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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考察西方竞技体育发展历史，不同时期的 3 种代表性的运动形式——古希腊的搏击

运动、中世纪的骑士比武和现代足球运动，分析 3 种竞技运动表述的身体暴力，进而对西方竞技

体育中身体暴力演变特征进行探索。结果发现西方竞技体育身体暴力的发展变化是：从崇尚战争

表现的身体暴力到戏剧象征的身体暴力，从个体身体暴力到群体暴力；从显性身体暴力到隐性身

体暴力。西方竞技体育中身体暴力的演变体现了竞技体育文明的进程，并伴随着身体暴力的扩大

化、泛化。竞技规则的建立体现了西方竞技体育文明进程对身体暴力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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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examined 3 representative sports form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ompetitive sports, namely, the combat game in ancient Greece, the cavalier competition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football game in modern times, analyzed physical violence expressed by these 3 types of competitive sports, 

then probed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volution of physical violence in western competitive sports,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physical violence in western competitive sports was developed from physical violence presented 

by war worshiping to physical violence symbolized by drama, from individual physical violence to collective 

physical violence, from dominant physical violence to recessive physical violence; the evolution of physical vio-

lence in western competitive sports embodied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iz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and was accompanied by the escal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of physical viole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etition 

rules embodied the control of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ompetitive sports over physical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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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身体暴力演变

史，身体暴力既是竞技体育的表征，也是竞技体育的

本质。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竞技运动会，到中世

纪的宫廷体育、骑士比武、民间游戏，西方工业化社

会初期竞技运动的兴起，再到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为代表的竞技运动全球化的发展，身体暴力并没有随

着竞技体育的发展而逐渐减少，在某些竞技运动中，

还呈现出扩大化、泛化的趋势。西方竞技体育中身体

暴力的演变，体现了竞技体育文明发展的方向，同时

产生一些新的问题。现代西方竞技体育并不同于古代

和中世纪，现代竞技运动与古希腊和中世纪的竞技运

动并没有本质关联，在身体暴力的演化方面却有紧密

联系。通过考察不同时期 3 种盛行的竞技运动，能够

体现出身体暴力在西方竞技体育中的演化规律。 

 

1  古希腊竞技体育身体暴力表现——搏击运动 
古希腊式搏击运动(Pankration)是古代希腊奥林匹

克运动会上的一项竞技运动。从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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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早出现在公元前 648 年的第 33 届古代奥林匹克

运动会，公元 200 年又增加了青少年的比赛。公元 394

年，随着古代奥运会消失而消失。比赛中，运动员可

以同时使用拳击、角力等进行搏斗，比赛之中，选手

不需戴护具，完全是徒手搏击。有的比赛选手双手缠

绑皮条，而皮条是为了增加杀伤力。比赛中的规则规

定除了不可以插眼睛与用牙齿咬人之外，其他都不限

定招数。比赛没有时间限制，直到其中一方已经没有

战斗能力或认输为止。比赛暴力性极强，竞技双方随

时会有生命危险，死亡事件经常发生。很难想象，如

此残忍暴力的竞技运动，居然是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

会中 受人尊崇的运动。在今天看来是残忍的，但在

当时的希腊，却是 好的技巧性运动，因为它将无尽

的力量和芭蕾式的功夫完美地结合起来[1]。呈现出人类

原始的力量对决，是一项以生命为代价的格斗，并

非纯粹的体育竞技。选手在面对这种残酷且随时失去

性命的挑战之下，除了必需具备强健体魄之外，更需

要拥有强烈的勇气。盛行的一大原因与古希腊的竞技

体育和战争紧密相连有关，古希腊各城邦之间战事频

繁，运动员既是运动场上的竞争者，又是国家的战士，

古希腊竞技体育经常是一种直接的战争训练形式。因

此，与现代竞技体育相比较，会有较强的暴力倾向和情

感的释放，以及更少的规则约束[2]。表现了运动员个体

之间在运动场上的战斗，不过，这种竞技场上较真实的

“战场战斗”，身体暴力的表达是理性的。 

 

