往往又加重了这种压力或产生新的结构性压

力；在比赛中突发性事件如球员斗殴、裁判失误等随

时都可能发生；赛场上，正常社会传播系统无法介入，

群体传播及其它非正常传播机制成为人们了解和判断

情况的依据。不难看出，以上 3 个条件中，后两个与

信息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传媒对重大赛事、重点运

动员、比赛细节等大肆不当渲染，积少成多，恰恰能

激发以上 3 条件，从而为潜在的骚乱推波助澜。这样

的事故已发生多次，如我国足球界的“5·19”、“兵败

汉城”事件以及《十问》事件等。 

另外，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声色俱佳的媒介体

育，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人们体育认知水平的降低和

思维能力的减退，而使得部分人隐秘欲望与感性行为

的膨胀。现代体育传播中虚假、低俗，乃至色情的泛

滥，必将产生不可低估的价值误导和社会负效应，特

别是当接受对象是青少年时，甚至有可能引发他们的

暴力、性攻击等犯罪行为。不健康的体育“娱乐”信

息势必会损害受众的长远利益，也不利于我国体育传

媒产业的健康发展。 

 

3  现代体育传播功能的思考 
目前，我国大众媒体基本走向了市场，并积极参

与市场竞争，逐步实现传媒的自觉性过渡。受众不再

像以往那样消极，而是积极地寻求信息。然而，我国

的体育传播在以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的过程中，

出现了不少“矫枉过正”的现象，产生了不少误区。

在体育传播发展初期，传媒数量极少，可以做大众的

大锅饭；而当体育传播大发展后，传媒已越来越多，

社会成员就会根据各自的文化心理需求对传媒加以甄

别和选择。可是当前的一些大众体育传媒，为了眼前

利益，片面追求收视率、发行量以及受众面，力求满

足最大范围受众的共同兴趣，媒体自主地降低了受众

的认知水平，迁就大多数受众的基本欲求，致使受众

定位过于宽泛，传播的内容、题材失之偏颇、没有特

色、大同小异，降低了大众传媒在受众心目中的可信

度。 

体育传播的是清晰的文化符号，其整合了政治、

经济、文化及民族认同等多重复杂要素的综合体，不

应单纯作为媒体工具。体育传播有它的两重性，它既

能育人向上，又能诱人堕落。所以，体育传播不仅需

要有精彩、健康的画面和内容，而且还需要向社会负

责，尤其要对青少年的成长负责，向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发展负责。媒体自觉和体育传播效果间的关系，其

本质就是传播者与受众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人

为地把这二者割裂或对立起来，不利于我国体育传播

的发展。作为体育传播活动的两极，传播者与受众构

成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我国体育传播想要健康有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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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就必须寻求平衡，也就是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

搭建一座平等交流的桥梁，使我国的大众传媒，在体

育文化传播方面畅通无阻，从而有序传播。现代体育

传播的正、负功能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对应的，要想

获得理想、正面的传播效果，必须对其负面效应给予

足够的认识和重视，针对体育传播活动中可能出现的

负效应，要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同时，在实际操

作中要有意识地强化体育传播的正功能。美国传播学

者威尔伯·施拉姆说：人类是否能享受到它的好处，

主要取决于我们运用它的智慧是否能与发明它的智慧

并驾齐驱。消除负面影响不仅要靠体育传播者、观众，

也要靠政策、法规和技术的保障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而且，即使出现负面效用，也必须采用适当的补

救办法，防止侵害的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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