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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检索网络资源有关西方体育媒体研究专著的信息与评论，从体育媒体研究概论，体

育新闻与平面媒体，体育、媒体与文化，体育媒体与政治、经济、社会，体育与广播电视，体育
与电影，体育与网络媒体等 7 个主题框架描述各研究专著的问题域和内容要旨。可供借鉴之处在
于体育媒体的概念澄清、理论学习的重要意义、研究路径选择、建立研究和学习共同体 4 个方面，
藉此开拓中国体育媒体理论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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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western sport media research works
HUANG Lu1，CHEN Xin-ping2，LI Ying3
（1.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He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Tangshan 063009，China；2.Department of
Foundational，Guangdong Construction Vocational Technology Institute，Guangzhou 510450，China；
3.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16，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sorted and translated information and reviews on western sports media research works by
searching network resources such as Amazon, Google, Worldcat and Netlibrary, described the topic areas and content outlines of these research works in 7 topic frameworks, namely, sports media research overview, sport news and
plane media, sport, media and culture, sports media and polity, economy and society, sport and broadcast TV, sport
and movie, as well as sport and network media. Things can be learnt from include such 4 aspects as the clarified
concept of sports media, significance of theoretical learning, research approach selection, as well as research and
learning community establishment. The authors aimed at widening the field of vision for theoretical researches on
sport media in China by means of sorting, describing, retrospecting and learning.
Key words: sport communication；sport media；western theory

伴随全球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体育、媒体与文化

必要的。检索 Amazon、Google Books、Google Scholar、

三维社会建构场域之间呈现出空前的联系、交融的活

Worldcat、Netlibrary、Bookfinder、eBooks 等网络资源

跃性，以《体育媒体杂志》(Journal of Sports Media，JSM)

有关体育媒体研究专著的信息与评论，经译介与整理，

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为标志，作为跨学科交叉的体育

旨在梳理与描述、反思与借鉴西方体育媒体研究相关

媒体研究逐渐形成自主独立的重要科目。采撷西方先

理论，以开阔理论研究视野。

进的研究成果是发展自身的必然途径，研究专著具有
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宏观性、专题性、系统性等特点，

1

引荐西方体育媒体研究专著，明晰其问题意识和内容

1.1 体育媒体研究概论
概论性著述旨在提供全面的理论知识，是学习者

要旨，于中国体育媒体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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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进入专业研究领域的阶梯。《体育媒体手册》[1]汇