2  中世纪竞技体育身体暴力表现——骑士比武 
很难想象在基督教教义严格控制身体行为的中世

纪，骑士比武会盛行一时。骑士比武 早出现在法国

的普罗旺斯，公元 11 世纪末期，开始传到欧洲其他国

家。封建主为了训练骑士，经常把他们招来比武，这

种比武是一种特殊的军事训练形式[3]。12~16 世纪，骑

士比武风靡整个欧洲。骑士比武大会由于暴力死亡、

灵魂堕落，遭到了教会的强烈反对，教皇不止一次的

警告并威胁比武大会的参与者将被革除教籍，然而，

这并不能消除骑士比武。即便是国王，也对比武乐此

不疲，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由于骑士比武模拟实战，

因此早期的骑士比武是非常暴力的，死亡事件经常发

生。1194 年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六世、1223 年荷兰的弗

洛瑞斯三世、1234 年弗洛瑞斯四世、1268 年勃兰登堡伯

爵约翰、1294 年布拉班特的约翰一世等先后死于骑士竞

技场。几乎每年都有一大批的骑士在比武场上丢了性命
[4]。即便如此，欧洲的比武依然盛行，比赛时依旧使用

真枪、真剑，骑士也身着战时铁甲，双方厮杀不受任

何规则的限制。 

13 世纪中后期，骑士比武的规则得到了规范。对

骑士的武器进行了限制，极具杀伤力的大型武器禁止

使用。长矛装上钝头，防止刺伤对手，对冲杀也做了

规定。14 世纪后，为了确保比赛安全，赛场上用栅栏

隔开，比赛双方只能隔篱互相攻击。比赛规则也变得

出复杂化，对参赛者的限制条件增多。即使这样，事

件依旧经常发生。群体比武、混战等极度身体暴力的

比武形式层出不穷。由于群体比武的身体暴力性极大，

1520 年后“群战比武”在欧洲基本上消失了。到了 16

世纪中叶，比武中不再有混战的形式，伴随着骑士制

度的逐渐衰落，比武大会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605

年，国王亨利四世禁止骑马比武，宣告了骑士比武历

史的终结。 

骑士比武的仪式、规则处处体现了军事性的模仿。

早期的骑士比武作为与实战相似的军事游戏来举行，

既没有裁决也没有颁奖仪式。由于骑士们不愿意接受

束缚，比赛规则也只是当作摆设。后期的骑士比武被

赋予了政治意义，用以炫耀国家武力，进行威慑宣扬。

政治意义的象征依旧无法避免暴力，流血是难免的，

国王们也不惜流血而维护国家荣耀，骑士比武成为另

类战场。 

 

3  工业化社会竞技体育身体暴力表现——足

球运动 
足球运动作为世界第一运动，没有哪一项运动比

其更能展现身体暴力性。所有的体育运动都表现出身

体释放，但只有足球运动，对于暴力和现代生活的秩

序和混乱是体现出特别的节奏感，只有足球运动才能

提供一种真正的宣泄[5]。足球运动更容易引发群体性的

身体暴力，而且这种群体身体暴力不仅仅局限于体育

场内。足球运动可以引发球场观众的骚乱，产生暴力

群体——足球流氓，甚至可以挑起国家之间的战争。 

追寻现代足球的起源，其产生与战争有关。公元

913 年，英国人在战争中战胜丹麦人以后曾以敌人的

头颅为乐，这被认为是英国足球的起源[6]。13 世纪的

英国足球运动，没有规则、没有场地和时间的限制，

足球从一个村庄踢到另一个村庄，往往会有几百人同

时参加，经常引起不同村庄年轻人之间的械斗。由于

足球运动引发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统治者三令五申

颁布禁令禁止民众开展足球运动。随着英国工业化的

进程，竞技体育规则开始逐步的规范，足球运动在这

一规范过程中，对足球场上的身体暴力进行了规则化

的限制。极端的身体暴力行为被禁止，竞技个体的身

体暴力被严格规范，只能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运用身

体技术。不过，足球场内观众暴力和场外球迷暴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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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扩大化趋势。足球比赛期间，不论是比赛场内还是

看台上都充满了浓郁的战争气息。观众的呼喊如同战

场上的厮杀声，夹杂着发起冲锋时的战鼓和号角

声……向对方的球员和球迷做出不文明的、挑衅的手

势，而对方阵营往往也会以牙还牙。双方的队员和球

迷竞相谩骂、诋毁，并常常酿成失控的暴力事件[7]。在

现代社会，几乎世界各地都有足球运动引发的暴力事

件发生。 

如果说早期的足球运动有战争胜利的喜悦，那么

现代足球运动所引发的暴力则是一种宣泄。现代足球

运动被赋予了社会价值，代表了群体的情感需要。和

平时期的情感需要失控时，往往如同战争时期的斗争

行为表现。无论是运动员还是观众，通过某种途径来

证明自己的勇气和力量，足球运动为他们提供了一种

血腥的战斗氛围和条件。 

 

4  西方竞技体育身体暴力的演变 

4.1  从崇尚战争表现到戏剧象征 

早期的竞技体育多和战争有关，特别是一些个体

对抗激烈的运动。可以把战争称做 猛烈、 费力的

游戏形式，也可以把战争称之为 明显、 原始的游

戏形式[9]。在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以及地理位置决定

了城邦之间战争的频繁发生。战争是城邦政治生活和

个体生活的一部分。个体在竞技运动中可以充分展现

自我的战斗能力。从古希腊竞技运动项目设置来看，

几乎都是从战争中衍生出来的。 

中世纪的骑士比武，竞技运动的战争表现多从政

治意义体现出来，用以炫耀国家武力，进而威慑敌方。

由于与国家政治象征有着密切的关系，国王们不惜流

血甚至牺牲生命去参加比武。竞技中，表现出战场斗

争的形式，如冲刺、砍杀，不过比武中有特定的礼仪，

当礼仪开始约束这种比武时，竞技比武的结构、组织、

标准和设施都产生了变化。虽然这些变化看上去无足

轻重，却属于有深刻意义的变化。娱乐活动有了调整，

文化观也有了较广泛的转变：人们对暴力更加敏感，

更新了对崇高理想的观念。归根结底，是权力的戏剧

象征得到了更新[10]。虽然现代足球起源与战争密切相

关，然而，现代足球运动 终彻底成为一种戏剧象征，

成为想象的战场。一场足球比赛，往往被媒体描绘成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1986 年墨西哥足球世界杯，英格

兰队和阿根廷队之间的对决，远远超出了一场足球比

赛的意义。由于两国比赛前不久发生了马岛战争，因

此，在两国民众看来，这场比赛是马岛战争的延续。

足球运动把战争迁移到球场，观众极易受到这种战争

情绪的影响而引发骚乱。 

个体之间战争性的竞技运动，逐步向模拟战争行

为戏剧象征的竞技运动演变过程中，运动参与者成为

戏剧的一部分，身体暴力逐渐不被个体和社会所接受。

因此，更加细化的规则出现，用以约束身体暴力。然

而，规则约束并不代表着身体暴力的消失，而是使身

体暴力发生了转化，并赋予了身体暴力更多的表达方

式。暴力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原型文化表述，是维

持人类社会的集体记忆、社会秩序和潜意识心理平衡

的重要社会实践，而“体育暴力”是这种文化的一种

延伸和补充，在社会冲突中起着缓冲和平衡的作用，

为人类心理能量的释放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具有

很强的实践性和象征意义[11]。 

在西方竞技体育身体暴力的演变中，战争表现和

戏剧象征并没严格的界限。古希腊竞技体育中崇尚战

争表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戏剧象征的因素。以古代

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代表的古希腊竞技体育运动会，所

形成的仪式和所表现的反战思想体现了一定的戏剧象

征。只是，这些戏剧象征并不如现代竞技体育表现的

强烈和广泛。 

4.2  从个体身体暴力到群体暴力 

在早期结构较为严密和较为封闭的集体里，能对

规范个体行为起到 大作用的，是与他人持久的共同

相处状态，是那种置身于他人中的毕生的和不可解除

的归属感，以及对他人的直接的敬畏感[12]。这实际上

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在古希腊竞技运动中，几

乎没有集体的运动项目，身体暴力行为多表现在个体

之间。城邦制度和频繁战争的影响，以及对宗教的敬

畏感，决定了当时个体在竞技运动中对身体暴力的推

崇，身体暴力表达极为外显性。身体暴力行为的外显

性反映了当时人性残忍的一面。竞技比赛中群体身体

暴力场面 早出现在古罗马的角斗运动中，盛行于中

世纪的骑士比武和民间游戏当中。骑士比武成为国家

炫耀军事政治的手段，民间游戏则代表了不同群体之

间的竞斗，中世纪的民间足球比赛，是以村、镇为单

位来进行的。群体身体暴力的出现，迫使权力掌控者

对竞技体育进行规则约束。现代竞技体育规则制度的

完善，促使竞技运动个体之间身体暴力行为逐渐减少，

而由竞技运动所引发的场外群体性的暴力冲突行为大

大增加。现代足球中的身体暴力多表现为场外的群体

性暴力，主要以足球流氓为代表的群体，这种群体性

暴力行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战胜对手，而是一种自我

的宣泄，在社会冲突理论者看来，竞技体育引发的群

体性暴力行为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身体暴力从个体到群体过程中，竞技体育规则逐

渐建立、完善，并对身体暴力进行拆解，表现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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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严格地限制身体对抗活动，进而不断在运动对