验提炼，提供全面、详细、易于理解的体育摄影知识，

集了来自世界各地体育媒体研究者的智慧，经编辑选

阐述了体育摄影装备、
胶片与数码技术、
镜头捕捉技巧、

择和综合，以体育媒体运行流程为导向，建立了相对

情感释放等内容。《体育、文化与广告》[9]讨论了广告

合理、广阔精深的理论体系，涵盖了有关体育媒体的

中体育的表现特性，并置于文化政治背景中进行理论

所有部分，内容集中在体育媒体的生产、体育媒体经

考察，专题讨论包括当代景观和体育广告，体育女性

济学、体育媒体受众、体育媒体推广、体育新闻媒体

主义和消费文化，当代体育广告中的种族主义和精英

中的种族与性别问题等方面。应用群体为媒体娱乐表

女权主义，体育、性与典型广告，广告、体育与残疾，

演、媒体心理学、大众传播、体育营销与管理、大众

全球化、广告和文化阻力等。

文化与文化学的学习者、管理者和研究者。
《体育媒体：
报道、生产和计划编制》 是一本有关体育播报的综合

1.3 体育、媒体与文化
体育与媒体在文化领域表现活跃，致力于大众文

教程，涉及到体育报道全程技巧，即写作指导、风格、

化发展和意识形态建构。置于广义文化范畴，体育媒

沟通技巧、场地选择、编辑、现场制作、道德伦理、

体是人类璀璨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历史记忆

录音程序以及找工作的技巧。除了行业注重的媒体运

的表现形态。
《体育、媒体、文化：全球性与地域性维

作技巧，此书穿插介绍有关体育历史的背景知识、体

度》[10]基于全球——区域化实践范式，在更广阔的社

育报道者和运动员媒体表现案例、体育商务基础知识、

会意义上探讨了体育和媒体的关系。随着体育与生俱

女性的体育表现、体育播报常见社会问题等内容。更

来的价值与影响力在其它社会专业领域的扩延，在体

为重要的是，该书侧重体现体育新闻需求的特色化和

育社会学、体育史、性别研究、文化研究、新闻业、

体育媒体数字化所必需的技能。
《拥有奥运会：关于崭

休闲理论、文学等研究领域出现体育、媒体与文化跨

[2]

[3]

新中国的讲述》 将中国研究、人权、媒体研究、法律

界相互影响的现象，体育媒体实践的社会属性及运行

及其他领域的著名学者聚集到一起，揭示多重实体(跨

规律引起理论关注。该书展现了体育媒体实践与诸如

国利益集团、执政党、IOC 等)怎样试图影响和控制媒

新媒体技术、性别、种族、群体身份、全球化、媒体

体，外界通过媒体事件的讲述来认识与理解北京奥运

的政治经济学等议题的紧密联系和作用机制。《体育、

会。该研究植根于国际重大赛事应对日新月异的全球

文化与媒体：批评性读本》[11]编撰了有关体育、文化

媒体环境变化(媒体输出的扩张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发

和媒体关系的系列论文，建立在广泛考察欧洲、南美

展)的背景，立足于中国抓住奥运契机重塑国际形象的

洲、澳洲、亚洲、非洲的体育与媒体关系的讨论之上，

媒体机遇，细致分析了中国官方奥运媒体的信息建构

内容范畴为：女性、体育和全球化，扮演大众通信角

过程。

色的体育(体育作为娱乐)，信息高速公路中的体育，

1.2 体育新闻与平面媒体
体育新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为黑人观众做体育服装广告，大事件与媒体文化，体

体育媒体的综合应用状况，亦是体育媒体研究的有机

体制造”和“改变体育媒体”两大部分，再细分为 7

[4]

育与奥运会等。
《体育、文化与媒体》[12]分为“体育媒

组成部分。《新闻和体育快速参考指南》 是迅速提升

大主题，每个主题的讨论范畴涉猎广泛，分别为理解

体育新闻(侧重广播媒体)新手专业技巧的简略浏览向

体育和媒体，体育媒体工作，金钱、神话与重要竞赛，

导，内容集中在体育新闻的价值选择与信息采集、编

体育解说与作品，体育偶像的塑造，体育网络化的前

辑流程、专业化与过程控制、音频调节、常见问题分

景等。
《表现体育》[13]亦是体育、媒体、文化与社会学

析等方面。《体育新闻业：一个实践指南》[5]以体育新

习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体育、修辞与性：历史观

闻实践为逻辑主线，分体育报社、新闻来源、新闻报

察和媒体呈现》[14]富有创意的将体育、修辞和性结合

道与行动、体育新闻与照片的新闻出版、体育特色的

起来，为女性研究、体育研究和社会学的研究者拓宽

新闻出版、广播媒体、采访、在线出版等专题依次讲

了思路，全书分为体育语言、历史性观点、印刷媒体

述，旨在提供体育新闻出版实践(分印刷媒体、广播、

表现、广播媒体表现、视觉媒体表现、经典案例学习

[6]

数字媒体)的基础知识。《体育新闻业》 涉及主题广

等若干部分。

泛，提供体育新闻采编、报道、管理与出版的全程指
导。《体育新闻业：多媒体读本》 以信息网络社会为

1.4 体育媒体与政治、经济、社会
体育媒体实践是跨领域交叉和多元价值并存的专

契机，整合广播、电视与网络媒体资源，提供体育新

业化社会系统，与政治形态、社会问题与经济发展联系

闻报道(杂志、小报、电视与因特网)实用技能的权威指

紧密。
《棒球和媒体：球迷如何沉迷于体育新闻报道》[15]