抗与保护身体之间找到平衡。社会文明秩序的确立需

要对身体暴力进行消解，作为权力体现的规则，能强

制拆解竞技运动中的身体暴力。体育运动中的一些规

范和规则对运动者进行限制和约束，进而对个体暴力

行为进行规范，这种行为规范逐步内在化，形成个体

自我意识[13]。外部约束和个体内部自觉，促使运动场

内身体暴力的减少，运动场外身体暴力的扩大。 

身体暴力从个体到群体的发展中，身体暴力的场

域产生了变化。古希腊竞技体育中，运动个体在运用

自我身体进行激烈的身体对抗中，获得了愉悦、满足，

即使出现流血或是死亡，竞技场外的群体也会认为这

种身体暴力的后果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古希腊竞技

比赛中没有出现因竞技暴力而引发竞技运动之外的对

抗。中世纪的骑士比武，贵族和国王们的死伤，也没

有引起国家的对抗，身体暴力仅限于运动个体之间。

现代竞技体育中，观众已然成为竞技体育的一部分，

竞技体育承载了更多的价值，身体暴力已超出运动个

体之间。现代足球运动引发的暴力冲突，多数发生在

竞技场内和场外的观众之间，且多为群体暴力行为。

身体暴力场域的变化是身体暴力扩大化的表现。 

4.3  从显性身体暴力到隐性身体暴力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竞技体育产生的身体暴力

在个体之间表现出一种显性的态势，流血、受伤甚至

死亡，极易感知身体暴力的存在。中世纪时期，竞技

体育象征意义的扩大，运动个体对身体暴力敏感，使

得当时社会对显性的身体暴力容忍度降低。工业化阶

段后，竞技体育规则的建立，对显性身体暴力的控制

和拆解有了权力的法杖，比赛中的显性身体暴力逐步

隐化，政治、媒体传播和科技等的介入以及竞技体育

本身被赋予多重意义，运动场内显性身体暴力表现大

为降低。在竞技体育中，种族主义、军国主义、语言、

技术、兴奋剂等印刻着暴力，超越了身体暴力的范畴，

且这些暴力没有流血、冲突，但带来的危害却比流血、

冲突更为可怕，暴力表现隐性而难以察觉。1936 年柏

林奥运会，纳粹德国把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赤裸裸地

植入竞技体育中；英国足球专栏作家麦盖尔的《足球

潜规则》一书，记录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一批怀有

种族偏见的球迷，在比赛期间高唱种族主义的歌曲，

散发种族主义的传单[14]。 

现代传媒在报道竞技体育时充满了语言暴力，竞

技体育暴力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集中于暴力行

为上，而是在暴力行为的信息方面。信息经常服务于

宽恕暴力行为或使暴力参与者的行为合法化[15]。在体

育新闻报道中，语言暴力的使用方法包括指名道姓的谩

骂、以长篇大论堵住他人的嘴、以语言霸权来垄断话题、

以淫秽下流的意象来指称话语对象等等，在诸多的语言

暴力中 常见的语言暴力形式有 3 种：控制、贴标签和

攻击[16]。兴奋剂的泛滥已然成为现代竞技体育的幽灵，

兴奋剂的使用似乎并不是暴力行为，但是对于运动员身

体戕害，又不能不说是一种极端的暴力行为，只是这种

身体暴力行为是比赛成绩需求引发的[17-18]。 

从显性的身体暴力到隐性的暴力行为过程中，竞

技体育所带来的暴力呈现出泛化的态势。在古希腊社

会，战争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公民的义务，身体暴力

在竞技场内作为文明的战争不受约束地表现出来。中

世纪比武，战争象征的表现，也决定了身体暴力直观

的表达。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不再不断地受战争和生

存的支配，身体已经慢慢失去过去的那种功效，取而

代之的是对“身体暴力”的自觉抵制和对文明的渴望

与践行[19]，运动个体的身体暴力越来越隐性化。然而，

这一过程并没有带来赛场内外暴力的消失。运动个体

的身体暴力在竞技运动中的逐渐隐性化，却又带来更

多显性的观众暴力行为的产生。身体暴力泛化的进程

中，暴力行为主体发生了变化。 

 