导。
《体育摄影》[8]来源于作者从业体育摄影 25 年的经

以作者的职业生涯和亲身经历为叙事线索，描述了棒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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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新闻报道和电视节目如何日益衰落的变化过程，呈

可移动摄影车、照相机、音频设备、灯光设备使用等

现了媒体关于球队报道的内幕和体育信息加工过程，

问题的描述，旨在让学习者制作出高品质的直播或录

并通过明星球员的讨论，记录了球员从平凡到楷模再

制的体育事件报道。《体育电视转播的幕后观察》[23]

到体育明星的转换过程，揭示了棒球媒体的政治形态，

讲述了体育电视转播行业中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在

可悲的是，受众沉迷于体育新闻报道及对报道内容的

享受声名与默默付出的二律背反中徘徊。《球迷、电

集体无意识认同，最终成为实现政治目的和国家意识

视与全球化》[24]将职业足球、电视、文化全球化概念

形态传播的道具。

联系起来，以个案研究法(民族志和受众分析)致力于
[16]

《体育经济学和媒体》 编撰了来自美国、英国、

阐释球迷快乐体验与足球消费，以及足球作为跨国资

法国、挪威等国学者的专题文章，主要探讨了当下有

本主义寻求全球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后现代文

关体育经济和媒体市场的联系，有关体育商业化和广

化秩序中的体育和电视等主题。
《ABC 电视 1970-2005

告权的政策性问题，分析了体育媒体权、体育经济及

年橄榄球之夜的历史》[25]记载了 1970~2005 年 ABC 电

其致力者(俱乐部、联盟、组织者、电视公司、产权拥

视转播全美职业橄榄球联盟比赛(NFL)的历史，全面覆

有者)3 者间的关系，为运动俱乐部、媒体、政府、非

盖并分析了 ABC 电视台星期一橄榄球之夜栏目的信

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
《体育中的视觉经济：体育

息编辑与运作过程，以进一步理解电视媒体与体育联

[17]

电影》 针对体育研究和文化研究日益分离的状态，

盟间的关系。现代奥运会亦借助电视媒体的信息力量

编撰相关论文并附加诸多评论以填补缺憾，主要讨论

充分展现自身，《奥林匹克媒体》[26]基于 NBC 体育电

了体育、影视、经济与文化间的关系，强调体育电影

视媒体运作，为奥运会前期、中期与后期的关键媒体

在美国影视业中占据的中心地位，为人们理解种族、

人员访谈和电视转播过程提供了理论参考。

性别、等级、历史与社会间的关系发挥了导向作用。
《商业体育：新闻工作者初级读本》 分 13 个专题系

1.6 体育与电影
体育与电影联袂演绎的历史由来已久，伴随后现

统介绍了职业体育团队、个体体育、大学体育、国际

代电影工业日渐式微而转向深度发展，体育的价值与

体育体系、体育合约、体育代理人等商业体育知识，

意义被电影技术与电影艺术渲染得淋漓尽致。
《电影中

最后一个专题讲述了商业体育与新媒体联姻发展的历

的体育》[27]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分 3 大内容框架

史、现状与前景。《新媒体时代的足球运动》[19]专门

侧重阐述了全球化背景下好莱坞体育电影传播与全球

研究了日益强大的新媒体如果影响与改变足球产业的

身份认同过程、体育电影与社会意识形态、体育电影

发展。

与社会问题等主题。
《美国电影中的体育》[28]通过搜集

[18]

《体育、媒体与社会》[20]依据美国和英国体育媒

美国体育电影信息和回顾争论焦点，阐述了体育电影

体调查和案例分析，
内容涵盖了体育媒体细分的所有部

与意识形态、种族、社会身份、民族特征、性别表现

分——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广告、空间(概念的

之间的关系，涉及体育电影的历史及特性、好莱坞与

[21]

延伸)、博物馆、因特网。
《体育和媒体：管理关系》

黑人运动员、美国体育电影和性的联系及表现、美国

将体育媒体产业和体育媒体实践管理技巧紧密联系，

拳击运动电影和等级制等内容，明确了体育电影在推

旨在为学习者提供体育媒体管理及相关课程内容，以

进历史进步、社会理想、体育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电

期充分理解体育媒体的本质、范畴与边界，强化管理

影和历史中的体育》[29]涉及体育发展、电影知识、流

媒体及体育新闻报道的技巧。分为体育媒体的发展历

行文化、美国历史的交叉研究，旨在讨论体育电影传

史、当下媒体和体育产业的商业联系及背景、观众和

达给受众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以及体育竞赛带来的文

广告商在体育媒体报道中的作用、通过媒体管理实现

化震撼，侧重于体育电影与其映射出的历史文化间相

体育新闻有序生产等若干主题内容。

互作用的细致分析。
《拳击历史与早期电影》[30]讨论了

1.5 体育与广播电视
电视产业的崛起和迅猛发展为体育自身魅力、身

早期电影(1897 年)、职业拳击和美国通俗文化发展的

份认同和社会影响力的延伸提供了强大的信息化平
台，体育和电视媒体的联姻是体育媒体实践的主要方

1.7 体育与网络媒体
网络媒体的崛起和极具未来美好前景，为拓宽体

面，著述丰富、选题多样、价值多元、精彩纷呈。《体

育传播途径、延伸体育实体及空间意义再生产发挥了

[22]

历史。

育电视制片》 系统阐述了体育电视远程制片的计划、

重要作用。《体育幻想指南》[31]阐述了体育幻想的概

开始、导演、发布和编辑过程，包括从预算、技术、

念、缘起、发展与未来展望，侧重介绍棒球、橄榄球、

地点选择到认识体育电视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以及

篮球、足球、高尔夫球等主流在线体育幻想游戏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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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橄榄球幻想》[32]和《橄榄球幻想》[33]讲述如何

Castle 在《印第安纳州西北时报》(芝加哥 4 大报纸之

玩转橄榄球虚拟游戏，包括游戏攻略、计划编制、团

一)从事棒球运动新闻工作近 10 载，具有丰富的体育

队组建、游戏技巧的使用等方面，让游戏者品尝体育

新闻实践经验，撰写过 7 部有关体育研究著作，经历

虚拟游戏带来的快乐。幻想橄榄球世锦赛(WCOFF)魅

记者、编辑、体育新闻部负责人等媒体角色，对美国

力无限，Mark St. Amant 讲述橄榄球幻想游戏极富吸引

棒球新闻媒体的运行、政治形态与内幕了如指掌。

力的奥秘所在[34]。此外，网络媒体发展的新变化莫过

其二，理论积淀与扩延。理论著述是研究者长年

于网络新媒体工具的流行与应用，譬如借助博客、

的现象观察、自主思考和潜心研究得出的，大致表现

SEO(搜索引擎优化)等网络工具进行体育营销，体育博

为对某一选题持续深入的理论探索，在达到一定理论

客和个性化健身计划，在线体育博彩等。

深度后转向其它相近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有 Aaron
Baker、Lawrence A Wenner 等人，Aaron Baker[38]于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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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与借鉴

年获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博士学位的研究方向为《美国

2.1 体育媒体理论学习的重要意义
随着现代职业竞技(即商业化体育)、精英竞技、

电影和电视中的体育》，之后持续进行深入研究，在体

大众竞技的崛起、发展与全球影响力的无限扩张，体

中的体育》是其体育电影研究的里程碑，在其体育电

育与诸如广告、性、暴力、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等

影研究达到一定理论高度后，转向体育媒体概论、媒

主题相提并论，在诸多宏观性、概论性、系统性的媒

体政治学等相近研究方向。

体研究初级读本或教科书中，辟有体育媒体专题讨论
[35]