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竞技体育中所表现身体暴力

的演变，体现了竞技体育文明的进程，并伴随着身体

暴力的扩大化与泛化。人类对身体暴力的自觉抵制和

对文明的渴望与践行促使竞技体育规则确立和发展，

规则约束并没有终结身体暴力，只是规范接受一种身

体暴力形态，且呈现出身体暴力逃脱了规范，衍生出

新的、不易被察觉、被控制的暴力形态。身体暴力扩

大化、泛化的趋向与人类社会文明背道而驰，如何阐

释文明进程下身体暴力的扩大化、泛化的表现，应引

起后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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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洲 雄 风 震 天 吼  
——第 16 届广州亚运会有感 

 
现代竞技体育是在 19 世纪末从欧洲兴起的，现代奥林

匹克运动也是在同时期诞生的，至今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

它从社会走进学校，又从学校走向社会，形成了规模宏大的

国际文化现象。不少亚洲国家在近代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

和殖民统治，根本谈不上从事体育活动，所以从基础上讲亚

洲在运动水平上处于劣势，而且奥运会项目极大多数发源于

欧美，所以亚洲人参加国际比赛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的角度

都是一种不公平的竞赛。但经过民族解放了的亚洲运动员的

努力，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可喜的成绩。以北

京奥运会为例，亚洲健儿并不示弱，在 81 个获奖牌的国家

和地区中，亚洲占 22 个。其中除中国名列金牌榜首外，韩

国和日本也分别列为前 7、8 名。这对亚洲人来说是有不小

的进步。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广州亚运会不

仅是广州市的亚运会，也不仅是中国的亚运会，应该看做是

奋起的亚洲人的亚运会。 
我认为广州亚运会 值得称颂的是增加了近一半的非

奥运会项目，体现了亚洲特色。这次总共有 42 个大项，其

中奥运会项目 28 项，非奥运会项目 14 项，这是历届没有的。

非奥运会项目中不少是亚洲喜闻乐见的传统项目，如武术、

板球、棋类、藤球、空手道、龙舟等。尤其武术，多少年来

我们一直积极向国际奥委会推荐，但未能如愿。北京奥运会

作为表演项目，取得一定的宣传效果。这次列为正式比赛，

打破了西方人的偏见，认为武术不好评分。我相信不久的将

来武术会列入奥运项目。 
第 16 届广州亚运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开幕式的独

创性博得体育界和全球媒体的喝彩，作为悬念的点火仪式也

是别出心裁，整个开幕式体现了现代科技和民族文化的交

融，这正是奥林匹克精神和宗旨的体现。我们以一个个现代

化的比赛场馆和亚洲运动员的出色表现感到骄傲和自豪。 
根据惯性，媒体的着眼点还是盯着成绩排行榜，新闻报

道往往大篇幅刊载金牌或破纪录的运动员，这是常规，可以

理解。但有的甚至预测中国要拿 200 枚金牌，有的说一定要

超过上届。亚运会金牌对我们究竟有多么大的意义？我们希

望亚洲健儿都有进步，都能出现好成绩，都能破纪录，分享

奖牌的快乐。我们花了 1 300 多亿，绝不是仅仅为了包揽奖

牌，不然那就毫无意义。我非常怀念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歌：

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像热血流，我们亚洲树

都根连根，我们亚洲云也手握手……我也特别欣赏本届亚运

会提出的“激情盛会，和谐亚洲”的主题。我们必须真正理

解和认真贯彻奥林匹克精神，在努力争取“更快、更高、更

强”，鼓励运动员发扬不断向上精神的同时，还要十分强调

“参加比取胜更重要”，因为归根结底，获奖者毕竟是极少

数，发扬团结、友谊、进步，建立和平的更美好的亚洲，实

现奥林匹克理想，才是举办亚运会的真正目的。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熊斗寅) 

 
熊斗寅个人博客链接：http://olympicflames.blog.soh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