的章节，如 Graeme Burton 的《媒体与社会：批判性
[36]

育电影研究领域建树颇多，2003 年出版的《美国电影

其三，大理论背景与细分领域实证研究相结合。
理论著述是研究者置于大理论背景(母学科研究和跨

观点》辟有体育与媒体再现的独立章节；Hartley 的

学科交叉研究)并结合细分领域实证研究得出的，大致

《理解新闻》将新闻议程分为政治、经济、国际事务、

表现为站在母学科理论高度研究体育问题，甚至直接

国内事务和体育。体育媒体理论充满诱惑力且在稳步

涉猎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等母学科研究

发展，在媒体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为指导与

领域，基于大理论背景所建构的更为广阔的意义框架

促进体育媒体实践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惟有结合细分领域实证才具备理论说服力，并通过报

另一认识维度，媒体理论植根媒体实践，是媒体

纸、杂志、电影、电视、新闻、广告、因特网等体育

实践的抽象与理论升华。在全球赞誉声中落下帷幕的

媒体研究细分领域实证探索来实现合法化。具有代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据《纽

性的有 Raymond Boyle、David Rowe 等人，Raymond

约时报》报道，NBC 电视网在北京奥运转播中至少获

Boyle[39]于 1995 年以毕业论文《足球与文化身份：英国

利 1 亿美元。NBC 对北京奥运会的媒体营销，开始于

格拉斯哥和利物浦个案》获英国斯特林大学博士学位，

2000 年悉尼奥运会，在长达 8 年时间中，NBC 操作日

之后其研究视阈逐渐扩大，研究成果涉及文化学、社

趋熟悉的营销、社会、体育与媒体理论，展开了一系

会学、传播学、新闻学等学科领域，对多个学科领域

列诸如变动北京奥运会开幕时间、实施体育明星计划

的了解与探索使其具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和跨学科交叉

(以美国游泳天才菲尔普斯为代表)、干扰游泳和体操

研究优势，Raymond Boyle 亦致力于体育电视媒体研

[37]

决赛时间(移至北京时间上午举行)等媒体营销行动 ，

究，以支撑其提出的理论框架体系，使这个预设体系

为媒体帝国的全球扩张创造了辉煌业绩。体育媒体理

更具有理论说服力和实践影响力。该研究路径经过母

论亦非华而不实的摆设，将体育媒体实践经验赋予理

学科理论建构和跨学科交叉研究，并结合体育媒体细

论升华与文字呈现即成为理论著述，譬如《奥林匹克

分领域实证，具有理论前瞻性、系统性和指导实践的

媒体》即以 NBC 体育电视媒体运作经验作为理论基

作用与意义。

础。与此同时，媒体理论与实践的评估不仅仅体现在

诚然，体育媒体研究路径的分类框架边界较为模

媒体收益方面，更应当关注传播效果的评估价值。

糊，有时亦兼得两种研究路径，即便如此，大致也可

2.2 体育媒体研究路径选择
其一，根植实践，来源实践。理论著述是研究者

依据实践派与学院派的简略划分来描述两极意义比较

通过实践经验总结、抽象和逻辑思考得出的，大致表
现为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体育媒体工作者所撰写的

2.3 体育媒体研究和学习共同体
后现代、体育、媒体视阈的共谋、联合与发展为

回忆录、对话录、媒体经验总结及理论著述。具有代

发达国家信息社会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储备和可

表性的有 George Castle、Eileen Kennedy 等人，George

操作性的实践范式，为发展中国家致力后现代竞争与

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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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树立了典型参照。团结与联合是知识流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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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共享、专业教育实施的有效方式，组建体育媒体研究
和学习共同体显得日益迫切。时过境迁，传统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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